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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地区 ICU医务人员口罩细菌污染情况调查
李领 1，王丹心 2，陈志林 3，吴志成 4

(1.海南医学院国际护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
2.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海南 海口 570102；

3.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海南 海口 570102；
4.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海南 海口 570102)

【摘要】 目的 对热带地区 ICU医务人员口罩佩戴4 h后污染情况进行调查，为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6年10~12月选择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4名 ICU治疗班护士为采样对象，对医用外科

口罩佩戴4 h后采样，进行细菌培养、菌落计数及鉴定。结果 114份样本培养48 h后平均菌落数超标的样本有20

份，总体合格率为82%；超标样本中共检出细菌31株，以革兰阳性菌为主，共26株占84%。结论 热带地区 ICU医

务人员口罩佩戴4 h后表面细菌污染依然较高，需要进一步优化与制定更为严格的口罩佩戴流程，并规范医护人员

的操作及手卫生执行力，切断病原菌交叉传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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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n the mask surface after wearing for 4 h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n tropical reg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hospital infection.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6 to December 2016, samples were collected on the medical surgical masks of 24 ICU

nurses after wearing for 4 h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which were then suffered bacte-

rial culture, colony count and identification. The type and number of bacteria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114

samples were cultured for 48 h, 20 samples were found with average colony number exceeding the standard, with the

overall qualified rate of 82%. In the unqualified samples, 31 strains of bacteria were detected, of which 26 (84%) were

Gram-positive bacteria. Conclusion The mask surfaces in ICU were heavily contaminated by bacteria after wearing for

4 h.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and develop a more stringent mask wear process,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and hand hy-

giene execution of medical staff, and cut off the risks of cross-transmission of pathogens.

【Key words】 Tropical region; Masks; Bacteria; Hospital infection

·临床经验·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10.044

基金项目：海南省教育厅教育科研项目(编号：HNKY2015-36)

通讯作者：李领。E-mail：lizesheng091@sina.com

ICU医院感染的防控是医疗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
而口罩的佩戴是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环节[1]。
然而对口罩佩戴时间与种类尚有争论，目前普遍接受佩
戴 4 h有效。但是在热带地区，由于其特有的气候条
件，在内外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口罩表面微生物变化
是否影响佩戴时间，尚值得探究。本研究旨在探讨医
用外科口罩佩戴 4 h后表面微生物变化情况，以期为
热带地区医院感染的防控提供指引。

1 对象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于 2016年 10~12月选择海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4 名 ICU 治疗班护士为采样对
象，对其所佩戴同一规格、批次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
罩采样，口罩佩戴时间均为 08:00~12:00，共采集标本
114份。

1.2 采样方法 本研究运用棉签拭子法[2]进行标

本采集，采集前由微生物专家对所有参与研究人员进
行集中培训，采样员为具有资质的检验技师。本次采
样口罩规格为17 cm×9 cm，用浸有含无菌生理盐水的
棉拭子1支，连续采样4个区域，在该区域内横竖往返
均匀涂擦各 5 次，并随之转动棉拭子，剪去手接触部
分，将棉拭子投入含 10 mL无菌生理盐水培养基试管
内，立即送检。

1.3 细菌培养 采样管充分振荡后，无菌操作法
吸取1 mL待检样品加入无菌平板中，倒入已熔化并冷
却至 50℃的琼脂 15 mL，立即混匀，待凝固后置 35℃
温箱培养 48 h后进行菌落计数；根据不同细菌形态，
采用生化试验及革兰染色镜检对细菌进行鉴定分析。

1.4 结果判定 2012 年《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15982-2012)规定医院的Ⅰ类环境和Ⅱ类环境表
面带菌标准应≤5 CFU/cm2；Ⅲ类和Ⅴ类环境表面带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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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应≤10 CFU/cm2 [3]；外科口罩属于Ⅱ类环境表面，
其带菌标准应≤5 CFU/cm2；>5 CFU/cm2为超标。

1.5 环境控制 本研究 ICU 为 10 万级层流病
房，温度为22.5℃~25.5℃，湿度为50%~60%。

2 结 果
2.1 口罩表面平均菌落数合格率 114份样本经

培养48 h后平均菌落数超标的样本有20份，总体合格
率为82%。

2.2 口罩表面菌群分布 20份口罩表面平均菌
落数超标的样本中共检出细菌31株，以革兰阳性菌为
主，共26株占84%，见表1。

3 讨 论
3.1 口罩佩戴4 h后污染情况 口罩佩戴时间是

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庄玉梅等[4]

的研究认为，临床护士一次性口罩佩戴最佳时间应在
4 h左右；也有报道认为，一次性医用口罩的最佳使用
时间为 2 h[5]。本研究参照《新编护理学基础》[6]要求，
对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佩戴4 h后微生物变化情况进
行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环境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口
罩表面细菌污染依然普遍，但优于陈炜等[7]在温带地区
的研究结果。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层流
病房的使用。研究表明，ICU采用洁净层流病房对降
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具有显著意义 [8]。本次研究场所
ICU为10万级层流病房，对病房温湿度等内环境严格
控制，有效提高了病房空气洁净度，是降低物体表面
带菌量，保障口罩持续使用的因素之一。(2)密闭式吸
痰法的应用。对于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均推荐使用密
闭式吸痰法，有效防止了气溶胶的扩散，最大限度防止
了交叉感染的发生，同时对降低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
生亦具有重要意义[9]。然而即使有严格的环境管控措
施，由于口罩表面细菌污染较高，依然需要加强业务学
习，增强医务人员对口罩等物体表面污染的重视度，切
实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提升消毒隔离措施执
行力。同时，需继续进行口罩佩戴不同时间微生物变
化研究，优化口罩佩戴流程，探讨口罩佩戴最优时间。

3.2 超标标本菌群分布 本调查结果显示，ICU

医务人员口罩表面超标菌群以革兰阳性菌为主，占
82%，与傅响铃等[10]、Heyba等[11]报道关于 ICU物体表面
革兰阳性菌为主的结果相一致。由于 ICU收治的为危

重患者，因抗生素的应用造成菌群失调，分泌物与排泄
物含有大量致病菌，形成气溶胶悬浮于空气中[12]，可能
是导致部分医务人员口罩菌落超标的原因之一。在
检出革兰阳性菌中，又以葡萄球菌为主。葡萄球菌是
最常见的化脓性球菌，是医院交叉感染的重要来源，
其中溶血葡萄球菌等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是引起人和
社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近年来检出率呈现增长
的趋势[13]；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依然严
重，依然需要动态监测[14]。本研究口罩表面分离革兰阴
性菌占 1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热带地区 ICU物体
表面细菌定植情况。然而随着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
革兰阴性菌耐药亦日趋严重，对医院感染构成极大威
胁[15]，对热带地区医院感染的防控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4 小 结

总之，本调查结果表明，热带地区 ICU 医务人员
口罩佩戴 4 h后表面细菌污染依然较高，需要进一步
优化与制定更为严格的口罩佩戴流程，并规范医护人
员的操作及手卫生执行力，切断病原菌交叉传播的风
险。但是本研究未探讨口罩内面细菌变化的情况，未
对超标标本进行同源性分析，这是本研究局限所在，
在后续的系列研究中将会陆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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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物体表面平均菌落数超标标本中的菌群分布及构成比

病原菌

革兰氏阳性菌

表皮葡萄球菌

溶血葡萄球菌

其他葡萄球菌

革兰氏阳性球菌

革兰氏阳性杆菌

肠球菌

革兰氏阴性菌

蜡样芽孢杆菌

革兰阴性杆菌

株数

26

3

7

7

4

4

1

5

1

4

构成比(%)

84

10

23

23

13

13

3

16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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