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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悄之下，

如何发挥洗涤设备的消毒性能？
■ 供稿1美诺电器有限公司

'' 
前 言

自2019年末起， 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 在疫情快速传播过程中， 研究人员发现，

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感染转换为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的几率远高于其他感染人群。 尤

其是在养老院与医院的病人， 特别容易受到感染。

当前处于病毒感染爆发期， 在没有特效对症药物的情况下， 日常的防护和消毒就成为

阻断病毒传染源至关重要的关键。 从日常洗涤和清洁的角度而言， 确保最高卫生水平， 对

病人的衣物和医用织物进行正确而专业的清洗处理， 可以帮助遏制病毒的传播并减慢其传

播速度。
''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的规范及相关要求

WS厅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中对处理脏污织物和感染性织物提出明确的要求：

l、新生儿、婴儿的医用织物应专机洗涤、消毒， 不

应与其他医用织物混洗

2、手术室的医用织物（如手术衣、手术铺单等） 宜

单独洗涤

3、布巾、地巾宜单独洗涤、消毒

4、感染性织物不宜手工洗涤。 宜采用专机洗涤、消

毒， 首选热洗涤方法；有条件的宜使用卫生隔离式洗涤设

备

5、机器洗涤消毒时可采用洗涤与消毒同时进行的程

序

6、洗涤设备的消毒：感染性织物若选择冷洗涤方式

洗涤， 工作完毕后应对其设备采取高温热洗涤方式进行消

毒处理， 将水温 提高到75'C, 时间;,;,:30min或80'C、时

间习Omin或AO值;,;,: 600 。

而欧洲标准(EN)则针对生物杀灭产品的有效性进行

了评估和应用。 EN14885 适用于需要有效对抗营养细菌、

细菌抱子、酵母菌、真菌抱子和病毒等微生物产品。

准确定义清洁与消毒应注意事项

在织物洗涤流程中， 所谓清洁：旨在从其他元素中分

离和去除有害物质的过程， 专业的清洁是后续消毒的重要

前提。 而消毒则是使材料处千不再具有传染性的状态。

在疫情传播的当下， 一些细菌具有多重耐药性， 在水

中繁殖性能好， 能够在清洁纺织品过程中附着在织物上，

诱发致癌、肺炎和其他呼吸道感染。 “卫生 ” 级清洗设备

专业的消毒至关重要， 更适用于预防传染病的传播。 尤其

是防护服和可能被污染的工作服必须在专业洗衣设备中清

洗处理。

工作人员应穿戴个人防护设备， 例如防护手套， 工作

服以及合适的口罩。 确保收集脏污的物品， 并使用颜色编

码的洗衣袋将其运送到洗衣机内， 最好使用水溶性的包装

袋收纳， 因为密封水溶性包装袋能够与织物一同进入清洗

设备进行清洗和消毒。

在清洗时从非洁净侧移至洁净侧操作之前， 应更换防

护服。 始终按照消毒程序清洗衣物内的工作服和防护服，

并以正确的方式处理一次性物品。 在没有使用隔离式清洗

消毒设备的洗衣房中， 应格外注意洁净区和污染区的处

理。

从设备中拿出清洗干净的织物前， 应先对机门及其周

围环境（门， 门垫， 机器前部） 和控制面板进行消毒。 为

了保护穿着者和其他人， 需要清洗的工作服应始终在清洗

消毒设备内进行处理， 并使用标准的消毒清洗程序进行清

洗处理， 确保在该场所的任何工作人员的保护。

德国Miele美诺专业的洗涤设备能让消毒流程事

半功倍

众所周知， 致病菌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 医用织物

清洗处理在预防细菌和疾病传播方面为医疗机构构建后勤

保障、防范院感事件发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护

病患和医护人员， Miele建议采用专业的洗涤设备通过指

定的消毒程序完成医院织物的清洗、消毒和烘干。

无需预洗且在最高 85 °C的温度下具有三个漂洗循环

的程序就可以满足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在德国的感

染控制和医院卫生方面的要求， 而更多程序则可以满足应

用卫生协会(VAH)发布的消毒剂清单。 程序参数也已根

据其他国家／地区的标准要求进行了调整。

RKI认证消毒程 序覆盖所有Miele商用清洗产品，

Miele具有实际温度指示器， 可以持续监测。

消毒后， 所有进一 步的取水循环都是直接的， 即绕过

洗涤剂分配器， 无洗涤剂分配器再次污染的风险。

不允许手动终止程序。 如果发生意外断电， 重新通电

时重新开始消毒阶段。

当液体产品需要补充时， 程序停止， 显示 “容器空 ”

指示灯， 仅当容器已被重新填充时， 程序才重新开始消毒

参数的维护， 保证安全消毒。

例如， Miele的 “Little Giants" （小巨人系列）， 具有

专业的 “ 卫生 Hygiene" 以及 “ 消毒Disinfection" 程序。

可针对特定的清洗需求提供可靠的清洗消毒服务， 能够应

对重度污损织物的清洗处理。 例如 “MRSA" 针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专业消毒程序。
“50天是MRSA在聚乙烯上的平均存活时间。 窗帘和

百叶窗可能是用这种塑料制成的， 因此， 在打扫老年人和

需要护理的人居住的房间时， 必须牢记这一 事实。 这些

微生物可以在毛巾和棉布上存活3 至 10天， 在混合织物

上存活 20天。 ”

Source: MRSA und andere Keime - Spannung bis 

zum Schluss (MRSA and other microbes - tension 

right to the end) , in: rhw pr砬s, Te邓lien u. Hy护ene

(Textiles and hy驴ene), 1 (2013), pg. 60. 

40°C Max. load 3. 5 kg 
Synthetic. mixed fibre and easy care cotton fabrics 
- Add disinfectant that,s active against MRSA to the fabric

conditioner compartment念，
- Maximum spin speed 1000 rpm
- The Without spin setting is not poss心e
- The MRSA plus programme conforms to the British Standard

通过对试剂分配系统进行编程， 用户可以自定义液体产品

何时进入设备。 值得一 提的是， Miele独特的试剂分配系

统将清洗剂管道和消毒剂管道分开。 既确保安全卫生， 同

时为消毒剂的有效使用起到了良好的保障。 避免消毒剂的

成分与洗涤剂互相作用， 影响洗涤和消毒效果。 在程序的

不同阶段按照电子控制精准投放， 不仅提高了清洗效率更

降低了试剂消耗， 这是Miele为客户提供的经济方案， 同

时也是对环境的贡献。

Miele专业清洗设备循环时间短， 最短的清洗循环时

间仅需 49分钟， 排气式烘干机只需36 分钟即可完成工

作， 而热泵干衣机仍只需不到 60 分钟—但是相比其他同

类产品， 专业织物清洗机大大降低了消耗。 其优势表现在

节水最最多可减少 14%， 节电可高达22%。

Miele特殊的清洗节奏会进 一 步增强清洗洁净效果，

在这种节奏下， 缓慢的旋转速度会使大批的水喷洒到衣物

上。 滚筒加速旋转后， 水和污渍被彻底漂洗干净， 这样可

以清除清洁剂和化学残留物中的污垢和水分， 避免影响整

个洗涤过程。 由Miele自主开发并获得专利的脱水程序，

从（预）甩干开始。 以实现卓越的清洁效果， 并最大限度

地保护织物。

德国Miele美诺认为：保障清洁卫生的使命， 是对老

年人和需护理人员的尊亟。 对于养老院和医院易感人群织

物的清洗更应该额外重视， 以确保客户和员工保持健康。

在清洗织物时， 卫生是每位员工的使命。

综上所述， 德国Miele美诺专业的洗涤设备能让消毒

流程事半功倍， 其杰出的清洁功能及消毒功能能够充分满

足洗涤工厂对织物洗护及消毒的高标准要求， 阻断病原体

快速传播， 减少病菌感染的儿率， 更好保护人们的安全和

健康， 其优越的功能和性能几乎适用于所有洗涤工厂

（房）。 

Miele拥有专业认证的消毒程序。 针对医用织物， 可

通过在主洗前延长预浸泡的时间， 从而使血渍易千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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