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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吸附式空气消毒机
在呼吸道隔离区域中的净化效果观察

黎婉斌 ,冯信坚 ,吴 舟 ,徐友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510630)

提要　目的　观察空气消毒机在呼吸道隔离区域中的净化消毒效果。方法　用仪器采样和细菌培养方法 , 对两种

类型空气消毒机在呼吸道隔离区域空气净化效果进行了观察。结果　在室内无人工作状态下 , 柜式空气消毒机启

动运行 60min,可使室内空气中自然菌总数从平均 706 cfu/m3下降到 200 cfu/m3以下;壁挂式空气消毒机启动运

行 60 min, 可使室内空气中自然菌总数从平均 597 cfu/m3 下降到 200 cfu/m3以下;两者符合 Ⅱ类环境卫生要求。

结论　两种类型空气消毒机启动 60 min对呼吸道隔离区室内空气净化效果能达到Ⅱ类环境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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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observethecleaningefficacyofairdisinfectorinrespiratorytractisolationarea.Methods　
Samplingwithairmicrobialsamplerandmicroorganismculturalmethodwerecarriedouttoevaluatetheeffectoftwodiffer-

enttypesofairdisinfectoronairpurificationinrespiratorytractisolationarea.Results　Thecabinetairdisinfectorinair
from 706cfu/m3 tolessthan200cfu/m3afterdisinfectionfor60mininanenvironmentofoffworkingstate;thehangingair

disinfectorreducednaturalbacteriainairfrom597cfu/m3tolessthan200 cfu/m3underthesamecondition, bothofwhich
achievedtheclassⅡenvironmentalhygienestandard.Conclusion　Theefficacyofairpurificationofbothkindsofairdisin-

fectorafteroperatingfor60 mininrespiratorytractisolationareacanreachtheclassⅡenvironmentalhygiene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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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是一种重要的疾病传播媒介 ,空气中的微

生物污染程度与医院感染有一定关系
〔1〕
。呼吸道

隔离区域中的患者抵抗力普遍低下 ,减少空气污染

程度对病房要求极为重要。空气消毒方法有很多 ,

常用紫外线辐照和化学消毒剂喷雾或熏蒸 ,均不能

人在条件下进行 ,均作为终末消毒方法
〔2, 3〕
。近年

来 ,逐步在医院推广使用的多因子空气净化消毒设

备不仅得到国家规范认可
〔4〕
,同时也得到医疗机构

的认可 。为观察空气净化消毒装置实际净化效果 ,

我们选择以静电吸附和过滤为除菌因子的两种类型

空气消毒机 ,观察其对呼吸道隔离区域空气消毒效

果 。现将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1材料和方法

1.1试验材料

试验场所选择本医院呼吸道隔离病区的病

房和其他辅助房间 。空气消毒装置选择壁挂式

和柜式两种类型空气消毒机 ,机器内组合静电场

和中效过滤器作为除菌因子 。壁挂式空气消毒

机循环风量为 800 m
3
/h,悬挂在呼吸道隔离区各

个病房内;柜式空气消毒机循环风量为 1 200

m
3
/h,安置在病区的走廊 、医生办公室 、护士办公

室 、药疗室等场所 。

空气采样用 LWC-1型离心式空气微生物采样

器 ,采样基条为普通营养琼脂培养基。

1.2试验方法

现场消毒选择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 ,采样时

间在消毒前和消毒后工作人员进入之前 。开机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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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消毒后不同时间 ,用 LWC-1型离心式空气微

生物采样器 ,在规定的采样点和采样高度
〔4〕
,启动

空气采样器采样不同时间。采样后 ,将采样基条取

出 ,置于 37℃条件下培养 48 h,观察结果 ,记录菌落

数 ,计算平均杀灭率。

空气细菌总数(cfu/m
3
)
〔5〕
=

　基条培养基上的菌落数 /采样时间(min)×25

2结果

结果表明 ,在室内无人工作状态下 ,柜式空气消

毒机启动运行 60min,可使室内空气中自然菌总数

由 706cfu/m
3
下降到 200 cfu/m

3
以下 ,符合 Ⅱ类环

境卫生要求(表 1)。

表 1　柜式空气消毒机对呼吸道隔离区不同房间

　　　空气消毒效果

消毒场所
消毒持续不同时间(min)采样菌数(cfu/m3)

0 30 60 120

病人电梯 314 157 0 0

出入院处理室 605 314 107 50

病区走廊 725 250 78 50

药疗室 500 157 0 0

医生办公室 1 250 418 50 10

护士办公室 1 625 542 182 0

男值班房 314 157 52 0

女值班房 314 157 39 0

在相同条件下 , 壁挂式空气消毒机启动运行 60

min,可使室内空气中自然菌总数由 597 cfu/m
3
下

降到下降到 200cfu/m
3
以下 ,符合 Ⅱ类环境卫生要

求(表 2)。

3讨论

本医院所选择的空气消毒机采用静电吸附原

理 ,加以过滤系统 ,不仅可过滤和吸附空气中带菌的

尘埃 ,也可直接吸附微生物 ,无有害物质产生 ,可用

于有人在的房间内空气的消毒
〔5〕
。循环风空气净

化装置可根据房间大小选择不同的机型 ,我们在病

区的走廊 、医生办公室 、护士办公室 、药疗室放置了

柜式 1200型的空气消毒机 ,由于病房空间较小安装

了 800型挂壁式的空气消毒机 ,因此两种空气消毒

表 2　壁挂式空气消毒机对呼吸道隔离区不同病房

　　　空气消毒效果

消毒场所
消毒持续不同时间(min)采样菌数(cfu/m3)

0 30 60 120

病房 1 700 300 157 0

病房 2 809 314 107 50

病房 3 675 225 115 25

病房 4 825 275 105 50

病房 5 425 157 105 0

病房 6 875 314 105 25

病房 7 403 157 108 25

病房 8 409 157 100 25

病房 9 425 157 101 0

病房 10 425 157 98 0

机对不同场所空气净化效果未显示出明显差异。但

实际上在相同条件下 ,循环风量大的 1200型柜式机

的净化效率应高于循环风量小的 800型壁挂式机 ,

因为采用根据房间大小选择安装型号 ,未显示出这

种差别。

室内空气的污染程度和人员活动等因素都可能

影响空气消毒机净化效果 。在室内空气净化过程

中 ,随着人员进入活动或人数增加都会给空气污染

回升带来变数 。另外 ,此类空气净化设备均为循环

风方式 ,且主要用于密闭通风不好的环境 ,所以在呼

吸道传染病病人居住的场所内采用循环风空气净化

设备会给病原微生物的扩散增加风险。循环风空气

消毒机开机运行时还要求关闭门窗 ,以提高其净化

效果 。能打开门窗对流的环境 ,需要经常进行新鲜

空气交换和对流 ,保持房间良好的空气新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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