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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与防护现状分析

张志刚1,陈雪莹2,杨致霈2,刘启玲1,魏秋霞3

[摘要]目的:了解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及其防护情况,探讨减少手术室医务人员血源性职业暴露的措施。 方法:选择 24 名

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群分布、发生环节、暴露源以及暴露后处理情况等。 结果:手术室血

源性职业暴露人群以医生为主(70. 83% ),年龄 < 40 岁、工龄 < 3 年和逸9 年以及初级职称血源性职业暴露较多,分别占

79. 17% 、37. 50% 、33. 33% 、54. 17% 。 暴露部位以手为主,占 91. 67% ,左手暴露部位拇指和中指较多,右手主要为示指。 血源

性职业暴露最主要的方式为锐器伤,占 91. 67% ,手术中分合、传递、操作器械和手术缝针是主要环节,分别占 45. 83% 和

37. 50% 。 暴露源病原体主要为乙型肝炎病毒,占 83. 33% 。 暴露后所有人员均立即作了局部处理,局部处理正确率为

83. 33% ;暴露后 18 人(75. 00% )接受预防用药处理,最主要的方式为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 乙型肝炎疫苗,其次为乙型肝炎

免疫球蛋白治疗。 结论:明确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主要环节和锐器物,通过规范操作流程、必要防护用品以及

暴露后正确处理可减少血源性职业暴露和暴露后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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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protection in operation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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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protection,and explore th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of medical staff in operation room. Methods:Twenty鄄four medical staff with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in operation room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generant step,exposure source and handle
situation after exposure were analyzed. Results:Doctor was the main medical staff with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70. 83% ),
the ratios of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of medical staff with the age less than forty years,working year less than three years and
more than or equal to nine years,and primary title were 79. 17% ,37. 50% ,33. 33% and 54. 17% ,respectively. Hand was the main
exposure part(91. 67%),the thumb and middle fingers were more in the left hand,and the forefinger was more in right hand. The main
way of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was sharp instrument injury(91. 67%),and the ratios of the division,transfer and operation
steps of surgical instrument during operation,and operation suture step were 45. 83% and 37. 50% ,respectively. The HBV was the main
pathogen of exposure (83. 33%). All medical staff with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were immediately treated after exposure
in local,the correct rate of local treatment was 83. 33% . Eighty medical staff were treated with preventive medication after exposure
(75. 00%),the main treatment way was the HBIG combined with hepatitis B vaccine, and second HBIG therapy. Conclusions:
Definiting the high risk population, main step and sharp instrument of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in operation room,
standardizing operating procedure,necessary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right treatment after exposure can reduce the risk of 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infection after exposure.
[Key words] operation room;medical staff;blood鄄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occupational protection

摇 摇 手术室医务人员工作繁重、节奏紧张,而且频繁

与锐器以及病人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接触,增加了

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风险[1 - 3]。 为了解陕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及其防护情况,
现对 2014 - 2015 年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资料作

一分析。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 2014 - 2015 年手术室发生的

24 名血源性职业暴露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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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方法摇 按照《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

体液(锐器伤与黏膜)暴露登记表》相关要求记录暴

露人员基本情况、暴露源情况、暴露发生过程以及暴

露后处置措施等。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血源性职业暴露人群分布情况 摇 暴露人群

以医生为主,占 70. 83% ;年龄 < 40 岁发生最多,占
79. 17% ;工龄 < 3 年和逸9 年发生比例较高,分别占

37. 50% 和 33. 33% ;初级职称暴露发生最多,占

54. 17% ,其次为高级职称,占 29. 17% (见表 1)。

表 1摇 职业暴露人员人群分布情况

项目 n 构成比 / %

职业

摇 医生 17 70. 83

摇 护士 7 29. 17

年龄 / 岁

摇 < 30 10 41. 67

摇 30 ~ 9 37. 50

摇 逸40 5 20. 83

工龄 / 年

摇 0 ~ 9 37. 50

摇 3 ~ 3 12. 50

摇 6 ~ 4 16. 67

摇 逸9 8 33. 33

职称

摇 初级 13 54. 17

摇 中级 4 16. 67

摇 高级 7 29. 17

2. 2摇 血源性职业暴露部位情况摇 血源性职业暴露

部位中左手 14 人(58. 33% ),右手 8 人(33. 33% ),
眼睛 2 人(8. 33% )。 左手暴露部位主要为拇指和

中指,右手暴露部位主要为示指,两手暴露部位构成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手暴露部位分布情况[n;构成比(% )]

暴露部位 拇指 示指 中指 无名指 手背 合计

左手 5(35. 71) 2(14. 29) 5(35. 71) 2(14. 29) 0(0. 00) 14

右手 0(0. 00) 3(37. 50) 2(25. 00) 2(25. 00) 1(12. 50) 8

合计 5(22. 73) 5(22. 73) 7(31. 82) 4(18. 18) 1(4. 55) 22

2. 3摇 血源性职业暴露发生环节分析摇 锐器伤是血

源性职业暴露最主要的方式,占 91. 67% (22 / 24);

锐器伤中针刺伤最多,占 72. 73% (16 / 22),其次为

外科器械,占 27. 27% (6 / 22);针刺伤锐器物以缝合

针为主,占 68. 75% (11 / 16)。 手术中分合、传递、操
作器械是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最主要环节,占
45. 83% ,其次为手术缝针,占 37. 50% (见表 3)。

表 3摇 职业暴露人员发生环节情况

操作环节 n 构成比 / %

手术中分合、传递、操作器械 11 45. 83

手术缝针 9 37. 50

血液、体液飞溅 2 8. 33

留置针 2 8. 33

合计 24 100. 00

2. 4摇 血源性暴露源病原体情况摇 暴露源病原体检

出阳性 18 人,占 75. 00% ;暴露源病原体中,乙型肝

炎病 毒 ( HBV ) 15 人 ( 83. 33% ), 丙 型 肝 炎 病

毒(HCV)2 人 (11. 11% ),梅毒螺旋体 ( TP) 1 人

(5. 56% )。
2. 5摇 血源性职业暴露后处理情况摇 血源性职业暴

露发生后所有人员均立即作了局部处理,局部处理

最主要的方式为挤血后冲洗并消毒,占 75. 00% ,局
部处理正确 20 人,占 83. 33% 。 血源性职业暴露发

生后 18 人(75. 00% )接受预防用药处理,预防用药

处理最主要的方式为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BIG)
+乙型肝炎(乙肝)疫苗,其次为 HBIG 治疗;所有暴

露者随访未发现感染(见表 4)。

表 4摇 血源性职业暴露后处理情况

处理方式 n 构成比 / %

局部处理 挤血 + 冲洗 + 消毒 18摇 75. 00

挤血 + 消毒 2 8. 33

挤血 2 8. 33

冲洗 2 8. 33

预防用药 HBIG + 乙肝疫苗 9 50. 00

HBIG 治疗 7 38. 89

接种乙肝疫苗 1 5. 56

HBIG + 长效青霉素 1 5. 56

3摇 讨论

摇 摇 手术室是医务人员对病人实施特殊检查和手术

治疗的重要场所,工作中需频繁应用刀片、剪刀、缝
合针等锐器进行创伤性操作[4]。 研究[5] 表明,手术

室是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高危场所,手术室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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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锐器伤发生率为 67. 74% ,血液 /体液暴露发生

率高达 39. 78% [6]。 可知,手术室医务人员是血源

性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
本研究表明,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人群以医

生为主,年龄 < 40 岁比例较高,与相关研究[6] 一致。
暴露人员工龄以 < 3 年和逸9 年为主,职称中初级和

高级比例较高,可见血源性职业暴露人员工龄和职

称构成呈哑铃型分布。 这与低年资医务人员工作经

验不足、操作不规范、操作熟练程度低、心理紧张、职
业防护意识不强等有关,高年资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与个人操作习惯、防护意识不强等有关。
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部位主要为手(91. 67%),

左手暴露部位以拇指和中指为主,右手以示指为主,这
与手术中医务人员优势手、操作习惯、器械传递方法

以及手术者间配合默契度等有关。
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最主要的方式为锐器

伤,锐器伤中针刺伤比例最高,与冯素萍等[7] 研究

一致。 针刺伤锐器物以缝合针为主,占 68. 75% ,手
术中分合、传递、操作器械和手术缝针是发生暴露的

主要环节,与相关研究[8] 一致。 研究[9 - 10] 表明,通
过加强手术室护士岗前培训,可使锐器伤发生率由

54. 2%降为 4. 8% ;没有参加过防护知识培训与参

加过培训的被调查者相比,发生针刺伤的 OR 为

5. 72(95% CI 3. 41 ~ 9. 62)。 因此,针对手术室医务

人员应持续开展职业防护培训,增强职业防护意识,
严格执行全面的防护措施。

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源病原体检出阳性率为

75. 00% ,病原体以 HBV 为主,占 83. 33% ,与相关

报道[11]一致。 王根妹等[12] 研究表明,医务人员了

解病人血源性传染病情况后,能主动采取防范措施,
降低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手术

室血源性职业暴露发生后局部处理正确率为

83. 33% ,接受预防用药治疗的占 75. 00% ,其最主

要的方式为 HBIG + 乙肝疫苗,其次为 HBIG 治疗,
所有暴露者随访未发现感染。 可知,手术室血源性

职业暴露源病原体主要为 HBV,而医务人员 HBV
免疫水平较低,应建立医务人员健康档案,每年体检

并根据结果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增强主动免疫;同时

加强医务人员血源性职业暴露后应急处置培训,提
高局部应急处理正确率,降低感染的风险。

手术室工作环境和服务对象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医务人员工作中常感到疲惫,发生暴露医务人员

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且暴露后心理负担加重,严重影

响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质量[13 - 14]。 为此,应
合理配置手术室医务人员,避免疲劳工作,缓解紧张

的情绪,营造安全的工作环境。
综上可知,手术室医务人员血源性职业暴露分

布呈哑铃型,主要发生环节为手术中分合、传递、操
作器械和缝针;可通过加强职业防护培训、规范操作

流程、提高操作熟练程度、强化接种乙肝疫苗以及合

理配置医务人员等降低手术室血源性职业暴露和感

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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