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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煎煮法对空气抑菌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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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院常见的空气消毒净化方法主要有通风换气净化、中药消毒方法、吸附净化、过滤净化、静
电吸尘净化等方法。医院这种特殊环境中，院内空气既需要消毒，还需要净化，这样才能切断感染途径。中
药消毒法一方面起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另一方面中草药可以起到净化空气、提神醒脑、满足防病、优化环境
的要求，还具有价格低廉、无毒副作用、气味芳香、不刺激眼睛、皮肤及呼吸道黏膜，制作操作要求设备简
易，消毒过程人员无需避让等优点，所以中药消毒剂相关产品的研发不仅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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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mon methods of air disinfection and purification in hospitals include ventilation and
air exchange purific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infection, adsorption purification, filtration purification,
electrostatic dust puriﬁcation and so on. In this special environment, hospital air needs disinfection and puriﬁcation
in order to cut oﬀ the way of infec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infection method plays
the role of air disinf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purify the air, refresh the mi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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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医院三类环境 12 间，每间面积为 25m2，房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间高度相等，室内温度 21～25℃，室内相对湿度 24

中药 ( 苍术、薄荷、黄连、贯众、艾叶、陈皮、

～32%，在—条对角线取了 3 点，即对角线中点和两

佩兰、桂枝、藿香、金银花 ) 均由我院药剂师鉴定合

端距墙角 1 米处，同时放置直径 9cm 的普通营养琼

格，中药煎煮机、老肯牌 KDSJ-Y1200 型空气消毒

脂培养皿各 1 个。每天采用单纯随机方法将 12 间病

2

机、飞利浦 HU4803 加湿器 ( 适用面积 25m ，实验时

房分为三组，每组各四间，分别用苍薄组、苍艾组、

将消毒盒去除 )、直径 9cm 的普通营养琼脂培养皿、

消毒机组消毒，连续五天。分别在消毒前和消毒后

恒温培养箱、湿度计。

30min、1h、2h 分别采样，采样高度距地面垂直高度

1.2 方法

80cm，各采集 60 份，共 720 份空气标本。

1.2.1 消毒方法

1.2.3 培养、计数方法

①苍薄组：将苍术 50g、薄荷 50g、黄连 30g、

放置直径 9cm 的普通营养琼脂培养皿，充分暴露

贯众 30g、艾叶 30g、陈皮 30g 等进行配方，使用

5min后立即关盖，然后放入37℃恒温箱培养24h，计算

中药煎煮机加入 1500ml 进行汤剂煎制。②苍艾组：

各培养基平皿中菌落数，以cfu/皿表示培养计数结果。

将苍术 50g、艾叶 50g、佩兰 30g、桂枝 30g、藿香

1.3 统计学方法

30g、金银花 30g 等进行配方，使用中药煎煮机加

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资料应

入 1700ml 进行汤剂的煎制，药液使用高压蒸汽灭菌

用标准差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
比较采用 SNK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锅消毒处理后，苍艾药液、苍薄药液均使用飞利浦
HU4803 加湿器，加入药液的用加湿器持续消毒 1h。

2 结果

③消毒机组：按照老肯牌 KDSJ-Y1200 型空气消毒

苍薄组、苍艾组、空气消毒机组消毒前空气

机说明书中的使用方法开启消毒机 1h。

菌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三种方法

1.2.2 采样方法

对患者病房空气消毒后均有减少细菌总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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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可使空气中的自然菌下降，符合Ⅲ类环

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三种方法的消毒效

境卫生标准 [ 空气中细菌总数≤ 4cfu/ 皿 (5min)] 要求。

果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苍薄组、苍艾组

各组消毒结果两两比较，消毒后不同时间与消毒前

在空气消毒 2h 后对空气仍有一定的消毒作用，空气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消毒后不同时间之

消毒机组细菌菌落数有一定的上升趋势，见表 1。

表1

不同消毒方法细菌培养结果 (x±s，cfu/ 皿 )

分组

n

消毒前

消毒后 30min

消毒后 60min

消毒后 120min

F值

P值

消毒机

60

3.18±1.50

1.07±1.15 ★

1.22±0.84 ★

1.25±0.77 ★

49.727

0.000

苍艾

60

3.10±1.77

1.10±0.73

★

0.95±1.17

★

0.87±1.11

★

43.605

0.000

苍薄

60

3.21±1.79

1.12±1.34

★

1.00±0.96

★

0.92±1.29

★

40.769

0.000

F值

-

0.060

0.037

1.205

2.230

-

-

P值

-

0.942

0.964

0.302

0.110

-

-

注：★与同组消毒前细菌培养结果比较 P<0.05

3 讨论

问题，但是中药如何将其配方使用具有协同、增效

很多医学古籍都有中草药对疫病空气干预的相

作用是其关键点，因此中药消毒法的组方及对灭菌

关记载，东晋时期葛洪著《肘后备急方》是首先提

的清除率等有待研究观察。为满足临床对空气消毒

出空气消毒法，其中记载：“断瘟病令不相染，密以

的需要，逐步解决空气消毒的问题，更方便且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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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毒副作用的空气消毒法，研究空气净化和消毒是

主要将消毒剂中的有效成分释放到空气中，对空气

否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中药制剂消毒液的配制及

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乙型肝炎病毒、

使用具有极大意义及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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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药消毒剂恰恰具有使用安全、气味芳香、对
人体无害、效果理想、对物品无腐蚀作用，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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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员密度大，易污染的环境中使用等优势。
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对人体毒副作用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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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低廉，一些中草药的成分特殊，均有良好的抗病
毒、抗菌作用。而中药消毒剂还存在中药药效的稳
定性、季节对消毒效果的影响，空气的温度、适度
对消毒效果的影响、人员活动对消毒效果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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