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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 PDCA 在科室质量规范化建设中的应用袁 本研究以科室质量小组为抓手袁 科学开展 Plan尧Do尧
Check尧Action 阶段管理袁通过现状分析进行工作筹划袁采用加强管理机制尧细化质量活动范畴尧加强质量管理宣
贯尧规范质量改进项目尧创新信息化管理等措施袁开展质量持续改进工作遥 以质量监管野大环冶运作袁带动科室质量
野小环冶运转遥 通过一系列整改袁医疗质量指标稳步提升袁科室规范化发展袁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尧流程和规范袁安全

文化氛围日渐浓厚遥 医院构建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袁深化质量管理教育袁加大质控信息化建设袁可推动医疗质量
持续改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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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in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department quality, this

study uses department quality team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scientifically carry out Plan,Do,Check,and Action stage

management. This study conducts work planning through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dopts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mechanisms, details the scope of quality activities, strengthens the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izes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s, innovates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and carries out the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operation of the "big circle" of quality supervision drives the operation of the "small circle" of de鄄

partment quality. Through a series of rectifications, medical quality indicators have been steadily improved,departments
hav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a series of systems, procedures and norms have been formed, and the safety culture at鄄

mosphere has grown stronger. Establishing a profess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model in hospitals, deepening quality

management education,and increasing quality contro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ed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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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将医疗质量改进作为卫生领域的工作重

1 资料与方法

点袁倡导全球医疗机构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提高医

1.1 质量小组的设置

正式启动袁野以评促进尧以评促改冶逐步推进医疗质量

组袁负责科室质量与安全管理工作的计划尧实施尧监

循环等先进质量管理理念袁促进医院管理的可持续化

住院总医师尧护士长尧医护骨干约 6耀8 人组成质量小

疗质量[1]遥 2012 年起袁随着我国新一轮医院等级评审
持续改进和医院管理模式袁医疗机构通过引入 PDCA

发展[2-4]遥 2017 年以来袁本院质量管理科基于已有的管
理模式袁结合目标化尧规范化尧精细化管理袁以 PDCA

循环提高科室质量管理品质袁以质量监管层面的 PDCA
野大环冶袁带动各科室执行层面的数个 PDCA野小环冶袁

持续推进医疗质量改进工作袁医疗数量尧医疗质量指
标稳步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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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以科室或病区为单位共设立 58 个质量小

控尧整改和落实遥 科室主任为第一责任人[5]袁与副主任尧

组遥 科室质量小组定期开展科室质量与安全分析会

议袁对医疗质量的薄弱环节尧不安全因素尧诊疗操作规
范等进行质量监控袁实施质量改进遥
1.2 管理中的野瓶颈冶
质量管理科负责科室质量活动的督查及指导袁拟
定检查标准袁 每半年进行科室质量活动资料的审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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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形成质量总结分析报告遥 总体上袁科室质量管理

组活动情况与综合质量管理考核尧 科室绩效挂钩袁设

活动在持续运行袁但进一步探究袁发现科室存在质量

立年终野医疗质量管理先进集体冶奖项袁对质量工作成

工作连续性不够尧医疗整改问题未达根本尧质量改进

效显著的科室予以表彰遥

[6]

项目缺乏意义尧质量管理工具应用欠缺 等问题袁科室
质量管理流于形式袁未体现内涵管理袁质量小组并未

1.3.2.4 多层面强化质量管理宣贯 一是质量管理科
定期召开全院科室质量管理会议袁加强科室规范化建

真正发挥工作效能袁科室质量发展处于野瓶颈期冶遥

设的宣讲袁定期通报督查情况遥 二是不定期召开医疗

1.3 规范化建设的过程与方法

质量培训会袁开展科室规范化建设尧病历质量尧核心制

某院为进一步规范科室质量管理袁以科室质量小

组为抓手袁科学开展 Plan尧Do尧Check尧Action 阶段管理袁

度尧绩效管理尧医患沟通等质量培训遥 三是组织开展质
量管理经验交流尧优秀科室经验分享和成果展示遥 四

逐步提升科室质量管理效能袁形成了规范化质量改进

是对部分较差科室袁由质量管理科到科室进行野个体

机制和质量监控机制遥

化冶培训袁野面对面冶指导质量设计与质量工具的应用遥

1.3.1 P渊Plan 计划阶段冤 针对科室质量管理存在的

通过开展各级各类培训袁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规范化

问题袁质量管理科运用鱼骨图袁从人员渊执行者与监督

能力袁树新质量管理观念袁加强质量工具的应用袁科学

者冤尧机制渊制度与流程冤尧环节渊监督与自控冤等方面袁

掌握质量管理方法遥

分析出如下原因院奖惩措施落实不严尧质量培训力度
不够尧科室与监管部门缺乏沟通尧职能部门监管力度

1.3.2.5 创新信息化管理 一是创建野不良事件信息系
统冶袁简化和规范上报流程袁临床医务人员和职能部门

不够尧科主任重视度不够尧未掌握质量工具的应用尧质

均能通过系统终端完成上报管理和处理指导袁加强医

量工作未有效交接尧医务工作负荷量大等原因遥 确定

疗质量尧护理尧输血尧感控尧药剂的分类监管遥 二是研发

机制尧督查管理尧人员提升等方面的整改筹划工作遥

管遥 开设科室质量管理专网袁定期公布质量检查结果尧

野提高科室质量小组活动质量冶为改进项目袁开展制度尧
1.3.2 D渊Do 实施阶段冤

1.3.2.1 明确和细化质量活动范畴 根据 2016 年国家

野科间会诊系统冶袁提高会诊效率袁加强会诊流程的监

发布质量管理信息袁便于科室掌握医疗数据的动态变
化和提供数据分析依据遥 三是设立质量管理微信平台袁

卫计委叶质量管理办法曳袁进一步明确科室质量小组的

构建便携式教育和沟通途径袁定期发布培训资料袁畅通

工作职责袁在制度执行尧管理计划尧质量分析尧质量改

科室与管理部门沟通渠道袁加强质量管理信息交流遥

进和培训教育等方面都提出具体要求 遥 将科室质量
[7]

管理活动分为组织管理尧制度管理尧质量活动尧不良事
件管理尧质量改进项目五大类袁规范和细化质量活动
内涵袁包括科室管理组织架构尧分工袁定期更新质量管

1.3.3 C 渊Check 检查阶段冤 一是质量管理科设置专
职督察员袁严格按照检查标准袁每月对全院科室质量
活动 5 大项内容进行督查袁记录检查情况并给予指导
意见遥 二是参与科室质量分析会袁以了解科室质量改

理制度袁监控医疗数质量指标等数据袁定期召开科室

进成效和质量工具掌握情况袁及时纠正不当之处遥 三

质量小组会议袁正确上报和分析不良事件袁每年至少

是采用野追踪法冶检查资料的真实性尧可靠性袁以及制

确定一项质量指标作为持续改进项目遥

度执行情况尧流程管理情况遥 四是考核医院质量培训

1.3.2.2 规范化设计质量改进项目 质量的持续改进
需要通过指标的持续监测尧整改和提升遥 针对科室选

题不严谨尧缺乏规范性的问题袁质量管理科先是组织
专家集中对质量改进项目尧质量管理的方法及质量工

会出勤情况遥

1.3.4 A渊Action 处理阶段冤

1.3.4.1 强化和严格实施奖惩 质量管理科每月上报
科室质量活动检查结果袁由医研部进行综合质量管理

具进行宣讲培训曰随后袁下科室辅导和督促各科室开

考核袁实行科室绩效扣罚遥 每年根据科室质量活动检

展质量改进工作袁协助分析科室现行存在或亟待解决

查情况袁按手术片区尧非手术片区尧医技片区分别评选

的质量问题袁指导科室选定质量改进项目袁进行质量
设计袁根据拟定方案逐步实施遥 通过合理的实施计划尧
详实的监测记录尧阶段性的分析和改进措施的落实袁
实现质量的持续改进遥

1.3.2.3 进一步加强管理机制 一是质量管理科将每

半年督查调整为每月督查袁并指定 1 名中级以上渊或
住院总冤医师作为科室质控员袁负责科室质量活动的

组织和记录工作遥 二是强化奖惩机制袁将科室质量小

野医疗质量管理先进集体冶袁表彰优秀科室遥

1.3.4.2 评价总结尧 修订目标 通过前期的改进措施袁
科室质量活动积极性逐步提高袁 全院整体开展较好袁
科室质量小组活动质量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遥 经过目
标修订袁将野提升质量持续改进项目执行率冶定为下一
轮新的目标遥

1.3.5 持续 PDCA 循环管理 质量改进通常是一个循

序渐进尧持续整改的过程遥 因此袁质量管理科开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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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野提高科室质量小组活动质量冶PDCA 循环实施步骤

阶段

阶段任务

P渊Plan 计划阶段冤

D渊Do 实施阶段冤

具体措施
1.收集资料进行现状分析

现状分析尧根因分析

2.运用质量管理工具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

确立目标尧制定方案

3.拟定"提高科室质量小组活动质量"为改进项目
4.确定工作方案袁开展工作筹划

1.完善管理制度袁提高管理要求袁强化奖惩机制袁增设科室质量员

执行改进措施

2.明确和细化质量活动五大类范畴
3.加强各级各类医院质量管理培训

4.标准化尧规范化实施质量改进项目
C渊Check 检查阶段冤

5.创新信息化管理袁搭建畅通质量管理渠道
1.检查科室质量小组组织管理

检查实施效果

2.检查科室质量管理制度和年度质量改进计划
3.检查科室质量分析会
4.检查质量改进项目

A渊Action 处理阶段冤

下一循环
噎噎

5.检查不良事件上报和分析
1.实施奖惩

评价和奖惩

2.效果评价

纠正和总结

3.总结经验
4.修订目标

未达到整改效果的问题进入新一轮 PDCA 循环

再优化
噎噎

噎噎

疗质量相关指标总体向好尧稳步提升遥 2017要2019年袁

层面的改进工作袁往往需要不断循环运作袁将未能解
决的问题或新出现的问题袁经过阶段总结和调整袁归

抢救成功率尧死亡率尧平均住院日尧药占比等均有改
善遥 见表 3遥

入下一轮循环袁使监测指标呈螺旋形尧阶梯式上升袁以
达到质量持续改进的目的 遥 见表 1遥

2.3 科室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8]

通过积极开展 PDCA 循环质量改进活动袁各科室

2 结果

提高了诊疗质量袁规范了诊疗流程袁形成了一系列医

2.1 科室质量管理活动进一步规范

疗质量管理制度和规范遥 目前袁已开展质量改进项目

2017 年起有明显进步袁按时开展率逐步提升袁综合评

患者评估尧健康教育尧护理质量尧病历文书尧流程优化

通过一系列整改工作袁科室质量小组活动自

231 项袁在患者安全尧用药安全尧医院感染尧环节质量尧

价平均分数也有显著提高渊表 2冤遥 科室质量分析主题

及服务反馈十个方面都做了质量改进工作遥 例如院胸

清晰尧明确袁能高度反映科室存在的质量问题袁主动分

外科为提高手术质量袁将野降低食管癌术后吻合口瘘冶

析医疗不良事件袁所有科室均已建立质量管理机制袁

设为改进项目袁成立了手术管理小组袁制定了围手术

科级质控由形式向内涵转变遥

期管理规范袁对每一例术后吻合口瘘病例进行分析和
经验总结袁进一步提高了诊疗质量遥

时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4 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表 2 科室质量管理活动记录评价情况
按时开展率渊%冤
综合评价平均得分渊分冤
62.07

76.50

87.93

89.36

80.48

随着质量小组管理进一步规范袁广泛开展医疗质

量改进袁逐渐形成了以野品质窑安全冶为核心的医院服

83.72

务理念遥 全院以科室质量小组为核心袁发动全员人人
参与到质量管理中来袁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全员质控模

式遥 野患者安全冶意识深入人心袁进一步深化 JCI 患者

2.2 医疗质量指标提升

2017要2019 年医疗数质量对比分析袁 在医疗运

服务理念袁使质量管理由野被动冶管理变为野主动冶管

营指标逐年提升尧 医疗负荷量逐步增加的情况下袁医

理袁安全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遥

表 3 2017要2019 年医疗数质量指标比较
时间

门诊量渊万人次冤

收治量渊万人次冤

平均住院日渊d冤

药占比渊%冤

死亡率渊%冤

抢救成功率渊%冤

2017

206.10

10.31

8.43

35.73

0.51

88.73

2019

232.70

11.26

7.53

29.14

0.33

90.5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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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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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全面质量管理模式遥 借助野互联网+冶尧野大数据冶发展趋

3.1 打造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

势袁进一步完善质量控制智能化功能袁从科室质量控

科室质量管理是医院管理的基础袁充分发挥科室

制入手袁细化基础质量尧环节质量和终末质量控制袁强

质量小组的作用袁是提高医院医疗质量水平尧促进质

化以患者为中心的医院文化框架袁从而在质量持续改

量改进的一种途径[9]遥 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化袁是我国医
疗卫生发展的需要袁也是提升医院学科能力的重要手

段[11]遥 在积极推行科室质量管理的同时袁还应考虑到

进尧保障患者安全尧提升医疗数质量管理等方面得到
更准确尧更有效的管控遥
[参考文献]

专业化发展尧学科建设和特色化需求袁探索以质量小

组为根基的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袁主导医疗质量管理
向专业化尧精细化发展遥 临床质量管理作为质量体系
的根基袁应建立专科性的质量控制制度和标准袁从科
室业务专业性角度寻求最适合的质量控制模式遥
在监管层面袁管理人员需要熟悉国内外评审标准袁
具有临床背景尧专业质量管理和质量分析能力袁通过
开展全面质控管理袁促进专业质控常态化与长效化发
展遥 医院可以结合多重质量管理形式袁如临床科室质
量综合绩效管理尧医疗质量积分管理 [12]等袁不断完善
质控建设框架袁形成野以患者为中心冶的全面尧协调尧可
持续发展质控网络遥
3.2 深化质量管理培训和教育

实践证明袁运用 PDCA 循环开展质量管理工作是

[1]
[2]
[3]
[4]
[5]
[6]

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学方法袁应用各类质量管理工具

可以提高医疗管理水平袁持续改善医院的医疗质量[13]遥
通过长期参与质量持续改进工作的实施袁可以掌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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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生搬硬套尧根因分析不够系统深入等问题袁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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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大质控信息化建设
通过信息化手段能实现医疗质量控制的精细化
管理袁保障质量数据的真实性袁提高质控工作的效率

和积极性袁进而保障医疗工作正确尧有序开展[15]遥 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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