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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收治医院的防控管理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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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收治医院的防控管理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院成立

了防控小组和医护人员救援队#建立预检分诊机制#设立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加强医护人员及住院患者的心

理疏导#规范各项制度及流程#严格各级人员的培训和宣教#严格把控消毒质量关#积极预防院内交叉感染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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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

属的冠状病毒#有包膜#

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 #" ,

&*" -.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伏期一般为 $ ,

( /#最长不超过 &* /#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以发热)

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

胃肠道症状#重症者可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

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

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 0*(

& 多数患

者预后良好#儿童病例症状相对较轻#少数患者病

情危重#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疾病者预后较差& 本

院作为定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院#从

病房)医护人员)患者)环境)物质)仪器等方面积极

采取了防控措施#现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 年 & 月 !$ 日*! 月 && 日医院共接门急

诊各类患者约 # """ 人次#其中经预检分诊筛查

出发热患者 )!$ 例#立刻转至发热门诊& 期间发

现疑似病例 &" 例#分别转至隔离病房单间隔离#*

例核酸监测阳性#均有流行病学接触史& 预检分

诊期间#未出现发热患者及疑似患者的漏诊)误诊

及院内交叉感染等情况&

#"防控管理

!1&%多部门协作

医院领导统一协调管理#医务部)护理部)后

勤部)保卫科)院感科)门诊部)器械科)公共卫生

科联合行动#成立应急救援队#统一分配医护人力

资源和其他医疗资源#确保物质)器械)人员到位&

!1!%医护人力资源管理

根据医护人员岗位不同采取对应的防护措

施& 为了减少医护人员不必要的聚集#医院充分

发挥微信群等在线交流平台的作用#随时发布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措施)制度)流程及相关视

频#确保医护人员能够及时观看)认真学习#提高

自身防范意识& 根据科室的情况#分批组织医护

人员练习感染防控技术& 传染科)呼吸科)234等

特殊科室医护人员根据发布的视频分批练习穿脱

隔离衣)防护服等防控技术操作& 电话或微信告

知实习同学暂不返院& 此外#鼓励医护人员通过

多种渠道宣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护知识&

!1$%后勤保障及器械管理

后勤部清点所有防护用品#根据科室人员的

数量统一协调防护用品的发放#避免不必要的浪

费#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 器械科清点排查各科

室仪器#确保仪器处于正常功能状态&

!1*%患者管理

前来医院的人员均规范佩戴口罩)测体温#进

行排查& 发热患者按发热患者转运流程转送至发

热门诊#有流行病学接触史者直接进入隔离病房

进行观察 &* /& 目前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主

要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在

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

况下中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

& 切断传播

途径是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人群中传播的重

要措施之一#因此勤洗手和戴口罩至关重要& 对

于新入院的患者及陪同人员#在规范佩戴口罩的

前提下#先测量体温#再次询问有无流行病学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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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及发热) 咳嗽等症状& 住院期间患者及陪同人

员需要天测量体温 ! 次#并记录&

病房内每床配有免洗手消毒液#做到,一人

一陪-#陪护人员相对固定&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患者尽量单间居住#告知患者及陪护人员必须

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未洗手的情况下应避免触

摸皮肤裸露部位& 病情允许的患者可以不留陪护

人员& 患者)陪护人员与护理人员通过微信保持联

系#护理人员不定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知

识& 家属送来的衣物)食品统一放到门口#由护工

交给陪护人员或患者& 患者饮食由食堂工作人员

统一配送#对于特殊饮食需求的患者#病房护理人

员应详细交代食堂并写好饮食交接单& 疫情特殊

时期#患者及其家属会产生焦虑)恐惧心理#护理人

员需要加强患者及其家属心理护理#可以通过在病

房内播放轻柔的音乐等形式来缓解压力&

!1)%环境管理

疫情期间病房谢绝探视#禁止使用中央空调#

病房每日通风 * 次#每次通风 $" .5-#呼叫器)床

头柜)输液泵)窗台)门把手)锅炉把手等每日用含

酒精的消毒湿巾擦拭 ! ,$ 次#抹布专用& 地面用

6*消毒液消毒#! 次7/#如遇污染随时消毒& 患者

所有的废弃物应当视为感染性医疗废物#用双层垃

圾袋包裹集中专人处理& 患者的分泌物#排泄物)

呕吐物用专门的容器收集后#用含 !" """ .879的

含氯消毒液#按比例 &:!!粪)药"比例浸泡消毒

! ;& 新型冠状病毒是否通过粪 0口途径传播尚

需进一步证实#因此厕所每日用 6* 消毒液消毒 *

次#含盖的便器需用消毒液冲洗便器的盖子& 电

梯按钮每日用 6* 消毒液擦拭 * 次&

!1#%建立隔离病房

医院建立隔离病房#配备感染防护经验丰富

的医护人员#同时确保仪器)物资准备充足#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救治提供保障&

!1(%设立确诊病例专用通道

设立确诊病例专用通道#包括 3<)放射)化验

等流程& 参与各诊断)检测流程的人员也相对固

定#医院统一住宿#单间管理#期间更换人员必须暂

停本岗位#观察 &* /后才可以恢复原岗位工作&

!16%成立发热门诊及专家指导会诊小组

成立发热门诊及专家指导会诊小组#医生详

细询问病史及流行病学接触史#严格住院指征#如

有异常情况立即汇报#必要时送隔离病房隔离观

察& 一旦确诊立即规范治疗& 分诊护士及门诊医

生按国家规定的要求穿防护服#戴面罩#戴 =')

口罩及乳胶手套&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院采应

取积极的防护措施#从物资)患者)医护人员) 环

境等方面入手#认真梳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

知识和防护流程#建立预检分诊机制#设立发热门

诊和隔离病房#加强医护人员及住院患者的心理

疏导#规范各项制度及流程#严格各级人员的培训

和宣教#严格把控消毒质量关#积极预防院内交叉

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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