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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手术室感染控制中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医院手术室护理人员26例进行研究干
预，从2019年开始实施风险管理，对比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与2019年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
手术室标本合格率评分情况，对比干预前后的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结果：风险管理干
预后，药品、空气、以及消毒液，物品表面，手卫生检验合格率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的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结论：风险管理能够提高标本检测的合格率，提高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
评分，对手术室感染的控制有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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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in infection control in the operating room.
Methods: Twenty-six nursing staffs in the hospital operating room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interven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was implemented from 2019. Scores of qualified specime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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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room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and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compared, and scores of sterile item management and disinfection isola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risk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the qualified rate scores
of medicine, air, disinfectant, surface and hand hygien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terile item management score and disinfection isolation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Risk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fied rate of specimen detec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core of sterile items and disinfection
isolation score, and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infection in the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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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术室是开展临床治疗的重要场所，由于手术多数需要将患者的皮肤、脏器暴露在空气中，对患
者进行侵入性的操作，因此对感染的控制要求十分严格[1]。虽然有手术室层流净化系统以及定期的消
毒处理，但由于手术室医务人员以及患者的流动性较大，患者易出现细菌感染的疾病，导致手术室一
直是院内感染高发的科室，也是院感督查的重点科室[2]。细菌的滋生使得手术室相对无菌的环境被打
破，许多洁净手术患者术后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对患者的疾病康复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手术室
中感染相关的风险事件进行管控，在日常工作中对可能存在的感染风险事件进行早起识别与处理，对
于预防院内感染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3]。本研究即探讨手术室感染控制中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具体
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我院从 2019 年开始实施风险管理，对比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与 2019 年月至 2020 年 1 月
期间的感染情况。选取医院手术室护理人员 26 例进行研究干预，护理人员的工作年限在 3~20 年，平均
工作年限为(6.42 ± 1.3)年，年龄在 20~50 岁，平均年龄(31.74 ± 4.13)岁。其中学历为研究生 1 人，本科
18 人，大专 7 人。职称方面，副主任 1 人，主管 13 人，护师 5 人，护士 7 人。纳入标准：1) 手术室工
作时间在 1 年以上；2) 具有护士执业资格。排除标准：1) 护理人员有其他严重疾患；2) 1 年内有岗位变
动或者离职的情况；3) 由于其他原因不能配合研究。

2.2. 干预方法
1) 由护理部牵头，科室护士长组织有 20 年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成立手术室感染风险管控小组，小
组成员结合卫生行业标准以及科室具体情况，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完整的、系统的风险管理制度。监督手
术室人员严格遵守相关制度，同时小组成员每日对手术室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反馈整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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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召开风险管理会议，针对上一周发现的问题，在会议上进行通报，并商讨解决方式，不断优化与改进
相关流程与制度。2) 对手术室环境进行严格管控，保持手术室的无菌状态，每台手术结束后均应对手术
室空气进行消毒杀菌，使用消毒水清洁地面，24 h 内至少进行 1 次 2 h 以上的紫外线消毒。同时保证手
术室层流净化系统处于开启状态。3) 对手术室物品进行管理，无菌器械与非无菌器械分类管理，保证无
菌器械使用后及时送往消毒中心进行消毒灭菌。保持物品存放区域的空气洁净与干燥，物品存放应距地
面 20~25 cm，距墙壁 5~10 cm，距天花板 50 cm。对无菌物品进行有效期的检查，避免使用过期的器械
和物品，发现过期或包装破损的物品及时进行再次消毒与包装。4) 手术过程中，限制手术室人员数量，
并且监督手术室室内人员避免非必要的走动，禁止无关人员参观手术。监督手术台上的医护人员严格遵
守无菌原则。

2.3. 观察指标
1) 在干预前后，分别在不同日对手术室药品、空气、以及消毒液，物品表面等物品上的标本及手
卫生标本进行采集，总计采集标本 120 次，对标本进行细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评分，总分为 100
分，大于或等于 90 分为检测合格，检测结果评分依据手术室物品监测标准及采样规范的相关指标进
行，凡符合手术室菌群检测结果要求的均大于或等于 90 分。2) 对比干预前后的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
消毒隔离评分。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采用本院无菌物品管理评分与消毒隔离评分标准进
行评价。

2.4. 统计学方法
SPSS 24.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t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
比较。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标本合格率比较
本次研究中对干预前后标本合格率进行比较，如表 1 所示，风险管理干预后，药品、空气、以及消
毒液，物品表面，手卫生标本合格率得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1. Comparison of qualified rate of specimens ( X ± S )
表 1. 标本合格率比较( X ± S )
分组

n

药品

空气

物品表面

消毒液

手卫生

干预前

120

92.24 ± 1.32

92.42 ± 1.34

92.03 ± 1.22

92.35 ± 1.20

92.57 ± 1.34

干预后

120

95.24 ± 1.54

97.15 ± 1.21

96.52 ± 1.61

95.69 ± 1.52

96.25 ± 1.26

χ2

9.423

12.682

10.731

11.824

10.53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2. 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
如表 2 所示，干预后的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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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erile item management score and disinfection isolation score ( X ± S )
表 2. 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 X ± S )
分组

n

无菌物品管理评分

消毒隔离评分

干预前

120

86.71 ± 0.52

88.11 ± 0.36

干预后

120

96.68 ± 0.47

97.49 ± 0.42

t

11.066

10.473

P

0.000

0.000

4. 讨论
手术室作为院内感染的高发地区，手术室院内感染的防控十分重要，同样也十分棘手。依据感染的
危险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以及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手术室内的医护人员对院内感染风险的认知
不够，在工作时，不能够将无菌原则、院感防控措施以及消毒隔离制度落实到位[4]。同时防控制度不健
全、监督管理措施不完善也是一种主观因素。至于客观因素，主要是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抗生素耐药
以及不可避免的医源性的侵入操作[5]。手术室感染不仅影响到患者预后，同时增加医疗经济负担，因此，
预防手术室院内感染十分重要，而好的管理措施是预防手术室院内感染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采用风险管理的模式对手术室护理人员进行干预，结果显示风险管理干预后，药品、空气、
以及消毒液，物品表面标本，手卫生合格率得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干预后的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分析
其原因，在实施风险管理后，成立了风险管控小组，制定了详细的风险管理措施，并对风险管理措施的
实施流程不断进行优化与改进。同时对手术室环境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保持手术室的无菌状态[6]。手术
物品管理方面，同样从放置的位置、分区以及摆放方式均作了规定性的要求。此外，术中严格管理手术
室，明确禁止参观，避免非必要的空气流动。通过上述措施，手术室医护人员的无菌观念得到了加强，
同时对相关监督与管理制度进行了加强，对手术室风险管理有了重大的提升，有效控制手术室院内感染
的发生。
综上所述，风险管理能够提高标本检测的合格率，提升无菌物品管理评分和消毒隔离评分，对手术
室感染的控制有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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