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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同理心现状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张丽霞 1 、 张　琛 1 、 朱俊敬 1 、 刘文文 2

【摘要】目的　调查住院医师同理心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为开展住院医生的同理心教育和

培训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住院医师 180 名，用中文版杰弗逊同理心量表、大五

人格量表、压力知觉量表中文版及一般资料调查表进行信息收集。结果　被调查住院医师的同理心

总分为（97.18±10.43）分，处于中等水平；影响住院医师同理心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性别、是否持有

医师资格证、学历、培训时间、户口类型；同理心中的情感关怀与失控感、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

与外倾性人格有显著正相关；换位思考与紧张感、失控感、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与友善性人格

有显著正相关。结论　住院医师同理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压力中的紧张感、失控感及人格的特性

与同理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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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situation and related influence factors of Residents’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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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Zhengzhou 4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d the residents’ empathy and analyzed its related factor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residents empat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thods　180 residents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sampling，and 

surveyed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questionnaire（JSPE），NEO Five-Factor In-

ventory，Chinese version perceived stress scale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em-

pathy of the investigated residents was（97.18 ± 10.43），which was in the middle level；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evel of empathy of residents were gender，whether they had docto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education background，

training time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the emotional care of empathy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out 

of control and neuroticism，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traversion personality；transposition thinking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nervousness，out of control and neuroticism，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friendly personal-

ity. Conclusions　The resident's empathy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nervousness，out of control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re related to the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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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培养不仅要提升其专业素养，同时也

要培养其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能力。“同理心”是医

患关系建立的核心［1］，同理心是一种认知属性，包

括对患者经历、观念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良

好表达能力［2］，通过同理心，体现人文关怀，改善

医患关系［3］。同理心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每

个住院医师所具有的同理心水平不同，本研究用中

文版杰弗逊同理心量表医学生版来评估住院医师同

理心情况，探讨同理心的影响因素。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具有国家住院医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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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训资格的郑州市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对本

研究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共计 180 名，其中男性

88 人、女性 92 人；有医师资格证 121 人、无医师资

格证 59 人；本科 142 人、研究生 38 人；户口类型中

来源于县市 37 人、城镇 47 人、农村 96 人；培训时

间 0～1 年 42 人、1～2 年 75 人、2～3 年 63 人，培

训基地为内科 112 人、全科 68 人。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

设计，包含年龄、性别、是否持有医师资格证、学历、

培训时间等内容。 

1.2.2　中文版杰弗逊同理心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Jef 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questionnaire（JSPE））　本研究采用汉化的中文版 

Jefferson 同理心量表，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分为三

个维度，分别是观点选择、情感关怀和换位思考。

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形式，完全同意 7 分，同意 6
分，依次类推，完全不同意 1 分。条目 l，3，6，7，8，

11，12，14，18 和 19 为反向记分。量表总得分即为

全部条目得分总和，得分越高，同理心水平越高。

1.2.3　大五人格问卷　大五人格的中文版本是

由中国科学院的张建新教授翻译修订，该量表共 60
个条目，分为五个大的维度：外向性、宜人性、严谨

性、神经质、开放性。每个维度量表设置了 6 个测

量特质水平的子量表。采用等级评定的方式，总共

为 5 级，相应对应的分数为 0-4 分。

1.2.4　压力知觉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　用于测量个体的压力

感受，共包括压力的紧张感（7 个条目）、失控感（7
个条目）2 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5 级计

分法计分（0～4 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觉察到的压

力越大，总得分范围为 0～56 分，其中：总分 0～28
分表示正常范围、29～42 分表示压力较大、43～56
表示压力过大。

1.3　调查方法 

研究小组通过问卷星，严格把控填表质量要求，

制定研究用所有量表及问卷的二维码，组织 2018 级

规培医师于 2018 年 9 月至 11 月，按照问卷采用的统

一指导语的填写方法，根据真实的情况作答，选择

与真实想法最为接近的选项框，匿名填写，到截止

日期共收集有效问卷 180 例，导出 Excel 数据表格。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21.0 导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二分组变

量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 所有结

果均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住院医师同理心量表得分情况 

住院医师通过同理心量表测评得分呈正态分布，

同理心总分的均分为（97.18±10.43）分，被评估的

住院医师同理心各维度得分详见表 1。
表1　住院医师同理心自评各维度得分

维度 条目数 分值（x±s）

观点选择 2 7.24±2.29

情感关怀 8 30.88±6.01

换位思考 10 59.06±6.87

总分 20 97.18±10.43

2.2　住院医师同理心得分组间比较

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来自全科和内科

的不同培训基地的住院医师同理心得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在性别、是否持有医师资格证、学历、

培训时间、户口类型等方面，住院医师同理心总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住院医师同理心

得分明显高于男性；户口类型为农村的住院医师同理

心得分高于县市、城镇的住院医师同理心得分；尚未

获得医师资格证的住院医师的同理心要好于已获得

医师资格证的住院医师；本科毕业的住院医师的同理

心得分高于研究生毕业的同理心得分；刚参加培训工

作的住院医师的同理心总分要高于参加 1 年以上的

住院医师，详见表 2。

2.3　同理心各因子与压力知觉、大五人格各因

子的相关性分析

在大五人格分布中，本研究中的住院医师中开

放性、友善性和严谨性这 3 个特质的比例相对较高，

平均分均在 3.5 分以上，神经质的比例较低，平均得

分是 2.62 分。 在同理心各因子与压力感受及大五人

格的相关关系中，情感关怀与失控感、神经质有显

著的负相关，与外倾性人格有显著正相关；换位思考

与紧张感、失控感、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与友

善性人格有显著正相关，详见表 3。

3　讨论

同理心是医师职业素养的主要内容之一［4］，是

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具有较高同理心的医务

工作人员，往往具备更好的临床胜任力。本研究中

发现，接受调查的住院医师同理心的分数（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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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处于中等水平，略低于美国（120±12.0
分）［5］、意大利（115.1±15.55 分）［6］临床医生的平均

得分，这种差异可能是与各国医学教育体系及文化

背景不同相关。与国内的［7-9］研究结果一致。本研

究还发现，女性同理心平均分数高于男性，可能是

由于女性自身生理特点及外在的社会角色共同决定

的，这与相关研究［10-11］提出的“女性行为模式比男

性更富有同理心”的观点一致，女性更容易受情感

（情绪）因素的影响，使女性的共情能力大大高于男

性，因此女性体验到的感同身受也明显比男性强。

但是，女性是否占有绝对优势，仅通过此次调查的

数据并不能得出明确结论，本结果与以前的调查结

果类似［12］。

来自农村的住院医师的同理心好于来自县市

及城镇的住院医师。原因可能是农村生源住院医师

在农村比在城市见到更多生活困苦的人，所以更能

感受病人的处境及从病人角度考虑问题。这与韦旭

楠［1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跟样本的地域差异有

关。本研究发现，同理心水平随着医学生或医师年

资增高而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工作年限也是影响临

床医生同理心水平的因素之一。可能刚参加工作的

临床医生对工作有新鲜感和热情，个人承担的医疗

风险和责任也相对较小，工作中能够表现出较好的

同理心水平；而在规培工作的一年后，职业倦怠感逐

渐产生，其同理心水平逐渐下降。本研究显示本科

学历的住院医师同理心得分比研究生的高，可能与

本科期间开设的人文素质课程对人文关怀能力有了

提高，毕业后将这一能力应用到日常医疗实践，而

研究生阶段更看重的是科学研究工作有关；这与闻德

亮［14］、王巧红［15］的研究结果不同。本研究显示获得

医师资格证的住院医师比尚未获得医师资格证的医

生同理心分数高，可能与获得医师资格证的医师压

力相对较小，工作更自信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压力知觉中的失控感和紧张感

与住院医师同理心的情感关怀和换位思考呈负相关。

压力越大，住院医师同理心水平越差，这与国外的

研究结果一致［16］，压力较大时，比较容易产生负性

情绪，而负性情绪也与医生的同理心水平呈负性相

关［17-18］。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神经质人格与

情感关怀、换位思考呈负相关，外倾性人格与情感

关怀呈正相关，友善性与换位思考呈正相关，这个

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9］。高外倾性的个体比

较喜欢和擅长外交活动，自信、与人相处融洽；高友

善性的个体表现出信任、坦率、心软等特点，容易

产生站在病人的角度，为病人着想；然而高神经质

个体表现出的情绪波动、焦虑、冲动容易把病人的

情感拒之门外。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来源较为单一，

所以样本的代表性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住院医师同理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压力中的紧张感、失控感及人格的特性与同理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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