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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冶在减少住院药房药品损耗中的应用与成效

张媛媛1,王晓丽1,潘摇 静2,肖摇 伟3

[摘要]目的: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住院药房服务品质、降低住院药房药品损耗中的应用。 方法:将品管圈活动应用到减少

药品损耗中,分析其原因,制定相应的对策并实施,同时评估该活动的效果。 结果:开展品管圈活动后,住院药房药品损耗下

降了 39. 4% ,收到良好效果。 结论:推行品管圈活动,可降低住院药房药品损耗,在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

合理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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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reducing the loss of inhospital pharmacy drugs
ZHANG Yuan鄄yuan1,WANG Xiao鄄li1,PAN Jing2,XIAO Wei3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Jiangsu Cancer Hospital,Nanjing Jiangsu 210009;2. Nanjing Jinli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Nanjing Jiangsu 210000;3. Nanjing Medical Limited Company,Nanjing Jiangsu 210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 in reducing the loss of inpatient pharmacy drugs
and improving the service quality of inpaitient pharmacy. Methods: The QCC was implemented for reducing the loss of inpatient
pharmacy drugs,and the effect of which was evaluated. Results:The loss of inpatient pharmacy drug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which
decreased to 39. 4% after implementing QCC. The effect of QCC action was good. Conclusions:The QCC action can reduce the loss of
inpatient pharmacy drugs,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use of the limited med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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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品质管理圈,简称 “品管圈冶 ( 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是由相同、相近或互补工作场所的人

们自动自发组成数人一圈的小圈团体,然后全体合

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发现并解决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改善品质,提高工作效率,它
是一种比较活泼的品管形式[1]。 QCC 在各地医院

中开展广泛,效果肯定[2]。 近年来,QCC 在国内也

已作为一种加强管理的手段,广泛应用于门诊药房、
住院药房、静脉输液配置等[3 - 6] 医院药学的各项工

作中。 我院住院药房也定期开展 QCC 活动来优化

工作流程,为病区提供更优质的药学服务,促进住院

患者用药的“安全、有效、经济冶。 现作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 摇 材料 摇 分别收集我院 QCC 活动前(2012 年

4 ~ 5月)、活动中(2012 年 10 ~ 11 月)、活动后(2013
年 3 ~ 4 月) 的住院药房检查表,作为 QCC 活动

依据。
1. 2摇 QCC 组成 摇 QCC 由辅导员、圈长、圈员组成。
我们在第一期活动中已确定了圈名和圈徽:圈名为

“语乐圈冶,寓意是每位圈员在圈内活动时都能畅所

欲言,以 “语冶 为 “乐冶。 本次活动直接进入实施

步骤。
1. 3 摇 实施步骤 摇 QCC 活动具体的实施步骤分为:
(1)主题选定;(2)活动计划拟定;(3)现况把握;
(4)目标设定;(5)解析、对策拟定和实施;(6)效果

确认;(7)标准化;(8)总结与改进环节。 QCC 活动

经历了 12 个月,平均每个月活动 4 次,根据计划的

时间每次确定相应的会议主席,负责会议具体内容

的布置。
1. 3. 1摇 主题选定和活动计划拟定摇 在前一期活动

末各圈员以头脑风暴的方式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又提

出本期的主题,将这些主题归纳以“表格方式打分冶
评价法,最终确定 QCC 本次活动的主题:减少药品

的损耗件数。 通过解决这一问题,希望在保证患者

用药安全的前提下,减少药物的损耗,实现医疗资源

的合理使用。 经圈员共同讨论各步骤所需的时间,
拟定 12 个月的活动计划。
1. 3. 2摇 现况把握摇 画出住院药房与主题有关的工

作流程图,收集数据,利用药品损耗查检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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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引起药品损耗的所有事件。 依据 “80 /
20 法则冶,得出引起药品损耗的主要原因是“抢救药

品近期或过期退换冶和“药品破损冶 (见表 1),利用

柏拉图分析数据(见图 1),确定本次活动改善重点

为上述两项指标。

表 1摇 QCC 活动前、 后药品损耗发生次数统计

损耗原因 改善前 改善后

抢救药品近期或过期退换 245 145

药品破损 91 56

药品拆零时丢失 15 12

药品核对中数量差错 2 1

合计 353 214

1. 3. 3摇 目标设定 摇 目标设定和设定理由: 目标设

定为药品损耗 202 件 /月,原设定圈能力 50% ,但考

虑到本圈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可能较大,现设定为

45% 。 目标值 = (现况值 - 改善值) = 现况值 - (现
况值 伊 圈能力 伊 改善重点) = 353 - (353 伊 45% 伊
95. 1% ) =202 件 /月。
1. 3. 4摇 解析和对策拟定及实施摇 运用鱼骨圈查找

出导致住院药房药品损耗的主要内部原因(见图 2、
3),并根据这些主要原因确定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全体圈员合作,集思广益,针对原因运用头脑风暴的

方法制订相应的对策(见表 2、3)并实施。

2摇 结果

2. 1摇 有形成果摇 住院药房损耗药品的件数由原来

的 353 件 /月降低为 214 件 /月,下降了 39. 4% ,接近

之前的目标值。 分别计算目标达标率和进步率为

92. 0%和 39. 4% 。 目标达标率 = (改善后 - 改善

前) / (目标值 - 改善前) 伊 100% = (214 - 353) /
(202 - 353) 伊 100% = 92. 0% ;进步率 = (改善前 -
改善后) / 改善前 伊 100% = (353 - 214) / 353 伊
100% = 39. 4% 。

表 2摇 降低抢救药品近效期或过期退换对策

要因 对策方案

基数不合理 根据每个病区使用情况,建议调整基数

换药时间不合理 分析、制定规范的换药时间

发放近效期药品 (1)近效期药品单独放置;(2)发放时需告之,红笔提醒

沟通 需要和病区护士沟通解决问题

2. 2摇 无形成果比较 摇 在实施 QCC 前后,对各个圈

员就沟通与协调能力、责任心、积极性、自信心、荣誉

感、团队精神、面对问题的勇气、QCC 手法的认识进

行了问卷调查,根据打分计算,制作了雷达图(见

表 3摇 降低药品破损对策

要因 对策方案

操作粗鲁 (1)加强责任心;(2)易碎药品提醒重视

专业培训 做好规范制度

药架 (1)合理安排药品位置;(2)贴警示条防止药品堆放过满

发药台 (1)设置边栏;(2)放置小药筐,专放零散药品

包装拆零 (1) 根据药品使用情况适当拆零;(2)拆零药品入筐,

放好位置;(3)拆零药品轻拿轻放

药品上架 (1)规划药品位置,适当调整;(2)药品上架,不超过规定位置;

(3)根据药品使用情况,决定药品上架数量

配送中心 与中心领导沟通,提高配送人员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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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结果表明,圈员在上述方面均得到了一定的

提高。
2. 3摇 标准化与改进方向摇 对于实施后效果显著的

措施,我们将其纳入标准操作规程及药房日常管理

程序,进行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经对改善后的数

据再次进行柏拉图分析(见图 5),我们明确“抢救药

品近期或过期退换冶和“药品破损冶仍然是引起药品

损耗的主要原因,这两点仍将是我们今后工作改进

的方向。 抓住这两点,我们的工作进入下一个周期

的“品质管理循环冶循环。

3摇 讨论

摇 摇 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医院引入全面质量管理和

QCC 的活动,效果良好。 本次在住院药房的 QCC 活

动中,着重分析引起病区药房药品损耗的各种原因,
提出并实施了改进对策,降低了损耗,在保证患者用

药安全有效的同时,更高效地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从资源配置与使用的角度体现了合理用药。

同时 QCC 充分尊重每位圈员,通过激励圈员无

限的脑力资源提升工作品质,以改善群体合作意识

和增强团队精神为目标的活动,能够促进圈员之间

相互信任、理解、默契和配合,也能使圈员们不断充

实成长起来。 全体圈员通过亲身参与,集思广益,努
力践行,解决了实际问题,工作积极性、责任感和团

队精神等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相对于有形成果,无
形成果是更难能可贵的财富,它将帮助药师们更深

刻地领略 QCC 的内涵,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运用品

管手法,努力提高药事活动和医疗服务品质,更好地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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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的学名与限制性内切酶正斜体表达

摇 摇 菌株的属名、种名( 包括亚种、变种) 用拉丁文斜体,如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num
tuberculosis);属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属以上用拉丁文正体。

限制性内切酶: 首字母大写;前三个字母用斜体,后面的字母和编码正体平排,例如: BomH
I、EcoR I、Msp 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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