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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管理模式干预对手术室护理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及心理状态的影响

陈栋力 、 赵海运 、 保吉红 、 张增梅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人性化管理模式干预对手术室护理工作人员的效能感、心理状态的影

响。方法　选取 2019 年 08 月～2020 年 08 月期间本院手术室从事护理工作的 80 例工作人员作为研

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0 例给予常规管理，研究

组 40 例给予人性化管理模式干预。观察比较管理前后护理人员的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分，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评估护理人员的管理满意度和护理差错事件

发生率。结果　管理后，研究组护理人员的 GSE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SDS 评分和 SAS 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且护理差错发生率少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人性化管理模式干预能缓解手术室护理人员的负面心理状态，进一步增强其自

我效能感，减少护理差错发生率，管理满意度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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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management mode intervention on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nurs-
ing staff in operating room　　CHEN Dongli，ZHAO Haiyun，BAO Jihong，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management mode intervention on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nursing staff in operating room. Methods　 A total of 80 nursing staffs in the operating room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9 to August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40 

cases）were given routine management，and the study group（40 cases）were given individualized management mode 

intervention. The self-efficacy scale（GSES）score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cores and self-rating anxi-

ety scale（SAS）scores of nursing staff before and after management were compared and the nursing staff's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 event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management，GSES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DS and SA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

dividualized management mode intervention can alleviat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operating 

room，further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with high management sat-

isfaction，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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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 Banduratu 于

1977 年所提出，是一种人类自我意识，并将其视为

社会学习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个体完成

既定目标所需要的执行判断能力和行为组织能力［1］。

手术室是临床抢救危重患者的主要场所，对相关护

理措施的配合具有较高的要求，从事手术室护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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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相关人员需要时常应对突发事件且日常工作强

度较高、琐事繁多，造成的心理压力大［2-3］。基于此，

手术室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自我效能感对手术

室整体护理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4］。人性化管理模

式是现代临床中一种比较新颖的干预模式，指的是

在互联管理中有序的、有计划的贯彻落实“以人为

本”理念，高度重视护理人员身心健康、需求和人

格尊严，让护理人员对自我价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进而激发护理人员对待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

极性，以更好的服务于患者，提高手术室护理水

平［5-6］。本研究特此以 80 例手术室护理工作人员作

为观察对象，重点观察人性化管理模式的应用价值，

以供临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08 月～2020 年 08 月期间本

院手术室从事护理工作的 80 例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

象。入组标准：遵循自愿参与原则；在手术室从事护

理工作 1 年以上；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知情同意且已

经签署研究同意书。排除标准：中途退出；非自愿者。

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

求。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研究组包括 2 例男性

和 38 例女性，年龄 23～50 岁，均龄（35.6±12.5）

岁。对照组包括 3 例男性和 37 例女性，年龄 24～50
岁，均龄（35.5±12.7）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管理，主要根据排班情况进行

管理，以护理部制定的规范标准实施各项护理活动。

研究组给予人性化管理模式干预，即（1）完善

规章制度。让手术室护理工作者深入明白护理规章

制度是临床多年实践以来的总结，同时也是落实各

项护理活动最为主要的一项基本准则，严格按照护

理规章制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规避不良护理事件

的发生或差错事故。基于此，完善健全手术室护理

规章制度，比如环境隔离消毒清洁制度、患者资料

信息核查制度、输血制度、工作交接班、医院感染

防控、药品物品管理以及考核奖惩制等，并将各项

制度一步一步落到实处；（2）人性化管理。多关注

护理人员心态变化、工作状态，关心护理人员生活

工作压力，尽量满足其合理需求，对其工作成绩、

劳动成果给予肯定、尊重；通过面对面交流沟通、信

任等感情激励手段，充分展现出“以人为本”理念。

每月开展 1 次总结会议，并总结当月护理工作情况，

与此同时，积极与大家沟通，了解大家有无困难，

每个月进行一次团建活动或者是其他娱乐项目，以

此来减轻其身心负担，与其紧密情感。日常护理排

班尝试弹性工作制，以护理人员业务能力、年龄、

家庭及身体情况进行合理排班，若护理人员有特殊

情况，尽力解决其困难，满足其需求；（3）组建护

理质控小组。根据护理人员业务能力、性格特征，

给予一定的管理权限，组建护理质控小组，并在小

组活动中充分发挥每位工作者的自我价值，调动其

积极性，激发其创造性。对组员加强培训，不断丰

富其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比如新业务、新型治疗

仪器的掌握，鼓励护理人员不断充实自己，增值自

我价值。

1.3　观察指标

（1）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7］评估手

术室护理人员管理前后的自我效能感，包括解决问

题、主动付出努力、找到方法、达成目标、坚持理

想、面对质疑等 10 项内容，每项采用 0-4 分的 5 级

评分法进行评价，总分 4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自

我效能感越强。（2）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8］ 评估手术室护理人员

管理前后的心理状态。SDS 评分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53-62 分提示存在轻度抑郁，63-72 提示存

在中度抑郁，72 分以上提示存在重度抑郁；SAS 评

分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50-59 分提示存在

轻度焦虑，60-69 提示存在中度焦虑，70 分以上提

示存在重度焦虑。（3）采用满意度调查表统计手术室

护理人员管理满意度［9］，总分 100 分，分为不满意

（0-60 分）、基本满意（60-89 分）、非常满意（90-100
分），其中非常满意与基本满意之和 / 总病例数为总

满意度。（4）观察两组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包括消

毒隔离不当、准备不当、书写错误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检验处理，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n（％）］表示。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的 GSES 评分比较

管理前，两组护理人员的 GSES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管理后，两组护理人员的 G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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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较前明显升高，且研究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护理人员的GSE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管理前 管理后 t P

研究组 40 15.7±4.6 25.4±3.3 12.407 <0.05

对照组 40 15.9±4.9 18.8±4.5 11.889 <0.05

t - 0.275 11.734

P - >0.05 <0.05

2.2　两组护理人员的 SDS 和 SAS 评分比较

管理前，两组护理人员的 SDS 和 SAS 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管理后，两组护理人员的

SDS 和 SA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研究组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护理人员的SDS和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研究组 40 50.8±3.4 32.6±4.1* 51.9±5.6 30.7±4.7*

对照组 40 50.5±3.7 38.9±4.4* 51.5±5.5 36.3±4.5*

t - 0.148 15.077 0.156 16.917

P - >0.05 <0.05 >0.05 <0.05

注：与管理前比较，*P<0.05。

2.3　两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总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总满意度（95％）明显

高于对照组（75％）（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总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40 22 16 2 38（95.00）

对照组 40 17 13 10 30（75.00）

χ2 - 8.296

P - <0.05

2.4　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差错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护理人员的护理差错发生率（7.5％）明

显低于对照组（17.5％）（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差错发生率比较［n（％）］

小组 病例 准备不当 消毒隔离不当 书写出错 总计

研究组 40 1 1 1 3（7.50）

对照组 40 3 2 2 7（17.50）

χ2 - 7.388

P - <0.05

3　讨论

基于“以人为本”理念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是通过

精神或者是物质奖励以及充分尊重人格来进一步提

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增强其自我效能感，并促

使护理人员对集体产生深厚的感情，提高手术室护

理团队凝聚力［10-11］。利用人性化管理模式干预手术

室护理人员时，应将护理人员视为主体，在最大程

度上发挥护理人员主观能动性［12］。虽然人性化管理

模式在临床各个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且效果也

十分确切，但是关于手术室护理人员的人性化管理

模式干预效果的相关报道较少。

手术室护理人员为一线人员，每日面临着较高的

工作强度，工作时间长且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应激，加

之手术室治疗场所综合性较强，面向全院，对护理配

合以及护理人员业务能力、专业素质都具有较高的要

求［13］，除了扎实过硬的理论知识之外，手术室护理人

员还要学习掌握不同手术的护理配合要点，具备一定

的应急能力，以便于及时协助医师正确处理术中特殊

情况［14］，而日常繁琐的护理工作使得护理人员身心

疲惫，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仍是会出现不如人意的结

果，严重影响着手术室护理人员的自我效能感［15］。故

而本研究特此开展了人性化管理模式干预，包括健全

手术室护理规章制度、人性化管理、组建护理质量

质控小组等方面，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护理人员

的 GSE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SDS 评分和 SAS 评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人性化管理模式对

手术室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和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的

影响。与此同时，研究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满意度为

95.00％高于对照组的 75.00％，且护理差错发生率为

7.50％少于对照组的 17.50％（P<0.05），提示人性化

管理模式可进一步提高手术室的护理工作质量，备受

手术室护理人员青睐、认可。

综上所述，人性化管理模式干预能缓解手术室

护理人员的负面心理状态，进一步增强其自我效能

感，减少护理差错发生率，管理满意度高，值得临

床将其作为管理手术室护理人员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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