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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三甲医院注册护士工作家庭冲突、
职业承诺与离职倾向的关系研究

周摇 英1,2,张秀军1,杨从艳2,赵梅君2,张培培2,胡秀丽2

[摘要]目的:了解安徽省三甲医院注册护士离职倾向现状,分析工作家庭冲突、职业承诺和离职倾向的关系,为降低护士离职

率、稳定护理队伍提供对策依据。 方法:采用工作 -家庭冲突量表、护士职业承诺量表和离职倾向量表对临床注册护士 880 名

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二甲医院的注册护士离职倾向得分高于三甲医院(P < 0. 01),临床护士得分高于护士

长(P < 0. 01),人事代理及合同制者得分均高于在编护士(P < 0. 01);职称越低、不满意度越高、健康状态越差、专业兴趣越低、
收入越少,离职倾向得分越高(P < 0. 01);小儿科和急诊科离职倾向得分高于其他科室(P < 0. 01)。 工作 - 家庭冲突总分及

各维度与离职倾向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职业承诺总分及各维度与离职倾向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1);多
因素分析显示,注册护士离职倾向影响因素依次为机会承诺、家庭工作冲突、规范承诺、情感承诺、专业兴趣、医院类型和年收

入,此 7 种因素对离职倾向影响占 59. 0% (R2 = 0. 590,P < 0. 01)。 结论:护理管理者应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家庭工作冲突,提高

职业承诺,从而降低离职率,稳定护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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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research between work鄄family conflict,occupational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f registered nurses in the top鄄three hospitals of Anhui

ZHOU Ying1,2,ZHANG Xiu鄄jun1,YANG Cong鄄yan2,ZHAO Mei鄄jun2,ZHANG Pei鄄pei2,HU Xiu鄄li2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2;2.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know 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registered nurses in top鄄three hospitals of Anhui,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鄄family conflict,occupational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for providing the basis in decreasing the turnover rate of
nurses and stabilizing the nurse team. Methods:A total of 880 registered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work鄄family conflict scale,
competency inventory for registered nurse scal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Results:The result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registered nurses in top鄄three hospital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ade two hospitals(P < 0. 01),the score of which in
common nurs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ead nurse(P < 0. 01),and the scores of which in personnel agent and contract nurs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formal nurse(P < 0. 01). The lower the professional title,the higher the dissatisfaction,the worse the health condition
and the lower the professional interest and income,the highe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score was(P < 0. 01). The turnover intention scores
i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nd emergency medicine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departments(P < 0. 01). The total scores of work鄄
family conflict and each dimension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turnover intention ( P < 0. 01). The total scores of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and each dimension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turnover intention(P < 0. 01).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pportunity commitment, family鄄work conflict, normative commitment, emotional commitment, professional interest, hospital type and
annual incom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urn, and the influencing rate of those was is 59. 0% ( R2 = 0. 590,P < 0. 01).
Conclusions:The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tak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decrease the family鄄work conflict,and improve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for reducing the turnover rate and stabilizing nursing team.
[Key words] registered nurse;turnover intention;work鄄family conflict;occupational commitment

摇 摇 离职倾向是指员工在组织单位经历不满意后产

生的一种退缩行为,即个体要离开组织的心理倾向,
属于主动离职的范畴,是预测组织成员离职行为的

有效前因变量,而且能反映组织机构实际的管理水

平,是个体心理因素与离职行为之间的中介因

素[1 - 2]。 2014 年国家卫计委一项对护士群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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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国三级医院护士离职率平均为 5. 8% ,北
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达到 8% ~ 10% [3]。 护士

因临床工作量繁重导致离职率上升,对病人安全和

护理服务质量同时产生直接影响,最终影响医疗卫

生队伍的稳定性和护理学科的发展[4]。 工作 - 家

庭冲突是指工作及家庭压力在某些领域内不兼容而

发生的行为角色冲突,陈忠卫等[5] 研究表明,工作

家庭双向性冲突均对企业员工的离职倾向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 职业承诺是指个体对职业和专业的认同

和热爱而形成不愿意更改职业和专业的忠诚程度,
国内外研究[6 - 7]证明,职业承诺对个体的离职倾向

有良好的预测能力,是预测个体流失率的有效指标,
对员工流动性大和敬业性差等现象给予解释。 张蕴

等[8]研究表明,工作 - 家庭冲突对员工组织承诺产

生负面影响,导致离职率攀升,因此,研究临床执业

护士离职倾向的预测因素并实施干预措施,降低临

床护士的离职率,保持护理人力资源的稳定性,是护

理管理部门重要的研究课题和职责。 本研究以安徽

省三甲医院执业护士为研究对象,了解注册护士离

职倾向现状,分析工作 -家庭冲突、职业承诺和离职

倾向的关系,探讨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为降低护士

离职率、护理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分层整群抽

样的方法获取调查对象。 于 2016 年 5 - 8 月,按皖

北、皖中和皖南地区选取安徽省 10 所三级甲等医院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逸1 年、已执业注册、自愿参加本

次调查研究的护士 920 名作为调查对象,5 所省级

医院和 5 所市级医院纳入调查,其中皖北片医院 4
所,皖中片医院 3 所,皖南片医院 3 所。 每个医院再

按内外妇儿等科室抽取一个科室,以科室为单位进

行调查。 920 份调查问卷全部收回,有效 880 份,有
效率 95. 65% 。 其中女 855 名,占 97. 16% ;男 25
名,占 2. 84% 。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研究工具

1. 2. 1. 1摇 一般资料调查表摇 自行设计护士基本情

况调查表,包括临床注册护士的一般人口社会学资

料(性别、年龄、职称、职务等)、医院类型、聘用方

式、科室、收入情况、护理满意度、健康状态和专业兴

趣等情况。
1. 2. 1. 2摇 工作 -家庭冲突量表[9] 摇 包括时间、压力

和行为冲突 3 个维度,每个维度 6 个条目,共 18 个

条目。 每个维度的前 3 个条目为工作家庭冲突

(WFC),后 3 个条目为家庭工作冲突 (FWC),Likert
5 级评分,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分值越高,冲突

越强烈。 本研究总量表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77,
WFC 和 FWC 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49 和

0. 848。
1. 2. 1. 3摇 护士职业承诺量表摇 采用裴艳等[10]引入

Blau 的职业承诺问卷,根据我国文化背景修订和研

制的适合我国护士群体的量表。 包括情感承诺、规
范承诺、经济代价承诺、情感代价承诺及机会承诺 5
个维度,共 24 个条目,Likert 5 级评分,个别条目为

反向计分,分值越高,职业承诺水平越高,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

为 0. 792。
1. 2. 1. 4 摇 离职倾向量表[10] 摇 结合 MOBLEY 等离

职问卷,并参照国内专家相关研究编制的 4 个条目

评测量表,Likert 5 级评分,“非常不同意冶为 1 分,
“不同意冶为 2 分,“不确定冶为 3 分,“同意冶为 4 分,
“非常同意冶为 5 分,分值越高,离职倾向越强,量表

Cronbach忆 s 琢 系数为 0. 879。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38。
1. 2. 2摇 调查方法摇 课题实施前成立护理科研小组,
对课题组成员进行规范化统一培训。 经被调查医院

护理部及护士本人同意后,以临床科室为单位进行

问卷调查。 调查表采用统一指导语,测试者向调查

对象介绍研究的目的,均采取匿名方式填写,保证对

调查表资料保密。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LSD 检

验、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注册护士离职倾向的单因素分析摇 结果显示,
医院类型、职务、聘任方式、职称、护理满意度、健康

状态、专业兴趣、科室、年收入均为注册护士离职倾

向得分影响因素(P < 0. 01)。 二甲医院的注册护士

离职倾向得分高于三甲医院(P < 0. 01),临床护士

的高于护士长(P < 0. 01),人事代理及合同制者均

高于在编护士(P < 0. 01);职称越低、不满意度越

高、健康状态越差、专业兴趣越低、收入越少,离职倾

向得分越高(P < 0. 01);小儿科和急诊科离职倾向

得分高于其他科室(P < 0. 01)(见表 1)。
2. 2摇 注册护士工作家庭冲突、职业承诺和离职倾向

的相关分析摇 结果显示,注册护士工作家庭冲突总

分及各维度和离职倾向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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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注册护士离职倾向的单因素分析(x 依 s)

变量 n 离职倾向得分 t P MS组内

医院类型

摇 三甲

摇 二甲

542
338

11. 31 依 3. 39摇 摇
12. 43 依 3. 41摇 摇

4. 75 < 0. 01 —

职务

摇 临床护士

摇 护士长

791
88

11. 97 依 3. 34
9. 67 依 3. 64

6. 08 < 0. 01 —

聘任方式

摇 在编(1) 158 10. 32 依 3. 26

摇 人事代理(2) 153 11. 70 依 3. 35** 18. 18银 <0. 01 11. 379

摇 合同制(3) 569 12. 15 依 3. 41**

职称

摇 初级(1) 707 12. 05 依 3. 38

摇 中级(2) 151 10. 91 依 3. 29** 24. 37银 <0. 01 11. 216

摇 高级(3) 22 7. 59 依 2. 65**吟吟

护理满意度

摇 满意(1) 462 10. 90 依 3. 58

摇 一般(2) 328 12. 45 依 2. 78** 34. 89银 <0. 01 10. 978

摇 不满意(3) 90 13. 48 依 3. 66**吟

健康状态

摇 健康(1) 510 11. 22 依 3. 57

摇 一般(2) 290 12. 16 依 2. 82** 19. 49银 <0. 01 11. 353

摇 差(3) 80 13. 53 依 3. 85**吟吟

专业兴趣

摇 有兴趣(1) 437 10. 68 依 3. 49

摇 一般(2) 383 12. 53 依 2. 85** 55. 44银 <0. 01 10. 524

摇 无兴趣(3) 60 14. 43 依 3. 72**吟吟

科室

摇 内科(1) 296 11. 82 依 3. 49

摇 外科(2) 320 11. 84 依 3. 39

摇 妇产科(3) 82 11. 40 依 3. 06 4. 19银 <0. 01 11. 605

摇 小儿科(4) 43 13. 26 依 3. 37*吟#

摇 急诊科(5) 63 12. 03 依 2. 88

摇 手术室(6) 44 10. 11 依 3. 87

摇 ICU(7) 29 10. 34 依 3. 98

年收入 /元

摇 5 000 ~ 30 000(1) 286 12. 35 依 3. 30

摇 > 30 000 ~ 60 000(2) 507 11. 67 依 3. 42** 14. 32银 <0. 01 11. 502

摇 > 60 000 ~ 100 000(3) 87 10. 15 依 3. 52**吟吟

摇 摇 银示 F 值;q 检验:与(1)组比较*P < 0. 05,**P < 0. 01;与(2)组比较

吟P <0. 05,吟吟P <0. 01:与(3)组比较#P <0. 05

0. 01),职业承诺总分及各维度和离职倾向之间均

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2. 3摇 注册护士离职倾向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摇 以注册护士离职倾向总分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

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工作家庭冲突各维度和职业

承诺各维度作为自变量,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院类型、专业兴趣、年收

入、家庭工作冲突、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机会承诺进

入回归方程。 注册护士离职倾向影响因素依次为机

会承诺、家庭工作冲突、规范承诺、情感承诺、专业兴

趣、医院类型和年收入(见表 3),以上 7 种因素对离

职倾向影响占 59. 0% (R2 = 0. 590,P < 0. 01)。 其中

专业兴趣越高、年收入越高,省级三甲医院的护士离

职倾向越低,家庭工作冲突越多、情感承诺、规范承

诺、机会承诺越低的护士离职倾向越高。

3摇 讨论

摇 摇 我国各地区临床护士跳槽和改行导致“用工

荒冶,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 人力资源严重不

足促使在职护士高负荷的劳动强度和职业倦怠,使
其产生离职倾向,而频繁的离职直接导致医疗单位

床位周转率和临床护理服务质量下降,间接给医院

名誉和组织文化均带来负性影响,更不利于护理人

才的培养及人力资源管理[3]。
单因素分析显示,省级三甲医院临床护士离职

倾向得分低于市级三甲医院,和赵瑾等[11] 研究结果

一致。 可能因为省级三甲医院医疗水平、科研能力、
组织团队及仪器设施等水平均高于市级三甲,福利

待遇、职业发展和工作环境相对优越,临床护士进入

省三甲医院均经过严格选拔入职,职业认同水平高,
就业信心强,从而无另谋工作的意愿。 担任护士长

的护士离职倾向得分低于普通护士,和王冰等[12] 研

究结论一致。 可能因为护士长是护理管理工作的主

体,是医院护理队伍中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具备较高

水平敬业度和岗位胜任力,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而且

护士长职称和学历相对偏高,无倒班,周末休息,作
息时间规律,拥有较高经济收入。 本研究显示,聘任

方式为合同制、初级职称、年收入在 5 000 ~ 30 000
元的临床护士离职倾向最强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与相关研究[13 - 15] 结果一致。 我省三甲

医院临床护士用工性质存在在编、人事代理和合同

制之分,工资福利、晋升职务职称、职业前景等均存

在差异,合同制护士在医院就职自尊受损,缺乏归属

感,进而失去工作热情而导致较强的离职倾向;初级

职称临床护士多为九零后的独生子女,参加工作时

间短,经验不足,还处于学习和探索中,护理工作繁

重,压力大,但在常规工作中要承担更多任务,如倒

夜班、加班,工作之外还要面临操作培训和各项

考试,使其身心疲惫,进而工作适应不良,产生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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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注册护士情绪智力和离职倾向的相关分析( r)

变量
工作

家庭冲突

家庭

工作冲突

家庭

工作总冲突

情感

承诺

规范

承诺

经济

成本承诺

情感

代价承诺

机会

承诺

职业

承诺

离职

倾向

工作家庭冲突 1. 000

家庭工作冲突 0. 512** 1. 000

家庭工作总冲突 0. 877** 0. 861** 1. 000

情感承诺 - 0. 350** - 0. 100** - 0. 263** 1. 000

规范承诺 - 0. 287** - 0. 077* - 0. 213** 0. 186** 1. 000

经济成本承诺 - 0. 173** - 0. 021 - 0. 114** 0. 532** 0. 652** 1. 000

情感代价承诺 - 0. 219** - 0. 036 - 0. 109** 0. 553** 0. 648** 0. 792** 1. 000

机会承诺 - 0. 233** - 0. 183** - 0. 240* 0. 059 0. 048 0. 011 0. 031 1. 000

职业总承诺 - 0. 345** - 0. 085* - 0. 252** 0. 860** 0. 897** 0. 806** 0. 829** 0. 230** 1. 000

离职倾向 0. 373** 0. 349** 0. 416** - 0. 400** - 0. 402** - 0. 270** - 0. 252** - 0. 610** - 0. 494** 1. 000

摇 摇 *P < 0. 05,**P < 0. 01

表 3摇 注册护士离职倾向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茁 t P

医院类型 0. 404 0. 160 0. 057 2. 52 < 0. 01

专业兴趣 0. 495 0. 175 0. 089 2. 83 < 0. 01

年收入 - 0. 271 0. 132 - 0. 048 2. 05 < 0. 05

家庭工作冲突 0. 087 0. 013 0. 179 6. 73 < 0. 01

情感承诺 - 0. 088 0. 028 - 0. 129 3. 14 < 0. 01

规范承诺 - 0. 145 0. 037 - 0. 170 3. 92 < 0. 01

机会承诺 - 0. 699 0. 030 - 0. 538 23. 65 < 0. 01

Constant 21. 304 1. 067 — 19. 97 < 0. 01

摇 摇 R = 0. 768;R2 = 0. 590;F = 77. 241;P < 0. 01

倾向;薪金福利是临床护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根据马

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推

断,护士的基本需求不能满足,任何激励机制都提高

不了护士的敬业度和工作满意度[16]。 调查显示,护
理满意度差、健康状态差和无专业兴趣的临床护士

离职倾向偏高。 目前我省临床护士社会地位不高,
在奖金分配上“重医轻护冶,而高强度的劳动量和转

夜班又影响身心健康,故满意度差的护士想离开工

作岗位,和国内调查[11] 结果一致;而自感健康状态

差的护士处于紧张繁重的工作环境,产生更多负面

情绪,适应性不良而产生离职意愿;专业兴趣差的护

士职业认同感低,较低的组织公民行为,缺乏工作热

情,劳动产出较少,易产生职业倦怠,消极的职业观

可能促使护士随时离开工作岗位[17]。 在众多临床

科室中,儿科和急诊科的护士离职倾向更强烈,和国

内研究[9,18]相同。 提示这一群体护士处于不稳定状

态,急诊科病人随时就诊,护士长时间处于应激状

态,经常面临抢救病患死亡的风险;小儿病情进展

快,用药剂量高度精确,服务对象为小儿,穿刺技能

高,促使儿科护士工作状态高度集中,长时间身心紧

张的状态导致护士职业倦怠,可能使护士尝试调科

或离职。
相关分析显示,家庭 - 工作冲突及各维度与离

职倾向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即家庭 - 工作冲突越

强的护士离职倾向水平越高。 我省三甲医院护士配

比严重不足,98%以上护士是女性,促使护士在节假

日和周末休息少,长期加班,在时间分配上严重影响

护士对家庭的照顾,随着“二孩冶政策的实行,护士

对家庭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体力,继而导致家庭 /工
作不平衡,生活质量下降。 当工作干扰家庭时,个体

及家庭成员更多容忍;当家庭干扰到工作,组织单位

是不允许的,护士长期处于这种矛盾中,离职倾向会

增高,可能会离职,这和国内外研究[19 - 20]结果相似。
总职业承诺及各维度与离职倾向之间均呈正相关关

系,即职业承诺越高的护士离职倾向水平越低[7]。
护士群体不稳定与职业本身影响有关,职业承诺是

护士从事护理工作的责任允诺,是维持职业的态度

和信念[21]。 护士职业承诺水平越高,职业认同越

强,工作幸福感增加,护士的高受益感使其自愿为组

织贡献力量,从而降低离职倾向,生活质量水平提

高[22]。 高生活质量反过来又促进护士的工作意愿,
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情感为病人提供照护,提高优

质护理质量,护士的职业价值得到体现,职业意志越

坚定,离职倾向越低。
离职倾向是离职行为前一个重要预测变量,反

映了护理队伍的稳定性,护士离职倾向的主要影响

因素分析对培养护士的忠诚度,形成稳定的职业认

同,提高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率具有决定性作用,
是进行护理行业培训干预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切入

点。 本研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注册护士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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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的影响因素依次为机会承诺、家庭工作冲突、规
范承诺、情感承诺、专业兴趣、医院类型和年收入。
机会承诺是基于外在条件而产生被动属性,表明护

士对离职后其他职业选择的认知及态度是影响离职

倾向的最主要因素。 规范与情感承诺是对职业的主

观感知而产生主动属性,规范承诺反映护士对从事

职业的责任、义务和道德品质,规范承诺高的护士职

业认同感强,敬业度高,反之则离职时欠考虑规范制

度的约束[23]。 情感承诺是护士对所处医院和科室

的依赖程度,归属感越强,工作投入越多,离职倾向

就越低。 建议管理者应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待遇

晋升竞聘公平公正,关心尊重护士,增强护士对工作

的积极态度,形成长久从事护理职业的意念,减少离

职倾向和行为。 回归分析显示家庭干涉工作可以预

测离职倾向,其心理资源冲突因为护士扮演家庭角

色的时间影响了工作角色的履行。 工作家庭边界理

论认为,若家庭(或工作)中要素渗透到工作(或家

庭)中,冲突就会产生,提示规避家庭工作冲突及造

成的负面影响,必须从个体、家庭和组织三个层面实

施干预策略协同解决[24]。 专业兴趣、医院类型和年

收入均是影响护士离职倾向的因素,提示医院管理

者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创造良好

的工作环境,重视护理人力资源管理,关注护士身心

健康,提高福利待遇,促使执业护士工作幸福感和认

同性提升,降低离职倾向,稳定护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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