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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全院感控、落实全员感控”

——建设"感控文化"实践



2





院感防控困惑？
•院内外冰火两重天

•标准繁多雾里看花

•责任重大职责有限

•检查者使用放大镜

•实践者需要显微镜

•战鼓声中一地鸡毛



感控文化

• 感控工作，看似是对事的工作，实则是对人的工作，因为只有时刻牢记

以人为本，才能把感控工作做扎实。而这里说的人，包括病人和医护人

员。

• 也就是：以病人为中心、以医护人员为中心，才能做好感控工作！

• 贴近临床、贴近医疗、贴近患者！

• 感控工作，就如同负重登山，越往上越艰难，它并不仅仅只是管理固定

的日常工作，涉及面广且繁杂！

• 践行全院感控，落实全员感控！

• 愿景——建设安全的“感控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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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感染防控质量体系建设



感控分级管理组织体系

医院
感控委员会

感控管理部门

医务、药学、护理、信息、总务后勤、医
学装备、质量控制、教学科研、全部临床
学科、专业，并覆盖各学科、专业所设立
的门（急）诊、病区和检查治疗区域

人人都是感控实践者



每年2次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会议



践行全院感控、落实全员感控



重要事项、重要决策

感染控制科提议委员讨论通过后全院执行



为患者员工安全保驾护航
2019年医院感染持续质量改进征求意见

•2018年11月2日召开11月份医院感染工作会议布置相关工作

•1.部署2018年11月份—2019年1月份科室医院感染重点工作。

•2.沟通解读2019年医院感染先进科室奖惩办法（初稿）。

•3.沟通解读2019年临床医技科室、科室主任、感染质控员医院感染

考核标准（初稿）。

•4.解读“2019年感控工作间实施方案”、感控工作间有效使用情况

登记表。

•5.解读2019年医院感染工作计划。



为患者员工安全保驾护航
2019年医院感染持续质量改进征求意见

•6. 2019年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征求意见，要求各科

室针对以下几方面提出“意见或建议”

•医院感染质量控制考核标准。

•各科室医院感染监控手册。

•如何落实和推进医院等级评审工作。

•医院感染工作模式。

•如何有效落实医院感染预防控制措施。

•其它建议和意见。



为患者员工安全保驾护航
2019年医院感染持续质量改进征求意见

•共有：内一科、心内一科、神内一科、介入科、急诊科

、产房、检验科、中医科、病理科、供应室、产一科、麻

醉科等12个科室提交了意见和建议！

•为患者员工安全保驾护航2019年医院感染持续质量改进

意见汇总\2019年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征求意见.doc

•2019年科室医院感染监控手册填写说明.doc

•2019年科室感染监控手册每月填写内容及科室负责人评

价.doc



•2019年医院感染先进科室评选办法.doc

•2019年医院感染预防控制质量考核标准——临床科室.doc

•2019年临床科室主任医院感染预防控制质量考核标准.doc

•2019年科室质控员医院感染预防控制质量考核标准.doc



2019年医院感染持续质量改进

•在2018年医院感染管理主题活动——“做正确的事”基

础上，全院推广开展“做你所写，写你所做”主题活动，

建设医院安全感控文化！

•1.修订2019年医院感染先进科室奖惩办法、临床医技科

室、科室主任、感染质控员医院感染考核标准，重点抓落

实，将医院评审思维融入到日常工作中，严格落实医院感

染预防控制措施，保障医疗安全！



2019年医院感染持续质量改进

•2.关注关键环节，实现“闭环管理”
•1）感染质控员发现问题报告主任
•2）科室主任向科室工作人员进行反馈
•3）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4）科室主任对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进行评价
•感染控制科每月对科室负责人评价意见进行质控，按照
“A、B、C、D”进行评价每月在质量月报上进行反馈！



2019年医院感染持续质量改进

•3.制定《2019年感控工作间实施方案》，科室感染质控员

对科室工作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知识培训、理论考核、现场操

作考核，对重点患者进行重点项目督导，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问题随时使用“督导本”进行督导，每月按照科室医院感染

考核标准对科室进行月度督查；上述工作检查结果、原因分

析、整改措施、效果评价等内容科室工作人员都能在手机

APP上查阅，真正实现“掌上感控，移动办公！”



科室主任是科室医院感染防控第一责任人

•2018年科室主任医院感染预防控制质量考核标准：

•1.科室医院感染管理小组人员构成符合要求，熟练掌握工作职责，能胜任相关工

作（10分）

•2.科室主任按照会议要求组织好科室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培训（10分）

•3.科室工作人员熟知本病区主要感染特点，如感染主要部位、主要病原体、主要

侵袭性操作、耐药菌感染以及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及流程，并组织落实（20分）

•4.督促临床医师及时采集标本送检，提高抗菌药物治疗应用送检率（10分）

•5.督促临床医师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病例、传染病病例、多重耐药菌病例，并落实

相应预防控制措施。（20分）

•6.每月检查督促科室医院感染管理小组按时完成医院感染控制工作（20分）

•7.按照规范要求落实手卫生工作（10分）



顶层设计政策支持



制度建设  顶层设计



制度建设  顶层设计



新冠肺炎感染防控



感染控制科每月常规工作一览表



医院感染防控质量考核标准



标准化质量管理

•2008年开始制定考核标准对临床医技科室医院感染预防控制质量进行

督导评价。

•2018年开始制定考核标准对临床医技科室负责人进行督导评价。

•2018年开始制定考核标准对科室感染质控员进行督导评价

•个体化考核标准

•临床科室、ICU、病理科、产房、超声科、感染性疾病科、急诊科、检

验科、介入科、口腔科、麻醉科、内镜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血

透室、影像科、中医科等17套考核标准。



月度考核重点内容



医院感染防控联合检查



科室主任是科室医院感染防控第一责任人

•2018年开始要求科室负责人每月对本科室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进行

“书面评价”

•2019年感染控制科每月对科室负责人评价意见进行质控：

•按照“A、B、C、D”进行评价每月在质量月报上进行反馈！

•2020年对科室主任评价情况纳入“质控评分”

•未对本科室感染控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月度评价一次扣15分。

•科室负责人月度评价内容被评为“C”的，一次扣10分。



医院感染质量月报



科室医院感染防控质量奖



感染控制工作持续改进



二、医院感染预防控制主题活动



科室医院感染制度流程本地化



2018医院感染主题活动“做正确的事”
编号 科室 内容

1 介入科 紫外线灯强度监测操作流程。

2 介入科 空气消毒效果监测操作流程。

3 介入科 物体表面消毒效果监测操作流程。

4 介入科 手卫生消毒效果监测操作流程。

5 神内一科 床头抬高宣教。

6 骨一科 含氯消毒液配制监测流程。

7 骨一科 止血带清洁消毒流程。

8 手术室 医务人员出入手术室流程。

9 手术室 外科手消毒流程。

10 手术室 穿完全无遮盖式无菌手术衣流程。

11 产二科 新生儿查体流程

12 骨二科 无菌干镊子筒及酒精棉球罐的准备方法

13 检验科 静脉采血操作流程



2018医院感染主题活动“做正确的事”

编号 科室 内容

14 检验科 廊坊四院检验科生物安全演练

15 ICU 2018年科室优秀PDCA案例分享

16 神内二科 2018年科室优秀PDCA案例分享

17 手足外科 2018年科室优秀PDCA案例分享

18 检验科 2018年科室优秀PDCA案例分享

19 内二科 2018年科室优秀PDCA案例分享

20 手术室 “玩”成精细化，攀登新“镜”界



“做正确的事”—培训汇总
时间 培训人员 内容

2018-3-8 全院感控小组成员 手术器械预处理方法和好处

2018-3-19 手术室、供应室、器械科 手术器械清洗过程中自我防护
普通器械清洗流程和质量控制

2018-4-2 手术室、供应室、器械科、
ICU、麻醉科工作人员

硬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眼科手术器械清洗消毒规范
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2018-4-16 手术室、供应室、器械科、骨
一科、骨二科、神外科、手外
科、器械商工作人员

动力工具清洗消毒操作规程
骨科器械的分类清洗
外来器械管理如何做的更好

2018-5-7 手术室、供应室工作人员 低温灭菌操作规程
手术器械性能检查、包装、包装物选择

2018-5-28 供应室工作人员 妇科手术器械清洗灭菌质量培训

2018-7-23 供应室工作人员 清洗消毒器原理及脉动真空灭菌与蒸汽品质



2019手卫生知识竞赛



手术部位感染防控措施集束化管理培训



2019年病原微生物相关知识培训竞赛



2019年医院感染主题活动汇总

编号 投稿科室 投稿内容 作者 类型

1 检验科 新春快乐，健健康康过大年 赵聚辉 图文

2 手术室 外科手消毒 手术室 视频

3 介入科 标准预防，从细节做起 邵晓丽 图文

4 检验科 感控员经验分享 赵聚辉 授课

5 介入科 感控员经验分享 付建魁 授课

6 ICU 感控员经验分享 高萍 授课

7 手术室 针刺伤的处理与预防 护理部 视频

8 神内二科 感控员经验分享 马雪静 授课

9 手术室 感控员经验分享 祁莹祥 授课

10 介入科 介入科护士眼中的手术部位感染防控 付建魁 图文

11 手术室 手术室护士眼中的手术部位感染防控 祁莹祥 图文



平战结合、依法防控









科室感染质控员管理经验分享



2019年开展感染质控员经验分享8次



2019年开展感染质控员经验分享8次



2020年感染质控员经验分享



2020年感染质控员经验分享



三、感染知识培训、考核



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范畴越来越广

消毒： 消毒剂、消毒灭菌技术（高压、低温）、监测（程序、生物、化学）
无菌与隔离： 无菌操作、隔离技术、传染病隔离与保护性隔离
防护用品： 手套、口罩、帽子、鞋套、隔离衣、面罩、护目镜、围裙
手卫生： 洗手、外科手消毒与卫生手消毒、酒精擦手液、抗菌皂液
抗菌药物： 分级管理、围手术期预防、二重感染、多重耐药菌、真菌……
环境微生物监测与控制： 空气、物表、水、手、医疗器械、物表清洁消毒
医院感染监测： 流行病学调查、综合性与目标性监测、暴发流行、同源性分析
空气管理： 空气消毒与净化、层流、中央空调系统
水源性感染： 供水系统、医疗用水、冷凝水……
废物： 医疗废物、利器盒、环境保护
职业与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职业安全
疫苗： 接种政策与常用种类
一次性医疗用品： 管理、毁形、复用、完整、密封性检测
输液、输血安全： 血制品管理
植入物与留置导管感染： 导管感染、细菌生物膜
标准预防技术： 食源性、气源性、血源性
预防方法： 循证医学、行为干预、指南、标准、规范、SOP、临床路径
重点部门与环节： 发热、肠道、肝炎、内镜、口腔、ICU、手术室……
知识培训： 医生、护士、技术员、后勤、保洁、新职工、实习进修规培生、病患与家属
专业与队伍建设： 科室、管理委员会、学会、质控中心



知信行

•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形成行为。

•要改变个人行为，先改变个人认知。

•掌握的知识越深，实行的倾向性越强。



知
培训
教育

信
信规守法

行
自律慎独



医院感染培训对象

•医院领导
•行政职能
•后勤支持
•临床医技
•物业管理
•新上岗员工
•实习进修
•患者、家属
•……



应知应会口袋书



1 医院感染爆发事件回顾

2 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3 传染病防治法

4 医疗废物分类处置知识

医院感染
知识

岗前培训
授课目录

5 职业暴露基础知识

7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6
消毒灭菌知识

8 多重耐药菌知识

9 重点部位感染预防控制知识



培训形式

•全员培训
•入科培训
•OA
•感控工作群
•微信矩阵
•廊坊四院感控微信公众号
•医院感染知识考核
•科室感染管理小组每月面对面知识培训
•科室内部每月医院感染知识培训



面对面全员培训



科室感染管理小组培训



面对面入科培训



2011-2020医院感染知识院级培训



如何运用感染监测数据

感控员“十个需要”

感控员如何进行督导

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精细化管理

医院感染暴发风险识别及应对策略

学习标准转变观念做正确的事

如何进行有效沟通

抓好感控落实拒绝形式主义
 

感染防控、手当其冲

医院感染防控警钟长鸣

感
染
质
控

依法执业夯实感控基础抓落实
在“交流”中积淀，在“总结”
中成长

员
工
作
能
力
提
升
培
训



互联网+感控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OA

工作日定期发布医院感染
专业知识，会议活动纪要

创建感控微信群，群成员
包括各科室主任、护士长、
感控员用于日常工作沟通，
及时解决问题

创建感控微信群

此微信群仅用于感染控制科
工作部署、工作通知，防止
成员聊天记录刷屏，使各项
通知真正的、及时的下达各
科室

监督、检查
培训、指导
沟通、高效

各科室创建感控工作群，
用于感控工作通知、感控
知识学习等，初步形成矩
阵式信息网。

各科室创建感控工作群
建立感染科工作动态、
国家法律法规、医院相
关规定、细菌耐药趋势
等六大模块

创建感控通知群

感控工作间

创建“廊坊四院感

控”微信公众号



廊坊四院感控工作群



科室组织培训



传统面对面科室自主培训



手术室老师去临床科室进行培训



感染质控员“技能培训”



感染质控员在科室技能培训



感染质控员在科室技能培训



感染质控员在科室技能培训



科室感控工作群——“微信矩阵”



医院感染知识考核



医院感染知识考核

•考核对象

•1.临床医技科室正式职工、院聘工作人员。

•2.转科工作人员按照要求参加考试但是考核情况不纳入所在科室的绩效考核

•考核频率—每月一次。

•考核时间—每月1-10号。

•考核办法

•1.2018年考核临床医技科室工作人员医院感染考核“参与率”医生组、护

理组分开考核；每月按照规定时间完成答题成功提交试卷的科室工作人员数

量占科室总人数的80%为合格；在此基础上少一名工作人员扣3分，扣完为

止。

•2.每月月末质量月报公布各科室医院感染考核“参与率”。

•3.各科室医院感染知识考核成绩每月月末质量月报公布。



院级感染知识考核每月一次



科级感染知识考核每月一次



考核结果一键生成



医院感染监测



医院感染病例监测

•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

•医院感染病例漏报率

•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特定风险监测

•I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率

•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现率

•多重耐药菌感染检出率

•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



消毒灭菌效果监测

•空气消毒效果、物体表面消毒效果、卫生手消毒效果、

外科手消毒效果、呼吸机表面、紫外线灯强度、软式内镜

消毒效果、消毒液生物监测、低温等离子、小型压力蒸汽

灭菌器、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塑封机闭合测试、手术

器械清洗质量、软水硬度、游离氯、水质细菌学监测、透

析液细菌学、透析液内毒素、透析用水化学污染物

…………





•通过监测数据来告知大家感染风险

•通过监测数据来衡量我们工作的成效和医院感染持续质

量改进的方向。



四、抓落实、让规范变习惯



截止到2020年5月，医院感染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标准、专家共识，共计226项。

如何推进依法执业抓好感控落实？



感染控制科督导记录



科室自查情况汇总



感控工作间2888次自查



845份督导本问题构成



科室自查

填写“存在问

题”上传附件

（非必传）

问题
分析

发现问题
(自查开始)

院感
确认

改进评价
(单元评价)

改进评价
(院感评价)

兼职感控员 兼职感控员 感控科人员 兼职感控员 感控科人员 感控科人员

填写“分析原因”

填写“整改措施”

上传附件

收到兼职感

控员的问题

分析后进行

确认

经整改后进行

单元评价并提

交院感进行评

价

收到单元

评价后，

进行院感

评价

查看
督导
详情

自查
结束

分享

院感
建议

单元
确认

确
认

填写建议

其
他

完全达标

院感评价【完全

达标】则结束；

否则，可选择再

提交单元评价或

强制结束

选择
上报
院感
科

可以把此次自

查详情直接分

享出去，也可

编辑后再分享

出去



科室自查督导流程





五、科室PDCA



2018年PDCA

11月 1月 2月 3月 6月 10月 11月

2017年11月15日
召开医院感染工作

会议，要求各科室

确定2018年PDCA
题目。

下达任务

2018年1月各科室
明确了2018年重点
解决的突出问题

明确方向

2018年2月18日各
科室根据重点突出
问题制定了PDCA
方案

制定方案

2018年3月19日对
各科室PDCA方案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反馈

督导反馈一

2018年6月6日对各
科室PDCA方案落实
情况进行督导反馈

督导反馈二

2018年10月4日对
各科室PDCA方案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反馈

督导反馈三

2018年11月20号
各科室提交PDCA
总结，并修改了管

理制度完善了操作

规程

总结归纳















2019年廊坊市PDCA竞赛二等奖



2020年PDCA



2020年PDCA



感控文化建设收到成效



医护干    感控看

2016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第25次全国医院感染学术年会

，国家卫计委医院感染管理研究所付强所长就提出了“医护

干，感控看”的新模式。

医院感染防控的成效：不是感控专业部门或者专兼职人

员看出来的，而是我们各个临床部门、各个临床专业、临床

所有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的医务人员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感控先进科室



优秀感控员



2018年综合考评奖



2019年医院感染规范化管理最佳实践



2017年科学感控实践者



科室感染管理小组工作职责

4.1.3.3    配合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进行本病区的医院感染监
测，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病例，并应定期对医院感染监测、防
控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自查、分析，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并
做好相应记录。

4.1.3.4    结合本病区多重耐药菌感染及细菌耐药情况，落
实医院抗菌药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4.1.3.5    负责对本病区工作人员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和技能
的培训。

4.1.3.6    接受医院对本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监督、检
查与指导，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相关改进措施， 评价改进效果
，做好相应记录。



技术是医疗质量的根本

•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需要把规范、有序的医疗

行为完全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并在每一个细节中

完美呈现。

•要求我们

•立足科室、关注细节

•制定规则、积极引导



•感控本质：风险管理+防控关口前移

海恩法则指出：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

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事故隐患! 



什么是底线=患者的意愿

•谁都不想去医院

•谁都可能成为患者

•谁都离不开医院

•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是干净的
•接触身体的每一双手都是干净的
•我们接触到每一样物体是干净的
•我们身上使用每一样仪器是干净安全
的
•为我们服务的医务人员是健康的
•手术所使用的每一件器械都是无菌的
•插入我们身体的每一根管子都是无菌
的
•当疾病可能给周围人带来感染风险的
时候，有人可以及时告诉我们需要采
取的措施……



感控知识传播者
•   感控人要做感控知识的传播者，感控知识只有

掌握在临床医护人手中才是真的感控知识；

•   放在感控人员的电脑里，那是文件，只会占内

存！

•   让规范变成习惯，人人都是感控实践者！



• 独学而无友

• 则孤陋而寡闻

• 勤学而交流

• 则博学而睿智



医院感染控制展望

新
思
路

新
技
术

新
发
展

王印川  
15932621998
bzwangyinchu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