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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急性传染病预防及控制策略研究

王伟

四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目的：研究突发急性传染病预防及控制策略。方法：选取我市中心医院门诊、急诊科室4名护

士长、21名护士与5名后勤人员，调配相应突发感染病防控小组并进行培训，同时优化应急处理方案，对

比研究前后2个月的小组成员突发急性传染病知识水平、实操水平，门诊预检分诊率以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培训2个月后的小组成员突发急性传染病知识水平、实操水平均优于培训前，门诊预检分诊率以及患者满意

度也更优，具有显著差异 (P<0.05)。结论：采取必要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防及控制策略，对于突发急性传染病

的控制具有积极作用，可以提高护理人员工作素养以及门诊预检分诊率、患者满意度，具有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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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of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Select 4 head nurses, 21 nurses and 5 logistics staff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central hospital, deploy the corresponding emergency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am and conduct training, 
at the same time optimize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plan, compare the teams before and after the study 2 months 
Members’knowledge and practical level of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s, outpatient pre-examination and triage rat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2 months of training, the knowledge level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level of 
the group member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aining, and the outpatient triage rat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also better,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Taking the necessa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sudden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ntrol of sudden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work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outpatient triage rat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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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对突发急性传染病进行科学的预防与及

时的控制，那么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引发

社会不安并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1-2]。2020
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带给我们沉重的反思，因

此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应急处理措施，以及在前期如

何进行有效的预防，都是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所应

考虑到的重点。突发急性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威胁很

大，因为初期相关病原体不详，无法针对性地采取

救治措施，只能通过医疗手段增强患者的免疫功

能去抵抗病原体的入侵。同时，此类疾病具有传染

性，控制不当会造成群体流行引发社会动荡 [3]。医

院除了救治的职责所在，还需承担起迅速切断传播

途径的功能，避免院内院外交叉感染。本研究选取

我市中心医院门诊、急诊科室 4名护士长、21名护

士与 5名后勤人员，调配相应突发感染病防控小组

并进行培训，同时优化应急处理方案，旨在研究突

发急性传染病预防及控制策略。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选取我市中心医院门诊、急诊科室的4名护

士长、21名护士与5名后勤人员，按照自愿形式分

为救治小组 (协助救治工作 )、监控小组 (疫情监测上

报 )、后勤小组 (抗疫物资补给 )。具体如表1。

表1　人员安排 (单位：人 )

组别 总人数 护士长 护士 后勤人员

救治小组 12 2 10 0
监控小组 11 2 9 0
后勤小组 7 0 2 5

1.2　方法

1.2.1培训考核采取自愿的形式，将人员分配为

救治小组 (协助救治工作 )、监控小组 (疫情监测上

报 )、后勤小组 (抗疫物资补给 )，均具备一定的工

作素养，并积极配合培训和演练，主动学习突发急

性传染病的救治技能。小组组建完成，进行基础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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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知识培训与小组工作技能培训，要求小组成员熟

练掌握基本的预防措施，熟知突发传染病发生后的

各种事件处理原则。培训之后进行考核，考核通过

的成员才可参与研究。

1.2.2监控小组工作监控小组的职责所在，就

是负责突发急性传染病的监测上报，并指导传染病

科学宣教、隔离防护等工作的快速开展。同时，需

要完善应急通信能力，构建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帮

助实现突发急性传染病的状况的实时公开。当科室

人员接触疑似病例时，监控小组要对该科室相关人

员进行人性化的、合理的筛查，进而甄别疑似症状

的人员，避免院内交叉感染。此外，在门诊设立必

要的预检分检机制，也有利于对于不同症状人员的

分类，帮助更科学地进行病例筛查。即在门诊入口

设预检分诊通道，测量体温，填写相关资料，进行

流行病学史调查，发现疑似病例立刻送至发热门诊 
就诊。

1.2.3救治小组工作首先由院内专家组评估疾

病风险，制定隔离与治疗措施。之后由救治小组配

合所制定的方案，帮助患者进行隔离、输液、用药

等。过程中救治组成员必须注重自我防护，避免交

叉感染从而控制疫情扩散。

1.2.4后勤小组工作为护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

保障，确保防护用品的充足，帮助合理安排排班，

避免护理人员过劳。同时，需要主动关怀医务人员

的身体健康，保障基本生活用品充足，减少不必要

的生活压力影响工作质量。

1.3 观察指标

(1)研究前后2个月的护理人员突发急性传染病

知识水平、实操水平；(2)门诊预检分诊率；(3)患
者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数据代入SPSS21.0软件处理分析，计量

资料用 (
_
x±s )表示，实施 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

示，用χ2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培训 2个月后的小组成员突发急性传染病知识

水平、实操水平均优于培训前，门诊预检分诊率以

及患者满意度也更优，具有显著差异 (P<0.05)。结

果见表2。

表2　研究前后各项指标对比

组别 知识水平 (
_
x±s , 分 ) 实操水平 (

_
x±s , 分 ) 预检分检率 (%) 患者满意度 (

_
x±s , 分 )

研究前 2 个月 65.36±3.12 67.28±1.08 93/182(51.09%) 69.18±1.29

研究后 2 个月 86.54±1.40 89.35±2.05 162/186(87.09%) 91.62±1.31

t/χ2 11.041 11.050 5.320 10.052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突发急性传染病在初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措

施，因此对于患者的生命健康威胁很大，并且由于

其传染性，如果不加以预防与控制，那么会对社会

造成消极影响 [4-6]。门诊是医院的第一个窗口，急诊

则是治疗突发疾病的重要部门，因此在这两个部门

中做好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至关重要 [7]。

本着“早发现、防漏诊”的防控手段，设置必要的

预检分检机制有利于对不同症状人员的分类，帮助

更科学地进行病例筛查 [8-9]。同时，需要健全传染病

应急制度与预案，明确各岗位职责，后勤工作有序

开展，保障一线人员的正常工作，确保突发急性传

染病的防控工作正常开展 [10-12]。在这个前提下，需

要对护理人员做好相关的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含

疾病基础知识、护理操作、突发事件处理原则等，

强调各岗位人员的密切配合，落实好首诊负责制，

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合适的调整以贴合实际

需求。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培训 2个月后的小组成员

突发急性传染病知识水平、实操水平均优于培训

前，门诊预检分诊率以及患者满意度也更优。说明

通过调配相应突发感染病防控小组并进行培训，同

时优化应急处理方案，有助于提高突发急性传染病

的防控工作。

综上所述，采取必要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防及

控制策略，对于突发急性传染病的控制具有积极作

用，可以提高护理人员工作素养以及门诊预检分诊

率、患者满意度，具有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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