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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中心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防治对策

刘莹莹 、 马　宁 、 马　丽 、 张　娟 、 吴晓红

【摘要】目的　调查消毒供应中心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并且提出可行的防治对策。方法　以 201�

年 2 月 ~201� 年 7 月为时间段，选择我院消毒供应中心 22 名护理人员作为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0），评价其心理健康情况，并且以常模作为对照，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消毒供应中心护士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及精神病性指标评分分别为（1.��±0.�4）、

（1.74±0.41）、（1.�2±0.2�）、（1.7�±0.��）、（1.��±0.21）、（1.�7±0.2�）、（1.4�±0.�2）、（1.�7±0.��）、

（1.41±0.21），高于常模的（1.�7±0.4�）、（1.�2±0.��）、（1.��±0.�1）、（1.�0±0.��）、（1.��±0.4�）、

（1.4�±0.��）、（1.2�±0.41）、（1.4�±0.�7）、（1.2�±0.42），二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 0.0�）。

结论　消毒供应中心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其心理健康问题，采取可行的

措施进行干预，促进其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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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Nurses in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LIU Yingying，MA Ning，MA Li，et al.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nurses in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and put for-

ward feasibl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8 to July 2019，22 nurses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and their mental health was evaluated with 

the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and the norm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The 

scores of somatization，compulsion，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depression，anxiety，hostility，fear，paranoia and 

psychosis of nurses in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were（1.59（+0.34），（1.74（+0.41），（1.82（+0.25），（1.79（+0.53），

（1.68（+0.21），（1.67（+0.28），（1.49（+0.32），（1.67（+0.56），respectively. （1.41 + 0.21），higher than the norm

（1.37 + 0.48），（1.62 + 0.58），（1.65 + 0.61），（1.50 + 0.59），（1.39 + 0.43），（1.46 + 0.55），（1.23 + 0.41），（1.43 + 

0.57），（1.29 + 0.4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of nurses in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is poor. Therefor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take feasible measures to intervene to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Nurse；Mental health；Survey；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

中处置污染器械的区域，也是无菌物品供应的重要

科室，其主要负责各个临床科室污物的回收、清洁

以及消毒与发放等系列工作［1-2］。消毒供应中心的工

作性质及工作场所具有特殊性，很容易引起职业性

损伤，增加护理人员的身心负担［3］。因此消毒供应

中心护理人员大心理健康状况水平比一般护理人员

要低些［4］。本文探讨消毒供应中心护士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及防治对策。现在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7 月为时间段，选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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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消毒供应中心 22 名护理人员作为对象，均为女性，

年龄在 20~41 岁之间，平均年龄（29.93±4.81）岁；

护龄在 2~27 年之间，平均护龄（10.73±2.01）年。

学历：13 名大专学历，5 名本科学历，4 名中专学历。

职称：6 名护士，11 名护师，5 名主管护师。纳入标

准：（1）年龄 18~50 岁之间，女性；（2）自愿参与本

次研究且签署有知情同意书；（3）本研究经医院伦

理会批准同意。排除标准：（1）不愿参与本次研究

者；（2）年龄 >50 岁或者年龄 <18 岁者；（3）体检显

示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及其躯体疾病者；（4）

因各种因素无法坚持到研究结束者。另外，选择同

期 20 名其他科室的护理人员进行参照分析，11 名外

科，5 名内科，4 名妇科。

1.2　方法

（1）组建调查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消毒供应中

心护士长、主管护师，其中，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

主管护师为组员。成立调查小组后，对本研究的 22
名消毒供应中心护士进行心理调查，全面评估其心

理状况，咨询掌握护士的生活习惯、经济条件以及

文化程度和接受程度等，耐心倾听护士诉说，了解

护士的心理反应等。

（2）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症状自评量表

（SCL-90）［5］评定 22 名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其中，

该量表共涉及 9 个症状因子，分别是躯体化、强迫、

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及精神

病性，共有 90 个条目。受试者根据自己的感受，选

择没有、很轻、中度、偏重与严重，按照 1-5 级评

分法，对应分值 1、2、3、4、5 分，最终分值越高，

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低，相反，最终分值越低，说

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按照同样的方法，对 20 名其

他科室的护理人员进行调查，评价其心理状况。

（3）安排专人负责发放调查问卷，采取不记名

的方式进行调查，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护士进行填

写，并且填写完毕后及时上交。本研究填写时间控

制在 30 分钟内，当场发放，当场收回。

1.�　观察指标

 以常模为对照，分析比较常模组与护士组心理

健康状况，主要涉及 9 个指标，即躯体化、强迫、

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及精神

病性。另外，比较消毒供应中心护理人员与其他科

室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 SPSS 20.0 软件分析，t 检验计量资料（x

±s），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常模组与护士组的 SCL-90 各因子比较，有统计

学差异（P<0.05）。如表 1 所示。
表1　观察分析两组对象的SCL-90各因子评分

项目指标 常模组 护士组 t P

躯体化 1.37±0.48 1.59±0.34 4.595 0.000

强迫 1.62±0.58 1.74±0.41 3.291 0.009

人际关系 1.65±0.61 1.82±0.25 4.901 0.000

抑郁 1.50±0.59 1.79±0.53 6.293 0.000

焦虑 1.39±0.43 1.68±0.21 5.182 0.000

敌对 1.46±0.55 1.67±0.28 2.481 0.021

恐怖 1.23±0.41 1.49±0.32 3.948 0.007

偏执 1.43±0.57 1.67±0.56 6.821 0.000

精神病性 1.29±0.42 1.41±0.21 5.133 0.000

比 较 消 毒 供 应 中 心 护 士 与 其 他 科 室 护 士 的

SCL-90 各因子，如表 2 所示。
表2　不同科室护理人员心理状态比较

项目指标 其他科室护士 消毒供应中心护士 t P

躯体化 1.39±0.21 1.59±0.34 4.513 0.000

强迫 1.64±0.51 1.74±0.41 4.024 0.009

人际关系 1.69±0.56 1.82±0.25 5.473 0.000

抑郁 1.54±0.45 1.79±0.53 3.974 0.009

焦虑 1.64±0.78 1.68±0.21 0.456 0.413

敌对 1.49±0.52 1.67±0.28 3.345 0.016

恐怖 1.45±0.67 1.49±0.32 1.085 0.185

偏执 1.51±0.45 1.67±0.56 2.356 0.011

精神病性 1.38±0.64 1.41±0.21 0.947 0.136

表 2 显示，消毒供应中心护士与其他科室护

士除了焦虑、恐怖、精神病性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0.05），其他方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的评分高于

其他科室护士，存在明显差异（P<0.05），说明消毒

供应中心护士的心理状况不如其他科室。

3　讨论

消毒供应中心护士，工作环境较为特殊［6］。而

随着现代医疗对消毒灭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消

毒供应中心的工作内容持续扩大，对工作人员是一

个新的挑战［7］。护理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随着面临着

诸多不安全因素，相比其他护士，更容易发生职业

性损伤，故此，护理人员长期处于焦虑、紧张、不

安等情绪状态下，甚至是恐惧，对护理人员的身心

健康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影响［8-9］。对此，消毒供应中

心应该注重对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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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护士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及精神病性因子评

分都高于常模组（P<0.05），说明消毒供应中心护士

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本研究结果与许银卿等的研

究结果［11］基本吻合。表 2 显示，消毒供应中心的心

理状况不如其他科室护士。

影响消毒供应中心护士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较

多，包括：（1）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质量需要接受

全院临床科室的检验及监督，工作压力大，加上普

遍被认为工作技术含量较低，职业成就感差；（2）

消毒供应中心的护理人员的学历普遍不高，工作上

进心不强［12-13］。

因此，笔者建议：（1）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消毒

供应中心护士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提高消毒供应中

心护士对心理健康知识的认知程度，掌握心理危机

自我调节办法，培养其心理适应能力，保持良好身

心状态［14］；（2）设置心理咨询平台。解决护士的实

际问题，提高工作效率［15］；（3）采用人性化管理模

式。不仅关注其工作情况，而且适当关心其家庭生

活，给予其心理支持。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

少，样本来源单一，所以样本的代表性不足，而且

使用的调查工具也相对简单，今后的研究要扩大研

究样本，采用更丰富的工具来探讨消毒供应中心工

作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消毒供应中心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较

低，这可能与工作特殊性、工作环境等有关。我们应

该更多关注这一问题，采取可行的措施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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