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机构清洁消毒与含
氯消毒液的应用及配制

                                       



          主要学习内容

   医疗器械的分类
   临床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
   部分物品的清洁消毒
   各种含氯消毒液浓度的配制



            医疗器械的分类：

               一、高度危险品

         二、中度危险品

         三、低度危险品



医疗器械分类：斯伯尔丁分类法

   1968年E.H.Spaulding根据医疗器
械污染后使用,所致感染的危险性，以
及在患者之间使用的消毒或灭菌要求，
将医疗器械分为三类，即高度危险性
物品、中度危险性物品和低度危险性
物品。

   ----2012年版《医疗机构消毒技术
规范》



一、高度危险性物品

定义：进入人体无菌组织、器官、脉管系统（如血肉、骨骼

等），或有无菌体液从中流过的物品或接触破损皮肤、

破损黏膜的物品，一旦被微生物污染，具有极高感染

风险。常见高度危险性物品：

Ø 手术器械或用品

Ø 穿刺针

Ø 输血、输液器材

Ø 血液或血制品

Ø 植入物

Ø 膀胱镜

Ø 腹腔镜

Ø … …



一、高度危险性物品的消毒灭菌：

    原则：进入人体无菌组织、
器官、腔隙，或接触人体破损
皮肤、破损黏膜、组织的诊疗
器械、器具和物品应进行灭菌。



二、中度危险性物品
定义：与完整黏膜（如口腔黏膜）相接触，

而不进入人体无菌组织、器官和血流，

也不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膜的物品。

常见的中度危险性物品：

Ø 与完整黏膜接触的物品：口腔护理用具。

Ø 间接与黏膜接触的物品：氧气面罩、麻醉呼吸管

路、呼吸机管路、氧气湿化瓶、胃肠减压器、

等。



二、中度危险性物品的消毒

原则：

Ø 耐热、耐湿的物品：首选湿热消

毒（煮沸30分钟及以上时间）。                              

Ø 不耐热、耐湿的物品：可用中水

平或高水平消毒剂浸泡消毒。



三、低度危险性物品

定义：与完整皮肤接触而不与黏膜接触的器材。

Ø 一般诊疗用品：血压计、听诊器、

监护仪、设备带等。

Ø 患者生活卫生用品：毛巾、面盆、

痰盂（杯）、便器、餐饮具等。

Ø 患者床单元：病床及床上用品、

床旁桌、椅子、窗帘或隔帘等。



 三、低度危险性物品的消毒    原则：

Ø 以保持清洁为主。

Ø 可选用中、低水平消毒方法。

Ø 耐热、耐湿的物品首选湿热消毒（煮沸30分钟

及以上时间）。

Ø 不耐热、耐湿的物品使用化学消毒剂浸泡消毒。

Ø 不耐热、不耐湿的物品可采用高水平消毒剂擦

拭消毒或紫外线照射消毒。



Ø一、灭菌方法

Ø二、高水平消毒方法

Ø三、中水平消毒方法

Ø四、低水平消毒方法

临床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



























一、灭菌方法：

Ø 湿热灭菌：压力蒸汽灭菌器、小型快

速灭菌器。

Ø 低温灭菌：环氧乙烷、甲醛、过氧化

氢等离子体。

Ø 浸泡灭菌：2%戊二醛（常温下30分钟

消毒，10小时以上达到灭菌）。



二、高水平消毒方法：

  

     可以杀灭各种微生物，包括

细菌繁殖体、病毒、真菌及其

孢子和绝大多数细菌芽孢。           

      属于此类的方法有：含氯制剂、二氧

化氯、邻苯二甲醛、过氧乙酸、过氧化

氢、臭氧、碘酊等。



三、中水平消毒方法：

    杀灭除细菌芽孢以外的各种病原微生
物包括分枝杆菌（如结核杆菌类）。

         

包括：碘类消毒剂（碘伏、氯已定碘等）、
醇类和氯已定的复方、醇类和季铵盐
类化合物的复方、酚类等消毒剂。



四、低水平消毒方法：

   能杀灭细菌繁殖体[分枝杆菌（结

核杆菌）除外]和亲脂病毒的消毒

方法。

     包括:化学消毒剂，或者通风换

气和冲洗等机械除菌法(

）。



    

        部分物品的清洁消毒方法：

一、地面和物表的清洁消毒    二、血液与体液溅出物的清洁消毒

三、仪器设备表面的清洁消毒  四、床单元的清洁消毒

五、清洁用品的消毒      



• 医院保洁员在清
洁卫生时要：

   戴帽子、口罩、
手套，穿着工作
衣、工作鞋。



• 在不同的区域工作时要洗手，
更换手套；

• 接触清洁物品时应脱去手套；

• 清洁完毕应脱去手套，认真
洗手；

• 熟练掌握七步洗手法（内、
外、夹、弓、大、立、腕）
��。�



一、地面和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

一般科室地面和物体表面清洁消毒：

Ø 日常无明显污染时，采用湿式清洁为主。有明

显污染时（除外血、尿、便等），先在污染局

部用500mg/L有效氯消毒、再进行清洁及拖、

擦。

Ø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预防性消毒采用500m

g/L有效氯消毒液拖地，以及擦、抹、喷洒高

频接触的物体表面。每天2次。



二、血液与体液溅出物的清洁消毒

Ø 首先在血液或其他溅出的潜在污染物（尿、便、痰、引流液

等）上面喷洒2000mg/L含氯消毒液作用30分钟。

Ø 再使用一次性的可吸收材料（如皱纹卫生纸）进行覆盖清洁，

用后的一次性可吸收材料按照医疗废弃物处理。

Ø 然后对于被污染的地面或物体表面采用2000mg/L有效氯消毒

液刷洗或拖、擦消毒。

Ø 处理污染物品时应注意采取适当的个人防护措施，必要时戴

保护性的手套或其他个人防护用品。



三、仪器设备表面的清洁消毒
            常用仪器设备：心电监护仪、电子血压

计、呼吸机、 输液泵、注射泵、设备带、
吊塔等。

Ø 每日清洁，每周定期消毒一次，遇有污染
应随时清洁消毒。

Ø 患者停止使用，应及时进行清洁消毒处理

Ø 设备屏幕用75%酒精溶液或免洗手消毒液擦
拭消毒。

Ø 设备表面（包括各种导联线）使用500mg/L
有效氯消毒剂擦拭消毒。



四、床单元的清洁消毒

Ø 应保持床单元的清洁，定期清洁和消毒，遇污染时

及时清洁和消毒。

Ø床上用品和衣服一人一换，住院时间长应每周

更换，遇污染及时更换。

Ø患者转床或出院后应及时对床单元进行终末消

毒处理，并铺备用床准备迎接新的患者。

Ø可采用500mg/L有效氯消毒剂擦拭消毒或使用

紫外线床具消毒器消毒。



四、床单元的清洁消毒
•                        注意事项：

• 1、清洁原则：以邻近患者的诊疗区域为中心，由
内到外、从上到下、从轻污染到重污染。

• 2、顺序：
。

• 3、擦拭毛巾使用方法：“三折十六面”。可以清洁
16个不同的物体表面，擦抹时采用左右“之字形”
清洁法。



五、清洁用品的消毒

Ø 擦拭布巾：清洗干净，500mg/L有效氯消毒

剂浸泡30min,冲净消毒液，干燥备用。

Ø 地巾或拖布：清洗干净，500mg/L有效氯消

毒剂浸泡30min,冲净消毒液，干燥备用。

Ø 注意事项：清洁用品每次使用后应清洗消毒

后干燥保存备用，清洁用品应



• ��清洁工具
做好标识，分
区使用，定位
摆放�。

• 为防止交叉感
染，所有清洁
工具必须分类

作业。�



• 一床（床单元）一巾。

• 在擦拭病床单元时，从“已消
毒” 储物盒取出一块清洁的
抹布，对一个病床单元进行
清洁消毒。

• 作业完成后，抹布不能再用
来擦拭其他物品，将其放入
“已污染”标识的储物盒中。
�



各种消毒液浓度配制方法

一、含氯泡腾片消毒液配制
二、优氯净粉消毒液配制
三、次氯酸钠溶液消毒液配制方法



申请采购的消毒液配制量杯



一、含氯泡腾片消毒液配制



抹布桶消毒液（中
号8-10L桶，保洁员用于办公区域）
（含氯泡腾片有效氯含量：450mg-5
50mg/片）

  配制浓度：500mg/L

 方法：水5000ml（5L）+含氯泡腾
片5片。

一、含氯泡腾片消毒液配制



一、含氯泡腾片消毒液配制
拖把桶消毒液（大号

15-20L桶，保洁员用于办公
区域）（含氯泡腾片有效氯

含量：450mg-550mg/L)
配制浓度：500mg/L

      方法：水10000ml（10L）
+含氯泡腾片10片。



二、优氯净粉消毒液配制



 

抹布桶消毒液:

 （优氯净粉1g，有效氯含量：
550mg-650mg /10分之1袋）
             配制浓度：500mg/L

    方法：水10000ml（10L）
+优氯净粉10g（1袋）。

二、优氯净粉消毒液配制



二、优氯净粉消毒液配制

拖把桶消毒液:

 （优氯净粉1g，有效氯含量：
550mg-650mg /10分之1袋）
             配制浓度：500mg/L

   方法：水20000ml（20L）+
优氯净粉20g（2袋）。



血迹、分泌物、排泄物
消毒液

（优氯净粉1g，有效氯
含量：550mg-650mg /10分之1袋）
           配制浓度：2000mg/L 

方法：水500ml+优氯净
粉10g（1袋）。

二、优氯净粉消毒液配制



三、次氯酸钠溶液消毒液配制方法



消毒卫生（地垫、垃圾桶
周围）

次氯酸钠消毒液配制方法：
浓度：600mg/L
15L水+次氯酸钠原液75ml。

三、次氯酸钠溶液消毒液配制方法



                                  小        结：
1、医院环境分类： Ⅰ类：如洁净手术室，Ⅱ类如产房、新生儿
室，Ⅲ类如普通病区及病房，Ⅳ类如急诊科、门诊等。
2、医疗器械分类：高度（进入血肉、骨骼）、中度（接触完整黏
膜）、低度（接触完整皮肤）危险性物品。
3、消毒灭菌方法：灭菌、高水平（常用含氯制剂）、中水平（常
用碘类、醇类）、低水平消毒（常用冲洗、拖擦等机械除菌法）。
4、哪些是高频接触点？床单元、卫生间、公共区域的高频接触点？
5、消毒液浓度配制：预防性消毒500mg/L含氯消毒液，血液、体
液等喷溅物消毒2000 mg/L含氯消毒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