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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在疾病预防中的应用研究 

马超群 

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摘要】目的 研究微生物检验在疾病预防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收

治的 192 例住院患者，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作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微生物检验在疾病预防中的价值。

结果 实验组轻度感染 4/96（4.17%）、中度感染 1/96（1.04%）、重度感染 0/96（0.00%）均低于对照组轻

度感染 12/96（12.50%）、中度感染 7/96（7.90%）、重度感染 4/96（4.17%）（P＜0.05）；实验组检验后

感染控制 95/96（98.96）高于对照组 89/96（92.70）（P＜0.05）。结论 引入微生物检验方式，可有效降低

院内感染出现的概率，对各类疾病积极预防。 
【关键词】微生物检验；疾病预防；轻度感染；中度感染；重度感染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in disease prevention 

Chaoqun Ma 

Huairo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in disease prevention. 
Methods 192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 
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anagement methods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microbio- 
logical examination in disease prevention.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4/96 (4.17%), 1/96 (1.04%) and 0/96 
(0.00%) of mild infection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2/96 (12.50%), 7/96 (7.90%) and 4/96 (4.17%) 
(P<0.05); The infection control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5/96 (98.96)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9/96 (92.70) (P<0.05).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actively prevent var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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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病原微生物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趋

势，使得患者在入院接受治疗中出现院内获得性感

染疾病的风险比较高。近几年，随着临床医学的逐

步进展，抗生素药物滥用问题和环境污染都明显加

剧，患者在入院治疗中出现院内感染疾病问题受到

多方的关注[1]。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地区中公共

卫生安全管理的主要单位，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更需

高度的注意，而后运用积极的防控措施对传染性疾

病和感染的爆发进行预防。诸多学者认为，在疾病

预防中，积极的引入微生物检验价值较高，可明显

降低患者出现获得性感染疾病的风险[2]。基于此，

本文将选取本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收治的 192
例住院患者，分析微生物检验在疾病预防中的应用

效果，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收治的 192

例住院患者，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作实验组和对

照组，对照组 96 例患者，男 58 例，女 38 例，平均

年龄（36.32±5.61）岁，对照组 96 例患者中男 59 例，

女 37 例，平均年龄（36.64±5.49）岁一般资料（p> 
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组内患者接受常规检验，积极的对感染、疾病

进行预防，并不需运用其他的相关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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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组 
组内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之上接受微生物检验，

需院内相关的人员对检验工作落实，在患者接受治

疗期，需积极的预防和监测感染性疾病。运用本院

中在法国梅里埃公司购进的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和药敏试验分析系统，定期的对其体内菌种进行培

养操作、分离操作、提纯操作和细菌鉴定操作，而

后选取超光谱 β 内酰胺酶试验法进行再次分析，保

障结果的准确度。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分析两组感染情况：轻度感染、中度感染、重

度感染；分析两组检验后感染控制情况：显效、有

效、无效。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x ± ）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感染情况 
实验组轻度感染 4/96（4.17%）、中度感染 1/96

（1.04%）、重度感染 0/96（0.00%）均低于对照组

轻度感染 12/96（12.50%）、中度感染 7/96（7.90%）、

重度感染 4/96（4.17%（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感染情况（n/%） 

组别 例数 轻度感染 中度感染 重度感染 

对照组 96 12/96（12.50%） 7/96（7.90%） 4/96（4.17%） 

实验组 96 4/96（4.17%） 1/96（1.04%） 0/96（0.00%） 

χ2
 - 4.3636 4.6957 4.0851 

P - 0.0367 0.0302 0.0433 

 

2.2 分析两组检验后感染控制情况 
实验组检验后感染控制 95/96（98.96）高于对

照组 89/96（92.70）（χ2=4.6957，P=0.0302）（P＜
0.05）。其中，实验组检验后感染控制显效为 50/96
（52.08%）、检验后感染控制有效为 45/96（46.86%）、

检验后感染控制无效为 1/96（1.04%），对照组检验

后感染控制显效为 47/96（48.96%）、检验后感染控

制有效为 42/96（43.75%）、检验后感染控制无效为

7/96（7.90%）。 
3 讨论 
院内感染作为患者入院接受治疗中比较常见的

一种不良事件，由于就诊的患者自身就存在原发性

的疾病，身体素质与机能均明显低于健康人群，因

为免疫防护能力减退，所以作为各种感染性疾病的

易感人员[3]。而且医院作为医患密集接触，人流量

大的大型公共场所，空气、公共实施等不可避免的

会有各类微生物的病原体。患者在其中长时间的居

住，比较容易出现交叉感染和各种院内获得性感染

类疾病出现。在患者接受治疗中，不但会造成治疗

的效果备受影响，亦会使得患者的病情明显加重，

甚至会衍生出和感染病原菌有关的其他重大危险疾

病，若是感染症状严重，甚至会对其生命安全产生

巨大的威胁[4]。病原菌迅速的传播亦会引起传染病

疫情和区域性感染疫情。因为疾病控制与预防的措

施落实不够到位，其就医的安全性将得不到较好的

保障，院内感染事件等出现，会引起医疗纠纷的发

生。院内感染发生过程一般和感染传染病较为类似，

主要是和传播途径、传染源和易感人群存在较为密

切的关联，上述三方的条件均可满足的时候，患者

出现院内感染的概率和风险会显著增加[5]。从临床

医学的角度上进行细致的分析，将上述的三方条件

阻断的时候，任何一方都不能和微生物检验项脱离。

所以，医疗卫生管理机构需重视对制度的管理，保

障制度更具规范化，确保微生物检验工作能够被严

格的执行，使得检验人员可意识到微生物检验的重

要性。若是发现存在传染源的时候，需立刻运用适

宜的措施，将传播的途径高效的阻断，对各类传染

性疾病积极积极的控制和预防。对感染疾病进行防

控中，运用为微生物检验技术，更是对医护人员、

患者的生命安全负责的一种体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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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中，分析微生物检验在疾病预防中的价

值，发现实验组轻度感染 4/96（4.17%）、中度感染

1/96（1.04%）、重度感染 0/96（0.00%）均低于对照

组轻度感染 12/96（12.50%）、中度感染 7/96（7.90%）、

重度感染 4/96（4.17%（P＜0.05）；实验组实验组检

验后感染控制显效为 50/96（52.08%）、检验后感染

控制有效为 45/96（46.86%）均高于对照组 89/96
（92.70）（P＜0.05）。分析结果发现，接受微生物

检验的实验内患者发生感染的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而且在患者在接受检验之后，感染得到高效控制的概

率亦高于对照组[7]。可以看出，微生物检验的引入，

能够有效对疾病的出现进行控制，降低患者感染出现

的风险和程度，使得患者入院诊疗更具安全性。在积

极开展微生物检验的基础之上，需重视疾病预防，可

从下面几点入手：提升消毒力度。运用紫外线实施消

毒，提升消毒的效果。更需告知患者家属严格佩戴口

罩，需重视个人卫生，降低传染概率。医院需提升宣

传力度，运用发放健康宣教手册使得患者与家属能够

了解到预防疾病传染的关键性，使得其自我保护和管

理意识显著提升。医务工作人员更需尽早对患者检

查，依照其实际状况制定出更为适宜的治疗方案，使

得患者可尽早地接受对应性治疗，对疾病发展进行控

制[8]。科室中管理人员需要运用微信群推送的方式，

对微生物检验的知识与最新动态进行推送，确保医护

工作人员可以准确的了解到检验技术发展趋势，与科

学操作流程。运用线上与线下多种培训模式相结合的

方式，对医护工作人员微生物检验流程进行规范，进

而高效地提升医护工作人员的个人操作能力与应急

能力[9]。 
陈晨,卢艳玲[10]有学者认为，医院中感染的状况

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可以看出，需要做好有关

监测和预防的工具至关重要。对于常规医治质量来

讲，医院中出现感染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疼痛感，

会导致患者由于支付巨额的感染治疗费用，导致医

院中信誉度被影响。加之，还会导致医院中卫生资

源被耗费。根据对医院感染状况分析，发现感染因

素主要包含：介入性质的治疗、化学性药物的运用、

放射治疗以及抗生素药物的滥用等因素。有关实验

分析发现，运用微生物检验技术，能够给临床中的

感染的控制和诊断提供精准性的病原学诊断，从而

给临床的医师提供出可以依照的感染因素与感染种

类，开展对症治疗。将微生物检验技术运用发现，

其可以将大部分的医院感染问题解决，这就需要医

护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地对病原菌精准鉴定，主要包

含病原菌种类的鉴定和病原菌类型的鉴定。其中鉴

定的模式多种，其中包含了血型的分型鉴定、细菌

毒素的分析以及噬菌体分型的鉴定和分子分型的鉴

定等。例如，将微生物检验技术进行灵活地运用，

若是耐药菌株爆发的时候，可以及时地对病原菌种

类和类型实施明确，及时和精准地给予控制，从而

给有效地提升医院中感染控制的概率。伴随着细菌

耐药性质的日益提升，细菌耐药性呈现出日益增多

的趋势，而且变得日益增强，能够显著地提升医院

中院内感染疾病的风险。 
综上，对住院患者需给予其微生物检验，继而

有效预防感染和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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