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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

结核科护士职业防护存在问题与管理措施
张莉华

（靖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  靖江  214500）

0　引言

当前结核已经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了，而

且作为常年在临床岗位的结核科护士，他们在工作中受到感

染的概率也越来越高 [1]。所以，结核科护士在日常工作时一

定要注意加强自我的职业防护，重视起对于结核科护士防护

中存在的问题，建立起适当的防范意识，进而采取相应的管

理措施，减少因为疏忽造成的职业危害，尽量避免职业中存

在的各项感染隐患。

1　当前结核科护士职业防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对病人健康知识宣教不充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人权

意识越来越强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结核科内医

生对患者的管理，出于尊重人权的出发点，导致医院内很多

关于感染控制方面的规章制度的落实程度不高。更严重的是，

甚至有一些生活习惯不佳或者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结核科患

者可以随意走动，进出病房、公共区域和医护人员的休息地

区无所顾忌，而且还在区域内随地吐痰、大声咳嗽，这不单

单对科室内的其他患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

医生和护士的健康，因此加强对于病人健康宣教是非常有必

要的。

1.2　护士自身的防护意识不强。护士作为白衣天使，在工作

时一直都是不怕脏、不怕苦的工作态度，这样乐于奉献的一

个职业道德很容易让护士在投入工作时忽视了对自己的保护。

同时还有一部分护士在工作时，存在着极强的侥幸心理，觉

得自己是不会被感染的，导致这部分护士在进行工作时没有

依照消毒隔离的制度严格进行操作，而且还随意地摆放和自

己有直接接触的生活用品，在进入休息区时也常常穿着被污

染了的工作服装，这些生活和工作上的不注意，很可能就会

加大自身被感染的概率。

1.3　硬件设施落后。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实力各个方面还

不够强硬，也还处于发展当中，因此在结核疾病的防治方面

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

我国很多的结合科病房已经非常的老旧，而且大多数的病房

也没有完全依照传染病病房的设置进行设计，这一情况直接

就造成了病房之内的区域分割划分不明，病房内的清洁区域、

污染区域以及半污染区域的划分都非常的不明晰。更有甚者

还存在一室多用的情况，工作当中人员复杂，室内的通风也

是一大问题。

1.4　结核科的护理人员不足。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感

染结核菌的人口已达五亿人次，其中活动性的肺结核患者达

600 万人，并且这一状况还未得到控制，每年依然还有 113
万的新增患者，且每年至少有 20 万人次死于结核疾病，一个

个的数字不得不让人重视起来。然而如今我国的结核护理人

员和当前的患者数目是非常不匹配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数目

的不和谐，直接导致了这部分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大，工作负

担重，进而导致其身体素质和免疫力下降，对于身边的传染

源没有抵抗性，极易受到感染。

2　结核科护士职业防护中具体的管理措施
2.1　加强对于痰液的管理力度。在患有开放性结核的病人打

喷嚏或是咳嗽时，往往会排出含有传染性的结核杆菌，这一

细菌在空气中结合形成气溶胶，且散落在空气当中，极易被

其他人体呼吸进入呼吸道，加大感染的概率。所以针对这一

问题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防止其在空气当中进行传

播，因此医生和护士需要对这类病人进行必要的教育，让他

们在咳嗽或打喷嚏时可以适当利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口鼻，切

断传染源 [2]。除了这个，护士在工作时需要依据工作的要求

佩戴好 16 层的棉纱口罩，并且要在鼻子的两侧凹陷处塞满棉

球。或者有条件者可以选择更加方便的非滤率达 95% 的 N95
防护口罩，在佩戴口罩时还需要注意每 4 小时就需要及时进

行更换。另外在医护区域，还可以每天使用紫外线进行一至

二次的杀菌处理，病区每个病室和医护区域使用空气循环消

毒机 24 小时不间断空气循环消毒，对痰找结核杆菌阳性者的

病室加用紫外线消毒，每天早晚各 30 分钟，消灭空气中存留

的飞沫和细菌，这一方法不单单有利于消除结核科的感染源

头，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科室内的交叉感染，对医护人员

起到保护的作用。

2.2　加强对于相应器械管理力度。近几年来，结核病患中，

乙肝合并艾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且乙肝和艾滋病的感染主

要途径之一就是诸如针刺类的医疗器械，因此当结核科护士

对病患进行治疗和护理时，一定要尽量管理好相应的器械。

例如护士在给患者进行注射时，一定要确认针头的稳固性，

而且在完成注射和采用其他步骤时切记不可将针头帽回扣，

并且在完成一系列操作时需要将针头准确放置在锐器盒当中。

在进行输液时，医护人员最好使用密闭式的无针输液或真空

的一次性采血管，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减少护士和患者血液的

接触，大大降低护士感染的概率。对于一些平时常用的器具

也要定期对其进行消毒，以防止交叉性的感染，在日常护理

时尽量使用一些一次性的安全的医疗用品。对于病人在吸氧

时使用的湿化瓶和一次性吸氧管要保证每天更换，更换后的

湿化瓶需要送中心供应室进行集中消毒处理，有条件者建议

使用一次性的湿化瓶，使用后的一次性湿化瓶规范处理。在

部分雾化吸入者进行雾化时尽量选择一次性的吸入装置，以

防止不必要的交叉感染情况发生。

2.3　加强对于病房内空气流动的管理力度。众所周知，结核

病房内都有着一些病毒和细菌，一旦不注意护士很可能通过

呼吸道呼吸造成感染。因此加强对于病房内空气流动的管理

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护士和医生一定要做好对病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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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让病患在平时保持室内的通风，加强病房之内的空气

流动力度。另外医院还可以适当在病房内安装排风系统进行

排风，保证病房内空气的新鲜度。

2.4　加强对于医护人员业务知识的培训力度。对医护人员进

行必要的业务知识学习和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

医护人员新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更加是医护人员提高自

身能力、增强工作信心的重要方式，护士通过这种方式，加

强自身的技术水平，使得在工作中可以更加地熟练。同时护

士还需要加强对于患者了解，在工作时要以患者为中心，和

患者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只有医护人员之间保持好良好的

关系，护士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压力也相应会小

很多。同时医院也要给医护人员定期开展心理辅导课程，舒

缓医护人员在工作时的情绪，让他们可以有一个饱满的、积

极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工作，而且病区排班要合理，保证护士

在夜班之后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休息，劳逸结合才可以有一个

好的体质。

3　结论
综上所述，护士在进行日常工作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对疾

病的预防，操作规范，树立起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对于疾

病感染的概率，一但发生健康问题也不要紧张，应该及时采

取措施 [3]。只要做好了相关的管理措施，一定可以大大降低

医患之间的感染问题，保证护理人员的健康。

参考文献

[1]　王容侠. 结核科护士的职业危害因素及防护措施 [J].中华医院感

染学杂志 ,2012,22(6):1152-1152.
[2]　叶江娥 . 结核科护士职业危害相关因素分析及防护措施研究 [J].

中国社区医师,2016,32(18):196-197.
[3]　徐晓倩. 职业保护意识在预防结核科护士职业暴露中的作用[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7(24):129-130.

（上接第 187 页）

这对临床静脉输液的安全性，合理性等都造成影响。静脉药

物调配中心的成立转变了传统的药物配置工作，使其加药不

再处于开放的状态下。更好的为患者的治疗提供安全、无菌

的保障，降低了安全事件的发生率，同时也降低了医护人员

的职业危害 [4]。

静脉用药配置中心的设立不仅能确保输液的治疗质量，

还能减轻在配药时的工作量，从传统的操作改进到目前每个

环节做好预防的工作，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治疗的效率，

相关工作有序实施，为药师对合理用药工作中的成效，建立

良好的基础条件。但是随着近几年临床用药等情况的调整，

静脉用药配置中心存在着工作量大，压力大，工作集中等问题，

这也对静脉用药配置中心的质量形成一定的隐患；持续质量

改进是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通过其实施使静脉

用药配置中心的工作达到更高、更优的标准。通过对以往工

作现状进行分析，制定明确的管理目标及管理对象，使静脉

用药配置中心的工作始至终保持在持续质量控制、保证和改

进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中 [5-7]。

本次研究结果充分说明静脉用药配置中心质量管理中持

续质量改进具有重要的作用，大大降低配置差错，违规操作

发生率，保证用药的安全，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王雅蘋 , 苏素红 , 朱光辉 ,等.持续质量改进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的应用[J].医院管理论坛 ,2013,30(10):45-47.
[2]　王聚全. 探讨静配中心提高药物调配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方法 [J].

中国卫生产业 ,2015,12(23):68-70.
[3]　龚如燕.静配中心药物调配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方法探讨 [J].中国

继续医学教育,2016,08(07):173-174.
[4]　范静,高珊珊 ,乔伟立 ,等.医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差错分析及防

范措施 [J].中国药房,2015,26(4):565-567.
[5]　骆丽裴.持续质量改进在药库药品管理中的应用探索 [J]. 海峡药

学,2016,28(7):291-292.
[6]　伍媚 , 符瑞玲, 刘群. 浅析静配中心洁净管理应用价值 [J]. 继续

医学教育,2015,29(8):115-116.
[7]　吴建平.持续质量改进在静脉用药配置中心质量管理中的应用[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7(11):138-139.

（上接第 176 页）

常见的配伍禁忌问题，另外在选择药物种类和剂量时，要根

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和疾病特点用药。③加强对患者的用药指

导：医护人员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解释用药时的注意事项、

不良反应和禁忌症等，提高患者的认知。特别是心血管疾病

患者多数年龄较大，记忆力有所下降，所以在用药时会出现

记错服药时间、剂量，甚至忘记用药等问题，所以医护人员

要加强对患者的用药指导，先评估患者的记忆力、精神状态、

视力等情况，确定患者用药时可能出现的不安全隐患，然后

针对患者实际情况进行指导 [9-10]。

4　结论

心血管内科疾病出现的用药问题较多，医护人员需要针

对各种用药问题进行分析，寻找原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

决措施，从而提高心血管内科疾病的合理用药水平。

参考文献

[1]　晏文宇, 韩琼 ,冯婷婷,等.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的常见问题及合

理用药分析 [J].临床合理用药 ,2016,9(28):82-83.

[2]　薛亚英 .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医学

理论与实践 ,2011,24(24):3018-3019.
[3]　张小明.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 海峡

药学,2015(8):210-211.
[4]　凌大文 .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 现代

诊断与治疗,2014(14):3211-3212.
[5]　殷江明.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中西

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2015,3(34):46-47.
[6]　薛华 .论心血管内科的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中

国医药指南 ,2013(19):265-266.
[7]　赵玥 , 郑敏 .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

中国药物经济学,2014,24(s1):176-177.
[8]　胡金明.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的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 临

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2017,4(40):7886-7886.
[9]　祝国强.心血管内科合理用药的现状及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分析[J].

延边医学,2014 (36):179-180.
[10]　费必超 .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常见问题及合理用药分析 [J]. 心血

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 ),2016(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