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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感控指南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版的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13 普及版）中医微创钩针技术之

钩活术技术的标本规范。

本感控指南遵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7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中医微

创类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试行）进行编写。

本感控指南在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钩活术专业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18 日发布的中医微

创钩活术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试行）的基础上修订编写。

本感控指南参照中华护理学会手术室护理专业委员会 2020 年版（人民卫生出版社）手术室护理实

践指南的有关内容编写。

本感控指南为中医微创钩活术（钩针）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而设定。

本感控指南由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提出。

本感控指南由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归口。

本感控指南主要起草单位：石家庄真仁中医钩活术总医院。

本感控指南参加起草单位：河南亚太骨病医院（河南亚太真仁钩活术医院）、山西省长治市中医院、

迁安华仁骨科医院（迁安真仁钩活术医院）。

本感控指南主要起草人：魏玉锁、赵晓明、国凤琴、魏 乐。

本感控指南核心起草人：王瑞、桂忠诚、任秀荣、侯华宾、宓士军、唐嗣景。

本感控指南参照团体标准立项流程进行。

本感控指南立项评审专家组成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标准办组织成立）：陈珞珈、周

卫、付国兵、赵吉平、张振宇、魏清琳、孟 宏、包艳燕、李海玉、赵 因。

本感控指南中华钩活术流派专家组成员：韩宝发、段卫生、赵兰巧、杨大亮、史三岭、李泽成、唐

社平、张万海、王同肖、张津华、刘小永、张春法。





II

引 言

本感控指南是指中医微创钩活术（钩针）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包括：钩活术

和钩活骨减压术，以下简称《指南》，可作为钩活术流派操作人员年度继续教育、人员管理、

钩活术技术年度培训的规范性指导。

1、背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医微创类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

指南（试行）》，发布时间 2017 年 7 月 6 日，国中医药办医政发〔2017〕22 号文，为加强钩

活术加盟连锁机构在中医微创类钩针技术（钩活术、钩活骨减压术）方面医院感染的预防和

控制，进一步规范钩针技术的操作，预防和控制感染事件的发生，提高医疗安全保障，以国

家防控指南中中医微创类技术的指南为标准，结合 2020 年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中

华护理学会手术室护理专业委员会编制的《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和钩针技术的特点进行起

草编写。

本指南由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钩活术专业委员会提出并起草，归口于中国民

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负责起草单位：石家庄真仁中医钩活术总医院；主要起草人：魏

玉锁。为规范中医微创钩针技术（钩活术、钩活骨减压技术），防止感染与控制，提升中医

微创钩针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编写本《指南》。

2021 年 2 月 15 日，指南课题组对相关人员进行有关培训，对有关编写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核心编写组成员由（魏玉锁、赵晓明、国凤琴、魏乐、王瑞、桂忠诚、

任秀荣、侯华宾、宓士军、唐嗣景）10 人组成，广泛听取相关学科专家意见，集体讨论后

确定具体内容。

2、指南定位

指导中华钩活术流派加盟连锁医疗机构开展中医微创钩活术技术（钩活术、钩活骨减压

术）的应用，加强感染预防和控制。

3、组成部分

①适用技术范围：中医微创类钩针技术（钩活术、钩活骨减压术）；②管理要求：提出

对医疗机构、院感人员、操作人员在管理方面的要求；③空气通风与消毒：要求室内空气良

好，提出接诊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后进行空气消毒的要求和方法；④物体表面清洁与消毒：诊

桌、诊椅、诊床、地面、抹布等清洁要求和方法；⑤织物的清洗与消毒：床单（罩）、被套、

枕套等直接接触以及被芯、枕芯、褥子、床垫等间接接触患者的用品的使用原则和方法；⑥

手卫生设施：应配备洗手设施及相关图示，保障手卫生；⑦无菌操作要求：器具、操作者、

患者的无菌要求和方法；⑧一次性使用器具的使用及处理原则：一人一用一毁型一废弃；⑨

职业暴露的预防与处理：应注意防范职业暴露危险，伤害后要及时处理并报告。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关于钩活术钩鍉针针具专利归属专利权持有人，本《标准》

也可作为钩活术流派操作人员年度继续教育、人员管理、钩活术技术年度培训的规范性指导。

基于国内外中医技术在感控方面的需求，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钩活术专业委

员会提出修制订感控指南，由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钩活术专业委员会成立课题组

负责组织实施，钩活术创始人、专利权持有人魏玉锁为课题组长。

本感控指南经过了立项论证（形成立项稿）、征求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审查报告（完

善了各种报告）、审查（通过了专家审查），形成了指南发布稿：

立项

流派内部立项：2021 年 2 月 14 日由石家庄真仁中医钩活术总医院（国风琴、魏乐）、

河南亚太骨病医院（河南亚太真仁钩活术医院）（王瑞）、山西省长治市中医院（桂忠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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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荣）、迁安华仁骨科医院（迁安真仁钩活术医院）（侯华宾）提出项目立项申请，由于在疫

情期间采取网上流派群中接龙的形式评审，通过了立项。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钩活

术专业委员会中医钩活[2021]3 号通知，中医微创类钩针技术钩活术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

控制指南成功立项，进入起草阶段。

团标立项：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关于“中医微创钩针技术（钩活术技术）感

染预防与控制指南”等 3 项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通知，中医协字【2021】第 40 号：各分支

机构、有关单位：根据《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经钩活术专

业委员会申报团体标准立项、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标准化办公室初筛等程序，

2021 年 11 月 17 日，我会召开了“团体标准申请项目立项专家评审会议”，经申报单位陈述、

专家提问、答辩、专家委员会投票等程序，“中医微创钩针技术（钩活术技术）感染预防与

控制指南”等 3 项标准获得专家全票通过，同意立项。评审专家名单：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

究开发协会会长陈珞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原副院长周卫、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推拿理疗科原主任付国兵、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原主任赵吉平、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特色

诊疗中心科主任张振宇、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真气运行研究室主任魏清琳、北京工商大

学中国化妆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孟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审包艳燕、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李海玉、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赵因。

征求意见

流派内部征求意见：中医微创类钩活术（钩针）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项目起

草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完成，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求采用两种形式，一

是网评的形式，2021 年 4 月 21 日在网站流派群参评；二是会议评的形式，2021 年 5 月 15

日组织会议，现场发放意见征求评审单，填写意见后收回整理，完善征求意见汇总表，对收

集的意见进行梳理，合理的进行采纳，认为不合理的说明不采纳的理由。整理稿件内容完成

送审稿。

团标征求意见：。。。。。。。。

审查

流派内部审查：2021 年 5 月 16 日通过了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钩活术专业委

员会标准化办公室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对稿件的审查：同意出版，指导钩活术、钩活骨减压术

临床。以前感控指南废止。

团标审查：。。。。。。。

发布：2022 年 月 日发布指导钩活术技术临床，稿件送 出版发行。

本《指南》的实施机构是具备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钩活术专业委员会颁发的

《钩活术技术年度培训证书》、《钩活术钩鍉针专利授权年度许可证书》、《钩活术感控指南知

识年度培训证书》的钩活术技术执行人主要执业机构。

在使用本《感控指南》的过程中，如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联系我们，以便进一步修订。

电子邮箱 sjzzrzyghs2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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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微创钩活术（钩针）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试行）

（钩活术 钩活骨减压术）

1 适用技术范围

中医微创钩活术（钩针）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钩活术 钩活骨减压术）。

2 管理要求

2.1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要求，健全医院感染管理体系及相关规章

制度，制定并落实预防与控制中医微创类钩针技术钩活术相关性感染的工作规范和操作规程，

明确相关部门与人员的职责。

2.2 医院感染管理专（兼）职人员，必须每年带领钩活术执行人和相关医护人员参加钩

活术专业委员会举办的“预防与控制中医微创钩针技术钩活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知

识及技能培训，并取得由钩活术专业委员会颁发的年度培训证书。钩活术执行人承担本院内

相关钩活术咨询、操作及指导工作。

2.3 钩活术执行人（持有效期内钩活术三证）必须每年参加至少一次钩活术相关技术和

防控知识的培训，并取得年度培训证书。熟练掌握中医微创钩针技术钩活术的 2020 年版《中

医微创钩活术（钩针）技术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掌握中医微创钩活术相关性感染的预防

要点，落实技术相关性感染的防控措施。

2.3.1 存在流感、多重耐药菌感染等传染性疾病并有传播风险的钩活术执行人、或未取

得年度钩活术相关技术或防控知识培训证书的钩活术执行人（医务人员），不能参加中医微

创类钩针技术中钩活术的治疗工作。

2.3.2 钩活术微创技术参观人员应穿刷手衣、戴医用帽子和口罩，每手术间人数不应超

过 5 人。

2.4 应教育患者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建议其钩活术治疗前沐浴。钩活术施治部位存在皮

肤感染及出血倾向、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血液病、脏器衰竭等其它相关疾病达不到钩

活术治疗要求的，不应进行钩活术治疗。

2.5 医疗机构必须督查中医微创钩活术相关性感染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根据年度培训

知识的相关要求年年改进，有效降低感染率。

3 钩活术微创治疗室环境要求

3.1 有条件的最好在手术室的环境中进行，参照手术室的要求和管理；或在门诊手术室

中进行。

3.2 没有手术室的医疗机构应设置独立的专用钩活术治疗室，钩活术治疗室不得他用，

只能钩活术治疗时使用，并按处置室的要求常规空气消毒，面积应与诊疗活动相适宜，应划

分非限制区（有菌区）、半限制区（无菌准备区）、限制区（治疗区），区域之间要有实际隔

断，非医务人员不得进入或穿行无菌准备区。

3.3 无菌准备区应配置手卫生设施及用品、更衣柜、帽子、口罩、无菌手术衣、无菌手

套、外科手消毒剂等。治疗区应有钩活术专用治疗床、治疗车、托盘、无菌物品存放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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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气通风与消毒

4.1 钩活术诊断室应具备良好的通风、采光条件。采用自然通风和（或）机械通风保

证诊断场所的空气流通和换气次数。

4.2 每日诊断活动前后应进行空气消毒，或物表消毒。遵循《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的要求，可采用下列方法之一，并符合相应的要求：

4.2.1 空气消毒仪（首选）。

4.2.2 紫外线灯照射。

4.2.3 其他合法达标的空气消毒产品。

4.2.4 不宜常规采用化学喷雾进行空气消毒。

5 物体表面清洁与消毒

5.1 依据《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WS/T 512-2016 的要求，遵循先清

洁、再消毒的原则，采取湿式卫生的方法，抹布等清洁工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洁与消毒，干燥

保存。或采用清洁、消毒“一步法”完成的产品，如消毒湿巾。环境要求达到干净、干燥、

无尘、无污垢、无碎屑、无异味。

5.2 钩活术诊室的桌、椅、床、地面等无明显污染时采用清水清洁为主，每天≥2 次。

全天诊疗活动结束后，在清洁的基础上实施消毒。发生血液、体液、排泄物、分泌物等污染

时应先采用可吸附的材料将其清除，然后采用有效氯400mg/L～700 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作用 30min，再清洁消毒。

6 织物的清洗与消毒

6.1 床单（罩）、被套、枕套等直接接触患者的用品应每人次更换，亦可选择使用一次

性床单。被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污染时立即更换。

6.2 被芯、枕芯、褥子、床垫等间接接触患者的床上用品，应定期清洗与消毒；被污染

时应及时更换、清洗与消毒。

7 手卫生设施

7.1 应配备洗手设施、干手物品及相关图示，保障手卫生，包括流动水、非手触式水龙

头和洗手皂液、免洗手消毒剂、七步洗手法图示等，宜使用一次性包装的洗手液，重复灌装

的洗手液容器，应每周清洁与消毒。

7.2 应配备洗手流程图及说明图，干手用品宜使用一次性干手纸巾或无菌布巾。

7.3 医务人员洗手与手消毒，以及手卫生用品应符合《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WS/T 313

的要求。

8 无菌操作要求

8.1 一次性使用无菌钩活术钩针、刺探针、无菌洞巾、无菌辅料、无菌棉球、无菌手套

等器具的包装，确保完整无破损，在有效限期内。无菌包装不应过早打开以防污染，开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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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 小时不应继续使用。

8.2 实施手卫生，实施洗手及手消毒。

8.3 医务人员应当戴帽子、外科口罩、无菌手套，穿无菌手术衣。施治部位应铺大小适

宜的一次性无菌单。

8.4 皮肤消毒可选用下列方法之一：

8.4.1 浸有碘伏消毒液原液的无菌棉球擦拭 2 遍。

8.4.2 碘酊原液擦拭 2 遍，作用 1min～3min 稍干后 70%～80%乙醇脱碘。

8.4.3 有效含量≥2g/L 氯己定-乙醇 70%溶液擦拭 2遍。

8.4.4 其他合法、有效的皮肤消毒产品，遵循说明书使用。

8.5 皮肤消毒范围：以施术部位为中心，由内向外缓慢旋转，逐步涂擦，共 2 次，消毒

皮肤范围直径应≥15cm。

8.6 遵循钩活术诊疗操作规范，尽量减少创伤，基通即止，宁少不多，适当放血。

8.7 钩活术治疗结束后进行“倒八字”挤压止血法，进行挤血（放血）止血，观察 1

分钟后无出血及渗血，清理创口的血渍，修复皮瓣，应每个针孔放置一个 1.5*1.5cm 的无菌

棉球后，使用伤科敷贴覆盖，胶布加压包扎，然后观察室观察 15 分钟，无异常安返病房，

并且叮嘱患者避免沾水等预防感染措施。

8.8 治疗后 4 天祛除敷料，若中途出现敷料污染、渗血或破损等情况，及时更换敷料，

更换敷料应在手术室或钩活术治疗室内进行，过程严格无菌操作。

9 一次性使用钩活术物品的使用及处理原则

一次性使用钩活术钩鍉针钩针、刺探针在使用前检查针具的批号、有效期、破损，无菌

洞巾、无菌辅料、无菌棉球、无菌手套等器具必须符合相关标准要求。针具一人一用一毁型

一废弃，医废应遵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进行处理。

10 职业暴露的预防与处理

10.1 钩活术执行人应遵循标准预防的原则，微创诊疗中正确使用防护用品，熟知利器

伤害事件处理报告流程等。

10.2 在钩活术治疗过程中一旦发生针刺伤害，立即使用皂液和流动清水反复冲洗伤口，

尽可能挤出伤口处的血液，用 75%的乙醇或 0.5%的碘伏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

10.3 按照本机构内医务人员针刺伤处理流程报告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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