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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消毒供应中心应对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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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消毒供应中心应对方案的探讨,该院实施制定人员培训方案和职业防护策略,
建立人员梯队,动态安排人员工作,改进工作流程,严格医疗废物和环境物表清洁管理,加强物资耗材管理等措施。疫情期间既保

障了工作质量,又确保了工作人员无职业暴露,为以后应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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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

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COVID-19)患者。随着

疫情的蔓延,全国各省、市及境外均发现了确诊病例。
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将其纳入国家乙类传染病,采取甲

类传染病防控措施[1]。本院是此次COVID-19定点

收治医院。2020年
 

1月21
 

日~
 

2月26日,南充市确

诊病例共39例,本院收治确诊患者21例,其中重症

患者6例,给予对症支持、抗病毒、机械通气等治疗。
《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第一版)》建议尽量选择使用一次性医疗物品,但是

在诊疗过程中不是所有一次性医疗用品能代替,故患

者诊疗过程中也使用了部分复用医疗物品,这给消毒

供应中心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消毒供应中心是

医院内承担各科室所有重复使用医疗器械、器具和物

品器械消毒、灭菌,以及无菌物品供应的部门。作为

院感防控的核心部门,既要给患者提供安全的医疗用

品,又要预防工作人员职业暴露,同时防止感染源扩

散,消毒供应中心制定了疫情期间应对方案,现总结

如下。
1 人力资源管理

1.1 加强人员培训,强化职业防护意识 为提升本

部门工作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根据岗位

职责确定不同人员的培训内容,组织学习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相关指南、文件、指引建议[2]和卫生行业标

准。培训方式鉴于该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尽量避免

人员聚集,进行线上培训、工作现场考核。借助微信

平台在工作群内推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知识和

职业防护用品的穿戴视频[3]。制定岗位职业防护策

略(表1),避免职业暴露。在"两规一标"的基础上强

化职业防护[4-7]。加强自我健康监测,每天上班前、下
班后测体温并记录,发生异常及时上报。利用问卷星

在线理论考试,线下由科室院感护士进行督查对培训

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促进各岗位人员从意识认识到行

为落实,既保障疫情期间物品处置质量又避免工作人

员职业暴露。

表1  职业防护策略

岗位设置 风险等级 防护级别 疫情前防护用品 疫情期间防护用品

回收岗位 中风险 二级防护 圆帽、口罩、工作服、乳胶手套、工作鞋
一次性医用帽子、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面屏、
防渗漏隔离衣、乳胶手套(2双)、工作鞋

清洗岗位 高风险 三级防护
圆帽、口罩、护目镜/面罩、防渗漏隔离衣、乳
胶手套、防水鞋

一次性医用帽子、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面屏、
防护服、乳胶手套(2双)、防水鞋、靴套

包装岗位 低风险 一级防护 圆帽、工作鞋 一次性医用帽子、一次性医用口罩、工作鞋

发放岗位 低风险 一级防护 圆帽、工作鞋 一次性医用帽子、医用防护口罩、工作鞋

1.2 建立人员梯队,动态安排人员工作 消毒供应

中心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科室,若人员发生职业暴

露就会出现一个工作区域或者甚至全科人员隔离医

学观察。在没有专业的外援时,职业暴露会导致中心

运行困难,所以人力资源管理是消毒供应中心的关键

环节之一。科学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源尤为重要,需要

动态安排人员的排班。科学评估近期工作量,将工作

区域各岗位人员分为两组人员梯队,即A组人员正常

工作,B组人员轮休待命,以7个工作日为一周期轮

换。如果出现 A组人员隔离,B组轮休人员立即替

补,不但避免了人力资源饱和或急缺现象,而且能保

障科室的正常运行。此外,借助微信平台每天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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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汇报科室运行情况,让轮休人员了解科室的动态

和汇报自我健康状况。
2 疫情期间改进工作流程

  疫情期间,临床存在疑似或确诊患者,但也不能

忽略隐匿的患者带来的潜在危险,所以消毒供应中心

将临床诊疗器械、器具均视为确诊患者使用后的感染

物品。
2.1 下收岗位工作流程 下收人员做好二级防护,
按院感部制定的路线回收,隔离病区在指定区域进行

回收,不作清点,单独密闭转运,转运至消毒供应中心

去污区清点分类,如遇疑问通过电话沟通。
2.2 清洗岗位工作流程 根据物品的种类、耐湿热

的程度,选择清洗方式。疫情期间,所有诊疗器械、器
具、物品中耐湿热类首选机械清洗,设立专用清洗机,
机械清洗热力消毒

 

A0
 

值≥
 

3
 

000(90
 

℃,5
 

min)清洗

消毒,观察清洗机运行情况,记录运行参数;不耐湿热

类采用化学消毒方式,即先消毒、后清洗、再消毒的方

法,选择75%乙醇喷洒后密闭作用30
 

min,然后进入

标准的手工清洗流程。
2.3 包装岗位流程 清洗结束后进行清洗效果确

认。卸载器械进行清洗质量检查和性能完好性测试,
操作者按照信息追溯系统进行查对,质检者进行二次

核对,打印器械和物品的标识,按要求包装封包并粘

贴外标签,2
 

h内进行灭菌。
2.4 发放岗位流程 灭菌结束后,待灭菌包冷却至

室温,检查有无湿包、损包等,进行灭菌效果确认,按
照物品来源查对无误后发放。
3 环境物表清洁管理

3.1 物表的管理 工作结束后进行终末消毒,耐腐

蚀的物体如回收专用密闭容器或车,以及工作台面及

其他物表,可选用含有效氯1
 

000
 

mg/L的消毒液擦

拭消毒,作用30
 

min后再用清水擦拭;不耐腐蚀的物

体表面用75%乙醇擦拭消毒。清洗用具后用酸性氧

化电位水浸泡5
 

min,再终末漂洗,晾干备用[8]。
3.2 空气消毒 目前,本中心未安装独立新风系统,
空气消毒方面[9]通过多功能动态杀菌机增加空气消

毒次数,由每天2次增加为每天3次,时间段为04:00
~07:00、12:00~14:00,18:00~20:00。另外,保持

良好的空气流通,加强传递窗管理,每天用紫外线进

行传递窗消毒2次,单向开启,以保持无菌物品发放

区和检查包装区相对正压,去污区相对负压,空气流

向由洁到污。
3.3 抹布地巾的管理 抹布、地巾清洗后用酸性氧

化电位水浸泡5
 

min,放入干燥柜干燥完毕,分区放置

备用。
4 医疗废物管理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期间医疗机构医疗

废物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81号)》中指出用

二层黄色垃圾袋盛装,但是为防止垃圾袋破损导致污

染扩散,本院采用三层黄色垃圾袋分层封扎,标识"新

冠"或"疑似新冠",称重、登记,密闭转运,交接时双人

签名。运送结束后,运送工具用1
 

000
 

mg/L含氯消

毒剂擦拭,作用30
 

min,清水擦拭[10]。
5 物资耗材管理

  消毒供应中心的正常运行也离不开有效的物资

管理这一环节。中心涉及物资种类多,此次疫情发

生,时逢我国春节,很多生产厂家和物流公司休假,使
得常用物资耗材供需紧张,尤其是防护用品。本中心

设立专库存放,建立特殊时期物资台账。运用8S管

理方法对本中心的物资进行管理,合理使用,减少物

资的浪费[11]。库管员及时向护士长反映库存物资储

存量变化的情况,以利于对库存物资的使用、处理及

调配,不但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且保障了科室正常运

行。
6 小  结

  我国正处于COVID-19防控的重要阶段,基于目

前流行病学特点,新型冠状病毒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

播的可能[12]。一方面消毒供应中心的建筑布局特殊

性,意味着,工作人员在手工清洗管腔器械时存在潜

在感染的风险。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使用部门对器

械未及时进行预处理,导致器械表面的污渍干涸,给
消毒供应中心清洗器械时增加了难度,延长了器械清

洗时间,增加了感染风险。故需使用部门做好就地消

毒预处理工作,不但可以提高器械清洗质量,而且可

以减少消毒液对器械的腐蚀,延长器械寿命,同时降

低工作人员感染风险。其次,加强医疗废物和环境物

表清洁管理,阻止污染源扩散又避免交叉感染。另

外,疫情期间,物质急缺,设置专人管理特需物资,评
估各个岗位日用量,按岗位发放防护用品,建立台账,
以保证工作有序进行。

综上所述,COVID-19疫情期间,消毒供应中心通

过加强人员培训,制定职业防护策略,科学评估合理

地安排人力资源,改进工作流程,严格环境物表清洁

和医疗废物的管理,同时加强后勤物资耗材管理的措

施,既保障了工作质量和效率,又确保了工作人员无

感染,为以后应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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