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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循环取消的原因研究 

徐 晶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烟台 

【摘要】目的 关于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循环取消的原因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初始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实施改进操作技术使用灭菌 170 次作为参照组，2021 年 6 月到 12
月使用灭菌器 170次作为实验组。结果 精细化管理改进后循环取消率 6.4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改进措施后的平均灭菌时间缩短，但在 170 锅次的循环灭菌当中，实施改进措施前后导致循环取消因素

等均表现出不同反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对以往导致灭菌循环取消的因素分析对

比，灭菌工作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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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bout hydrogen peroxide low temperature plasma sterilizer cycle to cancel the cause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 initial time of this study i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1, 170 times of sterilization will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170 times of sterilizer will be used from 
June to December 2021 as the experiment group. Results The cycle cancellation rate after refined management was 
improved was 6.47%,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average sterilization time 
after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was shortened. Cancellation factors all showed different responses, and the differ- 
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cycle of sterilization, the factors leading to cycle cancell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showed different response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previous factors leading to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sterilization cycle analysis contrast, steriliz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working efficiency, is worthy of popu- 
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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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也

在不断的提升，医疗水平也发生率飞跃的跨步[1-2]。过

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主要是针对对温热较敏感的

医疗器械，重复使用手术器械，和软硬式内窥镜等管

腔类高精密的医疗器械的灭菌处理[3-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科室低温组配灭菌专岗人员 3 名，100NX 两台，

100S 一台，100NXallclear 一台。其中改进前后使用灭

菌器及灭菌物品均为日常使用的器械物品，器械日常

的消毒、清洗、及干燥等流程也完全一致（P＞0.05），

具有可比性。生物指示剂为强生公司生产三十分钟极

速芽孢。 
1.2 方法 
（1）参照组 
参照组期间使用传统的操作处理方法，日常使用

器械按规范进行清洗干燥，包装材料选用强生公司包

装材料。在物品装载完好后，通过全循环程序，所有

灭菌过程在电脑监控下自动完成。 
（2）实验组 
研究组期间还需在此基础上予以对应的改进方

案：①每批次将物品或器械清洗完成后，都需要重复

清洗干净，日常保养过程中禁止用油和干燥，提供一

个良好的环境，在过滤管道类物品的时候，清洗过程

https://jacn.oajrc.org/�


徐晶                                                            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循环取消的原因研究 

- 152 - 

中在保证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最好是将管道的直径

缩短，清洗过程中在干燥步骤的基础上，重复叠加一

次烘干步骤即可。②装载物品灭菌的过程中，一次装

载量控制在柜室容积的 80%左右即可，如果当次灭菌

过程中管道数量较多，还应在此基础上减量装载，确

保器械及管道清洗干净。③每间隔半个月对地位灭菌

器开展一次全方位的保养的检修，并每间隔 6 个月更

换一次机油，在检修过程中发生任何异常及时进行处

理，确保仪器的正常运转。④启动循环 5min～10min
时设备自检系统报警、自动取消灭菌程序，用手触摸

器械有湿冷感觉，判断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

循环效果。 
1.3 观察指标 
（1）记录平均灭菌时间及灭菌合格率差异；（2）

最后还需要对于导致低温定离子灭菌循环取消的因素

进行分析对比，分别从物品潮湿、物品超载、人为因

素、禁忌物灭菌、吸附性物质过多、及其他因素（空

气残留过多、蒸汽质量管控不严、高压灭菌设备故障、

内室漏气、以及仪表故障等）多方面进行观察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

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χ2检验，以（%）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比较改进措施前后灭菌时间及合格率差异 
实施改进措施前后的灭菌合格率均为 100.00%，

在开展改进措施后的平均灭菌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2.2 导致低温等离子灭菌循环取消因素分析 
在 170 锅次的循环灭菌当中，实施改进措施前后

导致循环取消因素占比最高的为物品潮湿、及物品超

载两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比较改进措施前后灭菌时间及合格率差异（ sx ± ）/[n（%）] 

组别 锅次 平均灭菌时间（min） 合格率 

实验组 170 45.23±3.62 100.00% 

参照组 170 50.13±3.77 100.00% 

T/χ2 - 12.224 0.000 

P - 0.000 1.000 

表 2  导致低温等离子灭菌循环取消因素分析[n（%）] 

组别 锅次 物品潮湿 物品超载 人为因素 禁忌物灭菌 吸附性物质过多 其他因素 

实验组 170 4（2.35） 6（3.53） 5（2.94） 1（0.59） 1（0.59） 1（0.59） 

参照组 170 19（11.18） 40（23.53） 22（12.94） 13（7.65） 9（5.29） 1（4.35） 

χ2 - 6.181 17.095 6840 6.309 3.871 3.871 

P - 0.013 0.000 0.009 0.012 0.049 0.049 

 
3 讨论 
3.1 实验结果 
在本次数据分析中发现，开展改进措施前循环取

消的发生率为 17.69%，改进措施后循环取消率 6.15%，

可见在开展改进措施后的灭菌循环取消现象明显降

低，有效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不但能够更好的维持

日常运转，也能够更好的对仪器进行维护和管理。而

且开展改进措施后的平均灭菌时间缩短，同时本院一

直对灭菌合格的监管力度从未松懈，所以在灭菌合格

率方面一直都是达标状态，主要是在实施改进措施后

的平均灭菌所需时间减少，提高了工作效率。反观人

为因素、禁忌物灭菌、吸附性物质过多、及其他因素

导致灭菌循环取消的占比较低，多由于意外事件所导

致，其中物品潮湿失败次数为 19 次，循环取消因素占

比 11.18%，正是由于物品干燥不达标，导致在灭菌过

程中湿气过重而抽真空难度加重，无法达到灭菌循环

指标规定的标准，导致灭菌循环取消的发生。在灭菌

物品超载中发生失败的次数为 40 次，循环取消因素占

比 23.53%，主要是由于装载灭菌物品中过量装载，导

致抽真空步骤压力不足，无法有序注射高压而导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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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循环取消的现象。 
3.2 我院使用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的意

义 
为保障医疗质量安全,提高院感防控能力，保障医

疗质量安全，我院引进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

经过几天的安装和调试，已正式启用。过氧化氢低温

等离子体灭菌器因为其具有灭菌速度快、安全可靠等

优势，提高了手术室、供应室处理应急手术器械需求

的能力，减轻了手术器械管理的难度，提高了手术室

工作效率及与临床科室的合作水平[5]。过氧化氢低温等

离子体灭菌器主要是利用过氧化氢作为灭菌剂，在高

真空下电离分解为气体形成离子体的一种元素，在转

换性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紫外线，这个过程中所

产生紫外线就能够直接破坏生物的基因物质，紫外光

子固有的光解作用打破微生物分子的化学键，最后生

成具有挥发性的化合物。然后经过等离子体的蚀刻作

用，即等离子体中活性物质与微生物体内蛋白质和核

酸发生化学反应，能够摧毁微生物扰乱微生物的生存

功能，达到灭菌的目的。 
3.3 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循环取消的原

因以及解决对策 
本院作为三级甲等医院，日常使用钬激光以及腹

腔镜等仪器设备的频率较高，主要是等待手术的环节

占比较多，为了保障患者的手术流程能够顺利开展，

分析其会出现灭菌循环取消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会吸

附过氧化氢物质。当循环取消后，日常操作中影按照

灭菌系统提示的导致取消的原因进行排查，如果是装

载物水分过多，则需要仔细检查灭菌物品，这个时候

刚经历过灭菌的物品会相对冰冷，最好是打开灭菌舱

门，带内部温度稍微缓解后，在进行灭菌循环。据国

内相关文献报道，造成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灭菌器在

灭菌过程导致灭菌程序中断最多的因素是装载物品潮

湿，占实际中断率的 47%-70%。干燥是最耗时，存在

问题最多的环节。操作人员一定要主要集中在管腔类

器械和各种光源线、超声刀线、B 超探头等较精细，

由于其管腔细而长，导致其干燥难度大，管腔内有未

去除的水珠或者从破损处进入，造成装载物品潮湿，

不易干燥。因而要特别重视器械的干燥，配置性能优、

效率高、操作简便的干燥设备, 保证干燥过程质量。 
综上所述，通过系列改进措施的开展，本院过氧

化氢等离子灭菌设备运转中发生灭菌循环取消的现象

明显降低，而且也更好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每锅次的

平均灭菌时间明显缩短，提高了整体灭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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