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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很大一部分人而言，心理健康和工
作密不可分。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精神
卫生问题。更确切地说，心理健康是一种
精神健全的状态，使人能够应对生活的压
力，实现自己的潜力，好好学习和工作，
并为所在社区做出贡献。精神卫生问题的
出现与工作是否对其有因果影响无关。心
理健康出现问题会对人的认知、行为、情
感、社交和关系的良好状态和功能、身体
健康以及与工作有关的身份认同和幸福
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一个人从事工作
的能力会因生产率和绩效下降、安全地从
事工作的能力降低或难以保住或获得工
作而受到损害。故意加班(或生产率损失，
这是最大的财务成本所在)、缺勤和员工
流动既影响员工又影响雇主，并进而影响
社会经济。据估计，随时都有��%的处于
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存在精神障碍。目前为
解决精神卫生问题这一公共卫生问题所
做的投入仍然不足。尽管国际公约呼吁通
过国家职业安全和卫生政策保护职工的
身心健康，但情况仍然没有改观。

在本指南中，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提
供了循证的全球公共卫生指导，涉及组织
干预措施、管理人员和员工培训、推动促
进积极心理健康和预防精神卫生问题的
个体干预措施，以及关于因精神卫生问题

缺勤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建议和帮助有精
神卫生问题的人获得就业的建议。指南说
明了是否可以向全体员工提供干预措施
以及可以提供哪些干预措施⸺例如，在
工作场所内提供(普遍提供)，向存在精神
卫生问题风险的员工提供(选择性提供)，
或者向正在经历精神痛苦的员工提供(根
据指征提供)⸺或者向已经出现精神卫
生问题的员工提供。希望通过制定这些世
卫组织新建议，指南将能够促进在精神卫
生和职业卫生领域中有关政策制定以及
服务计划和提供的国家层面和工作场所
层面的行动。指南旨在改善职场精神卫生
循证干预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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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根据《世卫组织指南制定手册》编制，
符合循证指南的国际标准。世卫组织指导
小组与指南制定小组合作，设计了关键问
题并对结果进行评分，以确定对指南的制
定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世卫组织的合规
、风险管理和道德操守政策，对所有指南
贡献者的利益冲突进行了申报、评估和管
理。

根据建议分级的评估、制定和评价（
GRADE）方法，对证据进行了系统审查以
编写研究结论摘要表。指南制定小组提出
的建议考虑了一系列因素，即：证据的确
定性；理想效果和不良效果之间的平衡；
受益者的价值观和偏好；资源需求和成本
效益；健康公平、平等和歧视；可行性；人
权；和社会文化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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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干预措施的建议

针对全体员工的组织干预措施

针对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人员的组织干预措施

针对有精神卫生问题的员工的组织干预措施

#1
#2
#3

对管理人员进行精神卫生培训

对管理人员进行有关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者的培训

对员工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认识的培训

#4
#5

#6

关于培训管理人员的建议

关于培训员工的建议

对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认识的培训#7

面向全体员工的个体干预措施

#8

关于个体干预措施的建议

面向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人员的个体干预措施

向精神痛苦的员工提供的个体干预措施

因精神卫生问题缺勤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建议s

让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获得就业的建议

#8
#9

#10

#11

#12

 因精神卫生问题缺勤后重返工作岗位

让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获得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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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考虑为员工提供针对社
会心理风险因素的组织干预
措施，包括采用参与性方法
的干预措施，以减少精神痛
苦并改善与工作相关的结果
。

#2

可以考虑为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
工作人员提供针对社会心理风险
因素的组织干预措施，例如减少工
作量和更改工作时间表或改善沟
通和团队合作，以减少精神痛苦并
改善与工作有关的结果。

应根据国际人权原则，为有精
神卫生问题的员工（包括社会
心理残障人员）提供合理的工
作便利。

关于组织干预措施的建议

对管理人员进行精神卫生培训

应对管理人员进行支持员工心理
健康的培训，以改善管理人员的
精神卫生知识、态度和行为，并改
进员工的求助行为。

对管理人员进行有关卫生、
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者的培训

应对管理人员进行支持卫生、人道
主义和应急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
的培训，以改善管理人员的精神卫
生知识、态度和行为。

#3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非常低 强烈建议，
证据确定性非常低

关于培训管理人员的建议

强烈建议，证据确定性中等 强烈建议，证据确定性中等

#4 #5

4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非常低

针对全体员工的组织干
预措施

针对卫生、
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人员的
组织干预措施

针对有精神卫生问题的员工
的组织干预措施



可以对员工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认识方
面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对职场精神卫生
相关知识的了解并改进态度，包括污名
化的态度。

可以对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人
员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认识方面的培
训，以提高他们对职场精神卫生相关
知识的了解并改进态度，包括污名化
的态度。

8A 可考虑给全体员工提供旨
在培养员工压力管理技能的
社会心理干预措施⸺如基
于正念或认知行为方法的干
预措施，以促进积极的心理健
康，减少精神痛苦并提高工作
效能。

8B 可以考虑为员工提供休闲
运动的机会⸺如抗阻训练、
力量训练、有氧训练、散步或
瑜伽，以增进心理健康和提高
工作能力。

9A 可以考虑给全体卫生、人道主义
和应急工作人员提供旨在培养员工
压力管理技能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如基于正念或认知行为方法的
干预措施，以促进积极的心理健康
和减少精神痛苦。

9B 可向正在经历精神痛苦的卫生、
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人员提供社会
心理干预措施⸺如压力管理和自
我照护培训，或沟通技能培训。

10A 对精神痛苦的员工，可以
考虑提供如基于正念或认知
行为方法的社会心理干预措
施或问题解决培训，以减轻他
们的症状并提高工作效能。

10B 对精神痛苦的员工，可
考虑让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如
有氧训练和负重训练，以减轻
他们的症状。

关于培训员工的建议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非常低

#6 #7

#8 #9

关于个体干预措施的建议

#10

5

对员工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认识的
培训

对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工作人
员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认识的培
训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非常低

向精神痛苦的员工提供
的个体干预措施

面向卫生、人道主义和应急工
作人员的个体干预措施

面向全体员工的个体干
预措施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低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非
常低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低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低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非常低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非常低



让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获得就业

应为有严重精神卫生问题（包括社会心理残障）的人制定以康复为
导向的、加强职业融合和经济融合的策略⸺如（扩大的）辅助就业，
以使他们能获得和保住工作。

因精神卫生问题缺勤后重返工作岗位

对于因精神卫生问题而缺勤的人，应考虑提供(a)以工作为导向的
护理加循证的精神卫生临床护理或(b)仅提供循证的精神卫生临床
护理，以减轻精神卫生症状和减少缺勤天数。

由于尚不清楚筛查规划是否会利大于弊，关于就业期间筛查规划
的问题，指南制定小组没有提出支持或反对的建议。

筛查规划

有条件建议，证据确定性低

#11

强烈建议，证据确定性低

#12

6

让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获得就
业的建议

因精神卫生问题缺勤后重返工
作岗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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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Us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 Avenue Appia
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mental-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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