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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情绪智力和职业承诺的关系研究

蒋国英1,俞荷俊2,杨玉洁2

[摘要]目的:了解安徽省三甲医院注册护士职业承诺现状,分析情绪智力和职业承诺的关系,为护理管理者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省三甲医院注册护士 920 名,使用情绪智力量表、护士职业承诺量表进行问卷调查。 结

果:不同医院类型、职务、聘任方式、职称、护理满意度、健康状态、专业兴趣和年收入的注册护士职业承诺得分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与职业承诺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均呈正相关(P < 0. 01);回归分析

显示对护理专业越有兴趣、情绪智力总分越高、对护理工作越满意、省级三甲医院护士的职业承诺分数越高。 结论:护理管理

者应该重视护士情绪智力的培养,从而提高其职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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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of nurses

JIANG Guo鄄ying1,YU He鄄jun2,YANG Yu鄄jie2

(1. Department of Medicine,2. Internation School of Nursing,
Huang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Huangshan Anhui 24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registered nurses of tertiary first鄄class hospitals in
Anhui,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nursing
managers. Methods: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conducted,and 920 registered nurses from three tertiary first鄄class hospitals in
Anhui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scale.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registered nurses with different hospital types, positions, employment methods, titles, nursing satisfaction, health status, professional
interest and annual incom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o P < 0. 01). The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commitment(P < 0. 01).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re interested in nursing specialty,higher the total scor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ore satisfied the nursing work
were,the higher the score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nurses in provincial grade tertiary first鄄class hospitals was. Conclusions:The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nurses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Key words] nurse;emotional intelligence;ccupational commitment

摇 摇 情绪智力指个体在自我情绪评估、调整、运用及

对他人情绪的评估能力中的综合表现,并利用这些

信息对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进行指导的能力[1]。 职

业承诺是指个体对所从事的职业的认同和依赖,对
本职业的投入情况,以及对社会所制定的规范的内

化程度,从而形成的不愿意更改本职工作的意

愿[2],中国护士群体严重短缺,调查[3] 显示,全国三

级医院护士离职率为 5. 8% ,研究显示护士职业承

诺与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4],与留职意愿呈现正

相关关系[5],护士是否离开本职工作受其职业承诺

水平的影响,职业承诺越高,留职意愿越强,越有助

于护士群体的稳定性。 国内关于护士情绪智力与职

业承诺两者的研究较少,本研究调查安徽省三甲医

院护士的职业承诺现状,并研究情绪智力与职业承

诺的相关性,为提高临床护士的职业承诺提供参考

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取整群抽样抽取安徽省 5 所省

级三甲医院和 5 所市级三甲医院的 920 名临床护士

作为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 920 份,全部收回,其中有

效问卷 880 份,有效率为 95. 65% 。 其中省级三甲

护士 542人,占 61. 59% ,市级三甲护士 338 人,占
38. 41% 。 纳入标准:从事护理工作满 1 年以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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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执业注册;自愿参加本次调查。 排除标准:从事护

理工作未满 1 年;未执业注册;不愿参加本次调查研

究。
1. 2摇 调查工具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调查表摇 自行设计护士基本情况

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职称、职务、医院类型、聘用

方式、收入情况、护理满意度情况、健康状态和专业

兴趣等情况。
1. 2. 2摇 情绪智力量表(WLEIS)摇 采用 2002 年香港

学者[6]编制的情绪智力量表,量表包括 16 个条目,
可以分为 4 个维度: 自我情绪评估能力 ( self鄄
emotional appraisal, SEA )、 自 我 情 绪 调 整 能 力

(regulation of emotion, ROE)、自我情绪运用能力

(use of emotion,UOE)和他人情绪评估能力(others忆
emotional appraisal,OEA),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

法,分数越高,表明情绪智力水平越高。 研究[7] 显

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77。
1. 2. 3 摇 护士职业承诺量表(CIRNS) 摇 采用裴艳

等[8]改编的职业承诺问卷,问卷共 24 个条目,可分

为 5 个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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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Likert 5 级评

分,分值越高,职业承诺水平越高,研究显示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8]。 本研究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

为0. 792。
1. 3摇 调查方法摇 课题实施前统一培训课题组成员。
以医院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采用知情保密政

策。 调查结束后由课题组调查人员当场收回。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方差分析、q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护士职业承诺现状 摇 安徽省三甲护士职业承

诺总分为(77. 28 依 14. 35) 分,总均分为 (3. 22 依
0. 60)分,其中各维度得分及均分情况见表 1。

摇 表 1摇 安徽省三甲医院护士职业承诺各维度得分及均分

情况(x 依 s;分)

维度 得分 均分

情感承诺 19. 67 依 5. 06 3. 28 依 0. 84

规范承诺 17. 21 依 4. 04 3. 44 依 0. 82

经济代价承诺 13. 30 依 3. 09 3. 32 依 0. 77

情感代价承诺 15. 69 依 3. 95 3. 14 依 0. 79

机会承诺 11. 40 依 2. 65 2. 85 依 0. 66

2. 2摇 护士职业承诺的单因素分析摇 结果显示,省级

三甲医院护士职业承诺得分高于市级三甲医院护士

(P < 0. 01),护士长职业承诺得分高于护士(P <
0. 01),有进修经历的护士职业承诺得分高于无进

修经历的护士(P < 0. 01)。 不同职称、护理满意情

况、健康情况、专业兴趣、年收入、工龄的注册护士职

业承诺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其中初级和中级职称职业承诺得分均低于

高级职称者(P < 0. 01 和 P < 0. 05);对护理总体感

觉越满意、健康情况越好、对专业越有兴趣,护士职

业承诺得分越高(P < 0. 01);年收入在 > 3 ~ 6 万元

和0. 5 ~ 3 万元的护士职业承诺得分低于年收入 >
6 ~ 10万元(P < 0. 01);工龄 11 ~ 20 年和 0 ~ 10 年

的护士职业承诺得分低于工龄 > 21 年的护士(P <
0. 01 和 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护士职业承诺的单因素分析(x 依 s)

变量 n 职业承诺得分 F P MS组内

医院类型

摇 省级三甲

摇 市级三甲

542
338

78. 91 依 13. 68摇 摇
74. 67 依 15. 02摇 摇

摇 4. 31* <0. 01 —

职务

摇 护士

摇 护士长

791
88

76. 73 依 14. 59
82. 10 依 10. 94

- 4. 21吟 <0. 01 —

进修经历

摇 有

摇 无

271
609

79. 15 依 13. 21
76. 45 依 14. 76

2. 59* <0. 01 —

职称

摇 高级 707 85. 77 依 7. 44

摇 中级 151 78. 40 依 13. 16# 4. 79 < 0. 01 204. 099

摇 初级 22 76. 78 依 14. 67##

护理满意情况

摇 满意 462 83. 04 依 12. 53

摇 一般 328 73. 01 依 12. 32殷殷 120. 36 < 0. 01 161. 891

摇 不满意 90 63. 28 依 15. 00殷殷▽▽##

健康情况

摇 好 510 80. 22 依 14. 20

摇 一般 290 74. 44 依 12. 82茵茵 32. 47 < 0. 01 192. 104

摇 差 80 68. 81 依 15. 23茵茵阴阴

专业兴趣

摇 有 437 84. 17 依 11. 35

摇 一般 383 72. 45 依 12. 46翌翌 177. 49 < 0. 01 146. 878

摇 无 60 57. 93 依 15. 07翌翌姻姻

年收入 /万元

摇 > 6 ~ 10 87 81. 34 依 13. 30

摇 > 3 ~ 6 507 76. 97 依 14. 45银银 3. 97 < 0. 05 204. 477

摇 0. 5 ~ 3 286 76. 59 依 14. 32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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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 n 职业承诺得分 F P MS组内

工龄 /年

摇 > 21 625 82. 87 依 12. 49

摇 11 ~ 20 162 78. 48 依 12. 80荫 9. 22 < 0. 01 201. 898

摇 0 ~ 10 95 76. 21 依 14. 77荫荫

摇 摇 *示 t 值;吟示 t忆值;与职称高级比较#P < 0. 05,##P < 0. 01;与护理满意

比较殷殷P <0. 01;与护理一般比较▽▽ P <0. 01;与健康情况好比较茵茵P <

0. 01;与健康情况一般比较阴阴P <0. 01;与有专业兴趣比较翌翌P < 0. 01,与

专业兴趣一般比较姻姻P <0. 01;与年收入 >6 ~10 万元比较银银P < 0. 01;与

工龄 >21 年比较荫荫P <0. 01

2. 3摇 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与职业承诺总分的相

关性分析摇 相关分析显示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均

与职业承诺总分呈正相关关系 ( P < 0. 01 ) (见

表 3)。

表 3摇 情绪智力与职业承诺的相关性分析( r)

变量
职业

承诺总分

自我

情绪评估

自我

情绪调整

自我

情绪利用

他人

情绪评估

情绪

智力总分

职业承诺总分 1

自我情绪评估 0. 103** 1

自我情绪调整 0. 222** 0. 444** 1

自我情绪利用 0. 287** 0. 485** 0. 539** 1

他人情绪评估 0. 234** 0. 341** 0. 493** 0. 486** 1

情绪智力总分 0. 277** 0. 702** 0. 823** 0. 800** 0. 765** 1

摇 摇 **示 P < 0. 01

2. 4摇 护士职业承诺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摇 以职业承诺为因变量 Y,以医院类型 X1、职务 X2、
进修经历 X3、职称 X4、护理满意情况 X5、健康情况

X6、专业兴趣 X7、年收入 X8、工龄 X9 及情绪智力总

分及各维度分(情绪智力总分 X10、自我情绪评估

X11、自我情绪调整 X12、自我情绪利用 X13、他人情

绪评估 X14) 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 ( 琢入 =
0. 05,琢出 = 0. 10)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回归方程显示

对护理专业越有兴趣、情绪智力总分越高、对护理工

作越满意的、省级三甲医院护士的职业承诺分数越

高(见表 4)。
各自变量赋值为,医院类型:省级三甲 = 1,市级

三甲 = 2;职务:护士 = 1,护士长 = 2;进修经历:有 =
1,无 = 2;职称:高级 = 1,中级 = 2,初级 = 3;护理满

意情况:满意 = 1,一般 = 2,不满意 = 3;健康情况:好
= 1,一般 = 2,差 = 3;专业兴趣:有 = 1,一般 = 2,
无 = 3;年收入: > 6 ~ 10 万元 = 1, > 3 ~ 6 万元 = 2,
0. 5 ~ 3 万元 = 3;工龄: > 21 年 = 1,11 ~ 20 年 = 2,
0 ~ 10 年 = 3。

表 4摇 护士职业承诺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B忆 t P

常量 84. 741 3. 599 — 23. 548 < 0. 01

专业兴趣 X7 -9. 112 0. 826 - 0. 392 - 11. 028 < 0. 01

情绪智力总分 X10 0. 272 0. 051 0. 151 5. 310 < 0. 01

护理满意情况 X5 -3. 674 0. 772 - 0. 171 - 4. 761 < 0. 01

医院类型 X1 -2. 007 0. 824 - 0. 068 - 2. 434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安徽省三甲护士职业承诺总

均分为 3. 22 依 0. 60,略高于张乃曼等[5]3. 02 依 2. 54
的调查。 5 个维度中规范承诺均分最高,机会承诺

得分最低,这与马丹婷等[10]的研究相一致。 规范承

诺是护士对所从事职业的义务感、责任感和道德

感[8]。 机会承诺指护士对于自身条件和外界可供

选择的就业机会,而不愿放弃护理职业的程度[11]。
随着我国护理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护士综合素质

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护士在工作中对工作所产生的

主动承诺水平较高,而有较强的责任感。 机会承诺

得分低,可能由于护士本身专业职业的多元化发展,
学护理专业的护士也可以从事其他相关的护理工

作,比如推拿师、药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等,因此

护士离职后可选择其他职业的机会越来越多。
本文单因素分析显示省级三甲医院护士职业承

诺得分高于市级三甲医院护士(P < 0. 01),护士长

职业承诺得分高于护士(P < 0. 01),有进修经历的

护士职业承诺得分高于无进修经历的护士 (P <
0. 01),省级三甲医院无论在医院设施,对护士的职

业能力的培养还是在待遇方面,都比市级三甲医院

要好一些,因此护士的职业承诺得分相对就高一些,
护士通过进修,在单位中经常能够发挥主动带教作

用,因此责任感较强,更愿意坚守本职工作,护士长

更是一个科室的重心所在,对于科室的主人公精神

相对于普通护士来说更强,因此职业承诺得分更高。
结果还显示职称越高、工龄越久、收入越高、身体健

康状况越好的、对护理工作越满意的、对护理专业兴

趣越大的护士职业承诺得分越高。 只有对本职工作

更有兴趣,才会立志于本职工作,工作时间越长、职
称越高的、身体越好的护士才能在护理群体中担任

着一些重要的职务,才更感受到在本职工作中的责

任感,因此,职业承诺得分越高。 本文相关分析显示

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均与职业承诺总分呈显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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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1 J Bengbu Med Coll,October 2020,Vol. 45,No. 10



组,说明以 TL 为基础的教学能够增强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此研究结

果与魏惊鸿等[8] 的研究一致。 从对学生批判性思

维的影响方面来看,观察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研究结果与张娣等[10] 的研究

一致,说明以 TL 为基础的教学,可以有效地提升学

生评判性思维能力。
3. 3摇 TL 对临床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启示 摇 随着

“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冶的普及,要求医生必

须学会运用整体与发展的观点综合考虑与病人及疾

病有关的所有信息[13]。 这就意味着传统“单向冶输
出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医学生的培养需

要。 TL 以整合已有知识为基础,着重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要求学生在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能够迅速从真实复杂的医疗情

景中甄别出有价值的信息,从整体出发赋予医疗方

案更多的价值与意义。 因而,以批判性思维为特征

的 TL 是当前医学教学改革道路上的始动因素,也
是未来临床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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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P < 0. 01),可见情绪智力越高的护士,其
职业承诺得分越高。 回归分析显示,对护理专业越

有兴趣、情绪智力总分越高、对护理工作越满意的、
省级三甲医院护士的职业承诺分数越高。 因此护士

情绪智力的高低,对提高护士的职业承诺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 可能因为情绪智力高的护士,在工作

中遇到问题,更容易把握自己的情绪,因此处理起来

会起到很好的沟通作用,这对护理工作起到一定的

正性作用,从而促进其职业承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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