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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者
深静脉血栓形成预防措施落实率的品管圈实践
仇德媛，段俊芳，栗

平，秦晓翠，王惠惠，张莹莹，陈孟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泌尿外科，北京，100074）
摘要：目的

探讨运用品管圈质量管理工具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DVT）预防措施落实率

的效果 。方法

对 2020 年 7 月—12 月（实施前）泌尿外科 125 例手术患者深静脉血栓管理缺失现状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原因分析，通过循证制定改进方案并实施。 对 2021 年 1 月—6 月（实施后）125 例泌尿外科
手术患者 DVT 预防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DVT 预防措施落实率由品管圈活动实施前的 62. 40% 提

升至实施后的 97. 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

应用品管圈质量管理工具开展 DVT 预防，管理

工作更加规范，提高 DVT 预防措施落实率，对效降低患者的 DVT 的发生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品管圈；泌尿外科手术；深静脉血栓；护理管理

Applic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prevention on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urological surgery
QIU Deyuan，DUAN Junfang，LI Ping，QIN Xiaocui，WANG Huihui，
ZHANG Yingying，CHEN Menghan
（Department of Urologic Surgery，AMHT Group Aerospace 731 Hospital，Beijing，100074）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activ⁃
ities in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deep vein thrombosis（DVT）preven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urological surgery. Methods From July 2020 to December 2020，125 cases of urolo⁃
gy surgery patients with lack of management of DVT were investigated. The causes were ana⁃
lyzed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and the improvement plan was established and imple⁃
mented based on evidence.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 of DVT prevention in another 125 cases
of urology surgery patients was evaluated after QCC activities. Results 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DVT prevention increased from 62. 40%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QCC activities to 97. 60％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QCC activities，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 05）. Conclusion Ap⁃
plication of QCC management tool ca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tandard of DVT preven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urological surgery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DVT.
KEY WORDS： quality control circle； urological surgery； deep vein thrombosis； nursing
management
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是由于血管内皮损
伤、血流缓慢及血液高凝状态等多种因素引起的
血液异常凝结，是临床上常见的并发症。DVT 常
导致肺栓塞和血栓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甚至导致死亡［1］。腹部外科术后下肢 DVT
发生率为 15%～19%［2］。有研究指出，通过护理

工作进行干预，可以有效促进下肢静脉血流是［3］，
降低 DVT 发生风险。品管圈活动能够让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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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如何通过分析从面临的问题中找到需要解决

1. 2. 2 设定目标：经过小组成员讨论，评定圈

的主要问题，并且教会品管圈成员如何列出需要

能 力 为 78. 00％ 。 目 标 值 = 现 状 值 +（1－ 现 状

解决问题的列表，之后快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

值）× 圈 能 力 =62. 40％ +（1－62. 4％）×78. 00％ =

方法 。本研究探讨运用品管圈质量管理工具提

91. 73％≈92. 00%。因此，设定目标为 DVT 预防

高泌尿外科手术患者 DVT 预防措施落实率的效

措施落实率≥92. 00％。

［4］

1. 2. 3 原因分析：通过因果图法（鱼骨图）总

果，现报告如下。

1
1. 1

结以下原因。护士因素：责任心差，巡视不及时，

资料与方法

宣教不到位，知识缺乏，沟通能力差，宣教方法单
一。患者因素：依从性差，知识缺乏，害怕疼痛，接

一般资料

泌尿外科是医院重点科室，科室拥有床位 32

受能力差，思想不重视，经济负担，支持系统缺乏。

张，共有护理人员 11 人。职称：主管护师 2 人，护

管理因素：监管检查力度不足，质控检查内容不完

师 4 人，护士 5 人；年龄 23～42 岁 ，平均 27 岁；学

善，风险意识及预防措施培训不足。其他因素：护

历：本科 7 人，专科 4 人。
1. 2

理用具不足。
1. 2. 4 要因确认：共确定 7 条相关因素，其中，

方法

1. 2. 1 现况调查：小组成员对 2020 年 7 月—

抬高双下肢，术后咳嗽、深呼吸及防止小腿受压的

12 月泌尿外科 125 例手术患者 DVT 预防措施落

预防措施落实不到位占比较高。

1. 2. 5 制定对策：对策制定内容见表 3。

实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落实不到位项目 47 项，
落实率为 62. 40%。
表3

对策制定

要点
护士责任心不强

护士 DVT 知识掌握不足

对策
1. 加强职业素养，增加责任心，改善工作态度
2. 严格执行护理工作流程提升责任心
1. DVT 专业知识培训与学习

2. 构建学习气氛，利用晨会提问
3. 检索文献，进行学习

患者思想不重视，依从性差

护理用具使用不当

1. 鼓励患者参与预防措施落实，提高患者重视程度
2. 针对性进行疾病知识讲解，健康教育
1. 科室采购下肢垫枕

2. 培训护理人员掌握使用方法

3. 科室全体护理人员能正确使用驱动仪、弹力袜。
宣教方式单一

督导检查不足、流程制度不完善

1. 2. 6 实施：①增强护士工作责任心：
学习深静

1. 制作 DVT 目视化宣教展板
2. 增加线上宣教

1. 完善质控检查中 DVT 预防措施落实检查内容
2. 科室级质控增加检查频次及检查方式

3. 科室制作 DVT 预防思维导图，同质化管理

血栓危害实例教育；
同时对家属进行 DVT 相关知识

脉血栓预防工作要求。对护士进行思想正向引导，

培训，
发挥家属的支持作用。④规范护理用具：
科室

多举因责任心差导致的事故差错案例，
提高风险意

采购下肢垫，
应用于高风险患者；
对驱动仪的使用方

识。②加强DVT专业知识培训：
组织全体护士对DVT

法进行培训学习；
对弹力袜的使用进行培训学习。

相关知识专题培训；对 Autar 评分量表的正确使用
进行规范化培训，
使护士评分更准确。进行 DVT 预

⑤提升宣教效果：
反复多次宣教，
让患者及家属意识
到 DVT 的危害；
病区增加 DVT 预防宣教展板；
通过

防措施文献检索，
查找有效预防措施与管理方法，
科

扫描二维码，
增加线上宣教方式；
采取宣教后现场指

学预防。③提高患者思想重视程度、
提高患者依从

导的方式进行检验；
护理人员沟通时注重语气、
语速，

性：
利用纸质版宣教材料进行讲解；
定期组织深静脉

宣教有重点，
个性化以提高沟通效果。⑥落实护理

血栓讲座，使患者意识到 DVT 的风险；
进行深静脉

流程制度，加强督导检查：将 DVT 预防措施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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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科室护理质量目标管理；
科室建立预防 DVT 护

险患者的大交班管理，
医护共同制定预防措施；
制作

理质量评价检查标准，
每周进行检查。加强中、
高风

科室 DVT 预防思维导图，达到同质化管理。

图1

2

DVT 预防思维导图

结果
品管圈活动实施前 DVT 预防措施落实率为

62. 40%；品管圈活动实施后，对 2021 年 1 月—6 月

125 例泌尿外科手术患者 DVT 预防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落实率为 97. 60％，比实施前提高
35. 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此外，科

室对泌尿外科手术患者 DVT 预防进行了标准化
管理，并制作了 DVT 预防思维导图，见图 1。

3

讨论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 年国家医疗质量安

全改进目标》中明确指出：提高静脉血栓栓塞症规
范预防率，但目前临床相关科室对 DVT 预防、监

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了评判性思维能力，
强化了护理管理理念，提升了护理质量［6］。同时
小组成员在 QCC 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使用技巧、
团队协助精神、沟通能力、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能
力等均有明显提升。 应用品管圈质量管理工具
开展 DVT 预防，使得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提高了
DVT 预防措施落实率，对效降低患者的 DVT 的发
生风险具有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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