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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重症监护病房(ICU)实施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对医院感染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

性调查方法对2012年7月至2014年6月入住我院 ICU>48 h的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监测。将2012年7月至2013

年6月入住 ICU的366例患者设为对照组，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入住 ICU的556例患者为干预组，分析总结对

照组医院感染的特点及相关因素。干预组在对照组实施医院感染控制措施的基础上，针对 ICU医院感染发生的相

关因素采取相应的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如强化手卫生教育和监管、加强多重耐药菌患者管理、缩短导管留置时间

等，然后分析比较两组院感指标的差异。结果 实施干预前后，分别发生医院感染33例和20例，医院感染率分别

为9.02%和3.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分别为17例和6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

率分别为 19.56‰和 4.8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根据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针对性地提

出并落实相应的持续质量改进措施，能够显著地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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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ICU)是急危重症患者集聚的场所，

患者大多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有研究报道 ICU医

院感染的发生率高达 32.14%[1]。医院感染不仅加重患

者病情，且导致平均住院日延长和住院费用增高，因

此采取有效的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尽量减少或避免医

院感染的发生是当前关注的热点。本研究针对万宁

市人民医院 ICU 院感发生的高危因素提出并落实质

量改进措施，比较改进前后医院感染发生率的差异，

探讨质量改进措施对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的有效性，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日入住 ICU超过 48 h及转出 ICU小于 48 h的患

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将2012年7月至2013年

6月入住 ICU的366例患者设为对照组，2013年7月至

2014年 6月入住 ICU的 556例患者为干预组，在此期

间发生的医院感染纳入 ICU医院感染统计分析。

1.2 方法 按照卫生部《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对

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全部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

测。每日上午8时由医院感染监督员记录 ICU日志[2]，



目性和主观性；其次，循证护理对护理人员的护理经

验的积累和整体护理理念要求非常严格，客观上也促

进了护理人员业务素养的提高；再次：通过对可能出

现的问题进行循证研究，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

从而有效预防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对

护理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能有效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

者术后舒适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度，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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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当日新入院人数、患者总数、有创呼吸机使用人

数、中心静脉导管留置人数、保留导尿管人数、医院感

染病例数，每月计算医院感染发生率、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发生率、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发生率和中心静脉

导管插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

1.3 医院感染预防措施的实施

1.3.1 对照组 该组患者执行《医院感染预防与

控制标准操作规程》中关于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的相关

措施[3]。由医院感染监督员随时观察医务人员的各项

操作，及时发现问题，予以指出整改，每月质控会议上

反馈目标监测的结果，利用石川图对对照组进行根因

分析总结找出 ICU医院感染及导管感染的相关因素。

1.3.2 干预组 该组患者保持上述医院感染预

防控制措施的基础上，针对对照组根因分析的 ICU医

院感染控制的薄弱环节，实施持续质量改进：①对每

个 ICU的员工强化进行手卫生教育；②每个月公示手

卫生暗访的结果；③多重耐药菌患者一旦确诊后立即

进行床旁隔离，专物专用，同时研究组成员每天对隔

离措施进行督查；④研究组成员每天对留置的导管进

行评估，尽早拔管。

1.4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医院感染的诊断参照

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4]进行诊断。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VAP)的诊断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

订的《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案)》[5]进行

诊断。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ASS 16.0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重点分析 ICU在质

量改进措施实施前与实施后医院感染相关指标的变

化，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医院感染高危因素 通过利用石川图对对

照组进行根因分析发现，ICU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除

患者方面的因素外，主要为医务人员手卫生意识薄

弱、洗手依从性差、多重耐药菌患者管理欠规范未严

格落实床旁隔离措施、未每日对导管留置的必要性进

行评估导致留置导管时间长、无菌操作不规范等。

2.2 医院感染发生率 医院感染预防在质量

改进措施实施前，ICU 入住患者 366 例，总住院日数

2 621 d，发生医院感染33例，医院感染率为9.02%，日

感染率为 1.26 %；质量改进措施实施后入住患者 556

例，总住院日数2 985 d，发生医院感染20例，医院感染

率为 3.60%，日感染率为 0.67%；实施医院感染预防质

量改进措施前后医院感染率及日感染率均显著性降

低，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2.3 导管相关感染发生率 对照组和干预组患

者的呼吸机使用总天数分别为 869 d和 1 230 d，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发生17例和6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

生率为 19.56‰和 4.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导尿管使用总天数分别为 1 600 d和 2 067 d，导

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发生 9例和 3例，导尿管相关尿路

感染发生率为5.62‰和1.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中心静脉插管的天数分别为 1 430 d和 2 127 d，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 4例和 5例，中心静

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为 2.79‰和 2.35‰，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病情危重合并严重的

基础疾病(神经系统疾病[6]、呼吸系统疾病[7]、糖尿病、

恶性肿瘤等)，导致抵抗力降低，且各种侵入性治疗(手

术、使用有创呼吸机、中心静脉插管、插入尿管等)操作

削弱了皮肤黏膜的屏障作用，为正常菌群的移位及外界

病菌侵入机体提供了条件，增加了医院感染的风险[8]。

本研究中，对照组 ICU医院感染发病率为9.02%，主要

原因包括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差，手卫生的必要性

及重要性认识不足[9]，多重耐药菌患者未分区管理，未

严格执行床旁隔离措施，医务人员未相对固定，未每

日评估导管留置的必要性等。干预组针对上述原因

持续实施相应的持续质量改进措施：高强度集中培训

手卫生知识，要求医务人员在“二前三后”[10-11]严格执

行手卫生，同时每个月公示手卫生执行的暗访结果，

多重耐药菌患者设置醒目的隔离标识、单间隔离、专

物专用，改进护士和护工排班的模式：在专人护理的

基础上，分组管理固定的床位，避免多重耐药病菌通

过医务人员的手在整个 ICU传播。与对照组相比，干

预组医院感染发生率降至3.60%(P<0.05)。

ICU医院感染发生率高，主要为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

染，是由于 ICU医院感染的风险与各种导管插管和侵

入性操作增多有关[12]。本研究中针对导管相关的医院

感染采取目标性监测，发现对照组及干预组均以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为主，对照组发生率为 19.56‰，低于周

启侠[13]采用集束化干预措施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前

的发生率为 25.4‰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对照组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高，除了人工气道使上呼

吸道丧失正常的生理功能，寄生于口咽部的细菌易

经气管插管蔓延至肺部，以及鼻胃管容易引起误吸

等危险因素 [14]外，还与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差、气

管插管留置天数延长[15]、多重耐药菌未实施分区管理

等薄弱环节有关。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由医

院感染监督员督促在无禁忌的前提下抬高患者床头

保持在 30°~45°的半卧位，利用重力作用减少胃食管

返流，减少误吸引起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危险 [16]；

并将口腔护理次数由每日 2 次增加至 4 次。同时持

续采取相应质量改进措施：(1)加强手卫生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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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每月公示手卫生执行情况的暗访结果；(2)每

日评估脱机指征，尽早拔出气管插管，缩短导管的留

置时间 [7]；(3)实施多重耐药菌患者的规范分区管理，

严格实行专物专用、固定责任护士等接触隔离措

施。干预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降至 4.87‰，较

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

本研究中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发生率对照组为

5.62‰, 低于易文华报道的 7.46‰[17]，分析发现主要与

导尿管留置时间长、护工在搬动患者过程中没有对导

尿管实施夹闭，使病原菌逆行引起感染有关。通过持

续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1)严格掌握插管指征，每日

评估膀胱功能尽量缩短导管使用天数；(2)严格执行无

菌操作技术；(3)加强对护工的监管和教育，严格规范

患者搬动过程中的导尿管护理。干预组导尿管相关

尿路感染发生率为 1.4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通过目标性监测发现对照组中心静脉导管相关

血流感染发生率为 2.79‰，主要与穿刺置管时是否采

用最大的无菌屏障、更换敷料时的无菌操作、留置时

间长短、穿刺部位有关，与林娟等[18]实施持续质量改进

后的平均感染率相近；干预组发生率为2.35‰，较对照

组虽有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针对

上述因素的改进措施应继续进行，并继续分析是否存

在其他危险因素。

在对重症监护病房开展医院感染的目标性监

测基础上，通过使用持续质量改进的管理工具对监

测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医院感染及导管相关感染的

危险因素。针对性地提出并落实相应的质量改进

措施，如强化手卫生教育和监管、加强多重耐药菌

患者管理、缩短导管留置时间等，可有效控制医院

感染的危险因素，显著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达到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患者生存

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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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ICU的刘雨村和张祖莉老师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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