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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线医护工作者心理状况调查

邓茂林 、 杨　卓 、 邓湘辉 、 杨　勇 、 周　虎 、 伍小霞 、 王　允

【摘要】目的　研究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突发公共事件下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心理状态，为预防临

床一线医护工作者心理障碍提供资料。方法　应用心理健康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参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突发事件下医护工作者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心理评估，对各因子进行分析。 结

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 103 例一线医护工作者 SCL-90 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因子分

值均高于中国成人常模数值；女性总分值、强迫症状、焦虑因子测评结果分数均高于男性；35-44 岁

年龄组与 45～52 岁年龄组强迫症状因子测评结果分数明显增高，35~44 岁年龄组焦虑因子测评结果

分数明显增高；护士组在强迫症状、焦虑因子分值高于医生组；高级职称躯体化单因子结果高于中

级职称组，而强迫症状、焦虑因子中级职称组高于高级职称组；饮食、睡眠评估，88 例出现异常。

结论　应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一线医护工作者心理健康评估，重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一线

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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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vestigation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108 Physicians and Nurses Working at COVID-19 Area 
　　DENG Maolin，YANG Zhuo，DENG Xianghui，et al. Changsha Central Hospital，Changsha 41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mental health states of physicians and nurses working at COVID-19 area 

and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 Methods　The SCL-90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mental health of physi-

cians and nurses at COVID-19 area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Result　The total scores of physicians and nurses in 103 

cases，and the scores of somatization，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factor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hina's adult norm. Female scores，and the scor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factors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men. The scor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factor in 35-44 year-old group and 45-52 year-ol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25-34 year-old group. The scores of anxiety factors in the 35-44 age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scor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factors in the nur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doctor group；The scores of somatization in the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intermediate professional title group，while the scor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in the 

intermediate professional tit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 group；88 cases were abnormal 

in the evaluation of diet and sleep. Conclusion　To evaluate mental health stat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f physicians 

and nurses working at COVID-19 area，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physicians and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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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 12 月武汉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1］肺炎后，全

国投入大量的医疗资源防治疫情，由于疫情来势凶猛，

传染性强，医疗强度大，风险大，参与诊治的一线医

护工作者一部分出现心理障碍，本文通过 SCL-90 症

状自评量表了解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心理状态。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9 年 12 月 23 日 ~2020 年 2 月 20 日本院

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的 103 名一线医护工作

者（包括我院发热门诊、特殊感染病房、长沙公卫

中心定点收治新冠患者病房医护工作者），调查时间

为参与一线工作一周左右，其中男性 41 名，女性 62
名，年龄在 25 岁至 52 岁，平均 32.02±5.72 岁，25
岁至 34 岁 48 名，35 岁至 44 岁 44 名，45 岁至 52 岁

11 名，医生 39 名，护士 64 名，中级职称 71 名，高

［作者工作单位］长沙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长沙，410004）。

［第一作者简介］邓茂林（1981.09-），男，湖南长沙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重症医学。

［通讯作者］杨卓（Email：21637089@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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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称 32 名。

1.2 方法 

本调查使用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经向参与人

解释清楚量表使用方法和要求，由参与人独立自主

在 1 小时内完成表格。SCL-90 由 Derogatis 编制，是

目前心理健康评估使用最为广泛的量表之一，由 90
道题组成，共 9 个因子，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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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分为五个等级，分数越低心理健康

状态越好，单个因子大于等于 2 分或者总分大于等

于 160 分为阳性结果［2］。

1.3　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s 表示。两个独立样本

均数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总分大于等于 160分（67人）。单因子大于等于 2
分（73人）：躯体化（71人），强迫症状（67人），人际

关系敏感（13人），抑郁（11人），焦虑（71人），敌对（4
人），恐怖（5人），偏执（4）人，精神病性（1人）。

2.2　总体 SCL-90 测评结果与中国成人常模结

果比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线医护工作者总体 SCL-90
测评结果与中国成人常模结果比较见表 1。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一线医护工作者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

焦虑因子分值均高于中国成人常模数值［3］，P<0.05，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总体SCL-90测评结果与中国成人常模结果比较（分数，

x±s）

观察指标 一线医护（n=103） 中国成人常模 P

总分 1.58±0.52 1.44±0.43 <0.05

躯体化 1.68±0.45 1.37±0.48 <0.05

强迫症状 1.95±0.52 1.62±0.58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68±0.42 1.65±0.51 >0.05

抑郁 1.55±0.55 1.50±0.59 >0.05

焦虑 1.89±0.48 1.39±0.43 <0.05

敌对 1.42±0.65 1.48±0.56 >0.05

恐怖 1.30±0.45 1.23±0.41 >0.05

偏执 1.45±0.48 1.43±0.57 >0.05

精神性 1.26±0.38 1.29±0.42 >0.05

2.3　不同性别比较 

不同性别医护人员 SCL-90 测评结果比较见表

2。女性总分值、强迫症状、焦虑因子测评结果分数

均高于男性，P<0.05，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2　不同性别医护人员SCL-90测评结果比较（分数，x±s）

观察指标 男性（n=41） 女性（n=62） P

总分 1.52±0.50 1.63±0.56 <0.05

躯体化 1.67±0.39 1.69±0.47 >0.05

强迫症状 1.89±0.61 1.98±0.56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66±0.55 1.68±0.51 >0.05

抑郁 1.52±0.43 1.56±0.53 >0.05

焦虑 1.68±0.55 1.96±0.49 <0.05

敌对 1.41±0.57 1.43±0.66 >0.05

恐怖 1.24±0.43 1.31±0.51 >0.05

偏执 1.43±0.46 1.45±0.52 >0.05

精神性 1.25±0.44 1.26±0.46 >0.05

2.4　不同年龄组测评结果比较 

不 同 年 龄 组 S C L -90 测 评 结 果 比 较 见 表 3。

35~44 岁组与 45~52 岁组在强迫症状无统计学差异，

较 25-34 岁组强迫症状因子测评结果分数明显增高，

P<0.05。25~34 岁组与 45~52 岁组焦虑因子测评结

果无统计学差异，较 35~44 岁组减低，有统计学差

异，P<0.05。
表3　不同年龄医护人员SCL-90测评结果比较（分数，x±s）

观察指标
25-34岁
（n=48）

35-44岁
（n=44）

45-52岁
（n=11） P

总分 1.56±0.48 1.59±0.43 1.57±0.55 >0.05

躯体化 1.67±0.44 1.68±0.49 1.71±0.43 >0.05

强迫症状 1.91±0.59 1.97±0.52 1.98±0.56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67±0.50 1.68±0.43 1.68±0.52 >0.05

抑郁 1.52±0.45 1.55±0.59 1.55±0.45 >0.05

焦虑 1.87±0.48 1.95±0.49 1.86±0.54 <0.05

敌对 1.43±0.58 1.42±0.46 1.42±0.66 >0.05

恐怖 1.32±0.55 1.31±0.49 1.28±0.41 >0.05

偏执 1.43±0.56 1.44±0.47 1.46±0.51 >0.05

精神性 1.25±0.34 1.26±0.49 1.25±0.39 >0.05

2.5　医生和护士间比较 

一线医生和护士间 SCL-90 测评结果比较见表

4。护士组在强迫症状、焦虑因子分值高于医生组，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6　不同职称比较 

在一线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不同职称 SCL-90 测评

结果比较见表 5。其中高级职称躯体化单因子结果高

于中级职称组，而强迫症状、焦虑因子中级职称组

高于高级职称，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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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医生组和护士组SCL-90测评结果比较（分数，x±s）

观察指标 医生组（n=39） 护士组（n=64） P

总分 1.58±0.45 1.57±0.57 >0.05

躯体化 1.70±0.44 1.67±0.52 >0.05

强迫症状 1.88±0.58 1.98±0.50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67±0.38 1.68±0.52 >0.05

抑郁 1.48±0.52 1.51±0.59 >0.05

焦虑 1.88±0.47 1.95±0.54 <0.05

敌对 1.40±0.45 1.43±0.66 >0.05

恐怖 1.28±0.40 1.32±0.47 >0.05

偏执 1.44±0.32 1.45±0.59 >0.05

精神性 1.26±0.48 1.26±0.42 >0.05

表5　中级职称组和高级职称组SCL-90测评结果比较（分数，
x±s）

观察指标 中级组（n=71） 高级组（n=32） P

总分 1.57±0.56 1.59±0.53 >0.05

躯体化 1.66±0.34 1.73±0.47 <0.05

强迫症状 1.99±0.61 1.92±0.57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69±0.45 1.66±0.41 >0.05

抑郁 1.53±0.54 1.55±0.59 >0.05

焦虑 1.92±0.52 1.82±0.42 <0.05

敌对 1.41±0.43 1.42±0.66 >0.05

恐怖 1.31±0.44 1.27±0.49 >0.05

偏执 1.43±0.62 1.45±0.57 >0.05

精神性 1.25±0.56 1.26±0.41 >0.05

2.7　SCL-90 其他数据分析 

103 例一线医护工作者的饮食、睡眠评估，88
例出现异常。 

3　讨论

2019 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全球，

由于其高传染性、长潜伏期、低致死率的特点，出

现大规模感染，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我国感染

人数达 75993 人，死亡人数达 2239 人，全国参与一

线治疗的医护人员达数十万人，其他省投入湖北支

援的医护人员也达数万人。2003 年我国 SARS 肆虐，

参与一线治疗的的医护工作者经前、后期心理评估，

仍有一部分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障碍［4］。鉴于前期

的经验，加强对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心理情况的关注

和早期干预，有助于在经过高强度工作后的医护工

作者心理状态的恢复。

本调查发现，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的一

线医护人员 SCL-90 的总分值以及躯体化、强迫症状、

焦虑单因子分值均明显高于我国成人常模下的监测结

果。在监测指标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

护士组的强迫症状、焦虑因子分值高于医生组，医生

比护士在心理状态下更稳定。25～34 岁与 45～52 岁

医护工作者，在高强度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心态

更稳定，而 35～44岁之间的医护工作者焦虑情绪更严

重，可能与医护工作者婚育年龄较晚有关，年龄越大，

家庭担忧越多。学历越高，其强迫症状、焦虑情绪越

低，但躯体化症状越明显，可能与其职称越高，年龄

越大，身体素质越差有关，更多的医护工作者在长期

的高强度的工作中，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5，6］，更需

加强对医护工作者身体素质的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强传染性，抗疫一线的医

护工作者，需在密闭的环境中工作，由于需很强防

护，穿入隔离服需数小时不能进食、进饮及其他活

动，在诊疗过程中，为防止被感染，或者因感染传

给家人、同事等，会出现反复消毒、洗手等现象。

面对突发事件，激发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正常心理

表现［7］，一线医护人员也不例外，表现为躯体化、

强迫症状，体力及精神严重透支，饮食、睡眠均出

现异常，随后更严重的焦虑情绪出现，甚至部分出

现心理障碍，会出现抑郁、恐怖心理，并伴随工作

后的一段时间，影响其心理健康，因此加强对一线

医护工作者心身健康的关注，有利于使一线工作者

在“抗疫”工作后更好回归生活。

在本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一线

医护工作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精神可贵。通

过本调查，部分一线工作者出现了异常的心理状态，

并且机体健康也出现了报警，需及时加强引导，必

要时加强心理疏导，同时需解决一线工作者家庭、

生活的后顾之忧，为其在“抗疫”工作发挥更大作用

及心理健康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2.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1．
3. 金华，吴文源，张明园 . 中国正常人 SCL-90 评定结果的初

步分析［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6，12（5）：260.
4. 尹平，潘小平，赵子文，等 . SARS 病区医护人员的心理

健康及心理干预影响的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4，12（4）：257-259.

5. 吴依诺，曹曼，吴世超，等 . 我国 144 家三级公立医院医
护人员自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医院管理杂
志，2019，35（9）：712-718.

6. 《医师执业白皮书》发布［J］. 中国医院院长，2018（2）：10.
7. 刁鹏飞 . 心理防御机制的研究综述［J］. 科教导刊，2015，

37（8）：176.
（收稿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