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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与手术操作技能
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医护人员
每份文件将会包括：
•
手术流程
•
手术耗材
•
手术流程核查单
1.清洁消毒手术室
•
必须确保手术室为无菌环境，以保护病人在手术期间不受细菌及病菌感染。
•
所以手术团队必须严格按照特别指示（“无菌操作方法”）消毒手术室。
•
“清洁消毒”是在手术前彻底清洗双手和双臂的过程。其中还包括穿无菌手术衣和戴无菌手套
。在正确“消毒”之后，手术人员才能确保安全地接触患者并开始手术。
•
如果在“消毒”过程中没有按要求正确操作，或没有充分“消毒”，则易引发手术部位感染，感
染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手术耗材
o
一套洁净的消毒服（长裤及短袖衬衣）
o
一双洁净的手术鞋（只在室内穿着）
o
一副医用口罩
o
一顶手术帽
o
一根发绳（如有需要）
o
一个护目镜或其他护目用具（可选）
o
使用水龙头和洗手盆清洁消毒区域（最好使用热水）
o
碘酒或抗菌皂
o
一个无菌指甲刷
o
一套无菌指甲刀套装
o
一套无菌手术包，其中包括：
- 两块手巾（无菌）
- 一件手术服（无菌）
- 两双橡胶手套（无菌）
o

医疗垃圾桶（焚烧专用）

操作过程
术前准备
1. 更换洁净的消毒服（短袖衬衣或短袍，以及长裤）
2. 穿洁净的手术专用鞋。这种鞋只能在室内穿着并且方便清洁（最好无花边和鞋带）
3. 戴新的手术帽。这是为了防止头发及头皮屑（角质）掉在患者的开放性伤口上。戴医用口罩。这
是为了保护手术人员免受患者体液及血液的感染。戴口罩可降低手术人员从患者处感染肺结核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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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穿戴护目工具； 手术眼镜或面罩。
5. 摘掉除平滑的婚戒以外所有的首饰。卸除所有指甲油和假指甲。
6. 拿出无菌手术包。打开外包装，将内部（无菌）包装放到洁净，空白的表面上。拉动四个角以打
开包装。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接触表面。现在这就是你的无菌区域。你可以在洗手的时候离开，但
必须确保没有任何人介入该区域。
你现在可以准备消毒了…
7. 在湿手之前，打开擦洗刷或指甲刀套装。在洁净的水槽里用水龙头温热的流水打湿双手。使用大
约5毫升（2泵）的碘酒或抗菌洗手液打出泡沫。
8. 使用指甲套装的工具清除指甲下的污垢并冲洗双手。
9. 接下来开始洗手。将双手始终保持在肘部以上水平，确保没有水从不洁的区域流到洁净的手上。
•
将多于5毫升（2泵）的碘酒或抗菌洗手液挤入手心。
•
这是洗手的第一个步骤，但这一步会在此过程中重复三遍。
每一个洗手步骤都应重复十次。
a. 旋转揉搓双手，并用一只手以从手臂涂抹到手肘的方式清洗另一只手。
b. 换方向重复该动作
c. 手指交叉- 从右向左清洁每一根手指。
d. 再从左向右清洁。
e. 掌心相对，揉搓清洁
f. 用手掌握住拇指旋转清洁
g. 紧握双手，使指关节背面与对侧手掌相互接触并揉搓
10. 将擦洗刷从套装中取出，加入大约5毫升（2泵）的无菌或碘酒洗手液打湿擦洗刷。擦洗指甲及
指甲根部的甲小皮。使用海绵搓洗指缝后，将擦洗刷丢入垃圾桶内并冲洗双手。
11. 第二次重复洗手过程（a-g的七个步骤）。
12. 清洗双臂。将5毫升（2泵）无菌或碘酒洗手液滴入掌心，旋转揉搓双手并将一只手揉搓到另一
只手的高于手肘部位两指宽的地方。换手重复该动作。用水冲洗-确保水始终是从手部向下流向手
肘的。
13. 第三次重复洗手过程（步骤a-g）。
14. 用无菌纸巾擦干双手。将纸巾握在一只手的手掌中，并以从手部到肘部的顺序擦干另一只手。
将纸巾扔进垃圾桶内。不要触碰垃圾桶盖。另一只手同样重复该动作。
现在可以穿戴手术服和手术手套了。保持双手举过手肘高度的姿势站立，不要触碰任何物品，也不
要让任何人触碰你。你现在处于无菌状态。
15. 回到你在洗手前建立好的无菌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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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将手臂伸入两个袖筒拿起和展开手术服。不要直接将手术服抖开。把手藏在白色袖口内。
17. 请护士或其他医务助理将两副无菌手套放入无菌区域。使用“闭合式”的方法戴手套。保证手指
始终处于遮盖的状态。
i.
ii.
iii.
iv.
v.
vi.
vii.

用右手取下左手套
左手手心向上，伸直手指
把手套放在左手腕上
用左手拇指抓住手套的袖口底部
将右手拇指伸入手套袖口翻处
将手套翻转拉伸并包裹住左手手指
保持手指伸直，拉下手套

18. 请护士或医务助理在不触碰手术服的情况下系好你颈部和腰部的带子。
19. 在另一侧重复上述步骤，并将手套和袖子拉下调整手术服。切勿将手术服的白色袖口暴露在外
。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带双层手套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降低感染率，并允许你在手术过程中更换
手套。
20. 系上手术服的最后一根带子。
21. 在手术中，为了避免污染，你的双手要始终保持在腰部以上肩部以下的高度，并始终出现在你
的视野范围内。
22. 将手套、口罩以及手术服丢弃在医疗垃圾桶内以便焚烧销毁。脱手术服时，为防止污染手术室
，应确保手套留在手术服内，并且自上拉下使手术服由里向外翻。将护目镜取下并放入水闸中清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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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单-√ 或χ?
1.

更换手术擦洗刷及手术专用鞋

2.

戴好手术帽及手术口罩

3.

摘除首饰并卸除指甲油

4.

打开手术服套装并放入无菌区域中

5.

使用刷具套装清洗手指

6.

使用5毫升或2泵无菌洗手液或碘酒洗手

7.

重复洗手步骤a-f三次

8.

清洗到肘部以上2厘米的位置

9.

擦干双手，丢弃手巾

10.

在无菌状态下穿戴手术服

11.

使用“闭合法”戴好手套

12.

带两层手套

13.

系好手术服的最后一根系带

14.

在手术结束后正确脱下手术服、手套、口罩以及护目镜

15.

接触每一个病人时都重复上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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