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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临床医学规范化培训研究生(以下简称“规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ꎬ为制定相应对策及处

理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通过网络问卷方式ꎬ分别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成人心理压力量表、职业满意度量表ꎬ对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轮转的

４９８ 名规培研究生及 ４２０ 名医学非规培研究生进行心理压力现状调查ꎮ 结果 　 规培研究生的心理压力得分[( ４０.２８±
１０.４３)分]高于非规培研究生[( ３６.９５± ５.１３) 分]ꎬ且规培研究生中男生的心理压力[( ４１.７５± １１.１７) 分] 明显高于女生

[(３８.８１±９.４３)分]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４４ꎬ３.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是否规培研究生、不同性别规培研究生的

职业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９４ꎬ１.２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规培研究生 ＳＣＬ－９０ 因子得分明显高于

非规培研究生ꎬ且规培研究生中男生的抑郁、焦虑、恐怖因子的评分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临床医学规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欠佳ꎬ且男生较女生心理健康状况更差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ꎻ压力ꎻ职业满意ꎻ学生ꎬ医科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４４　 Ｂ ８４４.２　 Ｇ ６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１１￣１６７６￣０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ＸＩＥ Ｊｉｎｇ∗  ＹＥ
Ｍｉｎｇ ＬＩＵ Ｄ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ＸＵ Ｌｉ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ＷＥＩ Ｄａｏｘｉａｎｇ ＳＵＮ Ｚｈｏｎｇｗ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２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
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ＳＣＬ－９０  ａｄｕｌ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ｂ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ｏｍ Ｊａｎ￣
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４９８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ｂ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ｂｕ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４２０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ｎ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４０.２８±
１０.４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６. ９５ ± ５. １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４１.７５±１１.１７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８.８１±９.４３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 ２.４４ ３.１６ Ｐ<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 １.９４ １.２７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ＣＬ－９０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ｂｏｙｓ ｉｓ ｗｏｒｓ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ꎬ在与他人

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ꎬ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

佳状态ꎬ同时是个体内部因素与外界环境相互协调的

良好状态[１－２] ꎮ 心理压力也称心理应激ꎬ是指日常生

活中各种刺激和不利因素使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困惑

与威胁ꎬ表现为身心的紧张与不适[３] ꎮ 在我国ꎬ由于

多种精神健康问题而导致的意外事件已经在大学生

群体中非常普遍ꎬ对此国内外医学界与教育学界进行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３－９] ꎮ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普及ꎬ临床医学规范化培训研究生(简称规培研究生)
的招生体制改革、招生规模的扩大、竞争的日益加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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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学业、就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逐渐增大[６] ꎬ导
致临床医学规培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凸显ꎮ 本研究

主要调查分析规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态ꎬ旨在为制定

相应的对策及处理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在蚌埠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蚌
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轮转的规培研究生为观

察组ꎬ采用群体抽样的方法ꎬ所有研究对象知情同意

后实施问卷调查ꎮ 调查共发出问卷 ５１２ 份ꎬ剔除做答

不完整的问卷ꎬ 收回有效问卷 ４９８ 份ꎬ 回收率为

９７.２７％ꎬ其中男生 ２４９ 名ꎬ 女生 ２４９ 名ꎻ 平均年龄

(２５.６９±２.９９)岁ꎮ 对照组选取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临床非规培研究生ꎬ共发出问卷 ４３５ 份ꎬ收回有效问

卷 ４２０ 份ꎬ回收有效率为 ９６.６０％ꎬ其中男生 ２１１ 名ꎬ女
生 ２０９ 名ꎻ平均年龄(２５.６７±２.８５)岁ꎬ观察组与对照组

年龄及性别构成均具有可比性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ꎮ 问卷

总体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８ꎬ信度较好[１０] ꎮ 共计

９０ 题ꎬ从感觉、思维、情绪、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
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均有所涉及ꎮ 采用自觉无症状

计 １ 分ꎬ自觉有症状但影响轻微计 ２ 分ꎬ自觉有症状有

一定影响计 ３ 分ꎬ自觉有症状且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计

４ 分ꎬ自觉该症状的频度和强度都十分严重且影响严

重计 ５ 分ꎮ 本研究 ＳＣＬ－９０ 因子测评结果显示各因子

评分ꎮ (２)成人心理压力量表ꎬ所有题目得分相加计

总分ꎬ总分≤４０ 分表示压力管理良好ꎮ 内部一致性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集中在 ０.８２ ~ ０.９７[１１] ꎮ (３)职业满意

度量表又称明尼苏达满意度问卷短式量表ꎬ该量表总

体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６ꎬ具有很高的信效度[１２] ꎮ
采用 ５ 点计分ꎬ其中 １ ＝对工作非常不满意ꎬ２ ＝对工作

不满意ꎬ３ ＝不能确定对工作满意还是不满意ꎬ４ ＝ 对工

作满意ꎬ５ ＝对工作非常满意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课题组由 ７ 人组成ꎬ均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ꎬ其中 １ 人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ꎬ实试测

试方法ꎮ 调查之前ꎬ对参加人员进行相关内容培训ꎬ
在科室组内开展整体实测ꎬ填写前明确调查的目的和

填写方式ꎬ要求参与调查的研究生认真填写调查问

卷ꎬ全程由心理咨询师督导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软件对资料进

行统计学分析ꎬ计量数据用(ｘ±ｓ)表示ꎬ两组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规培与非规培研究生心理压力、职业满意度及

ＳＣＬ－９０ 量表得分比较　 规培研究生心理压力评分及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
偏执、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高于非规培研究生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是否规培研究生心理健康各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是否规培研究生 人数 心理压力 职业满意度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是 ４９８ ４０.２８±１０.４３ ６３.５４±１２.７５ １.８２±０.９４ ２.１４±０.７４ １.９１±０.７６ １.８０±０.６７ １.７１±０.６５ １.７７±０.７１ １.７７±０.７７ １.７９±０.７８ １.６３±０.６３
否 ４２０ ３６.９５±５.１３ ６６.１０±９.１７ １.３６±０.４６ １.６７±０.６０ １.６５±０.６３ １.４４±０.５３ １.４５±０.４６ １.５５±０.５５ １.３９±０.４７ １.４７±０.５６ １.３７±０.３４
ｔ 值 ２.４４ －１.９４ ３.７５ ４.７３ ２.５７ ３.９７ ２.９２ ２.２６ ３.７１ ３.０８ ３.３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不同性别规培研究生心理压力评分、职业满意度

及 ＳＣＬ－ ９０ 量表得分比较 　 男生心理压力评分及强

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精神病性、抑郁、焦虑、

恐怖因子评分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规培研究生心理健康各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心理压力 职业满意度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男 ２４９ ４１.７５±１１.１７ ６４.２６±１２.１９ ２.４９±０.８０ ２.２８±０.８０ ２.０６±０.６９ １.９８±０.７２ ２.０９±０.７４ ２.１４±０.８２ ２.１５±０.８３ １.９２±０.６５
女 ２４９ ３８.８１±９.４３ ６２.８６±１３.２７ １.７９±０.４５ １.５５±０.５０ １.５５±０.５５ １.４４±０.４６ １.４５±０.５０ １.４０±０.５０ １.４２±０.５１ １.３４±０.４６
ｔ 值 ３.１６ １.２７ １２.０７ １２.２６ ９.１２ ９.９９ １１.３５ １２.１３ １１.８３ １１.４９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规培研究生心理压力高于非规培研

究生ꎬ说明该群体总体压力较大ꎬ且规培研究生 ＳＣＬ－
９０ 各因子评分均明显高于非规培研究生ꎬ说明规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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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欠佳ꎬ原因主要有学生自身

因素和环境作用[１３] ꎮ 从学生自身因素来说ꎬ主要包括

生理和性格等诱因ꎮ 大学及以上阶段的学生一般都

完成了生理发育ꎬ但是很多学生对于自己的状况并不

满意ꎬ尤其是在有对比的情况下ꎮ 这种不满会形成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ꎬ有些个性相对脆弱的学生不具备

承担压力的心理能力ꎬ调节情绪不顺利ꎬ极易出现心

理健康问题[１４] ꎮ 从环境作用来说ꎬ主要包括家庭、学
校和社会环境作用[６－７] ꎬ表现为规培研究生承受着学

校、医院、家庭、学业、就业、情感与婚恋等现实问题的

困扰ꎬ导致部分规培研究生情绪偏激、消沉及长期失

眠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１５] ꎮ 一方面可能与临床医

学规培生刚进入工作岗位ꎬ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工作、
学习环境的改变ꎬ加之现今医疗环境虽在社会各界越

来越关注及进一步加强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情况下

明显改善ꎬ但仍存在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１６－１７] ꎻ加之

临床医师培养模式改变ꎬ规范化培训导致学制延长ꎬ
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等ꎬ导致规培研究生心理健康问

题的出现ꎮ
本研究表明ꎬ男生心理压力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ꎬ可见男生较女生心理健康问题更突出ꎬ与
杨昕岳[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ꎬ与既往调查资料中医学生

心理压力女生高于男生不同[１９－２０] ꎮ 原因分析如下:
(１)在临床工作中暴力伤医事件较前明显增多ꎬ而且

以男医生受伤更多ꎬ男性规培研究生在工作中更容易

受到该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ꎮ (２)男性规培研究生更

多考虑到未来来自家庭经济方面的压力ꎬ对工作环境

的稳定性考虑更多ꎮ (３)本次调查发现ꎬ男性心理压

力自评量表因子分均大于 ２ꎬ可能和存在地域差异有

关ꎮ 应对规培研究生进行工作方面的指导以及相关

业务知识的进一步培训ꎬ随着医疗环境的逐步改善ꎬ
暴力伤医事件的减少ꎬ医患关系逐渐改善都将有利于

减轻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压力ꎬ教师和医护人员也应该

有意识地关心其心理健康ꎬ适时进行积极向上的疏

导ꎬ为他们走向社会奠定坚实的心理健康基础[２１－２２] ꎮ
综上所述ꎬ临床医学规培研究生总体心理压力较

大ꎬ存在心理健康问题ꎬ且男生心理健康状态更差ꎮ
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应从社会、教育、教学管理部门

等多个层面入手采取措施ꎬ减轻临床医学规培生心理

压力ꎬ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医患观ꎮ
本研究主要对规培研究生与非规培研究生进行心理

健康状态调查分析ꎬ存在样本量较少、未进行对策分

析等不足ꎬ需要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调查进一步

分析研究ꎬ以探讨针对规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采取一

种积极有效的干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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