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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感控工作间

感染防控质量管理和工作效能提升的专业服务商

100余名国内外院感领域知名专家和临床实践专家提供学术指导。

依据国家和国际通用法律法规、规范、指南，结合实践需求建立院感管理的评价体系和学习体系。

经过3年600余家医院的实践操作验证，持续优化升级。

基于SAAS+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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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效果

医院感染管理现状

使用感控工作间后

认为感控是院感专职人员的事

重结果而轻风险预防，
风险管理与质量管理手工数据记录

与处理，费时费力

左右得罪人的“管理部门”

遇到检查就突击补资料，手忙脚乱

“感控是大家的事”

“高效高质、轻松干预”

“有理有据，权威支持”

“有条不紊，随时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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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控工作间

医院利益

医院
收获

个人
收获

简单易用，使用便捷，节约成本
人人拥有的手机和PAD，即是工作与学习、质控设备

规范知识体系，培训轻松简单
平台不断更新院感相关专业知识库，轻松获取权威专业的文献资料、培训课程、考试服务

实时过程管理，实时数据监控
各类数据实时记录，自动形成多维度报表统计，随时可进行调取和管理

海量专业资料，随到随查
107类资料、文献、规范指南分组任意查看，无需下载保存到电脑，支持全文检索，与国家现行标准同步

权威专业的质控指标、督查表格
签约即可使用专家共识版本、JCI版本、WHO版本、医院自定义等版本质控指标和表格，快速对标和提升院感管理水平

提供高效的个人成长通道
针对有意愿的用户，建立个人专业成长社群，提供专家学术指导服务、帮助用户在专业领域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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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任务

感控工作间

多学科感控协作
科室主任及感染兼职

医院管理员

医务人员（感控场景）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 创建医院、配置科室、病区
• 审核人员
• 主任或主指定的专职人员

• 管理评价改进体系
• 定义本院质控表
• 科室病区抽查
• 发起督导PDCA循环
• 查看导出每月报表数据
• 随时数据监控、实时过程干预
• 院内培训考核组织与发布

• 所辖科室病区抽查
• 发起督导PDCA循环
• 管理所辖范围报表数据
• 随时数据监控、实时过程干预
• 院内培训考核跟进和参与

• 自身科室病区自查
• 发起本科室PDCA循环
• 查看导出本科室报表数据
• 院内培训考核参与
• 科室培训考核组织与发布
• 多学科：临床科室及医技医辅科室

• 院内培训考核参与
• 科室培训考核参与
• 感控情景训练与练习
• 行为知晓与改进提升
• 职业安全与防护训练

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

多部门感控协作
部门主任及管理主管

• 本部门涉及感控质量管理
• 查看本部门报表报告
• 本部门涉及人员培训
• 多部门：医务、护理、后勤等级外包公司及团队 5



如何使用感控工作间开展感控工作

A

D

P

C
Plan

Do

Act

Check

P 风险识别、感控计划
基于上个周期的感控实际数据，结合询证信
息进行风险识别。
基于风险因素，制定下阶段的感控工作计划

D  计划实施
• 学习手卫生管理制度与医务人员执行方

法，院内督查和监测方法

• 进行依从率（正确率）监测
    抽查/自查/暗访

C效果评估 
• 知晓评估
医务人员学习培训完成率，认知评估与培训
使用工作间完成在线培训与现场知识问询
• 依从率（正确率）评估

A 持续改进
数据汇总与对比分析
自动完成统计---系统自动得出分析结果
循证支持--学术经理协助支撑
持续改进
调整计划，过程监控 相关模块：

统计分析报表、历史数据、改进结果，督导本

相关模块：
手卫生、现场操作考核、职业防护、医废管理、环境卫
生、三管、手术部位、耐药菌、全院督导、手术室、内
镜中心、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科、产房、消毒供应室、
介入导管室、血液净化中心、口腔科、督导本、
学习手册、胜任力考核、消息中心

相关模块：
学习手册、胜任力考核、督导本、历史数据、改进详情

相关模块：
统计分析报表、历史数据、改进结果，督导本、
消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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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控工作间-服务模块
消息 工作间 小蜘蛛 我的

服务和工作过程中的及时提醒 现场督察，持续改进等日常工作
服务单元集合

丰富便捷的资料检索和学
习考试

医院个人信息设置和在线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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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间（管理工具）

手卫生（手卫生依从性观察） 督导本（感控风险PDCA
闭环管理）

质控表（查核表及个案管
理表）

工作间的服务单元主要分为3种类型：1.手卫生；2.督导本；3.质控表。
之后还将持续的针对不同的服务单元进行针对性和定制性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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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蜘蛛（学习工具）

公开课资料库 学习手册

胜任力考核 有问必答

107个分类
近万篇国内外感控相关
的资料、文献、标准指

南和视频

57期各知名专业老师的
感染控制公开课，并附

带课件和课堂问答

不同岗位的人员与感
控相关的学习手册

不同岗位的人员与感控相关
的考试中心

预置约3000道院感专业题目

回答最及时，回复率
最高的感控问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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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督导改进场景

感控工作间使用-感染风险PDCA

院感主任或专职使用APP向临床
科室发起现场问题

临床兼职针对院感提出的问题
进行问题分析和提出改进措施

院感主任或专职针对临床的分析予以确认

临床兼职针对此次改进效果进行评价

1.院感发现问题

2.科室问题分析

3.院感确认分析

4.科室效果评价

5.院感效果评价

院感主任再次督察后进行改进效
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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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发现问题

科室监控员互动流程见橙色箭头



手卫生抽查场景

感控工作间使用-手卫生全流程管理

主任或专职携带任何
安装感控工作间的移动设备

进入需要抽查的科室或病区

• 同时对多名对象进行同时进行手卫生观察记录
• 并根据现场情况生成PDCA督导循环

• 提交后当场得出本次督查结果分析
• 并累加此次数据进入月度图表

• 随时查看PDCA督导进展
• 随时查看月度统计分析报表
• 多维度数据排名（科室病区人员）

1.进入手卫生

2.选择科室病区

3.现场督导

5.同步单次图文报表

6.月度统计

兼职感控人员实时收到督导记录和
PDCA督导提醒

4.科室实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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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感控场景过程干预

感控工作间使用-高危场景过程干预

主任或专职携带任何
安装感控工作间的移动设备

1.进入督导表格工具

进入需要抽查的科室或病区

2.选择科室病区

• 选择相应的督导表格进行现场评价

• 并根据现场情况按条目生成PDCA督导循环

3.现场督导

兼职感控人员实时收到PDCA督导提醒和
督导记录

4.科室实时同步

• 随时查看PDCA督导进展
• 随时查看月度统计分析报表

5.月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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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监控员自查自检流程略



主任组织培训

主任或培训专员联合
科教培训中心进行年
度培训计划制定
7月新员工培训
3-4月全院在职员工培训
9-10月进修医生护士入职培训
5-6月实习医生护士入职培训等
整体评估院内不同岗位人员感控胜任力

通过平台专家团队提供的海量题库
和培训课程快速设置培训内容

平台提供：
107类题目类型，5000道感染及感控知
识问答与规范试题
从科别到岗位到岗位性质的专业培训课程
医院操作：
一键添加到本院使用
自定义本院培训与考核内容
自上传本院培训资料

随时发起临时性的培训考核

临时组织全院或某科室、某部门：
突发异情的传染病培训
新规范新制度新政策的落实培训
现场操作培训与考核

医务人员及时接到培训考核
信息，随时参与到培训过程

关注微信感控工作间或下载 App
参加每年在职感控制度相关培训
科室相关感控学习培训
现场操作培训与考核
自主学习专业、岗位相关感控知识
与文献等
感控

感控工作间使用-全员感控胜任力学习考核

全员感控胜任力
                   学习考核



医务人员参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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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培训考核的人员
收到培训通知

进入培训课程学习

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

在培训期间内完成培训课程

进行只考核和现场操作考核

考核通过后查看自身成绩
获取该项全院科室排名

并获得相应学分
包含专业、学科、岗位、入
职等多维度培训考核材料

院感主任在课程结束后
自动统计培训结果

科室病区排名
人员排名

感控工作间使用-全员感控胜任力学习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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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感控工作间
 微信 服务号

免费知识库  感控工作间APP下载：www.gkgzj.com

感控小蜘蛛
  微信 订阅号

免费咨询：400-969-7756

 (苹果手机直接在App Store 下载）



     
www.gkgzj.com            400-969-7756
                                 

不仅仅是手机APP，更是符合行业发展的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