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可見光連續環境消毒系統 
對骨科手術室中微生物污染 
和手術部位感染的影響

【三軍總醫院  卓紫媃/詹明錦/林永崇  摘評】

手術室的環境被認為是潛在儲

存病原體的地方，有多項研究證實手

術部位感染與手術室內空氣與環境表

面存在的微生物有關，空氣中存在的

微生物，會經由空氣動力學等複雜

的作用，可能附著在手術室環境表

面、無菌設備或手術部位的傷口上。

儘管手術後對手術室環境進行傳統

清潔與消毒，但達到真正「乾淨」的

狀態並不理想。因此本研究目的為評

估可見光連續環境消毒 (CED) 系統 
(visible-light continuous environmental 
disinfection (CED) system) 對手術室  
(operating room, OR) 中微生物表面污
染和手術部位感染的影響。

本篇研究於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間在田納西州哥倫比
亞市一家擁有 255 張床位的區域醫院
進行。該醫院有 12 間手術室，本次
研究使用的手術室 OR1、OR2、OR3 
為骨科手術專用，最常執行的術式

是關節成形術，其中 OR2 與 OR1 相
鄰共用通風和空調系統，OR3 為單
獨的通風和空調系統。在 3 間手術室
中，都有使用高效能空氣過濾系統，

每小時換氣 30 次，每間都有濕度控
制，溫度保持在 19℃到 20℃之間。

該醫院在施行研究前已有執行 
SSI 組合式照護，包括病患去移生及
使用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沐
浴，術前、術中、術後等相關措施，

手術室的環境清潔也依照標準程序於

每次手術後及當天結束時進行清潔與

消毒，並在每次執行時填寫環境清潔

查核表 (checklists)。開始施行研究後
在 OR2 中新安裝了可見光 CED 系統 
(Indigo-Clean, Kenall, Kenosha, WI)，
該系統採用具有抗微生物作用光譜 
405 nm~410 nm 的靛藍光和白光，並
有兩種組合，會發出窄光譜殺死細

菌，同時為空間提供環境照明。當啟

用手術室時，開啟「whit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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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靛藍光和白光，提供手術室最

佳照明；當房間未使用時，切換到

「Indigo mode」，僅提供靛藍光，大
約是「white mode」4 倍劑量，消毒
程度更高。

本研究在安裝前及安裝後，探討

在 OR2 中安裝可見光 CED 系統前後
對 OR1 和 OR2 環境中菌落數 (CFU) 
的影響。共在 5 個地點採樣 50 個相
同地點的物體表面，環境採樣的範圍

包括手術室門的頂部和底部、門把手

到包布儲存櫃、電腦滑鼠和鍵盤、手

術無影燈把手等表面。本研究探討

可見光 CED 系統對 SSI 的影響，依
據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 SSI 定義收案，收案時間為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 OR2 
安裝可見光 CED 系統安裝前後各 1 
年的數據，並收集了三個變項：總

手術時間 (劃刀和縫合之間的總分鐘
數)，手術佔用時間 (佔用手術室的總
分鐘數) 以及手術嚴重程度 (輕微與
主要手術，包括所需的工作人員數

量)。
本篇研究結果可見光 CED 系統

對 OR 中細菌菌落數的影響，結果顯
示可見光 CED 系統可有效降低 OR1 
和 OR2 中細菌菌落數。在 OR2 中，
在安裝前和安裝後之間菌落數平均減

少 81% (P = .017) 和 85% (P = .002)。
平均總菌落數減少為 185.2 CFU。另
外，相鄰 OR1 中沒有可見光 CED 系
統的細菌菌落數平均值和中位數減少 
49% (P = .015; P = .006)，OR1 中平均

總菌落數減少為 124.8 CFU，可能歸
因於兩者共用空調系統有關。可見光 
CED 系統對 OR 中 SSI 的影響分析，
安裝前共進行了 2,201 例手術病例，
在安裝後進行了 2,317 例。在安裝可
見光 CED 系統後，OR2 中的 SSI 率
從安裝前的  1.4% 下降到安裝後的 
0.4%。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可見光 
CED 系統不僅有效地減少了 OR2 中
環境表面殘留的細菌菌落數，並延伸

到鄰近的 OR1 中，且降低 SSI 率。
本篇研究結論可見光 CED 系統

是一種新穎的消毒技術，解決了手術

室環境間歇性清潔消毒的限制，而可

見光 CED 系統屬於連續性的環境消
毒，OR 中執行手術時，仍可持續環
境消毒，降低微生物表面污染及降低

手術部位感染率。

【譯者評】依據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 
2007 至 2016 年監視報告結果則顯示
手術部位感染在佔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的 5~6% 及 4~5% [2]。也是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中常見的感染，造成住院時

間延長和醫療保健支出的增加。手術

部位感染相關費用探討文獻中提到在

手術部位感染的相對成本是無手術部

位感染患者的 1.43 倍 (增加 11,876 美
元)，如果減少手術部位感染率 50% 
的醫院，行政管理費用每年可節省約 
670 萬美元[3]。手術室的環境清潔度
是造成手術部位感染的原因之一，為

了減少環境汙染，目前已有文獻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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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各種間歇性消毒系統如無接觸紫

外線系統、過氧化氫系統，可增強傳

統清潔有效性減少環境污染，降低手

術部位感染[4]，在紫外線系統光譜 
200~320 nm 範圍具有殺菌性質[5]，
但對人體會造成電光性眼炎和皮膚等

損傷，所以一定要在無人狀態下使

用。最近，有研究評估了安裝於天花

板的可見光 CED 系統在環境中提供
連續環境消毒，該 405 nm~410 nm 光
譜中的可見光對多種細菌和真菌病原

體具有顯著的抗微生物特性[6]，由
於所使用的光是無害的，因此即使工

作人員和患者在場的情況下，也可

用於臨床領域連續照射[7,8]，Sarah 
E. Bache 等人在燒傷病房及燒傷門診
開診時使用 405 nm 可見光研究中提
到，其具有殺菌作用，但對人是安全

的[9]。因此除提供照明所需，可以
全天提供環境消毒。本篇研究也顯示

常規的手術室環境清潔消毒政策輔助

可見光 CED 系統，可降低微生物表
面污染及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率，以提

供病人安全的就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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