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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內感染和空調

原文刊載於一丞通訊 VOL.38  1999.6.

1.前言

近年來開始發現 MRSA（麥西及利亞耐性黃色匍萄球菌）的蹤跡，多起因耐性菌引發院內

感染，導致重大死亡事故的案例。隨著患者的高齡化或者慢性病患患者的增加，以及㊩療技術的

高度化等現象，免疫不全狀態的患者和採用多㊠抗生素的患者都逐年增加。

對於院內感染的問題，㈰本㆒般民眾關心的意識頗高，故以㈰本北里研究所（公司）為㆗

心，召集 20 幾家㈽業參加，組織「北里院內感染對策㈿議會」，積極對目前院內感染的問題提

出應因對策。

    院內感染的感染途徑主要是微生物附著在空氣㆗的塵埃或微粒，藉著空氣散佈感染（非接觸

感染）以及透過㊩療從事者被污染的手指，接觸感染給病患或㊩師和護士（接觸感染），感染對

策均針對這㊠感染途徑，欲盡力阻斷發生的機率。然而，對於空氣感染（非接觸感染）較為困難，

必須將接受㊩療的患者和污染空間或物質作空氣隔離，故空調技術是必需的，另外，對於接觸感

染的病患，不僅在進出病房時需消毒，徹底管理限制進出者更是重要的課題。（圖 1）

    為防止空氣感染而開發的「病房內壓力控制系統」和為防止接觸感染而開發的「病房內進出

管理系統」，這些都是「北里院內感染對策㈿議會」活動的㊠目，而北里研究所㊩療㆗心㊩院也

正在施工㆗。「病房內進出管理系統」是在病房外設置㉂動洗手器，欲進入病房者必須先消毒，

並且胸前佩帶具㈲ ID CARD 的㈴片以識別進入病房者，雙手消毒後再判斷許可進入病房，㉂動

門便㉂動打開，阻斷接觸性感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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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院內感染途徑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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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內壓力控制系統」是藉著對應入院患者的 FUZZY 壓力控制來控制病房內的正壓或負壓，

㈽圖防止以空氣為媒介的感染。

2.KiMERRA的任務

    KiMERRA 是 Kitasato Med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Reengineering Administration

Group 各英文字字頭的簡稱。這個 KiMERRA 的專業內容和現在的活動狀況如㆘列敘述：

2.1 事業內容

“院內感染”（nosocomial infection）或者”㊩院內感染（hospital infection）”是指㊩療設施

造成入院患者罹患本身疾病以外的新疾病，以及㊩療從事者在㊩院內罹患感染症。基本㆖在㊩

院內是不允許微生物污染帶來重大的問題。

基於這些背景瞭解，欲防範院內感染，應該對㊩療從事者作㊜當的教育，㊩院內建築的設

施和設備，應該針對防止感染對策㆖作㊜切的設計，評估目前的感染防止對策，不要白白浪費

㊩療從事者的能源，以現在的技術㈬準是可以達成，但必須更加努力建構高㈬準的感染防止對

策。

這些評價和判定必須以科㈻性根據的調查檢討作為基礎，並確立綜合性的院內感染管理系

統為前提。

組織㆗由各專門領域部門推派成員組成諮詢小組，即各種病原微生物的檢索或環境管理和

建築設備、衛生管理等由專家小組實施㈼測、作業清掃、消毒實踐教育等專門管理業務遍及多

種㊠目。大部份的專家團體必須要義務提供，包括㆖述各㊠的實施機關設置均不可欠缺。北里

研究所的北里研究所㊩療環境科㈻㆗心作為核心，召集各㊠專家對㊩療機關展開㈿助事業。【其

㆗分為監察委員、環境管理委員會、建築設備管理委員會、衛生管理委員會、教育研修委員會

等五大委員會，組成包含日本的製藥業、生化業、建築業、空調設備業等】

2.2活動狀況

KiMERRA 針對全㈰本的㊩療機關實施

院內感染微生物污染狀況的預備調查（圖

2），基於簡便迅速且便宜的㊝點，可使用㈼

測組件（圖 5），對於污染微生物（綠膿菌，

黃色葡萄球菌，麥西及利亞耐性黃色葡萄球

菌等 3 種污染指標菌）進行檢驗並確立㈼測

系統。目前這個㈼測包含空氣環境㈼測（浮

游粒子數、浮游細菌數、溫度、濕度、換氣

次數、室內差壓）的形態，對全㈰本的㊩療

機關進行㈼測，並客觀評估院內感染的進

度，藉著檢測結果進行防止污染和改善對策

的宣導。

綠膿菌

黃色葡萄菌

MRSA
醫院全區

清潔管理區域

一般病房

外來區

餐廳

陽性率 %

註：1.參考北里院內感染對策㈿議會數據

2.MRSA：米吉西林耐性黃色葡萄球菌

圖 2 以㈰本全國㊩院為對象，指標菌平均減半

率調查結果

     1995 年 5 ㈪間北里研究所㊩療㆗心㊩院內（崎玉縣北本市）新設置 5 間院內感染對策用

的個室作為模擬設施，並且開始啟用。本設施最大的㈵徵是針對患者狀況做室壓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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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內感染對策的病房

3.1 舊式病房的問題點

舊式病房對於空氣感染（非接觸感染）

途徑所產生的問題，如㆘列敘述：

 (1)病原菌發生源的感染症患者（稱為隔離患

者）和容易罹患病原菌的患者－易感染性患

者（稱為保護隔離患者），兩種患者均沒㈲

㈵別隔離的病房。

(2)隔離空間室內維持負壓，而保護隔離空間室

內維持正壓，如此便能防止病原菌的飛散或

侵入，此室壓的控制和管理不完全時，也是

造成相互污染的原因之㆒。

圖 4 院內感染對策病房平面圖

第㆒次鑑別調查的㈼測元件主要是以擦拭法為基

本，可兼顧檢出的感度和精度。㈼測元件由擦拭

板、滅菌擦拭取樣器和輸送、增菌培養㆞所構成。

擦拭板：內面為 10cm×10cm 的板，使用滅菌包

裝。

擦拭取樣器：利用夾子將成形纖維夾住，使用前以

㆒定量的㈬溼潤，亦使用滅菌包裝。

輸送、增菌培養㆞：選擇黃色葡萄球菌、米吉西林

耐性黃色葡萄球菌和綠膿菌

等可以增殖的培養㆞，裝入㈵

定的容器內，使用滅菌包。

擦拭板

擦拭取樣器

容器

圖 3 ㈼測元件的樣本

3.2院內感染對策病房的實例

圖 4 顯示為北里研究所㊩療㆗心㊩院內本設施的平面設計圖。

本設施主要是防止院內感染，設計時應㊟意以㆘幾點：

(1)對於感染患者的隔離和易感染患者的保護隔離兩方面，設計可使用的個別病房。

(2)防止交叉感染，確實控制各病房的壓力控制與清淨度的管理。

(3)容易確認、辨別㊩療從事者，並確保病房內室溫、室壓等狀態㈼視的功能。

(4)採用抗菌性內裝材質，抑制細菌增殖的效果。

4.病房內壓力控制系統

為防止病房內或病房、大廳內的交叉感染，必須做好每個病房間的壓力控制。本設施活用

fuzzy 並採用壓力控制系統，各室設定壓力變更時或者門開關時必須做好室壓安定控制。

圖 5 為本設施的實例空調流程。5 個病房㆗每間病房可以變更設定＋1.5mmAq（正壓）或

-1.5mmAq（負壓）。變更各室設定壓力時的室壓實測值如圖 6 所示。設定壓力變更之後，室壓

產生某程度的變動，2~3 分鐘之後大致又會回到設定值附近，大廳內的壓力則維持在 fuzzy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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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內。

室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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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管理

病房 1 病房 2 病房 3 病房 4 病房 5

圖 5 本設施的空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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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室壓設定變更時的室內壓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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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門開關時的室壓變化

病房的門由關著到打開，再關㆖等連續動作的室壓如圖 7 所示。在正壓形態㆘的開關會㈲

某些程度的振盪，大致情況還算良好。隨著門的開關會產生極大的壓力變動，門關閉之後，壓

力在負壓振盪不到數㈩秒即又回復㉃原來的位置，保持在正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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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策病房內的指標菌檢測結果

    使用㈼測組件（圖 3）來檢測，對㊩院

整體而言，大致可區分為：清淨區域、病房

大樓、外來區域，進行這㆔大區域的㆞板和

㈬龍頭等的擦拭調查，如表 2 所示。

北里研究所㊩療㆗心㊩院內對於本設

施（5 間院內感染對策病房），進行檢測結果。

初期階段如圖 8 所示，藉著擦拭法檢測出黃色

葡萄球菌的檢出率平均為全㈰本之冠。對於綠

膿菌和 MRSA 並沒㈲檢測出來。

綠膿菌

MRSA

黃色葡萄球菌
本設施

圖 8 本設施的指標菌檢出率

今後，本設施將定期實施㈼測（微生物、空調），持續對院內感染進行管理和運作，以避

免發生院內感染的危機。

表 2. 調查場所和採樣場所

調查場所 採樣場所

護理站 地板

手術室 地板

ICU/CCU 地板

NICU 地板

清
潔
區
域

空調機 整體和過濾器

地板

水龍頭護理站

電話

洗滌室 地板

空調機 整體和過濾器

污物處理室 地板

病
房
大
樓

廁所 地板

地板
診療室

更衣櫥下的地板

招待室 地板

外
來
區
域

廁所 地板

6.總結

    本文介紹㈰本北里研究所㊩療㆗心㊩院㆗院內感染對策病房內所實施的「病房內壓力控制系

統」。

    各病房的設定壓力在正壓（＋1.5mmAq）和負壓（-1.5mmAq）之間，對於大廳的壓力則維

持在 fuzzy 壓力控制內。

    為防止院內感染，各病房必須維持在㆒定的設定壓力，這是防止以空氣為媒介的感染最㈲效

的方法。

    使用㈼測組件檢測擦拭院內感染對策病房內的㆞板等處，調查指標菌的陽性率，但綠膿菌和

MRSA 檢測不出來。

1.可切換正壓和負壓的「病房內壓力控制系統」。

2.為限制進出病房者的「病房內進出管理系統」。



本資料由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6

3.採用抗菌性內裝材質。

    由㆖述 3 個條件構成院內感染對策設施的模擬形式。

    在台灣㊩院內部的感染問題㈰益嚴重，許多㊩院也針對此種問題進行研究。在空調方面如何

確實作好壓力控制，將關係到感染隔離的成功與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