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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使用 Chlorhexidine 漱口水清除
COVID-19 病人的口咽部
SARS-CoV-2 病毒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感染管制室 林嘉儀/張科 摘評】

自 2019 年 12 月 (SARS-CoV-2)
出現以來，全球確診病例已超過 1.13
億，超過 250 萬人死亡。在缺乏有效
的全身抗微生物藥物的情況下，預防
對於此疾病至關重要。流行病預防最
有效的辦法是結合疫苗免疫、使用
預防性抗微生物藥物和隔絕致病微
生物傳播。由於 SARS-CoV-2 疫苗研
發及施打正在進行中，預防此疾病的
建議目前著重於維持社交距離、戴口
罩、洗手和疾病疫調來阻隔病毒。
最近，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發
現，局部抗微生物劑也可以用來預防
COVID-19。在這項研究中，作者研
究使用 Chlorhexidine 製作漱口水來
預防 SARS-COV-2 感染口咽。
此研究收集了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期間入
住醫院 COVID-19 病房的確診病
人。研究對象包括：能按照說明使
用 Chlorhexidine 漱口的病人，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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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鼻胃管或氣管插管的病人、有
症狀超過一年的病人及入院前一周
有症狀者。這群病人被隨機分配到
研究組和對照組，這兩組的治療計
劃均採用了標準的護理。研究組使
用 Chlorhexidine 作為漱口液，對
照組則沒有。觀察病人自行使用含
Chlorhexidine 溶液 15 毫升每天漱口
兩次，每次 30 秒。4 天後採檢口咽
進行 RT-PCR 檢測。因單獨的漱口不
能有效地到達咽喉後部，因此，在
第二個研究組的口腔沖洗方案中加
入了 Chlorhexidine 噴霧劑，病人漱
口後，給三次噴霧劑 (約 1.5 毫升) 到
後口咽部，該療程每天執行兩次，
持續 4 天。使用 Chlorhexidine 四天
後，進行口咽採檢，並透過 RT-PCR
檢測 SARS-CoV-2 是否存在。該研
究共納入 684 名 SARS-CoV-2 感染確
診陽性病人，平均出現症狀是入院
前 5.6 天 (標準差，2.3；範圍，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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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390 名病人因症狀出現超過入
院前 6 天、放置鼻胃管、放置氣管
內導管或無法遵循使用 Chlorhexidine
而被排除。最後有 294 名病人被納
入分析，研究組 159 名病人使用
Chlorhexidine，對照組 135 名病人未
接受 Chlorhexidine。所有病人都接受
了 COVID-19 的標準護理，其中包
括：瑞德西韋、抗凝血劑、類固醇和
氧氣補充療法。兩組對治療的反應沒
有顯著差異。第一大組：漱口後的
口咽樣本共有 121 名病人被納入使用
Chlorhexidine 作為 COVID-19 病人的
口腔沖洗液的分析，在 Chlorhexidine
治療組的 66 名病人中，有 41 名
(62.1%) 的口咽 SARS-CoV-2 呈陰
性，25 名 (37.9%) 呈陽性；在 55 名
病人的對照組中進行相同測試，3 名
(5.5%) 檢測為陰性，52 名 (94.6%) 檢
測為陽性，兩組之間的結果差異具有
統計學意義 (p < 0.01)。第二大組：
採用口咽噴霧劑有 173 名病人的口咽
樣本被納入，進行對 COVID-19 病人
使用 Chlorhexidine 漱口水且併用口
咽 Chlorhexidine 噴霧的效果進行評
估，有 93 名接受 Chlorhexidine 漱口
水合併口咽噴霧劑的病人中有 80 名
(86.0%) 的 SARS-CoV-2 呈陰性；而
80 名對照病人中有 5 名 (6.2%) 的病
毒呈陰性，兩組之間具有統計學意義
(p < 0.01)。此外，針對醫護人員使
用 Chlorhexidine 與否進行比較，在
研究期間一組 15 名醫護人員 (14 名
護士和 1 名醫生) 使用 Chlorhexidine

作為漱口水和口咽噴霧劑，每天兩
次，如上所述，在本研究過程中沒
有觀察到 SARS-CoV-2 感染。相比之
下，同一時期各自醫院所有醫護人
員的 COVID-19 感染率接近 50%，
且參與該研究中並沒有觀察到使用
Chlorhexidine 的副作用。
Chlorhexidine 是一種抗菌劑，
常用於術前皮膚準備，以預防術後
感染、預防牙菌斑及預防呼吸器相
關性肺炎等。由於 Chlorhexidine 其
陽離子性質，已被證明可有效殺死
包膜病毒。因 SARS-CoV-2 是一種包
膜病毒，亦已被證實 Chlorhexidine
對 S A R S - C o V- 2 清 除 有 效 。 這 項
研究數據顯示，在口腔和咽部使
用 Chlorhexidine 可顯著消除 SARSCoV-2。然而，增加使用噴霧器直
接地將 Chlorhexidine 使用於後口咽
部，更可大大提高 SARS-CoV-2 從口
咽部的清除率。此篇研究作者提出，
使用 Chlorhexidine 作為漱口液或咽
部沖洗液有兩個目的：1. 防止病毒
從 COVID-19 確診病人傳播給其他
人；2. 在暴露的情況下防止 SARSCoV-2 感染。為了防止病毒從 SARSCoV-2 感染者傳播給其他人，作者
建議每天使用 0.12% Chlorhexidine
漱口水兩次，如：1. 向鼻孔噴 1 毫
升 2. 用 15 毫升至少 30 秒漱口 3. 用
噴霧器噴灑喉嚨後部 3 次 (1.5 毫
升)。這一過程可能會持續到病毒
從體內自然清除，這大約需要 2~3
週。對於暴露後預防，建議可使用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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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Chlorhexidine 方案 2~4 天。作
者強調：Chlorhexidine 不能用於治
療 COVID-19，並強烈警告不要為了
根除這種疾病而吞入 Chlorhexidine。
使用含 Chlorhexidine 成分漱口水
和口咽後部噴霧劑是對當前預防
COVID-19 指南中簡單且安全的措
施，可能對控制疾病的傳播具有顯著
影響，可與疫苗接種、適當的社交
距離、戴口罩和洗手一起使用時，
Chlorhexidine 可能有助於更有效的疾
病預防。
【譯者評】此篇研究中提到使
用含有 Chlorhexidine 成分漱口水進
行漱口，可有效降低口腔中 SARSCoV-2 病毒量，降低確診者將疾病傳
播出去的風險。此份研究結果應可
適用於確診者身上，利用此方法來降
低照顧者或治療確診者時被感染的
風險；或許亦可使用於照顧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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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病毒於口腔或呼吸道存活量。
達到預防 COVID-19 的效果。但以另
一個層面思考，在尚未被證實的感染
者，是否會因為使用漱口水後造成偽
陰性，讓確診者無法於第一時間被發
現而無法即時進行匡列與隔離。此
外，針對目前形形色色的變種病毒，
是否依然達到相同的效果仍需再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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