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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以下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三阶段递进式培训效果评价

杨摇 梅,戚少云,杨摇 惠

[摘要]目的:探讨二级以下医院消毒供应中心(CSSD)护士采取三阶段递进式模式培训的效果。 方法:采用三阶段递进式培

训模式,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管理,从理论、技能和管理对 54 名二级以下医院 CSSD 护士进行三维度培训,培训中运用

微视频教学、翻转课堂、案例分析、专科化图谱、小组讨论、操作示教、区域跟班培训等多元化方式,并建立培训后评价指标。 结

果:培训后,学员对 CSSD 三项规范、消毒技术规范等基础理论及器械手工清洗技术、器械包装技术等基本技能掌握的考核情

况均明显优于培训前(P < 0. 05);学员对培训基地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93. 82% 。 结论:采取三阶段递进式培训二级以下医院

CSSD 护士,有效提高了二级以下医院 CSSD 护士的综合能力,对提高基层医院消毒供应中心规范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三阶段递进式培训;二级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

[中图法分类号] R 471 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9. 09. 042

摇 摇 消毒供应中心(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
CSSD) 是保证医院安全运转的最重要科室之一,其
工作内容是保障医疗安全、预防医院感染的关键环

节[1]。 2009 年医院消毒供应中心三项强制性卫生

行业标准颁布后,省级以上消毒供应中心实践培训

基地逐步建立,但二级以下医院消毒供应人员的培

训鲜有报道,而且二级以下医院消毒供应人员外出

培训学习的机会又较少,导致基层医院消毒供应工

作人员知识陈旧,观念落后,消毒供应管理水平低

下。 2016 年《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第 1 部分:管理规

范》(以下简称“新规范冶) 第六条指出,CSSD 员工

需要进行和工作要求相关的岗位培训[2]。 因此,我
市建立 CSSD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采取三阶段递进

式培训二级以下医院 CSSD 护士,取到了较好的效

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我院为三级甲等医院,是全市医疗

机构消毒供应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开放床位数 2 300
张,消毒供应中心建筑面积 1 700 m2,布局流程符合

规范,教学设备齐全,满足工作教学需求,全面实施

医疗器械处置集中化管理,建立信息化质量追溯系

统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基地对 36 所二级以下医院

的 54 名 CSSD 护士进行了培训。
1. 2摇 方法摇
1. 2. 1 摇 建立二级以下医院 CSSD 专科护士培训基

地摇 (1)成立 CSSD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小组:成员由

院感办主任、护理部主任、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副
护士长、质控护士、区域组长、带教组长、经验丰富的

高年资护士组成。 组长为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院
感办主任负责基地建设工作的督查、管理及协调。
(2)制定 CSSD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目标:以“新规

范冶为指导思想,依据消毒供应专业特点和医院护

理发展规划,实施二级以下医院 CSSD 标准化建设,
细化专科操作流程和考核标准,达到精细化、科学化

和同质化目标,确保医疗安全。 (3)确定 CSSD 专科

护士培训基地师资:由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副护士

长、质控护士、区域组长、带教组长、高年资护士、院
感办主任及院感办专职人员共 15 人组成。 消毒供

应中心人员均接受过省级以上组织的 CSSD 岗位及

技能培训,具有 CSSD 岗位培训证,有扎实的理论知

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
1. 2. 2摇 三阶段递进式培训的实施方法摇
1. 2. 2. 1摇 培训前准备 摇 (1)需求调查。 采用调查

问卷对我市二级以下医院消毒供应的现状进行调查

分析,根据调查结果确定培训内容,制定培训计划,
满足培训人员的实际需求。 (2)培训目标设置。 培

养二级以下医院 CSSD 的实用型专科护士,掌握制

定 CSSD 各项制度、工作流程、质量标准和持续改进

的管理方法,具备扎实的 CSSD 相关理论知识及操

作技术,能胜任二级以下医院 CSSD 的工作。 (3)培
训内容制定。 依据国家卫计委下发的《医院消毒供

应中心三项强制性卫生行业标准 - 2016》 [2 - 4],参照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建设与管理工作指南》 [5] 和《医
院消毒供应中心岗位培训教程》 [6] 等相关书籍,同
时结合 CSSD 专科特点制定。 内容包括专业基础理

论、管理知识和技术操作三个维度。 理论培训 84 学

时,操作培训 56 学时,共 8 周。 (4)建立培训考核手

册。 内容包括:淤培训总计划,包括教学目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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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法、考核与评价方法;于 培训分计划,周具体

培训内容及进度安排、授课安排、周学习小结;盂培

训及考核内容的记录,理论及技能考核记录、成绩以

及考核评价,并附 12 项技能操作评分标准。
1. 2. 2. 2摇 培训实施步骤摇 (1)阶段一:基础理论知

识培训。 时间 1 周,采取翻转课堂的形式,培训内容

主要为 CSSD 两规一标、消毒技术规范、消毒卫生标

准、手卫生规范、标准操作规程制定等,目的是夯实

学员消毒供应中心相关的基础知识,培训结束后对

学员进行相应的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学

习,考核不合格者,进行个性化辅导,直至考核合格

进入下一阶段。 (2)阶段二:技能培训及跟班实践

操作。 时间 6 周,学员进入各区域跟班学习,带教老

师按照跟班培训计划内容进行工作流程、质量标准

等的讲解,对物品回收至发放环节进行技术操作示

范,并结合专科化图谱、微视频教学法;同时对重难

点技术操作采取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形式进行重点

讲解。 此阶段学习后,对各项技术操作进行考核,合
格后进入下一阶段学习。 (3)阶段三:管理知识培

训。 时间 1 周,主要进行工作区域管理、工作文件管

理、CSSD 风险识别及不良事件管理等知识培训,使
学员加强对前一阶段所学知识的巩固和理解,此阶

段学习后进行总体考核。
1. 2. 2. 3摇 考核方法摇 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识、专科

操作、学用结合讲评、综合素质。 成绩总分为阶段考

核占 60%和总体考核占 40% 。
1. 3摇 评价指标摇 (1)理论及技能考核指标:通过自

行设计考核试卷及技能评分标准,总分为 100 分, <
60 分为不合格,60 ~ 75 分为合格, > 75 ~ 85 分为良

好, > 85 分为优秀。 (2) 满意度调查:采用自制

CSSD 专科护士培训考核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共

22 个条目,包括培训方案、培训内容设置、培训形

式、考核内容及形式、带教老师能力方面的评价。 采

用 Likert 3 级,分为满意、一般及不满意 3 个等级。
问卷 Cronbach忆琢 系数 > 0. 8,KMO 值 > 0. 7。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培训前后学员考核情况比较摇 培训后,学员对

CSSD 三项规范、消毒技术规范等基础理论及器械手

工清洗技术、器械包装技术等基本技能掌握的考核

情况均明显优于培训前(P < 0. 05)(见表 1)。
2. 2摇 教学满意度摇 本研究共发放 54 份问卷,回收

54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 。 学员对培训方案、
培训内容设置、培训形式、考核内容及形式、带教老

师能力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 90% ,对培训带教的总

体满意度为 93. 82% (见表 2)。

表 1摇 培训前后学员考核情况的比较(n = 54;x 依 s)

考核项目 培训前 培训后 t P

CSSD 三项规范 46. 20 依 6. 50 86. 20 依 4. 68 52. 25 < 0. 05

消毒技术规范 49. 45 依 10. 65 84. 60 依 6. 33 29. 72 < 0. 05

器械手工清洗操作技术 45. 00 依 5. 78 91. 10 依 4. 88 77. 39 < 0. 05

器械包装技术 52. 09 依 4. 12 94. 26 依 3. 69 89. 77 < 0. 05

表 2摇 54 名学员对培训带教的满意度评价[n;构成比 (% )]

维度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培训方案 50(92. 59) 4(7. 41) 0(0. 00)

理论培训课程设置 51(94. 44) 3(5. 56) 0(0. 00)

技能培训项目设置 52(96. 30) 2(3. 70) 0(0. 00)

培训形式 50(92. 59) 4(7. 41) 0(0. 00)

考核内容及形式 52(96. 30) 2(3. 70) 0(0. 00)

带教老师带教能力 49(90. 74) 5(9. 26) 0(0. 00)

合计 304(93. 82) 20(6. 17) 0(0. 00)

3摇 讨论

摇 摇 长期以来,医院对消毒供应专业是一个独立专

业领域的认识程度存在局限性,缺乏系统的理论培

训教材和实践基地,尤其二级以下医院逐步设置了

消毒供应室,大多数工作人员从其他科室转入,入职

时间短,专科和外出参加培训机会少,我市调查二级

以下医院现状中,只有 15%的人员参加过 1 次短期

的会议培训,导致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匮乏,技能水平

较差,CSSD 人员急需学习 CSSD 管理理论及技术知

识。 三阶段递进式培训模式不同于常规的培训模

式,常规的培训模式以单纯的理论培训或跟班实践

培训为主,理论与实践无关联、不能有效结合,培训

没有连贯性,培训内容过于集中、形式单一、且对学

习过程效果没有及时评价;而三阶段递进式培训采

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阶段一以基础理论知识为主,阶
段二采用实践与技能相结合,阶段三进行管理知识

的培训,三阶段层层递进,每一阶段学习结束后即对

学习效果进行检测,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

学习,促使学员主动学习,达到对每一知识点的理解

与掌握;培训形式由课内到课外,再由课外到课内,
将培训内容逐一分解,使学员对所学知识更好的理

解、消化和吸收;培训内容由专科基础理论到技术操

作、再深化延伸至日常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

合,可促进学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可用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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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本研究结果显示,培训后,学员对 CSSD 三项

规范、消毒技术规范等基础理论及器械手工清洗技

术、器械包装技术等基本技能掌握的考核情况均明

显优于培训前(P < 0. 05)。 由此可见,学员的综合

应用能力得到了较全面的提高。
三阶段递进式培训模式,体现了以受训者为中

心的理念,提升了学员自主学习的意识和核心能力。
二级以下医院 CSSD 护士基础较差,三阶段递进式

培训由浅入深,培训计划及培训考核手册设计科学、
合理,内容详实、细化,使培训工作有章可依,从而做

到讲者不盲从,学者不被动;培训后带教老师与学习

者进行双签名,明确了带教者与学习者双方的责任;
理论培训采取的翻转课堂模式,有效的利用了课堂

讲解时间,使得课堂学习延伸至课外,及时将专业知

识内化;技能及跟班实践将理论所学与实践有机结

合,微视频教学方便灵活,大家可课余学习或巩固;
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使学员对学习内容能有更深层

次的消化和吸收;培训后学员对培训带教的总体满

意度为 93. 82% 。
规范化培训消毒供应的专业人员是促进医院消

毒供应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三阶段递进式培训二级

以下医院 CSSD 护士,从夯实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

入手,对其进行系统的规范化培训,使其扎实了理论

基础,掌握了各岗位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及制定操

作规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护士能尽快胜任工作岗

位;三阶段递进式培训提高了学员参与度和运用理

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促进培训迁移,从而通过健全

和完善 CSSD 各项规章制度、应急预案、工作职责、
质量考核标准和工作流程,促进基层医疗机构消毒

供应的规范化建设和同质化管理。 因此,采取三阶段

递进式培训二级以下医院 CSSD 护士,有效提高了二

级以下医院 CSSD 护士的综合能力,对提高基层医院

消毒供应中心规范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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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表格的编排要求(三):编排的技术处理

1摇 串文排和通栏排摇
表格宽度不超过版心宽度 1 / 2 时,宜串文排。 表格宽度超过版心宽度 1 / 2 时,宜通栏排。

2摇 转页接排摇
表格一面排不下时,可采用转页接排的方法处理。 转页接排的表格应重复排横表头和关于

单位的陈述,并在横表头上方加"表 伊 伊 (续)" 或"续表"字样。 前页表格最下端的行线应用细

线,转页接排表格的顶线应用粗线。
3摇 跨页并合摇

如果表格的宽度相当于两个版心宽,可将表格排在由双码和单码两个页面拼合成的一个大

版面上。 跨页表格应从双码面跨至单码面,表号、表题居中,表注从双码面跨至单码面。 跨页表

格并合处的栏线应置于单码面,排正线,行线对齐。
4摇 卧排摇

表格宽度超过版心宽度、高度小于版心宽度时,可卧排。 卧排应符合 CY / T 120 - 2015 中

6. 6. 2d)的规定。 卧排表多面接排时,从单双码面起排均可,不在一个视面上的接排表应重复横

表头并加"表 伊 伊 (续)"或"续表"字样。 栏线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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