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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镜中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诊疗流程及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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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内镜诊疗流程及防控措施，重点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和诊疗方案的学习，制定诊疗流程，
加强医护人员防护措施培训与落实，监控诊疗区域终末消毒和内镜清洗消毒，关注医护人员身心健康，为患者及医护人员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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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Process and Prevention Strategy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in Digestive Endoscop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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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doscopic diagnosis, the treatment process, the prevention, and the control 
measures during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period,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lan, mak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aff protection measures, monitoring the final disinfec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rea and endoscopic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and providing safety for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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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 2019 年 12 月在武汉地区率先发现的

一种新发传染病 [1]。2020 年 1 月 20 日我国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
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2]。2020 年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 
织 (WHO) 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新冠肺炎属于“国际紧急公共卫生
事件”[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常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经呼吸道飞沫和
密切接触传播是其主要的传播途径 [1]，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
径尚待明确 [4]，亦有报道患者新型冠状病毒粪便核酸检测阳性 [5]。
美国收治的第 1 例 2019-nCoV 感染的患者粪便中检测到新型冠
状病毒的核酸 [6]。我院是一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是本地区唯一
定点收治该病的医院，为了规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内镜
的诊治及防控，避免患者及医疗工作人员的交叉感染，消化内镜中
心遵从医院的工作安排，认真组织学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防控和诊疗方案、工作流程，结合医院实际情况暂停常规内镜诊疗
项目，针对患者确需内镜诊疗制定相应的诊疗流程和防护措施，现
介绍如下。

1　加强人员管理
1.1　加强培训

积极组织学习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指南、专家建议、
指引及工作流程。培训方式：依托科室管理微信群、企业微信、钉
钉视频与直播功能等开展多种形式的网络学习，既符合疫情期间
不宜人员聚集，又能让员工合理利用时间，自行安排学习。重视学
习效果检验，专人负责培训与考核，所有已完成学习均可查询到网
上签到的学习记录，重视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对各种防护用具的使
用掌握情况各岗位人员自行录制操作视频上传以检验学习掌握效
果，及时留言点评以纠正差错，确保将相关要求落实到工作中。
1.2　人员安排

因暂停常规内镜诊疗项目，确需内镜诊疗的患者病情属急危
重症，安排操作技术好经验丰富的高年资护士或护理骨干作为医
师助手，2 人一组，确保做好患者围手术期护理风险管理，降低护
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7]，内镜操作配合所需物品按感染控制要求有
效传递，降低感染风险。

2　患者管理和分区诊疗
2.1　严格把控内镜诊疗准入

借助互联网平台，对门诊及预约患者，做好宣教工作，如非病

情需要急需行内镜诊疗者，建议其视疫情发展变化，待环境安全时
择期行内镜下相关诊疗。对于确需尽快行内镜诊疗者，在完善内
镜诊疗常规术前检查基础上，需结合患者病史及胸部 CT 检查结
果初步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推荐以 3 日内胸部 CT 结果
为依据或最好参考当日结果。对已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患者，在指定收治院区并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条
件的特定病房进行床边内镜诊疗，需单独房间进行诊疗及复苏。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治愈出院者，若确需尽快行内镜诊疗，
应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在短期内可予以相关内镜诊疗。
2.2　加强候诊者及家属管理

对确需内镜诊疗的门诊及住院患者均进行一级预防筛查，应
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准入初筛调查表》，对进入候诊区的每
位患者及家属均测量体温。设置出入消化内镜中心单向路线，采
取分时间段预约诊疗，控制候诊人数，避免人群聚集，每名候诊患
者距离大于 1m，在候诊椅上粘贴就座位置标识，引导候诊人员及
家属按标识就座，所有患者及家属进入候诊区前需用快速手消毒
剂消毒双手，在候诊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2.3　设置 5 个单间诊疗室进行操作，每例患者诊疗结束需进行
彻底清洁消毒诊疗室物表，间隔时间 >30min，复苏间床位间隔
大于 1m[8]。

3　制定诊疗工作流程
见图 1。

4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
4.1　严格落实体温监测制度

所有消化内镜中心工作人员，均需每日上、下班前测量体温，
并详细记录：（1）有无乏力、干咳等伴随症状；（2）有无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接触史。如有异常，立即脱离
工作环境，上报主管领导，进行详细风险评估后，予以医学干预；必
要时停止上班，釆取隔离措施。
4.2　严格执行手部卫生规范

接触无明显污染物时，应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有肉眼可见污染
物时，应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然后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正
确穿戴和脱摘防护用品，脱摘后立即洗手或手消毒，严禁以戴手套
替代洗手。
4.3　按区域合理使用防护用品

个人防护不足或缺乏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而防护过渡同样也
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9]，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
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10] 等文件要求各区域工作人员
按规范着装防护。



投稿邮箱 ：sjzxyx88@126.com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20 年第 20 卷第 034

图 1  制定诊疗工作流程

表 1  消化内镜中心不同区域人员防护着装要求

区域
防护着装

工作服 手术帽 外科口罩 /N95 口罩 橡胶手套 护目镜 面屏 隔离衣 防护服 雨靴 鞋套

一般患者诊疗室 + + + + + - + - - +/-

疑似 / 确诊患者诊疗室 + + + + + + +/- + + +/-

清洗消毒室 + + + + + + +/- + + +/-

注 ：“+”应穿戴的防护用品，“-”不需穿戴的防护用品，“+/-”视情况选择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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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镜中心不同区域人员防护着装要求详见表 1。

5　环境及医疗废物管理
5.1　环境管理

每例内镜诊疗结束后，地面使用有效氯为 500-1000mg/L 的
含氯消毒剂擦拭 ( 如患者为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使用
2000-5000mg/L 含氯消毒剂消毒擦拭 )，消毒剂作用时间 >30min
后擦拭干净。内镜主机、操作台、诊疗床、诊疗电脑及桌面等物
表，使用有效氯为 500-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擦拭 ( 如被疑似
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污染物污
染，使用 2000-5000mg/L 含氯消毒剂消毒擦拭 )，消毒剂作用时间
>30min 后擦拭干净方可进行下一例内镜诊疗。专人监控每次消
毒效果，确保物表彻底消毒，设置诊疗间消毒记录表，记录患者姓
名、诊疗序号、物表消毒开始与结束时间、消毒执行人员、监查者。
工作期间持续开启空气消毒机进行消毒，所有诊疗结束后开窗通
风至少 30min 以上，每日 3 次。
5.2　医疗废物管理

医疗废物的处置遵循《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要求，普通患者相关的医疗废物规范使用
双层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封装后按照常规处置流程进行处置；疑
似患者和确诊患者相关医疗废物需进行单独标识和单独处理，并
在包装袋表面采用有效氯为 500-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喷洒消
毒。医疗废物用双层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盛装、严密封口，标注
2019-nCoV 标识，专人运送、单独台账、分开储存、优先转运的原
则，存放处应用 1000mg/L 含氯消毒剂地面消毒。

6　内镜清洗消毒
6.1　人员防护

内镜洗消人员务必佩戴一次性帽子、外科口罩 /N95 口罩、护
目镜、防护面屏、穿防护服和专用鞋，双层手套罩住防护服衣袖。
6.2　严格执行内镜清洗消毒流程

严格参照《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WS507-2016)》进
行内镜清洗消毒。一般患者诊疗后的内镜应放入双层黄色医疗
废物收集袋通过内镜专用小推车转运至洗消间，不建议做床旁
处理，手工初清洗后优先使用有自身消毒功能的自动洗消机进
行内镜清洗消毒，无论内镜是运用自动洗消机还是人工清洗消
毒均利用计数机信息追溯系统对内镜测漏、清洗、漂洗、消毒、终
末漂洗、干燥等环节进行相关扫描和记录，通过计算机软件均可
对患者使用后的内镜编号、操作医生、患者姓名、洗消人员、洗消
方式和洗消设备、清洗流程操作步骤执行时间进行监控，使内镜
清洗消毒监控及使用记录达到科学化、数字化管理，对感染管理
起到可追溯性的作用，对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具有举证的重要
依据 [11]。

6.3　洗消设备终末消毒
每日清洗消毒工作结束，对清洗槽、漂洗槽等彻底刷洗，并采

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消毒剂作用时间 >30min 后擦拭干净。

7　关注医护人员身心健康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医护人员情绪难免有所波动，主管领导

每日了解工作动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况，及时与医院各部门沟
通，关心和解决一线人员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对长时间佩戴护
目镜、口罩等防护用具，可能出现压力性损伤，必要时给医护人员
使用水胶体敷料保护皮肤 [12]。

8　小结
消化内镜中心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制定诊疗

流程，加强医护人员防护措施培训，监控诊疗区域终末消毒和内镜
清洗消毒，关注医护人员身心健康，至今为止，本院无医务人员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无出现聚集性发病，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狙
击战中取得了实效，我们也将在以后依据该病流行病学变化，及时
调整方案，为患者提供安全诊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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