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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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管理 

集束化手卫生干预策略在血液科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张向君

崔琢

【摘要】

朱敬蕊

目的

王白茹

汪振林

李连

探讨集束化手卫生干预策略在提高血液科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中的作用ꎮ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了解影响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因素ꎮ 制定并实施集束化手卫生干预策略ꎬ对实施干
预前后的手卫生依从率、手卫生支出费用、医院感染发生率进行比较ꎮ 结果

洗手不方便、洗手后缺乏干

手纸、手卫生执行无监管、认为戴手套无需洗手、未参加过手卫生知识培训是影响医务人员执行手卫生的
主要因素ꎮ 实施干预后医务人员手卫生总体依从率由 ５１.９２％上升到 ７４.４６％( Ｐ<０.０５) ꎻ接触患者前、无菌
操作前手卫生依从率由 ３０.００％和 ５３.７９％ꎬ分别上升到 ７３.７７％和 ７２.６４％( Ｐ<０.０５) ꎻ每床日手卫生支出费
用由(０.９６±０.３１) 元上升到(１.４５±０.３７) 元( Ｐ<０.０５) ꎻ该科室医院感染发生率由 １２.４１％ 下降到 ９.５１％ (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实施集束化手卫生干预策略可以明显提高血液科医务人员的手卫生依从性ꎬ减少医院感染

的发生ꎮ

【 关键词】

手卫生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集束化干预ꎻ

医院感染

[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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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 － ｊ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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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ꎬ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ꎬ ｌａｃｋ ｏｆ ｈａｎｄ ｔｏｗｅｌꎬ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ｎ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ｗａｓｈ ｈａｎｄｓ ｗｈｅｎ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ｇｌｏｖｅｓꎬ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５１.９２％ ｔｏ ７４.４６％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３０.００％ ａｎｄ ５３.７９％ ｔｏ ７３.７７％ ａｎｄ
７２.６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ｐｅｒ ｂ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 ０. ９６ ± ０. ３１) Ｙｕａｎ ｔｏ ( １. ４５ ± ０. ３７) Ｙｕａｎ (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２.４１％ ｔｏ ９.５１％ ( 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ꎻ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由于抵抗力低下、基础疾病严重等特点ꎬ血液科患者往往

２.方法:问卷调查:设计并发放问卷调查表ꎬ共发放并回收

是医院感染发生率较高的群体之一 [１] ꎮ 做好医院感染控制

５０ 份问卷调查ꎬ分析影响血液科医务人员手卫生执行的因素ꎮ

执行手卫生是预防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有效举措ꎮ 然而ꎬ实际

生管理小组:医院感染管理科作为院级手卫生管理小组ꎬ负责

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很难养成良好的手卫生习惯ꎮ 本研究通

制定集束化手卫生干预策略ꎻ科室医院感染监控小组作为科级

工作能有效减少因感染带来的一系列不必要治疗ꎮ 医务人员

过制定并实施集束化手卫生干预策略ꎬ旨在提高血液科医务
人员的手卫生依从性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本院血液科全体医务人员( 共 ５０ 人) 作

为研究对象ꎬ对其手卫生依从性进行暗访ꎮ 将 ２０１８ 年 ３—８
月作为实施干预前期ꎬ２０１８ 年 ９ 月—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作为实施干
预后期ꎮ

基金项目:蚌埠医学院人文社会基金面上项目( ＢＹＫＹ１７１６１ｓｋ)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 安徽蚌埠ꎬ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通信作者:张向君ꎬＥｍａｉｌ:７４１８９５９３８＠ ｑｑ.ｃｏｍ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制定集束化手卫生干预策略:(１) 成立手卫

手卫生管理小组ꎬ负责配合实施干预策略ꎮ (２) 手卫生管理制

度:制定院科两级的手卫生管理制度ꎮ (３)知识培训及考核:院
级手卫生管理小组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手卫生知识培训ꎻ科级
手卫生管理小组每季度组织手卫生知识培训ꎬ考核并公布成
绩ꎮ 科级手卫生管理小组每月进行自查ꎬ记录并反馈手卫生执

行情况ꎮ (４)宣传、教育:院级手卫生管理小组在科室醒目位置
张贴手卫生宣传画、洗手池旁张贴洗手图、为科室电脑设置手
卫生宣传图案屏保及桌面、向科室发放手卫生知识学习手册及
印有手卫生宣传图案的鼠标垫ꎮ (５) 加大手卫生资源投入:科
室使用干手纸成本由医院承担、科室每间病房均放置速干手消
毒液、提供小剂量便携式手消毒液等ꎮ (６) 将手卫生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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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每月科室医院感染管理质量考核ꎮ

３.评价指标:(１) 手卫生依从率( ％) ＝ 实际执行的手卫生

洗手、未参加过手卫生知识培训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次数 / 应该执行的手卫生次数 × １００％ꎮ ( ２) 医院发生感染率

( ％)＝ 医院感染发生人数 / 出院人数×１００％ꎮ (３) 手卫生支出
费用( 元 / 床日)＝ 手卫生支出总费用( 手消液＋洗手液＋干手
纸) / 床日数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ꎻ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不符合正态分布ꎬ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和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影响手卫生依从性的因素:分析调查表发现ꎬ医务人员

认为影响其执行手卫生的前五位因素为:工作忙ꎬ洗手不方
便、洗手后缺乏干手纸、手卫生执行无监管、认为戴手套无需
表２

因素

人次( ｎ)

１５０

接触患者前

１３２

无菌操作前

２５

接触患者血液、体液后

９０

７１.４３

５３.７９
８８.００

２９

４９５

合计

( ％)

３０.００

２２

６２

接触患者周围环境、物品后

４６.７７

２５７

５１.９２

３.手卫生支出费用:实施干预前每床日手卫生支出费用

为(０.９６±０.３１) 元ꎬ实施干预后每床日手卫生支出费用为( １.

４５±０.３７) 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洗手后缺乏干手纸

实施干预前 实施干预后

( ｘ
±ｓ)
手卫生支出费用( 元 / 床日) ０.９６±０.３１

( ｘ
±ｓ)
１.４５±０.３７

Ｚ值

手卫生执行无监管

－２.２０ ０.０２８

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１２. ４１％ꎻ实施干预后医院感染人数为 ９２

人ꎬ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９.５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表４

认为戴手套就无需洗手
未参加过手卫生知识培训

时间

医院感染

医院发生

人数( ｎ) 发生例数( ｎ) 感染率( ％)
实施干预前
９５９
１１９
１２.４１
实施干预后

讨论

９６７

９２

９.５１

者预后、延长住院时间及增加医疗成本

５２.００

２５

５０.００

２３

４６.００

２.手卫生依从率:实施干预前医务人员手卫生总体依从

率为 ５１.９２％ꎬ实施干预后为 ７４.４６％ꎮ 其中ꎬ实施干预前医务
人员接触患者前、无菌操作前手卫生依从率分别为 ３０.００％和

５３.７９％ꎬ实施干预后分别上升为 ７３.７７％和 ７２.６４％ꎻ以上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观察人次
( ｎ)
１２２
１０６
１１３
２２
５２

４１５

依从率

χ２ 值

Ｐ值

９０

７３.７７

５１.５６

０.０００

９２

８１.４２

３.２７

０.０７０

实际执行
人次( ｎ)
７７
２０
３０

３０９

( ％)

７２.６４
９０.９１
５７.６９
７４.４６

８.８９
０.００
１.３５

４８.７７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０.２４５
０.０００

卫生执行的主要因素ꎬ并结合相关指南及循证依据ꎬ制定针对
性的集束化干预策略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实施集束化手卫生干
预策略可以提高改善医务人员的手卫生依从性ꎬ引起临床医

报道显示ꎬ工作时大部分医务人员手部均携带病原菌ꎬ其

检出率达 ８０％ꎮ 医务人员的手也是多重耐药菌传播的重要
媒介ꎬ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医院感染 [８] ꎮ 实施干预前ꎬ该科室
医务人员接触患者前手卫生依从率仅为 ３０％ꎬ而接触患者血
液、体液后则达 ８８％ꎬ与其他相关报道类似 [９] ꎮ 通常医务人
员仅在双手受到明显污染时会考虑进行手卫生ꎬ但不知晓定
植在其手部的细菌亦会通过接触直接传播给患者或造成患者
现出临床医务人员对手卫生知识掌握匮乏ꎮ 本研究中ꎬ手卫

χ２ 值

Ｐ值

生管理小组在实施干预后加强对该科室医务人员进行手卫生

４.１４

０.０４２

知识培训ꎬ尤其是手卫生执行的时机及方法等ꎬ从理论层面提

医院感染不仅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ꎬ同时影响患
[２￣３]

２６

之间的交叉感染ꎮ 此外ꎬ多数人认为戴手套即可代替洗手ꎬ体

实施干预前后医院发生感染率

住院

６４.００

８０.００

做到主动执行ꎮ
Ｐ值

４.医院感染发生率:实施干预前医院感染人数为 １１９ 人ꎬ

见表 ４ꎮ

３２

务人员对手卫生及医院感染的重视ꎬ自觉规范其手卫生行为ꎬ

实施干预前后手卫生支出费用( ｘ
±ｓ)

指标

百分比( ％)

４０

实施干预后
依从率

４５
７１

１２６

接触患者后

人数( ｎ)

实施干预前后手卫生依从率

实际执行

( ｎ)

影响手卫生依从性的主要因素

工作忙ꎬ洗手不方便

实施干预前
观察人次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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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ꎮ 手卫生被公认

高手卫生意识ꎮ 研究发现ꎬ与流动水洗手相比ꎬ使用快速手消
毒液更容易被医务人员接受并采用 [１０] ꎮ 实施干预后ꎬ该科室
每间病房内均放置 １ ~ ２ 瓶快速手消毒液ꎬ医院更为医务人员
配置了小剂量手消毒液ꎬ随身携带ꎬ有效解决了临床医务人员

为是减少医院感染的有效手段之一 [４￣５] ꎮ 欧美发达国家重视

工作繁忙ꎬ无法及时使用流动水洗手的问题ꎮ 此外ꎬ医院给予

手卫 生 工 作ꎬ 手 卫 生 设 施、 设 备 完 善ꎬ 医 务 人 员 依 从 性 较
高

ꎮ 而我国由于面临较大的临床工作量ꎬ医务人员往往不

科室提供免费干手纸ꎬ明显提高了干手纸的使用频率ꎬ促进医
务人员洗手后正确干手ꎬ减少手部的二次污染ꎮ 相关研究结

[６]

能有效执行手卫生ꎮ 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一直是医院
感染控制工作的难点ꎬ通常采取单一的管理方法ꎬ较难获得理
想效果

[７]

ꎮ 本研究通过发放问卷调查ꎬ了解影响医务人员手

果显示ꎬ多渠道地宣传并结合行为反馈的方式能明显提高手
卫生依从性 [１１￣１２] ꎮ 本研究采用张贴海报、宣传画、洗手图、印
制手卫生手册、设置电脑屏保桌面等措施以提高手卫生宣传

 ２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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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ꎬ并通过每月的医院感染质量检查直接反馈医务人员手卫
生执行情况ꎬ将其纳入科室质量考核ꎬ促进手卫生工作的落实ꎮ
相关报道发现ꎬ手卫生成本的增加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

[６]

施干预后ꎬ每床日手卫生支出费用明显增加ꎬ表明手卫生执行

[７]

投入和改善ꎬ能有效提高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执行力度 [１３] ꎮ 实
次数增加ꎮ 但同时科室也应考虑到加强对手卫生物资的管
理ꎬ避免浪费现象ꎮ 此外ꎬ实施干预后该科室医院感染发生率
由 １２.４１％下降到 ９.５１％ꎮ Ｌｕａｎｇａｓａｎａｔｉｐ 等研究也证实手卫生
依从性提高后ꎬ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则下降了 ８.９０％ [１４] ꎬ说
明医务人员执行手卫生与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ꎮ 本
研究中医务人员在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及物品后的手卫生依从
性并无显著提高ꎬ还须进一步进行相关培训ꎮ 此外ꎬ本研究干
预时间较短ꎬ而提高手卫生依从性是一项需长期坚持的工作ꎬ
应持续地在科室及医院内推广ꎬ以证明干预策略的有效性ꎮ
[１]

[２]

[３]
[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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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阜阳地区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分析

 预防医学 

孟献萍
【 摘要】

目的

分析阜阳地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ꎮ 方法

采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到医院确诊为结核病患者的相关临床标本( 痰) ꎬ进行结核分枝杆菌的鉴定、分离培植及药敏
试验ꎮ 通过试验的结果进行耐药性变化的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总体耐药率在 ３４.６０％ ~ ３７.３６％ 之

间ꎬ其中多耐药率为 ７.９１％ꎻ单耐药率为 １３.２４％ꎻ耐多药率为 １３.３４％ꎻ广泛耐药率为 ０.６２％ꎻ耐利福平率为

１６.８２％ꎻ２０１５ 年耐药率最高ꎮ 总体耐药率呈波浪式缓慢上升ꎮ 结论

防治结核病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

快速准确的检测出结核杆菌的耐药性、控制传染源及尽早发现新病例ꎮ
【 关键词】

耐药性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６.５

活动性肺结核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结核分枝杆菌ꎻ

多耐药率ꎻ

药敏试验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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