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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普通病房医护人员!零感染"标准预防措施实践

陈%苏! 杨%萍! 夏%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甲乳外科# 湖北 武汉# )$""$""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普通病房医护人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零感染&的标准预防防护措施#

包括上下班期间'病房工作期间'接触患者及家属时'休息进餐时'领取物资时等各时段的防护措施#旨在为临

床非一线科室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防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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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伏期长#传染性强#目

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

染病#实施甲类传染病的防控管理,&-

( 经呼吸道

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主要

传播途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

浓度气溶胶情况下也存在传播可能#人群普遍易

感#且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防控

难度大#如防护不当#极易造成院内感染( 有文献

报道#早期 &$, 例新冠肺炎患者中#*(!)&$$"G"

例考虑为医院感染#包括 &(!&!$$!G"例患者和

)"!!,$''G"例医务人员#其中感染的医务人员

中#$&!(($*"G"例在普通病房#(!&($*"G"例在

急诊科#!!*$""G"例在重症监护病房,$-

( 这可

能与普通科室医护人员防护意识不强#防护物资

配备缺乏或难以符合防护标准#病区的布局和设

计无法做到严格符合要求'具体工作流程的实施

不能做到与一线发热病房标准完全一致等密切相

关( 因此#采取合理的举措#加强非抗疫一线病房

标准预防防护措施#对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确保工

作顺利开展至关重要( 本研究主要总结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非抗疫一线病房%零感

染&标准预防的防护措施实践#现报告如下(

!"上班时的防护

出门前#用肥皂流水七步洗手法洗手#穿表面

较光滑且防水面料的外套'裤子'鞋!最好备出行

专用服装两套更换"#戴%'* 医用口罩#有条件时

再外层加戴 & 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头发剪短

或盘发固定#戴一次性医用无纺布帽子#周围不要

露出碎发( 戴护目镜#有眼镜的则无需再戴)加穿

& 件长款带帽雨衣#套上雨衣帽子#拉紧领口抽绳

系好#佩戴一次性手套( 准备 & 支去笔芯的中性

笔#笔帽中装载 & 个浸染 (*G酒精的小棉球#按

电梯按钮时用笔尖触碰按钮#身体任何部位尽量

勿接触电梯内任何地方#按完按钮将笔帽套好(

外套口袋里事先准备好出入小区需要的证件和证

明以及门禁卡和钥匙等( 尽量避免搭乘公共交通

工具#自驾车车内每天用 *"" -& """ ?+9H的含

氯液体或 (*G酒精喷洒消毒 ! 次)搭乘出租车或

骑车时应随身带消毒液喷洒可能接触的地方 ! 遍

以上)若怀疑身上有部位接触了污染处时随时消

毒( 特别应注意使用高浓度酒精消毒时一定要防

火防电防爆炸(

#"病房工作期间的防护

!$&%进入病房的准备工作

医院大门及外科大楼住院部均设有体温监测

及症状问询处#一切正常时方可进入( 入病房时

脱手套#脱鞋置于专用鞋架#鞋面及鞋底用 *"" -

& """ ?+9H的 ,) 消毒液喷洒 & 次( 用手消毒剂

七步洗手法洗手 !" (以上#脱外套置于个人更衣

柜内#不要拍打#喷 (*G酒精于衣服表面消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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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遍( 用小拇指从耳后摘下口罩#勿触碰口罩暴

露面#并将口罩暴露面包裹进内面折好用耳带系

紧丢弃入黄色医用垃圾桶( 取护目镜及帽子#将

一次性帽子的暴露面翻到内卷后丢弃#护目镜用

(*G酒精喷洒消毒晾干#再次洗手#并洗脸( 按二

级防护标准#佩戴新的 %'* 医用口罩#外面加戴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一个#注意捏紧鼻部软铁丝

并双手食指与中指稍用力按压使其与面部紧密贴

合( 戴一次性无纺布手术帽#注意帽缘包住全部

耳朵#周围不要露出碎发和刘海( 戴护目镜#注意

调整松紧度#以与面部紧密贴合#呼吸不起雾气为

佳( 穿好工作服和工作鞋后#按标准穿好防护服#

可在防护服外写上工作人员姓名以便辨认呼叫(

穿鞋套#戴双层橡胶手套#将衣服袖口扎进手套内

.* 7?#防止操作时滑出( 在最后进入病房前#与

其他医护人员相互仔细检查后方可进入病房工

作( 病区严格按照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划

分( 若条件允许#可将病房改造为观察区和治疗

区#患者及家属入院前均筛查各项检查指标有无

疑似感染冠状病毒#常规入院流程办理入院后置

于观察区一人一病室观察#明确排除感染者经专

家小组讨论后方可转入治疗区进行治疗,)-

(

!$!%接触患者及家属时

密切观察患者及家属有无发热'干咳'乏力'

头疼或呼吸困难症状#及时筛查血常规'核酸'肺

部32#严格按标准预防流程执行操作#标准预防

是将普遍预防和体内物质隔离的许多特点进行综

合#是指认为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均

具有传染性#需进行隔离#不论是否有明显的血

迹'污染'是否接触非完整的皮肤与粘膜#接触上

述物质者#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根据传播途径采取

接触隔离'飞沫隔离'空气隔离#这是预防医院感

染成功而有效的措施( 接触患者前后#进行清洁'

无菌操作前后#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后#进行侵袭性

操作前后#暴露患者体液风险后怀疑被患者体液

等污染时均应立即更换手套'口罩'帽子'隔离衣

等#并严格进行洗手及手卫生消毒( 在给患者进

行吸痰'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时有可能发生血液'

体液大面积飞溅污染时需戴防护面屏或头套式面

罩进行三级防护( 护目镜可采用消毒或灭菌等方

法重复使用以节约资源( 注意与不同患者操作间

也应严格执行手卫生消毒( 污染的手套不可触碰

清洁区和无菌物品)接触患者及进入病房后必须

更换防护衣物进入清洁区)严格加强医护人员防

护意识#最大限度避免职业暴露( 普通病房的环

境'物体表面包括床栏'床边'床头桌'椅'门把手

等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定期清洁#遇污染时随时

消毒( 污染物品严格按标准预防要求处理(

空气传播的隔离预防#要采用以下隔离措

施,*-

$

!

患者应单间安置#加强通风#并注意风

向(

"

无条件时#相同感染患者可 ! 人同住一室(

#

限制患者的活动范围#所有患者禁止出病房#禁

止探视#最多留陪护 & 人(

$

尽快转送有条件收

治的传染病院或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并注意转

运过程中医务人员的防护(

%

做好空气的消毒#

采用紫外线灯照射 $" ?)*#或使用空气层流消毒

机等(

普通病房应根据具体诊疗操作及接触疑似或

确诊患者的几率随时调整防护级别( 普通病房转

运疑似或确诊患者时医护人员采取二级防护#转

运后工具和环境物体表面先进行空气消毒再进行

环境物体表面的消毒(

$"休息进餐时的防护

非一线病房医护人员脱防护用品顺序$脱鞋

套'取手套)第一次手卫生消毒)脱防护服)第二次

手卫生消毒)取防护面罩及护目镜)第三次手卫生

消毒)取一次性帽子)第四次手卫生消毒)摘医用

防护口罩)第五次手卫生消毒)更换个人衣物( 建

议餐食用微波炉中高火加热 $ -* ?)*#以杀灭有

可能附着于餐盒及包装上的病毒( 医护人员堂食

时#人与人之间间隔 $ ?#或分时段进餐(

医护休息室每天定时使用紫外线灯照射

$" ?)*消毒并适当开窗通风)每周更换 ! 次被服#

怀疑被污染时随时更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

人一个房间#禁止头对头或两人睡一张床(

%"下班防护

下班换好个人衣物后再次手消毒#戴 %'* 医

用口罩'一次性帽子'护目镜#穿好雨衣#戴一次性

手套( 条件允许时#雨衣表面可喷洒 *"" -

& """ ?+9H的 ,) 消毒液一次( 乘车回家时参照

上班时注意事项( 到家后#进门前脱鞋套#取手

套#脱鞋#鞋面及鞋底喷洒 *"" -& """ ?+9H的

,) 消毒液 & 次#之后按照以下顺序洗手$第一次

肥皂流水洗手#脱外套或雨衣#第二次洗手#取防

护面罩及护目镜#第三次洗手#取一次性帽子#第

四次洗手#摘医用防护口罩#第五次洗手#从外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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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更换全部个人衣物( 衣物能换洗的及时换洗并

烘干消毒#不易洗涤的挂在阳台通风 ), 4#此外还

可适当在衣物表面喷洒 (*G酒精消毒( 居家清

洗$用)& J的偏热水淋浴 $" ?)* 以上洗头洗澡#

注意鼻腔用生理盐水清洁#或滴鱼腥草滴鼻剂每

边鼻孔$ -)滴# ! 次91)耳朵用棉签蘸 (*G酒精

消毒)眼睛用生理盐水或妥布霉素等适当滴眼(

&"社区日常生活防护

日常生活应在家自觉隔离不外出#怀疑与疑

似或确诊患者接触的应与其他家人分开居住( 物

资采购均按小区防疫要求网络团购#委派固定的

& 名家人穿好外出防护装备去固定取货点拿货#

注意与其他人员排队时相距 ! ?以上( 日常作息

要规律#适当加强营养和室内锻炼#保证睡眠充

足)家庭条件允许者可使用空气消毒机)保持心理

健康#避免对疫情过度紧张或悲观#可听音乐'看

书'画画'种植花草'看影视剧等( 本科室临时建

立了抗疫医护专门微信群#方便同事随时交流问

题并提供帮助( 日常可预防性地服用适量中药制

剂抵抗病毒#中西医结合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已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目前常用

的预防药物有金叶败毒颗粒'莲花清瘟颗粒等(

皮肤及头发护理$因频繁地进行手卫生消毒

和长时间佩戴手套'多次洗头洗澡等#对皮肤及头

发角质层损伤较严重#且一些医护人员的面部会

出现压疮#建议在加强防护的同时注意保护皮肤

及头发#经常使用如维生素 D霜'润肤露及护发

素等产品涂抹皮肤及头发#并注意预防过敏反应(

'"小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

担负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保护人民群众健

康的使命#但由于病毒的高传染性'高致病性和高

变异性#职业暴露和院内感染不可避免#尤其是非

一线抗疫科室医护人员感染率明显高于一线科

室,#-

( 本研究主要介绍了本院普通病房疫情防

控期间医护人员标准预防防护方案的实践经验#

首先全面强化所有非一线人员标准预防的意识#

再组织全体人员轮流认真学习培训并考核后用于

临床#在上下班期间'病房工作期间'接触患者及

家属时'休息进餐时'领取物资时等各时段采取标

准预防的防护措施#进而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确保

治疗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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