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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行政管理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参加广东省委党校广

东省行政学院培训的各班次学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600 名调查对象中，与 SCL-90 总分相关程度

最高的五位症状分别为强迫症状、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及焦虑；除了敌对因子外，调查对象的 SCL-90 各因子

分均高于中国常模(P<0.05)。女性、高学历、企/事业单位、年龄较大等因素与 SCL-90 因子分及总分具有相关性。结论：

广州市行政管理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国内普通人群低；女性、高学历、企/事业单位、年龄较大等与不良心理健康状

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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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of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Methods: A cross-sec-
tional study including 600 participants was carried out in Guangdo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in Guangzhou city. Results:
Of the 600 participants,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as founded between total score of SCL-90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somatizati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The participants scored high in total score and seven
domains of SCL-90 (except for hostility), compared with norms in China (P<0.05). Female, high education level and age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have worse mental health symptoms com-
pared with the common people in China; female, high education level and age, are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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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干部是国家经济、 社会等各项行政事

务的直接管理者，是政府职能得以实现的直接力量。
他们在工作中虽然拥有相当的控制力和和决策权，
但长期处于工作超负荷、管理者角色定义模糊、人际

关系复杂等压力中， 部分行政管理干部呈现较高的

心理与躯体不健康状况的倾向[1]。 随着体制转轨、社

会转型及发展， 行政管理干部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

越大，他们的身心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2]。 为促进行

政管理干部的身心健康， 本研究调查了行政管理干

部心理健康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为参加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行政学院

培训的行政管理干部。共收回有效问卷 600 份，其中

男性占 67.5%，女性占 32.5%。 平均年龄为 45.8±7.7
岁，其中年龄最小者 24 岁，最大者 61 岁；在婚者占

92.0%，学历以本科为主，占 57.3%，党政机关人员占

74.0%，处级人员占 74.3%，任职年限在 3-5 年的占

54.4%，担任领导职务的占 67.5%。

1.2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 括社会人口 学特征及心 理健康状

况。 心理健康状况测量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
该量表共 90 个项目， 包括 10 个因子， 分别为躯体

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

执、精神病性及其他。

2 结 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的 SCL-90 总分

不同学历的调查对象的 SCL-90 总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学历高者得分较高。 见表 1。
2.2 症状自评量表统计指标

行政管理人 员的前五位 主要症状分 别为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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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及焦虑。除了敌对因

子外， 调查对象的 SCL-90 各因子分与中国常模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的 SCL-90 总得分

表 2 症状自评量表（SCL-90）各指标分析

表 3 SCL-90 各因子分相关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注：性别 1:男性，2:女性；年龄 1:<40 岁，2:40~，3:>50 岁；担任领导职

务 1:是，2:否；学历 1:大专及以下，2:本科，3:研究生；单位性质 1:党政

机关，2:企事业单位。

2.3 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 SCL-90 的 9 个心理症状因子分及总得

分为因变量， 各人口学特征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

分析。 结果表明，女性、高学历、企/事业单位、年龄较

大等因素与不同的心理症状子及心理症状总得分具

有相关性。 见表 3。

3 讨 论

行政管理干部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的特殊

性，长期处于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复杂和强大的压力

中，就会产生紧张、压抑、焦虑、抑郁、孤独及恐惧等

心理危机 [3-5]。 本研究结果表明，行政管理干部的心

理健康状况低于中国常模； 前五位主要症状分别为

强迫、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及焦虑。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女性、高学历、年龄较大等

因素与不同的心理症状因子及心理症状总得分具有

相关性。由于男女在社会及家庭角色的不同，当今职

业女性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而家庭方面

的压力又容易反映到工作中，造成额外的工作压力。

同时，在本研究中，超过 80%的研究对象年龄大于

40 岁，这一年龄段人群是担当管理工作人员的主要

年龄段，职称及学历相对较高，任职年限较长，并且

承担主要领导职务，职责重大，容易造成心理健康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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