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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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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为护理人员开展证据转化、促进临床护理质量持续
改进提供框架和方法。方法 对国内外循证中心完成的证据应用项目及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证据应用论文
进行项目和文献分析，以 PDCA 循环原则作为指导，遵循循证理念和业务流程管理思路，构建基于证据的持续质
量改进模式图。结果 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由四个阶段，12 个步骤构成，以流程的方式阐述了针对临
床实践中的问题，从证据获取、现状审查、证据引入到效果评价的过程，并通过对证据应用后的效果评价，对存在
的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的动态循证实践过程。结论 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为护理人员开展循证实践
提供了框架，并为证据本土化应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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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framework of evidence-based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rovided a framework for nursing professionals to promote evidence transfer and clinical nursing quality
improvement. Method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PDCA, evidence-based nursing and work process, a framework of
evidence-based quality continuous improvement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itation analysis of evidence implementation
related projects and literatures. Results The framework of evidence-based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onsisted of
four stages and twelve steps, including evidence searching, practice audit, evidence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
evaluation, and then it would turn to next cycle. Conclusion

The framework of evidence-based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provided nursing professionals a concept and method of promoting evidence into practice and promoting
clinical nursing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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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卫生保健作为 21 世纪的核心指导思想，
旨在强调临床实践应以最佳证据为基础。为了促
进最新最佳证据及时、有效、符合伦理地应用于临
床实践，加拿大卫生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of
Health Research）在 2000 年首次提出了知识转化的
[1]
概念 。同时，JBI 循证卫生保健模式提出了研究和
实践之间的三大差距，指出应通过循证实践，缩短
[2]
临床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2012 年国际护士会
也提出了“循证护理实践”的主题，呼吁全球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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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通过循证护理实践弥补证据和实践之间的
[3]
差距” 。在此背景下，为推动中国基于证据的最
佳实践的开展，复旦大学护理学院从 2010 年开始
参与澳大利亚 JBI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的“基于证据
的临床质量审查项目（The Evidence-Based Clinical
Fellowship Program）”培训，并于2016年启动针对
国内临床护理人员的证据应用培训项目。在一系
列循证实践和证据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基
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为临床护理人员
开展循证实践及证据应用与转化提供了思路、框架
及方法，通过推动证据向临床的转化，促进临床护
理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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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与方法
1.1 理论指导
本模式图的构建以持续质量管理的 PDCA 循
环、循证实践及业务流程管理作为指导性方法。
PDCA 循环作为全面质量管理遵循的科学程序，是
针对实践中的质量问题，制定并实施改进计划，检
查执行结果以了解是否实现预期目标，并转入下一
[4]
个循环，从而促进质量持续改进的过程 。本模式
图将循证实践理念融入 PDCA 循环中，把系统检索
和质量评价的证据作为临床决策和质量管理的依
据。同时，将业务流程管理作为模式图构建的指导
[5]
性思路 ，以目标性、整体性、结构性及动态性为原
则，全员、全程、全面作为宗旨，强调所有利益关联
人群（管理者、实践者、研究者及患者）的全员参
与，从方案制定、实施、检查到后效评价的全程管
理，并把系统、实践者、患者的全面提升作为持续
质量改进的目标，按照证据应用流程，构建“基于
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
1.2 方法
首先采用项目分析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对澳大
利亚 JBI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从 2005 年至今开展的
证据应用项目、复旦大学 JBI 循证护理合作中心从
2010 年至今开展的证据应用项目及公开发表在国
内外核心期刊的证据应用类论文进行内容和主题
分析，提取核心变量，形成模式图框架，接着与复
旦大学 JBI 循证护理合作中心核心成员组成的焦点
小组进行访谈，修改和完善模式图，形成最终基于
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

问题、临床结局有可能被改善等问题可作为优先进
行质量改进的主题。
2.1.2 检索证据 根据确定的临床问题，针对不同
的研究设计，可采用 PICOs/PECOs/PICos 程式将临
床问题结构化，明确临床问题的主要核心变量，便
[6]
于开展证据检索 。检索证据时，根据证据的
[7]

“6S”模型 ，从证据顶端开始检索。首先检索经
过质量评鉴的循证资源（如指南、证据总结、系统
评价等），在循证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再检索原始
研究。其次，对检索到的文献根据其类型，采用不
同的评价工具进行严谨的质量评鉴，确保证据真
实、严谨、可靠。对证据的等级、证据的出处均应
准确标注，以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可追溯性。
2.1.3 制定指标 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经济等因
素的影响，对检索到的证据，应结合具体的临床情
景，根据专业人员的判断及患者的偏好，评价证据
的可行性、适宜性、临床意义及有效性（即证据的
FAME 属性：feasibility、appropriateness、
[8]
meaningfulness and effectiveness） 。在现有最佳证
据的基础上，制定质量审查指标，作为持续质量改
进的标准。审查指标应基于证据，并有效、可信、
可执行、可测量，并尽量涵盖临床实践的结构、过
程及结果层面，以全面评价证据应用对临床实践的
影响。审查指标应当由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
制定，以促进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包括决策者、管
理者、实践者、甚至患者明确证据应用达到的效
果，促进其支持、参与及合作。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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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证据获取
在证据获取阶段，包括确定问题、检索证据和
制定指标三个步骤。
2.1.1 确定问题 研究者或实践者通过临床情景
分析，根据临床现状及需求确定具体的临床问题。
其中，临床规范/流程欠缺、与患者利益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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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的动态循证实践过程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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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在每个阶段，都提供了具体的步骤作为操
作性方法，并强调通过证据应用后的效果评价，对

䌡㔱ᩥऄ

程的方式阐述了针对临床实践中的问题，从证据
获取、现状审查、证据引入到效果评价的证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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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以 PDCA
循环作为指导，由四个阶段，12 个步骤构成，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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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审查
在现状审查阶段，包括构建团队、收集资料和
分析比较三个步骤。
2.2.1 构建团队 构建质量改进的团队对促进成
功的证据转化至关重要，团队应由实践者和研究者
共同组成，且符合多学科合作的要求，研究者应接
受过循证及证据应用的专业培训，而实践人员应包
括质量改进机构的决策者、熟悉临床问题相关领域
的一线管理者及临床人员，以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
支持体系，确保证据在临床实践的实施、推进和维
持。
2.2.2 收集资料 明确质量改进的场所（如病房、
门诊、急诊、手术室、ICU 等），确定与质量改进主
题相关的人群（如医生、护士、患者、患者家属
等），样本量应能够反映该机构的临床实践现状。
此外，确定每条审查指标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工具，
如问卷调查、观察法、评估法、访谈法、查看病史记
录等，均可以作为资料收集的方法；同时，资料收
集的工具要求简便、灵敏、有效，以提高资料收集
的效率和可靠性。
2.2.3 分析比较 开展现状审查，由经过培训的人
员采用统一的调查表收集资料，明确目前临床实践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与制定的审查指标相比
较，明确临床实践与最佳实践的差距。
2.3 证据引入
在证据引入阶段，包括分析障碍、构建策略及
采取行动三个步骤。
2.3.1 分析障碍 在证据应用前，通过情景分析明
确推动最佳实践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因素，
包括来自系统层面和个人层面的障碍因素。系统
层面的障碍因素包括组织文化、流程、规范、资源
等；个体层面包括实践者层面（如知识、态度、技
能、偏好等方面）及患者/家属层面（如知识、态度、
需求、偏好、经济状况等）。
2.3.2 构建策略 根据障碍因素发展并整合可利
用资源，包括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必要的经费支
持、合理的资源（如仪器、设备、材料等）配备、充
足的信息支持（发展培训资料、提供评估表、制定
健康教育资料等）、多学科团队的合作等，构建基
于证据的质量改进策略和实施方案。
2.3.3 采取行动 根据干预策略和行动方案，采取
行动促进证据向实践的转化。针对组织层面，可构
建自上而下的支持体系、构建多学科团队、优化沟
通渠道、完善管理规范，进行流程再造、领导力培
训等；针对实践者层面可发展操作规范、提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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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技能指导、提供简便有效的操作性工具等；
针对患者层面，鼓励患者参与、提供多种形式的健
康指导、发放教育资料、提高与疾病相关的技能、
提供支持性工具等。

2.4 效果评价
在效果评价阶段，包括评价证据应用对系统、
实践者及患者的影响三个部分。
2.4.1 系统改变 持续质量改进关注证据引入对
系统的影响，因此，需要评价证据应用对管理的影
响，如制度完善、流程规范、标准形成等，及证据应
用对系统资源的影响，如环境改善、设备更新、信
息（如表单、评估表等）完善等。
2.4.2 实践者改变 证据应用对卫生保健系统最
大的影响是实践者的改变，因此，应评价证据应用
对实践者的影响，包括实践者对证据应用的态度、
对最佳实践的执行率、及在知识应用过程中其专业
知识、技能及信念的改变等。
2.4.3 患者改变 对患者的改变是证据应用的最
终目标，也会改变实践者对证据的态度。因此，应
评价证据应用对患者的影响，包括患者对疾病的知
识、态度、自我护理能力、临床结局、不良事件发生
率、成本与费用等。
通过以上四个阶段，针对临床实践中的问题，
获取现有的最佳证据，制定审查指标，通过现状审
查，明确实践与最佳证据的差距，在实践中引入证
据、采取有效的策略，并评价证据引入对系统、实
践者及患者的影响，针对发现的问题，进入下一个
循环。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推动证据应用与最佳实
践的实施，促进临床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3 讨论与建议
3.1 “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为临床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提供了框架
持续质量改进是现代医疗护理质量管理的核
[9]
心思想，既往的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如品管圈 、根
[10]
本 原 因 分 析 法 （ RCA） 、 失 效 模 式 和 效 应 分 析
[11]
（FMEA） 等，其共同弊端在于临床决策缺乏证据
支持。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近年来国内外开展的
证据应用项目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证据的持续
质量改进模式图”，该模式不但基于质量管理的
PDCA 循环原则，注重全员、全程、全面的质量管
理，且将循证的理念和方法与临床持续质量改进相
结合，提供了证据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为实践者将
证据融入临床实践提供了框架和流程，引导临床护
理人员针对临床护理中的问题，查阅证据，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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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变革，并监测变革效果，循环往

对临床实践中的问题，实现了从证据获取、现状审

复，有效推动循证实践的开展，促进临床护理质量
的不断提升。因此，该模式以证据作为临床决策和

查、证据植入到效果评价的动态循证实践过程，该
流程图为临床护理人员开展循证实践及促进证

质量管理的依据，不但丰富了持续质量改进的内
涵，且有效促进了证据的转化。既往开展的证据应

据向临床转化提供了思路、框架和方法，帮助护理
人员遵循证据，科学决策，促进临床护理质量持续

[12]

用项目，如产后妇女乳房胀痛的管理 、儿科外周
[13]
静脉留置针的维护 、神经外科患者非计划拔管的
[14]

[15]

预防 、血透患者疲乏的管理 、急诊住院患者交接
[16]
班管理 等，均表明该模式能显著改进临床护理质
量，规范护士的循证实践行为及改善患者结局。
3.2 “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程图”实现

了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密切合作
循证护理实践有利于促进护理由传统的经验
式实践转变为科学化决策和专业化实践，但目前面
[17]
临的最大挑战是证据和实践的巨大差距 。而基于
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旨在将证据整合到护
理实践中，使证据成为临床决策的依据，有助于缩
短证据和实践的差距。此外，该模式在每个步骤从
证据获取到后效评价，将研究者和实践者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研究者的循证知识和方法学背景能科学
有效地获取、评价及整合证据，实践者的专业背景
能敏锐地提出临床情景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
促进证据转化，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和实践者彼
此分工，密切合作，有效实现了上游证据输出和下
游证据应用的衔接，共同推动循证护理实践的开
[18]
展 。
3.3 “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为证据
本土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加拿大卫生研究所在 2000 年将知识转化定义
为有效、及时地、符合伦理地将整合性的知识应用
[1]
于卫生保健实践 。这提示受到不同社会、文化、经
济等因素的影响，证据应用应该是一个符合当地伦
理、适宜于特定临床情景的本土化过程。而基于证
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强调证据应用是一个系
统变革过程，应构建专业团队，通过情景分析确定
临床问题，并对获取的证据根据特定的临床情景、
专业人员的判断及患者的需求和偏好评价证据的
可行性、适宜性和临床意义，在证据植入环节，通
过情景分析确定具体的障碍因素，以发展有效的应
对策略，并关注证据应用对系统、实践者及患者影
响的后效评价，最大限度地促进证据符合伦理原则
地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实现证据的本土化。
因此，“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
以持续质量改进为宗旨，遵循循证护理的理念，针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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