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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管理法对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分析

屈邦容 、 吴琳娜 、 陈　姚 、 冷　容

   【摘要】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管理法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及对患者

NOSIE 评分教育内容掌握程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2 月精神科就诊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 9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对照组 47 例患者，开展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 47

例患者，按 PDCA 循环管理法进行健康教育，分别于入院前、入院后 4 周，采用精神护理观察量表

（NOSIE）对患者病情恢复情况进行评定，同时采用自行设计健康知识调查表对患者知识情况进行了

解，随访 0.5～1 年，比较两组患者病情复发情况。结果　观察组入院后 4 周总积极因素评分及病情

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总消极因素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对精神分裂症健康知识了解程

度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随访期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按 PDCA 循环管理法开展健康教育，可加深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从而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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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PDCA circulation management o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evel of NOSIE score Education　QV Bangrong，WU Linna，CHEN Yao，et al. Health Manage-
ment Center in Huaxi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irculation management on health educa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evel of NOSIE scores of these patients. Methods　From Janu-

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94 cas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4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carried out the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7 patients given health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DCA circulation management 

method. The day admitted to hospital and after admission for 4 weeks， Nurses’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patient Evalu-

ation（NOSIE）were evaluated the clinical effect for these patients，meanwhile by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the health knowledge level of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as well；a follow-up of 0.5～1 years was carried out to compare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4 weeks after admission，the total positive factor score and total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total negative factors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schizophrenia health knowledge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dical knowledge PDCA circulation management method 

can be bett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knowledge for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and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better.

【Key words】Schizophrenia；Health education；PDCA circul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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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多

表现为情感、思维、认知、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具

有病程长、反复发作的特点，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药物是目前临床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手段，

但单纯抗精神药物治疗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患者常

需要反复住院治疗且远期预后欠佳。PDCA 循环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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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

系统，通过运用计划、执行、检查、调整循环管理，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有效的健康教育，不仅可提

高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同时也有利于促进

患者康复［1］。我院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2 月收治

的 47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按 PDCA 循环管理法实施健

康教育，效果较好，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经取得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批后，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9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2］：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

临床诊断标准；经血常规、肝肾功能及凝血功能检查

均正常；入选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均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疾病者；有

分裂情感性障碍、器质性精神病者；肝肾功能不全

者；迟发性运动障碍者；恶性肿瘤者。随机分为 2 组，

对照组 47 例患者，男 28 例，女 19 例，年龄 35～78
岁，平均（48.2±1.3）岁；病程 1～6 个月，平均（3.2
±0.7）个月。观察组 47 例患者，男 27 例，女 20 例，

年龄 36～78 岁，平均（48.5±1.4）岁；病程 2～6 个

月，平均（3.4±0.8）个月。2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病程等方面比较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的抗精神药物治疗

及相关常规护理，同时开展常规健康教育，针对患

者存在的健康问题加以指导，告知患者遵医嘱用药

的重要性，按时、按剂量服药。观察组在上述基础

上按 PDCA 循环管理法实施健康教育，具体措施：①

计划评估，患者入院后，对患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

年龄、病史、病情、文化程度、家庭情况、工作压

力及经济状况进行了解，同时对患者心理状况进行

全面评估，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有选择性、有计

划性、有目的性的健康教育方案，使患者保持良好

心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②计划执行，通过发

放精神分裂症健康宣教手册、开展讲座、视频播放

等形式，向患者详细讲解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诱因、

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方式及可能出现的不良

症状，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使患者充分认识到该

病的发展过程及预后；同时，治疗期间随时查房，采

用温柔、亲切的语言，积极与患者沟通交流，主动

倾听患者诉苦，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变化，指导患

者学会缓解不良情绪的技巧，如音乐疗法、放松疗

法、注意力分散法等，消除患者不良情绪，有利于

缓解其病情进展；此外，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三餐定时定量，鼓励患者准时起床、活动；指导

患者如何面对社会，从而提高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

③检查，对患者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开展情况进行

检查，了解患者对精神分裂症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④计划调整，对健康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原因。对成功的经验

加以肯定，对存在的问题按 PDCA 循环管理法进行

处理，从而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健康教育计划。

1.3　观察指标

采用精神护理观察量表（NOSIE）［3］对两组患者

入院时、入院后 4 周病情恢复情况进行评定，包括

衣着保持整洁、对人友好、谈论个人爱好、拒绝做

日常事物、问而不答、不如意便心烦、容易生气、

易激动和爱发牢骚等内容，主要分为总积极因素评

分、总消极因素评分两类，分为无、有时、偶尔、

经常、一直是五个选项，分别为 0 分、1 分、2 分、

3 分、4 分，并统计其病情总评分，总分为 184 分，

分值越高，则代表患者康复程度越好。入院后 4 周，

采用我院自行设计的健康知识调查表对患者知识情

况进行了解，内容包括精神分裂症发病诱因、发病

机制、治疗方法、心理调节及行为控制的重要性等，

分为知道、部分知道、不知道三个选项，分别记为

3 分、2 分、1 分，总分为 30 分，分值越高，代表患

者对精神分裂症健康教育相关知识足够了解。随访

0.5～1 年，观察患者精神分裂症复发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将所得数据准确录入 EXCEL 数据库，选取版

本为 SPSS19.0 的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正态计

量资料间的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 ）表示，计数

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率（n ，％）表示，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病情恢复情况

入院时，两组总积极因素评分、总消极因素评

分、病情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入院后 4 周总积极因素评分、总消极因素评分、

病情总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P<0.05）；入院后 4 周，

观察组总积极因素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消极

因素评分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病情总评分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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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病情恢复情况（x±s，分）

组别 例数 总积极因素评分 总消极因素评分 病情总评分

入院时 入院后4周 入院时 入院后4周 入院时 入院后4周

对照组 47 28.76±1.24 40.15±3.32* 35.82±3.18 25.17±1.76* 120.81±11.26 141.26±12.13*

观察组 47 28.72±1.26 49.26±5.28* 35.93±3.21 13.27±0.92* 120.93±11.29 164.29±18.27*

t 1.0325 2.5292 1.0190 3.6597 1.0053 22686

P 0.9273 0.0093 0.9573 0.0003 0.9897 0.0212

2.2　两组健康知识了解情况

观察组对精神分裂症健康知识了解程度明显较

对照组高（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健康知识了解程度（x±s，分）

组别 例数 健康知识了解情况

对照组 47 16.18±1.45

观察组 47 23.86±2.79

t 3.7023

P 0.0003

2.3　复发情况

观察组半年内、1 年内复发率均比对照组低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复发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半年内 1年内 合计

对照组 47 6（12.77） 8（17.02） 14（29.79）

观察组 47 2（4.26） 3（6.38） 5（10.64）

χ2 4.6483 5.4791 11.3687

P 0.0318 0.0192 0.0007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常见疾病，近年来随着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压力的加大，精神

分裂症的发病率明显提高，且呈年轻化趋势。精神

分裂症患者多表现为情感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

甚至自残、自杀等冲动激越行为，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抗精神药物是目前治疗本病的主要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但对于

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普遍存在治疗依从性差、自

我管理不力等问题，并常出现冲动、易激动、拒绝

治疗等行为，未充分认识到自身疾病的危害性［4，5］。

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健康教育的开展是非常重

要的。

PDCA 循环管理法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最早于

1930 年由休哈特提出，之后于 1950 年由美国专家戴

明博士对其进行改进，随后逐渐被引入国内医疗管

理活动中［6］。PDCA 循环管理作为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的基本方法，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并运用各种管理

技术和方法，可实现全面质量管理活动的过程，包

括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等。通过按 PDCA 循环

管理法，周而复始地运转，使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

标准化，可取得良好效果。因此，在精神分裂症患

者护理中按 PDCA 循环管理法实施健康教育，通过

信息反馈，对健康教育计划、制定、检查、处理等

过程加以控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找出原因，

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使健康教育工作有目的

性、有计划性地开展，进而逐步优化健康教育工作

内容［7］。本研究显示，按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开展

健康教育工作后，观察组患者对精神分裂症相关知

识了解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与张艳丽［8］

报道结果相似。常规健康教育缺少循序渐进不断提

高的标准流程，往往存在不系统化、不全面化、形

式化等弊端，并未将健康教育内容落到实处，难以

达到预期效果。而 PDCA 循环管理模式的应用，确

保了健康教育工作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通过开展全

面化、系统化的健康教育内容，提高患者的认知水

平，同时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及适应能力，从而达到精神、社会

康复［9］。精神护理观察量表（NOSIE）是现阶段临床

护理工作中较科学的精神科临床和科研观察记录方

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通过采用 NOSIE

量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进行评定，能真实地反

映患者病情及其变化［10，11］。有文献报道［12］，有计划、

有目的、有组织的健康教育方案的开展，可提高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可预防病情复

发，有利于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陈星珍等［13］

研究表明，按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实施健康教育工

作后，精神分裂症患者 NOSIE 评分得到明显提高，

表明患者病情得到明显改善。本研究显示，两组入

院后 4 周总积极因素评分、总消极因素评分、病情

总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且观察组入院后 4 周总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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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因素评分、病情总评分上升幅度以及总消极因素

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与文丽［14］报

道结果相似。由此说明，在精神分裂症健康教育中，

PDCA 循环管理模式的应用，有利于促进精神分裂症

患者病情恢复。精神分裂症具有病程长、病情反复

发作的特点，为达到预期效果，除积极缓解患者的

临床症状外，还应预防其复发。本研究经随访 0.5～1
年，发现观察组复发率为 10.64％，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 29.79％，这与韩瑛［15］报道结果相似。由此说明，

按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可降低

精神分裂症复发率。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精神分裂症发病人数的不

断增多，加强其疾病的控制及预防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健康教育作为精神分裂症治疗工作中的重要

内容，通过按 PDCA 循环管理模式，有计划、有组

织、有目的的开展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

的认知水平，帮助患者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纠正

患者的不良行为，促进患者疾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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