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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 

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总干事的报告 

背景 

1. 水和卫生设施在所有环境下均应可获得，特别是在医疗卫生机构中，人们在那里是

身处最为脆弱的境地1。然而，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5 年首次全球评估发现，

近 40%的医疗卫生机构用水短缺，19%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35%没有保持手部卫生的

材料。此外，超过 40%的医疗卫生机构没有对医疗废物进行安全管理
2
。在分娩和初级

卫生保健机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甚至低于其他服务领域或类型的机构，凸

显出不公平现象的严重性。这些严重不足有害于对全民健康覆盖的承诺和开展初级卫生

保健工作的努力，并对卫生服务质量和感染防控产生不利影响。医疗卫生机构在这方面

的不足也导致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和抗菌素耐药性扩散。为了引起对这一卫生和发展具

有根本重要性问题的足够重视，联合国秘书长于 2018 年 3 月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问题发出了全球行动呼吁。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不足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影响 

2.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不足阻碍了发挥维持环境卫生和预防医源性感染的

能力。据估计，15%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一种或多种感染3。在资源匮乏的机构中，败

                                                 
1 联合国大会认识到享有安全和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是一项人权，这项人权对于充分享受生命和所有人

权来说必不可少（64/292 号决议）。 
2 如报告下文所述，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于 2019 年初发布关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的新数据。这些数据将以更新指标为基础，并反映来自更多国家和机构的数据。 
3 Allegranzi B, et al，2011 年。发展中国家卫生保健相关感染流行的负担：系统评估和荟萃分析。《柳叶刀》，

377：22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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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发生风险上升 34 倍1。医源性感染导致很高的费用，而这类感染是可预防的。仅在

美国，2007 年因医源性感染而产生的直接住院医疗费用总额达 357 亿美元至 450 亿美

元2，而 2008 年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欧洲因医源性感染导致的年度经济影响

高达 70 亿欧元3。 

3. 每年有 100 多万人死于不洁分娩，而 26%新生儿死亡和 11%孕产妇死亡的原因是感

染4。医疗卫生机构缺乏用水和卫生设施会严重影响安全分娩并导致寻求护理的延误5。

此外，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足有害于维护尊严和公平，尤其在妇产和初级卫生保

健机构中。这些均为全民医疗保健的核心问题，同时影响到所有人均得到优质医疗服务

这一基本前提。 

4. 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不足不仅会导致感染，而且还进而

导致抗菌素耐药性传播。并有证据表明，也导致出生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的增加，这可

能是抗菌素耐药性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抗菌素耐药性是导致抗菌素治疗无效和快速发

展为败血症和败血症性休克的主要因素。在全球每年 67 万例因败血症而死亡的新生儿

中，几乎三分之一可归因于耐药性病原体6。此外，医疗卫生机构废水处理不安全也导

致抗菌素耐药性在环境中传播。 

5. 医疗废物的不安全管理会带来特定的健康风险。针头和注射器的不安全处理会增加

受伤和重复使用的风险。2010 年，不安全注射导致高达 3.39 万例新的艾滋病毒感染、

170 万例乙型肝炎感染和 31.5 万例丙型肝炎感染7。不充分焚烧会把病原体和有毒污染

                                                 
1 Oza S, et al., 2015 年。2000-2013 年 194 个国家新生儿早期和晚期的新生儿死因估计。《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93:19-28。 
2 Scott II R. 美国医院医源性感染的直接医疗费用和预防带来的益处。亚特兰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09

年。 
3 欧洲传染病年度流行病学报告。关于欧盟和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传染病状况的报告。斯德哥

尔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8 年。（https://ecdc.europa.eu/sites/portal/files/media/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0812_ 

SUR_Annual_Epidemiological_Report_2008.pdf, 第 27 页；2018 年 11 月 12 日访问）。 
4 Say, L., et al., 全球产妇死亡原因：世卫组织的系统分析。柳叶刀全球卫生，2014 年，2(6): p. e323-33。 
5 Velleman Y, et al., 2014 年。从联合思维到联合行动：关于改善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的行动呼吁。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11(12)：e1001771。 
6 Laxminarayan R, Matsoso P, Pant S, et al. 获得有效的抗菌药物：全球挑战。《柳叶刀》，2016 年，387: 168–

175。 
7 Pépin J, et al., 2014 年。2000 - 2010 年不安全医疗注射引起的全球病毒感染负担的发展。公共科学图书馆：综

合 9，9(6)：e99677。 

https://ecdc.europa.eu/sites/portal/files/media/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0812_%20SUR_Annual_Epidemiological_Report_2008.pdf
https://ecdc.europa.eu/sites/portal/files/media/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0812_%20SUR_Annual_Epidemiological_Report_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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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包括二恶英和呋喃）释放到环境中，从而给全球带来其他健康风险（世卫组织，2014

年1）。 

挑战 

6. 许多国家关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标准不完整，即便有标准

存在，但推动实施标准的资金或行动也有限。参与世卫组织牵头的全球卫生和水资源分

析和评估调查的 78 国中，虽约 80%已制定了关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或感染防控

的政策，但报告这些政策得到充分资助和实施的国家不到 25%
2。此外，气候变化威胁

到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机构需做好准备，

以在发生气候事件和疾病流行时提供应对服务。 

7.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通常负担过重，往往在改进和管理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问题上，既无激励也无培训。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和患者经常认

为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足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如果认为改进需要昂贵的基

础设施。 

8. 尽管卫生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报告有关提供安全、优质和有效护

理这些关键问题的情况，但很少有国家卫生信息管理系统收集关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重要信息。世卫组织和儿童基金会 2015 年评估报告强调，大多

数国家缺乏有关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数据。在该报告中，仅

20 个国家拥有全国代表性数据可供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唯一可用的数据是来自医

疗卫生机构评估，因为很少在卫生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中收集有关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的信息。如果没有关于按机构类别和地点分类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质量方面

的可靠数据，则很难制定改进计划和进行成本预测。 

9. 在国家卫生部内，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问题通常由一个资源严重不足的部门单

独管理。此外，环境卫生往往与其他主要卫生规划相脱节，以致在医疗卫生机构标准中

缺乏有关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内容，且在卫生服务其他领域缺乏有关水、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成本计算部分，如护理质量、孕产妇和儿童健康、防范和应对疫情。

                                                 
1 安全管理医疗机构的废物。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4 年（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 

publications/wastemanag/en/，2018 年 11 月 2 日访问）。 
2 联合国水机制关于环境卫生和饮用水全球分析及评估（GLAAS）2017 年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7

年（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glaas-report-2017/en/，2018 年 11 月 2 日访问)。 

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20publications/wastemanag/en/
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20publications/wastemanag/en/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glaas-report-201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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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医疗卫生机构环境基础设施相关的其他问题上也存在类似问题，特别是在可持续和

清洁能源领域。 

10. 许多国家卫生预算均围绕疾病和固定成本（如劳动力）等方面进行组织和优先顺序

安排，而不是围绕提供核心卫生系统职能方面。这导致缺乏基础设施和维修资金，以及

操作、维护和执行清洁等常规功能所需的人力资源。虽然许多国家都有分散下放的预算

编制责任制，但通常很少有本地或足够的收入计划来为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筹集资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许

多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免疫接种、产前保健等）是免费服务，因此无法产生收入用以支

付经常性费用或处理医疗废物，例如安全处理废弃的医疗利器。 

11. 此外，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部分地区缺乏全面运作、安全管理

的市政供水和卫生服务。确保医疗卫生机构中安全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可能

需大量资本投资，而超出卫生财务预算。投资这种基础设施需有效的跨部门合作，且随

着各国努力逐步实现普遍获得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基本卫生条件，医疗卫生机构

需得到特别关注。 

经验教训 

12. 提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在医疗卫生机构中实施安全卫生行为是可实现

的。如安装简易的洗手站、彩色垃圾箱以及逐步改进卫生培训和指导工作等，都是成本

相对较低的措施，均可迅速实施，同时计划改善基础设施的长期努力。这些改进也可对

社区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实践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简单

和低成本的措施，如改善厕所清洁度或安装洗手台和水处理系统，可以提高医疗质量，

增加服务的使用，并鼓励社区成员改变家庭中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比如在

关键时刻经常用肥皂洗手。 

13. 为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提供安全饮用水和功能性厕所等必需清洁卫生服务的医疗卫

生机构，可帮助人们建立对医疗服务的信任，并鼓励孕产妇在卫生机构而不是在家中进

行产前护理，这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战略的重要内容1。最近对水、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以及医疗质量的系统评估发现，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1 Russo ET, et al., 2012 年。在马拉维的一个产前卫生促进规划中参与者的非怀孕朋友和亲属的水处理和洗手行

为。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86:86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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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寻求医疗和患者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对健康结果也产生积极影响1。同样，

缺乏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会影响到员工情绪和工作表现。例如，缺乏洗手用

水不仅妨碍员工提供优质护理，还有损于维护员工尊严和自身安全。 

14. 在提供了用水和国家计划数据的国家中，有更多卫生机构已具备供水服务，这表明

国家政策是改善服务的重要因素2。 

15. 领导力对于实施工作始终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医疗

卫生机构改善用水和卫生状况工具指出，领导力是改善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的必要条件3。埃塞俄比亚副总理在清洁和安全医院规划中的领导作用对促进

行动大有帮助。机构领导者的参与，对于使所有员工认识到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清洁的重要性以及赋予清洁工权力起到重大作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海地，医疗卫生

机构领导人在接受了关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如何有助于提高医疗质量的培训后，

医疗卫生机构方案中采纳和拥有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情况就大有改善。柬埔寨、

加纳、印度、塔吉克斯坦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也有同样例子，在提高护理质量方

面，领导力和全系统努力推动了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行动

和投资。 

世卫组织的各项活动 

16.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协调了一系列活动，以加快宣传和监测国家标准

以及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和卫生措施的联合实施。现已制定了全球统一指标，从而

使国家数据更加精确和更具可比性，使该问题适合于目标设定和衡量。 

17. 世卫组织正利用总部、区域和国家共同协调方法向 20 多国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

以建立和加强部门间领导和协调。世卫组织还给柬埔寨、利比里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1 Bouzid M 和 Hunter P, 2018 年。医疗卫生机构中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对寻求护理行为和患者满意度

的影响是什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证据的系统审查。英国医学杂志全球卫生，3;3（https://gh.bmj.com/content/3/ 

3/e000648，2018 年 11 月 2 日访问）。 
2 医疗卫生机构中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现状和前进方向。日内瓦：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 年（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wash-health-care-facilities/en/，

2018 年 11 月 2 日访问）。 
3  医疗卫生机构改善用水和卫生状况工具。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8 年

（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water-and-sanitation-for-health-facility-improvement-tool/en/，

2018 年 11 月 2 日访问）。 

 

https://gh.bmj.com/content/3/%203/e000648
https://gh.bmj.com/content/3/%203/e000648
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wash-health-care-facilities/en/
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water-and-sanitation-for-health-facility-improvement-to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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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赞比亚等国卫生部提供支持，以在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和医疗卫生废物处理标准中制

定和实施关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标准。通过提供培训和为上述医疗卫生机构改

善用水和卫生状况的工具流程提供持续指导来达到这些标准，并通过合作伙伴提供的世

卫组织标准和工具获得的技术支持使更多国家受益。 

18. 强有力的跨部门合作使包含在医疗卫生机构标准中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内容

能够被纳入世卫组织有关感染防控、国家质量战略和政策、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

以及抗菌素耐药性和突发情况等领域的全球倡议。一些国家正在开展国家联合行动和落

实工作。 

19. 区域办事处参与了重要的区域努力。东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制定了区域战

略，这些战略已被纳入全民医疗卫生工作，并考虑到突发情况和气候适应能力。在非洲

和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大多数国家均将优质护理作为优先事项，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有关

建立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努力正在被纳入相关的培训、监测和实施配套方案。美

洲和欧洲区域办事处领导开展了国家调查工作，并组织论坛讨论结果和优先行动。非洲、

欧洲和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等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以审查医疗卫生

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与全民卫生保健质量的关联，并在卫生工作中进一步寻

找整合和支持改善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工作的机会。最后，在欧洲区域，诸如《1992

年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关于《水和卫生的议定书》和环境与卫生问题

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俄斯特拉发宣言》等多边文书，强调了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工作，并鼓励欧盟国家制定并追踪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目标，努力逐步改进。  

前进方向 

20.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 30 多个合作伙伴和所有区域合作，制定了医疗卫

生机构关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全球工作计划和架构，以响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行

动呼吁1，促进实现每个医疗卫生机构具有功能性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为

所有人提供优质的基本卫生服务这一愿景。已提出全球目标和进展指标，并将通过监测

可持续发展目标 3（健康）和目标 6（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进行核实。具体而言，

                                                 
1 迎接挑战：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行动呼吁。会议报告。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 年（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facilities/en/，2018 年 11 月 2

日访问）。 

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faciliti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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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目标要求 2022 年前在全球每个区域内，能够提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基本服

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至少达到 50%，到 2025 年达到 80%，到 2030 年达到 100%。应侧重

于纠正农村与城市地区间的不公平性，以及一级、二级和三级机构间的不公平性。此外，

鼓励各国制定国家目标并为逐步实现这些目标制定成本计划。在实现全民基本服务覆盖

目标后，考虑到与抗菌素耐药性、气候和感染防控相关具体问题，各国面临着界定和实

现更高层次医疗服务的挑战。 

21.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联合监测方案将定期报

告这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2019 年初将发布第一份全球基线报告，以便为同年的世界

卫生大会讨论及时提供信息。一个咨询小组正在建立中，以为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和致力于关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全球工作计划的合作伙伴提

供战略指导和审查。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还专门有一个联合国水机制专家组，他们将提供

技术和实施支持。行动将侧重于五个主题领域：领导和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改善监督

和问责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赋予民间社会、社区和卫生人力权力，并根据证据来

采取行动。目前正在进行内部和外部磋商，以确保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全球响应、国家一揽子计划和具体目标的广泛采用和自主权。最后，计划开展

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全球宣传活动，以支持各国开展国家评估，制定和实施标准，确保

必要融资，并加速富有成效的行动。各国卫生部的目标是展示领导力和自主权，并与相

关主管水、环境卫生和基础设施的部门协调，以确保和维持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2. 请执委会注意本报告，并把讨论重点放在就下述问题提供指导方面： 

 本组织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进一步采取的行动；以

及 

 将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问题纳入卫生规划和监测的主流，

以确保卫生部门充分解决这一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