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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模拟示教提高临床实习生手卫生依从率的研究
徐卫芳

杨素青

胡富宇

林宁

张玉琴

陈慧红

医务人员有效的手卫生可减少医院感染的传
播。国内外文献研究证明医护人员手卫生可降低
30％的医院感染事件[1～3]。临床实习生手卫生依从
率对于控制医院感染至关重要。有文献报道，临床
实习生手卫生依从率在实际工作中极为不佳，与其
岗前院感培训质量直接相关[4～6]。本次研究采用情
景模拟教学法对临床实习生进行手卫生岗前培训，
效果明显。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8月来台州市中心医
院 实 习 的 168例 临 床 实 习 生 为 实 验 组 ，其 中 男 性
25例、女性143例；
年龄18～22岁，
平均（20.01±1.54）岁；
学历：大专 121例、本科 47例。选择 2017 年 8月在本
院实习的140例临床实习生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28例、
女性 112例；年龄 18～22岁，平均（19.64±2.11）岁；学
历：大专 107例、本科 33例。排除标准为：①未能按
时参加岗前培训；②实习未满 6个月离院。两组的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岗前教育模式，进行院
感相关理论知识培训共 2个学时，其中手卫生实践
指导 1个学时，培训后进行洗手时机和七步洗手法
考核。实验组在传统岗前培训的基础上，采用情景
模拟教学法：①观看医院拍摄的感染控制场景相关
视频[7]，包括往年实习生手卫生执行的暗访微视频，
让实习生指出视频中各项违反院感的不规范操作，
在讨论结束后进行正确操作的视频回放。②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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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实习生跟随院感科人员参与病房环境物表采
样 1～2次，收集数据予以反馈。以在实习第一个月
内安排每位实习生参与医院手卫生暗访 1次。
将《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及世界卫生组织发
布的《手卫生技术参考手册》作为手卫生活动的实
施依据。两组均在实习后 1个月、3个月、6个月时，
医院组织人员针对实习生以暗访形式进行手卫生
依从率考核。手卫生依从率=实际执行手卫生次数/
应执行手卫生次数×10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
设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手卫生依从率暗访结果见表 1。
表1

两组手卫生依从率暗访结果比较
实验组

时间

对照组

未执

执行

依从

未执

执行

依从

行数

数

率/％

行数

数

率/％

1 个月

39

215

84.64*

75

48

39.02

3 个月

48

133

73.48*

72

102

58.62

6 个月

37

227

85.98*

114

261

69.60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1 可见，实验组在培训后 1个月、3个月和
6个月的手卫生依从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χ2分别＝43.25、4.61、14.63，
P 均＜0.05）。
3 讨论
医院感染学仅在我国的医学院校相关专业课
中提及，至今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课设立。
因此，医院对实习生进行岗前院感知识培训和实习
过程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传统岗前教育仅以事
故教训及理论授课的方式，无法引起实习生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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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重视。本次研究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使用视频
方式，让手卫生各种场景再现；让实习生参与院感
采样及实地暗访，使其有效认识到手卫生的意义，
对手卫生 5个指征的概念更清晰。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实验组在培训后 1个月、3个月和 6个月的手卫生
依从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表明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相比传统教学法，
更能提升实习生手卫生依从率，此结果与许川等[8]、
邾萍等[9]研究结论一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手卫生多模式促进策略”
的设计，
结合本院实际创建手卫生促进体系[10,11]。通
过提高医务人员的手卫生依从率，以降低医院感染
的发生。不断提升医务人员对手卫生重要性的认
识，不仅能提高自身安全，同时还能避免交叉感染，
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安全。医
院管理者重视，改变感染控制观念，看到了临床实
习生是手卫生执行的薄弱群体，有针对性进行培训
和督查，无论是对于带教老师还是临床实习生都能
在思想上更加重视，也是提高手卫生依从率的主要
原因之一。情景模拟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层面进行
了院内手卫生制度落实，告知实习生手卫生及院感
基本知识纳入实习生入科学习的必修课程之一。
手卫生暗访及考核成绩将作为出科操作考核成绩
的一部分。在岗前培训中告知院内手卫生考核方
式，定时督查[12]。入科第一天进行手卫生摸底反馈
并复习手卫生规范，必要时进行补课及考核，及时
反馈暗访数据，务必人人过关，对手卫生进行目标
管理，同时强化过程管理和环节控制，有摄像头监
控场所手卫生依从率更高。此外，在实验组实习生
访谈中，有实习生表示在学校从未意识到执行手卫
生对院感的重要意义，也没有想到医院会如此重
视，手卫生视频培训和院感科的暗访督查将对其职
业严谨度产生深远影响。
医院感染发生率与医护人员手卫生质量好坏
密切相关，保持手部卫生可以清除手上大部分暂住
菌。影响医护人员手卫生质量的因素很多，主要包
括洗手意识、洗手知识和实践。本次研究中发现实
习生更重视治疗结束后洗手，而忽略治疗前洗手；
实习医生比实习护士手卫生依从率更低。提高手
卫生的依从性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要不断强化手
卫生管理和监测的力度，鼓励患者及家属主动参与
监督、通过摄像头监控，并纳入出科考核，能有效提

高临床实习生手卫生依从率。
综上所述，在院感岗前培训中使用情景模拟教
学法，患者及家属主动参与监督、通过摄像头监控，
并纳入出科考核，能有效提高临床实习生手卫生依
从率。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少，对象单一，在以后的
研究中将与学校联合设置专门课程，在校完成院感
系统理论和情景模拟培训，引起医学生的重视，再
在实习阶段院校紧密对接，岗前强化院感知识和操
作过程，再跟进新入院员工第一年的手卫生督查，
数据将会更加全面，
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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