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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 2020 年 1 月，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

所有人的心。

近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

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要求，各级政府已经

发出了控制疫情的工作意见和指示。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奋斗在抗疫最前沿，我们清洁人就是防疫的

排头兵，适逢新春佳节，大家舍小家为大家，不顾个人安危，为防疫

情扩散坚守在各个工作岗位。

我们深知，在此次疫情的防控工作中，清洁服务企业和广大职工

承担着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成果，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环

境卫生质量，直接起着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我们清洁人在

战胜疫情的工作面前，显示了高度的团结和奋斗精神。

为便于广大清洁服务企业高标准地完成抗役工作，经协会专家委

员会的讨论，在学习有关卫生防疫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有专业经验的清

洁服务企业的管理方法基础上，整编了符合清洁服务企业需求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旨在指导清洁服务企业全力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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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共分为消毒作业规范、工作区域防护知识、个人防护知识、

居家防护知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知识、就医流程、返京职工

疫情防控七个章节。

鉴于时间紧张，编写中如有不妥之处，请及时联系我们进行更正，

以便进一步更新完善。

协会秘书处邮箱：bqxbgs@bjqjhyxh、org

感谢所有清洁服务企业和清洁人在重大国事面前所付出的努力。

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决策部署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服从指挥，齐心协力，严格管理，必将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维护社

会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2020 年 2 月 1日

mailto:bqxbgs@bjqjhyx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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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消毒作业规范

第一节 消毒作业基础知识

一、消毒作业目的

为明确规定清洁消毒作业的实施对象、作业方法及作业要求，使

清洁消毒的每项活动均得到有效的控制，确保相关区域及相关设施和

物品均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消毒和清洁，以防止传染及交叉感染现象的

发生，特制定本作业规范。

二、作业规范适用范围

物业公司在管的医院、公共场馆、学校、写字楼等项目清洁消毒

作业均适用于本作业规范。

1、医院公共区域清洁消毒范围

医院范围内房屋建筑物外部公共部分包括：广场、通道、绿化地、

公告栏、灯具、栏杆、围墙、各类标识物、渠道表面、公共卫生间等

的清洁、消毒工作。

医院范围内房屋建筑物内部公共部分包括：大堂、走廊、楼梯等

所有地面、所有门窗、天面、天台、墙壁、公告栏、灯具、栏杆、渠

道表面、卫生间及摆设物体等的清洁、消毒工作及外墙、玻璃幕、地

沟、房顶的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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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院非临床科室清洁消毒范围

服务范围内各建筑楼宇内部的各类行政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

科研教学室、仓库、洗手间、摆设物等的室内清洁、消毒工作。

3、临床科室清洁消毒范围

工作地域范围内各建筑楼宇内部的门诊、住院病区、手术室、ICU、

监护室等各类临床科室，以及检验、病理、放射、CT、核医学、B超、

高压氧仓、胃镜、药房等临床辅助科室的清洁、消毒工作。

三、规范类引用文件

1、GB 15982-2012《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2、GB 27952-2011《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的卫生要求》

3、WST 311-2009《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4、WST 367-2012《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5、WST 512-2016《医疗机构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

四、消毒溶剂种类

1、洁厕剂

洁厕剂按照其物理状态可分为液态、粉状和膏状三种。液态洁厕

剂效果好、作用快且生产工艺简单，所以日常作业此液态产品种类最

多。

洁厕剂按酸碱度 PH 值划分，可以分为酸性、中性和碱性。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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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厕剂较碱性洁厕剂具有更全面的去污能力，因此日常使用的洁厕剂

多为酸性。而且是以中强酸居多，属于祛除重垢药剂品，在祛除水锈、

尿渍方面效果较好。此外，日常消毒作业中也有弱酸性或中性洁厕剂，

主要用于尿垢较轻的便器清洁消毒，祛除尿垢效果较弱。碱性洁厕剂

的主要功能是除臭、漂白、杀菌和消毒。其对尿垢、水锈清洁效果不

明显。

2、含氯消毒剂

含氯消毒剂为无色透明液体，其挥发性较强。主要用于医院和公

共场所地面、墙壁、卫生间、垃圾桶等处；主要用途是对由痢疾杆菌、

大肠杆菌等肠道致病菌感染的疾病、肠炎、腹泻和黄色葡萄球菌引起

的化脓性感染者污染物的消毒。含氯消毒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次氯酸

钠，其腐蚀性较强，杀菌作用主要是依靠氧化能力、浓度越高、消毒

效果越好。适用于餐具、仪器容器、非金属器皿、器械设备、地面、

墙壁等环境的消毒。但浓度越高也容易引起金属生锈和带色物品的褪

色，对皮肤的刺激性也越强。

3、常用消毒剂

健之素牌消毒泡腾片、84消毒液

五、消毒剂的使用方法

1、洁厕剂使用方法

1）由于洁厕剂一般具有酸性成分，而消毒剂的主要成分是次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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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钠，两者混合会反应生成有毒气体氯气，因而严禁将洁厕剂与消毒

剂混用混放。

2）由于洁厕剂具有酸性成分，具有一定腐蚀性，而大理石及水

磨石地面的成分主要为碳酸钙，遇强酸易分解，因而使用洁厕剂可能

会损伤此类物质的硬表面。而仿瓷洁具多为高分子合成材料，长时间

接触酸性物质容易老化、降解，从而损伤洁具表面，因此使用时需要

注意洁具材料而选用合适的洁厕剂。

3）严禁儿童接触洁厕剂，避免原液接触皮肤，若触及请立即用

清水冲洗。

4）勿触及眼睛，若不慎触及请立即用清水冲洗并就诊。

5）专业清洁人员长时间使用洁厕剂作业时，需戴上橡胶手套和

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6）皮肤接触一定时间后出现剧痛，触及部位呈淡黄色。因此皮

肤一旦接触了洁厕剂，应立即用清水冲洗。若沾染到衣服上要立即脱

去衣服，并直接用水冲洗衣服被污染的部位。

7）洁厕剂溅入眼睛后会引发结膜水肿与角膜损伤，眼睛疼痛、

流泪、怕光等情况。因此若不小心溅入眼睛，要及时用流动水冲洗眼

部 15分钟。冲洗时用手指将眼睑分开，做到清洗彻底。

8）误服洁厕剂会导致口腔黏膜、消化道、胃黏膜损伤，口腔、

咽喉及腹部有严重的灼烧疼痛，呕吐及腹泻，严重者可造成消化道出

血、穿孔。口服者若在 10 分钟以内，可以一次口服清水 500 毫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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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毫升或大量饮用牛奶，但如口服时间已超过 10分钟，则不宜催

吐，须立即送往医院治疗。

2、消毒剂的使用

1）健之素消毒片

（1）使用方法

每片 1g 加水 0.4-1kg (80-200mg/L)，溶解后浸泡、擦拭、喷洒，

用喷洒的方式是消毒液于被消毒物体表面接触 10分钟。

（2）适用范围

用于饮水、物体表面和空气消毒。

（3）规格

A：片重 0、65g/片每片有效氯 250mg。

B：片重 1、25g/片每片含有效氯 500mg。

（4）消毒剂使用方法

本使用方法是按照 B 片重 1、25g/片的含氯量 500mg 规格进行配

比，如使用 A片的规格，数量上请加倍。

a：洗手间消毒除臭除味：

使用浓度 200mg/L[1 片（1g）兑 500g 水]喷淋、擦洗 10-30 分钟。

即每 500 ml 自来水加一片健之素，溶解后用抹布对洗手间所有设施

擦洗 10-30分钟，滞留 5 分钟后用清水清洗干净（注意滞留时间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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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到消毒作用）。

b：物体表面消毒：

适用于台面、电梯、家具、门把手、餐具、茶具、桌布等消毒：

使用浓度 50 ㎎/L[1 片(1g)兑 2000g 水]浸泡、擦拭 5-10 分钟即可。即

每 2000 ml 自来水中加一片健之素，溶解后用抹布浸满消毒液，擦拭

消毒。滞留 5分钟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c：公共环境、办公室消毒：

使用浓度 100-150mg/L[1片（1g）兑 666-1000g水]喷淋、擦洗 10-30

分钟即可达到消毒除臭除味效果。喷药剂量需 15-20ml/M3。

d：地面、墙面、浴室、食堂消毒：

每 2000 ml 自来水中加一片健之素，溶解后喷洒，冲洗或拖擦。

滞留 10分钟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e：拖把、毛巾消毒：

墩布桶内放 2-3 片，浸泡 30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注意对有

色织物有轻度的漂白作用。

（5） 注意事项

a：如果使用的健之素是 250mg 规格者，数量应加倍；用于布类、

物体表面、污物消毒的消毒液应现配现用。

b：消毒液配制时，先加水后加药片。

c：各区域使用消毒剂清洁时每天不得少于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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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消毒液使用方法

84 消毒液是一种以次氯酸钠为主的高效消毒剂，主要成分为次

氯酸钠（NaClO）。无色或淡黄色液体，且具有刺激性气味，有效氯含

量 5.5～6.5%。84 消毒液有一定的刺激性与腐蚀性，必须稀释以后才

能使用。一般稀释浓度为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五，即 1000 毫升水里面

放 2 到 5 毫升 84 消毒液。浸泡时间为 10 到 30 分钟。被消毒物品应

该全部浸没在水中，消毒以后应该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才能使用。84

消毒液的漂白作用与腐蚀性较强，最好不要用于衣物的消毒，必须使

用时浓度要低，浸泡的时间不要太长。

（1） 一般物体表面的消毒，将消毒液用水按 1：100 比例稀释，

配成次氯钠含量为 400mg/L 的稀释液，用该稀释液擦拭作用 20分钟。

（2）传染病人污染物体表面消毒，将消毒液用水按 1：6、5比

例稀释，配成次氯钠含量为 6000mg/L 的稀释液，作用 60分钟。

（3）瓜果蔬菜消毒，将消毒液用水按 1：400比例稀释，配成次

氯钠含量为 100mg/L 的稀释液，用该稀释液浸泡作用 10 分钟后用清

水冲洗干净。

（4）餐饮具消毒，将消毒液用水按 1：100比例稀释，配成次氯

钠含量为 400mg/L 的稀释液，用于先去残渣、清洗后在进行浸泡消毒

的器具，用该稀释液浸泡作用 20 分钟，消毒后应将残留消毒剂冲洗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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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织物消毒，将消毒液用水按 1：100 比例稀释，配成次氯钠

含量为 400mg/L 的稀释液，用该稀释液浸泡作用 20 分钟后用清水冲

洗干净。

3） 消毒剂使用注意事项

（1）含氯消毒剂有一定刺激性和腐蚀性。一般稀释浓度为

500mg/L 的有效氯消毒剂，即 1000 毫升水里面放 1 片消毒片含氯消

毒剂。被消毒物品应该全部浸没在水中，浸泡时间为 10至 30 分钟。

消毒以后应该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才能使用。

（2）含氯消毒剂的漂白作用与腐蚀性较强，一般不用于衣物的

消毒。如果必须使用时，则消毒剂浓度应该为 1‰以内，且浸泡时间

在 10分钟之内。

（3）含氯消毒剂具有挥发性较强的特性，因此盛放消毒剂的容

器必须加盖且封闭，否则会影响消毒效果。

（4）严禁把含氯消毒剂与其他洗涤剂或消毒剂混合使用，否则

会加大空气中氯气浓度而引起氯气中毒。

（5）普通消毒剂或消毒片的有效期为一年。在购买与使用时要

注意生产日期，放置时间过长会因其有效氯含量下降而影响消毒效果。

六、消毒溶剂配置

1、容器

通常使用量杯或水桶放入适宜的水，再放入相应比例的含氯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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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或消毒剂。或者用量杯取一定用量的消毒剂倒入水桶，搅拌后使用。

不可先倒入溶剂后放水。

2、比例

一般性物表面或空间消毒使用浓度为 500mg/L 含氯消毒剂，传染

性物表面或空间消毒的浓度为 2000mg/L 含氯消毒剂。

3、保存

消毒溶剂需要使用时再稀释原液，要求现用现配，试剂应置于阴

凉、干燥、避光处保存。

七、消毒作业原则

1、卫生洁具分开使用，治疗室、办公室、病房、卫生间分别设

置专用拖布，标记明确，分开清洗，用后消毒，悬挂晾干备用。

2、特殊保洁场所要求配备专用清洁工具，即一室一拖把，一桌

一抹布，用后立即清洗消毒。

3、应有正规的清洁车，避免保洁用品乱放，消毒各种清洁用具

分区固定使用。

4、生活垃圾置黑色塑料袋内，医疗垃圾置黄色垃圾袋运至指定

地点。生活、医疗垃圾日产日清。

5、门、急诊候诊室必须保持清洁，地面、门窗、内壁适时进行

湿式清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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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门诊、急诊、住院部适时进行空气消毒。

7、门诊、急诊、住院部要保持空气新鲜，经常通风换气，室内

要经常进行消毒，如有污染，随即清除和消毒，对不明高热病人或疑

似传染病人，在病人离开后要进行彻底消毒。

8、卫生间须保持洁净。适时进行消毒，卫生间地面及便池内外，

不准带有污染痕迹，如有病人排泄物等，应即消除和消毒。

9、门诊、急诊、住院部各科室的污染废料、纱布、棉球等，必

须集中放在一起，每日由医废转运人员送到医疗垃圾暂存点

第二节 室内物体表面消毒作业规范

一、室内物体表面消毒作业要求

1、室内清洁消毒重点区域包括基础设施如电梯按键、门把手、

室内开关等，生活设施如垃圾桶、窗框、卫生间等。

2、医院墙面的消毒通，即当室内墙面受到病原菌污染时,用化学

消毒剂喷雾或擦拭,墙面消毒的高度一般在 2米范围内。

3、医院地面的消毒

1）当地面无明显污染情况下，定期用消毒剂湿拖地面，清除地

面的污秽和部分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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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地面受到病原菌污染时，用 500mg/L 有效含氯消毒剂擦拭。

3）对致病性病原菌污染的表面（如：结核杆菌、肝炎病毒、HIV、

禽流感病毒等），用 2000mg/L 有效含氯消毒剂擦拭，作用 30分钟。

4、医院科室的清洁消毒要求

1）凡医疗区域，均应使用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

拭消毒。

2）凡生活基础设施及相关用具物品，如无污染则使用清洁毛巾

擦拭，若院方有特别要求时，相关区域可按污染区域处理；若有污染

则应使用 500 mg/L 以上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若按医嘱相关区

域为有感染性的表面，用 1000mg/L有效含氯消毒剂擦拭。

3）对致病性病原菌污染的表面（如：结核杆菌、肝炎病毒、HIV、

禽流感病毒等），用 2000mg/L 有效含氯消毒剂擦拭，凡擦拭传染性物

品的毛巾均需在擦拭后对其进行浸泡 30 分钟消毒处理，并在消毒擦

拭完毕后用清水对被擦拭物品做清洁处理。

4）对于大、小便器，如一般非传染性病人使用后，放入便器清

洗机内进行消毒；如传染病人便器应固定使用，定期消毒，先用

2000mg/L的含氯消毒剂浸泡 30分钟，再置于便器清洗机内清洗消毒。

5、门诊、急诊、检验科污染区治疗室、处置室、换药室清洁消

毒要求

1）所有设备及物品用浓度为 500 mg/L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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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少于 2次。

2）对致病性病原菌污染的表面（如：结核杆菌、肝炎病毒、HIV、

禽流感病毒等），用 2000mg/L 有效氯消毒液擦拭，作用 30 分钟。

6、公共区域清洁消毒要求

1）对电器设备，均应使用浓度为 500 mg/L含氯消毒剂进行一次

清洁擦拭消毒。

2）对相关公用设备，应使用浓度为 500 mg/L 含氯消毒剂每天进

行一次擦拭消毒。

7、手术室、导管室、ICU、CCU 清洁消毒要求

1）凡未沾染血迹的医疗设施，应用清洁湿毛巾进行清洁擦拭。

2）凡生活基础设施及相关用具物品，均使用清洁湿毛巾进行清

洁擦拭。

3）凡科室外部进入的相关设备物品，均应使用 500mg/L 以上含

氯消毒剂进行消毒。

8、供应室的清洁消毒要求

1）供应室清洁区、无菌区台面用湿毛巾清洁擦拭即可。

2）供应室污染区台面或相关物品用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

擦拭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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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毒的方法

1、擦拭法

擦拭法主要针对物体表面消毒。对公共区域的地面、墙壁、电梯，

以及经常使用或触摸的物体表面如门窗、柜台、桌椅、门把手、水龙

头等手触摸的部位，用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拖擦或擦拭，每

天至少一次，消毒原则为“先上后下，先左后右”，作业时间为 30分

钟。

2、喷洒法

喷洒法主要针对垃圾房、垃圾桶等处消毒。垃圾要及时清运，未

清运的垃圾要置于有盖的桶内，每天用规定浓度的含氯消毒剂或其他

消毒剂喷洒垃圾桶内外表面。

喷洒法也可以对各楼宇的楼口、梯间及楼宇周围、公厕、垃圾箱、

垃圾周转箱等室外公共区域消毒。

喷洒法的操作要点是：首先穿戴好防护衣帽；其次将喷洒药品按

要求进行稀释，注入喷雾器里；最后喷洒消毒区域。

三、消毒技能要求

1、操作准备

准备好毛巾、拖布或者喷壶，以及量杯、消毒桶。消毒溶剂准备：

从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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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把含氯消毒剂取出。防护用品准备：手套、口罩及其他防护用

品。

2、操作步骤

步骤一 识别消毒物体表面

公共区域的地面、电梯等作业面需用拖把拖擦，经常使用或触摸

的物体表面如门窗、柜台、桌椅、门把手、水龙头等处需用毛巾擦拭，

垃圾房、垃圾桶等需用喷壶喷洒消毒，清洁工具和用品要浸泡后使用。

步骤二 做好防护措施

消毒剂应在通风良好的场所配制，作业人员要穿工作服，戴口罩

与橡胶手套

等防护用品，避免消毒剂与皮肤、黏膜直接接触，一旦接触应立

即用大量清水冲净；作业人员在进行清洗与消毒时要求同上；工作完

毕后脱去的防护用品立即放入密封袋内，并进行手的清洗消毒；使用

后的个人防护用品应经消毒清洗后方可复用。

步骤三 稀释消毒溶剂

稀释消毒溶剂的比例根据消毒物品、环境、灭菌的要求确定。

步骤四 擦拭或者喷洒

将按浓度配制的消毒剂倒在清洁毛巾上，擦拭作业面，遵循

表面擦拭的操作要领和毛巾的使用方法；用喷壶装取一定量稀释好的

消毒剂喷洒在被消毒物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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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 检查

检查作业面是否光亮整洁；一些特殊场合，如医院需要由专门人

员检查，消杀致病菌时需要加大稀释液的浓度。

步骤六 整理现场

消毒完成后收拾现场，整理工具。

步骤七 防止污染

擦拭、拖擦或者喷洒用的消毒工具也应该进行消毒，防止二次污

染。

3、地面、座椅的清洗消毒

公共场所来往人数较多，而要求的洁净度又很高，所以为了医疗

卫生，必须严格对通道的地面、座椅进行消毒处理，常用消毒溶剂为

含氯消毒剂。

1）操作准备

准备好毛巾、拖把以及消毒桶。消毒溶剂准备：从储藏室中把含

氯消毒剂取出并稀释。防护用品准备：手套和口罩等。

2）操作步骤

步骤一 识别消毒物体表面

公共区域的地面等作业面需用拖把拖擦，经常使用或触摸的物体

表面如座椅、门窗、柜台、桌椅、门把手等处需用毛巾擦拭，空气或

大型物体用喷洒方法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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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配制消毒溶剂

消毒剂应在通风良好的场所配制，作业人员要穿工作服，带好口

罩与橡胶手套等防护用品，避免与皮肤、黏膜直接接触。按 500mg/L

的比例稀释含氯消毒剂，稀释好的溶液置于消毒桶中。

步骤三 擦拭和拖擦

在用消毒剂擦拭和拖擦之前，先按规定方法用水拖擦地面一遍，

然后用干净的毛巾蘸取消毒剂，按照表面擦拭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

通道里的座椅等擦拭完毕后，剩下的消毒剂用来擦拭地面，把拖把浸

入到消毒剂中，待拖把充分湿润用榨水车榨干水分后按照地面擦拭的

要领进行湿拖作业。

步骤四 整理现场

消毒操作完成后，整理所用工具。

步骤五 工具消毒

所用工具应该进行消毒处理。

4、卫生间的清洗消毒

1）操作准备

使用红色毛巾清洁擦拭大小便器，黄色毛巾擦拭卫生间附属

物。面盆、浴盆、墙壁使用蓝色或其他颜色毛巾进行擦拭。同时准备

洁厕刷、拖把。消毒溶剂准备：取出洁厕剂稀释备用。防护用品准备：

手套和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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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步骤一 配制消毒溶剂

含氯消毒剂按照 500mg/L 的比例配比储存在药剂壶中，作业人员

戴好橡胶手套等防护用品，避免与皮肤、黏膜直接接触。

步骤二 工作提示牌

在卫生间进行清洁消毒工作时需要在门口放置清洁工作提示牌，

打开窗户，通风换气。操作顺序为马桶、小便池、洗手池、墙壁、地

面及附属物等。

步骤三 马桶、小便池消毒

放水冲去马桶内污物。

在小便池、马桶的内壁喷洒配比好的洁厕剂，同时使用洁厕刷对

便器内壁进行清洁，除去污垢后再放水洗净。

使用喷洒过浓度为 500mg/L 含氯消毒剂的毛巾擦拭马桶坐便圈、

便器外延等处。

使用干毛巾对便圈进行擦拭，放上“已消毒”标识。

步骤四 面盆、洗手盆清洗消毒

用水冲洗面盆、洗手盆的内外壁。

将配比好的浓度为 1:40 的全能清洁剂喷洒在毛巾上，先擦拭盆

内壁，后擦拭盆外壁，必要时可使用百洁布，使用百洁粉除去污垢后

用清水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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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浓度配置好的消毒剂喷洒在清洁毛巾上，先擦拭盆内壁，再

擦拭盆外壁，按此操作重复一次（重复作业时需要更换另外一块洁净

毛巾）。

再次使用清水冲洗干净。

使用洁净的干毛巾擦干。

步骤五 卫生间墙壁、地面、附属物清洗消毒

使用配比好的浓度为 1:40 的全能清洁剂清洗墙壁、面盆台面、

水龙头等处擦拭清洁。

使用浓度为 500mg/L 含氯消毒剂喷洒在清洁毛巾上，按照“从上

到下、从里到外”的原则进行擦拭消毒。

再次使用清水对作业面冲洗干净。

使用洁净的干毛巾擦干。

步骤六 检查

自检洁净、光亮、无污渍、无污迹

步骤七 整理现场

收拾工具、清洗面盆、浴盆、马桶、墙壁等的毛巾应该分区存放。

步骤八 消毒工具

所用工具使用完毕后必须经过消毒处理后分区存放。

5、技能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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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生间、卫生洁具必须每天清洗消毒，并且将清洗消毒放在

最后操作，清洗消毒后的洁具应无污垢，卫生间内无异味。

2）通道的消毒每天至少一次，通常为每天早晨进行。

3）卫生间消毒时应注意消毒与保洁相结合，做好卫生间的清洁

和保洁工作，也能达到一定的消毒效果，但应注意消毒和保洁均有不

同的操作方法且使用不同的用品，故不能用保洁代替消毒或者用消毒

代替保洁。

4）在消毒过程中，需要做好作业人员的防护，以保证操作人员

的健康安全。

5）所有消毒作业完毕后，均应将其记录在《消毒记录表》中。

6）操作前后要洗手，尤其不得戴手套触摸已清洁的物品、用具。

7）在整理相关物品时，应注意将无菌物与污染物分开放置，污

物与垃圾分开。

8）使用相关含氯消毒剂时，一般情况下应做到现用现配。需要

时，应按要求定期配制消毒液。配制时应做到按比例精确配制。

9）凡本作业规范未列出的相关医用科室，均采用 500mg/L 的含

氯消毒剂对其相关设施和物品进行擦拭消毒。其间，若院方对相关科

室无消毒要求，则按院方的要求执行。

四、消毒注意事项

1、含氯消毒剂和洁厕剂严禁混用，否则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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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氯离子的刺激性挥发气体，对人体呼吸道和黏膜组织造成伤害。

2、应使用高效低毒的消毒溶剂，按比例配制，用背式喷雾器按

要求喷洒，喷洒时应做好防护措施，穿长衣裤，戴口罩，完工后换衣

裤，进行手卫生清洁。

3、写字楼、公寓小区、医院、公共场馆等公共区域消毒工作应

提前告知客户和业主，应该在业主休息时间进行消毒。

4、室内喷洒消毒溶剂时，不要将溶剂喷洒在扶手或门窗上。

5、喷洒消毒溶剂时，不应该将溶剂喷洒在餐具及生活用品上。

6、避免在人员出入高峰期进行消毒作业。

7、对于娱乐配套设施喷洒，应在下班或者营业结束后进行。

第三节 室外物体表面消毒作业规范

一、外围设施消毒

1、外围设施消毒应知应会内容

公共场所公共设施上含有病菌残留，容易传播感冒、痢疾、病毒

性肝炎等传染病菌。

如果不经过彻底的消毒清洁，附着在公共设施物表面的有害病菌

在健身者的汗水制造的潮湿环境之下，能够存活长达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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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设施消毒，可以使用酒精、含氯消毒剂等，这样既不损害

器材，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2、消毒技能要求

1）操作准备

准备毛巾、拖布或者药剂壶，一级量杯、消毒桶；消毒溶剂准备：

从储藏室中取出含氯消毒剂；防护用品准备：手套和口罩等。

2）操作步骤

步骤一 识别消毒物体表面

楼宇外围设施主要是指健身设施等，一般采用擦拭法进行消毒。

步骤二 做好防护措施

与室内消毒的防护措施相同

步骤三 稀释消毒溶剂

稀释消毒溶剂的比例根据消毒物品、环境、灭菌的要求确定。

步骤四 擦拭

按浓度配置的消毒剂喷洒在清洁毛巾上，擦拭作业面，遵循表面

擦拭的操作要领和毛巾的使用方法。

步骤五 检查

检查作业面是否光亮整洁。特殊作业场所需要由专门人员进行检

查（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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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 整理现场

消毒完成后收拾现场，整理工具。

步骤七 污染防止

擦拭用的消毒工具应该进行消毒，防止二次污染。

3、公共设施的消毒

1）操作准备

工具准备：毛巾、消毒桶的准备；消毒溶剂准备：配比好含氯消

毒剂；防护用品准备：手套和口罩等。

2）操作步骤

步骤一 识别消毒物体表面

外围设施一般采用擦拭法进行消毒。

步骤二 配制消毒溶剂

消毒剂应在通风良好的场所配制，作业人员要穿好工作服，戴好

口罩与橡胶手套等防护用品，避免与皮肤、黏膜直接接触。按照

500mg/L 的比例进行配置含氯消毒剂，将配置好的溶液放置于消毒桶

内。

步骤三 擦拭

用洁净的毛巾蘸取消毒剂，按照表面擦拭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

步骤四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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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表面无灰尘，能够闻到轻微的消毒剂气味，但不刺鼻即可。

如果有血渍、便渍、呕吐物等，应使用含氯消毒剂喷洒消毒，然后收

集至指定垃圾桶内。

步骤五 整理现场

消毒操作完毕后，整理所用的工具。

步骤六 工具消毒

所用的工具必须经过消毒处理。

3）技能操作注意事项

（1）消毒操作后，应该设置消毒提示牌或者进行提示，防止儿

童或者宠物中毒。

（2）消毒操作每天至少一次，夏季时应该增加消毒频次。

（3）在消毒过程中，要做好人员的防护 ，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健

康安全。

二、垃圾桶、作业工具消毒

1、垃圾桶、作业工具消毒应知应会内容

公共场所垃圾桶使用过后长期没有消毒，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垃

圾桶表面附着含有病菌残留，容易传播感冒、痢疾、病毒性肝炎等传

染病菌。

如果不经过彻底的消毒清洁，细菌可通过皮肤、呼吸道侵袭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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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健康，病菌能够存活长达数天。

对公共区域垃圾桶进行消毒，可以使用含氯消毒剂和酒精，对垃

圾桶表面进行彻底清洁。

2、消毒技能要求同外围设施消毒要求

3、垃圾桶消毒

步骤一 清洁

将毛巾浸泡在消毒剂中，拧干水分后对垃圾桶表面进行擦拭。

步骤二 喷洒

将消毒剂装入药剂壶内，喷洒进垃圾桶内部。

步骤三 清理

将垃圾桶表面液滴擦拭干净，地面清理干净。剩余消毒剂或放入

密封容器妥善保管，消毒工具清洗干净。

4、清洁转运工具消毒

1）操作准备

准备消毒工具：毛巾、水桶、药剂壶喷洒器或喷壶；防护用品：

口罩、防风镜、橡胶手套等消毒水配置：含氯消毒剂，按照浓度为

500mg/L 比例稀释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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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步骤一 擦拭

将毛巾放入消毒水中浸泡，然后将毛巾拧干，擦拭转运工具表面。

步骤二 喷洒

喷洒消毒水。如转运工具桶内外、车轮等处，喷洒作业时要戴好

个人防护用品，在上风向喷洒。

步骤三 整理

将残留在表面的消毒水擦干净，工具周围清理干净，车辆停放妥

当。剩余消毒水倒掉或放入密封容器妥善保管，消毒工具清洗干净。

第四节 室内空气消毒作业规范

一、室内空气消毒应知应会内容

室内环境受到悬浮颗粒上沾染的病原，如细菌、病毒等；装潢装

修后挥发性气态污染物，如氡、甲醛、苯系物、氨等；可吸入颗粒，

如粉尘、烟雾、花粉等；生活异味，如人自身新陈代谢、霉味、垃圾

气味等；室外污染空气入侵，如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土壤灰尘等；

以上也可总称为空气污染，降低或排除这种空气污染的方式为空气消

毒。其中空气消毒分为：动态消毒、静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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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态消毒：所选择的消毒产品对人体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伤害，

在针对空气消毒时，操作人员需要配备防护措施，其他人不能留在正

在消毒的空间，此种消毒方式称之为静态消毒。

在无人静态消毒情况下，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处理：

1）普通紫外线（按 1、5W/m³安装）照射 30分钟，每天 2 次，

对空气进行消毒。

2）使用 200mg/L 活化后的二氧化氯喷雾，对空气进行消毒，用

量 20ml/m³，作用时间为 30分钟。

2、动态消毒：所选择的消毒产品对人体无任何危害，针对空气

消毒时人员无需离开消毒场所，不存在任何的副作用，此种消毒方式

称之为动态消毒。

有人动态消毒情况下的空气净化，要考虑空气净化方式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尽量做到对人体健康无毒无害。

1）一般情况下，普通区域首选自然通风，而且特别强调自然风

的通风对流，保持室内空气与室外空气的交换。

2）自然通风不良则必须安装足够的通风设施（如排气扇），采取

机械通风。

3）采用层流通风技术、循环风紫外线空气消毒器或空气等离子

体消毒机进行空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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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紫外线灯消毒

1、操作准备

适用范围为无人状态下室内空气的消毒。应保持紫外线灯表面清

洁，每周用 75％(体积比)乙醇棉球擦拭一次。发现灯管表面有灰尘、

油污时，应及时擦拭。确保室内有人时不应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

2、操作步骤

1）作业开始前，应在门外室外悬挂“消毒进行中”提示牌，提

示客户请勿进入消毒房间。

2）作业人员关闭门窗，降下窗帘，确保室内处于密闭状态。

3）作业人员架设齐紫外线灯采取悬吊式或移动式直接照射，打

开电源，设定消毒照射时间≥30分钟，然后退出房间。

4）紫外线灯消毒室内空气时，房间内应保持清洁干燥，减少尘

埃和水雾。温度<20oC 或>40oC时，或相对湿度>60％时，应适当延长

照射时间。

5）紫外线灯消毒室内空气完成后，作业人员收集整理消毒工具。

3、注意事项

1）应保持紫外线灯表面清洁，每周用酒精布巾擦拭一次，发现

灯管表面有灰尘、油污等时，应随时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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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紫外线灯消毒室内空气时，房间内应保持清洁干燥。当温

度低于 20oC 或高于 40oC，相对湿度大于 60%时，应适当延长照射时

间。

3）采用紫外线消毒物体表面时，应使消毒物品表面充分暴露于

紫外线。

4）采用紫外线消毒纸张、织物等粗糙表面时，应适当延长照射

时间，且两面均应受到照射。

5）采用紫外线杀灭被有机物保护的微生物及空气中悬浮粒子多

时，应加大照射剂量。不应使紫外线光源直接照射到人。不应在易燃、

易爆的场所使用。紫外线强度计每年至少标定一次。

三、化学溶剂消毒

1、操作准备

适用范围为无人状态下室内空气的消毒。喷雾时消毒人员应做好

个人防护，佩戴防护手套、口罩、护目镜，戴防毒面罩，穿防护服。

消毒时房间的温度和湿度应适宜。盛放消毒剂的容器应耐腐蚀，大小

适宜。

喷雾前应将室内易腐蚀的仪器设备，如监护仪、显示器等物品盖

好。消毒原理是将消毒剂雾化成 20μm 以下的微小粒子，在空气中

均匀喷雾，使之与空气中微生物颗粒充分接触，以杀灭空气中的微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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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1）作业开始前，应在门外室外悬挂“消毒进行中”提示牌，提

示客户请勿进入消毒房间。

2）配置好 200mg/L 二氧化氯等消毒剂，按照 20mL/ m³的用量加

入到电动超低容量喷雾器中。

3）消毒前在作业区外关好门窗，关闭排风扇、中央空调，确保

房间处于封闭状态。

4）接通电源，即可进行喷雾消毒。喷雾时按先上后下、先左后

右、由里向外，先表面后空间，循序渐进的顺序依次均匀喷雾。

5）二氧化氯消毒作用时间为 30分钟。消毒完毕，打开门窗彻底

进行通风。

第五节 手卫生消毒作业规范

一、手卫生消毒应知应会内容

1、洗手：清洁人员用手消毒剂和流动水洗手，去除手部皮肤污

垢、碎屑和部分致病菌的过程。

2、卫生手消毒：清洁人员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以减少手

部暂居菌的过程。使用的手消毒剂可具有持续抗菌活性。

3、洗手与卫生手消毒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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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手部有血液或其他体液等肉眼可见的污染时，应用手消毒

剂和流动水洗手。

2）手部没有肉眼可见污染时，宜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消毒双手代

替洗手。

4、在下列情况下，清洁人员应选择洗手或使用速干手消毒剂。

1）直接接触每个病患或进入医院治疗区域，从同一污染部位移

动到清洁部位时。

2）接触到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伤口敷料等之

后。

3）穿脱隔离衣前后，摘作业手套后。

4）进行无菌操作、接触清洁、无菌物品之前。

5）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及物品后。

二、手卫生消毒流程

1、在流动水下，使双手充分淋湿。

2、取适量手消毒剂，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手背、手指和指缝。

3、认真揉搓双手至少 15 秒钟，应注意清洗双手所有皮肤，包

括指背、指尖和指缝。

4、洗手具体操作步骤为。

1）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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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换进行。

3）掌心相对，双手交叉相互揉搓。

4）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5）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6）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三、手卫生消毒注意事项

1、不应戴假指甲，保持指甲和指甲周围组织的清洁。

2、在整个手消毒过程中应保持双手位于胸前并高于肘部，使水

由手部流向肘部。

3、洗手与消毒可使用海绵、其他揉搓用品或双手相互揉搓。

4、用后的清洁指甲用具、揉搓用品如海绵、手刷等，应放到指

定的容器中；揉搓用品应每人使用后消毒或者一次性使用；清洁指甲

用品应每日清洁与消毒。

5、手卫生效果的监测的细菌菌落总数应≤10cfu/cm²。

第六节 织物消毒作业规范

一、织物消毒应知应会内容

掌握发生职业暴露时的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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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区的待消毒织物分拣和装机洗涤过程中，应遵循“标准预防”

原则，穿戴工作服、帽、口罩、手套、防水围裙和胶鞋，必要时穿隔

离衣，并按要求加强洗手消毒。

二、消毒技能要求

1、特殊织物：带颜色织物和受热易变形织物。

2、织物分类：包括外观无明显污渍；污染织物：包括外观有明

显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污染且含血源性病原体或者其他潜

在传染性、多重细菌耐药性，并判定为有生物污染风险的清洁织物。

3、有专人从事清洁织物洗涤、消毒工作，即可满足洗涤消毒工

作需要。

4、应选用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配有上下水设施；使用的洗涤

剂、消毒剂和各种有机溶剂，应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并在有效期内使

用。

5、 卫生制度要求：卫生保洁、洗涤工作、定期检查清洗质量、

从业人员定期体检保健及个人防护等制度。分拣织物时应使用耐穿刺

长手套，手卫生的要求，工作场所禁止吸烟、饮食。

6、上岗前需接受岗前培训，能熟练掌握洗涤、消毒技能；了解

洗涤和烘干等相关设备、设施及消毒隔离基础知识，常用消毒剂使用

方法。

7、感官指标：洗涤后的织物外观整洁，干燥，无污渍，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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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物，无破损。

三、织物消毒药剂

目前常用的有含氯消毒剂、氧化消毒剂、碘类消毒剂、醛类消毒

剂、杂环类气体消毒剂、酚类消毒剂、醇类消毒剂、季胺类消毒剂等。

化学消毒法时应注意的问题：消毒法是应用化学消毒剂作用于微生物，

使微生物蛋白质变性而杀灭病原体。其作用为化学作用。使用化学消

毒法时应注意到这些情况：

液状态消毒剂，并且应使化学消毒剂与分泌物中的微生物直接接

触。当消毒含有大量蛋白质的分泌物时应特别注意此点。

使用足够浓度的消毒剂。

足够的消毒时间。

注意消毒剂能起作用的温度。

毒剂对分泌物所附着的物品应该没有损坏作用。

四、织物消毒流程

1、 拖把、毛巾专用，放入污物桶浸泡消毒，桶内用 500mg/L

含氯消毒剂上浸泡 30分钟后晾干备用。

2、 医院类清洁织物，例如:治疗室、医护办公室、换药室等抹

布、拖把分别消毒。有血渍、便渍、呕吐物污染的织物：使用浓度为

2000mg/L 含氯消毒剂中浸泡 30 分钟后晾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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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对一般织物实施消毒时应由污到洁，不得逆行。

五、织物消毒注意事项

1、织物消毒处置的作业人员，应全程采取“标准预防”措施，

重点做好呼吸道与自身衣服的防范。

2、应分类收集，分类消毒。严禁清洁类和污染类织物混放、混

用、混洗等。

3、包装污染织物的袋子，应采用不宜渗漏液体、便于清洗的可

反复使用的材质制作。

4、包装袋外层应有醒目的织物消毒专用的字样。

第七节 便渍、血渍、呕吐物消毒作业规范

一、便渍、血渍、呕吐物消毒应知应会内容

公共场所尤其是医院容易出现便渍、血渍及呕吐物。以上污染物

的出现不仅是对现场环境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便渍、呕吐物所携带

的致病性大肠杆菌、痢疾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渍可

能携带的各种致病病毒会造成被污染区的二次污染，危及公共区域其

他人员健康。所以正确、有效、快速控制、处置便渍、血渍、呕吐物，

对事发区域进行全面消毒，防止出现交叉污染是核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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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毒技能要求

1、工具准备

消毒药剂喷洒壶，含氯消毒片、水桶、毛巾、拖布、扫帚、簸箕、

“小心地滑牌”提示牌、锯末屑或细沙若干。

2、便渍、血渍、呕吐物消毒处理流程

1）作业人员首先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戴上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2）放置小心地滑牌，设置隔离带，打开附近门窗进行通风，告

知公共区域其他无关人员远离事发区域，放置出现交叉污染。

3）使用锯末屑或细沙对便渍、血渍、呕吐物进行全面覆盖，操

作中锯末屑或细沙由外向里向心覆盖，放置便渍、血渍、呕吐物进一

步扩散。

4）用套有医疗垃圾袋的扫帚将覆盖有便渍、血渍、呕吐物的锯

末屑或细沙进行清扫，将污物放入黄色医疗垃圾袋内，并做医疗废物

处理。

5）使用浓度为 2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污染表面进行喷洒，作用

时间不少于 10分钟，然后使用拖布或毛巾擦拭相关区域。

6）使用浓度 2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清洁工具浸泡 30 分钟。

7）使用清水对浸泡的工具进行清洗，以备下次使用。

8）作业人员作业完毕后进行手卫生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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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垃圾站消毒作业规范

一、 垃圾站消毒应知应会内容

1、与医疗废物接触过的或被医疗废物污染的物体表面、地面均

应进行清洁、消毒。主要包括医疗 废物产生地点接触医疗废物的容

器、台面、运送工具、暂时贮存库房、柜（箱）、运送车辆。

2、消毒方法的选择按照 WS/T 367 的要求执行。 医疗废物暂存

库房墙面的清洁、消毒高度不超过墙面防水处理的高度。清洁、消毒

产生的废水应直接排入医疗卫生机构的排水系统，禁止将废水直接排

入外环境。

3、垃圾运送工具和医疗垃圾桶由专人负责消毒。

1）垃圾运送工具和垃圾桶需要用浓度为 500mg/L 含氯消毒剂进

行喷洒消毒，并作用 30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放在通风处进行

自然晾干备用。

2）作业人员人员应每日应不少于两次对垃圾运送工具消毒。

3）垃圾暂存处应使用浓度为 2000mg/L 含氯消毒剂每日进行两次

喷洒消毒。

4）相关人员应认真做好垃圾站、垃圾桶、垃圾转运工具的消毒

记录并签字。

4、 垃圾暂存处消毒隔离制度

1）卫生机构内医疗废物暂存处必须与生活垃圾存放地分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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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高度应确保设施不受雨水冲击。

2）生活垃圾站和医疗废物暂存处应远离医疗区、餐厅和人员活

动密集区，保证方便垃圾装卸人员及转运车辆的出入。

3）垃圾站设有严密的封闭措施，专人管理，避免非工作人员进

出。

4）垃圾站具有防渗漏、防蚊蝇、防鼠、防蟑螂、防盗、防火等

安全措施。

5）设有上下水源，每日定时使用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消毒。

6）可用紫外线照射消毒 1 小时进行空气消毒，每日 2 次。存放

处使用浓度为 2000mg/L 含氯消毒剂每日二次（上、下午各一次）喷

洒消毒。使用浓度为 500mg/L 含氯消毒剂擦拭垃圾运送工具和垃圾桶，

进行物体表面消毒，每日消毒作业不少于 2次。

7）生活垃圾应确保干湿垃圾分离存放，严禁出现垃圾混放、泄

露、超高存放或垃圾直接落地的现象。

二、消毒技能要求

1、个人防护

作业人员清理消毒作业前，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帽子、护目

镜、戴上防腐蚀手套、穿好防护胶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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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具准备

消毒药剂喷洒壶，含氯消毒片、水桶、量杯、毛巾、拖布、扫

帚、簸箕、紫外线灯、“消毒进行中”提示牌。

3、消毒作业流程

1）在垃圾站外悬挂“消毒进行中”提示牌，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工作。

2）垃圾站内垃圾被环卫部门转运车清理完毕之后，作业人员做

好防护，清理地面、墙面、公共附属物、门把手、开关等处卫生，确

保垃圾站内无可视垃圾和明显污渍。

3）使用量杯、消毒桶、消毒药剂喷洒壶等、按照浓度为 2000mg/L

的比例配置消毒液。

4）使用配置好的含氯消毒剂，用消毒药剂喷洒壶对垃圾站内进

行喷洒，关好门窗、使消毒液在垃圾站充分作用 30分钟。

5）使用含氯消毒剂喷洒在毛巾或拖不上对垃圾站内的地面、墙

面、门把手、开关、公共附属物等物表面进行消毒。

6）使用紫外线灯对垃圾站内进行照射消毒，消毒时间为每天两

次，每次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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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医院重点消毒点位一览表

序号 消毒点位 消毒药剂 消毒方式 消毒频次 备注

1 卫生间便器 洁厕剂 擦拭 每天两次

2 卫生间附属物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水盆、镜面、台面等

3 住院病房 含氯消毒剂/紫外线灯 擦拭/照射 每天一次 家具、病床、治疗带等

4 治疗室、处置室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家具、床位、开关、门把

手等

5 门急诊诊室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家具、床位、开关、门把

手等

6 生活垃圾站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一次 生活垃圾桶、地面、墙面

7 医废暂存处 含氯消毒剂/紫外线灯 擦拭/照射 每天一次 医废暂存桶、门窗、地面、

下水槽

8 手术室 含氯消毒剂 擦拭 适时

9 ICU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三次 根据院方要求

10 供应室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一次

11 室内外垃圾桶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12 公共设施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如门把手、窗户、等候椅、

开关等

13 直梯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电梯按键、轿厢面

14 扶梯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扶梯扶手

15 导诊台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两次

16 病床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一次

17 平车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一次

18 轮椅 含氯消毒剂 擦拭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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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工作区域防护知识

第一节、上班途中如何做

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

骑行或乘坐私家车、班车上班。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务必全

程佩戴口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

第二节、入楼工作如何做

进入工作场所前自觉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可入场工作，并到

卫生间洗手。若体温超过 37.2oC，请勿入场工作，并回家观察休息，

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第三节、入室办公如何做

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建议每日通风 3次，每次 20-30 分钟，通

风时注意保暖。人与人之间保持 1米以上距离，多人办公时佩戴口罩。

保持勤洗手、多饮水，坚持在进食前、如厕后按照六步法严格洗手。

接待外来人员双方佩戴口罩。

第四节、参加会议如何做

建议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前洗手消毒。开会人员间隔 1米以上。

减少集中开会，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过长时，开窗通风 1 次。会

议结束后场地、家具须进行消毒。茶具用品建议开水浸泡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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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食堂进餐如何做

采用分餐进食，避免人员密集。餐厅每日消毒 1次，餐桌椅使用

后进行消毒。餐具用品须高温消毒。操作间保持清洁干燥，严禁生食

和熟食用品混用，避免肉类生食。建议营养配餐，清淡适口。

第六节、下班路上如何做

洗手后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外出，回到家中摘掉口罩后首先洗手

消毒。手机和钥匙使用消毒湿巾或 75%酒精擦拭。居室保持通风和卫

生清洁，避免多人聚会。

第七节、公务采购如何做

须佩戴口罩出行，避开密集人群。与人接触保持 1米以上距离，

避免在公共场所长时间停留。

第八节、工间运动如何做

建议适当、适度活动，保证身体状况良好。避免过度、过量运动，

造成身体免疫能力下降。

第九节、公共区域如何做

每日须对门厅、楼道、会议室、电梯、楼梯、卫生间等公共部位

进行消毒，尽量使用喷雾消毒。每个区域使用的保洁用具要分开，避

免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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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自驾车或班车出行如何做

车内部及门把手建议每日用 75%酒精擦拭 1次。乘坐班车须佩戴

口罩，建议班车在使用后用 75%酒精对车内及门把手擦拭消毒。

第十一节、公务来访如何做

须佩戴口罩。进入办公楼前首先进行体温检测，并介绍有无湖北

接触史和发热、咳嗽、呼吸不畅等症状。无上述情况，且体温在 37.2oC

正常条件下，方可入楼公干。

第十二节、传阅文件如何做

传递纸质文件前后均需洗手，传阅文件时佩戴口罩。

第十三节、电话消毒如何做

建议座机电话每日 75%酒精擦拭两次，如果使用频繁可增加至四

次。

第十四节、空调消毒如何做

一、中央空调系统风机盘管正常使用时，定期对送风口、回风口

进行消毒。

二、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正常使用时，若出现疫情，不要停止风机

运行，应在人员撤离后，对排风支管封闭，运行一段时间后关断新风

排风系统，同时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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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带回风的全空气系统，应把回风完全封闭，保证系统全新风

运行。

十五、废弃口罩处理如何做

防疫期间，摘口罩前后做好手卫生，废弃口罩放入垃圾桶内，每

天两次使用 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进行消毒处理。

第三章、个人防护知识

第一节 洗手篇

一、如何保护自己远离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传染？

1、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用一次性纸巾

或干净毛巾 擦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应立即

洗手。

2、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

巾等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避免用手触摸眼睛、鼻或口。

3、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作息规律，避免

产生过度疲劳。

4、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每天开窗通风数次不少于 3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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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分钟。户外空气质量较差时，通风换气频次和时间应适当减少。

5、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

6、如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如咳嗽、流涕、发热等，应居家隔离

休息，持续发热不退或症状加重时及早就医。

二、洗手在预防呼吸道传播疾病中的作用？

正确洗手是预防腹泻和呼吸道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国家疾病

预防与控制中心、WHO及美国 CDC 等权威机构均推荐用肥皂和清水

（流水）充分洗手。

三、正确洗手需掌握六步洗手法：

第一步，双手手心相互搓洗（双手合十搓五下）

第二步，双手交叉搓洗手指缝（手心对手背，双手交叉相叠，左

右手交换各搓洗五下）

第三步，手心对手心搓洗手指缝（手心相对十指交错，搓洗五下）

第四步，指尖搓洗手心，左右手相同（指尖放于手心相互搓洗搓

五下）

第五步：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拇指搓洗，左右手相同搓五下

第六步：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各搓

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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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哪些时刻需要洗手？

1、每项工作后

2、传递文件前后

3、在咳嗽或打喷嚏后

4、在制备食品之前、期间和之后

5、吃饭前

6、上厕所后

7、手脏时

8、在接触他人后

9、接触过动物之后

10、外出回来后

五、旅途在外没有清水，不方便洗手，怎么办？

可以使用含酒精消毒产品清洁双手。人冠状病毒不耐酸不耐碱，

并且对有机溶剂和消毒剂敏感。75% 酒精可灭活病毒，所以达到一

定浓度的含酒精消毒产品可以作为肥皂和流水洗手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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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口罩篇

一、口罩该怎么选？

1、一次性医用口罩，连续佩戴 4 小时更换，污染或潮湿后立即

更换；

2、 N95医用防护口罩，连续佩戴 4小时更换，污染或潮湿后立

即更换。

3、棉布口罩、海绵口罩均不推荐。

二、正确使用口罩

1、医用口罩的使用方法：

1）口罩颜色深的是正面，正面应该朝外，而且医用口罩上还有

鼻夹金属条。

2）正对脸部的应该是医用口罩的反面，也就是颜色比较浅的一

面，除此之外，要注意带有金属条的部分应该在口罩的上方，不要戴

反了。

3）分清楚口罩的正面、反面、上端、下端后，先将手洗干净，

确定口罩是否正确之后，将两端的绳子挂在耳朵上。

4）最后一步，也是前面提到过的金属条问题，将口罩佩戴完毕

后，需要用双手压紧鼻梁两侧的金属条，使口罩上端紧贴鼻梁，然后

向下拉伸口罩，使口罩不留有褶皱，最好覆盖住鼻子和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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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1、孕妇佩戴防护口罩，应注意结合自身条件，选择舒适性比较

好的产品。

2、老年人及有心肺疾病慢性病患者佩戴后会造成不适感，甚至

会加重原有病情，应寻求医生的专业指导。

3、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其脸型小，选择儿童防护口罩。

第四章 居家防护知识

第一节 在家中怎样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传染？

1、 增强卫生健康意识，适量运动、保障睡眠、不熬夜可提高自

身免疫力；

2、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掩住口鼻，

经常彻底洗手，不用脏手触摸眼睛、鼻或口；

3、 居室多通风换气并保持整洁卫生；

4、尽可能避免与有呼吸道疾病症状（如发热、咳嗽或打喷嚏等）

的人密切接触；

5、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和空间密闭的场所，如必须去佩戴口罩；

6、 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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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坚持安全的饮食习惯，食用肉类和蛋类要煮熟、煮透；

8、 密切关注发热、咳嗽等症状，出现此类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近

就医。

第二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时，我们怎么吃

才好？

1、不要食用已经患病的动物及其制品；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冰鲜

禽肉，食用禽肉、蛋奶时要充分煮熟。

2、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开。处理生食和熟食之

间要洗手。

3、 即使在发生疫情的地区，如果肉食在食品制备过程中予以彻

底烹饪和妥善处理，也可安全食用。

第三节 前往公共场所怎样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感

染？

一、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与农场牲畜或野生动物接触。

二、保持工作场所室内不断的通风换气；在人多的地方，商场、

公交车、地铁和飞机等地方都是人流密集，可佩戴口罩减少接触病原

风险。

三、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袖或屈肘将鼻完全遮住；将用过的

纸巾立刻扔进封闭式垃圾箱内；咳嗽打喷嚏后，用肥皂和清水或含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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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洗手液清洗双手。

四、外出回家后及时洗手，如有发热和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特

别是持续发热不退，及时到医院就诊。

五、传染病流行季节应尽量避免各类聚会。

第四节 到生鲜市场采购，怎样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

炎传染？

一、接触动物和动物产品后，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二、避免触摸眼、鼻、口；

三、避免与生病的动物和病变的肉接触；

四、避免与市场里的流浪动物、垃圾废水接触。

第五节 轻症发热病例的居家隔离建议

一、将病人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

二、限制看护人数，尽量安排一位健康状况良好且没有慢性疾病

的人进行护理。拒绝一切探访。

三、家庭成员应住在不同房间，如条件不允许，和病人至少保持

1米距离。

四、限制病人活动，病人和家庭成员活动共享区域最小化。确保

共享区域（厨房、浴室等）通风良好（开窗）。

五、看护人员与病人共处一室应带好口罩，口罩紧贴面部，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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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禁止触碰和调整。口罩因分泌物变湿、变脏，必须立即更换。摘

下及丢弃口罩之后，进行双手清洗。

六、与病人有任何直接接触或进入病人隔离空间后，进行双手清

洁。

第五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知识

第一节 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从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下呼吸道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为一种

新型冠状病毒，WHO命名 2019-nCoV。

第二节 哪些人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人群普遍易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免疫功能低下和免疫

功能正常人群均可发生，与接触病毒的量有一定关系。对于免疫功能

较差的人群，例如老年人、孕产妇或存在肝肾功能异常，有慢性病人

群，感染后病情更重。

第三节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主要传播方式是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包括手污染导致的自我

接种）以及不同大小的呼吸道气溶胶近距离传播。目前近距离飞沫传

播应该是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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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吗？

会。从一些聚集性病例的发病关联次序判断，人传人的特征十分

明显，且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第五节 什么是飞沫传播？

飞沫：一般认为直径＞5um 的含水颗粒，飞沫可以通过一定的距

离（一般为 1米）进入易感的粘膜表面。

飞沫的产生：

1、咳嗽、打喷嚏或说话

2、实施呼吸道侵入性操作，如：吸痰或气管插管、翻身、拍背

等刺激咳嗽的过程中和心肺复苏等。

第六节 什么是接触传播？

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粘膜或皮肤的直接接触传播

1、血液或带血体液经粘膜或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

2、直接接触含某种病原体的分泌物引起传播

第七节 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指 14 天内曾与病毒的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有过共同生活或工作

的人。

包括办公室的同事，同一教室、宿舍的同事、同学，同机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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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及其它形式的直接接触者包括病毒感染病人的陪护、乘出租车、

乘电梯等。

第八节 对密切接触者注意事项

所有跟疑似感染病人可能有接触的人（包括医护人员）都应该有

14 天的健康观察期。观察期从和病人接触的最后一天算起。一旦出

现任何症状，特别是发热、呼吸道症状如咳嗽、呼吸短促或腹泻，马

上就医！

第九节 密切接触者监控建议

1、 如果接触者出现症状，要提前通知医院，将前往医院。

2、 前往医院的路上，病人应该佩戴医用口罩。

3、 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应该呼叫救护车或者使用私人车辆运送

病人，如果可以，路上打开车窗。

4、 生病的密切接触者应时刻保持呼吸道卫生和进行双手清洁。

在路上和医院站着或坐着时，尽可能远离其他人（至少 1米）。

5、任何被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污染的物体表面都应该用含有稀

释漂白剂的消毒剂清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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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有什么临床表

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起病以发热为主要表现，可合并轻度干

咳、乏力、呼吸不畅、腹泻等症状，流涕、咳痰等症状少见。部分患

者起病症状轻微，可无发热，仅表现为头痛、心慌、胸闷、结膜炎、

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酸痛。部分患者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

者病情进展迅速。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第十一节 在临床上怎样识别观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

同时符合以下 2个条件

1、流行病学史：在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或居住史，

或发病前 14 天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居住区传染病流行情况，是否为聚集性病例中的患者，是否造成

他人感染等。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

史。

2、临床表现：发热；具有病毒性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

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在观察病例的

基础上，采集痰液、咽拭子等呼吸道标本进行病毒核酸检测即可

作出病原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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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措施

1、 标准预防措施；

2、 空气传播预防措施；

3、 接触和飞沫预防措施：勤洗手，出门戴口罩；

4、 房间通风换气；

5、 清洁、消毒：新型冠状病毒对热敏感，56oC 热水浸泡 30 分

钟、75%酒精、含氯消毒剂，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第六章 就医流程

第一节 何时就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呼吸

道症状以干咳为主，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表现为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

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可无发热。多数患者为中轻症，预后良好，

少数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表现，并不

意味着已经被感染了。

但如果出现（1）发热 (腋下体温≥37.3oC)、咳嗽、气促等急性

呼吸道感染症状；（2）且有武汉旅行或居住史，或发病前 14 天内曾

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出现小范围聚集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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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应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

第二节 就医时注意事项

1、 如果接触者出现症状，要提前选择有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

2、 前往医院的路上，及就医全程应该佩戴口罩。

3、 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应该呼叫救护车或者使用私人车辆运送

病人，如果可以，路上打开车窗。

4、 生病的密切接触者应时刻保持呼吸道卫生和进行双手清洁。

在路上和医院站着或坐着时，尽可能远离其他人（至少 1米）。

5、任何被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污染的物体表面都应该用含有稀

释漂白剂的消毒剂清洁、消毒。

6、 就医时，应如实详细讲述患病情况和就医过程，尤其是应告

知医生近期的武汉旅行和居住史、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接触史、动

物接触史等。

第七章 返京职工疫情防控

1、所有人在抵京时要配合体温测量。

2、到达住所后需在第一时间与所在社区和工作单位取得联系进

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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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近期到过疫情高发区或接触过疫情高发区的人员，需主

动配合社区进行健康管理，严格执行医学观察，居家或集中隔离十四

天，不得外出，与家人接触时请务必佩戴口罩。4、非疫情高发区返

京人员也没有接触过疫情高发区人员，要注意加强健康监测。

5、进入人员密集空间时务必配戴口罩。

6、所有抵京人员要坚持每天测量体温，如果出现发热或其他不

适症状，及时通知所在社区，并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

参考资料来源：

第一章：参考深圳市明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文件；

第二章到第七章：参考中国疾控中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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