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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环境下利用 PDCA 管理方法提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密接人员 

集中隔离点感染防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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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信息环境下利用 PDCA 管理方法提高对新冠肺炎密接人员集中隔离点工作人员感染

防控的效果。方法 选取扬州广陵区 14 家新冠肺炎密接人员集中隔离点的感染防控管理为研究对象，感控

专职人员对各隔离点通过现场及网络教学，督查、反馈、整改、追踪的方法进行新冠肺炎感染防控知识培

训，培训前后进行评估，并对培训前后的评估结果和效果检查进行比较。结果 隔离点人员培训前后考核、

落实情况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手卫生落实、医疗垃圾规范处置、环境清洁消毒、突发应

急预案知晓均达到 100%。结论 通过利用 PDCA 及网络化的科学管理，增强隔离驻点工作人员对新冠肺炎

感染防控规范知识的了解，有效提高感染防控能力，保证新冠肺炎密接人员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和隔离

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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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PDCA management method is used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the staff in the centralized isolation point of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Methods 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of 14 centralized isolation points for new 
coronary pneumonia close contacts in Guangling District, Yangzhou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full-time infection control personnel conducted on-site and online teaching, supervision, feedback, rectification 
and tracking methods for each isolation point.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training,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and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and effect inspe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ssess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at 
isolation point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P<0.05).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nd hygiene, standardized disposal of 
medical waste,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and awareness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ll reached 
100%. Conclusion Through the use of PDCA and networked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knowledg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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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antine staff at the isolation site is enhanced, 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ar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safety of the staff and isolation personnel at the centralized isolation point for close contact with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s ensured. 

【Keywords】New Coronary Pneumonia; PDCA; Isolation Observation Point;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变异株（德尔塔）的出现，

引起江苏省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此病毒具

有传播能力强、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缩短、病毒载

量高的特点，新冠疫情防控再次迎来新的挑战。2021
年 8 月 12 日常州接到通知立即抽调 30 名感控人员

赶赴扬州紧急驰援。当晚抵达后承接扬州市广陵区

14 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密接人员集中隔离点（以下

文章中简称“隔离驻点”）进行指导与督查。此次

感控队针对隔离驻点的特殊情况将感控人员分成

27 名督查人员和 3 名督导人员。27 名督查人员进入

隔离驻点开始封闭式管理，对隔离驻点的工作人员

进行现场培训与管理，3 名成督导人员对隔离驻点

进行巡回督查、整改追踪。经过 25 天的严格管理，

14 家集中隔离驻点共隔离 1563 人，无一例发生隔

离点内感染病例。在此我总结了疫情期间集中隔离

观察场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 PDCA 管理、

目标管理等模式[1]。 

1 PDCA 循环管理法 
1.1 PDCA 模式 
PDCA 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 Deming 博士提出

的一种标准化、程序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分四个阶

段开展管理工作：计划（Plan）、实施（Do）、检

查（Check）、处理（Action）。PDCA 循环法具有

鲜明的标准化，科学化及程序化的特征。是通过发

现问题，落实整改，追踪评价的不断循环、不断改

进，以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2]。 
1.2 网络化管理的引用 

援扬的 30 名感控专职人员进行分工，在信息环

境下利用 PDCA 管理方法制定感控知识培训策略，

建立以封闭式隔离驻点指导和 14 家隔离驻点巡回

督查的管理体系，基于互联网模式，运用了腾讯会

议、微信，金山文档等应用软件进行线上感控知识

培训。鉴于腾讯会议、微信群以及 QQ 是目前最基

础的应用软件，不需要专业的设备，手机、电脑均

可下载，也是各隔离驻点最大的互动交流软件，大

大的增进了线上交流和沟通。 

2 方法 
2.1 计划组织阶段（Plan） 
集中隔离点设定：隔离场所负责人、医务人员，

信息联络员、环境消毒员、安全保障员、后勤保障

员、心理辅导员（可兼职）组成。隔离驻点各小组

分工明确，各尽其责，落实责任，严格执行责任追

究制度。严格落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

八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1〕51 号）、《医

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第二版）》（国卫办医函〔2021〕169 号）的相

关要求，各隔离驻点的感控专职人员组织工作人员

学习各项工作制度、应急预案、操作流程。要求集

中驻点感控人员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培训

及现场实操演练。 
2.2 实施阶段 
（1）环境布局 
梳理隔离驻点环境的设置要求，严格落实“三

区两通道”，不同区域严格分界，清洁区与污染区

实施硬隔离并有醒目标识，分为污染区、缓冲区、

清洁区、工作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且不得交叉，并

尽量分布在场地的两端设明显标识。各隔离驻点将

脱卸防护用品的 2 个缓冲间[3]设定为缓冲区，工作

人员的生活区，物资保障区设定为清洁区，医学观

察区设定为污染区。 
（2）工作人员管理与健康监测 
所有隔离驻点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不得私

自外出。隔离驻点应由隔离点负责人、医务人员，

信息联络员、环境消毒员、安全保障员、后勤保障

员、心理辅导员（可兼职）组成。 
（3）个人防护要求 
要求进入隔离驻点工作人员进入污染区按照要

求统一穿着防护用品：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工作

帽、防护服、鞋套、防护面屏或护目镜、一次性乳

胶手套，并做到正确规范穿脱。 
（4）环境清洁消毒 
①含氯消毒剂应使用现场配制。氯消毒剂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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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纸应使用在使用前测试浓度。 
②空气消毒：清洁区要求每天 2 次的自然通风

或机械通风；隔离区和缓冲区使用紫外线照射消毒

（人机不能共处），每次至少 30min，每天 3 次。 
③环境消毒：清洁区的地面、物表使用常量喷

雾器喷洒 500mg/L 含氯消毒液进行喷洒（30 分钟后

清水除净），每天 2 次；缓冲区使用常量喷雾器喷

洒 1000mg/L 含氯消毒液进行喷洒（30 分钟后清水

除净），每天 3 次；隔离区的走廊、物表（门把手、

搁物架）使用常量喷雾器喷洒 1000mg/L 含氯消毒

液进行喷洒（30 分钟后清水除净），每天 3 次。医

疗废物暂存处地面、物表使用喷雾器喷洒 2000mg/L
含氯消毒液进行喷洒。[4] 

④隔离驻点使用的公共拖布和抹布等卫生用具

应当按房间分区专用，使用后，用 1000mg/L 含氯

消毒剂浸泡消毒，30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晾干备用。 
⑤衣服、床单、被套等物品在收集时应当避免

气溶胶造成二次污染。如果需要重复使用，可以先

用 500mg/L 含氯有效消毒剂浸泡 30 分钟，然后按

常规清洗；环氧乙烷可用于贵重衣物的消毒。 
⑥对隔离驻点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及通道

等场所物体表面进行采样监测。出现病例的房间、

设施及物品应在疾控部门指导下由专业人员进行终

末消毒及环境监测[5,6]。 
2.3 检查阶段（check）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1〕51 号）、《医疗机构

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二

版）》（国卫办医函〔2021〕169 号）的相关要求、

参照《集中隔离观察点设置标准及管理技术指引（第

六版）》的文件要求和防护标准，督导组每天负责

对隔离驻点进行追踪检查，并督促隔离驻点的感控

人员进行自查。 

2.4 总结阶段 
督导组每天晚上 19：00 通过微信在工作群内进

行督查问题反馈及工作汇报，各驻点督查员在对工

作中遇到的难点和疑点通过微信群里提出，大家进

行讨论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对隔离驻点感染防控

管理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及时发现亮点，总结

经验和教训。对发生整改不到位的隔离驻点督导组

将组织对其进行点对点进行指导与督查。通过腾讯

会议视频进行医疗垃圾处置讲解，对鹅颈节封扎进

行现场视频操作，每个隔离驻点的医废处置人员均

通过视频现场考核。 
2.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实

施前后采用（%）表示，当 P ＜ 0.05 时，表示实

施前后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通过对广陵区14家隔离驻点不定期现场培

训、督导检查，感染防控的各项措施的落实较以前

有了很大的改善。督查组通过提问、考核、观看监

控，医护工作人员防控知识知晓率、演练流程熟练

度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各隔离驻点逐步完善

管理机构及职责、日常工作流程制度、应急演练计

划等，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组织、岗位职责、处置

措施、培训、应急演练、检查记录等。结果表明，

PDCA 循环在隔离驻点感染的防控中具有重要作

用。PDCA 循环法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

不断改进、不断循环的良性持续过程，非常适用于

临时组建的集中隔离驻点的疫情防控管理工作。 
3.2 PDCA 循环在 COVID-19 隔离驻点感染防

控管理中的应用已初见成效。在应用 PDCA 循环管

理方法前后，各驻点全体员工 COVID-19 管理知识

和技能的综合评估结果以及运营评估结果均有显著

提高，见表 1。 

表 1  PDCA 循环前后隔离点工作人员 COVID-19 感染防控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隔离驻点感染防控工作方案》知晓率 
工作人员个人 

防护措施落实率 
环境物品表面 

清洁消毒合格率 
医疗垃圾规范 
处理合格率 

突发应急预案 
处理知晓率 

实施前 52.17% 46.33% 56.13% 23.12% 65.00% 

实施后 82.60% 85.50% 100% 100% 100% 

x2 14.94 22.32 33.508 55.903 31.637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杨智琴 等                   信息环境下利用 PDCA 管理方法提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密接人员集中隔离点感染防控的应用 

- 4 - 

4 讨论 
4.1 信息下 PDCA 管理实施持续培训提升工作

人员感控知识知晓率 
除布局外培训工作也是隔离驻点的难点，隔离

驻点还有酒店和参与隔离驻点管理的非医务工作人

员，他们来自不同工作的岗位，有社区医务人员、

政府部门人员、警务人员、酒店保洁人员，他们对

感染防控的认知与认识参差不齐。环境消毒人员、

安全保障员对隔离驻点感染防控工作相关知识知晓

率＜50%，面对这类人群的感染防控培训与督查尤

为重要，人员配备的复杂性，给感染防控增加了难

度。然而感染防控知识培训工作是整个隔离驻点管

理的核心，对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确定防控知识培

训目标，通过现场培训、网络视频培训等方法使所

有工作人员从思想上、行为上不断提高和规范，让

督查、指导、培训循环进行。 
4.2 信息下 PDCA 管理的不断督导使培训效果

显著提高 
在疫情防控初期，隔离驻点的暴露风险和防护

能力不足，加之布局规划，因此感染防控的日常工

作稍显混乱，处于交叉感染的高风险状态。 由于隔

离点的工作人员类别复杂，我们在督查中利用

PDCA 科学管理方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立即

给予纠正，现场指导、持续改进，并关注新冠疫情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新情况，调整和完善感

染防控各项规范与措施。因此，PDCA 循环的科学

管理是发现问题、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

可有效促进隔离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水平的提

高。 
4.3 信息下 PDCA 管理强化网络培训、高效管

理，切断传播途径 
在隔离驻点管理实践中基于PDCA法则下利用

“网络化” 管理方法，促进感染防控管理工作不断

循环与持续改进，感染防控督导组对各隔离驻点个

人防护穿脱，环境清洁消毒，医疗垃圾处置等情况

进行督查，指出感染防控存在的问题，督促落实整

改措施，现场检查与现场自查、检查与指导、检查

与整改相结合，确保感染防控检查不按程序进行，

培训演练和实际的感染防控管理步骤不脱节，使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取得显著成效。保证了各个隔

离驻点的“零感染”，圆满完成援助扬洲抗疫的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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