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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之逆滲透管路消毒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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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用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 RO) 純水必須是無菌、無熱原且無化學物
質的污染，而其製造系統每月應至少進行一次純水輸送管路消毒，包括儲水桶、
供水管路、RO 出水口至透析機，消毒方式可使用漂白水、過醋酸、臭氧或熱水
消毒法等。在透析治療的過程中，造成細菌和內毒素污染的來源，可能來自於原
水 (自來水)、逆滲透水、超過濾器、輸送分佈系統、濃縮液、透析機消毒不完全
等。需定期進行各種裝置的消毒、維護及保養，以維持透析的品質與安全。本文
將會分享本院漂白水 (次氯酸鈉) 消毒的經驗。（感控雜誌 2017:27:176-182）
關鍵詞： 漂白水、過醋酸、臭氧、熱消法、RO 管路消毒

前

言

正常人每日攝取水量約兩公
升，每週約 14 公升。但血液透析
患者，其血液在人工腎臟中隔著
半透膜接觸透析液，其流量約每
分鐘 500 毫升，四小時的透析就
需 120 公升透析液，每週則高達
360 公升。透析液是由純水、濃縮
的酸性 A 液及重碳酸鹽 B 液或乾粉
袋 (Bibag)，依比例混合製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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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電解質的稀釋液，必需能符合
人體的標準，無危害化學性物質或
微生物之污染[1]。在微生物污染方
面，依據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與美國醫療儀器協進會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AMI) 的規範，本
院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標準值更
改為透析用水的總菌落數應低於 100
CFU/ml，內毒素含量應低於 0.25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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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當總菌落數大於 50 CFU/ml 或
內毒素含量大於 0.125 EU/ml 時，就
須採取相關的措施[2-3]。因此，血液
透析用純水的安全與品質是非常重要
的，應該加以規範與管理[4]。
以下就整個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 RO) 管路消毒流程，進行完
整的介紹。
一、消毒前準備
預定消毒的前一週，先發書面通
知給使用單位，告知消毒的日期及時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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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當天再以電話跟值班人員確認消
毒時間。進行消毒前先至現場透析機
台或 RO 出水口，掛上之「消毒中/禁
用」警告牌，並確認無病人在透析治
療中。操作人員執行消毒時需穿戴護
目鏡、手套、口罩及隔離衣。
二、泡製消毒液
首先 RO 儲水桶造水至滿水位
後，再將次氯酸鈉原液倒入消毒桶
中，利用加藥機泵浦打進儲水桶中
(圖一)，(無加藥機泵浦注藥裝置者，

傳統 RO 系統的管路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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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將次氯酸鈉原液由水桶上方
注入口倒進儲水桶)。由於消毒時次
氯酸鈉的濃度是非常重要，以免循環
消毒時次氯酸鈉濃度不足而達不到管
路消毒的效果[5]。因此要先計算管
路內的 RO 水體積 (可利用管徑截面
積乘以管路總長度)，再計算需加入
多少體積的漂白水，以達到本院所制
訂的消毒濃度 50 ppm。一般市面上
的次氯酸鈉漂白水純度較不夠，建議
使用衛署第二等級醫療器材之試藥級
的次氯酸鈉，濃度含量約 5% (50,000
ppm)。以下簡述泡製方法；若儲水桶
與輸送管路總水量為 1,000 公升，倒
入 2 瓶濃度 5% 的 500 ml 漂白水，
最終濃度就達約 50 ppm (0.5 L×2 瓶
×50,000 ppm÷1001 L≒50 ppm)。

四、清洗及檢測消毒劑殘餘量
(一) 清洗消毒劑 (管路回水迴流
儲水桶)：
供水泵浦開關切至停止，排空儲
水桶後 (圖一此時管路消毒③球閥打
開)。開始製造新的 RO 水入儲水桶
至滿水位，重複清洗桶內 2~3 次，使
稀釋消毒劑濃度，並開啟透析機持續
清洗，約略清洗 1 小時過後，先檢測
迴流儲水桶前 (採樣出水口3) 餘氯含
量，若餘氯反應值大於 0.1 ppm 時，
繼續排水清洗，待檢測迴流儲水桶前
(採樣出水口3)、各 RO 出水口及每台
透析機排液管，其餘氯反應值皆低於
0.1 ppm 後，即完成 RO 系統的管路
消毒。上述操作法是較方便簡單，但
相對的會消耗較多的時間與水量。

三、RO 管路循環消毒
消毒劑與儲水桶內 RO 水經 10
分鐘後充分混合均勻，供水泵浦互相
切換。如有接透析機將電源開啟，
執行清洗 (Rinse) 16 分鐘後靜置，讓
消毒劑可消毒到 RO 出水口與透析機
台間連接的水管，這段消毒管路通
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整個 RO 管路
使用高濃度 (50 ppm) 的次氯酸鈉消
毒劑，循環消毒 1 小時左右，並確實
檢測儲水桶與各個 RO 出水口及管路
末端消毒劑含量是否大於 50 ppm。
檢測方法有二乙基對苯二胺試劑 (N,
N-diethy-o-phenylenediamine, DPD) 或
鄰-二甲基聯苯胺 (o-tolidine, OTO) 滴
定法[6]，及餘氯試紙檢測法。

(二) 清洗消毒劑 (管路回水不迴
流儲水桶)：
可將儲水桶內的消毒劑 RO 水
完全排空，開始造新的 RO 水入儲水
桶，管路迴水不循環回儲水桶內而是
排放掉 (圖一此時管路消毒①球閥關
閉；管路消毒②球閥打開)，RO 機製
造全新的 RO 水讓管路與透析機器逐
步清洗沖掉消毒劑，等待清洗一段時
間後，其各點餘氯反應值皆低於 0.1
ppm 後，即完成 RO 系統的管路消
毒。
假如 RO 管路及儲水桶皆已無
餘氯反應，而透析機器的排液管還有
餘氯反應，可能有消毒劑殘留在機器
內部某段管路間或內毒素過濾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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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可利用機器本身不間斷清洗模
式 (Endless rinse) 排除之，若仍有餘
氯反應則要換下請原廠工程師檢修，
以避免殘餘的消毒劑影響透析患者安
全。
五、其它 RO 管路消毒的方法
(一) 過醋酸消毒法：其組成份為
雙氧水及醋酸，殺菌的作用機轉在於
釋出自由氧及氫基 (OH-)，最終分解
產物為氧氣、水及醋酸，對環境較無
毒性殘存。但其缺點為消毒劑成本較
高。
(二) 臭氧消毒法：是利用臭氧產
生製造機將空氣中的氧 (O 2) 變成臭
氧 (O3) 溶入 RO 水中殺菌，使其臭氧
濃度大於 0.5 ppm 且維持 10 分鐘以
上[6-7]，並需有機器監測管路末端濃
度是否足夠，方可達到消毒滅菌之功
效。滅菌後管路中的臭氧殘留量要低
於 0.1 ppm，才不會危害人體，故建
議在臭氧產生器的區域及管路上方要
裝配線上監測器，以監測空氣及管路
中臭氧的濃度，其濃度需符合相關的
規定[8]。此消毒法可在夜間執行管
路消毒，但要考慮安全措施，若設定
夜間自動執行消毒，需考慮發生時間
設定異常時，可能造成透析作業的危
險性，故應加裝線上監視警告系統與
措施，以免病人處在不安全狀態。
(三) 熱水消毒法：使用此消毒
法前提必須是供水管材可承受 85℃
以上高溫，材質建議為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PEX) 等耐熱材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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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要一套熱消裝置，能提供加熱、
保溫與耐熱泵浦循環供水裝置。每日
夜間可自動執行洗腎室管路高溫熱水
消毒 (建議排水末端溫度 85℃以上，
採用耐高溫管)，以避免輸配送管路
有機會生成細菌生物膜，導致水中內
毒素之產生[9]。熱消過程中應伴隨
透析機一同執行連機熱水消毒 30 分
鐘以上 (透析機排水末端溫度應高於
80℃以上，依循 AAMI 規範水溫至少
80℃以上循環 10 分鐘) [10]。

國內某醫學中心的經驗
一、 消毒頻率
依 106 年台灣腎臟學會血液透析
及腹膜透析訪視作業評量標準說明建
議：現場 RO 出水口至透析機端消毒
至少應每月執行一次[11]，本院為確
保 RO 水的品質，每兩週即進行一次
純水輸送系統的管路消毒，以預防生
物膜 (Bioﬁlm) 的形成。
二、 消毒濃度
為確保 RO 管路消毒時，消毒
劑 (漂白水) 含量是否大於本院的標
準 50 ppm。本院除使用二乙基對苯
二胺 (DPD) 或二甲基聯苯胺 (OTO)
滴定法來檢測儲水桶與各個 RO 出水
口及管路末端消毒劑含量外，同時利
用敏感度較高的定量濃度傳導度儀器
(Gambro 90 GL) 裝設於 RO 回水管路
末端，持續檢測管路是否已達足量的
消毒濃度，做為參考指標。

180

血液透析室之逆滲透管路消毒監測

三、 設備維護：
若供水管路中有超微過濾
(Ultrafiltration, UF) 膜，依其材質的
不同，對漂白水的承受濃度也不同，
如果次氯酸鈉濃度超過該過濾器的可
承受標準時，建議在消毒時將 UF 超
濾旁通 (By-pass) 管路，待次氯酸鈉
濃度降低至可接受範圍時，再將 UF
超濾打開。

可藉由不同的採樣時間，來評估
消毒的成效及維持的時間。若在管路
消毒之後立刻採樣，細菌培養合格則
可代表此次消毒是有效的。若在下次
管路消毒之前幾日採樣，細菌培養合
格，則代表消毒效果可維持到下次消
毒前。本院目前採用消毒前才進行採
樣的方式，來確認目前執行的消毒頻
率及方式是可行的。

四、 定期更換耗材：
5 µｍ 過濾器功能為攔截水中大
於 5 µｍ 顆粒物質，但顆粒物質塞
住過濾芯細孔後流量逐漸下降，應
查看過濾器前後壓力表，每 2 月更
換一次。RO 膜管可有效去除水中之
重金屬，每年更換一次。在波長 254
nm 具有殺菌的能力的紫外線燈，
每 8,000 小時更換一次。具有攔截細
菌能力的 0.2 µｍ 微過濾器，每 2 個
月更換一次。膜孔 0.02~0.001 µｍ
(10~200Å) 可更加提升汙染物質的去
除率的超微過濾 (UF) 膜，依製造商
建議或每 2~3 年更換一次。而透析機
加裝用於有效的阻隔透析液中所含之
細菌和內毒素的超過濾器，則依製造
商建議的時間或每 3 月更換一次。依
本院目前之更換頻率，評估其效果，
在細菌培養與內毒素的監測方面，都
符合標準。唯有定期進行各項血液透
析系統的維護與保養，才能使病人透
析安全有雙重保護。

討論與建議

五、 採樣時間點差異及注意事項

一、當微生物品質監控發生異常
時，應增加純水供水管路系統消毒頻
率，若供水品質仍未改善，建議應立
即與廠商討論對策解決汙染源。
二、RO 系統執行管路消毒作業
時，應提早於各用水端警示公告，避
免誤用含有消毒液之 RO 水造成人員
或設備之損害危險。
三、應詳細記錄消毒的方法、消
毒液濃度、靜置的時間、殘餘量檢測
之規範文件及記錄[11]。
四、細菌培養取樣點、監測頻
率及檢測標準：傳統 RO 水取樣點包
括 1. RO 膜管後端或 RO 水入儲存桶
前、2. 超過濾器 (UF) 後 RO 水、3.
經紫外線燈 (UV) 及 0.2 µ 微過濾器
迴水入 RO 儲水槽前。熱消 RO 水取
樣點包括 1. 第一床 RO 水出口 (接透
析機端)、2. 最後 RO 迴水採水點出
口或最後一床 RO 出水口 (接透析機
端)。監測頻率為 RO 水至少每月檢
測一次。檢測標準為 RO 水各端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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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CFU/ml，超出行動標準 50 CFU/
ml 即應採取改善行動。若超過檢測
標準值，需重新檢測，尋找原因、
解決問題並重新消毒供水輸送管路
或 RO 膜管，之後再次送檢，直到檢
體合格，才可再次使用。對於曾經使
用過的病人列入追蹤管理，觀察一週
內病人是否有出現感染、發燒等症
狀。而 106 年台灣腎臟醫學會的評鑑
標準，亦僅規定透析用純水內毒素檢
驗應採用鱟變形細胞溶出物 (limulus
amebocyte lysate, LAL) 方法且須應低
於 0.25 EU/ml，但無規範內毒素的取
樣點、監測頻率及行動標準值[11]。
五、若透析單位是自行以純水溶
解重碳酸鹽粉泡製透析濃縮液，當純
水品質不良時，濃縮液容易遭污染，
會形成相當好的培養溶液，讓細菌很
容易在此大量繁殖生長，建議應定期
進行細菌培養與內毒素監測，以維持
透析液品質。且病患使用後剩餘的透
析濃縮液，不宜再集結使用[12]。

結

語

血液透析品質與患者的存活率是
息息相關，定期 RO 管路的消毒、細
菌培養與內毒素監測，均達到 AAMI
規範的標準是相當重要的。透析用
RO 純水系統輸送管路消毒的頻率，
可藉由透析單位針對微生物監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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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進行評估考量，但應該至少每月
一次。希望可以藉由此篇文章協助醫
療單位提升血液透析的用水品質及延
長病患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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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erse osmosis water system in hemodialysis should be free from bacteria,
pyrogens, and chemical pollution. This system should undergo disinfection of
circuits, including, the water storage tank, pipes, water outlet, and hemodialysis
machine, at least once per month. Methods of disinfection include using bleach,
peracetic acid, ozone, and hot water. During hemodialysis, the source of bacterial
and endotoxin contamination may be raw water, reverse osmosis water, dialysis
concentrates, inadequate disinfection of hemodialysis machines, ultrafilters, and
distribution systems. It is essential to conduct the disinf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quip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hemodialysis. This article
will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disinfection with bleach (sodium hypochlorite) in our
hospital.
Key words: Bleach, peracetic acid, ozone, heat disinfection, reverse osmosis
distribution system dis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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