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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世界卫生日—2011年4月7日
抗菌素耐药性：
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

一、认清形势



G20峰会

  

  
        

       《全球抗生素耐药回顾：报告及建议》
中指出，目前每年已有70万人死于抗生素
耐药，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每年会导致
1000万人死亡。如果任其发展，可累计造
成10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G20公报中提到，抗生素耐药性严重
威胁公共健康、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稳定。
       之所以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升到全球
化问题，是当抗生素失去效用，很多重要
的医疗手段（比如肠道手术、剖腹产、关
节置换、癌症化疗）都无法安全实施，而
且这些问题也正在一步步恶化中。

  

  
        

       



1998
Background: WHA A51/9 - Emerging and other communicable diseases: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10 March 1998 
(<100k)>
Resolution: WHA 51.17 - Emerging and other communicable diseases: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16 May 1998 
(<100k)>
2001
Background: WHA A54/17 - Revised drug strategy 10 April 2001 (<100k)>
Resolution: WHA 54.11 - WHO medicines strategy, 21 May 2001 (<100k)>
Background: WHA A54/9 - Global health security - epidemic alert and response, April 2 2001 (<100k)>
Resolution: WHA 54.14 - Global health security: epidemic alert and response, May 21 2001 (<100k)>
2005
Background: WHA A58/14 -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 threat to global health security. Rational use of medicines 
by prescribers and patients (151K) (2005)
WHA58.27 May 2005 – Improving the containment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df 201kb]
2007
Secretariat's report on RUM (<100k)>
Progress report: WHA A60/28 - Progress reports on technical and health matters - Improving the containment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5 April 2007 (200K) (2007)
Resolution WHA 60.16 (911K) (2007)
2009
Progress report on 2007 Rational Use of Medicines Resolution (113K) (2009)
2014
Resolution: WHA 67.25 -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2015
Resolution: WHA A68/20 -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Draft global action plan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WHO有关抗菌素的使用及其耐药性的决议



第一优先级（极高迫切度）：
　　1、耐碳青霉烯类鲍氏不动杆菌
　　2、耐碳青霉烯类绿脓杆菌
　　3、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肠杆菌类
第二优先级（高迫切度）：
　　4、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
　　5、耐甲氧西林、耐万古霉素、万古霉素中介金黄色酿脓葡萄球菌
　　6、耐克拉霉素幽门螺旋杆菌
　　7、耐氟喹诺酮类药物弯曲杆菌属
　　8、耐氟喹诺酮类药物沙门氏菌
　　9、耐头孢菌素、耐氟喹诺酮类药物淋病奈瑟氏菌
第三优先级（中等迫切度）：
　　10、对青霉素不敏感肺炎链球菌
　　11、耐氨苄青霉素流感嗜血杆菌
　　12、耐氟喹诺酮类药物志贺氏菌

WHO认为急需开发新抗生素的12种重点耐药性细菌



国家行动计划



      《外科风云》中庄恕的亲妹妹林欢，她
的养父林皓在路上因为遇到泥石流灾害住进
了仁和医院，刚进去的时候手术很顺利，但
是当时正是泥石流灾害的非常时期，仁和医
院有源源不断的伤员到来，随着病人的增多，
因为病人太多病房都是满员不够用，所以多
人挤在一间病房，医院里面根本做不到全面
无菌消毒，使交叉感染很厉害，刚开始医院
里面的伤员就已经有“气性坏疽”、“耐药
菌感染”。
         在这种特殊时期医院又来了一位艾滋病
阳性的患者，正好和林欢的养父林皓一个病
房，林皓后来也染上了耐药菌株感染，导致
死亡。林欢很伤心，觉得医院对病人不负责
任要请律师告医院。

公众意识觉醒







      



二、聚焦问题

（一）医院感染管理控制指标有哪些
（二）什么是医院感染
（三）医院感染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一）医院感染管理控制指标有哪些



01、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
02、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03、医院感染病例漏报率
04、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现率
05、多重耐药菌感染检出率
06、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
07、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08、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09、I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率
10、I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11、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2、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13、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指标



某院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指标
（备注：仅以2017年12月份举例）



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现率



多重耐药菌感染检出率



医院感染：是指住院病人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包    括： 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
                 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
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入院时已存在的感染。

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

（二）什么是医院感染

 感         染：是指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病原
体侵入人体所引起的局部组织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无明确潜伏期的感染，规定入院48小时后发生的感染为
医院感染；
有明确潜伏期的感染，自入院时起超过平均潜伏期后发
生的感染为医院感染。
本次感染直接与上次住院有关。
在原有感染基础上出现其它部位新的感染（除外脓毒血
症迁徒灶），或在原感染已知病原体基础上又分离出新
的病原体（排除污染和原来的混合感染）。
新生儿在分娩过程中和产后获得的感染。
由于诊疗措施激活的潜在性感染，如疱疹病毒、结核杆
菌等的感染。
医务人员在医院工作期间获得的感染。

下列情况属于医院感染 



u皮肤粘膜开放性伤口只有细菌定植而无炎症表现。
u由于创伤或非生物性因子刺激而产生的炎症表现。
u新生儿经胎盘获得（出生后48小时内发病）的感染，
如单纯疱疹、弓形体病、水痘等。
u患者原有的慢性感染在医院内急性发作。

下列情况不属于医院感染



u病原体：能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的
统称。微生物占绝大多数，包括病毒、衣原
体、立克次体、支原体、螺旋体、细菌和真
菌；寄生虫主要有原虫和蠕虫。能感染人的
微生物超过400种，它们广泛存在于人的口、
鼻、咽、消化道、泌尿生殖道以及皮肤中。



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
并以复制方式增殖的

非细胞型微生物



        

（三）医院感染核心问题是什么？



某院2015年、2016年、2017年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率



某院2015年、2016、2017年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率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某院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2016年排名前5位病原体（%）2015年排名前5位病原体（%）

某院2015-2017年度排名前5位的病原体

2017年排名前5位病原体（%）













2016、2017年MDRO菌株数的变化趋势

某院多重耐药监测



某院2014、2015、2016、2017年MDRO检出率的变化趋势



某院2015、2016、2017年MDRO医院感染发现率的变化趋势



某院2015、2016、2017年MDRO医院感染率的变化趋势



        

某院2017年常见MDRO菌株数的变化趋势



      

某院2017年常见MDRO检出率的变化趋势



      

某院2017年常见MDRO感染发现率的变化趋势



        

某院2017年常见MDRO医院感染率的变化趋势



     

某院2016、2017年常见MDRO菌株数的分布



某院2016、2017年年常见MDRO检出率的分布



       

某院2016、2017年常见MDRO感染发现率的分布



         

某院2016、2017年常见MDRO医院感染率的分布



某院2017年常见MDRO检出标本的构成分布



某院2017年排名前五位标本MDRO的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菌株数的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菌株数的分布



      

某院2017年菌株数排名前五位科室的菌株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检出率的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检出率的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发现率的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发现率的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感染率的分布



某院2017年各科室MDRO感染率的分布



 2017年常见MDRO感染患者干预措施依从性的变化趋势



部分科室抗菌药物使用强度高；

耐药率高；

多重耐药检出率高；

分布广；

防控依从性低。

重点与难点



医院感染核心问题？

多重耐药菌的问题



u多重耐药菌（multi-drug resistance bacteria , 
MDRO）指对通常敏感的常用的3类或3类以上抗菌
药物同时呈现耐药的细菌，多重耐药也包括泛耐药
（extensive drug resistance, XDR）和全耐药（pan-
drug resistance, PDR ）

定义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
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肠杆菌科细菌（如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
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A）;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等。

也是卫健委要求重点监测的类型

临床常见类型



         不同监测网、地区、医院以及同一医院不
同科室、不同时期ＭＤＲＯ 的监测结果均可能
存在差异

流行病学



PBP

PBP

PBP

g

g

g

plasmid

AB
AB

 III通透性降低

I 抗菌药物钝化

IV主动外排

抗菌药物钝化酶

II 抗菌靶位变异

细菌耐药机制



– 耐药菌产生增加（抗生素选择性压力）：由
于医生过多地使用抗生素，造成对基因突变
及耐药基因转移的耐药菌进行了筛选

– 耐药菌传播增加：通过医护人员尤其手的接
触，细菌在病人间交叉寄生造成耐药菌株在
医院内的传播，以及随后通过宿主病人的转
移，耐药菌在医院间甚至社区进行传播

耐药菌增加的原因



MRSA

VRE

产ESBLs 菌株

MDR铜绿假单胞菌

MDR不动杆菌

难辨梭状芽孢杆菌

四代头孢菌素

(头孢吡肟)

碳青霉烯类

(亚胺培南/美罗培南)

三
代
头
孢
菌
素

喹
诺
酮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使用与上述耐药菌株发生相关

多重耐药菌与抗菌药物附加损害相关



全球产NDM-1细菌流行情况

            NDM-1又名-“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或者简称为NDM－1。 据2010年8
月11日出版的英国《柳叶刀－传染病》期刊介绍，有一种新出现的不明原因的病症
正在一些国家流行，由于许多发病者曾在印度或巴基斯坦旅游和治疗，因而研究人
员推测这种携带NDM-1的细菌可能起源于印度次大陆。据报道，这种病可以通过饮
水等途径传染，表现症状为肠道感染，这种新型细菌对几乎所有抗生素都具有抗药
性，死亡率很高。



肠
杆
菌
科

埃希菌属 大肠埃希菌

枸橼酸菌属 弗劳地枸橼酸菌、异型枸橼酸菌、无丙二酸枸橼酸菌

克雷伯菌属 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臭鼻克雷伯菌

肠杆菌属 阴沟肠杆菌、产气肠杆菌、板崎肠杆菌、聚团肠杆菌

摩根菌属 摩根摩根菌

泛菌属 成团泛菌、弥散泛菌

普罗威登菌属 产碱普罗威登菌、斯氏普罗威登菌、鲁氏普罗威登菌

沙雷菌属 粘质沙雷菌、液化沙雷菌、深红沙雷菌、居泉沙雷菌

变形杆菌属 奇异变形杆菌、普通变形杆菌、产粘变形杆菌

志贺菌属 志贺、宋内、弗氏、鲍氏志贺菌

沙门菌属 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菌、猪霍乱沙门菌、副伤寒沙门菌

哈弗尼亚属 蜂房哈弗尼亚菌

耶尔森菌属 鼠疫耶尔森菌，小肠结炎肠耶尔森菌、假结核耶尔森菌

产NDM-1细菌种类



医院内MDRO的传播源:生物性传播源-------  MDRO感染患者
                                                                                    MDRO携带者
                                              非生物性传播源----  被MDRO污染的医疗器械、
                                                                                    被MDRO污染的环境等
传播途径呈多种形式:
     接触（包括媒介）传播是MDRO医院内传播的最重要途径；
     咳嗽能使口咽部及呼吸道的MDRO通过飞沫传播；
     空调出风口被MDRO污染时可发生空气传播；
     其他产生飞沫或气溶胶的操作也可导致MDRO传播风险增加。

传播机制



MDRO 感染危险因素主要包括：
（１）老年；
（２）免疫功能低下（包括患有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肝硬化、
          尿毒症的患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接受放射治疗和／或
          化学治疗的肿瘤患者）；
（３）接受中心静脉插管、机械通气、泌尿道插管等各种侵入性操作；
（４）近期（90ｄ内）接受3种及以上抗菌药物治疗；
（５）既往多次或长期住院；
（６）既往有MDRO 定植或感染史等。

感染危险因素



MDRO和非耐药细菌均可引起全身各类型感染。
常见的医院感染类型:医院获得性肺炎;
                                         血流感染（包括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手术部位感染;
                                         腹腔感染;
                                        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染;
                                        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主要感染类型



MDRO 医院感染危害主要体现在：
（１） MDRO 感染患者病死率高于敏感菌感染或未感染患者；
（２）感染后住院时间和住重症监护室（ICU）时间延长；
（３）用于感染诊断、治疗的费用增加；
（４）抗菌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增加；
（５）成为传播源。

MDRO的危害



如何做？

三、付诸行动



six-point policy  packageWHO



防止细菌耐药发展的策略包括美国CDC

隔离病人  ≠  隔离耐药菌株



预防传播

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有效的诊断和治疗

预防感染

12 遏制医务工作者传播

11 隔离患者

9 严格掌握万古霉素应用指证

1 接种疫苗

2 拔除导管

6 专家会诊

7 治疗感染，而非污染

3  针对性病原治疗

8 治疗感染，而非寄殖

4 控制抗菌药物应用

5 应用当地资料

10 及时停用抗菌药物

预防抗菌药物耐药的12项措施



《多重耐药菌感染预防和控制技术指南》
 关于加强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工作的通知 卫计委



多重耐药
防治

减少或延
缓产生

科学管理 优化用药

防止传播

院感防控

如何应对？---防治的问题



合理用药
5R原则：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剂量
                         合适的药物
                         合适的给药途径
                         合适的病人

优化用药
     2RDM：有指征的病人

                     合适的抗生素

                     适当而足夠的剂量和给药次数

                     合适的疗程

                     尽可能好的疗效

                     尽可能低的耐药

从合理用药到优化用药



优化用药



尽可能低的耐药

1、应用当地细菌流行病学资料；
2、结合病史及多重耐药风险因素判断可能的致病菌；
3、选择常规剂量下累计日处方限定剂量(DDD值)数相对较低的药物；
4、充分考虑药物治疗中细菌获得耐药性的几率；
5、考虑药物作用时减少细菌内毒索的释放；
6、考虑单用还是联合：
能单用即单用，无法单用的选择有协同效应的药物进行联合洽疗
7、抗菌药物的剂量和给药方式；
8、区分定植和感染。



1、应用当地细菌流行病学资料

科室名称 细菌名称 株数 百分比（%）

骨科一区
表皮葡萄球菌 2 0.13

流感嗜血杆菌 2 0.13

大肠埃希菌 2 0.13

粪肠球菌(D群) 1 0.06

人葡萄球菌 1 0.06

棒杆菌属某些种 1 0.06

阴沟肠杆菌 1 0.06

小  计：  7  种菌 10

科室名称 细菌名称 株数 百分比（%）

骨科二区 阴沟肠杆菌 7 0.44
大肠埃希菌 3 0.19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0.13
粘质沙雷菌 2 0.13
铜绿假单胞菌 2 0.13
反硝化无色杆菌 1 0.06
弗氏柠檬酸杆菌 1 0.06
血链球菌(血链球菌I型) 1 0.06
人葡萄球菌 1 0.06
表皮葡萄球菌 1 0.06
化脓链球菌 1 0.06
白假丝酵母 1 0.06
短小芽孢杆菌 1 0.06
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 1 0.06
小  计：  14  种菌 25

2018年5月份病原体排序及分布



2、结合病史及多重耐药风险因素判断可能的致病菌

临床上明确的微生物学报告需要在标本送检3d后获得；
我国院内感染多以革兰阴性菌为主；
只有存在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高危因素或当
地MRSA检出率高时，才考虑联合抗MRsA药物治疗；
在选用抗革兰阴性菌药物时，应关注患者是否存在MDR感染风险；
对于存在MDR高危因素的患者，还可结合患者病史，推断可能存
在哪种MDR致病菌感染；
如既往接受头孢菌素尤其是三代头孢菌素治疗的患者，产ESBL菌
株感染的风险明显增加，且我国产ESBL菌株的检出率高，该情况
下可高度怀疑产ESBL菌株感染；
而对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如既往接受化疗、皮质激素治疗或粒细胞
缺乏患者，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风险增加。



3、选择常规剂量下累计日处方限定剂量
(DDD值)数相对较低的药物



4、充分考虑药物治疗中细菌获得耐药性的几率



5、考虑药物作用时减少细菌内毒索的释放



6、考虑单用还是联合：能单用即单用，无法单用
的选择有协同效应的药物进行联合洽疗



7、抗菌药物的剂量和给药方式





8、区分定植和感染



9、基于 MSW 理论用药



细菌之所以出现耐药,是因为抗菌药物存在MIC
和MPC之间的MSW,如果要避免细菌耐药,就必须
关闭MSW。MSW越小,抗菌药物处在该窗口的时
间越短,细菌耐药可能性越小。



关闭MSW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从几个病例入手探讨优化用药



病例一

1、标本是否合格？２、微生物室结果是否可靠？３、污染？定植？感染？４、非耐药的鲍曼哪些药可选？本结果哪些药可选？如何选？5、下面的处理是否正确？为什么？



污染？定植？感染？



污染？定植？感染？

国家卫计委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能力建设项目



污染？定植？感染？

国家卫计委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能力建设项目



11天

头孢呋辛

培养结果：
泛耐药，CR-AB

6天

头孢呋辛

转归：患者
及其家属强

烈要求出院，
后果自负

从入院到出院：共用17天

12.22入院
1.8出院
住院：17天

44..95
右小腿骨筋膜
室综合征切开
引流

1、应什么时候做培
养？

2、评价抗菌药物是否有
效的时间需要多长？

3、真正的致病菌到底是
不是鲍曼？
4、会诊继续用头孢呋辛
的依据是什么？

病例二



治疗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常用抗菌药物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抗菌药物选择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抗菌药物选择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抗菌药物选择



病例三



12.29
入院
2.22出
院
住院：
55天

44..74
压疮并
感染

12.31-1.8 磺苄西林 2g Q8h

9天

1.23-1.28 磺苄西林 2g 
Q8h

6天

共15天

2.19 阿莫
西林克拉
维酸：出
院带药

转归：缝合伤
口仍有渗液，
未拆线，要求
出院，予以签

字出院

1.2 开始：阿米卡星洗液 外用

2.15 开始：莫匹
罗欣

前面的化验结果如果正确，
这样处理对吗？



病例四



12.13入
院-1.27
出院，
住院45

天

33..66
阴囊脓

肿

12.13-12.17  临医3天
头孢匹氨+阿米卡星

12.16-1.7  共22天 
 头孢哌酮/舒巴坦  2.0  Q8h

1.8-1.17  共9天   
头孢哌酮/舒巴坦  2.0  Q8h

1.7 专家
会诊：停
头孢哌酮
/舒巴坦，
改哌拉西
林/他唑
巴坦 
3.38g  

Q8h+阿
米卡星

1.8 专家会诊：
考虑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 
过敏，继续
用头孢哌酮/
舒巴坦，

12.30 
专家会
诊：头
孢哌酮/
舒巴坦
+左氧+
甲硝唑

1.5 
培养

结果：
大肠
ESB
L(+)

12.29-1.7   共10天
左氧+甲硝唑

1.13-1.17   共4天
左氧

1.21-
头 孢
他啶 +
替 硝
唑

1.21 专家
会诊：停
头孢哌酮
/舒巴坦，
改头孢他
啶+替硝

唑

共用37天

转归：
术 后
伤 口
未 完
全 愈
合 ，
稍 红
肿 ，
签 字
出院

前面的化验结果如果正确，
这样处理对吗？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

头霉素类抗生素



ESBLs菌株的治疗原则



肠杆菌科产ESBLs菌株的抗生素治疗



会诊：氟氯西林+阿米卡星

病例五





专家会诊： 头孢呋辛？
治疗不满意，后进行了干预,其他药物治疗

共住院82天 



防止传播：院感防控



手卫生管理 



手卫生管理 

手卫生依从性趋势图



2017年1月-12月我院医生、护士手卫生依从性趋势图



2017年1月-12月份医务人员不同手卫生指征时手卫生依从性比较



2017年1-12月各科室快速手消毒液、洗手液床日使用量



隔离措施



隔离措施

  耐甲氧西林/苯唑西林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

其他多重耐药性菌

患者安置 单间或同种病原同室隔离 单间隔离 单间或同种病原同室隔离

人员限制 限制、减少人员出入
严格限制、医护人员相
对固定，专人诊疗护理

限制、减少人员出入

手部卫生 遵循WS/T313-2009 遵循WS/T313-2009 遵循WS/T313-2009

眼、口、鼻
防护

近距离操作如吸痰、插管
等戴防护镜

近距离操作如吸痰、插
管等戴防护镜

近距离操作如吸痰、插管
等戴防护镜

隔离衣
可能污染工作服时穿隔离
衣

应穿一次性穿隔离衣
可能污染工作服时穿隔离
衣



耐甲氧西林/苯唑西林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

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
菌

其他多重耐药性菌

仪器设备 与患者直接接触的相关器械、
器具及物品如听诊器、血压
计、体温表、输液架等要专
人专用，并及时消毒处理；
轮椅、担架、床旁心电图机
等不能专人专用的器械、器
具及物品要在每次使用后擦
拭消毒；
可用500-1000mg/L含氯消毒
剂擦拭，注意因含氯消毒剂
具有腐蚀性，易受腐蚀的医
疗器械勿用含氯消毒剂，严
格遵循设备说明书执行。

与患者直接接触的相关医疗
器械、器具及物品如听诊器、
血压计、体温表、输液架等
要专人专用，并及时消毒处
理；
轮椅、担架、床旁心电图机
等不能专人专用的医疗器械、
器具及物品要在每次使用后
擦拭消毒；
可用500-1000mg/L含氯消毒
剂擦拭，注意因含氯消毒剂
具有腐蚀性，易受腐蚀的医
疗器械勿用含氯消毒剂，严
格遵循设备说明书执行。

与患者直接接触的相关器
械、器具及物品如听诊器、
血压计、体温表、输液架
等要专人专用，并及时消
毒处理；
轮椅、担架、床旁心电图
机等不能专人专用的器械、
器具及物品要在每次使用
后擦拭消毒；
可用500-1000mg/L含氯消
毒剂擦拭，注意因含氯消
毒剂具有腐蚀性，易受腐
蚀的医疗器械勿用含氯消
毒剂，严格遵循设备说明
书执行。

物体表面 每天定期擦拭消毒，抹布专
用，擦拭用抹布用后消毒,推
荐使用500-1000mg/L含氯消
毒剂进行擦拭。

每天定期擦拭消毒，抹布专
用，擦拭用抹布用后消毒，
推荐使用500-1000mg/L含氯
消毒剂进行擦拭。

每天定期擦拭消毒，抹布
专用，擦拭用抹布用后消
毒，推荐使用500-
1000mg/L含氯消毒剂进行
擦拭。



耐甲氧西林/苯唑西林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
葡萄球菌

其他多重耐药性菌

终末消毒 床及床周围表面消毒 病室全面消毒 床及床周围表面消毒

标本运送 密闭容器运送 密闭容器运送 密闭容器运送

生活用品 无特殊处理
清洁、消毒后，方可
带出

无特殊处理

医疗废物 防渗漏密闭容器运送，
利器放入利器盒

双层医疗废物袋，防
渗漏密闭容器运送，
利器放入利器盒

防渗漏密闭容器运送，
利器放入利器盒

解除隔离 临床症状好转或治愈
临床症状好转或治愈，
连续两次细菌培养阴
性

临床症状好转或治愈





切实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



这是比赛的场景



这是比赛的场景



这是工作中的场景

2位医生给患者换药未戴帽子，着装不合要求，无
菌观念不强。



这是工作中的场景

医生给出院患者换药未戴口罩、帽子，着装不合要
求，无菌观念不强。换药结束时见督查人员才戴口
罩、帽子。



加强清洁和消毒工作

检测标本
2013年1月-11月 2014年1月-11月

标本数 不合格数 不合格率 检出的菌种 标本数 不合格数 不合格率 检出的菌种

空气 534  0 0.00% 536 8 1.49% 曲霉菌 
霉菌

手 64 11 17.1%

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
铜绿假单胞菌、少动鞘氨醇单胞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
菌
大肠埃希菌、洛菲不动杆菌
棒状杆菌属

90 2 2.22% 鲍曼不动杆菌
粪肠球菌

物表 79 15 18.98%

产吲哚金黄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
沙雷氏菌、微球菌属
金黄杆菌、铜绿假单胞菌
阴沟肠杆菌、乌尔新不动杆菌
变异库克菌、粘金黄杆菌
藤黄微球菌、产气肠杆菌

181 12 6.62%
蜡样芽孢杆菌 
霉菌
变形杆菌

消毒剂/
灭菌剂 60 0 0.00% 48 0 0%

消毒灭菌
物品 41 0 0.00% 89 0 0%

合计 778 26 3.34% 944 22 2.33%



湘潭市中心医院感染管理科

这是现实中的场景



我们一直在努力

院感防控很重要

但是离要求还很远





减少或延
缓产生

强化抗菌
药物管理

优化用药

防止传播

切实落实
防控措施

小结 多重耐药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