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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手卫生是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遥 作者为探索如何对新上岗

医务人员进行方法得当尧效果显著的手卫生培训袁对新上岗医务人员进行了手卫生知识认知状况
自我评价尧上岗之前手卫生知识获得途径尧手卫生知识实际认知状况测评的问卷调查袁并根据调查
结果就如何强化手卫生培训提出了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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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感染病例中袁怨缘豫以上患者发生的感染
是经接触传播 咱员暂袁手是接触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袁由

二尧结

果

医务人员的手传播病原体导致的医院感染约占

渊一冤手卫生知识认知状况自我评价

猿园豫 遥手卫生与医院感染率呈负相关 袁加强手卫生

对 手 卫 生 与 医 院 感 染 的 关 系 了 解 圆苑 人

咱圆暂

咱猿暂

观念与实施力度可以有效地切断传播途径袁 对控制

医院感染与耐药菌流行至关重要遥 随着手卫生认识
及依从性的提高袁医院感染的发生率逐年下降咱圆原猿暂遥 如
何通过培训使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手卫生观念袁规
范手卫生操作袁提高手卫生的依从性是手卫生管理
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本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新上岗医
务人员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状况袁为进一步进行有效
的手卫生培训提供依据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圆 年新上岗医务人员 愿源

名袁男 圆园 人袁女 远源 人曰研究生 员愿 人袁本科 员远 人袁大

渊猿圆援员源豫 冤袁 部 分 了 解 缘员 人 渊远园援苑员豫 冤袁 不 了 解 远 人

渊苑援员源豫冤曰手卫生规范了解 苑 人渊愿援猿猿 豫冤袁部分了解
缘愿 人渊远怨援园缘 豫冤袁不了解 员怨 人渊圆圆援远圆豫冤曰洗手尧卫生
手消毒尧 外科手消毒三者之间的区别了解 猿 人
渊猿援缘苑豫冤袁 部分了解 苑猿 人 渊愿远援怨园豫冤袁 不了解 愿 人
渊怨援缘圆豫冤曰六步洗手法完全掌握 苑员 人渊愿源援缘圆豫冤袁部
分掌握 员员 人渊员猿援员园豫冤袁未掌握 圆 人渊圆援猿愿豫冤遥
渊二冤上岗之前获得手卫生知识的途径

在学校学习期间 远园 人渊苑员援源猿豫冤听过讲课袁远 人

渊苑援员源豫冤自学袁员愿 人渊圆员援源猿豫冤从未学习过遥在实习期间

远员 人渊苑圆援远圆豫冤接受过六步洗手法的培训袁愿 人渊怨援缘圆豫冤
接受过洗手指征培训袁员员 人渊员猿援员园豫冤未接受过培训曰

专 缘园 人曰医师 圆远 人袁护士 缘园 人袁医技人员 愿 人遥

培训方式中 缘远 人 渊远远援远苑豫冤 接受过临床指导袁员怨 人

规范冤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袁第一

画或其他方式了解手卫生知识遥

根据叶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曳渊以下简称手卫生

渊圆圆援远圆豫冤听过授课袁怨 人渊员园援苑员豫冤通过洗手挂图尧宣传

部分为手卫生知识认知状况自我评价曰第二部分为

渊三冤手卫生知识认知状况测评

上岗之前手卫生知识获得途径曰第三部分为手卫生

见表 员尧表 圆遥

知识实际认知状况测评袁测评内容包括手卫生的基
本概念尧原则与方法尧洗手与手消毒指征三个方面遥

三尧讨论与建议

在岗前培训开始前发放调查问卷袁由调查表设计者

渊一冤手卫生规范应纳入岗前培训

解释问卷的目的及要求袁调查表不记名袁当场答卷袁

新上岗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的认知不够全面尧

当场回收遥

知识陈旧 咱源暂遥 调查显示袁怨圆援愿远豫的调查对象对手卫生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苑原猿园
作者简介院麻丽萍渊员怨远猿原 冤袁女袁山西榆社人袁大学本科袁副主任护师袁研究方向医院感染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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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项

手卫生基本概念尧原则与方法认知状况测评结果
正确率

目

人数

手卫生定义
洗手定义
肉眼可见污染时应选择的手卫生方法
无肉眼可见污染时可选用的手卫生方法
外科手消毒应先洗手后消毒
直接为传染病患者进行检查尧治疗尧护理之后先洗手后消毒
处理传染病患者污物之后先洗手后消毒
洗手时肥皂揉搓双手时间
洗手液容器消毒频次
表 圆 洗手或卫生手消毒指征掌握情况测评
项

目

进行无菌操作前
接触无菌物品前
接触患者的血液尧体液尧分泌物尧排泄物尧伤口敷料等之后
接触患者黏膜尧破损皮肤或伤口前
直接接触患者前后
穿隔离衣前
配餐前
从同一患者身体污染部位移动到清洁部位时
接触患者黏膜尧破损皮肤或伤口后
摘手套后
处理药物前
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及物品后
接触清洁物品前

百分比渊豫冤

苑猿
远园
远圆
缘苑
远圆
缘员
缘苑
员愿
源远

愿远援怨园
苑员援源猿
苑猿援愿员
远苑援愿远
苑猿援愿员
远园援苑员
远苑援愿远
圆员援源猿
缘源援苑远

掌握情况

人数
愿员
愿员
愿员
苑怨
苑愿
苑源
苑圆
远怨
远苑
远苑
远员
缘猿
缘员

百分比渊豫冤
怨远援源猿
怨远援源猿
怨远援源猿
怨源援园缘
怨圆援愿远
愿愿援员园
愿缘援苑员
愿圆援员源
苑怨援苑远
苑怨援苑远
苑圆援远圆
远猿援员园
远园援苑员

与医院感染的关系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袁说明大多数

则遥手卫生的概念是理解手卫生原则的基础袁手卫生

新上岗医务人员对手卫生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袁

原则是指导医务人员采取适宜且有效的手卫生方式

这对进一步学习和充实手卫生知识袁并在日常工作

保证手卫生效果的准则袁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掌握

中执行手卫生规范具有积极意义遥 调查对象中比较

手卫生的概念和原则袁 有可能导致手卫生的方式选

全面了解手卫生规范内容的仅有 愿援猿猿豫袁 大部分人

择不当曰而选择手卫生的方式不恰当袁则导致不能达

规范 圆园园怨 年 员圆 月 员 日才正式实施袁大部分新上岗

效率袁降低手卫生的依从性遥 有研究表明袁污染程度

渊怨员援远苑豫冤处于部分了解或不了解袁这可能与手卫生

到有效清除手部病原微生物的目的袁 或者影响工作

的医务人员未能在学校或实习期间获得有关手卫生

严重时袁 仅用肥皂和流水的洗手方式不能完全清除

规范的培训有关遥 手卫生规范有很强的科学性尧可

手部暂居菌袁 无可见污染时快速手消毒剂的使用可

操作性和实用性 咱员暂袁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的

以提高手卫生的执行率 咱缘暂遥 因此袁手卫生的基本概

和规范作用袁因此医务人员应该人人掌握遥 对新上

消毒尧外科手术消毒的概念及三者的区别和联系袁以

岗医务人员而言袁将手卫生规范列为岗前培训的重

及各自在保持手卫生中的独特作用遥

依从性袁对医务人员的手卫生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

要内容之一袁强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遥

念尧原则应作为重点培训内容袁应讲清洗手尧卫生手

渊三冤卫生方法与手卫生指征的培训仍需加强

渊二冤培训应突出手卫生规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调查显示袁大部分调查对象渊苑圆援远圆豫冤表示接受

本调查中 手卫生认知自我 评价结果显示袁

过六步洗手法的培训袁且 愿源援缘圆豫的人认为自己完全

外科手消毒三者之间的区别曰手卫生知识认知测评

正确回答率只有 圆员援源豫袁 说明医务人员在手卫生方

怨远援源猿豫的调查对象未完全掌握洗手尧 卫生手消毒尧
显示 员 辕 源耀员 辕 猿 的调查对 象不能正确认知手卫生的
概念尧 洗手 辕 卫生手消毒的原则及外科手消毒的原

掌握了六步法袁但洗手时肥皂揉搓双手至少 员缘 秒的
法掌握的自我认知与实际掌握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遥 洗手 辕 卫生手消毒指征掌握情况的测评显示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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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对手卫生指征掌握程度不一袁掌握人数比例

窑猿远苑窑

下良好基础遥

排在前四位的是无菌操作前袁接触无菌物品前袁接触
患者血液尧体液尧分泌物尧排泄物尧伤口敷料等后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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