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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研究

曹摇 梅

[摘要]目的:分析某医院住院病人感染的发生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探讨控制医院感染的有效措施。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 -
2016 年某院 13 027 份出院病人的电子病历,结合临床医师相关报告和感染科室专职人员调查结果,统计该院医院感染发生

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该院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2. 70% (352 / 13 207)。 其 2015 年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2. 89% (182 /
6 299),2016 年为 2. 53% (170 / 6 7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医院感染的好发科室主要为 ICU、泌尿外科和神经内

科;好发部位主要为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泌尿道和胃肠道,手术切口感染亦占一定比例。 除真菌外,主要分离出 1 180 株病原

菌,感染次数较多的主要为革兰阴性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其中革兰阴性菌 822 株(69. 66% )。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使用呼吸机、行气管切开术、留置导尿管和血液透析是发生医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 结论:控制医院感染,应根据医院自身情况,分析高危因素,进而重点防控。 感染控制措施主要为严格执行消毒制度、
加强基础护理工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增强医生和病人手卫生的依从性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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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isk factors of hospital infection
CAO Mei

(Department of Infection,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infection in inpatients,and explore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hospital infection. Methods: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of 13 027 discharged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elevant report of clinician and investigation of full鄄time staff in infection
department,the incidence rate of infe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incidence rate of infection was 2. 70%
(352 / 13 207). The incidence rates of infection in 2015 and 2016 were 2. 89% and 2. 93%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main departments of infection were ICU,urology and neurology. The most common
locations of infection were t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lower respiratory tract,urinary tract and gastrointestinal tract,and surgical incision
infection also accounted for a certain proportion. In addition to fungi,1 180 strain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isolated. The infection
bacteria were mainly the gram negative bacteria,Escherichia coli,Klebsiella Pneumoniae,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so on,and the
gram negative bacteria accounted for 69. 66% (822 strains).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ventilator use,
tracheotomy,indwelling catheter and hemodialysi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hospital infection(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o control hospital infection,the high鄄risk factors should b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hospital忆s situation,and the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main measures of control infection include the strict implementing disinfection
system,strengthening basic nursing work,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and enhancing the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Key words] hospital infection;risk factor;control measure

摇 摇 医院感染是医院管理中比较棘手的难题之一,
它一方面直接影响着病人原发疾病的治疗,增加病

人的痛苦,对病人的生命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影响着

医院的病房周转率,对病人、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医院和社会造成经济损

[13]摇 NARTEY Y,HILL P,AMO鄄ANTWI K,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cervical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Ghana: public
education and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ation[J] . Ghana Med
J,2018,52(2):94.

[14] 摇 玄立印,张丽娟,张艳波,等. 宽城满族自治县 2014 年麻疹疫

情流行病学分析[J] . 河北医学,2015,21(8):1539.
[15] 摇 KOH WJ,ABU鄄RUSTUM NR,BEAN S, et al. Cervical cancer,

version 3. 2019,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J] . J Natl Compr Canc Netw,2019,17(1):64.

[16] 摇 GREENWOOD B. Sustaining protection against epidemic
meningitis in africa after vaccination[ J] . Clin Infect Dis,2019,
68(3):444.

(本文编辑摇 刘畅)

039 J Bengbu Med Coll,July 2020,Vol. 45,No. 7



失[1 - 2]。 医院多通过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加强基础

护理工作、合理使用抗生素、增强医生和病人手卫生

的依从性意识等方式,对医院感染发病人数和抗菌

药物合理使用进行控制[3]。 各医院依据自身条件,
存在不同的医院感染情况。 本研究对 2015 - 2016
年我院发生医院感染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分
析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易感科室和易感部位,分析

感染性疾病的主要致病菌,进而提出控制感染的相

关措施。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住院出院病人病例 13 027 份,其中男

62 例,女 58 例,年龄 18 ~ 85 岁。
1. 2摇 方法摇 采取临床医生的诊断报告和感染专职

人员的调查结果相结合的方法,对每例病人的电子

病历进行调查,填写医院感染病例登记表,调查内容

包括病人所在科室、感染疾病、感染部位以及病原学

检查,根据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国家卫生

部于 2001 年制定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 [4] 方

法进行诊断。 在调查期间,凡罹患感染疾病的病人

均计入感染标准。
1. 3摇 质量保障摇 对于医院管理感染疾患的专职人

员进行统一培训,对于其调查方法、调查表的填写方

式和诊断标准采用预调查的方式进行处理。 同时保

证调查期间,医院各科室积极配合和监督调查工作,
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准确。
1. 4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

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2 年医院感染发生率比较摇 共调查出院病历

13 027 份,其中发生医院感染 352 例,医院感染发生

率为 2. 70% 。 其中 2015 年出院 6 299 例,医院感染

182 例(2. 89% );2016 年出院 6 728 例,医院感染

170 例(2. 53% )。 2015 年和 2016 年医院感染发生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 = 1. 63,P > 0. 05)。
2. 2摇 医院感染的好发科室和好发部位分析摇 医院

感染的好发科室主要为 ICU、泌尿外科和神经内科

(见表 1),以上科室病人的疾病特点为病程长、意识

障碍、长期卧床、抵抗力低下等,且使用呼吸机等有

创操作和留置导尿管等操作较多。 医院感染的好发

部位主要为下呼吸道、上呼吸道、泌尿道和胃肠道,
手术切口感染亦占一定比例(见表 2)。

表 1摇 医院感染的好发科室及其构成比

科室
2015 年

病历数摇 感染例数摇 感染率 / % 摇
2016 年

病历数摇 感染例数摇 感染率 / % 摇

ICU 科 159 18 11. 32 172 18 10. 47

泌尿外科 401 40 9. 98 426 36 8. 45

神经内科 473 34 7. 19 568 42 7. 39

神经外科 267 13 4. 87 336 12 3. 57

肾内科 879 25 2. 84 992 22 2. 22

其他科室 4 120摇 52 1. 26 4 234摇 40 0. 94

合计 6 299摇 182摇 2. 89 6 728摇 170摇 2. 53

2. 3 摇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摇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使用呼吸机、行气管切开术、
留置导尿管和血液透析是发生医院感染的独立危险

因素(P < 0. 05 ~ P < 0. 01)(见表 3、4)。

表 2摇 医院感染的好发部位及其构成比

感染部位
2015 年

感染例数摇 构成比 / % 摇
2016 年

感染例数摇 构成比 / % 摇

上呼吸道 142 45. 51 137. 00 47. 08

下呼吸道 72 23. 08 66. 00 22. 68

泌尿道 38 12. 18 34. 00 11. 68

胃肠道 14 4. 49 11. 00 3. 78

手术切口 9 2. 88 7. 00 2. 41

皮肤黏膜 5 1. 60 5. 00 1. 72

败血症 4 1. 28 3. 00 1. 03

其他 28 8. 97 28. 00 9. 62

合计 312 100. 00 291. 00 100. 00

表 3摇 logistic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

变量摇 赋值

感染(Y) 1 = 是,0 = 否

使用呼吸机 1 = 是,0 = 否

血液透析 1 = 是,0 = 否

留置导尿管 1 = 是,0 = 否

行气管切开术 1 = 是,0 = 否

手术切口 1 = 是,0 = 否

患皮肤病 1 = 是,0 = 否

败血症 1 = 是,0 = 否

其他 1 = 是,0 = 否

2. 4摇 医院感染的病原菌分析摇 通过统计 2 年的感

染致病菌,除真菌外,主要分离出 1 180 株病原菌,
其中 2015 年和 2016 年分离出的病原菌分别为 620
株和 548 株。 在这些致病菌中,感染次数较多的主

要有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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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革兰阴性菌 822 株,占 69. 66% (见表 5)。

表 4摇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Wald字2 P OR

使用呼吸机 7. 423 0. 575 166. 803 < 0. 01 4. 091

血液透析 7. 271 0. 468 241. 488 < 0. 05 9. 401

留置导尿管 7. 837 1. 096 51. 161 < 0. 05 8. 194

行气管切开术 8. 182 1. 292 40. 126 < 0. 05 8. 926

手术切口 5. 225 21. 734 0. 491 > 0. 05 3. 965

患皮肤病 2. 002 21. 670 0. 009 > 0. 05 0. 001

败血症 - 26. 737 5. 422 32. 576 > 0. 05 0. 001

其他 2. 103 0. 624 11. 355 > 0. 05 0. 003

表 5摇 医院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及其构成比

病原菌
2015 年

株数摇 构成比 / % 摇
2016 年

株数摇 构成比 / % 摇

革兰阴性菌 162 26. 13摇 摇 160摇 29. 20 摇

大肠埃希菌 101 16. 29 90摇 16. 42

肺炎克雷伯菌 68 10. 97 53摇 9. 67

铜绿假单胞菌 16 2. 58 12摇 2. 19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10 1. 61 8摇 1. 46

其他革兰阳性菌 68 10. 97 74摇 13. 50

革兰阳性菌 99 15. 97 96摇 17. 52

溶血性链球菌 32 5. 16 15摇 2. 74

金黄色葡萄球菌 20 3. 23 13摇 2. 37

粪肠球菌 8 1. 29 10摇 1. 82

其他革兰阳性菌 36 5. 81 29摇 5. 29

合计 620 100. 00 548摇 100. 00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医院感染已经

成为各医院普遍关注的难题。 而要改善这个问题,
不仅需要医院加强医院感染方面的管理,还需要病

人和医生相互配合,减少医院感染率,降低医院和病

人的医疗成本[5]。
本研究中,2015 年感染例次为 182 例,感染率

2. 89% ;2016 年 的 感 染 例 数 为 170 例, 感 染 率

1. 86% ,较相关文献[6] 报道结果降低。 其原因可能

在于,近年来我院加强对医院感染方面管理工作的

重视,成立了控制医院感染小组,培训相关专职医务

人员,健全了控制医院感染的各项工作,加大了控制

感染的宣传教育工作[7],做到医生、病人共同了解、
共同参与,同时通过制定严格的消毒制度、加强基础

护理工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增强医生和病人手卫

生的依从性意识等措施[8 - 11],促进我院控制医院感

染工作质量的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科室医院感染的发生率不

同,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医院感染发生率较高的科

室主要有 ICU、泌尿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血

液科等。 这些科室的病人疾病特点是病程长、意识

障碍、有创操作较多等,其中 ICU 病房病人病情较

重,泌尿外科和神经内科病人具有病情较为复杂、病
人自身的抵抗力减弱、长时间的卧床等特点,神经外

科病人的疾病则与脑部创伤有关,大多需要手术治

疗。 这与相关文献报道[12 - 13]结果类似,可见科室疾

病特点也关系到医院感染的发生。
在感染部位方面,本院的住院病人发生医院感

染的部位主要为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泌尿道和胃肠

道,这与张常然等[2,14 - 15] 研究结果类似。 因此,对
于重症病人的呼吸道要加强管理,如定时翻身、轻叩

背部,抬高床头,保持口腔清洁,防止呼吸机的误吸,
增加营养等;而对于留置导尿管的病人则要做到提

高医技的操作水平,降低对病人机体的破坏,严格执

行无菌操作流程;并保证病人所处环境的清洁,定期

消毒,增强医生和病人手卫生的依从性意识,以上均

为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环节。
本研究中,医院感染的病原菌主要以革兰阴性

菌为主,占 69. 66% ,与相关研究[16] 结果相近。 此

外,本院 2 年内抗菌药物的使用率为 61. 68% 、
53. 75% ,呈下降趋势,并低于黄冠新等[17 - 18]研究报

道。 其原因可能在于笔者所在医院加大了控制抗菌

药物使用的力度,规范了抗菌药物的使用管理措施。
此外,我院还积极使用中药进行清热解毒消炎,并使

用物理方式处理发炎的伤口,这些方式都有效控制

了抗菌药物的使用。
综上,对于控制医院感染,应首先分析好发感染

的重点科室、主要部位和主要致病菌,基于这些统计

数据,找到医院发生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进而重点

防控。 在健全控制医院感染的各项举措平稳实施的

基础上,继续加大控制感染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医生

和病人都重视起来,共同参与、共同防控,严格执行

已经制定的消毒制度,继续加强不同科室的基础护

理工作,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理念深入到各个科

室,继续维持医生和病人手卫生的依从性意识,使得

防控医院感染的工作继续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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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研究人员根据论文的研究内容,向“生物与生

化冶“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冶“药理学与毒物学冶3 个潜

力学科门类所列期刊投发论文,以促进潜力学科的

ESI 排名和影响力的提升。 (3)深入推动科研合作:
一流的学科必须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作为支撑,科研

合作特别是国际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任
务分担及成果共享,可快速提高论文影响力和学科

排名。 合作论文尤其是国际合作论文受关注度和被

引量是高于非合作论文的。 本文数据统计亦显示,
在蚌医 ESI 排名的贡献中,以合作参与发表的论文

贡献度大。 且 ESI 学科排名是根据论文的被引频次

进行总体排序,论文中作者和机构不区分先后顺序,
均占同等权重,故加强与国内外一流机构及人才之

间的合作,可提升学校相关学科在该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及影响力。 (4)引进人才评估指标:人才建

设是学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人才引进方面,学
校应根据各学科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政

策。 针对优势学科,重点引进该学科领域的知名学

者,尤其是相关学科带头人,可基于 ESI、InCites 等

数据库从论文发表、引文指标等方面作为评价参考。
但同时要着重培养学校自己的潜力青年科研骨干和

科研团队,形成学术梯队,提高学校科研人员的整体

水平。
总之,通过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对蚌医近

10 年的科研产出情况进行分析,蚌医的学科建设经

过多年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科研水平显著提高。
但学校仍应加大科研扶持力度,除继续保持学科高

生产力,更要注重提升学科影响力,加强学科创新力

和发展力,促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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