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尼亚州于 1987 年开展了儿童健康计划，制定了一

系列《健康与儿童笔记》，其中涵盖《托幼机构卫生

与消毒》、《安全有效地消毒: 氯制 剂 及 其 他 消 毒

剂》、《手卫生》和《食品安全》章节等。上述标准均

推荐氯类漂白剂用于物体表面的消毒，过氧化物可

部分替代氯制剂用于消毒。季铵盐类消毒剂可用于

地面、桌面、墙壁等，但不用于处理污染血渍和体液。
欧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一系列标准用于规

范玩具、护理用品、家具、儿童防护产品、活动场所及

器材等的生产和使用，确保为儿童提供安全可靠的

产品。新加坡制定了《学校与托幼机构感染控制指

南》主要对各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所需采取的卫生消

毒措施进行了具体规定，强化感染性血液和体液、污
染表面的处理措施，提出一系列关于卫生消毒的标

准程序。加拿大颁布《幸福生活: 幼儿健康指南》中

对托幼机构卫生消毒工作进行一系列规范。

目前各类传染病频繁暴发流行，尤其是诺如病

毒、肠道病毒 71 型和流感病毒等，严重危害儿童健

康，对我们托幼机构卫生消毒工作提出极大的挑战。
目前国内对于托幼机构消毒与卫生保健方面的研究

大多数局限于消毒效果的日常监测与描述性调查，

对导致托幼机构疾病流行的病原体特性及变化趋

势、消毒剂对病原体的消毒效果及抗性研究较少，对

于卫生消毒工作的行为干预及效果评估的研究也较

少，托幼机构教师和保健医等相关人员对消毒工作

的认知及健康促进也需要进一步强化，这就需要进

一步贯彻实施卫生消毒的相关规范制度，尽快出台

关于托幼机构卫生消毒方面的国家标准，制定系统

化、科学化的卫生消毒方案，建立一整套适合于中国

国情的消毒工作的管理规范与模式。

( 本文责编: 蔡勃燕 收稿日期: 2016 － 05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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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紫外强光杀菌技术利用紫外强光瞬间释放

效应来杀灭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使用的脉冲紫外

强光能在极短时间( 10 ～ 100 μs) 内，以光辐射形式

释放出高能量，产生极高峰值功率，最高可达兆瓦

级。脉冲紫外强光可以使微生物的 DNA 分子链熔

断，导致细菌无法复制或变异，并且不会产生臭氧等

二次污染物。
该项技术的物体表面杀菌效果评估试验目前国

内外都有报道，结果显示其杀菌效果明显优于传统

的紫外灯持续照射法及消毒剂喷洒法。脉冲紫外强

光主要特点是杀菌效率高、作用时间短、清洁无污染

和适用范围广等。该项技术在救护车、口岸行李邮

包消毒及生物恐怖事件的紧急处理方面展现出非常

广泛的应用前景。

1 紫外线消毒杀菌机理

紫外线波长在 240 ～ 260 nm 容易被细菌吸收，

被吸收的紫外线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细菌的 DNA，将

细菌 DNA 的两个相邻胸腺嘧啶共价结合形成二聚

体，从而破坏 DNA 的构型，干扰其正常复制和转录，

导致细菌死亡〔1〕。此外，紫外线还能使空气中的氧

转变成臭氧而具有杀菌作用〔2〕。由于普通紫外线

的穿透力很弱，因此只能用于空气和物体表面的消

毒。不同波段紫外线消毒灭菌的作用机理有差异，

并且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目前市场上紫外线消毒灯，大多数是利用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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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 254 nm 的短波紫外线进行杀菌。这种紫外

线的波长短，携带的能量大，在没有特殊防护措施的

情况下，会对人的眼睛和皮肤等造成直接伤害，但是

它的穿透能力弱，无法穿透大部分的透明玻璃及塑

料，因此普通的紫外线灯的杀菌效果非常有限，且对

人体存在一定的危害性。

2 脉冲紫外强光杀菌的作用机理

脉冲紫外强光杀菌技术属于一种新型的冷杀菌

技术〔3〕，已被人类熟知的高强度紫外线包括 UV － A
光和 UV － B 光，因为这是太阳光自然包括的波长。
而新型脉冲紫外强光产生的是深紫外线 ( UV － C
光) ，因为在地球上深紫外线光不是自然存在，因此

在自然环境下生存的细菌，对此种紫外线光抵抗力

极弱。深紫外线能够穿透微生物包括细菌和真菌等

微生物的细胞壁，破坏细菌的 DNA 分子链，这种彻

底的分解作用是最为有效的杀灭细菌的方法，并且

不会产生臭氧等污染物。
脉冲紫外强光的生发需要万伏高压电场的驱

动，脉冲闪光释放速率能够达到毫秒级。其杀菌的

作用方式有如下 4 种: 光水化作用破坏细胞壁结构，

造成细胞功能损伤; 光分解作用打破 DNA 分子链，

破坏 DNA 磷酸骨架，造成细胞结构性损伤; 光交联

作用引发蛋白质分子间的相互链合，造成细胞组织

性损伤; 光叠合作用促使组成 DNA 元素重新合成，

造成细胞生物性损伤〔4〕。
脉冲紫外强光杀菌原理是破坏 DNA 的结构，从

脉冲光光谱特征图提示 DNA 的吸收光谱特征谱线

为 265 nm，脉冲光是全光谱光，特别是在有效杀菌

的紫外线波段( 200 ～ 280 nm) 具有最大能量输出，

根据积分能量计算，脉冲光瞬间有效杀菌能量( 207
J 注入能量) 是紫外线灯能量的 10 万倍。且脉冲紫

外强光还具有较强的近红外线输出光谱，近红外光

对细菌具有热效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经过脉冲

光照射的细菌表面，可以看到明显的热破坏损伤。
UV － C 杀菌、热效应和连续脉冲 3 种作用相互

叠加，使得脉冲紫外强光表现出了优异的杀菌效果，

被芽孢杆菌在脉冲强光的作用下短时间内即可完全

杀灭〔5〕。

3 脉冲紫外强光杀菌效果评估

脉冲紫外强光的杀菌效果评估试验目前文献报

道的并不多，但其在工业和食品卫生处理方面的应

用已经有报道〔6〕。一些研究已经证实脉冲紫外强

光技术在卫生处理方面存在巨大的潜能。目前国内

外对该方法的研究试验主要集中在物体表面的卫生

消毒处理。
3． 1 杀菌效果评估试验

国内文献报道，通过试验研究证明，脉冲紫外强

光灭活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枯草芽抱杆菌

的杀灭效果以及影响因素，结合电镜观察脉冲强光

照射后细菌的形态与结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脉

冲紫外强光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枯草芽

抱杆菌有很强的灭活效能，脉冲紫外强光设备电压

为 3 000 W，大肠杆菌闪照 12 次、金黄色葡萄球菌

闪照 14 次、枯草芽抱杆菌闪照 20 次，杀灭对数值能

够达到 5． 3〔7〕。脉冲紫外强光灭活典型微生物的难

度是枯草芽孢杆菌 ＞ 金黄色葡 萄 球 菌 ＞ 大 肠 杆

菌〔8〕，脉冲紫外光闪照后 3 种目标菌均没有光复活

现象。最后通过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观察到脉冲紫

外光照射后的细菌细胞膜和细胞壁严重损伤，内容

物流出，细菌彻底崩解死亡〔9〕。
3． 2 实际消毒应用

3． 2． 1 应用于食品卫生处理 脉冲紫外强光作为

一种安全的食品杀菌保藏新技术，被食品工业界人

士认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10〕，该技术在国外被很多

文献介绍，认为在今后随着杀菌设备和技术的完善，

脉冲紫外强光杀菌技术可能单独或与其他杀菌保藏

技术联用得到推广〔11〕。也有一部分研究表明，杀菌

设备产生的脉冲强光对培养基表面和蒸馏水中微生

物杀灭效果很明显〔12〕，也证明了脉冲紫外强光杀菌

技术可较好地应用于食品等物体表面杀菌处理。
3． 2． 2 应用于空气净化处理 国内有些报道还显

示，脉冲紫外强光对于空气的净化及卫生处理方面

依然有很好的效果〔13〕。脉冲紫外强光装置对有机

气态污染物的去除率随着初始浓度的增加而降低，

初始浓度越小污染物的总衰减常数越大，脉冲紫外

强光装置的洁净空气量越大，净化效果越好; 在相同

初始浓度的条件下，脉冲光对 3 种苯系物的除去率

不同，二甲苯除去率最高，苯的除去率最低; 空气相

对湿度在 55% ～ 75% 变化范围内 对 脉 冲 光 去 除

VOCs 的效果影响较小，且脉冲光装置去除某一种

VOC 的洁净空气量无明显变化。
3． 2． 3 应用于水卫生处理 水的卫生标准常用大

肠杆菌的数量来反映，有研究显示，利用脉冲紫外强

光对水中大肠杆菌进行杀灭研究，探讨流速菌液浓

度值浊度和色度对杀菌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为脉

冲光在饮用水消毒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流

体食品的杀菌提供一定的参考〔14〕。脉冲紫外强光

是一种新型杀菌技术，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该技术的

应用提供新思路和方法，尚需对该技术对水中其他

微生物( 如霉菌藻类) 原生动物的杀灭效果以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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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副产物的安全性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评价。

4 脉冲紫外强光与传统的紫外线杀菌方法比较

脉冲紫外强光杀菌技术与传统的杀菌方法相

比，具有操作简单、杀菌快速、无残留和对环境污染

小等特点〔15〕。与普通紫外线消毒相比，脉冲紫外强

光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
4． 1 杀菌力更强

该项消毒技术对某些细菌、病毒具有更高的杀

灭效率，包括对某些抵抗力极强的芽孢杆菌，达到相

同杀灭效果，脉冲强光的辐射剂量为普通紫外光的

2 倍。
4． 2 杀菌效率更高

非常短的脉宽和高峰值能量使脉冲强光具有更

快的杀菌速率，达到相同的杀菌效果，脉冲强光只需

要几个脉冲就可完成，而普通紫外光却需要更长的

接触时间〔16〕。
4． 3 其他优越性

高峰值能量的紫外脉冲比普通紫外光具有更强

的穿透能力。短而高的能量爆发相比较于普通紫外

光消毒，消耗了更少的能量，另外，高峰值能量脉冲

诱发了更快速的反应。

5 面临的问题

虽然脉冲紫外强光技术在消毒灭菌效果方面有

很多的优越性，但是，此技术若能得到广泛应用，还

需要解决如下一些问题。
5． 1 成本问题

由于现在使用的普通紫外线灯光源绝大多数是

汞弧灯( 即通称的紫外灯或汞灯) ，一般成本在几十

至几百元之间，而脉冲紫外强光技术是由高压脉冲

电流激发疝气瞬间产生高能紫外线，其整套造价一

般要达到几千甚至几万元，这就给此项技术的广泛

应用带来了困难。
5． 2 设备体积相对庞大

一般一套脉冲紫外强光设备包括核心部件灯

管、升压电源和降温装置等，因此组装的设备体积会

显得尤为庞大，而普通紫外线消毒仅需要在天花或

墙上安装一支灯管，使用 220V 家用交流电即可。
5． 3 产生高温

由于脉冲过程会产生高温，因此需要一套高效

的降温设备。由于脉冲紫外强光设备在开启使用时

需要几万伏的高压，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因此

配备一个理想的降温装置是保证整套设备正常运行

的关键。
5． 4 节能环保问题

由于产生的是高压脉冲紫外强光，这必然会产

生大量的能耗，一般脉冲紫外强光设备的功率都在

数千瓦，这也是该设备普及应用的一个障碍。
5． 5 光路技术问题

整体设计时必须细致考虑光路和光线反射问

题。脉冲紫外强光设备最核心的部分是高压脉冲灯

管，然而在光路设计时不可能各个需要的位置都放

置灯管，因此在设备中引入高效的反射光系统也不

可或缺。
5． 6 使用寿命问题

灯管使用寿命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高压

脉冲电流对于疝气灯管的冲击会严重影响灯管的使

用寿命，目前市面较好的灯管寿命一般在 1 000 000
次脉冲左右，按照 3 次脉冲 /秒计算，寿命约为 92 h，

因此找到更好的灯管制作材料和工艺也是一项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课题〔17〕。
5． 7 需要进一步实验验证

综合性的效果评估实验和数据证明材料比较缺

乏〔18〕。从搜集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针对脉冲紫外

强光灭菌技术的评估实验大部分只限定于工业、食
品、饮用水、污水等方面，因此今后还需要更多的针

对各类细菌进行杀菌效果评估的大数据实验进行验

证。

6 应用前景

脉冲紫外强光技术是一项有望取代传统的物理

和化学杀菌手段的新技术，它的瞬时、高强度脉冲光

能量，在高效分解空气中的化学性污染和生物性污

染物的同时也能分解空气中的某些有机物颗粒〔19〕，

可以应用于大空间的净化杀菌处理，同时可避免产

生二次污染，即使是耐药性和耐紫外线很强的细菌

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处理。
脉冲强光用在人口密集场所，能防止病原体的

播散，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20〕。目前有多项研究表

明，脉冲紫外强光杀菌技术在包装材料及容器的消

毒灭菌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1〕。脉冲紫

外强光杀菌技术作为一种非常有潜力的高效冷杀菌

技术，随着技术核心部分的不断完善和改进，以及更

多的杀菌效果评估试验加以验证，未来在医疗卫生、
工农业等领域的应用前景将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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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

两种方法对硬式内镜清洗效果的探讨

俞诗娃，李淑妮，许晨耘，周淑萍，万新翠，孙 诚
( 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海口 570311)

摘要 目的 探讨适合耐湿耐热的硬式内镜器械的清洗消毒方法。方法 20 套耐湿耐热的硬式内镜器械及附件，

随机分成 A 组和 B 组，A 组采用手工清洗和加酶超声清洗，再手工清洗的方法; B 组采用硬式内镜专用清洗架，入

串联式四腔清洗机进行清洗。结果 B 组的清洗消毒质量合格率和器械功能完好率均高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结论 采用硬式内镜专用清洗架，入串联式四腔清洗机进行清洗的方法，能提高其清洗消毒的质量

和器械功能的完好率。
关键词 硬式内镜; 器械清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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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科微创手术技术的发展，硬式内镜手术

广泛应用于临床，海南省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于

2014 年 6 月开始对硬式内镜手术器械进行集中管

理。由于硬式内镜器械结构复杂，需拆卸清洗，管径

狭长、配件多、材质特殊、价格昂贵等因素，存在清洗

消毒困难和器械易损坏的风险。为了提高硬式内镜

清洗消毒的质量和功能的完好性，本文比较了两种

方法清洗硬式内镜的效果，其中两种方法对目镜、导
光束、连接线等不耐湿、不耐热或耐湿、不耐热的物

品处理方法相同，不同点为对耐湿耐热的硬式内镜

器械及附件的处理，现介绍如下。

1 方法

1． 1 器械分组

将 20 套耐湿耐热的硬式内镜器械及附件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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