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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

消毒供应中心质量管理对手术室
器械清洗包装质量的影响观察

苏继兰
（泰州市中医院 消毒供应中心，江苏  泰州  225300）

0　引言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的质量管理水平的高低影响着患者的

手术与治疗中所需器械的质量，这对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与

患者的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1]。所以，严格加强消毒供应中心

的质量管理，做好手术室器械清洗、消毒、包装、发放等环

节的工作，以保证手术室器械的安全供应 [2]。本次研究意在

观察消毒供应中心质量管理对手术室器械清洗、包装质量的

影响，为消毒供应中心质量管理工作做参照，以下为主要研

究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次的研究对象为我院消毒供应中心的 20
台设备，其中包含了全自动清洗消毒机、环氧乙烷气体灭菌器、

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等。

1.2　方法。我院消毒供应中心于 2014 年至 2017 年 12 月实

施了关于手术室器械清洗包装的质量管理，对清洗、消毒、

包装、发放等环节的工作质量展开严格控制管理。①对所有

工作人员开展培训，以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及服务意识，

让工作人员熟练的掌握消毒供应中心的各项工作流程及管理

规范，并通过考核后取得上岗证。②工作人员在未进入清洁

区前，应在缓冲间做好相关准备工作。③做好手术室器械的

清洁工作，确保手术室器械有效灭菌，清洗时须将手术器械

的用 U 型架打开轴节，将其平放在专用的器械框中，做好准

备工作后根据事先设定好的操作要求进行。④包装人员对手

术器械的质量及数量进行严格核对，器械包装时做好器械清

洗质量和功能检查，有轴节的器械打开轴节，包装做到严密

完好、不松散，包外信息齐全，保证包装质量。⑤工作人员

根据规范要求开展灭菌工作，使用专用灭菌架和篮筐装载灭

菌物品，灭菌包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手术器械包应平放，盘、

碗类应斜放，纸塑包装类侧放，以利于蒸汽的穿透和冷空气

的排出，并按规范要求做好各项监测工作，灭菌物品发放时

做好有效性检查，以保证手术器械的的安全发放 [3]。

1.3　质量评定标准。对比消毒供应室中心质量管理前后手术

室器械质量合格情况以及环境卫生学监测情况。其质量合格

评价内容包括了清洗、消毒、包装、发放质量及表格记录；

环境卫生学监测内容包括了工作人员手细菌量、空气中细菌

量、器械表面细菌量。

1.4　 统 计 学 方 法。 利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20.0 对 数 据 进 行
统计并加强分析，用（ ±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差异用 t

进行检验，用（%）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 χ 2 检验，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消毒供应中心质量管理前后手术室器械质量合格情况比

较。质量管理后手术室器械的清洗、消毒、包装、发放质量

的合格率均高于未实施前，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

如表 1 所示。

表 1　消毒供应中心质量管理前后手术室

器械质量合格情况比较 [n（%）]

时间 清洗质量 消毒质量 包装质量 发放质量 表格记录

实施前（n =90）78（86.67）72（80.00）73（81.11）74（82.22）76（84.44）

实施后（n =90）86（95.56）84（93.33）85（94.44）90（100.00）90（100.00）

χ 2 4.3902 6.9231 7.4568 17.5610 15.1807

P <0.05 <0.05 <0.05 <0.05 <0.05

2.2　消毒供应中心质量管理前后环境卫生学监测情况比较。

质量管理后的工作人员手细菌量、空气中细菌量、器械表面

细菌量均低于实施前，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消毒供应中心质量管理前后环境卫生学监测情况比较（ ±s）

时间 工作人员手细菌
量（cfu/cm2）

空气中细菌量
（cfu/cm2）

器械表面细菌量
（cfu/cm2）

实施前（n =90） 1.98±0.65 65.68±3.34 1.23±0.06

实施后（n =90） 0.52±0.06 59.68±4.67 0.42±0.02

t 21.2187 9.9140 121.5

P <0.05 <0.05 <0.05

3　讨论

消毒供应中心作为保障医院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部门，

对其工作实施规范化管理对医疗卫生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医疗管理质量的提升。消毒供应中心

中的清洗、消毒、包装、发放等环节均具有重要作用，所以

应增强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严格遵守各项操作流程。一方

面，加强所有工作人员的系统化培训力度，提高各项操作技能。

另一方面，作为消毒供应中心的重要内容，工作人员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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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手术室器械的消毒工作时，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打开其

关节，将其平放于专用器械框中，并放置于洗涤架上，做好

相关准备工作后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做好各个环节的相关操

作 [4-5]。此外，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应清点手术室器械

的数量，并把控其质量，分别经验收后再进行归类，放置于

无菌存放架上备用 [6-7]。经过对消毒供应中心的各个环节开展

质量管理，使得管理上更进一步得到完善，提高了工作人员

的专业技能及服务精神。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质量管理后手术室器械的清洗、消

毒、包装、发放质量的合格率均高于未实施前（P < 0.05）；

质量管理后的工作人员手细菌量、空气中细菌量、器械表面

细菌量均低于实施前（P < 0.05）。表明了消毒供应中心实施

质量管理后的各项管理水平均优于实施前。

综上所述，在消毒供应中心的手术室器械清洗包装上实

施质量管理，有效提高了清洗包装各环节的质量及手术室器

械的安全性，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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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病人集中的场所，越来越多的患者对就医条件

和环境要求越高，对医院的护理质量和医疗条件要求更高。

本次研究我院手术室应用流程护理管理，研究表明应用流程

护理管理可以提高护理质量，健康宣教方面观察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t =7.261，P < 0.05），

基础护理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t =6.253，P < 0.05），护患沟通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t =2.356，P < 0.05），操作技术

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t =5.263，

P < 0.05），护理文书书写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

统计学差异（t =4.225，P < 0.05），可以减少不良事件，可

以提高护理的满意度，此外，通过实施流程护理管理，可表

明本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存在一致性 [4-6]。从此次研究中可以

得出流程管理模式在我院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可以提高护理质

量，但不足之处还需要更大临床样本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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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一旦发病，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为

其家庭带来严重的负担。从临床分析来看，脑卒中属于危急

重症患者，有效的急诊护理流程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降低其致残率，还能改善患者的预后，帮助其早日康复。优

化急诊护理管理流程能为患者建立快速接诊、急救护理、病

情评估、常规检查以及护送等流程，让医疗急救工作能按照

预定的时间，有计划、规范化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急

诊科的急救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有效促进疾病相关检查及

相关干预的实施，优化脑卒中患者的急诊护理流程 [6]。本次

研究结果为：观察组接诊至确诊时间、确诊至治疗时间、48
小时内死亡率、致残率等临床结局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观察组基础护理、护理操作、服务态度、护理管理以及工作

效率等护理管理质量项目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总之，优化急诊护理管理流程对脑卒中患者预后有着良好的

影响，能有效缩短患者诊断时间，降低其病死率及致残率，

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抢救效果，改善其临床结局，提高护理质量，

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杜伟.急诊快捷护理流程在急性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016,7(9):206-208.
[2]　李云婷.急诊全程优化护理对急性脑卒中患者抢救成功率的影响

[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6,19(13):131-132.
[3]　蔡腊梅 ,曾晓花 .优化急诊护理路径对脑卒中患者临床结局及舒

适度的影响[J].中国医药导刊 ,2016,18(11):1165-1166.
[4]　钱细友 , 蔡海荣 ,黄秋萍 ,等.优化的急诊流程在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中的应用[J].中国中医急症 ,2017,26(3):562-564.
[5]　陆海英 .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脑卒中患者治疗的影响[J]. 现代实

用医学,2016,28(1):124-126.
[6]　封桃梨 ,黄亚娟 ,陈兰 ,等.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在抢救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J].中国实用医药 ,2017,12(35):13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