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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品管圈降低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便秘
发生率的应用研究
陈霞1，侯晓红2，李敏1，杜艳1，殷霞丽1，崔新3，张振美3，宋梅4，杨丽娟3

【摘要】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便秘发生率中的应用及维持效果。

方法

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开展品管圈活动，针对神经内科住院卒中患者便秘发生

率高的原因进行查检、分析及改进，改进措施实施一个月后，对实施品管圈活动前后卒中患者便秘
发生率进行比较。半年后将改善措施推广至保健神经内科，比较实施推广一个月后保健神经内科卒
中患者便秘发生率的变化。
结果 改善前调查神经内科170例缺血性卒中患者，改善后调查142例缺血性卒中患者，神经内
科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由改善前的67.64%降低到改善后的27.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9.98，

P <0.01），半年后改善效果仍维持，便秘发生率为20.06%。保健神经内科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由改善
前的66.50%降低到改善后的25.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7.67，P <0.01）。
结论 通过品管圈活动，有效降低了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便秘发生率，可在院内其他科室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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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QCC)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in in-hospital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QCC was implemented i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the
causes and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were examined and analyzed to develop the
improvement measurement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one month, the
incidences of constip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rovement were compared. Based on the good
improvement effect,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applied in Department of Health Neurology
after half a year. The changes of constipation incidence of stroke patients in Department of Health
Neurology after implementing the measures for one month were observed.
Results 170 and 142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i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were investiga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QCC,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QCC, the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of stoke
patients i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ignificantly reduced from 68.64% to 27.46% (χ 2 =49.98,

P <0.01). After half a year, the improvement effect still maintained and the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was 20.06%. The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in Department of Health Neurology
reduced from 66.43% to 25.32% through the QCC,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作者单位
250014 济南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神经内科
2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
院重症医学科
3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
院护理部
4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
院保健神经内科
通信作者
杨丽娟
1762270307@qq.com
1

646 Chin J Stroke, Jul 2019, Vol 14, No.7

(χ 2=67.67, P <0.01).
Conclusions QCC was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of in-hospital stroke
patients, which can be promoted to the other departments in the hospital.
【Key Words】 Quality control circle; Stroke; Constipation; Care

便秘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粪便有干结、 排除标准：已有明显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
排便次数减少、排便困难或不尽等便秘症状 [1]。 直肠结肠器质性疾病及卒中发病前已有便秘的
卒中患者由于活动能力、饮食结构及环境、排

患者。便秘按功能性便秘罗马Ⅲ诊断标准诊断，

便方式改变等其他原因，常出现便秘，发生率

必须包括以下至少两个症状：①至少有25%排

[2 -3]

。便秘会加重中枢神经系统

便感到费力；②至少有25%排便为块状便或硬

神经元损害，同时患者用力排便会增加心肺功

便；③至少有25%排便有排便不尽感；④至少有

能负担，诱发心肌梗死或再次发生脑出血，甚

25%排便有肛门直肠阻塞感；⑤至少有25%排

高达60%～90%

[4]

至猝死等严重并发症，影响患者预后 。因此， 便需要人工方法辅助；⑥每周少于3次排便[5]。
保持大便通畅对卒中患者极为重要。山东大学

1.2 研究方法

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便秘发生

1.2.1 成立品管圈小组 通过自愿报名形式成

率为67.64%。为此，科室将品管圈活动方法应

立品管圈活动小组，共8名圈员，主管护师1名，

用于降低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并推广至医院

护师5名，护士2名，均为本科学历。圈长由神经

保健神经内科，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内科护士长担任，负责品管圈活动组织策划及
协调。内科总护士长及科室主任任辅导员，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品管圈活动进行支持。建立圈外参与机制，由

1.1 研究对象 便利取样法选取神经内科2016

护理部负责品管圈活动培训的外科总护士长担

年7月10日-8月30日170例缺血性卒中患者为改

任圈外顾问，负责对品管圈活动辅导及进度督

善前组，选取2016年11月14日-12月24日142例缺

导。通过投票表决确定圈名为“NONE”圈。

血性卒中患者为改善后组，对两组患者便秘发

1.2.2 选定主题 圈员头脑风暴列举科室工作

生率进行比较分析。2017年7-8月将改善措施

中的问题，从上级重视程度、可行性、迫切性及

推广至保健神经内科，分别对推广前2017年5月

圈能力4个方面进行打分，最终确定降低卒中患

1日-6月30日及推广后2017年9月1日-10月17日各

者住院期间便秘发生率为本次活动主题。

200例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查检。患者纳入标

1.2.3 拟定活动计划 通过绘制甘特图制定活

准：年龄>18岁；具有部分自理能力（mRS评分

动计划，本次活动时间为2016年7-12月。按照

≤3分）；既往无卒中病史；诊断为缺血性卒中。 品管圈十大步骤，明确各步骤的负责人，主要
运用头脑风暴法、甘特图、柏拉图、矩阵图、雷
达图、流程图、鱼骨图等品管工具。
1.2.4 现况把握 制定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便秘
查检表，包括疾病、饮食、药物、排便情况、知
识、心理、活动、医务人员、年龄及其他因素，得

数量
累计百分比

出便秘发生率为67.64%。按照“二八定律”
（即
80/20定律或关键少数法则）得出“饮食方面、

饮食
方面

排便情况
改变方面

图1

活动
方面

患者对便
秘相关知
识缺乏

药物
方面

心理
方面

疾病
方面

医务人员
方面

神经内科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便秘发生率改善前柏拉图

其他

排便情况改变方面、活动方面、患者便秘相关
知识缺乏”4项为本期活动的改善重点（图1）。
1.2.5 目标设定 根据改善重点及圈能力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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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目标。目标值=现状值-（现状值×改善重点

是卒中患者发生便秘的特殊原因，在卒中患者

×圈能力）=67.64%-（67.64%×0.8013%×0.6%） 疾病过程中为难控原因，在此次品管圈活动中
不作为主要原因考虑[6]。通过绘制柏拉图，按照

=35.12%。因此拟定目标值为35.12%。

1.2.6 解析 运用头脑风暴法，绘制鱼骨图，找 “二八定律”找出“患者饮食相关知识缺乏、患
出各改善重点的原因（图2～图5）。圈员对原因

者排便姿势改变、患者活动相关知识缺乏、医

进行重要性评分，按照“二八定律”选出13条要

务人员宣教标准不统一”4项真因（图6）。

因。2016年9月8日-10月12日利用卒中患者住院

1.2.7 对策拟定及实施 圈员头脑风暴寻找对

期间便秘原因查检表对102例患者查检，进行

策，并依据可行性、经济性及圈能力进行对策

真因验证。既往文献指出，疾病因素、药物因素

选定，共整合出“加强多样化知识宣教；训练患

图2

图3

饮食方面导致便秘鱼骨图

排便情况改变导致便秘鱼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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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活动方面导致便秘鱼骨图

便秘相关知识缺乏导致便秘鱼骨图

者床上排便；制定宣教流程，加强培训考核”3

性，采取多样化指导模式，如发放文字图片资

项对策。

料、制作饮食展板、建立便秘教育工作坊等。每

1.2.7.1 加强多样化知识宣教 制定卒中患者便

周二、周五16∶00邀请患者及其家属参加便秘

秘风险因素评估记录表，对所有卒中患者入院

饮食知识竞答，提高知识知晓率。鼓励患者床

时即进行便秘风险评估，对有便秘风险的患者

上主动或被动活动，如直腿抬高法、双腿蹬车

进行饮食指导及活动指导。卒中患者因疾病因

法，促进肠蠕动。指导患者腹部按摩：食指、无

素会导致肠蠕动功能减弱，且使用脱水剂、利

名指自右下腹盲肠部开始，沿结肠蠕动方向进

尿剂等药物可抑制肠蠕动，导致排便能力下降， 行，腹部下限1～2 cm，并拍摄视频，每天16∶00
故卒中患者易产生便秘，因此加强其知识宣教
[6]

尤为重要 。为保证宣教质量及提高患者依从

病区播放。
1.2.7.2 训练患者床上排便 为患者创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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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便环境，适当遮挡，保护患者隐私，便后立
即通风，保持空气清洁。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

84.93%

88.24%

91.18%

93.75%

100%
98.53% 99.26%
95.96% 97.43%

81.25%

每天10∶00到所管卧床患者床边进行床上坐便
指导，并督导患者练习。鼓励患者有便意时及

62.50%

时排便，并养成定时排便习惯，通常在饭后半
42.28%

小时左右。此外，利用引导式教育，指导患者回

数量

忆之前的排便习惯和动作。必要时，根据患者

累计百分比

21.69%

具体病情合理利用缓泻药物减轻患者症状。
1.2.7.3 制定宣教流程，加强培训考核 完善卒

0%

中患者便秘宣教流程，细化宣教内容，并制定

患者饮
食相关
知识
缺乏

宣教路径单，医务人员可以此进行系统、规范

患者 患者活 医务人 患者 患者意 患者家 患者 医务
排便 动相关 员宣教 膳食 识不到 属知识 不习惯 人员
姿势 知识 标准不 纤维 活动重 接受 床上 宣教
改变 缺乏 统一 摄入少 要性 途径少 排便 不到位

图6

患者
重视
程度
不够

真因验证柏拉图

的便秘宣教，包括饮食、活动、环境、用药、心
理护理等。此外，设立便秘宣教质控组，护士

后纳入患者142例，年龄范围32～89岁，平均年龄

长任组长，负责对护士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及考 （58.06±10.95）岁，男性98例，女性44例。两组
核。采用21天效应，连续督导21 d，促进护士习

患者在年龄（t =1.61，P =0.11）、性别（χ 2=2.08，

惯的养成。

P =0.15）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保健

1.2.8 活动实施后的效果调查 2016年10月12

神经内科对策实施前纳入患者200例，年龄范

日-11月14日在神经内科进行为期1个月的对策

围30～87岁，平均年龄（60.96±11.69）岁，男

实施，对策实施后，2016年11月14日-12月24日

性137例，女性63例；对策实施后纳入患者200

利用查检表对142例卒中患者查检，调查卒中患

例，年龄范围32～89岁，平均年龄（60.45±11.92）

者便秘发生率、目标达成率、各检查项目改善

岁，男性143例，女性57例。两组患者在年龄

情况，以及圈员责任心、幸福感、自信心、积极 （t =0.44，P =0.66）、性别（χ 2=0.43，P =0.51）
性、品管手法、协调沟通、解决问题能力、团队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凝聚力方面的无形成果的变化情况（采用给圈

2.2 有形成果 改善对策实施后，神经内科卒

员打分，优秀为5分；可以为3分；差为1分），并于

中患者住院期间便秘发生率为27.46%，改善前

半年后再次调查神经内科入院卒中患者的便秘

后便秘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49.98，

发生率，查看措施的维持效果。半年后将措施

P <0.01）。目标达成率=（改善前-改善后）/

推广至保健神经内科，并于1个月后调查保健神 （改善前-目标值）×100%=（67.64-27.46）/
经内科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

（67.64-35.12）×100%=123.55%。各检查项目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

改善前后比较结果见表1，除患者疾病方面和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率进行统计

其他方面（陪护变动大）无统计学意义，其他项

描述，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χ 检验，以P <0.05

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半年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后神经内科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维持在20.06%。

2

措施推广至保健神经内科后，推广前后卒中
2

结果

2.1 一 般 资 料 神经内科对 策实 施 前共 纳

患者住院期间便秘发生率由改善前的66.50%
降低到改善后的25.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入患者170 例，年龄范围30～90岁，平均年龄 （χ 2=67.67，P <0.01）。各检查项目改善前后比
（60.19±12.18）岁，男性104例，女性66例；实施

较结果见表2，除患者疾病方面和其他方面（陪

患者
活动
受限

患者
经常
抑制
便意

科室内
预防便
秘的内
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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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神经内科卒中患者改善前后9项查检项目缺陷率比较
查检项目

n
饮食方面，n（%）

改善前

改善后

170

142

χ

2

P值

代管理，可以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效率，已广
-

泛应用于护理质量改善活动[7 8]。卒中具有高致
残率、高病死率，卒中发生后患者常会存在吞

67（39.41）14（9.86）35.16 <0.01

排便情况改变，n（%）66（38.82）12（8.45）38.07 <0.01

咽功能障碍，既往研究显示，品管圈应用于卒

65（38.24）9（6.34） 43.51 <0.01

中后院内患者管理改善方面较多，如提高患者

便秘知识缺乏，n（%）48（28.24）9（6.34）24.85 <0.01

良肢位（瘫痪肢体按功能位摆放）摆放率、预防

药物方面，n（%）

20（11.76）7（4.93） 4.57

0.03

患者误吸、提高患者吞咽困难康复训练依从性

心理方面，n（%）

18（10.59）6（4.23） 4.41

0.04

疾病方面，n（%）

12（7.06） 7（4.93） 0.61

0.43

医务人员方面，n（%）10（5.88） 2（1.41） 4.19

0.04

活动方面，n（%）

其他，n（%）

-*

1（0.59） 1（0.70） -

及提高患者健康教育质量等方面，但在降低卒
-

中患者便秘发生率方面文献不多[9 15]。然而，由
于卒中患者卧床时间长、药物因素及疾病因素
等，便秘发生率较高，文献报道此类患者便秘

注：*：其他类查检项目例数少，不进行统计分析

-

发生率为40%～60%[1 3]。此外，便秘是诱发卒中
表2 保健神经内科卒中患者改善前后9项
查检项目缺陷率比较
χ2
查检项目
改善前
改善后

n

200

饮食方面，n（%）

再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用力排便使腹内压升高，
P值

200

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引起肛肠疾患等 [7]。
因此，本研究探讨降低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的

82（41.00） 24(12.00) 43.18 <0.01

排便情况改变，n（%）81（40.50） 30(15.00) 32.43 <0.01

意义重大。

80（40.00）29(14.50) 32.80 <0.01

刘萍等 [16] 研究中，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由

便秘知识缺乏，n（%）63（31.50） 32(16.00) 13.27 <0.01

60.76%降至24.05%；文月珍等 [7] 研究中，便秘

活动方面，n（%）

药物方面，n（%）

35（17.50） 17(8.50)

心理方面，n（%）

33（16.50） 12(6.00) 11.04 <0.01

疾病方面，n（%）

27（13.50） 20(10.00) 1.18

医务人员方面，n（%）25（12.50） 10(5.00)
其他，n（%）

3（1.50）

7.16 <0.01

7.05 <0.01

3（1.50）

-

表3 品管圈活动前后所有圈员的无形成果改善情况
项目

改善前得分

改善后得分

责任心

2.6

4.8

幸福感

2.8

4.6

自信心

2.6

4.8

积极性

3.7

4.6

0.28
-*

注：*：其他类查检项目例数少，不进行统计分析

品管手法

2.3

4.8

沟通协调

2.1

4.8

他项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解决问题能力

3.4

4.6

2.3 无形成果 通过品管圈活动，圈员责任心、

团队凝聚力

3.4

4.8

护变动大）改善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

幸福感、自信心、积极性、品管手法、协调沟通、
责任心

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凝聚力方面明显提高，活
动前后得分见表3及图7。

3

讨论
品管圈是由在相同、相近或有互补性质工

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形成数人组成的活动团

团队凝聚力

幸福感

解决
问题
能力

自信心

队，通过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程序，运
用科学统计工具及品管手法，来解决工作现场、
管理、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及课题，是将
以物为中心的传统管理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现

积极性

沟通协调
评价项目活动前
评价项目活动后 品管手法

图7

无形成果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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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由47.89%降至15.6%；康爱玲 [17] 研究中，

总之，通过品管圈活动，神经内科住院患

便秘发生率由61.8%降至24.2%。本研究与既

者便秘发生率显著降低，临床护理质量得到了

往研究结果类似，神经内科患者便秘发生率由

改进，为住院患者降低便秘发生风险提供了临

67.64%降至27.46%，保健神经内科患者便秘发

床依据，可以在院内其他科室进行推广，以利于

生率由66.5%降至25.5%，效果显著，并促进了 更好地保障患者住院期间的整体健康状况，促
护理质量改进，保障了患者更优良的健康状况。 进患者疾病的恢复。
与既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关注品管圈活动
的持续效果，于活动结束后持续追踪半年的维
持效果（20.06%），并将措施应用于保健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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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通过品管圈活动，神经内科和保健神经内科住院卒中患者便秘发生率显著降低，其改进措施可在院内其
他科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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