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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卫计办〔2013〕27 号 

 

市卫计委关于印发武汉市医疗机构消毒和医院

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规范的通知 

 

各区卫生局，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医疗机构感染性疾病防控工作，根据《传

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规定，

我局组织对《武汉市医疗机构消毒隔离管理规范（试行）》(武卫

〔1998〕138 号)和《武汉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消

毒隔离管理工作的通知》(武卫〔2005〕118 号)进行了修订，形

成了《武汉市医疗机构消毒和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规范）。现印发给你们，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请各区、各单位切实贯彻落实。 

一、各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医疗机构消毒隔离工作，落实

传染病及医院感染综合防控措施，严防感染性疾病在医疗机构的

暴发和流行，保障医疗安全。 

二、按属地化管理原则，各区卫生局要加强辖区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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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防控工作的监督管理和组织协调，督促落实各项消毒

隔离与医院感染防控措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对该项工作

的督促和技术指导，定期开展消毒与医院感染专业人员培训和相

关消毒灭菌质量监测工作。卫生监督机构要依法对医疗机构开展

经常性的常规监督检查。 

三、各医疗机构要明确在感染性疾病防控工作中的职责，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意识，将其消毒隔离与医院感染防控工作

纳入本单位日常绩效考核重要内容；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定期

开展培训、规范开展监测与检查工作、配备必要的消毒灭菌设备

和药品；要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消毒隔离与医院感染薄弱环节，

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督促落实，以确保医疗机构各项消毒灭菌、

医院感染防控指标达到国家相关要求。同时，要积极配合市医院

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完成相关工作。 

四、市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要积极发挥管理、协调与

技术支持作用，按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针对武汉地区医疗机构

消毒隔离与医院感染的薄弱环节，定期组织各医院感染监控网络

成员单位开展相关专题调研与监测工作。 

五、我委将消毒隔离与医院感染控制工作纳入医疗机构日常

绩效管理考核重要内容，适时组织对各医疗机构贯彻执行规范的

情况进行检查考评并通报。 

 

 

2013 年 5 月 24 日 

（市卫生局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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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医疗机构消毒和医院感染质量 

管理与控制工作规范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武汉地区医疗机构消毒隔离、医院感染控制监

测与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医疗机构传染病等感染性疾病的

发生与流行，保障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消毒管理办法》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特制定本工

作规范。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武汉地区二级及以上各类医疗机构，包括综合

医院、专科医院、民营医院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以及门诊部、个体诊所、医务所(室)等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参照

执行。 

二、管理要求 

（一）组织管理与制度建设 

1.有医院感染管理组织，建立医院感染管理责任制，制定、

不断修订完善并落实消毒隔离、医院感染管理的工作制度或/和

规范；有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计划和总结、会议记录或会议简报，

针对日常院感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反馈及改进措施。 

2.住院床位数在 100 张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应当成立医院感

染管理委员会和设置独立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并按每 250 张实

际开放病床配备 1 名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根据各医院实际情

况，专职人员由临床医学、护理、公共卫生、临床微生物学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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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专业人员组成。三级综合医院、中医院及民营医院至少配备 1

名专职临床医师；二级综合医院、中医院、专科医院及民营医院、

三级专科医院应至少配备 1名专（兼）职临床医师。医院感染管

理部门负责人，三级医院应具备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二

级应具备中级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称。 

3.住院床位数在 100 张以下的医疗机构应当指定分管医院

感染管理工作的部门并至少有 1名医院感染管理专（兼）职人员。 

4.医院感染管理部门按《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及处置管理规

范》（卫医政发〔2009〕73 号）等相关规定，配合本单位有关部

门（科室）做好医院感染暴发的报告和处置。按国家有关要求，

参与本单位相关管理部门对多重耐药菌监测工作进行监管；对临

床重点部门（科室）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建筑卫生学布局进行审

查；对消毒药械和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器具的相关证明进行审

核；对医疗废物、污水处置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二）人员培训 

1.医院感染管理专（兼）职人员应定期参加国家、省、市组

织的岗位培训，持证上岗。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负责人应每年参加

市级及以上组织的有关消毒隔离、医院感染防控知识培训及学术

讲座，专（兼）职人员应至少每 2年参加一次区级及以上的相关

培训。 

2.每年对本单位相关人员开展培训，有消毒隔离和医院感染

知识培训计划、记录，培训人员应涉及医、护、技及工勤人员。 

（三）消毒灭菌与医院感染监测 

1.医疗机构自身监测 



 

 - 5 - 

（1）总体要求 

每年有本单位消毒灭菌和医院感染监测计划，按相关规范要

求定期对手术部（室）、层流洁净病房、骨髓移植病房、器官移

植病房、重症监护病房（ICU）、产房、新生儿室、母婴室、导管

室、内镜室、口腔科、血液透析中心（室）、烧伤病房、感染性

疾病科、消毒供应中心（室）、污水处理站等具有感染高风险的

重点部门（科室）开展环境卫生学监测、消毒灭菌效果监测、医

院感染监测、多重耐药菌监测，监测结果符合有关要求；对监测

不合格情况有持续改进措施及记录，有条件的可实施相关干预措

施，监测资料和记录保存完整。 

（2）环境卫生学监测 

每年每季度对手术部（室）、层流洁净病房、骨髓移植病房、

器官移植病房、ICU、产房、新生儿室、母婴室、导管室、内镜

室、口腔科、血液透析中心（室）、烧伤病房、感染性疾病科等

重点部门（科室）进行空气、物表、医务人员手等进行卫生学监

测；当怀疑医院感染暴发与环境卫生学有关时，应按《医院消毒

卫生标准》（GB15982-2012）、《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 

367-2012）等要求及时开展相关监测。 

（3）消毒灭菌效果监测 

①使用中消毒剂、灭菌剂的监测：每年每季度对使用中消毒

剂、每月对使用中灭菌剂进行微生物监测；同时，对使用中消毒

剂、灭菌剂按要求进行有效浓度化学监测（如内镜室使用中消毒

/灭菌剂每日定时监测），有记录。 

②消毒灭菌质量监测：对医用灭菌器开展物理、化学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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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物理监测每灭菌批次监测，化学监测每包必测，生物监测

每周 1次（环氧乙烷灭菌每批次监测、过氧化氢等离子灭菌每天

至少监测1次），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每天灭菌前必须进行B-D

测试；有统一的《医用灭菌器灭菌效果监测登记本》，并记录完

整、有相应的检验报告单；监测结果应符合《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 3 部分 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WS 310.3-2009）等

相关要求。当流行病学调查怀疑医院感染事件与灭菌物品有关

时，应进行相应物品的无菌检查。 

③紫外线监测：对新购置的紫外线灯应进行辐照强度检测；

使用中的紫外线灯应每半年进行 1 次辐照强度监测，监测结果符

合有关要求；循环风紫外线空气消毒器应遵循卫生部消毒产品卫

生许可批件批准的产品使用说明规定进行监管，正确安装使用与

维护。有统一的《紫外线空气消毒使用登记本》，其使用日期、

场所、消毒时间、累计时间、使用人签名等登记项目齐全。 

④其他相关监测：对本单位污水开展化学监测和微生物监

测。化学监测每天上下午各 1次；微生物监测粪大肠菌群每月 1

次，肠道致病菌至少每半年 1次，监测结果符合《医疗机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等相关要求。对血液净化系统

的透析用水、透析液等按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进行监测（相关指标

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监测）。相关监测均有记录和相应的检

验报告单。 

（4）医院感染监测 

结合本单位实际，定期开展全院或重点部门（科室）的医院

感染监测（包括全院综合性监测和/或目标性监测），有记录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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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监测工作应符合《医院感染监测规范》（WS/T 312-2009）

等相关要求。 

（5）多重耐药菌监测 

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革兰

阴性细菌、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PDR-AB）、泛耐药的铜绿假

单胞菌（PDR-PA）等多重耐药菌监测，监测资料内容详实；同时，

结合本单位实际及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定期进行汇总、分析与反

馈。 

2.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测 

按照属地化并结合分级管理原则，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

对市直管医疗机构（包括部、省级以及市级医疗机构）的消毒灭

菌效果开展监测；其余医疗机构由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

其监测范围、对象、项目及频次按《武汉市医疗机构消毒灭菌效

果监测工作方案》（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另行文规定）执行。 

（四）手卫生管理 

1.医疗机构按照《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WS/T 313-2009）

等相关要求，设置方便、有效的手卫生设备和设施，医疗活动相

关场所洗手处应张贴洗手流程图。 

2.重点部门（科室）应配备非手触式水龙头开关。 

3.干手方法应达到没有二次污染、方便、可行的要求，重点

部门（科室）宜选择干手纸巾。 

4.治疗车（盘）、诊疗台、ICU、新生儿病房床旁等地方配备

有速干手消毒剂，且手消毒剂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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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循手卫生相关要求。 

（五）消毒药械和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管理 

1.医疗机构使用的消毒药械和一次性使用医疗卫生用品应

是合格、证照齐全的产品，并在有效期内。 

2.一次性使用医疗卫生用品的进货、储存、发放等环节符合

有关要求，并有登记。 

（六）医疗废物、污水管理 

1.按卫生部《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废物

分类目录》等相关要求，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密闭运送，

并实施无害化处理。未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各种玻

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可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利用。 

2.医疗废物有专门的暂存间，其暂存条件符合规定要求，暂

存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时。 

3.感染性废弃物置入专用包装物内，密闭运送；锐器(针头、

穿刺针、刀片等)用后置入一次性锐器盒内收集转运，锐器盒不

得重复使用。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与容器符合国家规定，外标识

明确。新城区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后

的一次性医疗器具（注射器、输液器针头等）和容易致人损伤的

医疗废物，应当消毒并作毁形处理后，及时焚烧或集中填埋。 

4.医疗废物交接登记内容完善，登记资料齐全，并至少保存

3 年。 

5.医疗废物的暂存间环境及贮存、转运容器等每天进行定期

清洁和消毒。 

6.有污水处理站（间）及其设备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其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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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力应与本单位污水实际产出量相匹配，并保证正常运转。

应急情况下（如污水处理设备维修暂停使用时等）须采取临时人

工投加化学消毒剂方式进行污水处理。 

7.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8466-2005）等相关要求后方能排放。 

8.医疗废物、污水处理工作有专（兼）职人员管理，并有专

门的相关知识和职业防护培训。 

（七）重点部门（科室）管理 

1.消毒供应中心（室） 

（1）实行消毒供应工作集中管理，对本单位所有需要消毒

或灭菌后重复使用的诊疗器械、器具（包括外来医疗器械）和物

品进行集中清洗、消毒、灭菌和供应；其中内镜、口腔诊疗器械

的清洗消毒，可依据卫生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也可实行集中统

一清洗、消毒。 

（2）区域相对独立，宜接近手术室、产房和临床科室，周

围环境清洁、无污染源；内部通风、采光良好；不宜建在地下室

或半地下室。 

（3）建筑布局应符合《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 1 部分 管理

规范》（WS 310.1-2009）等相关要求，三区（去污区、检查包装

及灭菌区、无菌物品存放区）划分清晰，标志醒目；人、物流向

合理，不逆行。 

（4）根据消毒供应中心（室）的规模、任务及工作量，按

照《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 1 部分 管理规范》（WS 310.1-2009）

等相关要求，合理配置清洗、消毒、灭菌设备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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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备有相应的防护用品，如圆帽、口罩、隔离衣、防

水围裙、手套、专用鞋、护目镜、面罩等。 

（6）医用灭菌设备操作人员应通过省市级专业机构培训、

考核，持证上岗，操作人员相对固定。 

（7）建立质量管理追溯制度，有条件的单位可开展全程质

量控制。 

（8）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应符合《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 2 部分 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WS 310.2-2009）等

相关要求；消毒灭菌物品的收集、分类、清洗、消毒、干燥、器

械检查与保养、包装、灭菌、储存及无菌物品发放等环节符合规

范要求。 

（9）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应符合《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 3 部分 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WS 310.3-2009）等

相关要求；清洗、消毒、灭菌质量的物理、化学、生物监测规范，

记录完整详细。 

2.手术部（室） 

（1）布局合理，分区明确，标识清楚。 

（2）设有医务人员和病人出入通道，宜设污物通道；物流

做到洁污分开，流向合理，条件受限时须密闭运送。 

（3）无菌物品规范管理，有专室存放。 

（4）手卫生设施符合本规范手卫生管理规定，水龙头数量

不少于手术间的数量；配备有清洁剂、手消毒剂和干手物品。干

手巾应每人一用，用后清洁、灭菌；盛装消毒巾的容器应每次清

洗、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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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洁净手术部（室）的建筑布局、基本配备、净化标准

及用房分级等，以及洁净手术室的日常维护使用（包括过滤网的

更换、洁净度的监测等），应符合《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GB50333-2002）等相关要求。 

（6）宜设置隔离或感染手术间，已知具有感染或传染性的

手术病人,手术医生应在手术通知单上注明手术病人的感染性疾

病名称，并安排在隔离或感染手术间进行手术。未设置隔离或感

染手术间的医疗机构不得施行感染手术。 

（7）手术室的工作区域，应当至少每 24 小时清洁消毒 1 次。

连台手术之间、当天手术全部完毕后，应对手术间及时进行清洁

消毒处理。 

（8）医疗废物管理符合本规范医疗废物管理的相关要求。 

3.产房 

（1）布局合理，严格划分三区，标志明显。 

（2）限制区内设置正常分娩室、隔离分娩室、无菌物品存

放间、刷手间等；半限制区内设置待产室（室内设卫生间）、隔

离待产室（室内设卫生间）、器械室、办公室等；非限制区内设

置更衣室、产妇接待室、污物处置室、卫生间等。 

（3）相关消毒隔离与医院感染控制要求参照手术部（室）

管理执行。 

4.ICU 

（1）布局合理，设置医务人员和病人出入口，宜设污物通

道。病区内医疗区域、污物处理区域和医务人员生活辅助用房区

域应相对独立。医疗机构收治呼吸道传播的感染病人时，宜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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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间负压病室；收治其他感染性疾病（包括耐药菌感染）病人时，

宜设有单间（隔离）病室。 

（2）对所有病人实施标准预防措施；对感染性疾病（包括

耐药菌感染）病人，应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

即实施接触隔离措施如单间病室隔离、有隔离标志、诊疗器械/

设备/用品专用或一用一消毒等。 

（3）病区严格限制非医务人员探访；确需探访的应穿隔离

衣，并遵循有关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的规定。 

（4）按《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 367-2012）等相

关要求，开展环境及诊疗器械/设备（如湿化瓶、引流瓶、呼吸

机和麻醉机及其相关导管等）的常规清洁与消毒；出现或者疑似

有多重耐药菌感染暴发时，应当增加清洁和消毒频次。 

（5）各区域清洁用品应分区使用，使用后清洗消毒，晾干

分类放置。 

（6）按《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卫办医政

发〔2009〕23 号）等相关要求，符合本规范手卫生管理要求规

定，并配备足够数量的手卫生设施。 

（7）医护人员按《医院隔离技术规范》（WS/T 311-2009）

等相关要求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配备有相应的防护用品。 

（8）按要求进行医疗废物管理与处置。 

5.内镜室 

（1）内镜的清洗消毒与诊疗工作分开进行，分设单独的清

洗消毒室和内镜诊疗室，清洗消毒室通风良好（有排气装置），

不同部位内镜的清洗消毒设备应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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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部位内镜的诊疗工作分室进行；上、下消化道内

镜的诊疗工作不能分室进行的，应分时间段进行；灭菌内镜的诊

疗应在达到手术标准的区域内进行，并按照手术区域的要求进行

管理。 

（3）配备与医疗规模、接诊病人数相适应的一定数量的内

镜及附件，以及基本的清洗（如超声清洗、高压水枪等）、消毒

设备等。 

（4）严格执行内镜清洗消毒程序，内镜清洗消毒登记及时、

完整；按要求开展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并做好记录，监测结果应

符合《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15982-2012）等相关要求。 

（5）消毒后的内镜应储存于专用储存柜内，每周清洁消毒

1 次储存柜；灭菌后的内镜及附件应按无菌物品的储存要求进行

储存。 

（6）从事内镜诊疗和内镜清洗消毒工作的医务人员，定期

接受清洗消毒、医院感染管理等相关知识培训，并按要求采取有

效的个人防护措施。 

6.口腔科 

（1）口腔诊疗器械清洗、消毒与诊疗工作分室进行，布局

合理。 

（2）按《医疗机构口腔诊疗器械消毒技术操作规范》（卫医

发〔2005〕73 号）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清洗消毒/灭菌工作程

序，做到凡接触病人伤口、血液、破损粘膜或者进入人体无菌组

织的各类口腔诊疗器械，一人一用一灭菌；接触病人完整粘膜、

皮肤的口腔诊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接触病人体液、血液的



 

 - 14 -

修复、正畸模型等物品，送技工室操作前须消毒。 

（3）口腔器械宜选用纸塑式独立包装；口腔诊疗器械首选

压力蒸汽灭菌，采用快速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器械，可不封袋包

装，灭菌后 4小时内使用，不能储存；无菌物品按规范要求存放。 

（4）按要求开展消毒灭菌效果监测（包括灭菌器物理监测、

化学监测、生物监测以及使用中消毒剂有效浓度监测等），并有

记录。 

（5）医用灭菌设备操作人员应通过省市级专业机构培训、

考核，持证上岗。 

7.检验科 

（1）布局合理，工作区与辅助区分开，区域间有实际屏障。 

（2）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程，静脉采血须做到一人一

针一管一巾一带，微量采血应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片，工作人员

接触病人的血液时须戴手套，操作结束后及时洗手或手消毒。 

（3）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

液等高危险废物，应当首先在产生地点进行压力蒸汽灭菌或者化

学消毒处理，然后按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并有记录。 

（4）保持室内清洁卫生，每日开窗通风，各种地面和物体

表面进行常规清洁、消毒。 

（5）结合本单位主要目标菌，开展细菌耐药监测，并做到

有总结与分析及结果通报。 

（6）BSL-1、BSL-2 实验室取得备案证明，实验室操作人员

在进行检验操作时应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 

8.血液透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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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进行执业登记，方可进行血液

透析工作。 

（2）布局合理、分区明确、标识清楚，严格区分清洁区、

相对污染区和污染区，医务人员和病人进入透析区的通道应分别

设置；开展透析器复用的，应设置复用间（复用清洗区与复用贮

存应分区设置）；传染病病人透析应分区、分机进行隔离透析。 

（3）建立严格的接诊制度，实行病人实名制管理；对所有

初次透析的病人进行 HBV、HCV、HIV 及梅毒感染相关检查，并至

少做到每年复查 1 次。HBV、HCV、HIV 及梅毒感染病人不得复用

透析器。透析管路禁止复用。 

（4）定期对水处理机和供水管路进行消毒冲洗，对透析机

根据使用说明书进行消毒。 

（5）按要求定期开展环境卫生学监测（至少每季 1 次），并

有记录；透析用水、透析液质量按要求开展相关指标检测（化学

污染物 1 年 1 次，细菌培养每月 1 次，内毒素每 3 个月 1 次），

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9.新生儿病房 

（1）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区域，洁污分开，功能流向合理。 

（2）设有新生儿专用沐浴、配奶区域。 

（3）应配备必要的清洁和消毒设施，每个房间内至少设置

1 套洗手设施、干手设施或干手物品，洗手龙头开关应当为非手

触式。 

（4）建立严格的探视制度，限制探视人数。 

（5）按《新生儿病室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卫医政发



 

 - 16 -

〔2009〕123 号）等相关要求，蓝光箱和暖箱应每日清洁并更换

湿化液，一人用后一消毒；雾化吸入器、面罩、氧气管、体温表、

吸痰管、浴巾、浴垫等应一人一用一消毒；湿化瓶、吸痰瓶应每

日更换清洗消毒；奶嘴用后及时清洗消毒；奶瓶由配奶室统一回

收清洗、高温或高压消毒；盛放奶瓶的容器每日应清洁消毒；保

存奶制品的冰箱应定期清洁与消毒，并有记录。 

（6）新生儿使用的被服、衣物等应保持清洁，每日至少更

换一次，污染后及时更换。 

（7）发现特殊或不明原因感染患儿，应实施单间隔离、专

人护理，并采取相应消毒措施。 

（8）建立新生儿病房医院感染监控和报告制度，开展必要

的环境卫生学监测和新生儿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 

10.感染性疾病科 

（1）设在医疗机构相对独立的区域，与普通门诊/病区隔离，

有单独的医务人员、病人出入口（病区应设污物通道）。 

（2）感染性疾病科门诊/病区设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

区，并布局合理、分区清楚。其内部应按要求设置各诊室和功能

用房，有病人专用卫生间；设有呼吸道（发热）门诊的，应设立

两通道和三区之间的缓冲间，诊室有机械通风设备，并设置隔离

留观室；设有感染性疾病病区（房）的，其建筑规范、医疗设备

和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各区域、诊室有明确的标识与标志。 

（3）医疗机构门诊应设置感染性疾病预检分诊处（台）。 

（4）感染性疾病科门诊隔离留观室和病区（房）应按不同

种类的感染性疾病分室收治病人；条件受限的，可按同种感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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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同种病原体感染病人分室收治；室内设卫生间。 

（5）保持室内清洁卫生，每天对物品及环境进行清洁消毒；

病人出院、转院或死亡后应对病房（室）进行终末消毒，并有记

录。洁污分开放置。 

（6）各诊室、病室有流动水洗手设施，医务人员遵循标准

预防原则，在诊疗、护理每个病人和接触污染物品后，应严格按

照手卫生规范及时地进行洗手或手消毒，必要时戴手套。 

（7）配备足够的个人防护用品（如外科口罩、N95 口罩、

防护服、隔离衣、手套、防护面罩等）。 

（8）医疗废物、生活废物均按感染性废物处理。医疗废物

应使用双层包装物及时密封；对特殊传染病（包括感染性疾病）

病人使用过的废弃物还应有标识。 

11、洗衣房 

（1）设在远离诊疗区域的独立场所，应设污染区和清洁区，

布局合理；有收物交接和运送清洁医用织物两通道。 

（2）有洗衣房管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和洗涤消毒流程。 

（3）应配备相关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以及洗手设施，有条

件的宜使用卫生隔离式洗涤烘干设备。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

需设专用轮换库。 

（4）有专人从事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接受过岗前培训。

工作人员在进行医用织物收集、分捡、洗涤时应做好个人防护，

接触污染织物后应洗手，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至少每年 1次）。 

（5）医用织物的分类、分捡、洗涤/消毒等应符合《可重复

使用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DB42/T 802-2012）等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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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6）每天应对医用织物运输工具、洗涤消毒设备与环境表

面进行清洗和擦拭消毒处理，有记录。 

三、有关说明 

（一）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规范要求，每两年对各医

疗机构组织一次专项工作检查、考评，并通报检查结果。 

（二）每次专项检查、考评得分占总分 70%（每所受检的医

疗机构须抽查不少于 3个重点部门/科室）；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

年开展的消毒灭菌质量监测结果占总分的 30%（取 2 个年度的平

均分值计，合格率≥85%计满分，其中三级医疗机构≥90%计满

分）。 

（三）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武汉市医疗机构消毒和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 

     检查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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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汉市医疗机构消毒和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 

工作检查评分标准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一、 

组织 

管理 

*1、有健全的医院感染管理组织，明确各级管理组织职责，

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会议至少每年 2 次并做好记录；100

张床位以上应当设置独立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 

2、按每 250 张床位配备 1 名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二

级医院（含三级专科医院）至少配备 1名专（兼）职临床

医师，三级医院至少配备 1名临床医师。 

*3、住院床位数在 100 张以下的医院配备 1名医院感染管

理专（兼）职人员。 

4、二级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负责人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

称，三级医院应具备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5、专职人员持证上岗。 

6、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参与消毒药械和一次性医疗用品的

相关证明及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建筑卫生学的审查等工

作。 

6 查看资料。 

1、组织不健全扣 2 分；未按要求设置独

立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扣 1分，无正式文

件扣 0.5 分，无会议记录或次数未达要求

扣 0.5 分。 

2、按每 250 张床位配备一名专职人员标

准，少 1名扣 0.5 分；未配备临床医师扣

0.5 分。 

3、住院床位数在 100 张以下的医院未按

要求配备专（兼）职人员扣 1分。 

4、未配备符合要求的负责人扣 0.5 分。 

5、专职人员无上岗证每人扣 0.5 分。 

6、参与相关工作，缺 1项扣 0.5 分。 

扣完为止。 

  

二、 

制度 

建设 

结合本院实际制定医院感染管理规章制度，工作有计划、

总结，有持续改进的措施。主要制度有：*医院重点科室

消毒隔离制度、*一次性医疗器具及消毒药械管理制度、*

医疗废物/污水管理制度、*院感爆发报告控制制度以及院

感突发事件紧急预案及预防控制措施（含医疗废物流失、

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发生应急处置预案）、医院感染监

测与通报制度、手卫生管理制度、多重耐药菌监测与管理

制度、职业暴露感染后紧急预案及登记报告制度等。 

2 查看资料。 

每缺1项制度扣0.5分；无改进措施扣0.5

分；无工作总结和/或计划扣 0.5 分。扣

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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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与要求 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三、 

专业 

培训 

*1、有医院感染知识培训计划、记录，培训人员要涉及医、

护、技及工勤人员。全员培训每年至少 2次，新上岗医务

人员培训率达 100%。 

*2、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市级及以上组织的培训

每年至少 1次；专职人员参加区级及以上组织的培训每人

每 2年至少 1次。 

4 

查看资料及

现场询问。 

1、无培训计划或记录、参训人员不全、

次数未达要求每项扣 0.5 分；随机询问≥

2 名医务人员，有 1 名医务人员对医院感

染知识不知晓扣 0.5 分。 

2、每 1名专职人员未参加培训扣 1分。 

扣完为止。 

  

1、医疗机构自身监测： 

①环境卫生学：对重点科室空气、物体表面和医护人员手，

每年每季度开展一次微生物指标监测，有记录； 

②使用中消毒剂、灭菌剂：对消毒剂每年每季开展 1次、

灭菌剂每月开展 1次微生物监测，同时按要求进行有效浓

度化学监测，有记录。 

*③灭菌设备灭菌效果：对医用灭菌器开展物理、化学和

生物监测，物理监测每批次必测、化学监测每包必测；压

力蒸汽灭菌、干热灭菌和低温甲醛蒸汽灭菌生物监测每周

1 次；环氧乙烷每灭菌批次进行生物监测；过氧化氢等离

子体每天至少进行一次灭菌循环的生物监测；预真空压力

蒸汽灭菌器每天灭菌前必须进行 B-D 测试。 

*④使用中紫外线灯：每半年监测 1 次紫外线辐照强度，

每次覆盖率达 100%。 

⑤医院感染监测：新建或未开展过医院感染监测的医院，

应先开展全院综合性监测，监测时间不少于 2年；已经开

展 2年以上全院综合性监测的医院应开展目标性监测，持

续时间应在 6个月以上；每年至少开展 1次医院感染现患

率调查；有条件的可开展职业暴露的监测。 

10 查看资料 

①环境卫生学监测每缺 1项次扣 1分。 

②消毒/灭菌剂未按要求开展微生物指标

监测，每缺 1 项次扣 1 分；消毒/灭菌剂

未按要求开展有效浓度监测，每处扣1分。

③灭菌设备灭菌效果监测每缺 1 项次扣 1

分。 

④紫外线辐照强度监测缺 1次扣 1分；覆

盖率每降低 5%扣 0.5 分。 

⑤未按要求开展医院感染监测缺 1 项扣 1

分。 

扣完为止。 

  

四、 

消毒 

灭菌 

与医 

院感 

染监 

测 

 

*2、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测： 

平均合格率≥85%，其中三级医院≥90%。 

30 

现场采样≥

15 件。 

合格率达标得满分；合格率未达标，每下

降 5%扣 10 分，扣完为止。 

  



 

 - 21 -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五、 

消毒 

药械 

和一 

次性 

医疗 

卫生 

用品 

管理 

*1、使用的消毒药械和一次性使用医疗卫生用品应是合

格、证照齐全的产品，并在有效期内。 

2、一次性使用医疗卫生用品的进货、储存、发放等环节

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并有登记。 

5 

查看资料和

现场。 

现场抽查 5 件，1 件不符合规范要求扣 1

分。 

  

*1、医疗废物管理：①处理医疗废物的人员应该进行专门

培训；②医疗废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分类收集，密闭运送；

③包装物与容器符合国家规定，外标识明确；④医疗废物

交接登记内容完善，登记资料齐全；⑤医疗废物暂时储存

设施及设备符合国家要求，暂时存放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

时。 

6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无培训扣0.5分；②未分类处理不得分；

③不符合规定不得分；④登记内容不完善

扣 0.5 分；⑤1 项不合格扣 0.5 分，暂存

时间不符合要求扣 3分。扣完为止。 

  六、 

医疗 

废物、 

污水 

管理 

*2、污水管理：①有专人管理；②化学（总余氯）监测：

每日上下午各 1次；③微生物监测：粪大肠菌群至少每月

监测 1次，肠道致病菌（结核病医院的致病菌监测应检测

结核杆菌）至少每半年 1次；④医院污水排放符合要求。 

2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无专人管理扣 1分；②未开展监测不得

分，每缺 1次扣 0.5 分；③频次未达要求

扣 0.5 分；污水排放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④无污水处理设施不得分。扣完为止。 

  

七、 

重点 

部门 

（科 

室） 

管理 

*1、消毒供应中心（室）： 

①集中供应；②布局合理，标志醒目；③应配备相关的清

洗消毒、检查包装、灭菌、储存发放设备及设施；④应配

备相应的防护用品；⑤医用灭菌设备操作人员必须通过省

市级专业机构培训、考核，持证上岗；⑥有质量管理追溯

制度，质量控制过程的相关记录；⑦灭菌质量，物理、化

学、生物监测规范。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未实行集中供应扣 1分；②布局不合理

扣 1分，标志不醒目扣 0.5 分；③未按规

定配备相关设备及设施每缺 1 种扣 0.5

分；④未配备防护用品扣 1分，不全扣 0.5

分；⑤操作人员无证上岗每人扣 1分；⑥

无质量管理追溯制度及相关记录扣 0.5

分；⑦监测方法不规范扣 1分，记录不完

整扣 0.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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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与要求 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2、手术室： 

①布局合理，标识清楚；②人员、物品进出应有专用通道，

洁污分开，流向合理，条件受限时应密闭运送；③无菌物

品规范管理，专室存放；④洗手设施便捷、有效，水龙头

开关为非手触式，水龙头数量不少于手术间的数量，清洁

用品、干手物品符合要求；⑤手术通知单应注明手术患者

的感染性疾病名称，应在隔离手术间进行感染性手术。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布局不合理扣 1 分，标志不清楚扣 0.5

分；②人员、物品通道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③无菌物品存放不规范扣 0.5 分；④

手卫生设施不完善扣 0.5 分；⑤感染性手

术未在隔离手术间进行扣 0.5 分，手术通

知单未注明感染性疾病名称扣 0.5 分。扣

完为止。 

  

3、产房： 

①布局合理，严格划分三区，标志明显；②正常待产室、

隔离待产室的室内均设有卫生间； ③相关消毒隔离与医

院感染控制要求参照手术部（室）管理执行。 

2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布局不合理扣 1 分，标志不明显扣 0.5

分；②待产室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③相

关消毒隔离与医院感染控制要求不符合

要求扣 0.5 分。扣完为止。 

  

4、重症监护室（ICU）： 

①分区合理，医疗区每床使用面积不少于 15m

2

，床间距大

于 1m；②具备足够的非接触式洗手设施和手部消毒装置，

单间每床 1套，开放式病床至少每 2床 1套；③各类人员

进入重症监护室应戴帽子、口罩、换鞋或穿鞋套，必要时

穿隔离衣；④发现多重耐药菌的病人，应有标记，医疗器

械、设备应该专用，或一用一消毒；⑤相关物体表面及环

境应每天用有效方法进行消毒，并有相关记录。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布局不合理扣 1分，每床使用面积不达

标扣 0.5 分；②洗手设施和手部消毒装置

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③进入重症监护室

人员未按规定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扣 0.5

分；④发现有耐药菌感染病人未按要求采

取相应措施扣 1分；⑤物表及环境未按要

求进行消毒扣 0.5 分，无记录扣 0.5 分。

扣完为止。 

  

七、 

重点 

部门 

（科 

室） 

管理 

5、内镜室： 

①内镜的诊疗与清洗、消毒工作分室进行，清洗消毒室通

风良好；②诊疗室应配备与医疗规模和接诊病人数相适应

的一定数量的内镜及附件；③清洗消毒室应配备符合规范

要求的基本清洗、消毒设备及防护用品，并配备经过相关

知识培训、具备内镜清洗消毒技能的操作人员；④严格执

行内镜清洗消毒程序，并及时、完整填写清洗消毒记录，

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⑤灭菌后的内镜及附件按照无

菌物品储存要求进行储存。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未分室扣 1分；②内镜及附件数量不足

扣0.5分；③不具备基本洗消设备扣1分，

防护用品不全扣 0.5 分；洗消人员未接受

培训扣 0.5 分；④无记录扣 1分，记录不

全扣 0.5 分，未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

扣 1分；⑤内镜储存不符合要求扣 1分。

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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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与要求 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6、口腔科： 

①口腔器械的诊疗与清洗、消毒工作分室进行，布局合理；

②严格遵守口腔诊疗器械消毒/灭菌原则，严格执行清洗

消毒工作程序，并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③医用灭菌

设备操作人员应通过省市级专业机构培训、考核，持证上

岗。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未分室扣 1分；②洗消程序不合要求扣

1分，未开展灭菌监测扣 1分，不规范 0.5

分；③操作人员无证上岗每人扣 1分。扣

完为止。 

  

7、检验科： 

①布局合理，工作区与生活区分开；②严格执行无菌技术

操作规程，静脉采血必须一人一针一管一巾一带，微量采

血应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片，对每位病人操作前洗手或手

消毒；③废弃的病原体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

等，应就地压力蒸汽灭菌或化学消毒处理，并有记录；④

结合本院主要目标细菌，开展细菌耐药性监测，并做到有

总结与分析及结果通报。 

2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布局不合理扣 1分；②无菌技术操作不

合要求扣 1分；③废弃的病原体未就地处

理扣 1分，无记录扣 0.5 分；④未开展监

测扣 1分，无总结与分析扣 0.5 分，结果

通报未向全院通报扣 0.5 分。扣完为止。 

  七、 

重点 

部门 

（科 

室） 

管理 8、血液透析室： 

①应当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进行执业登记；②建筑

布局及工作流程应当符合环境卫生学和医院感染控制要

求，传染病患者透析应当分区、分机；③建立严格的接诊

制度，实行实名制管理；④对初次透析患者进行 HBV、HCV、

HIV 及梅毒感染相关检查，长期透析病人至少每年复查 1

次；⑤HBV、HCV、HIV 及梅毒感染患者不得复用透析器、

透析管路；⑥按要求开展透析用水、透析液相关指标检测，

细菌培养每月 1次，内毒素每 3个月 1次，化学污染物每

年 1次。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未取得执业登记不得分；②布局不合理

扣 1分，传染病患者未实行分区、专机透

析扣 0.5 分；③未实行实名制管理扣 0.5

分；④对初次透析的相关传染病患者未进

行相关检测扣 1分，未复查扣 0.5 分；⑤

透析器、透析管路使用不符合要求扣1分；

⑥相关监测缺 1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 24 -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9、新生儿病房： 

①建筑布局及工作流程应当符合环境卫生学和医院感染

控制要求，无陪护病室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3m

2

、床间

距不小于 1m，有陪护病室应当一患一房，净使用面积不低

于 12m

2

；②有专门的高危新生儿抢救区域，并有保护性隔

离措施；③应当配备必要的清洁和消毒设施，每个房间内

至少设置 1套洗手设施、干手设施或干手物品，洗手设施

应当为非手触式；④应当建立探视制度，严格限制探视人

数；⑤蓝光箱和暖箱应当每日湿式清洁恒温罩内外表面，

感染患儿的蓝光箱和暖箱应消毒，雾化器、面罩、氧气管、

体温表、吸痰管、浴巾、浴垫等应当一人一用一消毒，湿

化瓶、吸痰瓶应当每日更换清洗消毒。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布局不合理扣 1分，每床净使用面积未

达到要求扣 0.5 分；②无高危新生儿抢救

区域扣 0.5 分；③清洁消毒设施不完善扣

0.5 分；④未建立探视制度扣 0.5 分；⑤

对常用物品未按要求进行清洗消毒扣 1

分，无记录扣 0.5 分。扣完为止。 

  

七、 

重点 

部门 

（科 

室） 

管理 

*10、感染性疾病科（门诊/病房）： 

①有单独的医务人员、病人的出入口，人流和物流洁、污

分开；②设三区，标识明显；③各诊室有流动水洗手设施

④工作人员遵循标准预防原则，配备足够的个人防护用

品；⑤对环境和诊疗用品，应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或灭菌，

留观病人转院后应实施终末消毒。 

3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布局不合理扣 1 分，标识不清晰扣 0.5

分；②三区无明显标识扣 0.5 分；③诊室

无流动水洗手设施，1 处扣 0.5 分；④工

作人员未按标准预防实施个人防护1人扣

0.5 分，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不足扣 0.5 分；

⑤未按要求进行清洁消毒或灭菌扣 0.5

分，若有留观病人未实施终末消毒0.5分，

无相关记录扣 0.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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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与要求 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七、 

重点 

部门 

（科 

室） 

管理 

11、洗衣房： 

①布局合理，有两区两通道；②应配备相关专用洗涤和烘

干设备，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需设专用轮换库；③有专

人从事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上岗前进行过相关专业

培训，有个人防护措施，至少每年进行 1次健康体检；④

医用织物的分类、收集、洗涤/消毒等符合要求；⑤每天

对运输工具、洗涤消毒设备与环境表面进行消毒处理，有

记录。 

2 

查看资料和

现场。 

①布局不合理扣 0.5 分；②设备配备不完

善扣0.5分，未设置专用轮换库扣0.5分；

③人员及个人防护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

④分类、收集、洗涤/消毒等不符合要求

扣 0.5 分；⑤未进行消毒或无记录扣 0.5

分。扣完为止。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1、“*”作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推荐检查项目；    

2、重点部门（科室）得分占总得分的 30%，每次对每所受检医疗机构重点部门（科室）抽查不少于 3个；重点部门（科室）总得分=

受检重点部门（科室）实得分之和得分率×30，其中重点部门（科室）得分率=受检部门（科室）实得分之和/受检科室（部门）满分（值）

之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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