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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名患者；收治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2020年1月19日-2月15日

新冠病毒在各类呼吸系统，血清，粪便中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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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2℃，相对湿度65%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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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中疾控姚孝元老师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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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鲜食物（4度）和冷冻
（-20度，-80度）食物中
能存活，病毒滴度没有显
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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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162075433243157&wfr=
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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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重要性

    消毒工作是卫生防疫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

方针的重要环节。它的基本任务是消除病原微生物的危害，改善环境卫生，提高医

疗质量，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和医院感染的发生，保障人体健康。

消毒概念



什么是消毒？

u 清除或杀灭传播媒介上的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理。

u 消毒是针对病原微生物，并不要求消除或杀灭所有微生物。

u 它只要求将有害微生物的数量减少到无害的程度，而并不要求把所

有有害微生物全部杀灭。

消毒概念



l 预防性消毒：

      是指在未发现传染病源的情况下，对有可能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场所、物品和人体

进行的消毒。预防性消毒可有效地减少传染病的发生。例如，公共场所消毒、运输工

具消毒、餐具消毒、饮用水消毒、饭前便后洗手、粪便污水无害化处理和皮毛原料的

消毒等等，都属于预防性消毒。

l 疫源地消毒

      是指对存在或曾经存在传染源及被病原体污染的场所进行的消毒，其目的是杀灭或

清除传染源（病人）排出的病原体。
 

消毒概念



疫源地消毒

l随时消毒

       有传染源存在时对其排出的病原体可能污染的环境和物品及时进行的消毒。目

的是迅速杀灭刚排出的病原体。其特点是需多次、重复进行消毒。

l终末消毒

       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转移后，对其居住或活动过及其他可能受到污染的场所应

进行终末消毒，确保终末消毒后的场所及其中的各种物品不再有病原体的存在。例

如，传染病病人住院、转移、痊愈或死亡后，对病人住所进行的消毒；医院内传染

病人出院，转院或死亡后，对病室进行的消毒；集中隔离点发现阳性感染者后对房

间和过道进行的消毒

消毒概念



u一要讲究科学
u二要规范消毒
u三要确实有效
u四要避免对环境污染和对人体损害

     

消毒原则



消毒原则

•依据：《特定场所消毒技术方案（第三版）》，《消毒剂使用指南》（国卫

办监督函【2020】147号），疫源地消毒总则（GB 19193-2015）

•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或确诊病例，或感染者（轻症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应及时对其生活及工作的场所进行随时和终末消毒，防止疫情扩散。

•在未发现传染病源的情况下，对人员密集场所（如医院、机场、车站、商

场）、运输工具、高频接触的门把手、电梯按钮等有可能被污染的场所、物品

进行预防性消毒。



遵循“五加强七不宜”

u隔离病区、病人住所进行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

u医院、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环境物体表面增加消毒频次；

u高频接触的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加强清洁消毒；

u垃圾、粪便和污水进行收集和无害化处理；

u做好个人手卫生。

消毒原则



u不宜对室外环境开展大规模的消毒

u不宜对外环境进行空气消毒

u不宜直接使用消毒剂（粉）对人员进行消毒

u不宜对水塘、水库、人工湖等环境中投加消毒剂（粉）进行消毒

u不得在有人条件下对空气（空间）使用化学消毒剂消毒

u不宜用戊二醛对环境进行擦拭和喷雾消毒

u不宜使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大于1000mg/L）做预防性消毒。

遵循“五加强七不宜”



消毒范围及重点：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确定现场消毒的范围、对象、时限。

•病人发病时生活和工作过的场所的室内空气。

•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及其可能污染的环境。

•病人发病时生活和工作过的场所、病人接触过的物品及可能污染的其他物品（生

活用品、办公用品、玩具、衣物等）。

消毒对象和方法



科学消毒

喷雾器（施药方法）

Ø超低容量喷雾？
Ø常量喷雾？
Ø擦拭？
Ø浸泡？
Ø湿拖？
……….

消毒剂及浓度

Ø含氯消毒剂？
Ø含溴消毒剂？
Ø过氧化物类？
Ø含醇类？
……….

作用部位

Ø手？
Ø皮肤？
Ø物表？
Ø空气？
……….

枪、炮？ 子弹 靶



简易消毒剂稀释方法

p 消毒剂：配制有效氯浓度为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

p 用5%84消毒液，在没有量筒、烧杯等现场环境中，如何配置有效氯含量为
1000mg/L的消毒剂?

p 二瓶盖5%84消毒液，一瓶500mL的矿泉水。稀释后获得有效氯含量为
1000mg/L的消毒剂。

p 20L的喷雾器（喷雾器常见容量）；5% 84消毒液；配置有效氯含量为
1000mg/L的消毒液

p 加入200mL 5% 84消毒液；市场上的84消毒液一瓶容量多为500ml。即加入稍
少于半瓶的量即可。



八版与九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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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版
一、消毒原则
    （一）范围和对象确
定 

增加“方舱” 

一、消毒原则
    （二）方法选择。 

增加了“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机等物理消毒方式，或密闭封存、长时间静置，或按医
疗废物处置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一、消毒原则
（二）方法选择。
2. 环境物体表面 

消毒剂中增加“季铵盐类” 

一、消毒原则
（二）方法选择。
3 室内空气 

增加物理消毒方法“循环风空气消毒机、紫外线或其他安全有效的物理消毒方法和无害化
处理方法” 

一、消毒措施
     （二）终末消毒，1病
家 

增加了“入户前沟通”、“消毒前告知”、“消毒期间方法措施选择”等内容 

二、消毒措施
      （二）终末消毒，3
医疗机构（方舱） 

增加了“治愈出院（舱）时，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个人物品应消毒后带出院（舱） 。” 

新冠肺炎疫情消毒技术指南 新冠肺炎疫情疫源地消毒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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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毒措施
      （二）终末消毒，4农村和
城中村 

增加城中村的终末消毒的原则性描述。 

二、消毒措施
      （二）终末消毒，5终末消
毒程序 

增加了“选择对环境和物品影响小的消毒方法” 

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一）室内空气 

增加了空气消毒时所用的推荐浓度、空间喷洒时需要的药量 

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三）地面、墙壁  

增加了不耐腐蚀地面的消毒剂使用方法“不耐腐蚀的地面和墙壁，也可用 2000mg/L 
的季铵盐类消毒剂喷洒或擦拭”

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四）物体表面 

增加了不耐腐蚀物体表面消毒剂使用方法“不耐腐蚀的物体表面也可用 2000mg/L 
的季铵盐类消毒剂喷洒或擦拭” 

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五）衣服、被褥等纺织品 

增加了“或1000mg/L 的季铵盐类消毒剂浸泡 30 分钟后， ”

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七）冰箱及冷冻食品 

增加了“内壁消毒采用低温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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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八）手消毒 

删除了“0.5%碘伏”用于特殊情况下手消毒的描述。 

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十）交通运输和转运工具

删除了“织物、坐垫、枕头和床单等建议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理。”

三、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十五）其他

增加了“对于不能用现有消毒方法处理的物品或环境，现场实施过程中要根据污染风
险及其特性开展风险评估。评估后确定为存在风险又无法实施消毒的，可通过密闭封
存、静置等方式进行妥善处理，消除传播风险，确保环境和物品上不再有病原体的存
在。 ”

四、低温消毒 增加了非化合物低温消毒的方法“现场如使用紫外线、辐照等物理消毒技术开展低温
消毒，须按照我国相关标准规范，证明其在相应低温环境下（实验室和现场）对新冠
病毒或抵抗力不低于新冠病毒的指示微生物达到消毒效果。物理低温消毒设备在上市
前应做好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并备案”

五、注意事项 明确了消毒记录应具备的基本信息：消毒对象、 消毒面积 （体积） 、消毒剂浓度
（或消毒器械强度） 、剂量、作用时间

五、注意事项 明确要“加强现场消毒评价工作。所有疫源地现场消毒均应进行过程评价，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确保消毒过程有效。”



疫源地常见消毒对象及其消毒方法
•空气

•血液、分泌物和呕吐物

•手、皮肤

•地面

•餐（饮）具

•家用物品、家具表面

•厕所

•拖布和抹布等卫生用具

•门把手、电梯按键、楼梯扶手、座椅表面、车辆扶手

•地毯

•冷冻食品外包装

•化粪池



空气

p 在无人情况下，可选择5000mg/L过氧乙酸、3%过氧化氢、二氧
化氯（按产品说明书）等消毒剂，按20mL/m3用超低容量 （气溶
胶）喷雾法进行消毒。

p 自然通风，每天2-3次，每次30分钟以上。



血液、分泌物和呕吐物

p 先清理污染物，再进行物表消毒。

p 少量污染物可用一次性 吸水材料（如纱布、抹布等）沾取有效氯5000mg/L - 
10000mg/L的含氯消毒剂

p 大量污染物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消毒粉或漂白粉完全覆盖，或用一次性吸水材料
完 全覆盖后用足量的有效5000mg/L~10000mg/L的含氯消毒剂 浇在吸水材料上，
作用30分钟以上（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的消毒干巾），小心清除干净。

p 患者的分泌物、呕吐物等应有专门容器收集，用有效氯 20000 mg/L的含氯消毒
剂，按物、药比例1:2浸泡消毒2小时。



手、皮肤

•以洗手为主，在接触可疑污染物后建议选择速干手消毒剂擦试消毒



地面

p 消毒剂：配制有效氯浓度为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或500mg/L二氧化氯或
2000mg/L的季按盐类消毒剂

p 施药方法：将拖把放在消毒液中浸湿后湿拖地面

p 作用时间：消毒作用时间应不少于30分钟，消毒后及时用清水清洗

p 其他：可选择在每日人流量较少时作业

p 地面施药量为100ml/㎡~ 300ml /㎡，可根据地面面积估算所需药液量



餐（饮）具

p  餐（饮）具清除食物残渣后，煮沸消毒30分钟，

p 或使用有效氯500mg/L的含氯消毒剂浸泡30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 。



p  经常触碰的物品和家具表面等可用有效氯1000mg/L的含氯消毒 剂或500mg/L的二

氧化氯消毒剂、不耐腐蚀的物体表面也可用2000mg/L的季按盐类消毒剂，作用3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小型物表（遥控器）也可用75%酒精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

的消毒剂擦拭消毒。

物品、家具表面



厕所

p    便池及周边可用2000mg/L的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30分钟。厕所内的表面

应消毒手经常接触的表面为主，如门把手、水龙头等，可用有效氯为500mg/L-

1000mg/L的含氯消毒剂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30分钟

后清水擦拭干净。



拖布和抹布等卫生用具

p  应按照房间分区专用，避免交叉感染。使用后以有效氯含量为1000mg/L的含氯消

毒剂进行浸泡消毒，作用30分钟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存放。

可按照以下区进行分类
厕所，厨房，其他公共区域



门把手、电梯按键、楼梯扶手、座椅表面、扶手

p  门把手、电梯按键、楼梯扶手、座椅表面及扶手等人员经常接触的部位进行消毒。

可使用有效氯为1000mg/L的含氯消毒剂或2000mg/L的季按盐类消毒剂进行擦拭作

用时间30分钟。消毒后用清水擦拭，去除残留消毒剂。或75%酒精消毒擦拭。



地毯

p 名贵地毯一般不用化合物进行消毒，如需要消毒，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p 尽量不设置地毯，如需要设置地毯，宜采用可清洗的塑料地垫。

p 对于固定在地板上的地毯，可在地摊上铺上塑料垫，之后再按照地面消毒方法进行

消毒。

p 也可静置7天再清洗。



冷冻物品外包装



2022-8-19目前市场有商品化低温消毒剂售卖



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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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如何做到投药时40mg/L？
Ø 如何做到消毒1.5h后余氯含量6.5-1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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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化粪池的第三级投入消毒剂，按目前第三级的存量及每日人员数量进行投放；
可按每人每日20L用量计算；
消毒作用1.5h后要测余氯。

投药口



集中隔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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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没有阳性感染者时，应按照预防性消毒的方法开展日常消毒工作。主要消毒区域是隔
离酒店过道，电梯等公共区域。

ü 人员正常解除隔离后对隔离房间的消毒也是预防性消毒
ü 有阳性感染者时按疫源地消毒开展
ü密接下车（转运车）后到房间路途中所做的消毒必须为终末消毒！！！



中高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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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除了明确的阳性感染者活动场所外，中高风险区其他区域采取预防性消毒。
ü 消毒的重点场所为：小区楼栋，防疫物资保障点，垃圾储存点，快递集散点



高中风险区消毒

Ø高风险区：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消毒，对厢式电梯（楼道）等重点

区域和电梯按键、 扶梯扶手、单元门把手 、等人员频繁接触的重点部位

进行消毒 。

Ø中风险区：原则上以清洁为主，消毒为辅，重点做好家庭、 社区、楼宇 

等环境卫生工作，对厢式电梯（楼道）等重点区域和电梯按键、 扶梯扶

手、单元门把手 、等人员频繁接触的重点部位进行消毒 。

202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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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消毒作业之后，必须对喷雾器进行清洗，避免堵塞。

低温消毒作业之后，建议用温水对喷雾器进行清洗，增加氯化
钙溶解度，避免喷嘴堵塞

喷雾器清洗



消毒个人防护要求

•在开展疫点终末消毒时，应着二级防护。



（1）在出发前，应检查所需消毒用具、消毒剂和防护用品，做好准备工作。
（2）消毒人员到达疫点，首先查对门牌号和病人姓名，并向有关人员说明来意，做好防
疫知识宣传，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消毒区域内。病家为污染区，在病家外围设置半污染区
（3）脱掉外衣，放在自己带来的布袋中（不要放在污染或可能受到污染的地方）。更换
隔离服、胶鞋，戴上口罩、帽子。用过氧乙酸或含氯制剂时，须戴防护眼镜。

病家终末消毒程序



病家终末消毒程序

（4）仔细了解病员患病前和患病期间居住的房间、活动场所，用过的物品、家具，
吐泻物、污染物倾倒或存放地点，以及污水排放处等，据此确定消毒范围和消毒对
象。根据消毒对象及其污染情况，选择适宜的消毒方法。
（5）进入疫点时，应先消毒有关通道。
（6）估算房屋、家具及地面需消毒的面积和体积，估算需消毒的污物量。
（7）必要时，由检验人员对不同消毒对象进行消毒前采样。



病家终末消毒程序

（8）消毒前应关闭门窗，将水缸盖好，将未被污染的贵重衣物、饮食类物品、名
贵字画及陈列物品收藏好。
（9）应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
（10）对室内地面、墙壁、家具和陈设物品消毒时，应按照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
方法，依次进行消毒。
（11）病人用过的餐（饮）具、污染的衣物若不能集中在消毒站消毒时，可在疫点
进行煮沸、浸泡或擦拭消毒。 作浸泡消毒时，必须使消毒液浸透被消毒物品。作擦
拭消毒时，必须反复擦拭2～3次。对污染重、经济价值不大的物品和废弃物，在征
得病家同意后焚烧。



消毒个人防护要求

• 对疑似病例或临床诊断病例污染的环境进行消毒时，应穿戴连体防护服、N95以上

医用防护口罩、防护眼镜（应防雾）、一次性乳胶或丁腈手套、胶靴或一次性防水鞋

套、一次性使用工作帽，长筒橡胶手套。

•每次接触污染物后立即洗手和消毒。手消毒用0.3%~0.5%碘伏消毒液或快速手消毒

剂揉搓1~3min。



病家终末消毒程序

（12）室内消毒后，必要时对厕所、垃圾、下水道口、自来水龙头、缸水和井水等进
行消毒。
（13）对传染源密切接触者进行人员卫生处理。
（14）疫点消毒工作完毕，对消毒人员穿着的工作服、胶靴等进行喷洒消毒后脱下
（在半污染区开展）。将衣物污染面向内卷在一起，放在布袋中带回消毒。所用消毒
工具表面用消毒剂进行擦洗消毒。
（15）必要时，到达规定的消毒作用时间后，由检验人员对不同消毒对象进行消毒后
采样。
（16）填写疫点终末消毒工作记录
（17）离开病家前，让病家开窗通风，擦拭打扫。



注意事项

•针对不同消毒对象，应按照上述使用浓度、作用时间和消毒方法进行消毒，以确保消
毒效果。
•消毒剂具有一定的毒性刺激性，配制和使用时应注意个人防护，同时消毒剂具有一定
的腐蚀性，注意消毒后用清水擦拭，防止对消毒物品造成损坏。
•所使用的消毒剂应为经备案的合格产品，应在有效期内。
•必要时，可以按照《消毒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开展消毒效果评价。
•按照《消毒技术规范》要求填写消毒工作记录。
•必须要有人在半污染区进行接应及消。



患者姓名：
诊断名称:                                        确诊日期：
转移类别：住院；转院；迁居；痊愈；死亡
消毒地点：
通知消毒单位：
通知消毒日期：       年       月      日       时
联系人：
电话：
完成消毒日期：       年       月      日       时
对象 消毒因子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分） 消毒方式

消毒剂名称：
有效成分含量：
失效期限:
应用浓度的配置：
执行消毒单位：
执行消毒人员：
填表日期：

疫点终末消毒和随时消毒工作记录表
表1 消毒工作记录



患者姓名：
诊断名称:                                        确诊日期：
消毒地点：
通知消毒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消毒日期：       年       月      日     时

样本名称 消毒前样本 消毒后样本
编号 采样时间 结果 编号 采样时间 结果

完成检验时间：
检验单位：
填报日期：
检验人员：
复核人：

表2 疫点终末消毒效果检验记录



患者姓名：
诊断名称:                                        确诊日期：
消毒地点：
消毒处置对象：
消毒日期 对象 消毒因子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分） 消毒方式

消毒剂名称：
有效成分含量：
失效期限:
应用浓度的配置：
执行消毒单位：
执行消毒人员：
填表日期：

表3疫点随时消毒工作记录表



结语

Ø明确作用部位，选择适宜的消毒方法，采用适宜的消毒剂，
确保作用浓度和作用时间，操作个人要做好防护

Ø加大宣传力度，科学开展消毒，避免消毒误区

Ø掌握消毒原则，不要让消毒剂成为安慰剂，无效的消毒无异
于放毒

Ø熟练掌握终末消毒程序及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