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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控制对预防院内感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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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院内感染预防工作中强化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控制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

对象为我院消毒供应中心任职的护理人员，共 58 例，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在该科室工作开

展中，按照护理管理方式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实施护理质量控制的观察组护士共 29 例，

应用常规管理的对照组护士 29 例，对两组护士的工作效果进行评价比较。结果 两组消毒供应中心护士在考

核分数、工作满意评分、消毒灭菌工作不合格情况的比较中，观察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另一组，组间差异符

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结论 强化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上的控制，可减少工作差错，在提

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又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院内感染事件的发生，确保患者的治疗安全。 
【关键词】院内感染；消毒供应中心；质量控制；效果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in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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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in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s in the prevention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nursing staff working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of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58 cases, the time is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0,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nursing 
management Experiment in groups. Among them, there were 29 nur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implemented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and 29 nur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used routine management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work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es. Results: In the comparison of assessment scores, job satisfaction 
scores, and unqualified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work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nurses, the observation group's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met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valuation criteria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o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can reduce work errors. While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it can als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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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重要科室，内部工作人员

主要负责医疗器具、设备及其他医用产品的消毒灭

菌处理，后投入至临床使用，保证各项治疗工作顺

利的展开。从医院人员安全性的角度上来看，消毒

供应中心工作质量是否可靠有着重要意义，能够有

效的预防院内感染事件的出现，对病人、病人家属

及医护人员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为此，医院需加

大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的控制力度，对每一位护

理工作人员进行严格要求，从人员培训、制度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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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工作的分配与监管等方面入手，消除工作中存

在的隐患风险，全面提高消毒供应中心的质量管理

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 58 例消毒供应中心的护

理人员，按照科室护理管理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将

其分为了两组分别展开对照实验。其中，观察组包

含男女护士 2 例、27 例，年龄最大 43 岁，对应平

均值为（31.47±3.45）岁，存在本科、专科学历；

对照组包含男女护士 4 例、25 例，最小年龄 22 岁，

学历类型与上一组患者相同。本次研究在所有护士

知情并且签署同意书的情况下开展，从护士年龄、

文化程度、性别等基本资料的整理上来看，差异不

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管理方式用于对照组[1]。在相关工

作质量的要求下，护士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完成各

种医用产品的消毒工作，由专门的人员进行产品名

称、型号等相关信息的记录。待产品消毒完成后，

妥善整理，并将其分发至医院相关科室使用。 
将护理质量控制用于观察组。首先，作为消毒

供应中心护理工作的主要执行者，护理人员自身专

业水平的高低对于工作的高效实施起着重关重要的

作用。为此，医院要加强科室中护理人员的培训，

强化操作技能上的训练，对护理人员严格要求，动

作需准确、规范，减少人为差错。为了解每次培训

工作的开展情况，结束后需要对每一位护士进行考

核，以此来检验护士的工作能力提升情况。另外，

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管理制度，采用责任落实制，

明确分工，提高护士的工作责任感[2]。其次，注重

无菌链的建立。在医用器械整个消毒过程中，应强

化工作细节上的管理，包括器械的存放、归类、消

毒灭菌处理方法上的选择及相关信息的填写等内

容，形成消毒灭菌链，使得各个环节均能够统筹兼

顾，便于对工作质量的检查与监督。除此之外，在

器械消毒灭菌处理过程中，护士还需注意自我保护，

尤其是一些锐器，稍不留神，可能会扎伤自己。针

对在清洗中存在故障的器械，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

换。部分电源性的器械，需由专人定期进行保养，

一般使用水溶性的润滑剂来进行处理。最后，在完

成医用器械的消毒灭菌处理工作后，由特定的包装

包裹，并将器械的型号、名称等基本信息在包装上

标写清楚，由专门的车辆将物品移送至制定科室。

期间，双方工作人员需做好交接。在消毒供应室环

境方面，应时刻保持干净、无污染的状态，洗手时

使用洗液盒塑干型消毒剂，确定手部不会携带细菌，

一切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来执行。另外，在消毒供

应中心每项工作完成后，必须由专人对工作质量进

行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工作上的问题，尽快处理[3]。 
1.3 观察指标 
在两种护理质量管理方式下，分别对护士培训

后的考核分数进行统计、整理，针对消毒供应中心

护理质量的控制效果，由护理人员的满意调查进行

评价。另外，统计护理管理期间消毒供应中心消毒

灭菌工作不合格事件的发生情况，包括发放不合格、

灭菌不合格、包装不合格等内容。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的数据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

进行整理，计量单位用（x±s）表示，计数单位用%
表示，分别使用 t、x2 进行检验，当组间差异符合 P
＜0.05 的要求，视为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2 结果 
2.1 在护士考核成绩、护理满意度评分两项指标

的比较上，观察组对应分值明显高于另一组，差异

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详细数据

请见表 1。 

表 1 两组护士考核成绩、护理满意度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考核分数 护理满意评分 

观察组 29 95.78±5.72 96.28±3.24 

对照组 29 83.24±4.84 80.24±2.46 

X2值  8.246 7.214 

P 值  ＜0.05 ＜0.05 

2.2 在消毒灭菌不合格率的比较上，观察组对应

概率值明显低于另一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

判标准（P＜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2。 
3 讨论 
在医院各项医疗活动开展中，通常会涉及到较

多医用产品的使用，而无菌是产品必须达到的一个

标准，以此来保证产品的安全。面对医院数量较多

的患者，每日医用器械的使用频率不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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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消毒灭菌工作不合格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灭菌 
不合格 

发放 
不合格 

器械消毒 
不合格 

包装 
不合格 

不合 
格率 

观察组 29 1 0 0 1 6.70 

对照组 29 2 2 3 2 31.03 

X2值      13.546 

P 值      ＜0.05 

在这种情况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必须恪尽职

守，保持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高质量完成医用

产品的消毒灭菌工作，以便达到产品使用的要求[4]。

一般情况下，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内容比较复杂，

涉及到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供应等多个环节。

为满足各个科室对医用器械的需求，工作人员需在

保证操作准确的同时，又要讲究速度，高效率完成

各项工作。不过，正是因为复杂的工作流程与繁琐

的操作步骤，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工作差错的发生

几率，若器械消毒灭菌处理不合格，有可能会引发

较大的医疗事故。为此，在消毒供应中心工作开展

中，应吸取之前的教训，在护理质量控制上，寻求

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少工作差错，消除院内感染

的发生风险[5]。 
现如今，我国医疗事业在快速发展当中，对消

毒供应中心护理工作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

对护理工作质量的控制，明确指出了具体的方向，

护理人员的培训得到加强，相应的管理制度也更加

健全，在实际工作开展中，责任分明，工作流程清

晰，护理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不仅提高了消毒供

应中心工作的质量，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感也得到

明显加强，为医院消毒供应中心专业人才的培养创

造出了有利的途径。 
在本次研究中，实施护理质量控制的观察组护

士的工作满意度与考核分数明显高于另一组，并且

消毒灭菌工作不合格率显著降低，指标差异符合统

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由此可见，护理

质量控制对于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消毒灭菌合格率的

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值得医院推广与采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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