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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次氯酸消毒剂对纤维支气管镜的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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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评价一种新型次氯酸消毒剂对纤维支气管镜的消毒效果。方法　６０条使用后的纤维支气管镜

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流程清洗后，使用次氯酸消毒剂分别进行机洗消毒３、５ｍｉｎ，采用ＡＴＰ生物荧光检测法和滤膜

法对纤维支气管镜的外表面和内腔表面进行消毒效果的监测和评价，并与未清洗前、酶洗前进行比较。结果　３０

条纤维支气管镜使用后未清洗前，内镜外表面ＲＬＵ中位值为９１１．５，合格率为１６．７％；酶洗后机洗前，内镜外表面

ＲＬＵ中位值为２３４．０，合格率为４３．３％。每组３０条纤维支气管镜经消毒剂分别浸泡消毒５、３ｍｉｎ后，气管镜

外表面ＲＬＵ中位值分别为２５．０、２３．５，合格率均为１００．０％。连续使用７ｄ后，有效浓度仍维持在８０ｍｇ／Ｌ以上。

结论　该新型次氯酸消毒剂作用３ｍｉｎ即可对纤维支气管镜产生良好的消毒效果，提高了工作效率，并具备良好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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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治疗作为一种侵入性、微

创性的诊疗技术，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成

为肺部疾病的主要检查手段之一［１］。然而纤维支气

管镜的管腔细长、结构精细，且不耐高温，使用过程

中会接触患者的体液和血液，多种呼吸道病原体也

可附着在内镜内、外表面，若清洗、消毒不当易导致

交叉感染。研究［１］显示，０．８％的患者可在支气管镜

检查后发生感染，严重时可引起医院感染暴发，给感

染的预防和控制带来严峻考验。因此，加强纤维支

气管镜的规范化消毒和管理，选择合适的消毒剂对

内镜的安全使用有着重要意义。次氯酸消毒剂作为

一种新型的内镜消毒剂，具有安全、高效、方便、环保

等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良好的消毒效果［２］。一

款新型次氯酸消毒剂用于纤维支气管镜的消毒，为

了解该消毒剂对临床纤维支气管镜实际消毒效果是

否可达到高水平消毒，以及其有效性如何，开展了本

研究，以期为临床的内镜清洗消毒工作提供参考，现

将结果汇总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８年７—１０月，选取临床使用

过且即将进行清洗、消毒的６０条纤维支气管镜，随

机抽取３０条内镜列为消毒５ｍｉｎ组，机洗消毒时间

为５ｍｉｎ；剩余３０条内镜列为消毒３ｍｉｎ组，机洗消

毒时间为３ｍｉｎ。

１．２　试剂与器材　ＯｌｙｍｕｐｓＢＦＰ１８０／Ｑ１８０／ＭＨ

５３３型纤维支气管镜６条，新华牌Ｒｉｄｅｒ６０Ｂ型全自

动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机，佳姆巴医疗器械消毒剂（上

海日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有效氯含量在５０～

２１０ｍｇ／Ｌ）
［３］，３Ｍ７０５０８Ｍ 型全效快速多酶清洗

液，３ＭＡＴＰ荧光检测仪，５０ｍＬ一次性注射器，无

菌薄膜过滤器，ＨＴＹＷＰ０型取样泵，ＨＴＹ１０１微生

物检验仪，哈纳 ＨＩ９６７７１次氯酸浓度检测仪，中和剂

（１００ｍＬ磷酸盐缓冲液＋０．２ｇ硫代硫酸钠＋０．５ｇ

吐温＋１ｇ卵磷脂）、Ｒ２Ａ琼脂培养基及培养器材。

１．３　清洗、消毒流程　纤维支气管镜清洗和流程按

照《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ＷＳ５０７－２０１６
［４］

要求，纤维支气管镜拆卸到最小单位在流动水下洗

刷，多酶浸泡和冲洗，随后放置于全自动软式内镜清

洗消毒机按照预先设定消毒时间进行清洗和消毒，

消毒剂采用佳姆巴医疗器械消毒剂。

１．４　采样方法　每条消毒好后的纤维支气管镜进

行干燥处理后，同时采用内腔采样法和外表面采样

法进行消毒效果评价。内腔采样法：在清洁环境下，

使用无菌注射器抽取５０ｍＬ含中和剂的采样液，从

待检内镜的活检口注入，用水样薄膜过滤器进行收

集，及时送检至实验室并采用滤膜法进行细菌菌落

计数。外表面采样法：在清洁环境下，将 ＡＴＰ水样

拭子在纤维支气管镜的表面进行顺时针旋转涂抹采

样，并将采好的拭子放置于荧光检测仪中并按压到

底，记录读数（ＲＬＵ）。

１．５　评价标准　ＡＴＰ生物荧光法按照设备参考

值：≤２００ＲＬＵ作为消毒合格；菌落计数法按照《软

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标准，菌落总数≤

２０ＣＦＵ／件为合格。

１．６　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和极值进行

描述。

２　结果

２．１　ＡＴＰ生物荧光检测　３０条纤维支气管镜使

用后未清洗前，内镜外表面ＲＬＵ中位值为９１１．５，

合格率为１６．７％；酶洗后机洗前，内镜外表面ＲＬＵ

中位值为２３４．０，合格率为４３．３％。每组３０条

纤维支气管镜经消毒剂分别浸泡消毒５、３ｍｉｎ

后，气管镜外表面ＲＬＵ中位值分别为２５．０、２３．５，

合格率均为１００．０％。见表１。

表１　各组纤维支气管镜外表面ＡＴＰ生物荧光法检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ｉｂｅｒｂｒｏｎｃｈｏ

ｓｃｏｐ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ＴＰｂｉ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ｓａｙ

组别 数量
ＡＴＰ生物荧光法

范围（ＲＬＵ） 中位数（ＲＬＵ）合格数（％）

未清洗前 ３０ ４８～３２１１９ ９１１．５ ５（１６．７）

酶洗后 ３０ ２５～２２２２ ２３４．０ １３（４３．３）

消毒５ｍｉｎ组 ３０ １３～７９ ２５．０ ３０（１００．０）

消毒３ｍｉｎ组 ３０ １０～７１ ２３．５ ３０（１００．０）

２．２　菌落计数　３０条纤维支气管镜消毒后进行滤

膜法采样，消毒５ｍｉｎ组有５条检出细菌，菌落数

０～７ＣＦＵ／件；消毒３ｍｉｎ组有４条检出细菌，菌落数

０～５ＣＦＵ／件，不同消毒作用时间合格率均为１００％。

２．３　消毒衰减指标研究　使用次氯酸消毒剂进行

机洗消毒，消毒作用时间分别为５、３ｍｉｎ，连续使用

７ｄ作为一个循环，每个循环期间消毒纤维支气管

镜２０～３１条，共进行４个循环研究。共检测２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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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支气管镜，结果显示，滤膜法和倾注法均未检测

出活菌，消毒合格率均为１００％。次氯酸浓度检测

结果显示，次氯酸消毒剂连续机洗使用７ｄ后，浓度

仍在８０ｍｇ／Ｌ左右，在有效浓度范围内，见表２。

表２　次氯酸消毒剂临床连续消毒现场试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ｎｓｉｔｅｔｅｓ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ｏｃｈｌｏｒｏｕｓａｃｉｄ

循环数

消毒５ｍｉｎ组

循环期间内镜

消毒条数

第７天消毒

合格率（％）

第７天有效氯

浓度（ｍｇ／Ｌ）

消毒３ｍｉｎ组

循环期间内镜

消毒条数

第７天消毒

合格率（％）

第７天有效氯

浓度（ｍｇ／Ｌ）

１ ２２ １００．０（２／２） １０２ ２５ １００．０（３／３） １０６

２ ２５ １００．０（４／４） ８５ ３１ １００．０（４／４） ７９

３ ２３ １００．０（３／３） ９１ ２９ １００．０（３／３） ８２

４ ２０ １００．０（２／２） １０１ ２２ １００．０（２／２） １１２

３　讨论

本研究采用ＡＴＰ生物荧光法对纤维支气管镜

表面进行采样，采用滤膜法对纤维支气管镜内腔进

行采样，评价次氯酸消毒剂消毒效果。ＡＴＰ荧光法

是一种简便、快捷的生物学监测方法，主要通过检测

细胞内的能量物质 ＡＴＰ 而反映活菌数量
［５］。

研究［６］显示，菌落计数法和 ＡＴＰ生物荧光法对活

菌悬浮液检测结果基本一致，ＡＴＰ生物荧光法检测

的ＲＬＵ值能反应实际细菌含量的高低。由于人体

呼吸道可正常定植大量细菌，使用后的纤维支气管

镜可被患者污染。本次ＡＴＰ生物荧光检测结果也

显示，使用后、未清洗前纤维支气管镜中位数为

９１１．５ＲＬＵ，经过酶洗后中位数为２３４．０ＲＬＵ，但

次氯酸消毒剂消毒５ｍｉｎ或３ｍｉｎ后，ＡＴＰ数值降

低至１０～７９，说明纤维支气管镜仅清洗和酶洗并不

能有效清除污染，而次氯酸消毒可有效降低外表面

污染情况。细菌菌落计数是一种直观而准确反映内

镜清洗、消毒效果的监测方法，滤膜法通过５０ｍＬ

的采样液对内镜管腔进行充分冲洗，经过滤膜富集

浓缩后较倾注法得到更为精准的检测结果［７］。本组

结果显示，消毒后的纤维支气管镜经滤膜法检测仅

有９条培养出细菌，且最高的一条内镜菌落数仅为

７ＣＦＵ，说明本次所用的次氯酸消毒剂具有良好的

消毒效果。次氯酸消毒剂分别进行５、３ｍｉｎ的消

毒，滤膜法、倾注法和ＡＴＰ生物荧光法均显示消毒

合格率为１００％，提示该消毒剂作用３ｍｉｎ可有效杀

灭纤维支气管镜污染的细菌，达到高效杀毒的效果。

目前，２％的戊二醛是国内最常使用的内镜消毒

剂，具有消毒耗时过长的缺点，在消毒管理方面也需

要专人守候操作，降低了清洗效率。此外，２％戊二

醛具有挥发性和刺激性，对人的呼吸道和皮肤黏膜

有一定的刺激，对清洗和操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带来

一定的挑战［８］。过氧乙酸和邻苯二甲醛是近年来开

始应用于内镜消毒的化学消毒剂，过氧乙酸具有高

效、作用时间短、无有害物质残留等优点［９］，已在部

分国内医院的内镜中心大规模应用［１０］。但这种灭

菌型的消毒剂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二元固体

或液体的过氧乙酸，其化学性质不稳定，具有现用现

配、易燃易爆、需特殊废液处理等缺点，不利于临床

大规模使用［１１］，而邻苯二甲醛对光和空气敏感，并

存在使蛋白变性的缺点，对人的皮肤、黏膜存在一定

的损伤［１２］，需从业人员做好相应的防护。普通酸性

氧化电位水主要通过电解水中次氯酸以及高电压作

用下将细菌菌体蛋白氧化而达到杀菌的作用［１３］，可

应用于内镜消毒。但该消毒剂性质不稳定，需现用

现配，对不锈钢以外的金属具有一定的腐蚀性，限制

了其大规模应用［１４］。有研究报道，次氯酸钠消毒剂

能够穿透生物膜，降低生物膜表面胞外多糖－蛋白

质复合物或细菌连贯性，对管腔内壁附有的生物膜

具有较强的破坏能力［１５］。

本组研究还对佳姆巴医疗器械消毒剂的稳定性

进行了监测。次氯酸消毒剂是一种无色、透明、对人

体无明显刺激性和异味的消毒剂［１６］，主要通过次氯

酸卤化或氧化细胞成分或蛋白质和脂质而破坏病

原体［１７］，有效氯含量在５０～２１０ｍｇ／Ｌ可发挥消毒

效果，对耐碳青霉烯的鲍曼不动杆菌也有很好的杀

灭效果［１８］。次氯酸易受到有机物和光照条件的影

响而降低稳定性，前期研究已证实该消毒剂存在自

然衰减的特性，平均每消毒一条胃肠镜消耗１０ｍｇ

有效成分［３］，但该研究集中在单一时间段内大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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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清洗中，对自然天数的衰减率和使用天数未进行深

入研究。本研究发现次氯酸连续消毒７ｄ，消毒循环

数在２０～３１条，平均每条纤维支气管镜消耗５ｍｇ／Ｌ

有效氯，且第７天末有效氯监测浓度仍维持在有效

浓度范围内，满足日常的清洗要求。研究过程中发

现该消毒剂使用后无残留，肉眼观察纤维支气管镜

外表面无发白、发黏、破损等老化现象，同时也未对

内镜清洗人员产生不良影响，与黄育红等［１９］研究结

果一致，符合内镜高水平、安全消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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