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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选择不同材质材料对托幼机构内物体表面进行擦拭消毒和清洁对比ꎬ为筛选更合适的清洁消毒方案

提供参考ꎮ 方法　 在天津市分层随机选取 １０ 所公立托幼机构ꎬ共开展 ５００ 份物体表面的监测ꎬ选择超细纤维材质材料、普
通棉质材料分别在消毒剂和清洁剂的作用下对物体表面进行作用ꎬ判断擦拭后物体表面的合格率及对细菌的清除率ꎮ 结

果　 选择清洁剂使用超细纤维抹布对物体表面进行擦拭ꎬ对细菌清除率可达到 ９３％ꎬ而棉质抹布仅达到 ６３％ꎻ使用消毒

剂ꎬ超细纤维抹布对细菌杀灭率可以达到 ９４％ꎬ而棉质抹布达到 ９２％ꎬ４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４.６１ꎬＰ<０.０５)ꎮ 进一

步分组比较超细纤维抹布与普通棉质抹布使用清洁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６.２２ꎬＰ<０.０ ０８３)ꎻ其余组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ꎮ 结论　 超细纤维材质有更好的清洁效果ꎬ该材质的应用可减少清洁剂和消毒剂的使用ꎬ不仅利于环保ꎬ更利于儿

童的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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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幼机构是少年儿童聚集学习和生活的场所ꎬ该
年龄段儿童又是各类传染病流行高发的人群ꎬ如管理
不当ꎬ容易造成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１] ꎮ 据统计ꎬ全
国 ７０％以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传染病的暴发流
行ꎬ且 ６０％以上发生在学校或托幼机构[２] ꎮ 因此ꎬ加
强托幼机构消毒质量监测已成为保障托幼儿童身体
健康的重要手段[３] ꎮ 托幼机构内教室环境卫生和各
类桌面、台面、玩具表面等微生物的污染极易造成传
染病在儿童间的交叉传播ꎬ引发群体发病ꎮ 选择一种
高效、无腐蚀、污染小的消毒清洁方法ꎬ对托幼机构内
环境处理、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非常重要ꎮ 本研究选
择超细纤维抹布和普通棉质抹布对托幼机构内物体
表面清洁和消毒效果进行比较观察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根据天津市地
区人口分布ꎬ确定 １０ 所公立托幼机构ꎬ每所托幼机构
随机抽取 ５ 个班级ꎬ共 ５０ 个班级ꎬ每个班级选择 ２ 份
物体表面ꎬ共 １００ 份物体表面ꎬ以污染桌面作为研究对
象进行试验观察ꎮ
１.２　 方法　 依据天津市 ２０１１ 年颁布的«托儿所幼儿
园消毒卫生规范» [４]中的有关规定和要求ꎬ于 ２０１６ 年
对托幼机构进行卫生消毒状况调查和消毒效果监测ꎮ
采用现场调查和采样检测方法开展监测ꎬ同一份物体
表面上设置对照组 １００ ｃｍ２ꎬ通过采集监测后作为该
物体表面本底数据ꎻ同时设置实验组 ４ 组ꎬ每组各 １００
ｃｍ２ꎬ作为研究观察对象ꎮ 其中实验 １ 组采用超细纤

维抹布加清洁剂进行擦拭ꎬ实验 ２ 组采用棉质抹布加
清洁剂进行擦拭ꎬ清洁剂仅为表面活性剂ꎬ不含有任
何抗抑菌物质ꎻ实验 ３ 组采用超细纤维抹布加消毒剂
进行擦拭ꎬ实验 ４ 组采用棉质抹布加消毒剂进行擦拭ꎬ
消毒剂为 ５００ ｍｇ / Ｌ 含氯制剂ꎮ ４ 组实验组均在清洁
或消毒后 １５ ｍｉｎ 进行监测ꎮ 对照组不采取任何清洁
或消毒措施ꎮ

监测时分别采用内径为 ５ ｃｍ×５ ｃｍ 的无菌规格
板放在被检物体表面ꎬ用浸湿有无菌生理盐水的棉拭
子在规格板横竖往返各涂抹 ５ 次ꎬ并随之转动棉拭子ꎬ
连续采样 ４ 个规格板面积ꎬ使规格板内面积得到充分
采集ꎬ然后剪去手接触部分ꎬ未使用消毒剂擦拭的采
样棉拭子头在无菌条件下剪入装有 １０ ｍＬ 采样液的
试管内ꎻ使用消毒剂擦拭的采样棉拭子头ꎬ在无菌条
件下剪入装有 １０ ｍＬ 含 ０.１％硫代硫酸钠中和剂的试
管内ꎬ经充分震荡洗脱后送实验室进行活菌计数培
养ꎬ经(３６±１)℃ ꎬ４８ ｈ 培养后检测细菌总数和致病菌ꎮ

细菌杀灭率 / ％ ＝对照组菌落数－实验组菌落数
对照组菌落数

×１００％

１.３　 评价标准　 依据天津市«托儿所幼儿园消毒卫生
规范»中的有关规定ꎬ要求物体表面细菌总数≤１５ ｃｆｕ
/ ｃｍ２ꎬ不得检出致病菌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统计数据分析ꎬ
合格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样本间比较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
ｎｉ 法ꎬＰ<０.００１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对照组监测情况　 对照组细菌总数为 １.１ ~ ８２.１
ｃｆｕ / ｃｍ２ꎬ其中 １５ 份≤１５ ｃｆｕ / ｃｍ２ꎬ并检出铜绿假单胞

菌 １ 株ꎬ沙门菌 ２ 株ꎬ溶血性链球菌 １ 株ꎮ
２.２　 不同组间合格率比较　 在被选择的物体表面上ꎬ
实验 １ 组合格率达到 ９６％ꎬ实验 ２ 组仅达到 ８７％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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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３ 组达到 ９９％ꎬ实验 ４ 组达到 ９７％ꎬ无论使用清洁
剂还是消毒剂ꎬ实验组均未检出致病菌ꎮ ４ 组合格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７.０４ꎬＰ<０.０ ０８３)ꎮ 通过进一
步分组比较可得出实验 １ 组与实验 ２ 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４.３０ꎬＰ<０.０ ０８３)ꎬ超细纤维抹布能够取
得更好的效果ꎬ其余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３　 各组物体表面细菌清除效果比较　 棉质抹布在
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的不同条件下(实验 ２ 组和实验
４ 组)ꎬ对细菌的杀灭和清除率可分别达到 ６３％ 和
９２％ꎬ而如果使用超细纤维抹布分别与清洁剂和消毒
剂对物体表面进行擦拭(实验 １ 组和实验 ３ 组)ꎬ杀灭
和清除率可分别达到 ９３％和 ９４％ꎬ４ 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５４.６１ꎬＰ<０.０５)ꎮ 进一步分组比较ꎬ超细
纤维抹布与普通棉质抹布使用清洁剂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２６.２２ꎬＰ<０.０ ０８３)ꎬ其余组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ꎮ

３　 讨论
在各级托幼机构做好物体表面的清洁和消毒ꎬ对

控制各类接触传播传染病流行和保护儿童健康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各省市也纷纷出台地方标准ꎬ对该
项工作提出要求[５－７] ꎮ 特别是针对手足口病、诺如病
毒感染等通过接触传播的传染病ꎮ 物体表面在托幼
机构的肠道传染病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８] ꎮ 高频接
触的物体表面要比低频接触的表面进行更频繁地清
洗、消毒[９] ꎬ当出现儿童呕吐物、体液等污染时应立即
清洁并消毒ꎮ 目前常用的含氯消毒剂尽管消毒效果
明确ꎬ但腐蚀性强、稳定性差ꎬ且有一定的刺激性气
味ꎬ对少年儿童成长不利ꎬ但在暴发传染病的情况下ꎬ
含氯消毒剂的使用能够取得很好的控制效果ꎮ 酒精
及双链季铵盐等消毒剂及其制品ꎬ如湿巾等ꎬ作为日
常消毒使用尚可ꎬ但针对某些难杀灭细菌及手足口病
病毒等效果较差ꎬ而且成本较高ꎬ不利于大范围的
开展ꎮ

本研究显示ꎬ选择超细纤维材质材料用于日常物
体表面清洁或消毒ꎬ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超细
纤维一般由聚酯、聚酰胺、聚丙烯纤维等按一定配比
后纺制而成的合成纤维ꎬ直径大约是人类发丝的 １ /
１６ꎬ具有较强的吸尘、吸水和清除细菌的效果ꎮ 该材
料纤维密度高ꎬ其纤维表面积比传统材料大大提高ꎬ
为棉纤维的 ４０ 多倍ꎬ所以具有更高效地粘附灰尘、消
除细菌和液体的能力ꎮ 通常该纤维带正电荷ꎬ而环境
物体表面上堆积的灰尘和各类微生物等带负电荷ꎬ因
此能大幅度提高去污功效ꎮ 而且由于直径细微ꎬ可进
入物体表面狭小缝隙对细菌和灰尘进行清洁ꎬ并其重
量超轻ꎬ更利于减轻劳动负荷ꎮ 超细纤维材料不仅应
用于物体表面的擦拭和消毒ꎬ同样可做成地巾应用于
地面ꎮ Ｒｕｔａｌａ 等[１０]认为ꎬ超细纤维的地巾可降低对使
用者的伤害ꎬ同样发现采用超细纤维抹布加清洁剂或

清水ꎬ物体表面细菌的清除率可达到 ９５.０％ꎬ而普通棉
质抹布仅为 ６８.０％ꎬ和本研究结果基本相同ꎮ

做好托幼机构的环境卫生是一个系统工程ꎬ物体
表面消毒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ꎬ同时对室内空气质
量ꎬ幼儿和老师手部卫生、物体表面及地面、餐具、共
用玩具等均应做好消毒工作ꎬ才能有效防控各类传染
病的交叉传染ꎮ 空气质量可以通过开窗通风和安装
紫外线灯消毒的方法来达到要求ꎬ手卫生、物体表面
和玩具为接触传播传染病的主要媒介ꎬ一般该环节要
共同采取措施ꎬ才能起到防控接触传播传染病的目
的ꎬ如手卫生对学龄前儿童预防手足口病、疱疹性咽
峡炎、急性胃肠道疾病等传染病有重要作用[１１－１２] ꎮ 因
此应积极做好规范洗手ꎬ必要时做好手部消毒ꎬ而目
前部分工作人员对手卫生规范执行不到位ꎬ洗手依从
性不高ꎬ没有掌握六部洗手法ꎬ只注意手掌和手背的
清洗ꎬ往往忽略指尖、指间隙、大拇指、腕部等部位[１３] ꎬ
这都是以后工作中应加强管理的环节ꎮ 物体表面需
要采用新材料进行清洗和消毒ꎬ同时要针对儿童选择
适宜的清洁剂和消毒剂ꎬ而共用玩具更应加强表面的
消毒ꎬ或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加大消毒频次等ꎬ确保不
成为交叉传播疾病的媒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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