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站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

根据当前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措施，为进一步指导血站做好无

偿献血工作，保障血站工作人员和无偿献血者安全，实现血液安全

平稳供应，我们组织专家对《血站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

引》进行修订，形成《血站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

一、血站一般防控措施

（一）基本原则和要求。

1. 血站应当遵循标准预防原则，标准预防措施应当覆盖采供

血活动的全过程。血站工作人员按照标准预防原则，根据采供血

操作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做好个人防护、手卫生、环境管理、物体

表面清洁消毒和医疗废物管理等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降低采供

血感染发生的风险。

2. 标准预防是针对血站所有工作人员和献血者采取的一组预

防感染的措施。具体措施如手卫生、根据预期可能发生的暴露风

险选用手套、隔离衣、口罩、护 目镜或防护面屏以及环境清洁与消

毒等。

3. 所有血站工作人员在从事采供血业务活动前均应当树立标

准预防的概念，掌握标准预防具体措施、应用原则和技术要求。

4. 血站应当建立健全环境清洁消毒工作组织管理体系和规章

制度，明确负责部门和岗位职责。

5. 血站应当保持工作场所物体表面清洁与干燥，遇污染应当



及时有效消毒；对感染高风险场所应当定期消毒；应当对消毒工作

和消毒效果进行检查与监测。

6. 血站工作人员应当做好工作场所环境管理，根据工作暴露

风险，规范科学选择 防护用品，严格落实《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CWS/T313-2019）等感染控制措施的要求。

（二）血站工作人员防护。

1. 献血服务医护人员。献血者征询、一般性体格检查和血液

采集等工作期间，均应穿工作服、戴医用外科 口罩、工作帽，并适时

更换，注意手卫生。根据需要可科学选择更高等级的个人 防护

用品。

2. 血液制备人员。血液加工、制备和包装贴签等操作期间，均

应当穿工作服、戴医用外科 口罩并定期更换，根据情况选择工作帽

（一次性使用），注意手卫生。建议在易发生血液喷溅的岗位，穿防

渗一次性隔离衣，戴防护面屏／护 自镜，穿工作鞋等。

3. 血液检测实验室人员。

(1）血液筛查、血型鉴定及血液质量监测等实验室操作期间，

均应 当穿工作服、戴 医用外科 口罩、工作帽并定期更换，注意手

卫生。

(2）建议采用 自动化设备或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样本制备／开

盖和分配等易产生气溶胶的操作。必要时，可佩戴防护面屏／护

自镜。

(3）对新冠病毒疑似样本或确诊样本检测时，戴医用防护 口

罩、手套、穿防渗一次性隔离衣，根据操作的喷溅风险选戴防护面

屏或护目镜。

4. 血液发放和运输人员。



(1）血液发放和血液运送操作期间，均应当穿戴工作服、医用

外科 口罩并定期更换，视情选择工作 帽（一次性使用），注意手

卫生。

(2）血液转运车辆司机应当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注意手卫生，

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5. 其他岗位人员。其他岗位人员按其岗位人员防护的相应要

求进行个人防护。

（三〉工作场所的清洁与消毒。

1. 清洁与消毒的基本要求。
(1）清洁消毒工作要分区管理，规范人员行为，避免不同血液

污染风险区域间的交叉污染。生活办公区采用湿式清洁法。工作

场所环境表面应当遵循先清洁再消毒的原则。

(2）清洁和消毒工作场所时，应当有序进行，自上而下，由里到

外，由清洁到污染。

(3）对于高频接触、易污染难清洁与消毒的表面，可采用屏蔽

保护措施，用于屏蔽保护的覆盖物（例如塑料薄膜、铝第等）实行一

用一更换；对于精密仪器设备表面进行清洁与消毒时，应当遵循仪

器设备说明书。

(4）当发生血液溢洒、喷溅等污染时，应当立即进行污点清洁

与消毒，先去除污染物，再清洁与消毒。

(5）所使用的消毒产品应当符合相应标准技术规范，并遵循产

品使用的范围、方法和注意事项。

2. 手卫生。
(1）血站的所有人员均应当严格遵循《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313-2019）的要求，加强手卫生措施，尤其是接触献血者



前后、清洁无菌操作前、接触血液后、穿戴或脱摘手套和个人防护

用品前后。

(2）宜选用含醇速干手消毒剂，或直接用 75% 乙醇进行擦拭

消毒；醇类过敏者，宜选择 0. 5%破伏等有效的非醇类手消毒剂，

使用遵循消毒剂说明书。

(3）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应当使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

下按六步法洗手。

3. 献血服务场所。

(1）如果条件允许，应当保持场所通风。

(2）每 日在 工作 前 后对 工作 台面、仪 器 设备用含 有效 氯

5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

(3）为献血者提供便捷的手卫生用品，献血者高频接触的表

面，每天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擦拭

2 次，如遇污染立即消毒。
(4）每天工作后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

消毒剂擦拭地面。

(5）献血车可在每 日收车后，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

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擦拭车厢内表面和物体表面。

(6）对门把手、楼梯扶手、电梯及按键等设施或装置，每天采用

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擦拭 2 次。

4. 血液制备、检测与发放等场所。

(1）如果条件允许，应当保持场所通风。

(2）每 日在工作前后，对场所进行通风，可采用空气消毒机或

紫外灯等进行空气消毒。

(3）每 日在工作前后对工作台面、实验用具、仪器设备采用含



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进行擦拭。

(4）血液加工操作区和楼道每天采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

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擦拭地面 2 次。

(5）运血箱在每 日送血完成后，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

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擦拭 1 次，以备第二天使用。
5. 生活和办公区域。

(1）如果条件允许，应当保持场所通风。

(2）办公用具、桌面、座椅、书柜保持清洁，遇污染采用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进行擦拭。

(3）地面应当采用湿式清洁，每天擦拭 1 次。

(4）公共楼道，包括楼梯扶手，以及各会议室办公家具，每天用

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擦拭 1 次；当天

如有会议，则在会议结束后再行上述清洁消毒 1 次。
（四）医疗废物处理。

1. 血站应当严格遵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

疗废物管理办法》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等要求，通过规范分类和

清晰流程，形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贮存、分类交接、分类转

运的医疗废物管理系统。

2. 严禁混合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

3. 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包装、收集、暂存和转运医疗

废物。

4. 规范医疗废物暂存场所（设施〉管理，不得露天存放。及时

将医疗废物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集中处置单位，严格

执行转移联单并做好交接登记，记录保存不少于 3 年。

二、献血者选择与管理



（一）献血者招募。

1. 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渠道，多方位广泛宣传无偿献血科

普知识与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知识，消除公众对献血的疑惑和顾虑。

2. 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招募固定献血者献血。

3. 做好应急团体献血准备，广泛呼吁民众献血，号召各企事业

单位党员干部、部队官兵、高校学生及其他社会团体、单位积极参

与无偿献血。

4. 积极开展预约献血，应当统筹安排团队献血、预约献血者，

分段分时分流合理安排献血人数，避免人员过于集中。

〈二）加强献血前教育与征询。

1. 在原有健康征询的基础上，增加《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健康状

况征询表》（见附件），了解献血者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健康状况。

2. 对每位献血者进行体温测量并准确记录。如献血者出现体

温二三37.3℃，工作人员应当告知献血者暂缓献血，安排其离开征询

现场，并提醒献血者及时到指定发热门诊就医。

〈三）献血者回告。为保证临床用血安全，血站应当书面告知

献血者，如献血后 48 小时内诊断新冠病毒感染，应及时回告血站，

所告知的事项应 当提前告知献血者，并请其签名确认知情同意。

血站应当有专门部门负责接受献血者回告，接到回告后应 当做好

记录并采取以下措施：

1. 对未输注的血液，紧急收回后作保密性弃血处理。
2. 血液已输注，做好相关信息登记，及时通知相关医院对受血

者进行跟踪回访。

3. 排查与该献血者有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按属地疫情防控

要求管理。



三、采供血流程管理

（一〉血液采集。

1. 提供充足设施，加强安全防护，献血场所应当配备医用外科

口罩，提醒并指导献血者及陪同人员正确佩戴。为每位进入献血

场所的献血者提供速干手消毒剂。工作人员进入献血场所首先进

行卫生手消毒，戴上医用手套，采血过程中途离开工作 岗位和返回

工作岗位时，都必须消毒手部。献血者使用的握力球若需重复使

用，必须使用一次性隔巾包裹，用后更换隔市并对握力球进行消

毒。献血过程中严格执行“一人一市一带”。

2. 团体献血尽量减少陪同人员。做好献血场所秩序管理，献

血者应保持适当距离。

3. 社会志愿者参与工作时，应当掌握志愿者健康状况，进行疫

情防控知识培训，根据疫情状况做好个人防护。必要时可适当减

少社会志愿者参与献血服务。

（二）成分制备。应当尽可能以密闭系统制备血液成分，无菌

接驳过程视作密闭系统操作。用于制备血液成分的开放系统，制

备室环境微生物监测的动态标准应当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附录中规定的 C 级洁净区的要求，操作台局部应当达到《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附录中规定的 A 级洁净区的要求。

〈三）血液储存、运输与供应。

1. 加强送血车辆和血液运输箱〈送血至医院）的消毒。每次完

成送血任务后均应当消毒。

2. 取血人员进入取血 区域，必须持有取血单和 已消毒的取血

箱，测量体温，供血科人员与取血人员间隔距离不少于 1 米，做好
发血操作台面的消毒。



3. 加强库存管理。应当及时了解医院用血需求及变化，对各

种血液成分的采集、需求分别进行预测，依据实际库存状态编制血

液采集和供应计划。必要时组建血液调配小组，积极与属地卫生

健康行政部 门联系，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导下，做好血液调配

计划。

四、实验室管理

（一〉加强实验室规范化管理。实验室应当严格遵从《病原微

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实验 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19489- 2008）和《病原微 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WS233一 2017）的规定，建立并严格遵守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与安

全操作规程。加强血液检测人员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检测技术和

生物安全的培训，正确认识实验室范围内可能存在的风险。

1. 实验 室工作人 员防护。参照血液检测实验 室人 员防护

要求。

2. 样本接收与处理。实验室工作人员在收送标本过程中，应

当对转运箱和转运标本架进行消毒，建议采用 75% 乙醇或其他有

效的消毒剂擦拭消毒。

标本在运输、接收、离心或检测过程中出现标本管破损或渗漏

时应当及时处理，先采用吸湿材料去除污染物，处理后的吸湿材料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再使用含有效氯 10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

有效的消毒剂擦拭消毒污染区域，作用 30 分钟。

检测后样本宜加盖保存，新冠阳性或疑似样本加化学消毒剂

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消毒，放置在双层医疗废物袋内鹅颈式封扎。

应当制定样本储存冰箱清洁消毒操作程序，并有记录。

3. 环境清洁消毒。物体表面与地面一般情况下使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擦拭消毒；遇到严重污染时〈样本有渗漏、溅出

时）先采用吸湿材料去除污染物，处理后的吸湿材料按照医疗废物

处置，再使用含有效氯 1000mg/L 的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

擦拭消毒污染区域，作用 30 分钟。空气采用 自然通风，必要时进

行消毒（如无人时可采用紫外线照射或采用过氧化氢消毒设备开

展终末消毒）。

（二）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实验室的设备配备应当满足各地

检测策略、检测方法、检测样本量的要求，做好设备的维护、校准和

性能监测等工作，特别是应当做好备用设备与常规使用设备的性

能比对，确保备用设备随时可以启用。

附件：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健康状况征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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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健康状况征询表

尊敬的献血者：

为保障您的健康权益和血液安全，现对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健康

状况进行征询。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如实填写相关征询信息，

下列任一问题，如果您回答 “是”，表明您暂时不适合献血。（请在

。内以 “、／”表示）

您是否

1. 48 小时内曾接受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或基因重组疫
。是 o否

苗接种？

2. 14 天 （2 周）内曾接受灭活疫苗和基因重组疫苗

以外的其他类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包括减毒活疫 。是 o否

苗）？

3. 感染新冠病毒 （重型和危重型除外），且距离最后
。是 o否

一次阳性结果不足 7 天 （1 周）？

4. 6 个月内曾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重型或危重型？ 。是 o否

本人理解健康征询与血液安全的关联性与重要性，承诺在 《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健康状况征询表》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是真实的，

本人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同时本人了解若在献血后 48 小时内诊断新冠病毒感染，会及时

告知血站 （电话：xxxxxxxxxxx ）。

献 血 者签名： 日期：

工作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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