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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疗法对精神科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和工作状态的影响

李志刚 、 邵新月 、 曹　楠 、 张艳华 、 郭　华

【摘要】目的　研究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对精神科医护

人员身心健康和工作状态的影响。方法　于 2015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选取了在我院精神科工作的

100 例医护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 A 组和 B 组，每组各 50 例。对 A 组给予正念减压疗

法，对 B 组给予常规基础知识学习活动，采用知觉压力量表（CPSS）、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对医

护人员的身心健康进行评价，并采用职业倦怠量表（MBI）、疲劳评定量表（FAI）对医护人员的工作

状态进行评价。结果　干预前，两组医护人员的 CPSS 、IWB、MBI 和 FAI 评分没有明显差异，干

预后，两组的 CPSS 评分均低于干预前（t = 8.254，8.758，P< 0.05）。且 A 组的评分显著低于 B 组

（t = 7.532，P< 0.05）；两组的 IWB 评分显著高于干预前（t = 8.942，7.351，P< 0.05）。且 A 组评分高

于 B 组（t = 7.867，P< 0.05）；干预后，A 组和 B 组 MBI 评分中的情感耗竭、去人格化维度得分均低于

干预前（t = 8.651、8.443，7.362、7.442，P< 0.05），且 A 组低于 B 组（t = 6.841，7.836，P< 0.05），而

个人成就感维度得分高于干预前（t = 8.753，7.484，P< 0.05），且 A 组干预后的个人成就感维度得分

高于 B 组（t = 7.211，P< 0.05）；干预后两组医护人员的 FAI 评分均低于干预前（t =，8.165，7.752，

P< 0.05）。A 组干预后的评分低于 B 组（t = 7.323，P< 0.05）。结论　正念减压疗法可以保护精神科医

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并改善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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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on mental health and working status in psy-
chiatric staff　　LI Zhigang，SHAO Xinyue，CAO Nan，et al. The psychiatric hospital of Zhumadian City，Zhu-
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in 

protecting medical staff's mental health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working status of medical staff. 

Method　100 medical staff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2015 to January 2018 were se-

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The medical staff in the group A（n=50）were treated with MBSR，while 

medical staff in the group B （n=50）receive activities of regular basic knowledge learning. The 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Index of Well-being（IWB），Maslach Burnout Index（MBI）and Fatigue Assessment Index（FAI）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mental health and working status of medical staff. Resul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cores of 

CPSS，IWB，MBI and FAIbefore he intervention. After intervention，the CPSS scores in both groups were decreased

（P<0.05），the score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P<0.05）. IWB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t =8.942，7.351，P<0.05），the score of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t =7.867，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depersonalized dimensions in MBI scores of group A and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t =8.651，

8.443，7.362，7.442，P<0.05）. Group A was lower than group B（t =6.841，7.836，P<0.05）. The score of per-

sonal achievement dimens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t =8.753，7.484，P<0.05）. The individual 

achievement dimension score of group A after interven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t =7.21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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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疗法（MBSR）是一种以正念为基础，

且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的一种减压疗法［1］。精神

科医护人员由于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会面临较大的

工作压力，可能对身心和工作状态带来不良影响。

因此，本试验探讨 MBSR 对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和工

作状态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试验研究于 2015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选取

了在我院精神科工作的 100 例医护人员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电脑随机分配的方式，随机将其分为 A 组

和 B 组，每组各 50 例医护人员。其中，A 组，男 23
名，女 27 名，年龄 24 岁 ~43 岁，平均年龄（27.53
±2.46）岁。工作年限 1 年～5 年，平均工作年限

（2.32±1.01）年。职业：医生 21 名，护士 29 名。B

组，男 25 名，女 25 名，年龄 23 岁 ~45 岁，平均年

龄（28.61±2.52）岁。工作年限 1 年 ~5 年，平均工

作年限（2.42±1.11）年。职业：医生 22 名，护士 28
名。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本项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的医护人员；（2）工作年限在 1 年以上的医

护人员。排除标准：（1）进修以及见习的医护人员；

（2）未按照本项目干预方式进行的医护人员。对 A

组和 B 组医护人员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 B 组给予常规基础知识学习活动，内容包括

减压方法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对 A 组给予正念减压

疗法，方法如下：（1）MBSR 学习阶段：组织精神科

医护人员学习 MBSR。在组织医护人员进行学习的过

程中，由专门的人员对 MBSR 进行介绍，并进行必要

动作的练习。（2）MBSR 集中练习阶段：在这一阶段，

其内容主要包括呼吸、冥想等。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践行实践练习。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分为集中练

习和分散练习。（3）MBSR 自由练习阶段：在这一阶

段，医护人员可结合自己的实际，选择适宜的时间

进行练习。（4）MBSR 分享阶段：在这一阶段，分享

自己的体会，并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共实施 12w。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干预前后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工

作状态。采用知觉压力量表（CPSS）、幸福感指数量

表（IWB）对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进行评价。其中，

CPSS 评分采用的是四级评分标准。正常范围为 0 分

~28分；压力较大的评分范围为 29分 ~42分；正常范围

为 43 分 ~56 分。IWB 评分评分范围为 2.1 分 ~14.7 分，

评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高。同时，采用职业倦怠量表

（MBI）、疲劳评定量表（FAI）对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

进行评价。MBI 量表共包括 3 个维度（情感耗竭、去

人格化、个人成就感），22 个项目。对于前两个维度，

评分越低表示职业倦怠的程度越轻，对于个人成就感

维度，评分越高表示程度越轻。FAI 量表采用 7 级评

分标准，共包括 29项，评分越低表示疲劳程度越轻。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x±s）进行配对 t 对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比较 A 组和 B 组不同疗法下干预前后

CPSS 评分和 IWB 评分

在比较干预前后 A 组和 B 组医护人员的 CPSS 评

分时，研究显示，A 组和 B 组干预前不存在统计学

差异（t =1.564，P>0.05）。两组干预后的 CPSS 评分

均低于干预前（t =8.254，8.758，P<0.05）。同时，

A 组的评分显著低于 B 组（t =7.532，P<0.05）。在

比较干预前后两组医护人员的 IWB 评分时，研究显

示，A 组和 B 组干预前不存在统计学差异（t =1.211，

P>0.05）。两组干预后的 IWB 评分显著高于干预前

（t =8.942，7.351，P<0.05）。同时，A 组评分高于

B 组（t =7.867，P<0.05），见表 1。

2.2　比较 A 组和 B 组不同疗法下干预前后的

MBI 评分

在比较干预前后 A 组和 B 组医护人员的 MBI

评分时，研究显示，A 组和 B 组干预前不存在统

计学差异（t =2.354，1.121，1.547，P>0.05）。干

预 后 ， A 组 和 B 组 M B I 评 分 中 的 情 感 耗 竭 、 去

The scores of FAI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t =  8.165，7.752，

P<0.05）. The post-intervention score of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t =7.323，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prot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and i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job burnout and job stress.

【Key words】Psychiatric department；Medical staff；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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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化维度得分均低于干预前（t =8.651、8.443，

7.362、7.442，P<0.05）。A 组低于 B 组（t =6.841，

7.836，P<0.05）；个人成就感维度得分高于干预前

（t =8.753，7.484，P<0.05）。A 组干预后的个人成

就感维度得分高于 B 组（t =7.211，P<0.05）。

2.3　比较 A 组和 B 组不同疗法下干预前后的

FAI 评分

在比较干预前后 A 组和 B 组医护人员的 FAI 评

分时，研究显示，A 组和 B 组干预前不存在统计学

差异（t =2.421，P>0.05）。干预后两组医护人员的

评分均低于干预前（t = ，8.165，7.752，P<0.05）。

A 组干预后的评分低于 B 组（t =7.323，P<0.05），见

表 2。
表2　比较A组和B组不同疗法下干预前后的FAI评分（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A组 50 61.76±10.11 52.11±7.14

B组 50 61.63±10.27 55.67±7.15

t 2.421 7.323*，8.156①，7.752②

P 0.119 0.006*，0.004①，0.005②

注：“①”表示A组干预前与干预后比较P<0.05；“②”表

示B组干预前与干预后比较P<0.05；“*”表示A组与B组相比

P<0.05。

3　讨论

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服务对象较为特殊，长期工作

会对其身心健康和工作状态产生不良影响。MBSR 是

Kabat-Zinn 于 1979 年提出的一种压力管理的心理治

疗方式，其核心是正念。在应用这一治疗方式的过程

中，其主要是通过各种训练方式，将个体的心理状态

进行改善的治疗方式。在进行训练时，积极鼓励练习

者合理运用自身的内部资源以及能力加强对自身体的

关注。这一治疗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身体放松以

及心灵平和的方式，实现生活的平衡。近年来，这一

疗法被广泛应用于医院医护人员管理中。

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常规的干预方式，采用

MBSR 对于减轻医护人员的知觉压力效果更好。这主

要是由于这一疗法是通过身心锻炼的方式，促使医

护人员能够更加关注生活中美好的积极的一面，因

而能够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因此，在保护精神科

医护人员身心健康的过程中，这一疗法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

研究还发现：采用 MBSR 对于减轻职业倦怠的程

度有重要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在对指导医护人员

进行练习的过程中，其会通过集体学习的方式，因

而能够促进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沟通，进而增加个人

存在感和个人价值，因而能够获得职业支持，从而

能够起到调节工作状态的目的。

综上所述，正念减压疗法可以保护精神科医护

人员的身心健康，对于改善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也

有显著的效果。但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精神科医护人

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状态，例如工作人员的家庭生

活状态、社会支持等，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研究，

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还需要更多的

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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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比较A组和B组不同疗法下干预前后CPSS评分和IWB评分（x±s，分）

组别 n
CPSS评分 IWB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A组 50 41.78±3.67 30.72±4.64 6.57±1.37 12.52±1.43

B组 50 41.61±3.63 35.57±5.38 6.69±1.45 9.37±1.35

t 1.564 7.532*，8.254①，8.758② 1.211 7.867*，8.942①，7.351②

P 0.211 0.006*，0.004①，0.003② 0.271 0.005*，0.002①，0.006②

注：“①”表示A组干预前与干预后比较P<0.05；“②”表示B组干预前与干预后比较P<0.05；“*”表示A组与B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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