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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区传递窗强化管理的临床实践
荆

洁，荆文慧，楚立云

[ 摘要 ] 传递窗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区中污染区直接连接清洁区的唯一通道，加强传递窗使用和管理，是保
障清洁区工作人员安全的关键环节。通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区传递窗加强管理的临床实践，探索优化传递窗管
理模式，实现医护人员降低感染概率的目标，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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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practice of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delivery window i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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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In the whol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area, the only channel between the polluted area
and the clean area is the delivery window. Strengthening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delivery window is the key to en‐
sure the safety of staff in the cleaning area. Through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delivery
window and exploring the optimized delivery window management mode, the achieve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probabili‐
ty of infection for medical staff. It also provide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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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成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在我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由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并且范围广，
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医疗机构作为防控一线，属于
高危区域，极易发生聚集性疫情[3]。传递窗是安装
在房间隔墙上，用于物料传递，具有隔离两侧房间
空气的基本功能的一种箱式装置[4]。对疫区来说传
递窗是污染区与清洁区之间用来传递小件物品的
窗口，是整个病区中污染区能够直接连接清洁区的
唯一通道，而清洁区工作人员均采取一级防护。常
用的传递窗是利用紫外线照射，产生杀菌效果，我
国国家标准 GB19258《紫外线杀菌灯》指出紫外灯
杀菌最佳时间为 30 min[5]，因此，传递窗使用间隔时
间应>1 h。但在传递窗管理上，作者发现通过传递
窗使用登记本统计资料显示传递窗使用较频繁，传
递窗管理不当，可能就会发生院内感染，严重影响
医护人员的安全。如果遇到紧急物资的输送，为了
保证传递窗使用间隔时间>1 h，清洁区医护人员还
需要在计划外进行三级个人防护后进入污染区递
[1]

送物资。为了达到感染控制的要求、实现医务人员
零感染目标，降低医护人员工作量的同时，避免浪
费宝贵的防护用品，湖北武汉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对传递窗进行强化管理，以期为相关感染防控工作
提供参考。
1 传递窗基本情况
作者援助医疗队所在医院–湖北武汉妇幼保
健院光谷院区是一所由未竣工的医院经紧急改造
速成的一所感染医院。科室传递窗位于清洁区的
最里侧，工作人员途经更衣间、办公室、仓库、治疗
室进入，传递窗内外两侧均有一扇门，分别通往污
染区和清洁区治疗室。传递窗内部设置两根紫外
线杀菌灯管，传递窗内外侧均设置紫外线灯控制开
关，利用紫外线产生的能量，破坏微生物原体核酸，
阻止其合成蛋白质和细胞分裂，减少传递门内菌落
污染[6]。传递窗采用不锈钢板制作，平整光洁。传
递窗采用机械互锁装置，内部用机械的形式来实现
联锁，确保传递窗内外门“一开一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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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递窗管理方法
2.1 传递窗常规管理 按照医院制订关于疫区传
递窗管理规定实施。①疫区所设置的传递窗只能
从清洁区向污染区传递，不能逆行；②传递窗主要
用于传递小件物品，常规传递医用耗材、药品、生活
物资等；③两次使用传递窗间隔时间应>1 h；④通
过传递窗传递时，必须严格执行传递窗内外门“一
开一闭”的规定，从而确保两侧空气不直接接触，有
效阻止交叉污染；⑤传递物品时，打开传递窗外侧
门，迅速放置待传递物品，待污染区工作人员将物
品取出后，立即关闭传递窗内侧门，按要求使用紫
外灯持续消毒。物品进出结束后，应及时关闭传递
窗的内外通道门；⑥定期进行感染微生物学监测，
医院感染控制科通过拭子采样法开展环境感染控
制，主要包括清洁区及污染区物体表面、医务人员
手卫生、无菌物品等各方面的监测。传递窗常规管
理使用流程图，图 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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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污染区与清洁区通讯联动 为加强污染区与
清洁区工作人员的非接触式联动，采用对讲机、微
信、移动查房机等进行高效工作联络，促进传递窗
科学、集约式合理应用。污染区所需物资可由污染
区物资管理员提前列好清单，通过污染区通讯工具
将信息传送到清洁区。清洁区指定一名护士专门
进行梳理准备所需物资，交给下一班接班队员，值
班时带入污染区。
④不断完善工作流程 以减少传递窗使用频次
为原则，修订和完善各班次工作时间和流程。如起
初三餐由工作人员送入清洁区，再由清洁区工作人
员通过传递窗传送。为降低频繁、长时间开启传递
窗可能带来的风险，医院将送饭路径进行完善。所
有患者三餐均由工作人员穿着三级个人防护从患
者通道送入污染区，再由污染区医护人员为患者进
行发放。再如所有口服药摆药完成时间提前至下
午 17:00 前完成，待下一班（工作时间 17:00-21:00）
进污染区前将药带入污染区。
⑤建立使用登记完善监督机制 对于每次使用传
递窗具体情况进行登记，
详细记录使用日期及时间，
传递物品，
紫外线灯使用及时间，
传递人等，
及时发现
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制订有效的整改措施，
提
高使用规范性，
从而达到了传递窗使用环节中的全程
化监管。传递窗强化管理后使用流程图，
图2。

传递窗常规管理使用流程图

2.2 传递窗强化管理 除了落实好常规传递窗管
理的相关制度外，医院进一步制订并实施传递窗强
化管理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①加强感染控制培训 根据强化传递窗管理相
关规定进行再培训，严格控制传递窗的使用，对所
需传递物品进行限制，如传递物品只能是应急情况
抢救患者或为患者下达临时医嘱污染区物品及药
品不足时；定期组织医护人员进行感染控制相关知
识培训，通过微信教学、现场示范等灵活学习方式
提高培训效果。学以致用，通过理论结合实践，提
高医护人员的依从性，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提高
感染控制意识；并强化患者隔离管理观念。
②物资的管理与配备 设立污染区物资管理
员，指定专人进行规范管理。对患者日常生活所需
品，如被褥、洗漱用品等以及医护人员所需的医疗
用品建立规范化管理，在污染区内设立物资存放
处，做到定数量、定品种、定位放置，并做到每日清
点，及时补充。物资管理流程是先由污染区物资管
理员清点物资，建立需补充物资清单，通知清洁区
进行物资准备，并由即将进入污染区接班医护人员
携带入污染区，交由污染区物资管理员补充登记。
为减少反复通过传递窗传递医疗文书的次数，污染
区内增加打印机一台。通过物资规范管理减少传
递窗使用频率，保证污染区医疗物品配备。

图2

传递窗强化管理后使用流程图

3 结果
通过对传递窗进行强化管理，
实现了传递窗使用
的规范化、
合理化和科学化，
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3.1 医护人员感控意识加强 通过对传递窗管理
规定进行加强培训，医护人员依从性良好，自觉遵
守传递窗使用管理规定，感染防控意识普遍增强。
3.2 提升传递物资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物资管理
更加规范，通过健全物资管理规定，完善物资的配
备和使用流程，使污染区物品均做到专人、有序、清
单式管理，在做好传递窗管理的同时，最终达到传
递窗与物资规范化管理、双重促进的满意效果。
3.3 发挥移动通讯设备灵活、高效优势 充分发挥
移动通讯设备的便捷性，传递前确认传递的必要
性，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传递后及时了解使用效
果，对工作流程优化和持续质量提升提供依据，通
过清洁区与污染区工作人员非触式联动，实现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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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高效联络，促进传递窗合理应用。提升了传
递窗使用效率和合理性，传递窗传递物品的次数明
显下降，传递窗使用频率大大减少，从而不仅可降
低医护人员工作量，还可提高工作效率，其中传递
物品种类由三类减少为一类，具体品种由几十余种
逐渐缩少为一种，表 1。
表 1 传递物品比较
类别

强化管理前

强化管理后

物品

物品

拖鞋、卫生纸、水杯、病号服、
生活用品类 尿不湿、枕头、被褥、食品、三
餐、脸盆、牙膏、肥皂、尿垫

无

注射器、药品、口罩、垃圾袋、
手套、输液器、锐器筒、血糖试
药品
医疗用品类
纸、三通开关、微量泵延长管、（临时医嘱）
采血针、封管液
医疗文书类

医 嘱 单 、护 理 治 疗 单 、护 理 记
录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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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科室对传递窗进行强化管理。通过对传递
窗管理不断加强，医护人员工作更加的高效有序，
满意度大大提高；传递窗使用频率及物品传送品种
大大减少。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有效避免了交叉
感染，为清洁区工作人员增加了一道安全防线，达
到了降低感染概率的重要目标。
在传递窗使用管理方面还应注意以下几点，①
建立培训机制：
加强对医护人员的教育，
提高全体医
护人员的防控意识，
为确保医护人员降低感染概率，
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8]。医院建立传递窗使用管理
强化标准及流程，
对科室医护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从
而达到人人知晓，
各班密切配合，
认真落实。②强化
监督机制：明确职责，落实责任，指定专职人员负责
传递窗的使用和管理，定期对传递窗检测和预见性
维修，发现问题及时报修，保证其正常运行[9]。③建
立微生物学监测记录：医院机构环境表面微生物学
监测是医院感染防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医院感染
调查和卫生学评价的重要手段[10]，而环境洁净度对
保障清洁区医护人员的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定要定期监测环境卫生学指标及紫外灯消毒效
果。④由于紫外灯需要 30 min 的照射时间，耗时较
长，
将很大程度上限制屏障环境的进出效率，
影响工
[11]
作效率。许琦等 报道，关注一种新型高通量氙光
传递窗，可快速对物品表面和空气中的各类微生物
进行灭活，
建议在满足疫情防控需求的原则下，
探索
选择一种新型高效能的传递窗。

3.4 建立高效运转的工作流程 针对传递窗使用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减少传递窗使用频次、方便
医护人员落实执行以及尽量满足患者需求等方面
考虑，同时以感染防控为基本原则，修订和完善了
工作流程，能够快速处理患者发生的突发情况和解
决日常所需，患者救治流程更加高效有序，55 名医
护人员对工作负荷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3.5 形成有效的传递窗使用监管机制 医护人员
通力合作，确保传递窗使用间隔时间>1 h，同时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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