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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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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职业倦怠现象普遍存在，
医务人员是易感人群，基于双因素理论分析医务人员职业倦怠

的成因，指出既有保健因素不足，也有激励因素缺失的问题。从改革医务人员薪酬体制、培养责任
意识强化内在激励作用、优化宏观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等方面，提出建立系统化的社会支持以缓解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倦怠感，提高医务人员职业积极性，促进医疗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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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渊躁燥遭 遭怎则灶燥怎贼冤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精神

同袁其职业倦怠程度存在差异袁公立医院医务人员

分析学家弗鲁顿伯格提出袁特指从事助人职业的工

职业倦怠总体上高于民营医院遥 对基层医疗机构

作者在长期与人接触的工作中袁由于长期持续不断

医务人员的调查表现出袁护理人员职业倦怠较高袁

的情感付出袁各种矛盾冲突从而导致情绪与行为上

猿缘耀源缘 岁年龄组的人职业倦怠感较高袁 工作年限

的挫折和身心疲倦 遥 职业倦怠是一种综合性的心
咱员暂

理疾病袁由情感耗竭尧人格解体尧个人成就感降低三

员缘耀圆园 年的医师职业倦怠最严重袁 中级以上职称的
医师职业倦怠较严重遥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现象严重袁

个维度组成袁从而建立了职业倦怠的三维模型咱圆暂遥 其

这与社会支持和自身心理素质有关遥

中情绪衰竭是最主要的方面袁表现为由于情感付出

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存在袁 极大地影响了医疗

过度袁情感资源消耗枯竭曰人格解体指个人表现出的

质量和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袁 作为医务人员工作的

对人冷漠尧愤世嫉俗尧消极怠工等情绪曰个人成就感

直接对象袁 患者首当其冲地成了医务人员职业倦怠

降低是个人对自我能力的否定遥

的受害者遥因此袁无论从关心医务人员和患者健康的

医务人员经常要与不同的患者打交道袁既要具
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袁同时也要具备较强的人际关系

角度还是从重视医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袁 都需积极关
注并干预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遥

处理能力遥 此外袁由于面对的是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袁

一尧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特征及危害

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比较大袁工作时间相对其他职
业的人员来说具有不稳定性袁这就使得医务人员成

医务人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群体袁 职业倦怠不

为职业倦怠的易发群体遥 有研究采用马斯勒倦怠问

仅影响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尧生存质量袁还会使医疗

卷渊酝葬泽造葬糟澡 遭怎则灶燥怎贼 蚤灶增藻贼燥则赠袁酝月陨冤对国内 猿 家医疗

机构产生整体组织倦怠袁导致医疗质量下降袁从而影

源圆援员豫 的被调查医务人员有一定程度的心理衰竭现

医务人员职业倦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机构 圆员愿 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咱猿暂袁 研究结果表明袁

响患者健康袁甚至是影响到社会稳定发展遥

象袁圆圆援苑豫 有情感淡漠袁源愿援远豫无职业成就感袁 女性

第一袁工作态度消极遥医务人员会在日常工作中减少

心理衰竭显著高于男性遥 医务人员所在医疗机构

工作投入力度袁处理工作消极袁工作效率降低遥 如果

的等级以及医务人员自身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不

组织没有积极发现和校正袁 医务人员会渐渐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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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袁失去动力袁从而产生离岗离职的想法咱源暂遥 第二袁

包括院成就尧赏识尧挑战性的工作袁以及成长和发展的

人际关系淡漠袁对患者会出现心理疏远袁态度冷漠袁

机会遥如果这些因素具备了袁就能对人们产生更大的

往往存在医患纠纷潜在威胁遥 第三袁与同事及上级

激励遥

之间袁会存在沟通障碍袁工作协调能力降低袁工作急
躁袁与同事不能友爱相处袁进而导致工作中的人际关

员援 超负荷工作影响积极性和成就感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袁 以及人们对健康的重视

系恶化遥 第四袁医务人员一旦产生职业倦怠袁会出

程度越来越高袁对医务人员的期望值也不断提升袁对

现个人心理失衡袁更容易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袁与家

医务人员本身的医疗水平和态度要求也高袁 医务人

人产生家庭矛盾遥 而医务人员往往会忽略自身的

员稍有不慎袁就会引起医患关系紧张遥在较高期望值

袁导致

下袁 医务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患

日常工作中出现医疗差错袁形成恶性循环袁工作不

者需求袁加上分级诊疗尚在摸索过程中袁大型医院里

主动袁情绪烦躁尧脾气古怪尧对人冷漠尧消极避世尧

医务人员的日工作量依旧超量遥 而医务人员自身的

工作效率低下尧出错率高遥 严重者还易发生肢体冲

需求得不到满足袁 医务人员长期精神压力和心理负

突或者自残遥 此外袁职业倦怠会导致医务人员身体

担重袁这是产生职业倦怠的主要社会因素遥

健康受损袁严重者机体失衡袁出现失眠尧头痛尧耳鸣

圆援 个人发展前途迷茫易产生消极情绪

心理失衡袁从而失去心理疏导和社会帮助

咱缘暂

等神经衰弱现象袁 极易发生免疫力下降尧 消化系
统尧呼吸系统等疾病遥

二尧双因素理论与医务人员职业倦怠

个人发展的可能性直接决定了医务人员的工作
态度遥当前我国医务人员队伍呈现金字塔的结构袁越
往上职位越少袁 且繁重的临床工作还伴随着科研的
巨大压力袁这种职业发展的压力袁使医务人员长期处

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现象普遍存在袁这与医务人

于焦虑中袁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袁工作上的不确定

员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有关曰还与自身身体健康尧

性袁带来对未来的迷茫和失落袁久而久之袁工作激情

生活方式等个体因素相关曰也与社会认可尧家庭支持尧

在迷茫中日渐消退遥 低年资医务人员更容易产生职

医疗机构组织文化尧工作环境等社会因素相关遥 针对

业倦怠感袁情绪衰竭与受教育程度呈反比袁职业成就

医务人员职业倦怠袁圆员 世纪初美国等 缘 个国家开展

感与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咱愿暂遥 而个人期望值高的医务

院医师人群中存在较高的倦怠水平袁精神科医师职

多袁易过度付出和心理耗竭袁一旦期望落空袁就会丧

业倦怠现象较为严重袁其精神健康状况也堪忧袁超过

失工作动力袁产生消极情绪遥

了医疗机构中医务工作者职业倦怠调查咱远暂袁发现住

人员袁由于工作积极性较高袁投入的个人精力和时间

半数的急诊医师存在中到重度的职业倦怠曰职业倦

渊二冤与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相关的保健因素

怠的医务人员更易被激怒袁难以控制情绪袁通过交流

保健因素从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中滋长职业倦

可缓解和防止职业倦怠遥

怠的事物袁它不能直接提高积极性袁但有预防倦怠的

著名行政管理学家西蒙曾说过袁野组织问题不在

效果袁它不是治疗性的袁而是预防性的遥 保健因素包

组织本身袁而在有关的人遥 对一个组织而言袁关注人

括卫生政策尧医院管理措施尧监督尧人际关系尧物质工

的核心要强化激励袁发掘人的潜能袁发挥人的积极

作条件尧工资尧福利等遥 当这些因素恶化到可以接受

性遥 冶咱苑暂野双因素理论冶也叫野激励保健理论冶袁是由美

的水平之下时袁医务人员就会产生对工作的不满意遥

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提出遥 他指出袁内部因素与工

但是袁当人们认为这些因素很好时袁它只是消除了不

作满意和动机有关袁 外部因素与工作不满意有关遥

满意袁并不会导致积极的态度袁不能激励员工遥 医务

个人与工作的关系是一项基本关系袁而个人对工作

人员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袁 不仅要承

的态度决定了任务的成败遥 前者叫做激励因素袁后

担风险袁还要极有耐心地对待患者袁成为职业倦怠的

者叫做保健因素遥

高危人群遥

渊一冤与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相关的激励因素
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袁对医务人员的个人素

员援 薪酬待遇待完善以消除不满

医务人员在平时工作中需要与教育背景尧 生活

质和业务能力要求较高袁医务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

背景不同的各型各色的患者和其家属打交道袁 工作

身业务水平尧救死扶伤的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袁让他

强度大尧工作量大尧长期加班遥 医疗机构绩效管理体

们有信心与积极性投身为人类健康事业奋斗的队

系的建立健全袁对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影响巨大袁如果

伍遥能带来积极态度尧满意和激励作用的因素就叫作

奖惩措施缺乏或设置不当袁 极易导致医务人员的工

野激励因素冶袁是指能满足个人自我实现需要的因素袁

作倦怠感咱怨暂遥 研究表明袁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产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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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科学核准劳动价值袁改善薪酬待遇

并没有得到与之工作量和难度相应的回报袁个人价值

医务人员普遍认为他们现有的工资待遇远低于

并未得到很好体现袁 总体收入尚未实现多劳多得尧优

自己的劳动价值袁且工资上涨的机会也十分缺乏遥因

劳优酬遥

此袁政府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袁推进医疗卫生服务袁

对于医务人员的外在激励袁比如工资收入尧养老

进行合理劳务定价袁改善医务人员待遇曰各级医疗卫

保险尧津贴补贴等尚未得到积极的改善袁这些保健因

生机构应科学核准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袁 建立起完

素得不到满足袁且缺乏内在性奖励措施袁就使得医务

善的绩效考核制度袁按照野多劳多得尧优劳优得冶的原

人员对现有职业不满袁从而产生倦怠情绪遥 医疗机

则袁将工资与绩效相挂钩袁完善现有的收入分配激励

构自身建设尧医务人员保障措施尧医务人员劳动收入

机制袁以确保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与付出相符遥

不合理等多方面因素均使得医务人员感受到重重压

渊二冤加强分级诊疗袁合理分配工作任务

力遥 对于医务人员的岗位薪酬待遇袁应该做到以知

工作量过大尧工作强度超标的现状袁不仅引发了

识价值为导向袁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袁

医务人员对现有工作的不满袁 还增加了他们的身体

调动工作积极性袁提高医疗卫生行业的总体收入水

疲劳感和心理压力袁造成情绪的耗竭遥倡导关心他人

平袁才能更好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袁使得公

福祉的文化价值取向袁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良好的

立医院政府办医保持公益性遥

执业环境袁在组织和管理层面上袁完善管理制度和运

圆援 医院管理需优化以保障良好工作环境

行机制尤为重要遥通过落实分级诊疗袁合理分配医疗

有研究表明袁由于对待患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资源袁改善就医流动方向和渠道袁缓解大医院医务人

和精力袁源园豫的医务人员感到压力大曰苑园豫的医务人

员工作压力袁 同时也促进基层医务人员的自我价值

员对未来工作产生悲观的情感 遥 医疗机构为医务

实现遥此外有研究表明袁合理安排岗位轮转和每周工

人员提供的工作环境尧政策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等多

作时间袁 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有效防止职

方面因素与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息息相关袁提高医务

业倦怠咱员员暂遥

咱怨暂

人员工作信心袁增强组织凝聚力对医务人员职业倦

渊三冤培养责任意识袁强化内在激励作用

怠的预防有一定作用遥

坚定正确的医疗观念和积极的信念袁 培养医务

工作繁忙及服务对象的不理解导致医务人员心

人员对医学事业和患者无私的爱与奉献精神袁 对防

理失衡袁表现出不耐烦尧脾气暴躁尧易怒尧言语举止

止医护人员职业倦怠至关重要遥 积极学习业务知

失常遥 长期暴露在患者身体伤痛与自身心理压力

识袁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创造水平袁培养医务人员

等多重不良情绪因素下袁执业环境恶化袁医患矛盾

产生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努力工作的内在积极

紧张袁患者期望值过高袁社会支持不足等袁极大地

性遥 此外袁兼顾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袁丰富满足其

影响了医务人员心理健康袁 以及对自身职业的认

合理内在需求袁激发工作动力袁可有效抵御职业倦

遥 医疗机构体制不健全袁绩效激励手段不到

怠咱员圆暂遥 医务人员要建立科学尧健康的工作方式袁制定

资待遇尧工作量等制度不完善袁不仅限制了医务人

弛袁进行科学的时间管理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袁面

员的价值实现袁 还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

临困难及时进行心理疏导遥

同度

咱员园暂

位袁导致了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感遥 编制尧养老金尧薪

切实可行的目标袁 建立合理的专业期望袁 要有张有

水平袁严重危害了医疗队伍的稳定性遥 工资待遇水

渊四冤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袁缓解倦怠感

平较低尧 聘任方式的不合理引发了医务人员对现

社会支持系统是个体应对压力的重要外部资

有工作的不满曰 工作量的增大又加剧了医务人员

源袁很多研究显示袁支持系统可以使个体减轻压力袁

情绪耗竭尧去人格化倾向尧成就感低落的程度袁造

延缓倦怠感的产生遥建立社会支持网络袁可使医务人

成职业倦怠程度的加剧遥

员形成良好的公共信任氛围遥 通过完善医疗责任保

三尧防治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干预策略
由于医学模式的转变袁医院管理人员更多地开
始关注心理尧社会因素对医务人员这个特殊人群健

险制度尧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尧无偿救助制度等法律法
规袁促成良好执业环境的形成袁使得医务人员具有高
度的自尊感袁 把医学视为一种可追求的事业而对其
抱有积极尧肯定的看法遥

康的影响袁医务人员是维护医疗机构发展的核心所
在袁有效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士气袁成为医院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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