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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儿科重症监护（NICU）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
崔欢欢 、 王 玲 、 赵晨静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儿科重症监护（NICU）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方法 将 2018

年 3 月～2020 年 6 月 NICU 的护理人员 59 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 NICU 护士的
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与国内常模相关因子进行比较，分析 SCL-90
量表各个心理因子、护理工作积极性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及职业倦怠发生率。结果

NICU 护士

SCL-90 量表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抑郁、恐惧评分较国内常模低（P < 0.05）；人际关系敏
感、敌对、偏执与精神病性评分与国内常模之间无明显差异（P > 0.05）；护理工作积极性评分为（96.11
±3.12）分；护理质量评分中基础护理为（94.81±3.08）分，安全护理为（96.53±4.48）分，服务态度
为（96.72±4.39）分，专业技术为（97.84±5.13）分；性别、年龄、工作环境、工作状况、工作年限、
患儿病情及知识技能缺乏均为 NICU 护士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P < 0.05）。结论

NICU 护士容

护
◎理园地

易出现焦虑与抑郁等情绪，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较多，开展针对性预防策略，加强心理
疏导，可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其出现的焦虑与抑郁、紧张情绪，使得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职
业倦怠发生率得以降低，进而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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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es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
CUI Huanhuan，WANG Ling，ZHAO Chenjing.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es in NICU. Methods

59 nurses in NICU from March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nurses in NICU was investigated by SCL-90 scale，and the 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were
identified. The nursing work enthusiasm score，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job burnout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total items，somatization，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anxiety，depression and fear of NICU nurses
were lower than the domestic norm（P < 0.05）. The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hostility，paranoia and psychoticism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domestic norm（P > 0.05）. The score of nursing work en-

thusiasm was（96.11±3.12）；the score of nursing quality was medium base Basic nursing score was（94.81±3.08），
safety nursing score was（96.53±4.48）
，service attitude score was（96.72±4.39）
，professional skills score was（97.84
±5.13）. Gender，age，working environment，working conditions，working years，children's condition and lack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ICU nurses' mental health status（P < 0.05）. Conclusion NICU
nurses often ha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there are many relate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factors and give targeted prevention strategies，strengthe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nurses can
alleviate their anxiety，depression and tens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improve the nurses' work enthusiasm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job burnout. And the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

【Key words】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Nurses；Mental health status；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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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U 主要是对危重症患儿进行集中处理的区

相关因素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保证在最
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6］。

域，具有全封闭性与全范围性，所收治的患儿病情
较为严重且复杂，对医护人员的技术要求相对较高，

1

抢救任务相对较重，工作缺乏规律性，医务人员身

1.1

心疲惫，时常处于应激状态 ，导致护理人员产生

人员 59 例进行观察，男 5 名，女 54 名，年龄最小

［2］

较大压力，进而出现一系列心理症状与躯体症状 。

23 岁，最大 48 岁，均值（35.65±3.35）岁；工作时

上述因素会影响护理人员的身体健康与工作质量，

间最短 1 年，最长 20 年，均值（10.53±0.47）年；学

［3］

。在

历水平：本科 25 例，研究生 3 例，大专 28 例，中

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NICU 护士的工作任务

专 3 例；职称分布：主管护师及以上 19 人，护师 31

［4］

也越来越繁重

。若不能及时有效的对身心状态进

人，护士 9 人。共发放 60 份问卷，回收 60 份，回收

行调整，就会导致护理人员对工作产生疲惫感与厌

率为 100.00 ％。其中包括 59 例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倦感，护理人员情绪低落，工作效率较低，并且无

98.33％（59/60）
，详见表 1。

［5］

工作成就感

。因此需要找出影响心理健康状态的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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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

年龄（岁）

工作时间（年）

59

35.65±3.35

10.53±0.47

一般资料

本文将 2018 年 3 月～2020 年 6 月的 NICU 护理

［1］

导致其工作效率低下，工作满意度相对较差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n（％）］
学历水平

本科

研究生

职称分布

大专

中专

主管护师及以上

25（42.37） 3（5.08） 28（47.45） 3（5.08）

19（32.20）

护师

护士

31（52.54） 9（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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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90量表各个心理因子（x±s）
（n=59）

纳入标准：（1）均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2）均

表2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排除标准：（1）处于实习期的

项目

国内常模

NICU护士

躯体化

1.67±0.58

1.38±0.47

2.984 0.004

1.67±0.57

1.64±0.62

0.273 0.784

护理人员；（2）对患儿没耐心的护理人员。
1.2

方法

康状况，明确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
1.3

观察指标

与国内常模相关因子进行比较，分析 SCL-90 量
表各个心理因子、护理工作积极性评分、护理质量

检验方式为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χ 检验。
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以 P < 0.05 表示。
2.1

1.67±0.48

抑郁

1.61±0.52

焦虑

1.49±0.67

敌对

1.61±0.45
1.43±0.42

偏执

统计学方法

分析研究数据的软件为 SPSS 22.0，计量资料的
2

人际关系敏感

恐惧

评分。
1.4

1.76±0.53

强迫症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 NICU 护士的心理健

2

结果

SCL-90 量表各个心理因子

SCL-90 量表各个心理因子相比，NICU 护士总
项目得分、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抑郁、恐惧

总项目得分

β

变量

1.47±0.54
1.22±0.42
1.44±0.56
1.28±0.43

2.007 0.047
2.593 0.011
0.178 0.858
4.867 0.001
0.109 0.912
0.535 0.593

多因素分析结果［n（％）］
SE

OR（95％CI）

χ2值 P值

1.035 0.325 2.745（1.428-5.326） 10.525 0.017

年龄

P > 0.05，详见表 2。

工作状况

学历水平

2.2 影响 NICU 护士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工作年限

性别、年龄、工作环境、工作状况、工作年限、

患儿病情

况的影响因素，P < 0.05，详见表 3。

1.38±0.44

2.072 0.040

0.425 0.106 1.485（1.147-1.936） 9.535 0.032

性别

工作环境

患儿病情及知识技能缺乏均为 NICU 护士心理健康状

1.51±0.38

P

75.22±7.23 24.97±18.42 19.506 0.001

表3

评分较国内常模低，P < 0.05；人际关系敏感、敌对、
偏执与精神病性评分与国内常模之间无明显差异，

1.32±0.38

精神病性

1.55±0.57

t

2.365 0.816 10.796（2.063-55.182）8.321 0.035
0.032 0.021 1.042（0.794-1.064） 2.335 0.527
0.037 0.032 1.037（0.923-1.075） 8.212 0.044
1.064 0.298 2.698（1.423-5.745） 9.584 0.033
0.698 0.212 2.022（1.336-3.068） 11.428 0.003

知识技能缺乏 2.044 0.803 7.835（1.408-43.628） 5.521 0.042

2.3

护理工作积极性评分、护理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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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例护理人员中，护理质量评分与护理工作积

极性评分均较高，详见表 4。
表4

例数

职业倦怠发生率得以降低，进而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护理工作积极性评分、护理质量评分（x±s，分）
护理质量评分

基础护理

安全护理

服务态度

专业技术

护理工作积
极性评分

59 94.81±3.08 96.53±4.48 96.72±4.39 97.84±5.13 96.11±3.12

3

抑郁、紧张情绪，使得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

讨论

心理健康主要是具有健康的人格，具备正常的
认知能力，自我意识较为强烈且人际关系较为和谐，
同时具有合理的心理调节能力与情绪把控能力［7］。
NICU 的护理人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8］。
因此需要提升护理人员的心心理健康水平［9］。
本研究发现，NICU 护士容易出现焦虑与抑郁等
年限、患儿病情及知识技能缺乏均为 NICU 护士心理
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导致 NICU 护士心理健康状况
较差的原因主要有：（1）工作原因。NICU 护理人员
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NICU 护士的压力主
要来自于人手不足、工作量较大且担心患儿突然死
亡［10］；（2）工作环境原因。NICU 护士在工作过程中
会受到光线与噪音的危害，会导致其出现较多不良
情绪，若不能及时进行宣泄会导致其出现较多不良
反应［11］；（3）患儿病情影响。NICU 收治的患儿病情
较为复杂且严重，具有较高的死亡率；（4）知识与
技能的缺乏。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及仪器设备的
更新换代，NICU 使用的仪器也越来越先进，技术越
来越高端，护理人员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知识，通过
学习新技术与新知识来强化自身责任感，进而不断
［12］

提高护理操作技能与理论知识

。

针对上面的原因，我们建议（1）不断扩充护士
队伍，将护理工作量作为基础，并按照实际护理进
行弹性排班［13］；（2）优化工作环境，最大程度上降
低环境对护理人员造成的刺激［14］；（3）增强护理人
员的专业知识素养。有计划的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
（4）强化护理人员心理素质。可定期开展讲座并组
织护理人员进行心理讲座，学会减轻压力的方式。
让其有意识的对自身的健康人格进行培养，保证其
具备积极乐观的精神［15］。
综上所述，NICU 护士多会出现焦虑与抑郁等
情绪，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较多，对具
体因素进行分析并给予针对性预防策略，对护士加
强心理疏导，可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其出现的焦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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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相关治疗的同时还要对患儿的生活进行护理，

1. 李娜，刘丽君，冯艳萍，等 .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VAP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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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而性别、年龄、工作环境、工作状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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