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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理论在护理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应用 

陈 喆 

陕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一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分析将 PDCA 循环理论应用于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实际价值。方法 将 210 例护士作为研

究对象，并在 2021 年 1 月将 PDCA 循环理论应用于信息系统建设中，比较应用 PDCA 循环理论前、后护士

及护士长的满意度情况。结果 在应用 PDCA 循环理论后，护士及护士长对护理信息系统各方面的满意度均

得到了显著提升，（P＜0.05）。结论 在护理信息系统建设中加强对 PDCA 循环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护

士及护士长满意度，并可全面用于评估患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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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the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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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applying PDCA cycle theory to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Methods Taking 210 nur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pplying PDCA cycle theory to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January 2021, comparing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es and head nurses before and after 
applying PDCA cycle theory. Results After applying the PDCA cycle theory,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es and head 
nurses in all aspects of the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the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can help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es and head nurses, and can b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patients'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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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护理工作在临床诊疗中已经占

据了重要地位，护士在某些方面的作用甚至更高于

医生。新时代背景下信息化技术发展迅速，医院护

理工作中也在加强对护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以进

一步提高护理质量，而且从长远角度看，信息化建

设是护理工作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提高医院

护理质量、构建高效率、高质量护理服务体系的重

要基础。护理信息化系统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可

在其中加强对 PDCA 循环理论的应用，以促进护理

信息系统的持续建设，基于此在本文中便简单分析

了 PDCA 循环理论在护理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应用价

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中纳入 210 例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

括 30 名护士长和 180 名护士，于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实施本次研究。210 例研究对象均无中途退出情

况，均已签署参与实验同意书，其中包括 21 例男性

和 189 例女性，年龄 20~47 岁，平均（30.26±4.15）
岁，工作年资 1~26 年，平均（8.14±1.63）年。 

1.2 方法 
护理信息系统建设中将会应用 PDCA 循环理

论，具体步骤如下： 
（1）计划阶段 
①制定设计方案：对原有护理信息系统进行深

度评估，并从护理人员、日常护理管理等多个方面

进行针对性的数据分析，整理、总结原有护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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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突出问题及相关影响因素。专门负责设计

护理信息系统的工作小组要注重从设计角度解决原

有护理信息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重点提高系统

的整体实用性，如符合医院等级评审工作要求[1-3]。 
②系统组成及基本功能：在护理信息系统中，

首先要有患者的基本信息、病历档案、生命体征记

录单、护理评估报告等，确保护士能够从护理信息

系统中调阅患者具体信息；其次，还要有科室内的

具体信息，如每周工作计划、科室人员信息、排班

表、继续教育情况等；最后还应有质量监控内容，

如不良事件报告单、各级护理质量监控等[4-6]。 
（2）执行阶段 
①合理选择试点科室： 全新护理信息系统在设

计完成后不可直接在全院科室中应用，首先应选择

试点科室进行验证。在试点科室的选择中要有科学

性、合理性，如所选科室应有较多的患者、护士专

业素养高，且日常工作量适中。 
②培训：确认具体试点科室后，护理部要分批

次、分时间段对试点科室内护士进行综合培训，使

试点科室护士均能够学会全新护理信息系统的操作

应用，如病室交接班报告、整体护理评估等，同时

要掌握护理记录单的创建、写入、修改、删除等相

关操作。在确认新系统可推广至全院科室后，试点

科室要负责对其他临床科室护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7-9]。③推广：试点科室需要对新系统试用 1~2 个月，

并在试点结束后负责毒地其他临床科室推广、培训。 
（3）检查阶段 
①巡查系统运行状况：一个新护理信息系统的

应用价值要用较长的时间去检验，护士长每周均要

向所有临床科室了解护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情况，收

集、整理、总结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确认具体的

问题原因。 
②护理质量检查：除需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

巡查外，还要重视新系统应用后的护理质量检查。

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应用目的便是提高护理质量，因

此必须要重视新系统下的护理质量。护理部可成立

专门负责护理质量检查的质量监督小组，由护士长、

各科室护理负责人担任，对新系统下患者的整体护

理质量评估、健康教育、不良事件报告等内容进行

检查，确认新系统应用下是否有漏项、违规操作等。

此外，要定期召开专门的护理质量会议，讨论新系

统下存在的系统运行问题、护理质量问题，制定解

决对策。 
（4）处理阶段 
对于检查阶段中确认的系统运行问题、护理质

量问题及相关解决措施要予以协调、确认，并将其

作为下一 PDCA 循环的重点解决问题。 
1.3 观察指标 
比较实施 PDCA 循环理论前、后护士及对护

理信息系统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将要在研究本次对照研究实施的过程中对所产

生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基于此，将 SPSS21.0 作

为统计学处理工具，并计算组间数据之间的差值是

否存在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的数据资料包括计数

资料、计量资料，根据其资料类型的不同，可分别

使用“±”、“%”表示，获取数据后还需对不同

组别之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然后通过“t”或“X2”

检验，确认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对于数据差异明

显且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情况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护士、护士长对信息系统满意度分析 
分别对护士、护士长对信息系统的满意度情况

进行了统计、比较，结果显示在实施 PDCA 循环管

理后的满意度情况明显优于实施前，（P＜0.05），

见表 1、表 2。 

表 1 护士对护理信息系统的满意度比较（n/%） 

时间 例数 节约时间 了解患者信息 评估患者具体情

况 内容实用 

实施前 180 153（85.00） 127（70.56） 133（73.89） 121（67.22） 

实施后 180 169（93.89） 172（95.56） 175（97.22） 170（94.44） 

X2值  12.236 13.036 6.023 8.415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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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士长对护理信息系统的满意度比较（n/%） 

时间 例数 护理质量监控 应对不良事件 掌握护士情况 人员信息管理 科室沟通 

实施前 30 21（70.00） 23（76.67） 22（73.33） 22（73.33） 23（76.67） 

实施后 30 28（93.33） 29（96.67） 30（100.00） 30（100.00） 29（96.67） 

X2值  13.321 17.263 8.569 7.414 10.336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PDCA 循环是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具有较高的

科学性、合理性与流程性。医院护理信息系统建设

是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护理管理效率的重要基础，

但在护理信息系统建设中也面临一定的问题，如实

用性、全面性等[10-12]。在本文中，便将 PDCA 循环

理论应用到护理信息系统建设中，通过本次研究结

果所示，在 PDCA 循环理论的应用下，使得新的护

理信息系统得到了护士和护士长的认可。实际护理

中，护士工作任务繁忙，如了解患者情况、综合评

估护理风险、护理文书记录等，而在护理信息系统

的应用中，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使得护士可以直

接通过信息系统进行数据信息记录、统计等；同时，

护士长作为护理工作的管理者、监督者，需要全面

了解临床科室护理工作情况，而在护理信息系统下，

护士长完全可以通过信息化系统了解病区内患者情

况、护士工作情况，并可以通过该系统与其他科室、

上级护理部沟通，因此可进一步提高护理工作效率。 
综合本次研究区分析可见，在护理信息系统建

设中加强对 PDCA 循环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护士

和护士长满意度，对完善护理信息系统、提高护理

工作效率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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