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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上海市规范化培训护士职业态度现况
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许华娇，张瑛，吴玲玲，蒋连青，沈卫红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上海 201508

摘要：目的 调研疫情背景下上海市规范化培训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和职业认同感的现状，分析当前形势下，规培护
士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方法 2022 年 4 月，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海市三所公立综合医院的 332 名规范
化培训护士为研究对象，通过网上问卷调查，调研规培护士的一般资料及疫情防控相关行为、职业认同感和领悟社
会支持得分，对研究对象的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320 份，有效回收
率为 96.4%。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总得分为（108.44 ± 19.94）分，其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职业自我反思、职业
社会支持、职业挫折应对、职业认知评价和职业社交技能；规培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总分（61.74 ± 12.54）分，各维度中
朋友支持得分最高，家庭支持得分最低。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市新冠疫情时期，相比大专学历，本科学
历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得分降低 9.058 分（P < 0.001）；规培护士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知识知晓度每上升一个等
级（了解、熟悉、掌握），其职业认同感得分则提高 3.339 分（P = 0.003）；相比无相关经历者，有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经
历或有管控区域抗疫经历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得分分别提高 6.491 分（P < 0.01）、4.343 分（P = 0.005）；领悟
社会支持得分每增加 1 分，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得分平均增加 1.064 分（P < 0.001）。 结论 2022 年上海市疫情期
间，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及领悟社会支持均处于中等水平。 建议家庭、单位及社会各界给予规培护士更多支持和关
爱，各医疗卫生机构完善护士用人机制，多措并举增加规培护士疫情防控知识的储备，鼓励规培护士积极参与抗疫
志愿服务，提升其职业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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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nurses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under epidemic period in Shanghai XU Huajiao, ZHANG Ying, WU
Lingling, JIANG Lianqing, SHEN Weihong (Jin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5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nurses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under specific epidemic period in Shanghai, and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thods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recruit 332 nurses for standardized training from three
public general hospitals in Shanghai.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related behavio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ere surveyed online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tar Platform. Then, the survey data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otally 32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96.4%. The total score of these nurs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108.44 ± 19.94). The scores for each dimension,
from high to low, were professional self-reflection, professional social support, professional frustration response, professional
cognitive evaluation,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skills. The total scor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61.74 ± 12.54 ). The
friend support score was the highest, while the family support score was the lowest.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under the specific epidemic period in Shanghai, the nurses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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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传染性强，
传播途径广，从 2020 年初在全世界暴发疫情伊始，
给世界各国医疗卫生系统带来巨大挑战。 新冠病毒
经历了 Alpha、Beta、Gamma、Delta 和 Omicron 变异
株，病毒的致病力虽逐渐减弱，但是传播力迅速上
升［1］，在 2022 年上半年依旧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切断传播链，尽快遏制疫情蔓
延，2022 年 3 月 28 日起，上海市全市分片开展核酸
筛查［2］。护理人员作为抗疫救援队伍中的生力军之一，
一直工作在对抗新冠病毒所致疫情的最前线［3］。 然
而，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下，医护群体的身
心健康受到不小威胁［4］。规范化培训护士（以下简称
规培护士）作为医护群体中的新力量，由于年龄小、
职业定位不准、护理经验欠缺，其职业态度更容易
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5-6］。 职业认同感是规范化培
训护士职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7］， 而领悟社会支
持又是影响其职业认同感的关键因素［8］。 国内有关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的研究相对匮乏，且研究结论
不一。 本研究基于 2022 年上半年上海市复杂的疫
情形势下，调查了当地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领悟
社会支持的现状水平，并进一步分析疫情期间规培
护士人口学特征、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及抗疫行为与
其职业认同感的关系，以期为护理管理者制定管理
策略，提高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经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
院伦理委员会备案（批准号：JIEC 2022-S15），按照
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三所公立综合医院护士为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调查期间，护士正处于接受规
范化培训阶段，自愿参加本研究。 排除标准：调查期
间，因病、事假或其他原因不在所属医院工作岗位
者。 样本量的估算：参考多因素分析中样本量的估
算方法，n（观测人次数）至少是 m（变量）的 5 ~ 10
倍［9］，本调查含一般资料及疫情防控相关行为问卷、
护士职业认同评定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共54 个
条目，计算出样本量至少为 270 人。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及疫情防控相关行为问卷：由研
究者自行拟定。 内容涵盖性别、学历、规培年级、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知识知晓度、参与抗疫志愿服
务经历、疫情管控区域抗疫经历、曾接触疑似或确
诊病例等 12 个条目。

（2） 护士职业认同评定量表：此问卷为刘玲等［10］

编制，是测评护士职业认同水平的专用工具。 该量
表共 30 个条目， 分为职业社会支持、 职业挫折应
对、职业认知评价、职业社交技能及职业自我反思 5
个维度。 量表按照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符
合”至“非常符合”依次计 1 ~ 5 分。量表总分范围为
30 ~ 150 分， 总得分 30 ~ 60 分定义为职业认同水
平低 ，61 ~ 90 分定义为职业认同水平偏低 ，91 ~
120 分定义为职业认同水平中等，121 ~ 150 分定义
为职业认同水平高。本量表克龙巴赫 琢 系数为0.938。

（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由 Blumenthal 等［11］编制，黄丽等［12］翻
译、修改。该量表包含 3 个维度、12 个条目。条目 3、
4、8、11 累计分数组成家庭支持维度得分， 条目 6、
7、9、12 累计分数组成朋友支持维度得分，其他各条

scored 9.058 points lower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an those with a junior college degree (P < 0.001). The score of
nurs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creased by 3.339 points for each grade (unfamiliarity, familiarity, and mastery) increase in
awaren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P = 0.003).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es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who participated in anti -epidemic volunteer service or had experience in fighting regional epidemics
increased by 6.491 (P < 0.001) and 4.343 (P = 0.00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such experience. For
every 1 point increase in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or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ore in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1.064 points (P < 0.001). Conclusions The status quo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nurses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were both at a medium level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in Shanghai in 2022. It is suggested that
families, units, and all society should give more support and care to these nurses, and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should improve the nurse employment mechanism,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ncourage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 against epidemic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Keywords：nurse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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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累计分数组成其他支持维度得分。 量表从“极不
同意”到“极同意”分为 7 个级别，分别计 1 ~ 7 分，
总得分在 12 ~ 84 分之间，总分越高，表示个体所领
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本量表总体及各维度的克龙
巴赫 α 系数在 0.76 ~ 0.85 之间［13］。
1.2.2 资料收集

调查表采用不记名问卷形式，通过问卷星平台
进行发放。 质量控制方法：（1） 问卷填写由各医疗
机构护理部主任发起号召，部门护士长、组长督促
本部门规培护士如实、按期完成问卷填写，项目组
及时向各机构护理部主任反馈问卷回收情况；（2）
将问卷内容均设为必答项，答卷后研究对象可预览
答卷，避免误填；（3） 收回问卷后，剔除答卷时间少
于 1 min， 或同一 IP 地址多次提交的问卷， 同时对
数据的一致性和逻辑性进行检验。 本次调研共收集
问卷 332 份， 其中有效问卷 320 份， 有效率为
96.4%，答卷平均时间为（169.50 ± 67.33）s。
1.2.3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软件 SPSS 25.0 进行数据分析。 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
示，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三组及以
上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量资料相关性
分析予以 Pearson 相关分析； 研究对象职业认同感
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
为 α = 0.05（双侧）。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抗疫行为及其职业认同感
差异比较

320 名规培护士中，男性 22 人、女性 298 人，年
龄为 20 ~ 25 岁，平均（22.23 ± 1.21）岁，有参与抗
疫志愿服务经历者占 81.9%， 有疫情管控区域抗疫
经历者占 24.4%，曾接触过疑似或确诊新冠病毒感
染病例者占 7.8%， 其余人口学资料及抗疫行为见
表 1。

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不同抗疫行为的规培
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得分差异，发现学历、择业缘由、
疫情防控知识知晓度、抗疫经历不同，以及是否接
触过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得
分也不同（P 均 < 0.05），具体表现为：大专学历、择
业缘由为个人兴趣、疫情防控知识知晓度高、有抗
疫志愿服务经历、管控区抗疫经历及曾接触过疑似
或确诊病例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得分也较高。
见表 1。

表 1 不同特征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得分比较
（n = 320）

项目 人数
（占比/%）

职业认同感
（分，x ± s） t 或 F 值 P 值

性别 1.771 0.090

无 295（92.2） 107.53 ± 19.74

男 22（6.9） 118.05 ± 26.83

女 298（93.1） 107.73 ± 19.21

户籍 -0.777 0.438

是 221（69.1） 108.03 ± 21.03

非农 156（48.8） 107.55 ± 19.01

农村 164（51.2） 109.28 ± 20.81

独生子女 0.543 0.587

否 99（30.9） 109.34 ± 17.34

学历 9.129 < 0.001

大学专科 266（83.1） 111.89 ± 19.19

大学本科 54（16.9） 91.41 ± 14.04

规培年级 1.367 0.173

2021 届 148（46.2） 109.85 ± 19.95

2020 届 172（53.8） 106.80 ± 19.87

择业缘由 7.465 < 0.001

个人兴趣 58（18.1） 118.38 ± 20.80

好就业 106（33.1） 111.50 ± 20.96

家庭意愿 116（36.3） 103.10 ± 17.53

升学/调配 16（5.0） 115.05 ± 18.42

其他原因 24（7.5） 98.08 ± 19.32

居住情况 0.455 0.714

个人独居 31（9.7） 105.35 ± 14.81

与父母同居 220（68.8） 108.40 ± 21.14

单位宿舍 55（17.2） 109.33 ± 17.57

与人合租 14（4.4） 112.29 ± 20.03

家人是否支持从事护理工作 0.779 0.437

是 310（96.9） 108.59 ± 20.04

否 10（3.1） 103.60 ± 16.81

疫情防控知识知晓度 14.623 < 0.001

了解 167（52.2） 103.52 ± 16.69

熟悉 136（42.5） 112.44 ± 21.10

掌握 17（5.3） 124.71 ± 24.80

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经历 16.703 < 0.001

有 262（81.9） 112.71 ± 19.45

无 58（18.1） 89.16 ± 5.62

疫情管控区域抗疫经历 8.256 < 0.001

有 78（24.4） 124.58 ± 20.78

无 242（75.6） 103.24 ± 16.64

曾接触过疑似或确诊新冠病例 2.820 0.005

有 25（7.8） 119.12 ±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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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领悟社会支持现状
320 名规范化培训护士职业认同感总分为

（108.44 ± 19.94）分，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职
业自我反思、职业社会支持、职业挫折应对、职业认
知评价和职业社交技能；规培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总
分为（61.74 ± 12.54）分，各维度中朋友支持得分最
高，家庭支持得分最低。 见表 2。

表 2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领悟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n = 320）

项目 条目
数

维度得分
范围

维度总分
（分，x ± s）

条目均分
（分，x ± s） 排序

职业认同感总分 30 65 ~ 150 108.44 ± 19.94 3.61 ± 0.66

家庭支持 4 5 ~ 28 20.28 ± 4.54 5.07 ± 1.15 3

职业自我反思 3 6 ~ 15 11.01 ± 2.18 3.67 ± 0.73 1

职业社会支持 6 13 ~ 30 21.96 ± 4.00 3.66 ± 0.67 2

职业挫折应对 6 12 ~ 30 21.95 ± 4.15 3.66 ± 0.69 3

职业认知评价 9 17 ~ 45 32.52 ± 6.84 3.61 ± 0.76 4

职业社交技能 6 6 ~ 30 21.01 ± 4.42 3.50 ± 0.74 5

领悟社会支持总分 12 35 ~ 84 61.74 ± 12.54 5.15 ± 1.04

朋友支持 4 14 ~ 28 21.08 ± 4.30 5.27 ± 1.07 1

其他支持 4 12 ~ 28 20.38 ± 4.23 5.10 ± 1.06 2

2.3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经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 职业认同感总分及

其各维度、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维度互相之间
均存在正相关关系（r = 0.637 ~ 0.824，P < 0.01），职
业认同感总分与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两者相关系数
为 0.796。 见表 3。

表 3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r 值）

项目 职业认同
感总分

职业认知
评价

职业社会
支持

职业社交
技能

职业挫折
应对

职业自我
反思

领悟社会
支持总分 0.796 0.701 0.785 0.698 0.743 0.814

其他支持 0.802 0.691 0.801 0.701 0.761 0.824

家庭支持 0.755 0.689 0.735 0.668 0.678 0.752

朋友支持 0.736 0.637 0.726 0.641 0.702 0.768

2.4 疫情背景下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分析
以研究对象职业认同感总分为响应变量，以单

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6 个项目（学历、择业
缘由、疫情防控知识知晓度、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经
历、管控区域抗疫经历、曾接触过疑似或确诊病例）
以及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预测变量赋值见表 4。采用输入法进行
回归分析，引入水平为 0.05，剔除水平 0.1。 最终学
历、疫情防控知识知晓度、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经历、
管控区域抗疫经历及领悟社会支持总分 5 个预测
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可共同解释当前形势下规培护
士职业认同感的 70.4%。 对模型进行拟合检验，结

果显示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模型构建有意义（F =
73.595，R2 = 0.704，调整 R2 = 0.695，P < 0.001）。 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 上海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时期，
相比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
得分降低 9.058 分（P < 0.001）；规培护士疫情防控
知识知晓度每上升一个等级（了解、熟悉、掌握），其
职业认同感得分平均提高 3.339 分（P = 0.003）；相
比无相关经历者，有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经历或有管
控区域抗疫经历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得分分
别提高 6.491 分（P < 0.001）、4.343 分（P = 0.005）；
领悟社会支持得分每增加 1 分，规培护士职业认同
感得分平均增加 1.064 分（P < 0.001）。 见表5。

表 4 预测变量赋值表

预测变量 赋值方式

学历 大专 = 0（对照）；本科 = 1

领悟社会支持总分 连续性变量，原数值直接代入

择业缘由 设置哑变量，以“个人兴趣”为对照
新冠病毒感染防控
知识知晓度 有序变量，了解 = 1；熟悉 = 2；掌握 = 3

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经历 无 = 0（对照）；有 = 1

疫情管控区域抗疫经历 无 = 0（对照）；有 = 1

曾接触过疑似或确诊病例 无 = 0（对照）；有 = 1

表 5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β 值 标准误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41.046 4.332 9.475 < 0.001

本科学历 - 9.058 1.740 - 0.170 - 5.206 < 0.001

择业缘由

好就业 - 1.881 2.802 - 0.025 - 0.671 0.503

升学/调配 - 1.867 1.832 - 0.044 - 1.019 0.309

家庭意愿 - 2.175 1.837 - 0.053 - 1.184 0.237

其他原因 - 4.405 3.187 - 0.048 - 1.382 0.168

疫情防控知识知晓度 3.339 1.096 0.100 3.047 0.003

有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经历 6.491 1.793 0.126 3.620 < 0.001

有管控区域抗疫经历 4.343 1.518 0.094 2.861 0.005

接触过疑似或确诊病例 3.310 2.602 0.045 1.272 0.204

领悟社会支持总分 1.064 0.059 0.669 18.116 < 0.001

3 讨论
3.1 疫情期间上海市规范化培训护士职业认同感
及领悟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

新冠病毒感染虽为乙类传播性疾病，但具有极
强的传染性［14］。 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
医务人员既是“疫情守门人”，又是易感人群，工作
和精神压力巨大， 其身心健康极易受到影响［15］。
2022 年上半年，受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侵袭，上海市
新冠疫情暴发，该毒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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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本轮疫情防控形势极其严峻［16］。 在这样的外
部环境下，本研究显示上海市所调查的医院规培护
士职业认同感总分仍为（108.44 ± 19.94）分，根据刘玲
等［10］的护士职业认同评定量表的评分标准被判定
为中等水平，其得分与全国新冠疫情发生前李梦圆
等［5］对湖北省协和医院的规培护士、石志宜等［17］对
河南省某三甲医院的规培护士的职业认同感调研
结果相似。国内有关新冠疫情期间规培护士职业认同
感的研究较少，有 2 篇分别对四川省华西医院及该省
某两所三甲医院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的调研相关文
献［18-19］，其得分同样处于中等水平。 可见，纵然在新
冠疫情的压力下，上海市等大城市的规培护士的职
业认同感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其原因可能与上海市
医疗体制健全、 护理人员管理及培训制度完善、护
士有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有关。 职业认同感各维度
得分中，职业自我反思维度得分最高，而职业社交
技能维度得分最低，提示面对上海市复杂的疫情形
势，规培护士能较好地进行自我身心调整，对护理
职业作出积极正面的思考。 然而，本研究中规培护
士的社交技能较为贫瘠，其原因可能与调查对象人
口特点有关：320 名规培护士中独生子女占 69.1%、
与父母同住者占 68.7%， 因此多数规培护士缺乏社
会交流的经验。

本次研究发现规培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
（61.74 ± 12.54）分，低于 2021 年关玉霞等［20］对北京
市某三甲医院规培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调研
数据（67.45 ± 11.11）分，其原因可能与北京、上海地
域差距及当时上海市常态化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的
特殊背景有关。按照标准分解析法，标准分 =（实际
得分/可能的最高得分） × 100，标准分 < 60 分为“较
差”水平，60 ~ 80 分为“中等”水平，> 80 分为“良
好”水平［21］。320 名规培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标准化得
分为（73.50 ± 14.93）分，处于中等水平。进一步比较
领悟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发现，规培护士感受到朋
友支持维度得分最高、家庭支持维度得分最低。 分
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规培护士均为毕业不久的青
年，心性稚嫩，想法单纯，内心急于摆脱父母的管
束，该阶段护士更愿意与自己的同龄朋友、同事等
分享自己的喜怒得失。
3.2 疫情期间上海市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因素及对策建议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是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P <
0.001）。多项研究［13，22］均证实，领悟社会支持度越高
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也越高。 有研究表明，为

抗击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及
物资补给，将大大增加医护人员的被保护感［23］。 因
此，在疫情期间，建议家庭、单位及社会各界给予规
培护士更多支持和关爱，从而帮助其增加职业认同
感，稳定新生护理队伍。

本次研究发现，大专学历规培护士的职业认同
感高于本科规培护士，与李杉等［24］研究结果类似。
相比本科学历护士而言，大专学历护士职业可选择
空间小，受当前严苛的就业形势所迫，他们更加珍
惜目前来之不易的岗位，故而其职业认同感也相对
更高［25］。 建议各医疗卫生机构完善护士用人机制，
根据护士学历和能力特点，人尽其用，帮助各层次
护士搭建适合的职业发展平台，帮助其明确职业发
展规划，提升其职业成就感及认同度。

本次研究还发现， 规培护士对疫情防控知识的
认知度越高，其职业认同感也越高。类似研究［24］也发
现，新冠疫情期间，护生对疫情的了解程度有助于
增加其职业认同感。 分析原因为：对疫情防控知识
越知晓， 就越懂得如何在抗疫前线做好自身防护，
降低对新冠病毒的恐惧程度。 对此，医院管理部门，
可定期组织线上、线下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知识竞答等，实时跟进疫情防控进展，多措
并举增加规培护士疫情防控知识的储备。 加强疫情防
控知识的培训，对缓解医护人员压力有重要意义［26］。

最后， 本次研究发现有抗疫志愿服务经历、有
管控区域抗疫经历的规培护士，其职业认同感高于
无此种经历者，与江静敏等［19］的研究结果类似。 其
原因在于，参加过防疫志愿服务的规培护士，一般
都具备积极的人生态度， 共同参与志愿防疫的行
为，有效激发了其主人翁意识和职业精神，提高了
职业认同感［19］。 应鼓励低年资规培护士积极参与抗
疫志愿服务，帮助其加深对护士职业价值的认识。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包括： 缺乏疫情发生前，相
同或类似职业人群的职业态度数据对比；样本来源
地域性有待拓宽。 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大样本量、多
中心协作的调研，以进一步佐证本研究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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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李思惠主任医师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专家，原国家职业卫生职业病诊断标准专家委员
会委员、顾问，上海市医学会职业病与环境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主任委员，第三届名誉主任委
员，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专家库专家，《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第三、四届编辑委员会顾问委员，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原体检科主任李思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 年 2 月 5 日 15 时在
上海逝世，享年 80 岁。

李思惠同志一生勤勉，为人谦逊，投身职业病临床医学事业近 50 载，始终立足科学前沿，不
断追求科技创新，为我国职业中毒临床救治、科研、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思惠同志千古！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2023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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