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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感染预防与控制非正式网络第二次会议于 2008 年 6 月 26-27 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

组织总部召开。参会人员共有 28 人，包括 6 名外部专家，8 名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各部

门的职员以及 4 个区域办事处的代表1。 
此次会议的目标是为国家规划和地方卫生保健机构规划确定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核心组

成部分，以帮助加强预防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能力并做好有效应对突发传染病如流行病的

准备。 
本会议报告概述了与会者关于感染预防与控制 (IPC)规划的范围和描述 IPC 规划的核

心组成部分时必须考虑的问题的讨论结果。讨论涵盖的内容包括在患者、卫生保健工作者

和探视者中预防卫生保健相关感染；卫生系统对流行病的早期发现和管理以及有效应对的

准备；协调社区共同应对传染病；预防抗菌素耐药性的出现和/或耐药株的传播；将卫生保

健相关感染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与会者确定的核心组成部分归纳于表 1。 

确定了研究的部分优先领域： 

■ 感染控制专业人员的培训技能和课程； 

■ 感染控制专业人员与工作量的最佳配比； 

■ 实施新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策略； 

■ 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类型的卫生系统、卫生保健机构和其他医疗环境条件下的适

用性。 

本报告就国家层面和卫生保健机构的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所必需的基本组成部分，达

成了统一的专家意见。此次会议有助于制定发展这些规划的优先领域，特别是在国家层面，

并且产生了修订关于这些事项的现有指南的战略性要素，确定了进一步发展的路线图。 

 

1 与会者名单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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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核心组成部分总结 

分类 组成部分 

IPC 规划的组织 
结构 

有一个负责政策、目标、策略、法律、技术框架和监测的组织结

构。拥有获得资质认证、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职能的专业技术人

员。有进行规划活动所需的充足预算。 

技术指南 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发布并执行预防相关危险和/或感染的循

证技术指南。 

 

人力资源 

对所有的卫生保健人员进行感染预防与控制方面的培训，并对感

染控制专业人员开展专门培训。有充足的人员负责感染预防与控制工

作。应对生物风险并执行预防措施。 

监测感染情况和评
价感染预防与控制
操作的依从性 

建立感染监测和病原体监测的优先领域，将病例定义和主动监测

方法标准化。系统性评价感染预防与控制操作的依从性。识别疾病爆

发并迅速应对。 

记录卫生保健感染情况和感染预防与控制操作的情况。 

微生物实验室 标准化的微生物实验技术。 

促进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和微生物实验室之间的相互交流。使用

微生物学数据进行监测和开展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 

建立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 

环境 

 

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最低要求：清洁的水、通风、洗手设施、患者

安置和隔离设施、消毒供应贮备、建筑条件和/或整修。 

规划的监测和评价 在国家层面和卫生保健机构内常规监测、评价和报告感染预防与

控制成果、进程和策略。在非惩罚氛围中促进评价。 

与公共卫生或其他
服务的联系 

建立公共卫生服务和处理强制性报告事件的机构之间的联系。长

期协调涉及废弃物管理、卫生设备、生物安全、抗菌素制药业、职业

卫生、患者和消费者以及卫生保健质量的活动。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核心组成部分 
卫生保健中感染预防与控制非正式网络第二次会议报告，2008 年 6 月 28 日，瑞士日内瓦 

 
 

– vii –   

缩略语 
 

BDP （世卫组织）危险病原体生物危害降低处 

EPR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 

HAI 卫生保健相关感染 

HIV 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 

ICU 重症监护室 

IHR 《国际卫生条例》 

IPC 感染预防与控制 

SARS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TB 结核病 

WHA 世界卫生大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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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卫生保健相关感染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卫生保健相关感染发生频繁，导致人

们发病甚至死亡，给患者、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卫生系统造成了沉重负担。卫生保健相关感

染在世界各地发生，并影响到所有国家，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 
最常见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类型包括手术伤口感染、血液感染、尿道感染和下呼吸道

感染。在某些环境下，产后子宫内膜炎和胃肠道感染也很常见。由于年龄（儿童和老年人）、

严重的基础疾病、使用侵入性设备或进行侵入性操作以及处于免疫系统受损状态（如化疗

和移植手术）等原因，患者的易感性增加，他们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率也随之增加。 
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爆发可能对医院造成严重的后果，源自就诊患者、探视者和工作

人员的传播可能导致社区出现疾病爆发。诸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又称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病毒性出血热、禽流感以及大流行性流感等传染病的出现突显了在医疗环

境中实施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的必要性。从 SARS 流行吸取的诸多教训中，其中之一就是

卫生保健机构可成为爆发的放大器，造成爆发范围的扩大，导致病例数增加。为预防和控

制病原体的传播而做好充足准备，并持续进行安全医疗操作的机构文化建设，这对于控制

许多可能波及社区的传染病的爆发是有意义的。 
在许多微生物中对抗菌素耐药菌株的出现和蔓延，如结核分枝杆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

的耐多药/广泛耐药菌株，使许多原本容易治疗的传染病变得难以控制。抗菌素耐药菌给社

区和卫生保健机构带来问题，对于医院则影响更大，在缺少有效的感染控制规划的情况下，

医院里的高度易感人群可能成为耐药菌的永久传染源或耐药菌传播扩大的源头。 
卫生保健相关感染导致的疾病负担中有相当比例是可以预防的，并且许多已证实有效

的干预措施是低成本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和规划已经在多种环境下以可持续的方式成

功地控制了卫生保健相关感染，且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许多规划是因一次疾病爆发或

危机而制定的，还包括了以强大的（国家和/或地方）政府支持和领导能力为特征的应对措

施。 
尽管许多机构（如科学学会、专业团体、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制定了卫生保健机

构层面的 IPC 政策性文件和标准，却很少能够确定国家级规划的组成部分，并且没有任何

机构以地方和国家规划组成部分相互整合的方式来开展这项工作。 
2006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泰国举办（有 4 个国家参加）了卫生保健机构流行和大流行突

发事件防备和应对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对卫生保健机构防备流行和大流行的计划进行了评

价，同时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频繁地接到需要给予指导的请求。这些情况都清晰的表明制

定计划和实际应对与传染病有关的突发事件的主要障碍在于：卫生保健机构缺乏制定 IPC
规划的能力和许多国家的 IPC 规划存在薄弱环节。假设与那些没有 IPC 规划的地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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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生保健机构相比，已制定 IPC 规划的地区、国家和卫生保健机构会以更恰当、及时和

有效的方式来更好地作出应对。这些 IPC 规划也会有助于预防与卫生保健相关的流行病，

有助于更好管理这些具有高发病率和死亡率并给患者和机构造成经济负担的疾病爆发。 
世卫组织卫生保健行动中的感染预防与控制目标是帮助会员国，通过降低患者、卫生

工作者和所有与医疗环境有关的人及环境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风险，来促进高质量的卫生

保健服务；并且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有关应构成国家和地方的 IPC 规划

基础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建议的缺乏和落伍，促成了卫生保健感染预防控制非正式网络的专

家成员会议的召开。自 2007 年以来，这个非正式网络为世卫组织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持。要

求专家们确定这些组成部分并制定一个发展 IPC 规划的优先领域路线图。确定所有 IPC 规

划所必需的核心组成部分，将会帮助从卫生部到卫生保健机构的各级卫生保健系统制定 IPC
规划。 

1.1 会议目标 

会议目标包括： 

■ 确定国家层面和地方医疗环境（即卫生保健机构）IPC 规划的基本或“核心”组成部

分，以有助于： 
– 通过建立预防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长期活动，来加强卫生系统的能力； 
– 应对与传染病有关的突发事件的准备和管理，如流行和大流行。 

■ 确定加强感染预防与控制网络所必需的组成部分，以有助于知识、策略和研究优

先领域的协调和宣传。 

此次会议在世卫组织第 1、5、10、11 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召开，这几个战略目标分别是： 

■ 降低传染病的健康、社会和经济负担。 

■ 降低突发事件、灾害、危机和冲突对健康造成的不良后果，并将其对社会和经济

的影响降至最低。 

■ 根据现有的可靠证据和研究，通过更好的政府管理、筹资和人员配备及管理来改

善卫生服务； 

■ 确保提高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可及性、质量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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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直接有助于执行以下有关感染预防与控制领域的世界卫生大会(WHA)的决

议： 

■ 关于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的 WHA48.13 号决议； 

■ 关于改进对抗菌素耐药性的控制和有效的监测和控制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

WHA51.17 和 WHA58.27 号决议； 

■ 关于全球健康保障的 WHA54.14 号决议； 

■ WHA55.18 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对患者安全问题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并建立和加强提

高患者安全及卫生保健质量所必需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系统； 

■ WHA56.19 和 WHA58.5 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制定和实施防备和应对大流行性流感

的国家计划。感染控制措施指南对于这些计划至关重要，WHA58.5 号决议要求世

卫组织总干事评价防护措施的潜在效益，特别是在医疗环境中的潜在效益； 

■ WHA60.26 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制定国家政策和计划，实施有关工人健康的全球行动

计划并为它们的实施、监测和评估建立适宜机制和法律框架。 

1.2 会议记录 

会议议程见附件 3。 
与会者提名 Shirley Paton 为主席，Cathryn Murphy 和 Fernando Otaíza 为大会报告员。 
作了两份关于世卫组织总部和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感染预防与控制相关活动的报告。

为了确定随后的讨论重点，作了三份关于国家或地区制定 IPC 规划核心组成部分的经验的

报告。 
进行了关于卫生保健中的 IPC 规划范围以及在阐述这些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时应当考

虑的事项的一般性讨论。具体内容见第 2 部分。 
在专题讨论了应进行探讨的 IPC 规划核心组成部分的一般分类之后，与会者分为两组，

一组由 Susan Wilburn 协调，成员包括所有来自世卫组织规划和区域办事处的与会者，另一

组由 Shirley Paton 协调，成员包括所有外部专家。两个小组针对一般分类的每一类，分别

列出了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的清单，随后将两份清单的内容合并。对于一般分类的每一类，

总结了讨论框架，然后列出了一个国家级权威机构和地方卫生保健机构的分类核心组成部

分的表格。内容见第 3 部分。这些讨论产生了需要研究领域的清单，内容见第 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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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为国家层面和地方卫生保健机构的 IPC 规划的基本组成部分提供了专家意见。

它有助于制定发展这些规划的优先领域。本报告包含了国际专家小组和世卫组织总部和区

域办事处员工的集体意见，不一定代表世界卫生组织的的决定或既定政策。 

1.3 利益声明 

外部专家完成了所需的世卫组织利益声明，表明他们与此次会议主题或世卫组织既定

主题没有利益冲突。 

1.4 与会者查阅的文献 

会前和会议期间，与会者查阅了来自世卫组织或其他来源的有关讨论议题的文献。附

件 2 列出了所查阅文献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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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卫生保健中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的范围和一般性考虑： 
讨论概要 

2.1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范围 

卫生保健中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目标是： 

■ 预防患者、卫生保健工作者、探视者和其他卫生保健机构有关人员发生卫生保健

相关感染。 

这些感染可能是： 

– 地方性的，与卫生保健过程中使用器械或进行操作有关或无关； 

– 流行病，源自卫生保健机构中的人群； 

– 社区获得性感染传播给提供医疗服务的卫生保健机构内的患者的结果，造成了

社区获得性感染流行的扩大。 

■ 促进卫生保健机构对流行病的早期发现和管理作好准备，并组织进行及时和有效

的应对； 

■ 帮助协调应对可能通过卫生保健服务被“放大”的社区获得性感染疾病、地方性

或流行性疾病的控制工作； 

■ 帮助预防抗菌素耐药菌的出现和/或微生物耐药菌的传播； 

■ 尽量降低这些感染或其处理措施对环境的影响。 

被确定为 IPC 规划基本或“核心”组成部分的拟议组成部分，限于与会者认为任何 IPC
规划要实现其目标所必需的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和必须的组成部分。 

2.2 供讨论的意见和设想 

2.2.1 感染流行病学 

■ 引起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传染性病原体的主要来源有： 

– 患者，患者自身或其他患者的微生物群； 

– 携带传染性病原体的卫生保健工作者； 

– 非生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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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环境和社区的传染性疾病传播模式是相同的；但是医疗环境在提供卫

生服务过程中的临床操作（如侵入性操作，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操作）本身

可能使病原体和感染的传播变得更容易。 

■ 大部分卫生保健相关感染是地方性的，且与患者个体危险因素和临床操作

相关。少数卫生保健相关感染与流行病相关。这些流行病源自到卫生保健

机构就诊的传染性疾病患者、机构内被污染的共用资源，或者由于某特定

操作中没有系统使用无菌技术而由同一病原体引起一系列交叉感染。 

■ 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危险因素广泛多样，并且每类感染的危险因素是特定

的。一般来说，宿主因素（如年龄和基础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大部分卫生

保健相关感染的主要决定因素。诸如使用或操作侵入性设备等卫生保健操

作与感染有密切相关。诸如空气、水或表面污染等非生物环境相关危险因

素在大多数卫生保健相关感染中处于次要作用。 

2.2.2 缺乏关于基本组成部分的建议 

■ 很少有出版物提供全面的流行病学数据，而根据在国家级或地方级卫生保

健机构降低感染风险的效果，这些数据可用于决定哪些组成部分是感染预

防与控制规划所必需的。现有相关研究结果也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 一些来自专家组、科学协会或其他利益团体的出版物提供了以专业知识或

其他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的推荐清单。大多数出版物提到卫生保健

机构必须根据认证机构标准或其他要求采纳组成部分，而很少文件提供针

对国家规划的建议。 

2.2.3 明确国家和地方规划各自的职责以确定规划基本组成部分 

■ 国家级卫生权威机构应当直接或授权有关机构对规定的依从性进行管理、

指导、促进和监督。 

■ 在地方级（卫生保健机构），必须以对患者、卫生工作者和其他人安全且

有效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 

2.2.4 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应当协调一致 

2.2.5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可能根据提供医疗服务类型（即危急医疗服务和基本医疗
服务）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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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会议所产生的核心组成部分清单是一般性的，应该根据医疗服务类型

进行调整。 

2.2.6 非流行期与爆发期所需组成部分特点不同 

■ 对两种情况都进行了考虑，与会者一致认为，绝大部分的卫生保健相关感

染是地方性的，总的来看这类感染造成了最沉重的疾病负担，爆发是可以

预防的，爆发通常发生在卫生保健机构并导致地方性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

发生率很高。因此，组成部分的描述侧重于： 

– 预防与地方性相关的感染或其他与设备和操作相关的感染； 

– 预防和处理卫生保健机构内的爆发和/或社区获得性感染爆发的扩大； 

– 卫生保健机构应对大规模流行的防备计划。 

2.2.7 此次会议审议的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归类如下： 

1．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组织结构 

2．技术指南 

3．人力资源，包括： 

– 培训 

– 规划人员配备 

– 卫生保健工作者的职业卫生问题 

4．疾病监测和感染预防与控制操作依从性评估 

5．微生物实验室支持 

6．环境 

7．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评价 

8．与公共卫生和其他服务/社会团体的联系 

2.2.8 各组成部分性质不同，表现在结构或过程方面： 

■ 结构，如经过培训的感染控制专业人员，现有的技术指南； 

■ 过程，如提供培训，监测预防性操作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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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阐述 

在讨论期间，与会者从之前确定的八种类别（详见 2.2.7）明确了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

的核心组成部分。本部分对这些核心组成部分进行阐述。 

3.1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组织结构 

讨论框架 

必须在国家和地方级别建立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组织结构，并具有专门负责人、明

确的目标和职能以及详细的责任范围。表 2 总结了组织结构方面的核心组成部分。 

3.1.1 应建立活动目标并规定活动范围   

■ 目标应至少包括： 

– 针对地方性感染和流行性感染应达到的目标； 

– 对于那些能有效预防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措施和步骤，期望达到的依从

性。 

■ 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与以下人群的感染相关：  

– 患者 

– 卫生保健工作者 

– 探视者 

■ 感染预防与控制的职能包括： 

– 监测卫生保健相关感染 

– 在卫生保健服务过程中使用有效的无菌技术，包括： 
o 标准预防措施  
o 正确选择和使用杀菌剂  
o 临床操作技术 

– 制定指南并使有效预防措施标准化： 
o 医疗物品的灭菌和消毒  
o 隔离措施 

– 爆发管理 

– 培训卫生保健工作者 

– 评估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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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购买充足的物资 
■ 应明确感染预防与控制与其他重要活动的关系，如： 

– 预防和遏制抗药性 

– 结核病、艾滋病和其他相关公共卫生规划 

– 实验室生物安全 

– 职业卫生 

– 保健服务质量 

– 患者安全  

– 废弃物管理和其他环境问题 

– 患者权利 

3.1.2 规划的组织结构应至少包括但不局限于：  

■ 确定一个技术团队，由受过培训的专家组成，负责国家级和地方的感染控

制工作。专家包括： 

– 医疗专家 

– 护理专家 

■ 该技术团队应具备： 

– 感染控制方面的正规培训 

– 根据任务制定时间表 

– 执行必需的预防控制感染任务的授权 

■ 适应于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活动且与其他卫生优先事项平衡的经费预算。 

3.1.3 制定规划策略时可采用当地从其他成功干预措施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 

可建立一个记录并传播当地或国家成功倡议的系统，用于提供那些现有资源、文化和

环境下的成功案例。 

3.1.4 与其它作为参与制定政策、实施和/或评估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的团体相协调  

可能需要一个能与负责规划的技术团队定期沟通的官方组织、委员会或者类似的机构。

该组织提供平台供多学科技术投入、合作、相互支持和共享信息。该组织的其他功能是审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核心组成部分 

卫生保健中感染预防与控制非正式网络第二次会议报告，2008 年 6 月 28 日，瑞士日内瓦 

 

– 10 –   

查规划内容、促进完善措施、保证提供合理的培训、评估新技术相关风险并对规划进行定

期评估。 

■ 在国家层面该组织可包括其他国家规划、科学专业机构（如医疗、护理）、

国家参比实验室、环境管理机构、患者协会和/或培训中心。 

■ 在地方层面该组织可包括主要医疗部门、护理服务、支持服务（如中心供

给、微生物实验室）、管理、家政、卫生和环境服务部门的领导。 

■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要与诸如结核病、艾滋病及其他的战略性规划相协调。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核心组成部分 

卫生保健中感染预防与控制非正式网络第二次会议报告，2008 年 6 月 28 日，瑞士日内瓦 

 

– 11 –   

表 2.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组织结构： 核心组成部分 
 

组织结构级别 

国家级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由相关国家卫生当局建立的规划

权威机构，且具备： 

• 合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 规定感染预防与控制范围与职

能； 

• 满足规划活动和目标的充足预

算。 

为卫生保健权威机构指派合格的感染

预防与控制领导，且具备： 

• 来自行政或相当部门的授权； 

• 合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 受过培训的感染控制专家；  

– 可获得受过训练的医疗支持。 

• 规定感染预防与控制的范围与职

能； 

• 满足规划活动和目标的充足预算。

负责制定政策、目标、策略、法规

和技术框架，并对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

进行监测 

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机构内涉及防控

地方性和流行性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所有

活动 

在与其他国家规划和重要利益攸

关方的合作中代表感染预防与控制规

划 

卫生保健机构内，在与其他规划和重要

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中代表感染预防与控制

规划 

负责感染预防与控制防备计划的

所有环节，协调由感染性疾病引发的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如大流行） 

负责感染预防与控制防备计划的所有

环节，协调由感染性疾病引发的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如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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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指南 

讨论框架 

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应建立在已知证据的基础之上。感染预防与控制领域已经积累了

大量关于有效预防干预措施的经验。 其中有很多措施既简单又具有较高的成本收益。现有

的各种国家技术指南提供了实施循证活动的框架。 
各种利益攸关方（如卫生当局、卫生保健机构、科学团体及患者协会）及早参与制定

国家级指南可有助于达成共识并重视实施进程。 
表 3 总结了本类别的主要组成部分。 

3.2.1 “一套基本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包括： 

■ 标准预防措施:： 

– 手卫生 

– 医疗物品的灭菌和消毒  

– 预防和管理尖锐物品造成的损伤 

■ 疾病早发现和早隔离措施： 

– 患者安置 

– 个人防护装置的使用 

■ 不同医疗范畴的临床操作无菌技术和设备管理 

卫生保健机构中，操作范围可能因提供的医疗服务类别不同而差别很大，

因此应优先制定那些关于最频繁实施的和/或具有风险的操作（如注射安全，

留置导管的使用和其他侵入性操作）的指南。 

■ 废弃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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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与卫生保健工作者健康相关的基本议题包括： 

■ 上岗前及上岗后进行筛查，以识别有可能给工作人员带来风险的情况。 

■ 疫苗接种 

表 3.  技术指南：核心组成部分 

国家级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通过汲取可用于一整套基本指南

的最佳 IPC 证据，制定和传播国家级技

术指南 (见 3.2.1 部分) 

调整国家技术指南以适应地方水

平，并实施 

 
根据需要制定当地指南，例如一套

地方基本 IPC 指南(见 3.2.1 部分) 

IPC：感染预防与控制。 

3.3 人力资源 

讨论框架 

卫生保健活动多是由个人直接实施，因此个人操作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卫

生保健工作者的执行情况对于产出至关重要。诊断或治疗所需的临床操作可能与患者和/或
员工获得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风险相关。一些与卫生保健相关感染有关的临床操作可能会

导致大范围传播，尤其是在感染预防与控制意识薄弱的地方；为减少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

风险而对原有的一些操作进行调整，可能会需要巨大的文化和行为的改变，且需要纳入长

期策略之中。  
表 4 总结了本类别的核心组成部分。 

3.3.1 培训 

指南提供了技术框架，描述了为什么应该实施标准化的临床操作来减少卫生保健相关

感染的风险，但是仅靠现有的指南不足以保证日常临床操作达到此要求。 
许多因素影响标准操作的一致性和恰当性，接受过良好培训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在条件

（如资源、组织结构和设备）允许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遵守标准操作。 
提供给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培训必须是长期的，并且与每位工作者所需执行的任务相关。

根据感染预防与控制培训目的，人力资源可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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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控制专家：指技术团队中的医生、护士和其他专业人士，该技术团队

负责所有级别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这些专家的知识和技能包括感染预

防和控制的内容和一般原则、感染监测、爆发管理和监督临床操作。 

■ 参与为患者提供直接医疗服务的全体卫生保健工作者：指那些在各个层面

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临床工作者（如医生、护士、牙医、医疗助手等）、

实验室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如保洁员），并且他们必须以将感染风险

降至最低的方式来实施临床操作。  

■ 为以上人员提供支持的其他人员：指负责工作支持和监督国家及地方政策

的行政和管理人员（如地方官员、执行官）。 

3.3.2 人员配备 

虽然对此话题的深入讨论超出了本次会议的范围，但是已确定卫生保健人员与工作负

担（例如用机构床位数、门诊量等表示）之比与感染率等若干卫生保健结局相关。尽管感

染防控专家与工作负担（指为了对卫生指标产生积极影响而需要履行的任务）的最佳比例

尚未确定；但是，感染控制专家的配置水平与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的成果相关，高比例可

产生更好的成果。 

3.3.3 生物学风险 

卫生保健工作者所面对的生物风险中对于感染预防与控制很重要，因为： 

■ 卫生保健工作者暴露于患者携带的多种微生物病原体。一些爆发中，卫生

保健工作者曾经被严重影响，出现过大量的被感染病例。 

– 有的暴露可通过简单的措施进行预防，如标准预防措施。其他暴露可以

通过早期发现和隔离传染源患者来预防。 

– 一些因意外暴露导致的感染，可通过正确使用免疫球蛋白或其他方式来

预防。比如乙肝。  

– 一些感染可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 被感染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可能会将疾病传染给患者。 

■ 卫生保健工作者可能是携带传染性病原体的隐形感染者，可将病原体传播

给患者（如对抗菌素耐药的传染性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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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保健工作者错误使用那些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物品，如某些灭菌剂，

可能会有负面作用。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与职业卫生规划的许多活动紧密相关，工作中必须相互协调。 

 

表 4.  人力资源：主要组成部分 
 

国家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建立必须的内容和环节： 
• 针对所有卫生保健人员的

IPC 基础培训  
• 针对感染控制专家（技术团

队）的特别培训 

为所有卫生保健人员提供上岗培

训和定期培训 

制定合理配置 IPC 人员的标准 为感染控制专家提供接受特别培

训的机会 

应对生物学风险，制定预防措施，

建立与其他职业卫生活动和规划的联

系 

在数量、技能和培训方面正确配置

IPC 技术团队。 

 
调整并实施措施，以规避员工在卫

生保健操作中的生物风险 

IPC：感染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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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监测卫生保健相关感染和评估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依从性 

讨论框架 

3.4.1 监测卫生保健相关感染 

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活动应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为了完成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目标，应

建立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监测系统和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依从性的评估系统。这些系统也

有助于评价感染预防与控制干预措施的影响。监测活动通常是费时的，需要与防控活动的

时间安排相协调。更先进的监测系统还需要高质量的微生物实验室程序和数据以鉴定病原

体及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类型。 
表 5 列出了本类别的核心组成部分。 

监测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至少应提供以下信息：  

■ 描述与卫生保健有关的感染状况（如发病率和/或患病率、类型、病因、严重性、

所导致的疾病负担）  

■ 发现高危人群、危险操作和暴露 

■ 及早发现爆发  

■ 评估干预效果 

目前有几种不同情况下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模式，大多数应用在急救机构（即医

院）和长期住院护理。这些模式均包含： 

■ 监测目的  

■ 一套病例定义的标准  

■ 检测感染者（分子）的方法 

■ 检测暴露人群（分母）的方法 

■ 分析数据和撰写报告的过程，包括分子、分母及率的计算 

■ 一些模型还包括评估数据质量的方法 

许多系统会选择对某些相关感染进行监测，目前很少对全部感染都进行监测。因此需

要有一个决定监测优先性的程序；通常选作监测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通常是可预防的，尤

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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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卫生保健机构内可能造成流行的感染； 

■ 弱势群体中的感染，例如新生儿、烧伤患者、重症监护的患者和免疫低下人群； 

■ 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感染，如高致死率及耐多药病原体所导致的感染； 

■ 与某些特定的侵入性装置或操作相关的感染，如血管内装置的使用、留置导尿

管和外科手术； 

■ 可能影响临床、实验室和其他环境下的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感染。 

检测感染的方法须是主动性的。被动监测方法敏感性低，因此不鼓励使用。目前已经

建议并介绍过多种监测策略，例如： 

■ 患病率的研究； 

■ 发病率的研究，可采用如哨点监测、部门监测或优先监测的模式。 

3.4.2  评估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依从性 

感染预防与控制干预需要在实施预防程序中保持一致性，如手卫生、呼吸防护、手术

抗菌素预防的运用、侵入性装置的无菌操作。实施这些操作的方式取决于卫生保健工作者

个体和合理资源的可用性。为了发现违规操作并提高操作水平和依从性，采用直接观察操

作的方法或其它方法经常性地对正在执行的操作进行评估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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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监测卫生保健相关感染和评估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依从性: 核心组成部分 
 

国家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协调、收集和记录国家水平的 HAI
数据 

记录卫生保健服务机构内 HAI 情况

和 IPC 实施情况 

制定国家级监测目标 根据国家目标制定地方监测的目标

建立感染、病原体等监测的优先重

点 
根据机构内保健服务的范围制定监

测的优先重点 

建立报告给卫生当局的数据内容和

报告方式 
建立用于监测的医疗记录中所需的

最少记录内容，并检查依从性 

向利益团体报告 HAI 的全国状况和

特殊情况 
采用国家标准化的病例定义和感染

监测方法来实施监测 

标准化： 
• 病例定义 
• 监测方法 

识别爆发，并协调应对措施 

在免罚的机构文化下促进对 IPC 和

相关操作的评估 
按照规章要求向公共卫生权威机构

和当地利益团体报告 HAI 及事件 

 在免罚的机构文化下促进对 IPC 和

相关操作的评估 

HAI：卫生保健相关感染；IPC：感染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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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微生物实验室支持 

讨论框架 

微生物实验室可为患者和感染预防控制规划提供多种支持。识别引发感染的病原体并

对其特征进行描述十分重要，可以使临床医生决定选择何种治疗方案，以改善患者的治疗

结局并缩短许多病原体的传染期。对于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这些信息对于及早发现爆发

是非常有用的，在某些爆发中是通过识别相关病原体或不同耐药类型来对病例进行描述的。

这些信息还为当地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流行情况提供数据。微生物实验室支持还为抗菌素

使用政策提供相关信息。 
表 6 总结了本类别的核心组成部分。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中，有许多重要议题与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数据的解释相关，实验

室数据可能造成重大偏倚。包括： 

■ 微生物实验室技术必须是高质量的，从而为临床决策和流行病学应用提供可靠

的数据。 

■ 临床部门和服务机构必须按照正确的程序收集和转送样本给微生物实验室。 

■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信息需要进行分析，以便区别卫生保健相关感染和社区内

获得性感染，区分感染病例和集群现象，以及避免重复计算那些多次培养的病

例。 

■ 这些通常为决策和涉及个体患者医疗而进行的实验室数据分析还可以产出关

于病因的信息，和/或最严重的感染（而不一定是全部感染或是主要感染）的耐

药类型的信息。 

实验室相关程序可能会给那些参与收集、运送和处理样本的人员带来感染的风险。为

了尽可能降低这种实验室环境下的感染风险，应制定恰当的生物安全标准并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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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微生物实验室支持：核心组成部分 

 

国家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规范微生物实验室技术； 提供高质量的微生物实验室服务； 

促进 IPC 活动和微生物实验室的

交流合作； 
建立 IPC 活动和微生物实验室活动

间的联系； 

建立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 在 IPC 活动和监测中利用微生物数

据； 

 执行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 

IPC：感染预防与控制 

3.6 环境 

讨论框架 

感染预防与控制还应关注一些环境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卫生保健机构建设和条件的

环境问题。 
表 7 总结了本类别的核心组成部分。 

3.6.1  患者医疗工作必须在有助于而非阻碍预防措施的卫生环境中进行  

卫生保健服务机构应至少提供： 

■ 清洁用水； 

■ 在指定进行患者医疗或其他卫生保健操作的场所应设置有肥皂和流动水的手

卫生设施； 

■ 清洁卫生的机构环境； 

■ 通风良好的区域；  

■ 照明情况良好的医疗操作实施区域。 

因为某些环境因素与感染风险有关，还需要注意的其他方面有： 

■ 无菌设备须存放于干燥无尘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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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卫生机构内正在建设和改造，应采用控制灰尘和颗粒物的合理措施，尤其当

它们影响下列场所时：  

– 手术室； 

– 重症监护或烧伤病房； 

– 收治严重免疫损伤患者的区域。 

■ 某些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如隔离预防）可能需要把传染病患者与其他患者分

隔开。 

– 某些情况下，卫生保健相关感染患者可以与具有相同感染（如腺病毒感染）

的患者同居一室。  

– 某些疾病（如结核），需要提供特别的环境条件，如通风。 

–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提供达到规定的通风条件的单间以预防传播，如耐多

药/广泛耐药的 M 型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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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境：核心组成成分 
 

国家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规定卫生保健环境中 IPC 的硬

件条件： 
■ 提供清洁的水 
■ 通风 
■ 洗手设施 
■ 患者安置 
■ 医疗废弃物管理 

识别环境中的感染风险，并制

定下列有关事项的干预措施： 
■ 提供清洁的水 
■ 通风 
■ 洗手设施 
■ 患者安置和隔离设施 
■ 无菌物品的存放 
■ 建设和/或改造 
■ 医疗废弃物管理 

 
IPC：感染预防与控制。 

3.7 监测和评估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 

讨论框架 

为了评价在何种程度实现了目的以及目标完成情况，评价项目是否按要求进行以及发

现需要改善之处，应定期对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进行评估。评估还可以记录就所定义的结

局而言规划的影响。  

为达到这些目的可能需要的重要信息包括：从监测系统获得的流行病学指标、感染预

防与控制活动依从性的评估结果和其他通过审计或其他方法获得的过程指标，如培训活动、

资源配置等。 

感染预防与控制政策应在一个免罚的机构文化中鼓励改进并促进从经验中学习，从而

有助于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改善产出的质量。 

表 8 总结了本类别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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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监测和评估：核心组成部分 
 

国家级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建立能够定期汇报全国目标

（结果和过程）和策略情况的机制； 
定期汇报当地目标（结果和过

程）、策略和 IPC 活动影响的情况；

建立机制，以便能通过审计或

其他官方认可的手段定期监测和评

估 IPC 活动，以及卫生保健机构的

结构； 

定期监测和评估对规章、活动和

规划干预措施的依从性； 

在免罚的机构文化下，促进对

当地 IPC 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 
定期监测和评估临床操作的依从

性 ； 

 在免罚的机构文化下，促进对当

地 IPC 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 

IPC：感染预防与控制。 

3.8 与公共卫生或其他服务的联系  

讨论框架 

许多卫生保健机构与其他组织、学会和机构（如医院、实验室、培训中心）有着正式

和/或非正式的联系。与这些组织的交流对于制定对突发事件的协调应对计划和传递指导意

见、信息和/或知识有重要意义。 
表 9 总结了本类别的核心组成部分。 

■ 通常包括关于向相应地方、区域或国家权威机构汇报某些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事件

和传染性疾病的国家法规。 

■ 权威机构和其他公共卫生服务机构需要与卫生保健机构及其他卫生服务提供者建

立有效的沟通方式，从而传播知识、法规、公共卫生策略/规划或其他信息。这些

情况下的联系尤为重要： 

– 在出现可能影响卫生保健机构的社区疾病爆发时。因为卫生保健机构可能需要

为不可预计的大量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或者通过增加其他患者和/或卫生保健工

作者的感染风险从而使疾病爆发波及更广泛的人群。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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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向某些机构报告、接受某些机构报告或者机构间交流一些罕见的事件，如

一种新型病原体或重要耐药株的出现或引起疾病爆发。 

医院为基础的感染监测系统应当与公共卫生感染监测系统相结合；应该及时向公共卫

生权威机构报告可能引起关注的疾病的信息。这与《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要求相一

致，该条例于 2007 年 6 月开始生效。《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会员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同样，为了控制后续事件，应制定卫生保健感染

防控措施。 

表 9. 与公共卫生或其他服务的联系：核心组成部分 
 

国家权威机构 卫生保健机构 

制定在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和卫生保

健机构间的联系程序，以汇报强制报告的

事件（即感染病例、感染率和爆发）并进

行其他方面的沟通。 

为了报告事件和接收信息，与有关

公共卫生或其他服务机构建立沟通。

 
在与以下服务的联系中代表 IPC：
• 废弃物管理和清洁 
• 生物安全 
• 抗菌素制药业 
• 职业卫生  
• 患者和消费者 
• 卫生保健质量 

IPC：感染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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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核心组成部分：研究议程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已经确定了若干领域，作为为制定建议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的

关键议题。四个主要领域阐述如下： 

4.1 感染控制专业人员培训技能和课程 

经培训的感染控制专业人员参与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与更好的结果有关联，这个观点

是有事实和理论支持的。但是，需要哪些专业内容和技能却仍未明确。若干机构（绝大部

分是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国家中的与医学和护理相关的专业团体）

已制定了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小组基本培训和课程草案。参与刚启动或资源有限的预防与

控制规划的专业人员所必需的培训内容、策略和技能，还需要进行阐明并开展评估。 

4.2 感染控制专业人员与工作量之配比 

感染控制专业人员特别是护士与卫生保健机构病床数的比率，是和感染预防和控制规

划的成功相关的。在刚启动或者资源有限的感染预防与控制规划中，感染控制专业人员与

工作量的最优比率，还需要进行研究。 

4.3 实施策略 

有很多研究阐述了成功用于预防和控制卫生保健相关感染流行和爆发的干预措施，诸

如建立基本组织结构、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安全文化、根据监测结果实施循证干预措施、

加强领导能力和绩效反馈等。在地方、国家层面，特别是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下建立感染预

防与控制措施的最佳策略，也仍未阐明。 

4.4 核心组成部分的适用性 

经与来自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应对感染预防与控制问题的世卫组织规划和行动的职

员和专家协商，确定了第 3 部分阐述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职员和专家充分利用了他们的

经验和现有的文件（附件 2）。为了判断这些核心组成部分对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的影响，

应该对其适用性和实施情况进行监测，以使其能被需要的地方所采纳。需要开展进一步的

研究，以确定哪些是与成功相关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将用于确定感染预防与控制的

优先领域和/或评价规划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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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与会人员名单 

临时顾问 

Michael Bell 博士，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感染控制中心副主任，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

大市，30333 

Ziad A. Memish 教授，国民警卫队卫生事务部 King Fahad 国民警卫队医院医学处成人

传染病室主任，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 

Cathryn Murphy 博士，感染控制加机构常务董事，澳大利亚西伯利市 

Shirley Paton 女士，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血液安全监测与健康、获得性感染治疗部门代

理主任，加拿大渥太华市 

Wing Hong Seto 教授，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微生物学部门主管，香港特别行政区 

Martin Yagui 博士，医学流行病学家，秘鲁利马市 

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 

Celia Woodfill博士, 非洲区域办事处联络员，流行病学家，EPR/DDC, 刚果布拉扎维

市 

Sk. Md. Mamunur Rahman Malik 博士，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联络员，流行病学家，

传染病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对室，埃及开罗市 

Ana Paula Coutinho 女士，欧洲区域办事处联络员、项目科学家，传染病室，丹麦哥

本哈根市 

Sharon Salmon 女士，西太区区域办事处联络员，感染控制技术官员，越南 

世卫组织总部 

Yves Chartier 先生，人类环境保护司水、环境卫生和健康处技术官员 

Meena Nathan Cherian 博士，基本卫生技术司紧急和基本外科手术治疗及临床操作处

医学官员 

Renu Dayal-Drager 博士，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危险病原体生物危害降低

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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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ben Granich 博士，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热带病司抗病毒治疗

和 HIV 关怀处科学家、医学官员 

Jerry Green Jnr 先生，人类环境保护司职业和环境卫生处实习医生 

Kathleen Anne Holloway 博士，药物政策与标准司政策、评价及合理使用处医学官员 

Selma Khamassi 博士，基本卫生技术司输血安全处医学官员 

李健，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危险病原体生物危害降低处医学官员 

Rose Wong Pray 博士，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热带病司结核病/艾
滋病和耐药处技术官员 

Nicoletta Previsani 博士，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危险病原体生物危害降低

处科学家 

Fabio Scano 博士，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热带病司结核病/艾滋病

和耐药处医学官员 

Julie Storr 博士，信息、证据和研究司患者安全规划技术官员 

Susan Wilburn 女士，人类环境保护司职业和环境卫生处技术官员 

余俊平，基本卫生技术司输血安全处技术官员 

世卫组织秘书处 

Fernando Otaiza 博士，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危险病原体生物危害降低处

医学官员 

Carmen Lucia Pessoa-Silva 博士，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危险病原体生物

危害降低处医学官员 

Cathy Ellen Roth 博士，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危险病原体生物危害降低

处协调员 

Michael Ryan 博士，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司长 

世卫组织行政支持 

Marina Appiah 女士，流行病及大流行疾病预警和应对司危险病原体生物危害降低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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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与会人员查阅的文件 

世卫组织文件 

Adams J, Bartram J, Chartier Y. Essential environmental health standards in health car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Available from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8/9789241547239_eng.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Ducel G, Fabry J, Nicolle L, eds. Prevention of 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s: a practical 
guide. Second edition (WHO document WHO/CDS/CSR/EPH/2002.1.2).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 Response, 2002.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whocdscsreph200212.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Granich R, ed.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 
resource-limited settings (WHO document WHO/CDS/TB/99.2691999).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Available from http://whqlibdoc.who.int/hq/1999/WHO_TB_99.269.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Health Surveillance and Disease Management Area, Communicable Disease Unit. 
Nosocomial infection program rapid evaluation guide (Document OPS/DPC/CD/A/338/05). 
Washington DC,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paho.org/English/AD/DPC/CD/amr-GuiaInfecIH.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Salvatierra-Gonzalez R, ed. Costo de la infección nosocomial en nueve países de América 
Latina. [Cost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in nin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Document 
OPS/DPC/CD/271/03). Washington DC,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paho.org/spanish/ad/dpc/cd/eer-amr-costo-infecc-hospital.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World Alliance for Patient Safety. Guidelines on hand hygiene in health care (advanced 
draft): a summary.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patientsafety/events/05/HH_en.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WHO. Managing an injection safety policy. A framework to benchmark, assess, plan, 
implement and evaluate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safe and appropriate use of injections (WHO 
document WHO/BCT/03.01).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injection_safety/toolbox/en/ ManagingInjection Safety.pdf  

(accessed 23 January 2009). 

WHO. Integrated Management for Emergency and Essential Surgical Care (IMEESC) tool 
kit [CD-RO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surgery/publications/imeesc/en/index.html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WHO. Laboratory biosafety manual, third edition (WHO document 
WHO/CDS/CSR/LYO/2004.11).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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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ndemic Response,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4/9241546506.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WHO. Prevention of transmission of HIV. In: Best practice protocols for clinical 
procedures safety. Geneva, WHO/EHT/CPR, 2004, reformatted 2007.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surgery/publications/HIVprevention.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WHO. Tuberculosis infection-control in the era of expanding HIV care and treatment. 
Addendum to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 
resource-limited settings. Produced by a cooperative effort of: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US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Available from 
http://whqlibdoc.who.int/hq/1999/WHO_TB_99.269_ADD_eng.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WHO Department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 Response. Standard precautions in health 
care. Aide-memoir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ctober 2007.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EPR_AM2_E7.pdf (accessed  23 January 2009). 

WHO Department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 Respons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prone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health care: WHO interim 
guidelines (WHO document WHO/CDS/EPR/2007.6).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 Response, 2007. Available from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7/WHO_CDS_EPR_2007.6_eng.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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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来源 

Australian Council on Healthcare Standards and the Australian Infection Control 
Association. Fundamentals for infection control services. A resource tool for the evaluation &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n Council on Healthcare Standards 
and the Australian Infection Control Association, 2001. 

Haley RW, et al. The efficacy of infection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programs in preventing 
nosocomial infections in US hospitals. Am J Epidemiol 1985, 121:182–205. 

Horan-Murphy E, et al. APIC/CHICA-Canada infection control and epidemiology: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e standards. Am J Infect Control 1999, 27:47–51. 

Improving Patient Safety in Europe (IPSE). Guidance on infection control in healthcare 
settings in Europe: recommended practices, standards and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control 
of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European Community, IPSE, 2008. 
Draft version dated 15 April, 2008, available from http://ipse.univ-lyon1.fr/Documents/ 
IPSE%20WP2%20draft%20Deliverable%20D2.1% 20pre%20network%20meeting.pdf (accessed 
23 January 2009). 

Rasslan O, Heeg P.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hapter 1. In: Friedman C, Newsom, W, eds. Basic concepts of infection control.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fection Control, 2007.  

Scheckler WE, et al. Requirements for infrastructure and essential activities of infection 
control and epidemiology in hospitals: A Consensus Panel report. Infect Control Hosp Epidemiol 
1998, 19:114–124. 

Victor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Infection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Programs (ICSPs): Effectiveness of ICSPs and preventability of hospital acquired infections. In: 
Infection control. Literature review. Victor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Australia, 1998. Available from 
http://www.health.vic.gov.au/data/assets/pdf_file/0014/20048/iclr.pdf (accessed 14 Januar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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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卫生保健中感染预防与控制非正式网络第二次会议议程 

 

26 June  

08:30  Welcome  

Mike Ryan, Director of EPR 

Cathy Roth, Coordinator of BDP 

Introduction of participants, goals, procedures and expected results of the meeting 

Designation of Chairperson and Rapporteur  

09:00–09:30 Presentation: IPC in WHO today (Carmem Pessoa) 

09:30–10:30 Framework of discussions 

Presentations on experiences setting essential IPC components at country/regional level 
(Shirley Patton, Ziad Memish, Michael Bell) 

10:30–10:45 Coffee break 

10:45–12:00 Discussion in order to define what is a “core component”  

What are “core components” for IPC?  

Other considerations: levels of the elements (basic and state-of-the-art) that help design a 
stepwis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nents and the need for alignment of national & 
local level components. 

12.00–13:00 Lunch  

13:30–17:30 Discussion on IPC core components  

Identification of IPC core components for hospital/local and national level 

Description of components and listing of the key elements for each component 

Description of (1) the basic level and (2) state-of-the-art of key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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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June  

08:30 Summary of core components for IPC at national level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rioritizing 

10:00  Coffee break 

10:30 Summary of core components for IPC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rioritizing 

11:45  Wrap-up, recommendations and research needed 

12:30–13:30 Lunch  

13:30  IPC network: terms of reference and operation 

15:30  Meeting with IPC network clo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