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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制定 2019-nCoV 院内感染调研与分析工具，并行初步验证。
方法 研究小组基于前期循证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医护感染过程及防控调研
问卷”，主要通过细化问卷调研目的、建立问卷条目池、评估问卷的效度三个
步骤进行改编。结果 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院内感染调研与分析工具，包括行
政后勤感染组、医护对照组、行政后勤对照组 3 个问卷。问卷内容与研究目标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行政后勤感染组问卷包括“确诊前”、“确诊后”2 个领
域的调查，其中，“确诊前”涉及感染原因分析、确诊前防控方案、确诊前防
控知识、确诊前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 4 个部分，共计 16 个条目；“确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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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确诊后症状、确诊后治疗、感染后对周围环境和人造成的影响、确诊后心理、
感染后防护认识 5 个方面，共计 21 个条目。医护对照组问卷涉及与是否感染
有关的工作或生活行为、防控相关行为、防控相关知识、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
状态 4 个方面，共计 29 个条目。行政后勤对照组问卷涉及的领域与医护对照
组问卷相同，共计 20 个条目。结论 本研究完成了 2019-nCoV 院内感染调研与
分析工具的制定，共涉及 2019-nCoV 感染医院非医护工作人员感染过程及防控
调研——行政、后勤人员专用，2019-nCoV 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
医护对照组，2019-nCoV 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行政后勤对照组 3
个问卷，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均可靠、可行性良好。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院内感染；问卷；信度；
效度；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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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ormulate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nosocomial infec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tools. Method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for infection process and prevention of 2019-nCoV infection in
medical staffs, we developed the new questionnaire by means of three procedures
including refining the purpose of the questionnaire, establishing the item pool, and
evaluating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We formulated three
questionnaires for 2019-nCoV releated nosocomial infection including questionnaires
for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the non-infected health care
staff, and non-infected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The questionnaire
for COVID-19 among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included
two aspects of investigation before and after diagnosis, "before diagnosis" involved
infection cause, pla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there were 16 items in total; "after diagnosis"
included 5 parts, including symptoms after diagnosis, treatment after diagnosis,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people after infection, psychology
symptoms,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there were 21 items in total. The questionnaire
for COVID-19 among non-infected health care staff included analysis of causes
of infection in work and life, releva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haviors,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there
were 29 items in total; the questionnaire for COVID-19 among non-infected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included same aspects as questionnaire for
COVID-19 among non-infected health care staff, and also 20 items. Conclusions
We developed questionnaires for 2019-nCoV releated nosocomial infection including
a study on infection processe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COVID-19 among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a study on infection processe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COVID-19 among non-infected healthcare staff, and a
study on infection processe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COVID-19 among noninfected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The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se questionnaires are all acceptable.
【Keywords】2019-nCoV; COVID-19; Hospital infection;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Validity; Sur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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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下 旬， 中 国 武 汉 暴 发 了
由 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引起的肺炎疫情，后被命名为
“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1-2]。
截至 3 月 12 号，全球确诊病例 125 048 例，
死亡 4 613 例；中国确诊病例 80 981 例，死
亡 3 173 例，中国境外确诊病例 44 067 例，
死亡 1 440 例，遍及 117 个国家和地区 [3]。
WHO 综合 2019-nCoV 疫情的以下主要特征：
2019-nCoV 感染疫情波及范围已非常广泛；
全球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确诊病
例；全球人群流动规模庞大且流动速度非常
快；有些国家感染率及病死率表现得比较高，
认为 2019-nCoV 已具备全球大流行病的特
征，3 月 11 日晚将疫情正式调为“全球大
流行”（Pandemic）级别 [4]。
自 2019-nCoV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各 医 疗
机构均积极召集医院工作人员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包括专业的医务人员及行政、后勤
人员。但在疫情初期，参与者对 2019-nCoV
的病原学特点、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
群等缺乏认识，极易遭受感染。有研究显示，
已有医务人员不幸感染，甚至死亡 [5]。为了
避免不幸事件再次发生，也为了加强和改善
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应对新冠全球化，研究
人员基于目前医务人员感染以及防控失利的
影响因素的研究空白，研制院内感染调研与
分析工具，以期为后续分析目前 2019-nCoV
院内感染原因、防控现状，并探讨对策进一
步提出可行性建议。

1 方法
1.1 成立问卷改编小组
为保证问卷改编过程的严谨性及其内容
的实用性，本研究改编小组主要由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循证与转化医学中心师生员工、流
行病学专家、循证医学和目前在 2019-nCoV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人员等多专业、多学科
领域专家共同参与。本研究的开展获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伦理批号：
2020036）。
1.2 问卷改编过程
本研究改编过程主要包括细化问卷调研
http://www.jnewmed.com

目的、建立问卷条目池、评估问卷的效度。
1.2.1细化问卷调研目的
研究小组通过多次与疫情定点医院院感
科、呼吸科、感染科、护理部相关专业领域
专家沟通，了解疫情定点医院如武汉雷神山
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疫情防控工作包括
参与工作人员类型、防护措施、收治患者特
点等；组内讨论后决定为后续在各医院展开
大范围横断面研究，对比分析院内感染的原
因，查找防护缺陷，明确研制行政后勤感染
组、医护对照组、行政后勤对照组 3 类适用
于不同人群的调查问卷。
1.2.2 建立问卷条目池
研究团队前期已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公布的官方指导性文件及科研人员公开发
布的研究成果如指南等 [6-21] 等制定了《新型
冠状病毒医护感染过程及防控调研问卷》
（该
问卷制定过程及问卷详见《中国循证医学杂
志》[22]）。该问卷包含确诊前、确诊后 2 个
领域的调查，其中“确诊前”涉及感染原因
分析、确诊前防控方案、确诊前防控知识、
确诊前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 4 个部分，
共计 29 个条目；“确诊后”包括确诊后症状、
确诊后治疗、感染后对周围环境和人造成的
影响、感染后防护认识、确诊后心理 5 个部
分，共计 21 个条目，具有一定的的实用性
和可靠性，各领域重测信度在 0.74~0.93 之
间，问卷内容总体的重测信度为 0.82[22]。该
问卷是本研究研制行政后勤感染组、医护对
照组、行政后勤对照组 3 类问卷条目的主要
来源。
研究小组一方针对各类型适用人群的工
作特点筛选条目；另一方面也通过线上联系
的方式如微信，和疫情定点医院的院感科、
呼吸科、感染科、护理部相关专业领域专家
联系以对问卷内容进行补充，然后汇总后形
成问卷初稿。
1.2.3 评估问卷的效度
由于 2019-CoV 疫情发展较为迅速，为
推动问卷的研制进度，研究小组原则上对引
用《新型冠状病毒医护感染过程及防控调研
问卷》不需要再次修改的条目直接保留，不
再咨询相应专家，对于新增加的条目或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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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小组对于文字描述或者选项设置等方面有
争议的条目，选取 8 位来自疫情定点医院的
院感科、呼吸科、感染科、护理部相关专业
领域专家，通过线上的方式如微信，评估问
卷测量的内容与测量目标之间是否适合以及
问卷条目的文本描述是否真正可以反映真正
测定的内容 [23]。

2 结果
研究小组基于《新型冠状病毒医护感染
过程及防控调研问卷》，制定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医院非医护工作人员感染过程及防控
调研—行政、后勤人员专用、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医护未感染
对照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
调研问卷—行政后勤对照组 3 个问卷，经咨
询临床专家后，问卷内容与研究目标具有较
高的一致性，问卷条目的文本描述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反映真正测定的内容。
2.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过程及防控行政、后
勤人员调研问卷
小组咨询疫情定点医院相关人员后发
现，与临床医务人员相比，行政、后勤人员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要负责疫情定点医院的
信息维护、医疗卫生处理等工作，种类较为
繁杂且任务分工可能跟随疫情进展进行转
换，且工作年限及职称对研究主题相关性不
大；原问卷中与临床医疗、护理等相关的专
业问卷也不适合填写，小组对上述相关条目
予以删除。此外，为便于行政、后勤人员对
问卷部分条目的理解，小组对条目的文字内
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并增加补充信息，
如针对“飞沫传播”增加对其的解释“病
原体由传染源通过咳嗽、喷嚏、谈话等排
出”。行政、后勤人员可能接触确诊或疑似
COVID-19 患者，增加询问“您的工作环境
是否有大量患者就诊或住院治疗”这一问题。
修改过程详情见表 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医院非医护工作人员感染过程及防控调研—
行政、后勤人员专用》问卷全文内容见附录 1。
2.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过程及防控未感染医
务人员调研问卷
以 2019-nCoV 未感染医务人员参与疫
情工作情况为对比，利于分析目前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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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防控的漏洞。研究小组基于医务人员感
染版问卷，删除“确诊后”下属大部分与诊断、
治疗等相关的条目。由于被调查者为未感染
的医务人员，修改原问卷中部分条目的文字
描述，如将“感染原因分析、确诊前防控方案、
确诊前防控知识、确诊前心理上对疫情的应
对状态”改为“涉及与是否感染有关的工作
或生活行为、防控相关行为、防控相关知识、
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根据研究目的，
小组增加与科室或部门出现同事感染后，被
调查者心理变化或行为改变以及科室应对方
式相关的题目。详细修改过程见表 2，《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
医护对照组》问卷全文内容见附录 2。
2.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过程及防控未感染行
政、后勤人员调研问卷
新型冠状病毒未感染的行政、后勤人员
调研问卷基于未感染医护人员调研问卷制定
而成。基于行政、后勤人员参与疫情定点医
院防控工作的内容及特点，研究小组认为其
职称与研究目标相关性较小，且应当删除原
问卷中与临床医疗、护理等方面专业知识的
相关问题，增加询问被调查者的工作环境是
否有大量患者就诊或住院治疗这一内容。详
细修改过程见表 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
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行政后勤对照组》
问卷全文内容见附录 3。

3 讨论
面对 COVID-19 的暴发，医务人员，信
息维护、财务处、审计处、保卫处、后勤保
障等行政、后勤人员积极参与疫情的防控工
作，除了直接接触确诊或疑似患者的医务人
员可能有暴露的风险，多数深入一线负责疫
情定点医院信息维护、医疗卫生处理等工作
的行政后勤人员，因为在疫情初期对疫情的
不了解而缺乏相关防护遭受了感染。全方
位、多角度的分析院内感染的原因，才能真
正做到遏制 2019-nCoV 的院内传播，并为
类似事件提供有效参考。我们从被调查者在
疫情防控期间承担工作岗位、常规的工作环
境、接触的人群等方面分析，证实因为疫情
初期的不了解，导致可能存在以下造成院内
感染的途径：一是医务人员与确诊或疑似患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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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基线

目标人群

计21个条目

识、确诊后心理5个部分，共

造成的影响、感染后防护认

疗、感染后对周围环境和人

包括确诊后症状、确诊后治

共计29个条目； “确诊后”

对疫情的应对状态4个部分，

前防控知识、确诊前心理上

析、确诊前防控方案、确诊

“确诊前”涉及感染原因分

后”2个领域的调查，其中，

包含“确诊前”、“确诊

17个条目

感染2019-nCoV的医务人员

及防控调研问卷

新型冠状病毒医护感染过程

合计余下条目，共计16个条目

增加：“您的工作环境是否有大量患者就诊或住院治疗？”选项为“是/否”；

调整：将“您接触过的疑似同事后来是否确诊？”和“您接触过的发热同事后来是否确诊？”作为独立题目询问；

导致行政、后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临床工作中还有哪些途径会导致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改为“除上述内容之外，您认为行政后勤工作中还有哪些途径会

为，造成感染并传播）/消化道传播 （比如：饮食可能受到感染或疑似病人排泄物污染）”；将“除上述内容之外，您认为

息“飞沫传播（病原体由传染源通过咳嗽、喷嚏、谈话等排出）/接触传播（病毒通过手部接触，再经揉眼睛、摸嘴巴等行

个选项；“您认为您此次感染中最可能导致感染方式是”这一题选项为便于行政、后勤人员理解，对选项提出相应的补充信

谈/我在检验科、病毒分析或实验室从事后勤保障或卫生清洁工作，我有很大可能性和确诊或疑似生物标本同处一室/其他”3

普通就诊患者/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否有确诊或疑似者，但在疫情爆发生前后我的本职工作需要与医生和护士有多次面对面交

过疑似同事/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高度危险的发热同事/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否有疑似或确诊患者，但我工作环境中有大量

修改：“您认为您此次感染的途径可能有”这一题选项增改为“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确诊同事/工作环境“密切接触”

境导致感染，则回答以下条目”下属小题；

室、检验科等）”这一内容，并删除“您认为您此次感染的途径符合哪种“密切接触”和“感染途径题如果选择了实验室环

除“您认为您此次感染最有可能的感染环境”这一题选项中“有疑似或确诊新冠病毒的生物标本的实验室环境（生物实验

勤人员相关性不大的条目，如疫情发生前科室整体供应量、疫情发生前的医院院感培训力度的满意程度等共计15项题目；删

删除：原问卷中涉及医疗专业操作或知识的相关条目，如气溶胶的操作、手卫生、穿脱防护用品流程等条目，或与行政、后

原因分析、确诊前防控方案、确诊前防控知识、确诊前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4个部分，但以下条目作出调整：

小组讨论后，保留“确诊前”、“确诊后”2个领域的询问方式，“确诊后”各条目内容基本不变；“确诊前”仍考虑感染

合计余下条目，共计13个条目

位”，均以填写的方式呈现；

修改：将原问卷中的“工作职务”改为“工作科室或部门”，将“您确诊时所在的工作区域”改为“您感染时所在的工作岗

合并：“本次感染您是否已经治愈”合并在“您现在感染相关健康状态”这一题中，在含“治愈”的选项中增加填写方式；

目；

删除：原有问卷中询问是否有重大疫情（如参与过SARS等疫情的诊疗护理过程）的诊疗或护理经验、工作年限、职称3项题

小组讨论后决定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感染2019-nCoV的非医护医院工作人员-行政、后勤人员

小组处理过程

Table 1 Adaptation processes of survery questionnaire for 2019-nCOV among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表1 新型冠状病毒已感染行政、后勤人员调研问卷改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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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条目

包含“确诊
前”、“确
诊后”2个
领 域 的 调
查，其中，
“确诊前”
涉及感染原
因分析、确
诊前防控方
案、确诊前
防控知识、
确诊前心理
上对疫情的
主要 应对状态4个
内容 部 分 ， 共 计
29个条目；
“确诊后”
包括确诊后
症状、确诊
后治疗、感
染后对周围
环境和人造
成的影响、
感染后防护
认识、确诊
后心理5个部
分，共计21
个条目

基线

感染2019目标
nCoV的医务
人群
人员

新型冠状病
毒医护感染
过程及防控
调研问卷

删除：“确诊前”这一领域标题及“确诊后”排除“结合您的职业经验和此次患病及治疗经历，您觉得有关突发传染病医院防护在哪个环节还需要改
善”和“对于上述需要完善的，您的建议是”这两题之外的所有条目；“您认为您此次感染最有可能的感染环境是”，并删除此题下属小题“您认为您
此次感染的途径符合哪种“密切接触”和“如果选择了实验室环境导致感染，您认为您此次感染的途径可能有”；“您认为您此次感染中最可能导致感
染方式是”；“您所工作的环境是否为负压环境？”；“您所在科室是否有明确的院感分区（污染区、清洁区和无菌区）”；“请问您确诊前医院按规
定在需要时提供下列哪些个人防护装备？”；“如果有防护设备，疫情发生前科室整体供应量如何？”；“疫情发生前，您所在科有没有专职人员负责
医院感染管理？”；“疫情发生前，医院院感培训力度是否满意？”；“您认为造成您同事感染的原因是否与防护用品有关？”这一题下属小题中的
“我认为我的感染与防护用品无关”这一选项；删除“您认为造成您感染的原因是否与防护用品有关？”这一题中的“您认为您当时实际操作时哪种防
护用品使用不当？”、“您认为上述防护用品如何使用不当？”和“您认为哪种防护用品防护力度不足？”等下属小题；
增加：您科室或部门出现同事感染后，您个人是否存在以下心理变化或行为改变？，选项为“心理上对此次疫情开始重视/除了心理上重视，个人紧张焦
虑但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除了心理上重视，个人紧张焦虑，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常工作生活/常常怀疑自己可能也被感染/个人防护加强（可填写）/主动寻
求相关信息以更多的了解疫情/无以上行为/有其他行为（可填写）”；您科室或部门出现同事感染后，科室是否存在以下应对方式？，选项为“组织科室
人员进行病例通报/对感染人员进行有效隔离与治疗/组织科室人员进行集中学习防控知识/为科室工作人员获取防控用品或装备/对科室生活及工作环境进
行消杀/密切监测医护与感染相关身体状况/密切监测患者与感染相关身体状况/无以上行为/其他（可填写）”；
修改：将“感染原因分析”改为“与是否感染有关的工作或生活行为”；将“上题如果选择了日常生活/社区环境，则回答以下题目，我认为我此次感
染的途径可能有：（可多选）”改为“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时间参考），您是否有去过 以
下地方？（可多选）”，并作为独立题目；“感染途径题如果选择了医院临床工作环境导致感染，则回答以下条目，我认为我此次感染的途径可能有：
（可多选）”改为“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时间参考），是否有以下行为？”，并作为独立
题目；将“您接触过的疑似病人后来是否确诊？”和“您接触过的高度危险的发热病人后来是否确诊？”调整为独立题目；将“您认为您此次感染中最
可能导致感染的操作是”改为“如果您是护士，请问以下操作是否是您日常工作的高频操作（高频是指几乎每天都进行）”；将“如果您是医生请选择
您认为您此次感染中最可能导致感染的操作是”改为“如果您是医生，请问以下操作是否是您日常工作的高频操作（高频是指几乎每天都进行）”；将
“在确诊前，您此次感染中每天处于可能感染环境的时间（小时）是（局部环境，即您认为极有可能导致您感染的环境）”改为“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
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参考）您平均每天处于有可能导致感染的环境中所处时间（小时）大致有多长（局部环
境，即您认为极有可能导致您感染的环境）”； 将“您在确诊7天前出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改为“您在疫情发生前出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将
“确诊前防控方案”改为“防控相关行为”；将“您认为造成您感染的原因是否与防护用品有关？”改为“您认为造成您同事感染的原因是否与防护用
品有关？”，并将此题下属小题中的“如果您选择“是”，请回答造成您感染最可能的原因是：”改为“您认为造成您同事感染的原因是否与防护用品
有关？”；将“您自身确诊前在诊疗过程中遇到确诊/疑似患者强行增加自己感染风险的行为（例如摘取您的口罩，向您吐口水等）”改为“短时间脱离
防护：确诊前在诊疗过程中遇到确诊/疑似患者强行增加自己感染风险的行为（例如摘取您的口罩，向您吐口水等）”；将“确诊前防控知识”改为“防
控相关知识”；将“结合您的职业经验和此次患病及治疗经历，您觉得有关突发传染病医院防护在哪个环节还需要改善？”改为“结合您的职业经验和
分析，您觉得有关突发传染病医院防护在哪个环节还需要改善？”；
合计余下条目，共计29个条目

删除：“您现在感染相关健康状态是以下哪个”、“13. 您确诊时所在的工作区域”“本次感染您是否已经治愈？”3个条目；
增加：“您的工作科室或部门”以填写的方式呈现；“如果您现在在防疫定点医院工作，请选择您现在所在的防疫定点医院”，选项为“武汉客厅方舱
医院/雷神山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其他/无”；“您所在科室有几位同事感染？”，选项为“1位/2位/3位/4位/5位/超过5位/不清楚”，
并增加2个下属小题：（1）请您大致估计同事感染的时间，选项为“第一位感染者感染时间（请填写具体时间，如1月12日）/不清楚”；（2）如果同事
有多位感染，请填写最后一位感染的时间，选项为“最后一位感染者感染的时间（请填写具体时间，如1月12日）/不清楚”；合计增加3个条目；
合计余下条目，共计17个条目

小组讨论后决定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未感染2019-nCoV的医护人员

小组处理过程

表2 新型冠状病毒未感染医护人员调研问卷改编过程
Table 2 Adaptation processes of survery questionnaire for COVID-19 among non-infected healthcar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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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增加：您的工作环境是否有大量患者就诊或住院治疗？，选项为“是/否”；
修改：将“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时间参考），是否有以

应对状态4个方面的内容，共

计29个条目

合计余下条目，共计20个条目

政后勤工作中还有哪些途径会导致行政、后勤人员感染2019-nCOV”；

“除上述内容之外，您认为临床工作中还有哪些途径会导致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改为“除上述内容之外，您认为行

分析或实验室从事后勤保障或卫生清洁工作，我有很大可能性和确诊或疑似生物标本同处一室/其他（可填写）”；将

周围是否有确诊或疑似者，但在疫情爆发生前后我的本职工作需要与医生和护士有多次面对面交谈/我在检验科、病毒

触”过高度危险的发热同事/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否有疑似或确诊患者，但我工作环境中有大量普通就诊患者/我不知道我

下行为？”这一题选项改为“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确诊同事/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疑似同事/工作环境“密切接

的”，共计9项；

控相关知识、心理上对疫情的

操作（如气管插管、无创通气、气管切开，心肺复苏，插管前手动通气和支气管镜检查等）时，以下哪些做法是正确

生活行为、防控相关行为、防

关？”、“请您判断，以下内容是否正确（请根据疫情发生前您的认知进行判断）？”、“在疫情发生前在存在暴露

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知晓并严格执行医务人员穿脱防护用品流程？”“您认为造成您同事感染的原因是否与防护用品有

鞋套/胶靴/防水靴套？”、“在疫情发生前在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严格执行手卫生措施”、“在疫情发生前，您在医

生，请问以下操作是否是您日常工作的高频操作”、“在疫情发生前在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穿戴防护

删除：与专业医疗相关的专业问题：“如果您是护士，请问以下操作是否是您日常工作的高频操作”、“如果您是医

分条目作出调整，如下：

保留是否感染有关的工作或生活行为、防控相关行为、防控相关知识、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4个领域的分类，但部

合计余下条目，共计15个条目

生）”，并以填写的方式呈现

修改：将“工作职务”这一题改为“您的工作岗位或职责（请详细至工作具体分工，如财务处报销窗口，急诊后勤做卫

风险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佩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您认为为疑似患者或确诊患者实施可能产生气溶胶的

17个条目

基线

删除：“职称”和“您是否有重大疫情（如参与过SARS等疫情的诊疗护理过程）的诊疗或护理经验”；

小组讨论后决定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未感染2019-nCoV的医护人员

小组处理过程

涉及与是否感染有关的工作或

未感染2019-nCoV的医务人员

目标人群

照组调研问卷—医护对照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护感染对

Table 3 Adaptation processes of survery questionnaire for COVID-19 among non-infected staff in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s departments

表3 新型冠状病毒未感染行政、后勤人员调研问卷改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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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触，进行近距离医疗诊疗、护理等操作
时防护不当；二是行政后勤人员在疫情定点
医院工作缺乏防护知识如穿脱防护服操作不
规范；三是医务人员或行政后勤人员，与无
症状的 2019-nCoV 携带者的同事或患者近
距离接触或间接使用公共物品或空间且防护
不当。
尽管已经清楚了可能的感染因素，然而
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并尽可能
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本研究基于前期制定
的《新型冠状病毒医护感染过程及防控调研
问卷》，进一步研制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
院非医护工作人员感染过程及防控调研—行
政、后勤人员专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护
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医护对照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
行政后勤对照组 3 个问卷，并进行了信度与
效度的检测，问卷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其中，
行政后勤感染组问卷包括“确诊前”、“确
诊后”2 个领域的调查，“确诊前”涉及感
染原因分析、确诊前防控方案、确诊前防控
知识、确诊前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 4 个
部分，共计 16 个条目；“确诊后”包括确
诊后症状、确诊后治疗、感染后对周围环境
和人造成的影响、确诊后心理、感染后防护
认识 5 个内容，共计 21 个条目。医护对照
组问卷涉及与是否感染有关的工作或生活行
为、防控相关行为、防控相关知识、心理
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 4 个方面的内容，共计
29 个条目。行政后勤对照组问卷涉及的领
域与医护对照组问卷相同，共计 20 个条目。
问卷的研究为调查分析相关原因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然而，本问卷仍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由于疫情的紧急性，研究小组未能有
充分的时间考量问卷的信度，仅依据来自疫
情定点医院的临床专业人员的建议以保证问
卷的效度。但本问卷也具有明显的优势：首
先，该问卷是基于中国医疗机构应对 2019nCoV 防控工作特点，从参与疫情工作人员
的两大类别（医护人员和行政、后勤人员）
出发，多角度探讨院内可能存在的漏洞；其
次，本研究所制问卷也是首次通过设置医护
感染组、医护未感染组、行政后勤感染组、
行政后勤未感染组 4 个版本的问卷，全方位

对比分析发生院内感染的原因及防控现状，
为处理同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新思路和
有力参考。
志谢：衷心感谢对新型冠状病毒院内感
染调研与分析工具开发给予修订意见的各位
咨询专家。另，衷心感谢部分已感染医护及
部分已感染行政后勤人员在问卷试填过程中
给予的宝贵建议。
利益冲突声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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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院非医护工作人员感染过程及防控调研———行政、后勤人员专用
敬爱的同事们，同道们，医院非医护工作人员感染也有一定数量，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治课题组主持的“医护人员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防护策略优化研究”需要您
的支持和配合。本问卷结果仅供科学研究即产生重大疫情医院防控策略之用，此调研内容涵盖传染途径，
防控措施，治疗及转归过程等内容，您的个人信息均会做脱敏处理。如您同意调研，请点击同意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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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卷，然后回答问题。期待您的支持，谢谢！
1.姓名：
2.性别：□男 □女，如果您选择了“女”，请回答问题：（1）您是否怀孕？□是 □否
3.年龄：
4.身高（cm）：
5.体重（kg）：
6.婚姻状况：□已婚 □再婚 □同居 □未婚 □丧偶 □离异
7.民族：□汉 □非汉族
8.工作单位（请输入您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您现在防疫工作所在定点医院）：
9.您的工作科室或部门：
10.您感染时所在的工作岗位：
11.您现在感染相关健康状态是以下哪个：
□已治愈并在家休养，治疗周期（从确诊到治愈的时间）为几天？
□
□已治愈并返回工作岗位，治疗周期（从确诊到治愈的时间）为几天？
□
□仍在医院治疗，请输入治疗地点：
□
□在家口服药治疗
□
□其他
□
12.您是否患有以下基础疾病或危险因素
慢性心脏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不包括高血压）

□是 □否 □不适用

肥胖（BMI＞28）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肺部疾病（不包括哮喘）

□是 □否 □不适用

糖尿病伴并发症

□是 □否 □不适用

哮喘

□是 □否 □不适用

糖尿病不伴并发症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肾脏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风湿性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中重度肝病

□是 □否 □不适用

营养不良

□是 □否 □不适用

轻度肝病

□是 □否 □不适用

高血压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神经系统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恶性肿瘤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血液系统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艾滋病/HIV感染者

□是 □否 □不适用

其他身体相关危险：____

13.您是否吸烟或喝酒?
（1）吸烟：□是 □不吸烟 □已戒烟
（2）喝酒：□是 □不饮酒 □已戒酒
一、确诊前
（一）感染原因分析
1.您认为您此次感染最有可能的感染环境是：
□日常生活/社区环境
□
□医院临床工作环境
□
□其他
□
□至今我无法理解我如何感染
□
（1）您认为您此次感染的途径可能有（可多选）：
□曾前往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地方（比如：华南海鲜市场），具体去过：
□
□曾与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密切接触”
□
□曾与野生动物有直接接触，具体动物：
□
□曾参加大型聚会或前往人群密集地方（比如：火车站、购物中心等），具体去过：
□
□其他
□
“密切接触”定义为：1.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在近距离接触或同一教室一起学习工作。2.曾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一同乘坐过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3.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共同生活。
（2）您认为您此次感染的途径可能有（可多选）：
□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确诊同事
□
□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疑似同事
□
□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高度危险的发热同事
□
□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否有疑似或确诊患者，但我工作环境中有大量普通就诊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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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否有确诊或疑似者，但在疫情爆发生前后我的本职工作需要与医生和护士有多次面
□
对面交谈
□我在检验科、病毒分析或实验室从事后勤保障或卫生清洁工作，我有很大可能性和确诊或疑似生物标
□
本同处一室
□其他
□
“密切接触”定义为：1.曾有医疗保健相关的职业暴露，包括直接接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例如医
护人员、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医护人员一起工作、探访病人或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近距离
接触，或直接暴露于病人的的体液或样本，包括飞沫。2.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在近距离接触或同一
教室一起学习工作。3.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一同乘坐过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4.曾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患者共同生活。
2.您接触过的疑似同事后来是否确诊？□是 □否 □不清楚
3.您接触过的发热同事后来是否确诊？□是 □否 □不清楚
4.您认为您此次感染中最可能导致感染方式是（可多选）:
□飞沫传播（病原体由传染源通过咳嗽、喷嚏、谈话等排出）
□
□接触传播（病毒通过手部接触，再经揉眼睛、摸嘴巴等行为，造成感染并传播）
□
□气溶胶传播（比如：气管插管、无创通气、气管切开，心肺复苏等）
□
□消化道传播
□
（比如：饮食可能受到感染或疑似病人排泄物污染）
□其他
□
□不能确定
□
5.在确诊前，您此次感染中每天处于可能感染环境的时间（小时）是（局部环境，即您认为极有可能导致
您感染的环境）:
□小于1h
□
□约1-2h □约3-6h □约7-10h □大于10h □具体时间
6.您在确诊7天前出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可多选）
□公共交通
□
□网约车 □私家车 □电动车 □自行车 □步行 □其他
（1）如果您选择上述或其他交通工作，请确认乘坐以上交通工具时是否带口罩？□是 □否
7.除上述内容之外，您认为行政后勤工作中还有哪些途径会导致行政、后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开放
式、选填）
（二）确诊前防控方案
1.您的工作环境是否有大量患者就诊或住院治疗？□是 □否
2.您确诊前在常规工作中是否佩戴口罩？□总是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戴口罩”，请回答
（1）类型：□医用外科口罩 □KN95/N95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
□其他
（2）佩戴层数：□单层（即一个） □双层（同时戴两个） □其他
（3）使用频次：□一次性 □重复 □其他
（4）更换频次：□4小时 □污染后 □不定时 □其他
3.您确诊前在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佩戴手套？□总是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请回答
（1）类型：□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其他
（2）佩戴层数：□单层（即一个） □双层（同时带两个） □其他
（3）使用频次：□一次性 □重复 □其他
（4）更换频次：□接触不同患者时 □破损后 □不定时 □其他
（三）确诊前防控知识
1. 您在确诊前是否了解2019-nCoV感染肺炎传播途径？□是 □否
2. 请问您在确诊前是否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不仅针对此次疫情）？
是否接受培训

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是 □否

□5 □4 □3 □2 □1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是 □否

□5 □4 □3 □2 □1

手卫生

□是 □否

□5 □4 □3 □2 □1

戴手套

□是 □否

□5 □4 □3 □2 □1

戴医用防护口罩

□是 □否

□5 □4 □3 □2 □1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是 □否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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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隔离衣

□是 □否

□5 □4 □3 □2 □1

穿防护服

□是 □否

□5 □4 □3 □2 □1

3.请问疫情发生前，您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的途径有哪些？
□本院培训
□
□驻地医院培训 □国家专项培训 □网络自媒体等学习□其他
4.请问您在本次疫情爆发后是否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
是否接受培训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是 □否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是 □否

手卫生

□是 □否

戴手套

□是 □否

戴医用防护口罩

□是 □否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是 □否

穿隔离衣

□是 □否

穿防护服

□是 □否

上述培训效果如何（即掌握程度如何）?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5 □4 □3 □2 □1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5 □4 □3 □2 □1

手卫生

□5 □4 □3 □2 □1

戴手套

□5 □4 □3 □2 □1

戴医用防护口罩

□5 □4 □3 □2 □1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5 □4 □3 □2 □1

穿隔离衣

□5 □4 □3 □2 □1

穿防护服

□5 □4 □3 □2 □1

（四）确诊前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
1.疫情发生后，在您被确诊前，您认为自己对这次疫情的重视程度为：
□非常重视
□
□比较重视 □一般 □比较不重视 □非常不重视
2.疫情发生后，在您被确诊前，较多时候您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可多选）
□平常心
□
□焦虑 □悲观 □恐惧 □斗志昂扬 □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态
二、确诊后
（一）确诊后症状
1.您确诊前是否有以下症状？（可多选）
□无
□ □发热 □干咳 □腹泻 □呕吐 □乏力 □咽痛 □恶心
□头痛
□
□胸闷不适 □肌肉酸痛 □关节疼痛 □其他
若您确诊前存在发热，最高体温是
2.您确诊前的首发症状是？（可多选）
□发热
□
□干咳 □腹泻 □呕吐 □乏力 □咽痛 □恶心 □头痛
□胸闷不适
□
□肌肉酸痛 □关节疼痛 □其他
3.您确诊时胸部X检查有无异常？□有 □无 □未进行
4.您确诊时胸部CT检查有无异常？□有 □无 □未进行
5.您确诊时是否进行核酸检测？□是 □否
如果选择“是”，请回答：□阴性 □阳性
6.实验室检查时，以下哪些指标呈现异常结果？
淋巴细胞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血小板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白细胞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肌酸激酶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C反应蛋白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D-二聚体

□升高 □降低 □正常 □记不清楚

（二）确诊后治疗
1.您确诊时病情的严重程度是？□轻型 □普通型 □重型 □危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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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轻型：临床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2）普通型：具有发热、呼吸道等症状，影像学
可见肺炎表现；3）重型：符合下列任一条，①呼吸窘迫，RR≥30次/分；②静息状态下，指氧饱和度
≤93%；③动脉血氧分压/吸氧浓度≤300mmHg；4）危重型：符合以下情况之一，①出现呼吸衰竭，且需
要机械通气；②出现休克；③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ICU监护治疗。
（1）住院后是否发展的重型或危重型？□是 □否
（2）您是否接受了氧疗？□是 □否
如果您选择“是”，则您接受了下列何种氧疗方式？（可多选）
□鼻导管
□
□面罩给氧 □经鼻高流量氧疗 □无创正压通气
□有创机械通气
□
□其他
□我不太清楚我的氧疗方式
2.请问您是否接受了抗病毒药物治疗？□是 □否
如果您选择“是”，则您接受下列何种抗病毒药物治疗？（可多选）
□干扰素
□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利巴韦林 □奥司他韦 □扎那米韦
□帕拉米韦
□
□其他
□我不太清楚我使用了哪种抗病毒药物
3.请问您是否合并细菌感染？□是 □否
如果您选择“是”，则回答是否接受抗生素治疗：□是
□否
如果您选择“是”，则回答您使用了何种抗生素
（如果您不太清楚，可以直接写不清楚或记不
得）
4.请问您是否接受中医治疗？□是
□否
（1）您在治疗过程中是否接受以下其他药物治疗？（可多选）
□恢复期血浆
□
□维生素C □免疫球蛋白 □瑞德西韦 □阿比多尔 □其他
□我不太清楚
5.您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有无以下并发症？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
□脓毒症休克 □急性肾损伤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其他
6.您在治疗期间是否转入ICU治疗？□是 □否
如果选择“是”，则回答：您在ICU的住院天数是
天。
7.您在重症肺炎阶段，采用了何种治疗药物或手段？（可多选）
□激素
□
□干扰素
□抗病毒药
□抗生素
□神经肌肉阻滞剂
□血管加压素或正性肌力药物
□
□中药治疗
□无创机械通气 □有创机械通气
□ECMO
□
□血液透析/血液过滤 □俯卧位通气 □气管切开置管 □其他
（三）感染后对周围环境和人造成的影响
1.您确诊后是否立刻进行隔离？□是 □否
2.您确诊后是否在2小时内上报？□是 □否 □不清楚
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符合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时应当在2个小时内
进行网络直报。疾控机构在接到报告后应该立即调查核实，于2小时内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完成报告信息的
三级确认审核。
3.您家人目前是否被感染（从您确诊到现在）？
□有疑似如选择则需要填写（）例
□
□有确诊如选择则需要填写（）例
□
□均健康
□
□不知道
4.确诊后如果隔离，您在哪里隔离？□居家隔离 □定点医院隔离 □集中隔离点隔离 □其他
（1）选择居家隔离则做以下题目：
--您在家是否佩戴口罩？□是 □否
--居家隔离期间是否外出？□是 □否 如果外出，您是否佩戴口罩？□是 □否
--您多久更换一次口罩？□≤4h □5-8h □9-12h □≥13
--居家隔离时，您是独立居住，还是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独立居住 □同家人居住
--您在家是否规律测体温？ □是 □否
--您在家是否勤洗手，消毒（次数超过确诊前）？□是 □否
--如您隔离期间仍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您在家是否独立餐具用餐？□是 □否
（2）如果您没有进行居家隔离，请回答：
--您确诊后接触哪些人（接触指近距离交谈无论有无佩戴口罩，握手，共同用餐，面对面交谈）？
□家人
□
□同事 □朋友 □医护 □其他
--您确诊后是否第一时间得到医疗救治？□是 □否 □不确定
--您隔离在定点医院的哪个区域？□发热门诊 □急诊 □呼吸科病房 □重症监护病房 □其他
--您在医院隔离期间，是否有家属陪护？□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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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主管医生是否每天穿戴防护服？□是 □否
--您的主管医生现在状况如何？
□疑似如选择则需要填写（）例
□
□确诊如选择则需要填写（）例
□
□健康
□
□不知道
--您的主管护士（可为多个）是否每天穿戴防护服？□是 □否
--您的主管护士（可为多个）现在状况如何？
□疑似如选择则需要填写（）例
□
□确诊如选择则需要填写（）例
□
□健康
□
□不知道
--您隔离所在地是否做到每日消毒？□是 □否
--您对您当时或现在的隔离环境是否满意？□是 □否
（四） 感染后防护认识
1.结合您的职业经验和此次患病及治疗经历，您觉得有关突发传染病医院防护在哪个环节还需要改善？
（可多选）
□应急方案和工作流程
□
□开展全员培训
□医务人员防护
□关注医务人员健康
□感染监测
□
□清洁消毒管理
□患者就诊管理
□患者教育
□感染爆发管理
□
□医疗废物管理
□感染风险区域划分 □其他
2.对于上述需要完善的，您的建议是？
（五）确诊后心理
1.隔离期间您是否感到心理压力或情绪变化？（“0”几乎无情绪变化，“5”有巨大心理压力或情绪变
化）□0 □1 □2 □3 □4 □5
如果未选择“0”，则回答：
（1）您的情绪变化可能是哪些因素引起的呢？（可多选）
□疾病因素
□
□经济负担 □他人歧视 □环境改变 □家人健康因素 □网络负面消息 □其他
（2）您是否愿意主动表达您的心理压力或情绪变化？□是 □否
（3）您通常选择怎样方式来调节压力或情绪变化？（可多选）
□和他人微信交流
□
□和家人或同事视频 □寻求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线上，视频，电话等）
□阅读该病的近期文献
□
□自我调节 □减少对疫情信息的关注□其他
2.感染后您得到的安慰和关心来源有（可多选）
□夫妻（恋人）
□
□父母 □孩子 □兄弟姐妹 □领导同事 □新闻报道等 □专业心理辅导或咨询
非常感谢您参与调研，您是否愿意推荐您的同事参与调研？□是 □否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您辛苦了！ 为了深入探讨医院工作人员感染原因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课题组需要您推荐和您一起工作的非感染者，进行进一步对照研究，诚挚期盼您按照下列标准推选符合
要求的同事参与后续调研！
请您根据以下标准，推荐一名您的同事参与调研；1. 非感染者；2. 且和您在一个科室或同一部门，
岗位职责基本相同；3. 您确诊前的 7 天内跟您工作中的合作或搭档较多，或您跟这位同事在工作环境有
较多接触。
请您留下同事名字和电话：
1.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
附录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医护对照组
敬爱的同事们，同道们，当下医务人员感染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治课题组主持的“医护人员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防护策略优化研究”需要您的
支持和配合。本问卷结果仅供科学研究即产生重大疫情医院防控策略之用，此调研内容涵盖传染途径，
防控措施，治疗及转归过程等内容，您的个人信息均会做脱敏处理。如您同意调研，请点击同意并填写
本问卷，然后回答问题。期待您的支持，谢谢！
1.姓名：
2.性别：□男 □女，如果您选择了“女”，请回答问题：（1）您是否怀孕？□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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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龄：
4.身高（cm）：
5.体重（kg）：
6.婚姻状况：□已婚 □再婚 □同居 □未婚 □丧偶 □离异
7.民族：□汉 □非汉族
8.工作单位（请输入您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您现在防疫工作所在定点医院）：
9.工作职务：□医生 □护士 □医技
10.您的工作科室或部门：
11.职称：□正高级职称 □副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12.工作年限：
13.如果您现在在防疫定点医院工作，请选择您现在所在的防疫定点医院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
□雷神山医院
□武汉市第七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
□其他
□无
14.您是否患有以下基础疾病或危险因素
慢性心脏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不包括高血压）

□是 □否 □不适用

肥胖（BMI＞28）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肺部疾病（不包括哮喘）

□是 □否 □不适用

糖尿病伴并发症

□是 □否 □不适用

哮喘

□是 □否 □不适用

糖尿病不伴并发症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肾脏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风湿性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中重度肝病

□是 □否 □不适用

营养不良

□是 □否 □不适用

轻度肝病

□是 □否 □不适用

高血压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神经系统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恶性肿瘤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血液系统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艾滋病/HIV感染者

□是 □否 □不适用

其他身体相关危险：____

15.您是否吸烟或喝酒?
（1）吸烟：□是 □不吸烟 □已戒烟
（2）喝酒：□是 □不饮酒 □已戒酒
16.您是否有重大疫情（如参与过SARS等疫情的诊疗护理过程）的诊疗或护理经验?
□有
□ □无
17.您所在科室有几位同事感染？
□1位
□
□2位 □3位 □4位 □5位 □超过5位 □不清楚
（1）请您大致估计同事感染的时间
□第一位感染者感染时间（请填写具体时间，如1月12日）：
□
□不清楚
（2）如果同事有多位感染，请填写最后一位感染的时间？
□最后一位感染者感染的时间（请填写具体时间，如1月12日）
□

□不清楚

（一）与是否感染有关的工作或生活行为
1.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时间参考），您是否
有去过 以下地方？（可多选）
□曾前往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地方（比如：华南海鲜市场），具体去过：
□
□曾与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密切接触”
□
□曾与野生动物有直接接触，具体动物：
□
□曾参加大型聚会或前往人群密集地方（比如：火车站、购物中心等），具体去过：
□
□其他
□
“密切接触”定义为：1.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在近距离接触或同一教室一起学习工作。2.曾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一同乘坐过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3.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共同生活。
2.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时间参考），是否有
以下行为？（可多选）
□科室或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确诊病人
□
□科室或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疑似病人
□
□科室或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高度危险的发热病人
□
□科室或工作环境“密切接触”确诊同事
□
□在实验室接触过确诊生物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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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接触过疑似生物标本
□
□虽然在实验室接触过确诊或疑似生物标本，但我曾和确诊或疑似生物标本同处一室
□
□其他
□
“密切接触”定义为：1.曾有医疗保健相关的职业暴露，包括直接接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例如医
护人员、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医护人员一起工作、探访病人或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近距离
接触，或直接暴露于病人的的体液或样本，包括飞沫。2.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在近距离接触或同一
教室一起学习工作。3.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一同乘坐过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4.曾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患者共同生活。
3.您接触过的疑似病人后来是否确诊？□是 □否 □不清楚
4.您接触过的高度危险的发热病人后来是否确诊？□是 □否 □不清楚
5.如果您是护士，请问以下操作是否是您日常工作的高频操作:（可多选）(高频是指几乎每天都进行)
□无
□ □吸痰护理 □雾化吸入 □机械通气 □气管切开护理 □动静脉穿刺 □气管插管 □咽拭子标本
采集 □咽拭子外的其他标本采集 □给患者翻身等基础护理操作 □心肺复苏 □ECMO相关护理操作
□其他
6.如果您是医生，请问以下操作是否是您日常工作的高频操作(高频是指几乎每天都进行)（可多选）:
□无
□ □气管插管 □无创通气 □气管切开 □心肺复苏 □插管前手动通气 □ECMO相关操作 □支气
管镜检查 □体格检查 □其他
7.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参考）您平均每天处
于有可能导致感染的环境中所处时间（小时）大致有多长（局部环境，即您认为极有可能导致您感染的
环境）:
□小于1h
□
□约1-2h □约3-6h □约7-10h □大于10h 具体时间
8.您在疫情发生前出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可多选）
□公共交通
□
□网约车 □私家车 □电动车 □自行车 □步行 □其他
□如果您选择上述或其他交通工作，请确认乘坐以上交通工具时是否带口罩？□是
□
□否
9.您科室或部门出现同事感染后，您个人是否存在以下心理变化或行为改变？（可多选）
□心理上对此次疫情开始重视
□
□除了心理上重视，个人紧张焦虑但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
□
□除了心理上重视，个人紧张焦虑，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常工作生活
□
□常常怀疑自己可能也被感染
□
□个人防护加强，如选择请简要介绍那几个方面（）
□
□主动寻求相关信息以更多的了解疫情
□
□无以上行为
□
□有其他行为，请简要描述
□
10.您科室或部门出现同事感染后，科室是否存在以下应对方式？（可多选）
□组织科室人员进行病例通报
□
□对感染人员进行有效隔离与治疗
□
□组织科室人员进行集中学习防控知识
□
□为科室工作人员获取防控用品或装备
□
□对科室生活及工作环境进行消杀
□
□密切监测医护与感染相关身体状况
□
□密切监测患者与感染相关身体状况
□
□无以上行为
□
□其他（请简要描述）
□
11.除上述内容之外，您认为临床工作中还有哪些途径会导致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开放式、选填）
（二）防控相关行为
1.在疫情发生前您在常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佩戴口罩？□总是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戴口罩”，请回答
（1）类型：□医用外科口罩 □KN95/N95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
□其他
□
（2）佩戴层数：□单层（即一个） □双层（同时戴两个） □其他
（3）使用频次：□一次性 □重复 □其他
（4）更换频次：□4小时 □污染后 □不定时 □其他
http://www.jnewmed.com

201

医学新知 2020年6月第30卷第3期 New Medicine, Jun. 2020, Vol. 30, No.3

2.在疫情发生前在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佩戴手套？
□总是
□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请回答
（1）类型：□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其他
（2）佩戴层数：□单层（即一个） □双层（同时带两个） □其他
（3）使用频次：□一次性 □重复 □其他
（4）更换频次：□接触不同患者时 □破损后 □不定时 □其他
3.在疫情发生前在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佩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总是
□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请回答
（1）消毒频次：□接触不同患者时 □污染后 □定时 □不定时 □其他
4.在疫情发生前在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穿戴防护服？
□总是
□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请回答
（1）类型：□符合国标（GB19082-2009） □符合日标、美标、欧标等标准 □其他
（2）佩戴层数：□单层（即单件） □双层（即双件，或防护服里内穿隔离衣） □其他
（3）使用频次：□一次性 □重复 □其他
（4）更换频次：□接触不同患者时 □污染后 □破损后 □不定时 □其他
5.在疫情发生前在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穿戴防护鞋套/胶靴/防水靴套？
□总是
□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6.在疫情发生前在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严格执行手卫生措施（在需要洗手的时刻均进行七步起手法洗
手）？□总是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7.在疫情发生前，您在医疗或护理工作中是否知晓并严格执行医务人员穿脱防护用品流程？
□总是
□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8.您认为造成您同事感染的原因是否与防护用品有关？□是 □否
如果您选择“是”，请回答有关防护用品导致感染的原因您认为哪个最重要：
□防护用品使用不当（例如未按程序穿戴隔离衣，口罩佩戴方式错误，佩戴多层口罩等）
□
□防护力度不足（例如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密切接触确诊患者，口罩超过4h未及时更换等）
□
□防护用品有破损或质量有问题（例如未满足国家标准）。
□
□防护用品不足
□
□短时间脱离防护：确诊前在诊疗过程中遇到确诊/疑似患者强行增加自己感染风险的行为（例如摘取
□
您的口罩，向您吐口水等）
□其他
□
（三）防控相关知识
1.疫情发生前，您是否了解2019-nCoV感染肺炎传播途径？□是 □否
2.请您判断，以下内容是否正确（请根据疫情发生前您的认知进行判断）？
nCoV感染肺炎确诊病人应该集中隔离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应该在佩戴口罩前进行手卫生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应该在指定的区域穿、脱防护服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吸痰，气管切开等属于新冠肺感染的高危操作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普通病区收治新冠肺病人应该紧关窗户？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及污染物品时：戴清洁手套，脱手套后洗手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会受到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等喷溅时：戴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穿防渗隔离衣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3.请问您在本次疫情发生前是否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不仅针对此次疫情）？
是否接受培训

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是 □否

□5 □ 4 □3 □2 □1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是 □否

□5 □ 4 □3 □2 □1

手卫生

□是 □否

□5 □ 4 □3 □2 □1

戴手套

□是 □否

□5 □ 4 □3 □2 □1

戴医用防护口罩

□是 □否

□5 □ 4 □3 □2 □1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是 □否

□5 □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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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隔离衣

□是 □否

□5 □ 4 □3 □2 □1

穿防护服

□是 □否

□5 □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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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问疫情发生前，您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的途径有哪些？
□本院培训
□
□驻地医院培训 □国家专项培训 □网络自媒体等学习 □其他
5.请问您在本次疫情爆发后是否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
是否接受培训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是 □否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是 □否

手卫生

□是 □否

戴手套

□是 □否

戴医用防护口罩

□是 □否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是 □否

穿隔离衣

□是 □否

穿防护服

□是 □否

上述培训效果如何（即掌握程度如何）?
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5 □ 4 □3 □2 □1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5 □ 4 □3 □2 □1

手卫生

□5 □ 4 □3 □2 □1

戴手套

□5 □ 4 □3 □2 □1

戴医用防护口罩

□5 □ 4 □3 □2 □1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5 □ 4 □3 □2 □1

穿隔离衣

□5 □ 4 □3 □2 □1

穿防护服

□5 □ 4 □3 □2 □1

6.您认为为疑似患者或确诊患者实施可能产生气溶胶的操作（如气管插管、无创通气、气管切开，心肺复
苏，插管前手动通气和支气管镜检查等）时，以下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可多选）：
□采取空气隔离措施
□
□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并进行密闭性能检测
□
□眼部防护（如护目镜或面罩）
□
□穿防体液渗入的长袖隔离衣，戴手套
□
□操作应当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进行；
□
□房间中人数限制在患者所需护理和支持的最低数量。
□
7.结合您的职业经验和分析，您觉得有关突发传染病医院防护在哪个环节还需要改善？（可多选）
□应急方案和工作流程
□
□开展全员培训
□医务人员防护
□关注医务人员健康
□感染监测
□
□清洁消毒管理
□患者就诊管理
□患者教育
□感染爆发管理
□
□医疗废物管理
□感染风险区域划分 □其他
8.对于上述需要完善的，您的建议是？
（四）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
1.疫情发生后，您认为自己对这次疫情的重视程度为：
□非常重视
□
□比较重视 □一般 □比较不重视 □非常不重视
2.疫情发生后，较多时候您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可多选）
□平常心
□
□焦虑 □悲观 □恐惧 □斗志昂扬 □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态
非常感谢您参与调研！
附录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护感染对照组调研问卷———行政后勤对照组
敬爱的同事们，同道们，当下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课题组主持的“医护人员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防护策略优化研究”需要
您的支持和配合。本问卷结果仅供科学研究即产生重大疫情医院防控策略之用，此调研内容涵盖传染途径，
防控措施，治疗及转归过程等内容，您的个人信息均会做脱敏处理。如您同意调研，请点击同意并填写
本问卷，然后回答问题。期待您的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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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姓名：
2.性别：□男 □女，如果您选择了“女”，请回答问题：（1）您是否怀孕？□是 □否
3.年龄：
4.身高（cm）：
5.体重（kg）：
6.婚姻状况：□已婚 □再婚 □同居 □未婚 □丧偶 □离异
7.民族：□汉 □非汉族
8.工作单位（请输入您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您现在防疫工作所在定点医院）：
9.您的工作科室或部门：
10.工作年限：
11.如果您现在在防疫定点医院工作，请选择您现在所在的防疫定点医院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
□雷神山医院
□武汉市第七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
□其他
□无
12.您的工作岗位或职责（请详细至工作具体分工，如财务处报销窗口，急诊后勤做卫生）：
13.您是否患有以下基础疾病或危险因素
慢性心脏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不包括高血压）

□是 □否 □不适用

肥胖（BMI＞28）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肺部疾病（不包括哮喘）

□是 □否 □不适用

糖尿病伴并发症

□是 □否 □不适用

哮喘

□是 □否 □不适用

糖尿病不伴并发症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肾脏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风湿性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中重度肝病

□是 □否 □不适用

营养不良

□是 □否 □不适用

轻度肝病

□是 □否 □不适用

高血压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神经系统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恶性肿瘤

□是 □否 □不适用

慢性血液系统疾病

□是 □否 □不适用

艾滋病/HIV感染者

□是 □否 □不适用

14.您是否吸烟或喝酒?
（1）吸烟：□是 □不吸烟 □已戒烟
（2）喝酒：□是 □不饮酒 □已戒酒
15.您所在科室有几位同事感染？
□1位
□
□2位 □3位 □4位 □5位 □超过5位 □不清楚
（1）请您大致估计同事感染的时间
□第一位感染者感染时间（请填写具体时间，如1月12日）：
□
（2）如果同事有多位感染，请填写最后一位感染的时间？
□最后一位感染者感染的时间（请填写具体时间，如1月12日）
□

其他身体相关危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一）与是否感染有关的工作或生活行为
1.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时间参考），您是否
有去过 以下地方？（可多选）
□曾前往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地方（比如：华南海鲜市场），具体去过：
□
□曾与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密切接触”
□
□曾与野生动物有直接接触，具体动物：
□
□曾参加大型聚会或前往人群密集地方（比如：火车站、购物中心等），具体去过：
□
□其他
□
“密切接触”定义为：1.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在近距离接触或同一教室一起学习工作。2.曾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一同乘坐过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3.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共同生活。
2.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时间参考），是否有
以下行为？（可多选）
□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确诊同事
□
□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疑似同事
□
□工作环境“密切接触”过高度危险的发热同事
□
□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否有疑似或确诊患者，但我工作环境中有大量普通就诊患者
□
□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否有确诊或疑似者，但在疫情爆发生前后我的本职工作需要与医生和护士有多次面
□
对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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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检验科、病毒分析或实验室从事后勤保障或卫生清洁工作，我有很大可能性和确诊或疑似生物标
□
本同处一室
□其他
□
“密切接触”定义为：1.曾有医疗保健相关的职业暴露，包括直接接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例如医
护人员、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医护人员一起工作、探访病人或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近距离
接触，或直接暴露于病人的的体液或样本，包括飞沫。2.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在近距离接触或同一
教室一起学习工作。3.曾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一同乘坐过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4.曾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患者共同生活。
3.您接触过的疑似病人后来是否确诊？□是 □否 □不清楚
4.您接触过的高度危险的发热病人后来是否确诊？□是 □否 □不清楚
5.在您同事感染前一周内（如果您同事有多位感染，请以第一位感染者的确诊时间为参考）您平均每天处
于有可能导致感染的环境中所处时间（小时）大致有多长（局部环境，即您认为极有可能导致您感染的
环境）:
□小于1h
□
□约1-2h □约3-6h □约7-10h □大于10h 具体时间
6.您科室或部门出现同事感染后，您个人是否存在以下心理变化或行为改变？（可多选）
□心理上对此次疫情开始重视
□
□除了心理上重视，个人紧张焦虑但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
□
□除了心理上重视，个人紧张焦虑，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常工作生活
□
□常常怀疑自己可能也被感染
□
□个人防护加强，如选择请简要介绍那几个方面（）
□
□主动寻求相关信息以更多的了解疫情
□
□无以上行为
□
□有其他行为，请简要描述
□
7.您科室或部门出现同事感染后，科室是否存在以下应对方式？（可多选）
□组织科室人员进行病例通报
□
□对感染人员进行有效隔离与治疗
□
□组织科室人员进行集中学习防控知识
□
□为科室工作人员获取防控用品或装备
□
□对科室生活及工作环境进行消杀
□
□密切监测医护与感染相关身体状况
□
□密切监测患者与感染相关身体状况
□
□无以上行为
□
□其他（请简要描述）
□
8.您在疫情发生前出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可多选）
□公共交通
□
□网约车 □私家车 □电动车 □自行车 □步行 □其他
如果您选择上述或其他交通工作，请确认乘坐以上交通工具时是否带口罩？□是 □否
9.除上述内容之外，您认为行政后勤工作中还有哪些途径会导致行政、后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开放
式、选填）
（二）防控相关行为
1.您的工作环境是否有大量患者就诊或住院治疗？□是 □否
2.在疫情发生前您在常规工作中是否佩戴口罩？□总是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戴口罩”，请回答
（1）类型：□医用外科口罩 □KN95/N95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
□其他
（2）佩戴层数：□单层（即一个） □双层（同时戴两个） □其他
（3）使用频次：□一次性 □重复 □其他
（4）更换频次：□4小时 □污染后 □不定时 □其他
3.在疫情发生前在存在暴露风险的工作中是否佩戴手套？□总是 □时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如不是“从不”，请回答
（1）类型：□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其他
（2）佩戴层数：□单层（即一个） □双层（同时带两个） □其他
（3）使用频次：□一次性 □重复 □其他
（4）更换频次：□接触不同患者时 □破损后 □不定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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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控相关知识
1.疫情发生前，您是否了解2019-nCoV感染肺炎传播途径？□是 □否
2.疫情发生前，您是否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不仅针对此次疫情）？
是否接受培训

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是 □否

□5 □ 4 □3 □2 □1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是 □否

□5 □ 4 □3 □2 □1

手卫生

□是 □否

□5 □ 4 □3 □2 □1

戴手套

□是 □否

□5 □ 4 □3 □2 □1

戴医用防护口罩

□是 □否

□5 □ 4 □3 □2 □1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是 □否

□5 □ 4 □3 □2 □1

穿隔离衣

□是 □否

□5 □ 4 □3 □2 □1

穿防护服

□是 □否

□5 □ 4 □3 □2 □1

3.请问疫情发生前，您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的途径有哪些？
□本院培训
□
□驻地医院培训 □国家专项培训 □网络自媒体等学习 □其他
4.请问您在本次疫情爆发后是否接受过医院控制感染相关的培训？
是否接受培训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是 □否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是 □否

手卫生

□是 □否

戴手套

□是 □否

戴医用防护口罩

□是 □否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是 □否

穿隔离衣

□是 □否

穿防护服

□是 □否

上述培训效果如何（即掌握程度如何）? 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掌握程度（5为非常掌握，1为非常不熟悉）
隔离疑似传染病人

□5 □ 4 □3 □2 □1

环境卫生清洁消毒

□5 □ 4 □3 □2 □1

手卫生

□5 □ 4 □3 □2 □1

戴手套

□5 □ 4 □3 □2 □1

戴医用防护口罩

□5 □ 4 □3 □2 □1

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屏

□5 □ 4 □3 □2 □1

穿隔离衣

□5 □ 4 □3 □2 □1

穿防护服

□5 □ 4 □3 □2 □1

5.结合您的职业经验和分析，您觉得有关突发传染病医院防护在哪个环节还需要改善？（可多选）
□应急方案和工作流程
□
□开展全员培训
□医务人员防护
□关注医务人员健康
□感染监测
□
□清洁消毒管理
□患者就诊管理
□患者教育
□感染爆发管理
□
□医疗废物管理
□感染风险区域划分 □其他
6.对于上述需要完善的，您的建议是？
（四）心理上对疫情的应对状态
1.疫情发生后，您认为自己对这次疫情的重视程度为：
□非常重视
□
□比较重视 □一般 □比较不重视 □非常不重视
2.疫情发生后，较多时候您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可多选）
□平常心
□
□焦虑 □悲观 □恐惧 □斗志昂扬 □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态
非常感谢您参与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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