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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士压力源分析与对策

陈新菊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麻醉手术科 云南昆明

【摘要】 目的 分析手术室护理在护理工作中的压力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方法 将我院手术室

中在职的 42例护理工作人员做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既包括了病人、工作性质与

内容、家庭生活、血源性感染危险、社会压力、职业福利待遇这六方面的压力程度，分析手术室护理人员

的主要压力来源，并制定相对应的解决对策。结果 采用问卷调查表的方式对该院手术室护士进行压力源调

查，其中压力源占比最高的三项为血源性感染、职业福利待遇、工作性质与内容，其占比率分别为 71.42%、

64.28%、59.52%，然后就是因家庭生活、病人和社会压力所造成的，其占比率分比为 54.76%、47.61%、45.23%。

结论 手术室护士的压力源是来自不同方面的，需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降低护理人员的压力，减轻

其心理不良情绪，进而保障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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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essure source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Xinju Che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ssure sources of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The 42 nursing staff in the operating room of our hospital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cludes the degree of stress of patients,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work, family life, blood-borne infection risk, social pressure, and occupational welfare treatment. It
analyzes the main sources of stress of nurses in the operating room and formulat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Results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ssure sources of the operating room nurses. The three items with the
highest pressure sources were blood-borne infections, occupational benefits, work nature and content, and their
proportions were 71.42%., 64.28%, 59.52%, and then caused by family life, patients and social pressure, its
proportion is 54.76%, 47.61%, 45.23%. Conclusion The pressure sources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com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need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nurses and alleviate their
psychological unhealthy mood, and then prot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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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医疗卫生技术有着快速的

发展和提升，促进了医疗行业的稳步发展，但同时

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

各种新型的医疗设备和医疗项目层出不穷，由此造

成了医疗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手术室作为

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医院的抢救和手术工作，

面对的都是症状较重的患者，且工作难度和工作量

也较大，所以承受的压力也相对的更重。近年来，

手术室护理人员心理状态欠佳的现象越来越多，不

仅是由于工作方面的压力，还包括了生活中和社会

上的各方面压力，进而造成了手术室护理人员的心

理状态造成损害。基于此，本次实验将对手术室护

理人员的压力来源进行全面的分析，调查手术室护

理人员的主要内容压力源，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对

策，以改善手术室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促进其身

体和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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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选取的 42例手术室护士，本次实验的

调查时间为 2019.6 月~2019.9 月，调查方式为调查

统计表。按照性别分类：男护 4例、女护 38例；按

照年龄分类：20~25 岁 11 例、26~35 岁 24 例、36
岁以上 7例；按照接受教育的程度分类：中专 9例、

大专 23例、本科及以上 10例；按照护理职称分类：

护士 19例、护师 20 例、主管护师 2 例、副主任护

师 1 例；按照婚姻状况分类：未婚 23 例、已婚 19
例；按照工龄分类：5年以内 18例、5年~10年 16
例、10年以上 8例。

1.2 方法

本次实验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其调查内容主

要是包括了病人、工作性质与内容、家庭生活、血

源性感染危险、社会压力、职业福利待遇这六方面。

问卷共 42份，回收 42例，有效率为 100%。

2 结果

2.1

表 1 手术室护士压力源分析（%）

压力源 例数 占比

病人 20 47.61%

工作性质与内容 25 59.52%

家庭生活 23 54.76%

血源性感染危险 30 71.42%

社会压力 19 45.23%

职业福利待遇 27 64.28%

调查显示，42例手术室护士中占比较大的压力

源前三位是血源性感染、职业福利待遇、工作性质

与内容，其占比率分别为 71.42%、64.28%、59.52%，

其他因素如家庭生活、病人和社会压力，其占比率

分别为 54.76%、47.61%、45.23%。

3 讨论

压力源，指的是通过一些情景、刺激、活动或

者是事件，对个体造成压力、影响和破坏，进而使

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影响。目前，医疗卫生

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种新型的医疗技术和医

疗设备等层出不穷，使得医疗效率也在逐渐的增长
[1]。但是，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影响，其中最主

要的就是护理人员的压力增加。在医院的构成中，

手术室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负责抢救和

手术工作，具有工作量大、工作节奏快、工作难度

高、工作时间长的特点，因为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也

较高，需要护理人员保持充足的体力和精力，去面

对长时间的工作，由此也造成了手术室护理人员容

易出现紧张、焦躁、压力等不良心理情绪，不仅会

对工作效率造成影响，还会对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

造成损害[2]。根据本次实验可知，在经过系统的调

查后，手术室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主要是来源于病

人、工作性质与内容、家庭生活、血源性感染危险、

社会压力、职业福利待遇这六方面，其中压力源占

比最高的前三位为血源性感染、职业福利待遇、工

作性质与内容，其占比率分别为 71.42%、64.28%、

59.52%，其他因素如家庭生活、病人和社会压力，

其占比率分别为 54.76%、47.61%、45.23%。因此，

针对于当前手术室护理面临的压力，需要制定出针

对性的解决措施，以降低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保

障其身心健康。

（1）改善工作环境

手术室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会经常接触到

患者的血液、分泌物、病变组织等，进而造成护理

人员容易出现病毒的感染，其次是在手术过程中使

用到的一些消毒剂、化学剂、手术器械工作时产生

的异味等，也会对护理人员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

还有就是如 C型臂这样的器械会产生一些辐射，也

会对护理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3]。因此，需要

注重对工作环境的改善。首先，可以加强手术内的

空气流通，进行定期的开窗通风和清洁消毒，保证

手术室内的空气质量维持在良好的标准[4]。其次，

在进行一些手术操作时，加强操作的规范性和严谨

性，进而能够降低危害气体的产生，避免护理人员

出现吸入性的损伤。最后，需要构建一个轻松、团

结、和谐的手术室工作氛围，营造护理人员之间的

良好互动，并提供给护理人员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能够使工作人员在完成高强度的工作后得到放松和

缓解[5]。

（2）强化职业技能训练

近年来，各种新型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的投入

使用，也造成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难度增加，进而造

成了护理人员的压力较大。因此，需要强化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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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使其能够更好的

应对工作中的一些操作，缓解工作压力[6]。首先，

可以通过在院内开展知识培训的方式，使护理人员

接受更加全面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

并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学习，掌握新型的护理技术和

护理方式，更好的应对工作中的难题。其次，加强

对护理人员的技能操作培训，即包括了心肺复苏、

吸痰、洗胃等在内的紧急抢救措施和手术室工作中

的必须操作，进而在之后的工作中能够对一些突发

的事故进行应对和解决[7]。

（3）合理安排工作

由于手术室工作的强度和难度都较大，也会造

成护理人员的压力增加。所以，为了改善护理人员

的心理状态，降低其产生的各方面压力，可以采用

合理安排工作的方式。首先，需要对护理人员的工

作时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实施科学、弹性的排班方

式，在确保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护理

人员因工作产生的压力[8]。其次，需要注重对护理

人员的饮食和休息安排，由于手术室工作的特殊性，

常常会出现饮食不规律的现象，进而对护理人员的

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因此，需要加强对饮食的合

适安排，保障护理人员的饮食均衡，确保良好的身

体状态。最后，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休息制度，确

保护理人员在工作后能达到充足的休息和放松时间，

有助于身体各项机能的恢复，以及促进机体情绪的

调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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