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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缓解护士的持续短缺，高等护理教

育不断扩招，护理本科学生数量大量增加。然而，目

前我国护理专业队伍不稳定，尤以大专以上学历的

护理人才流失严重，并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其重要原

因之一在于护生对自身专业的认同度不高[1]。专业

认同是指认同所从事专业工作的社会价值以及认为

自身有能力胜任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喜欢所学专业，

依据专业选择职业，认可专业及职业的价值，感到在

专业工作中体现自身价值，愿意接受专业及职业规

范，希望把这一职业作为个人终身发展目标等 [2]。

认同影响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个体的认同感越

强，可促进其展现所属群体的价值，对自身的知识、

技能持肯定评价，进而促进积极的自我效能感[3]。研

究表明，护生的专业认同与学习效能感呈显著正相

关，加强护生专业认同培养，有助于提高其学习效能

感 [4，5]。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因为长期的课业压力而

产生的精力耗损过度、丧失学习热情和感情冷漠的

现象 [6]。护理本科生作为护理队伍的后备力量，他

们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影响的不仅是自身的素质，更

重要的是严重影响到我国护理事业的健康发展。国

外研究表明，学习效能感、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关

系密切 [7，8]。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学习效能感在专

业认同与学习倦怠中是否有中介作用，从而揭示专

业认同对学习倦怠影响的内在机制，为提升护理本

科生的专业认同水平、增强其学习效能感，进而有效

缓解其学习倦怠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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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方便整群抽样，在长沙某大学选取大二至

大四的全日制护理本科生进行取样调查，共发放问

卷 550份，回收有效问卷 509份，有效率为 92.5%。

其中男生 52人，女生 457人；大二 202人，大三 207
人，大四100人；高考文科生源273人，理科生源236
人；农村生源386人，城市生源123人。

1.2 工具

1.2.1 护理本科生专业认同问卷 由胡忠华[9]编制，

包括专业认识、专业情感、专业意志、专业技能、专业

期望、专业价值观 6个维度，共 25个条目，采用 1-5
级评分，总分为25-125，分值越高，表明该生的专业

认同程度越高。

1.2.2 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 由连榕[10]编制，包括情

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 3个维度，共 20个条

目，采用1-5级评分，总分为20~100，分值越高，表明

学习倦怠程度越高。学习倦怠得分除以总项目数为

个体学习倦怠程度的得分，以中间值 3分为参照

值，≤3 分为无倦怠；大于 3 小于 4 分为轻中度倦

怠，≥4分为重度倦怠。

1.2.3 学习效能感问卷 由万伟[11]编制，共有20个
条目，1-5级评分，分值越高，学习效能感越高。

2 结 果

2.1 护理本科生学习倦怠现状

护理本科生学习倦怠总发生率为 27.70%（141
名），其中轻中度倦怠为26.72%，重度倦怠为0.98%。

学习倦怠及各维度倦怠发生率见表1。
表1 护理本科生学习倦怠及各维度倦怠发生率（n=509）

2.2 专业认同、学习效能感和学习倦怠的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护理本科生专业认同、学习效能

分别与学习倦怠的 3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专业认

同与学习效能呈显著正相关。见表2。
表2 专业认同、学习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相关分析

注：*P<0.05，***P<0.001，下同。

2.3 学习效能感在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关系中的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专业认同对学习效能

感（Beta=0.21，t=4.93，P<0.001）、情绪低落（Beta=-
0.32，t=-7.55，P<0.001）、行为不当（Beta=-0.28，t=-
6.68，P<0.001）、成就感低（Beta=-0.35，t=-8.27，P<
0.001）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当因变量为情绪低落

时，学习效能感的纳入使得专业认同对情绪低落的

预测作用下降，但仍然显著（Beta=-0.30，t=-6.87，P<
0.001），且学习效能感显著预测情绪低落（Beta=-
0.11，t=-2.51，P<0.05），说明学习效能感在专业认同

与情绪低落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当因变量为行为

不当时，学习效能感的纳入使得专业认同对行为不

当的预测作用下降，但仍然显著（Beta=-0.24，t=-
5.63，P<0.001），且学习效能感显著预测行为不当

（Beta=-0.21，t=-4.86，P<0.001），说明学习效能感在

专业认同与行为不当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当因变

量为成就感低时，学习效能感的纳入使得专业认同

对成就感低的预测作用下降，但仍然显著（Beta=-
0.27，t=-6.78，P<0.001），且学习效能感显著预测成

就感低（Beta=-0.35，t=-8.91，P<0.001），说明学习效

能感在专业认同与成就感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

体结果见表3。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倦怠总分

无倦怠

人数

401
203
394
368

百分数(%)
78.78
39.88
77.41
71.32

轻中度倦怠

人数

103
280
112
136

百分数(%)
20.24
55.01
22.00
26.72

重度倦怠

人数

5
26
3
5

百分数(%)
0.98
5.11
0.59
0.98

专业认同

学习效能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M±SD
85.40±8.57
61.36±5.33
21.22±4.40
18.13±3.47
16.82±2.79

专业

认同

1
0.21***

-0.32***
-0.28***
-0.35***

学习

效能

1
-0.17***
-0.26***
-0.41***

情绪

低落

1
0.66***
0.44***

行为

不当

1
0.43***

成就

感低

1

表3 学习效能感在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情绪低落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32X
M=0.21X
Y=-0.30X

-0.11M

回归系数检验

SE=0.02，t=-7.55***
SE=0.03，t=4.93***
SE=0.02，t=-6.87***
SE=0.04，t=-2.51*

行为不当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28X
M=0.21X
Y=-0.24X

-0.21M

回归系数检验

SE=0.02，t=-6.68***
SE=0.03，t=4.93***
SE=0.02，t=-5.63***
SE=0.03，t=-4.86***

成就感低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35X
M=0.21X
Y=-0.27X

-0.35M

回归系数检验

SE=0.01，t=-8.27***
SE=0.03，t=4.93***
SE=0.01，t=-6.78***
SE=0.02，t=-8.91***

注：X表专业认同，Y表学习倦怠的三个维度，M表学习效能感

3 讨 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的学习倦怠水平

较高，倦怠现象的总发生率为 27.70%，其中以行为

不当的发生率最高，成就感低次之，这与任竹妮等[12]

的结论一致。表明护理本科生的学习倦怠现象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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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要表现为行为不当，成就感低。

专业认同和学习效能感是学习倦怠的重要影响

因素。本研究显示，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各维度

呈显著负相关，即专业认同水平越高，其学习倦怠就

越低。由于护理专业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多数学

生选择护理专业是迫于就业压力，对其不感兴趣，存

在严重的专业自卑感。因此，学校在进行护理专业

教育的时候要注重提高护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和技能

水平，注重培养专业情感和意志，形成积极的专业价

值观和合理的专业期望，从而促进护生专业认同感，

降低学习倦怠的发生率；学习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各

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即学习效能感水平越高，其学习

倦怠就越低。学校应通过多渠道的方式提高护生的

学习效能感。班都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表明，成功的

学习经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失败

的学习经验则会减低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学校

应引导学生设立适宜的学习目标，控制好学习任务

的难易程度，使用灵活的学习策略，增加学生成功的

学习经验，从而提高学习效能感；学校还可以通过榜

样示范作用，举行新老生交流会，为护生提供经验交

流的平台和借鉴学习的榜样；学校应关注学生的消

极情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研究表明，在成功时多进行能力和努

力的归因，或在失败时多进行努力的归因，将有利于

个体自信心和能力的发展，因此引导护理本科生对

学业成败进行正确的归因具有重要的意义[13]。

以往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是引起职业倦怠的

中介变量，对缓解倦怠有重要作用[14]。本研究证实

了学习效能感影响护理本科生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

之间的关系，是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中介变量，一

方面，专业认同直接影响学习倦怠，这说明要降低学

习倦怠现象首先要提高护理本科生的专业认同水

平；另一方面，专业认同又通过学习效能间接地影响

学习倦怠。社会认同理论指出，认同最基本动机是

个体自尊的增强，认同可以促进积极的自我概念，进

而增强自我效能感。当护生对专业认同感强时，可

促使其展现所属专业的价值、信念，对自身的知识、

技能持肯定评价。认同促进自我感知，具有积极专

业认同的护生，大多对自身学习能力持肯定评价，其

专业学习效能较高[15]。不同学习效能感个体的认知

加工方式、选择归因及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在面

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学习遇到困难时，学习效能感

强者会将此当作可以提高现实的机会，并且认为自

己有能力改变现状，集中注意力到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从而提高学习成就感、降低倦怠水平；学习效能

较低的学生，被动、消极地对待自己的学习，将失败

归于自己的能力不足，把精力集中在失败的后果上，

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沮丧、厌倦等消极情绪，丧失

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进而诱发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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