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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接受心理干预后的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变化分析

敖秀兰 、 张　婷 、 程　维 、 柴　文 、 倪　芹 

【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人员接受心理干预后的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变化。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医院在岗护理人员 80 例进行研究，依据数字随机表法将 80 例护理人员分别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宣教式护理，观察组给予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人

员的职业压力及心理健康情况评分及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情绪枯竭、去人

格化倾向及 SCL-90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的水平，个人成就感的评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及对

照组的水平，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对照组的情绪枯竭、去人格化倾向以及个

人成就感和 SCL-90 评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护理文书书

写质量评分、护理差错评分以及医患认可评分均分别显著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的水平，差异均含有

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干预后对照组的护理文书书写质量评分、护理差错评分以及医患认可评

分均分别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根据 Pearson 法分析相关性可知，

随着护理人员职业压力的增加，其心理健康也表现出更差的趋势，因此，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与其

心理健康呈负相关联系（r= -0.734，P= 0.001）。结论　为护理人员实施心理护理有利于较好地改善

其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并可提升护理质量，效果明显，值得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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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occupation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nurses 
　　AO Xiulan，ZHANG Ting，CHENG Wei，et al. Department of nursing of the affiliated Lu'an Hospital of Medical 
University Of Anhui，Lu'an 237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study and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changes after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nursing staff. Methods　A total of 80 nurses working in th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5 to 

October 2015  were selected.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includ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education nurs-

ing，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pared two groups of nurses'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scale，and nursing personnel of nursing quality.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emotional exhaustion，depersonalization and SCL-90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level of the control group，sense of personal achievement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level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ll P<0.05）.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emotional exhaustion，depersonalization and SCL-90 scores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ll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do the writing quality of nursing 

documents prognostic score，the nursing error score and patient recognition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level of the control group，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con-

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do the writing quality of nursing documents prognostic score，the nursing error score 

and patient recognition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ccording to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with the increase of nurses' pro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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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压力为当人们的职业要求超出身体常态机

能承受能力时而导致的压力，造成职业压力的原因

较多，包括工作负荷量过大、责任过重以及岗位或

工作性质发生改变等。经研究发现，职业压力会造

成工作绩效下降，同时还是影响护理人员职业健康

的一项重要消极因素，机体长期承受较大职业压力，

会出现工作倦怠感、焦躁以及抑郁等不良反应，引

起社会高度关注［1］。经调查发现，护理人员工作量

大且专业要求高，普遍承受较大职业压力，其身心

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多表现为心理状态不佳，导致

其工作积极性和护理质量均有所下降［2］。有学者提

出，为护理人员定期实施心理干预，对职业压力所

引起的各种不良心理反应均具有改善作用，有助于

激发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适应能力及工作效率等，

对护理人员幸福感的自我提升起到有效的促进作

用［3-4］。本文通过分析心理干预对护理人员职业压力

及心理健康的影响效果，以期能更好地帮助护理人

员提高护理质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医院在岗护理

人员 80 例进行研究，年龄为 20～35 岁，平均 28.23
±2.11 岁。入选标准：（1）年龄≥ 20 岁；（2）女性；

（3）在岗时间≥ 1 年。排除标准：（1）存在各类器

质型疾病；（2）入组前已有严重的抑郁症者；（3）处

于妊娠期或哺乳期者。依据数字随机表法对 80 例护

理人员进行分组，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

护理人员年龄 20～33 岁，平均 27.68±2.07 岁；文化

程度为大专者 26 例，本科及以上者 14 例。职称为

护士者 26 例，护师者 12 例，主管护师 2 例。对照

组护理人员年龄 21～35 岁，平均 27.73±2.09 岁；文

化程度为大专者 27 例，本科及以上者 13 例。职称

为护士者 25 例，护师者 13 例，主管护师 2 例。比较

两组护理人员的上述基线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所有护理人员对本次研究均

已知情同意，且医院伦理委员会已批准并允许实施。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护理　给予常规宣教式护理，护

士长时常和对照组护理人员进行交流，并鼓励举办

能够放松工作压力的聚会型活动，叮嘱护理人员尽

量合理安排工作量，按时休息。

1.2.2　观察组护理　在对照组基础上对观察组

护理人员进行正规心理干预，具体包括：（1）树立

正确环境认知。培养护理人员正确工作环境认知，

消除其对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对象等不良观念，帮助

其超正确方向引导。开展医院环境调查交流活动，

鼓励护理人员大胆提出工作环境不足之处，对于确

实存在不足之处则共同讨论相关改进方法，调动其

对自身工作环境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要通过交流

方式让护理人员深刻认识到环境认知的多样性，改

变抑郁的工作心态，对工作环境和对象的抱怨心理

消失，之前的不良心理状态则会自然消除。（2）培

养健康工作态度。经常组织学习护理工作职业使命，

培养健康积极工作态度。鼓励护理人员保持乐观心

态，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怀着感恩的心情完成工

作，积极发现工作生活中的快乐，并且乐于和同时

分享。开展各类党团日活动以及关爱敬老院老人活

动等，培养护理人员协作互助以及关爱他人的品质。

（3）组织学习自我调节。加强对护理人员进行心理

卫生方面健康教育，努力帮助其提高自我认知以及

自我调节等能力。经常组织学习释放压力的方法，

例如静坐休息、倾听舒缓音乐以及经常放声大笑等。

并在业余实践开展聚会、聚餐等集体性活动，同事

之间多倾诉交流。同时，鼓励护理人员积极思考实

践更多新型减压方式，并定期互动交流，共同探讨

分享自我调节的方法。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及心理健康情况

评分，以及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其中职业压力评

分应用 Maslach 工作疲溃感量表进行评价［5-6］，此量

表包含情绪枯竭和去人格化倾向，以及个人成就感

三个子项目，其中情绪枯竭和去人格化倾向得分值

sional pressure，their mental health also showed worse trend. Therefore，nurses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r= -0.734，P=0.001）.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psychological ca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ccupation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and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the effect is obvi-

ous，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Nurse；Occupation stress；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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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个人成就感得分值越高，表示护理人员的职

业压力越小。心理健康情况评分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进行评价，此量表共 9 个项目，计 90 个

子项，总分值超过 160 分则可考虑为筛查阳性。护

理人员的护理质量则通过医院自拟护理质量量表进

行评价，共包含护理文书书写质量评分、护理差错

评分以及医患认可评分三个项目，每项最高分为 5
分，分值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好。

1.4　计学方法 

利用 SPSS20 .0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数据以

（x±s）表示，实施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及心理健康情况

评分的比较

两组干预前的职业压力及心理健康情况评分比

较，差异不显著（P>0.05）。干预后观察组的情绪

枯竭、去人格化倾向及 SCL-90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

前及对照组的水平，个人成就感的评分显著高于干

预前及对照组的水平，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对照组的情绪枯竭、去人格化倾

向以及个人成就感和 SCL-90 评分与干预前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比较，差异不

显著（P>0.05）。干预后观察组的护理文书书写质量

评分、护理差错评分以及医患认可评分均分别显著

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的水平，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干预后对照组的护理文书书写质量

评分、护理差错评分以及医患认可评分均分别显著

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下表 2。

2.3　护理人员职业压力与其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分析

根据 Pearson 法分析相关性可知，随着护理人员

职业压力的增加，其心理健康也表现出更差的趋势，

因此，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与其心理健康呈负相关

联系（r= -0.734，P=0.001）。

3　讨论 
伴随医学的不断发展，医疗模式也得到较大程

度的改进，护理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得到认可，这也

使得医院和社会等对护理工作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

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同样与日俱增。经研究证实，

长期且反复性承受过大职业压力的刺激，会导致机

体出现情绪化改变，通常表现为精神倦怠、工资效

率下降以及情绪焦躁易激等不良反应［7-8］。护理人员

作为医院重要群体，每日所面临的工作不但繁杂，

而且还有较高专业要求，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患

者恢复情况。因此，护理人员多数长期承受巨大职

业压力，其身心健康均受到严重干扰，护理人员多

表1　两组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及心理健康情况评分的比较（例，x±s）

组名
情绪枯竭 去人格化倾向 个人成就感 SCL-90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0） 25.21±8.92 16.74±5.12* 7.83±3.35 5.52±2.80* 28.89±9.41 40.21±13.91* 165.25±55.46 136.25±45.59*

对照组（n=40） 25.33±8.87 24.61±8.40 8.10±2.78 7.35±2.16 29.03±9.32 29.17±10.03 166.34±56.06 163.17±54.68

t 值 0.060 5.060 0.392 3.273 0.067 4.072 0.087 3.392

P 值 0.952 0.000 0.696 0.002 0.947 0.000 0.931 0.019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表2　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比较

组名
护理文书书写质量评分 护理差错评分 医患认可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0） 3.21±1.47 4.88±0.11* 3.17±0.32 4.89±0.10* 3.31±1.22 4.79±0.11*

对照组（n=40） 3.19±1.52 3.57±0.24* 3.16±0.37 4.24±0.23* 3.28±1.39 4.27±0.12*

t 值 0.060 31.382 0.129 16.391 0.103 20.203

P 值 0.953 0.000 0.898 0.000 0.919 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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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职业倦怠和抑郁情绪等表现。多项研究均显示，

工作能力以及创造力等不仅受到工作者本身智力情

况影响，而且还取决于是否具有较高工作积极性和

健康心理状态［9-10］。因此，为职业压力较大的护理人

员进行心理干预，缓解并改善其不良心理状态，对

维护护理人员身心健康以及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均十

分关键。

职业压力通常来源于外部工作环境以及职员

内心，因此，缓解护理人员职业压力的相关心理干

预，也应该从树立正确环境认知和培养健康工作态

度着手，同时帮助其学习并掌握多种缓解压力的方

法，进而达到自我减压和调节心理状态。本文经研

究发现，干预后观察组的情绪枯竭、去人格化倾向

及 SCL-90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的水平，个

人成就感的评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的水平，

且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与其心理健康呈负相关联系，

提示对护理人员进行心理护理之后，能够明显改善

其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可

能是因为观察组实施的心理护理措施在工作环境认

知方面，帮助护理人员以正确态度对待工作环境。

同时，通过开展交流探讨活动，共同改善工作环境，

可以提升护理人员工作归属感和在医院的主人翁意

识，调动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其更加努力完成工

作，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乐观的工作态度是高品

质工作质量的关键，同时，积极向上的情绪也是保

持健康身心状态的关键。通过心理干预培养护理人

员健康工作态度，可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同时还

会感染周围同事，有利于提高整体工作自信心和幸

福感，带动整个团队都保持乐观积极工作氛围。开

展各类党团日和探访敬老院活动，可增加工作团体

凝聚力和协作互助能力，并激发护理人员对他人的

关爱之心。而注重并加强有关心理卫生方面健康教

育，可提升护理人员对自身心理健康的认识和重视，

同时还可帮助其消除消极工作心理，提高工作积极

性。Sobekwa 等 ［11］也有类似报道指出，护理人员工

作之余积极开展各项集体活动，多接触交流，有助

于消除工作中产生的误会，并加深信任感和合作默

契。组织学习自我调节减压方法，可使护理人员在

认识到自身工作消极情绪的同时能够做到自我缓解。

同时，通过发现并分享自创型自我心理调节方法，

不但能够提升其成就感，还可以增强同事间关心互

动，达到共同进步的效果，并有利于护理人员端正

护理工作的态度，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本文干预

后观察组的护理文书书写质量评分、护理差错评分

以及医患认可评分均分别显著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

的水平，这再次证实了对护理人员实施心理护理能

够较好地增加护理质量。在国外 Kane 等 ［12］的相关

报道中也可发现相似报道结果。

综上所述，为护理人员实施心理护理有利于较

好地改善其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并可提升护理质

量，效果明显，值得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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