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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威廉姆斯生活技能训练(WLST)对 ICU 护士焦虑抑郁水平的影响。 方法：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心胸外科 ICU 病区和神经外科 ICU 病区自愿参加本研究的 75 名女护士随机分成干预组 37 人和对照组 38 人，对干

预组给予 8 次 WLST，对照组不实施干预。 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抑郁自评量表于干预前、后分别对两组护士进行

评定。 结果：干预后，干预组护士的 STAI-Form Y、SDS 评分较对照组评分低，有统计学差异；干预后干预组护士的

STAI-Form Y、SDS 的评分较干预前降低，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干预后 STAI-Form Y 得分有升高。 结论：生活技能训

练对减轻 ICU 护士的焦虑、抑郁水平有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ICU 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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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on of Williams Life Skills Training on Anxielty and Depression Level of ICU Nurses
CHEN Qiong-ni， ZHANG Zhan-chou， LI Le-zhi

Mental Health Institute，Second Xiangya Hospita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Williams Life Skills Training on psychological mental health of nurse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 75 female nurses from ICU of chest surgery and neurosurgery of the Second
Hospital of Xiangya Medical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study group (n=37) and the
control group(n=38). A 8-week Williams Life Skills Training(WLST) was given to the nurses in the study group, while was
not given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33 nurse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36 nur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finished the study.
All subjects were assessed with Life Event Scale (LES), 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Form Y),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before and after the WLS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the total scores of STAI-X1、
STAI-X2 and SD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study group, but the scores of STAI-X1、STAI-X2 in the control group
increas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scores of SDS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WLST could
effectively decrease 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ICU nurs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to a certai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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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表明护士的 心 理 健 康 问 题较为突

出 [1，2]，相对于其他科的护士来说，ICU、急诊科、精神

科护士的压力更大，心理健康状况也更差[3]。 尤其是

ICU 护士， 他们面对的是病情危重且病情变化快的

重症患者，他们的工作节奏更快，工作强度更大，工

作时间更长，工作环境封闭嘈杂等等，因此他们的心

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 李玉燕等 [4]的调查显示 ICU
护士的焦虑和抑郁状态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41.3%
和 69.57%。 这些不良的心理状况严重影响到护士的

身心健康， 也严重影响了临床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满

意度[5]。 现在越来越多的管理者重视和关注这一现

状， 而且在管理制度上和对护士的各种理论教育方

面采取了一些干预。 生活技能是指一个人在他所处

的社会环境中、 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保持良好的

精神状态，表现出恰当的和健康的行为，从而能够使

其有效地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多种 需 求 和 挑 战 的 一

种能力[6]。 本研究引进美国 Duke 大学 Williams 教授

创建的 Williams 生活 技能训练对 ICU 护士进行干

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胸外科和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工作一年以上、年龄 20-40 岁

的女性护士。实行自愿原则，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可

参加。 同时需排除存在神经系统疾病、精神异常、重

大躯体疾病或严重感染性疾病、 有人格障碍或人格

障碍倾向者。 共有符合上述条件者 75 人，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成干预组 37 人和对照组 38
人。 在研究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者退出研究：①主

动提出放弃；②连续两周缺席培训；③未完成全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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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卷或问卷无效； ④出现严重躯体疾病或感染性

疾病；⑤出现明显精神、行为异常；⑥发生重大生活

变故。 干预组有 4 人因缺席培训或未完成问卷而退

出研究，对照组 2 人因未完成问卷而脱组，最后完成

研究共 69 人。 平均年龄 27.80±4.90 岁， 平均工龄

7.72±5.75 年，其 中 护 士 28（40.6%）人 、护 师 25 人

（36.2%）、主管 16 人（23.2%），中专 2 人（2.9%）、大

专 28(40.6%)、本科 37 人(53.6%)、硕士 2 人（2.9%），
未婚 34 人（49.3%）、已婚 33 人（47.8%）、离 异 2 人

（2.9%）。 两组护士的年龄、工龄、职称、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均无统计学差异。
1.2 方法

1.2.1 研究程序 研究共分为 3 个阶段（约 11 周），
第一阶段：导入阶段（第 1-2 周）。 第一周向研究对

象介绍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和需要共同遵守的原

则等，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填写一般情况调查表和艾

森克人格问卷， 根据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选取合适

的研究对象。 第二周采用自评问卷的调查方式让研

究对象填写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7]、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Form Y）[7] 和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
pression Scale，SDS）[7]收集干预前资料，并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成干预组与对照组。 第二阶

段：实施干预阶段（第 3-10 周）。 将干预组护士分成

3 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干预。 第三阶段：结束

阶段（第 11 周）。两组护士再次自评完成 LES、STAI-
Form Y、SDS。
1.2.2 干预方法 采用以小组为单位的团体训练的

方法，每小组每周培训 1 次，每次约 2 小时，共 8 次。
每次培训 1-2 项核心技能，每次有相对固定的主题

和内容（见表 1），也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培训

形式包括内容讲解、观看视频、场景模拟训练、小组

讨论、家庭作业等。所有培训和资料收集由研究者本

人实施。

表 1 干预的基本主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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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LES 总分的两组组间比较与各组前后比较

LES 总分的两组组间比较干预前与干预后均无

统计学差异。 干预组 LES 总分干预后与干预前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 对照组干预后与干预前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 见表 2。

表 2 两组 LES 总分的组间与前后比较（x±s）

注：t1、P1 组间独立样本 t 检验；t2、P2 各组前后配对 t 检验。

2.2 焦虑、抑郁得分两组间比较与各组前后比较

两组之间干预前的 STAI-I、STAI-II 及 SDS 评

分无统计学差异， 干预后对照组的 STAI-I、STAI-II
及 SDS 评分较干预组高（P＜0.05）。 干预组干预后的

STAI-I、STAI-II 及 SDS 评分低于干预前，对照组干

预后的 STAI-I、STAI-II 评分高于干预前，SDS 评分

无统计学差异。 见表 3。

表 3 两组 STAI-Ⅰ、STAI-Ⅱ、SDS 总分的前后比较（x±s）

3 讨 论

本研究中干预前与干预后两组之间的生活事件

量表得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各组干预前后生活事

件量表得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说明两组所经历的

生活事件的刺激量相当， 可以排除生活事件对研究

对象焦虑抑郁水平的影响。 对照组干预后状态-特

质焦虑问卷、 抑郁自评量表得分较干预前反而有升

高，这可能与研究阶段正好在春节过后，工作量和工

作强度急剧增加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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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 WLST 对 ICU 护士 进 行 8 次 系 统

训练， 结果显示干预组护士干预结束后的状态-特

质焦虑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的评分较干预前降低，说

明 WLST 对 减 轻 ICU 护 士 焦 虑、 抑 郁 水 平 有 效 。
Elizabeth[8]等招募了 196 名志愿者进行每周 2 次、每

次 1-2 小时、 持续 3 周 的 WLST 训练， 结果 显示

WLST 在改善焦虑、减轻压力方面有明显效果。Ana[9]

等对 150 名 2 年级 的医学生进 行训练， 结果 显示

WLST 能减轻医学生的焦虑、抑郁、愤世嫉俗、敌意、
愤怒情绪。 朱峰等[10]对 82 名 6 年级的 8 年制医学生

进行为期 8 周的干预， 结果显示 WLST 能减轻医学

生的焦虑、抑郁水平。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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