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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科护士的心理压力与成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徐金霞 、 杨青丽 、 吴春芳 、 程金歌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科护士的心理压力与成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期间选择本院新生儿科室护理人员 72 名作为观察组，另选择同时间段其他科室护理

人员 72 名作为对照组，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分析护理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同时观察组护理

人员心理压力与成长水平的影响因素，探讨改善措施。结果　与中国常模相比，观察组护理人员在

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等因子均明显偏高（P< 0.05）；对照组与观察组护理人

员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护

理人员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等因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护龄、职称、婚姻状况为影

响新生儿科护理人员心理健康与成长水平的主要因素，P< 0.05。结论　新生儿科护理人员心理压力

较大，心理健康与成长水平较差，表现为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敌对等因子，其中护龄、职称、

婚姻状况为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新生儿科护理人员；心理压力；成长水平；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5-0929-03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growth level of nurses in neonatal depart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XU Jinxia，YANG Qingli，WU Chunfang，et al. Luohe Central Hospital，Luohe 46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growth level of nurses in neonatal depart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7 to December 2018，72 nurses in the neonatal depart-

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72 nurses working in other patients ward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nurses，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growth level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nalyzed. Result　The mental health and growth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adults in the Chinese norm（P<0.05）. The levels of somatization，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ther factors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P<0.05）. Nursing age，

professional title and marital status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and growth level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P<0.05）. Conclusion　Neonatal nurses have high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poor 

mental health and growth level，which are manifested by somatization，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anxiety and 

hostility. Nursing age，professional title and marital statu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Key words】Neonatal nursing staff；Psychological stress；Growth level；Influencing factors

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落实“以人为本”、“以患者

为中心”及护理理念日益受到重视［1］。护理工作的高

要求带来压力。对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

响。由于新生儿的特殊性，新生儿科护理人员的心

理健康尤其需要重视［2］。成长水平影响护理人员的

心理健康，导致护理质量受到影响，需要重视［3，4］。，

因此，本次研究在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期间

对本院新生儿科室护理人员 72 名和其他科室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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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结合调查问卷进行护理人员一般情况统计，包

含性别、年龄、支撑、婚姻及工作年限等。采用症

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心理健康及成长水平评

价，包含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采用 5 级评

分法，分数越高心理健康及成长水平越差。

护理人员均在研究人员指导下自行完成问卷调

查及评价。

1.3　观察指标

以中国常模健康成人症状自评量表（SCL-90）

为标准，评价观察组心理健康及成长水平；比较对照

组与观察组心理健康及成长水平各因子水平；

自变量赋值：年龄：0 为≥ 25 岁，1 为≤ 25 岁，

学历：0 为本科及以上，1 为中专及大专，护龄：0 为

≥ 5 年，1 为≤ 5 年，职称：0 为护士以上，1 为护士；

婚姻状况：0 为已婚，1 为未婚，心理健康及成长水

平：0 为≥ 160 分，1 为＜ 160 分。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输入到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中处理，计

量资料采用平均数 ± 标准差表示，以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率表示，以卡方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

析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 为统计值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中国常模健康成人心理健康及成

长水平分析

分析表 2 可知，与中国常模健康成人心理健康

及成长水平，观察组护理人员在躯体化、强迫症状、

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等因子均明显偏高，比较

差异显著，P<0.05。

员 72 名进行比较分析，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期间选择本院新生

儿科室护理人员 72 名作为观察组研究资料，另选择

同时间段其他科室护理人员 72 名作为对照组研究资

料，均为女性，护龄＞ 1 年，全日制中专及以上护

理专业毕业，具备护士执业证书［5］。护理人员均知

晓本次研究内容及目的，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对照组护理人员年龄在 21 岁 ~50 岁之间，护龄 1 年

至 24 年；观察组护理人员年龄在 21 岁 ~50 岁之间，

护龄 1 年 ~25 年；排除实习护士、不愿意接受调查人

员等。两组护理人员基本资料详见表 1，比较无差异

显著性，P>0.05。

表1　两组护理人员基本资料分析（％，x±s）

组别 数量 年龄（岁） 护龄（年）
职称 学历

已婚
护士 护师 主管护师 副主任护师 中专 大专 本科

观察组 72 32.12±3.24 11.12±1.24 35（48.61）28（38.89） 7（9.72） 2（2.78） 38（52.78） 27（37.50） 7（9.72） 50（69.44）

对照组 72 32.08±3.12 11.03±1.14 37（51.39）27（37.50） 6（8.33） 2（2.78） 36（50.00） 29（40.28） 7（9.72） 48（66.67）

T/χ2 -- 0.07 0.45 0.15 0.12 0.12

P -- 0.94 0.65 0.98 0.93 0.72

表2　观察组与中国常模健康成人心理健康及成长水平分析（分，x±s）

组别 数量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观察组 72 2.14±0.76 2.02±0.74 1.65±0.68 1.93±0.72 1.85±0.71 1.88±0.91 1.58±0.56 1.51±0.61 1.35±0.53

中国常模 1388 1.35±0.52 1.54±0.58 1.62±0.73 1.51±0.49 1.32±0.46 1.68±0.74 1.18±0.48 1.49±0.59 1.31±0.48

t -- 12.23 6.74 0.34 6.89 9.22 2.20 6.83 0.27 0.68

P -- 0.00 0.00 0.73 0.00 0.00 0.02 0.00 0.77 0.49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心理健康及成长水平分析

分析表 3 可知，对照组与观察组护理人员人际

关系敏感、抑郁、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

因子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人员

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等因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

2.3　影响护理人员心理压力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分析表 4 可知，护龄、职称、婚姻状况为影响

新生儿科护理人员心理健康与成长水平的主要因素，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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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影响护理人员心理压力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β Waldχ2 OR（95％CI） P

护龄 1.295 11.418 2.884（1.829，6.278） ＜0.001

职称 0.979 9.815 3.118（1.749，5.286） ＜0.001

婚姻 0.801 3.566 0.292（1.105，0.857） ＜0.001

3　讨论

近年来我国护理事业发展迅速，对护理人员的

护理能力、责任心等均提出更高的要求，给护理人

员带来很大的压力［6-9］。新生儿科作为主要面对新生

儿的科室，患者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出现急危重症，

且病情变化快、发展快等，尤其患儿家长在急切心

理下易难以控制自身行为，继而易引起医患纠纷。

所以新生儿科护理人员压力大，导致护理人员易出

现心理问题［10-15］。

本次研究发现：与中国常模健康成人心理健康及

成长水平，观察组护理人员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等因子均明显偏高；观察组护

理人员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等因子水平显著高于

对照组；表明新生儿科室护理人员存在一定的身心症

状，多表现为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敌对、

恐怖等，而与其他科室相比，在躯体化、强迫症状、

焦虑等方面更加严重，本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

进一步分析发现：护龄、职称、婚姻状况为影响新生

儿科护理人员心理健康与成长水平的主要因素。表明

改善护理人员心理健康与成长水平需注重对其专业素

养的管理培训，促使其在积累护理经验的同时，促进

自身能力增长，即使面对高职称工作压力也能够以健

康积极的心态面对。医院管理人员需重视护理人员的

身心健康，落实人性化管理模式，尽量减轻工作强度，

确保护理人员有松懈排解的时间。护理人员应认识到

自身心理问题，注重自我疏导和自我调节，以积极的

态度开展护理工作，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利于

护理工作顺利开展。

综上所述，新生儿科护士的心理压力与成长水平

较差，其中护龄、职称及婚姻状况为主要影响因素，

需重视对其职业素养的管理培训，确保改善心理压力，

提高护理质量。不过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考察的因素

也比较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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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照组与观察组心理健康及成长水平分析（分，x±s）

组别 数量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观察组 72 2.14±0.76 2.02±0.74 1.65±0.68 1.93±0.72 1.85±0.71 1.88±0.91 1.58±0.56 1.51±0.61 1.35±0.53

对照组 72 1.75±0.45 1.68±0.51 1.63±0.64 1.89±0.73 1.58±0.67 1.85±0.79 1.52±0.58 1.50±0.59 1.34±0.54

t -- 3.74 3.21 0.18 0.33 2.34 0.21 0.63 0.09 0.11

P -- 0.00 0.00 0.85 0.74 0.02 0.83 0.52 0.92 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