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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助研究及绘制。

• 工作生活多劳累，医生健康无保障：28.2%的医生潜在肥胖概率大；
多数医生常患有的过劳病，如肠胃炎、肩颈炎、腰肌劳损、腰间盘
突出、偏头痛；61.5%的医生受医患关系困扰。

• 本篇报告就医生群体进行了生存调研，数据发现医生的压力主要来
自工作、晋升、收入、医患关系等方面。希望通过本篇报告能为医
生减轻晋升压力、回归医疗本质、改善生存环境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 工作学习无止境，医生生活质量堪忧：42.7%的医生在休息时间经
常学习充电；83.4%的医生用餐时间不固定；43.4%的医生因工作
太忙无法建立运动习惯。

• 医生工作强度高，晋升缓慢且压力大：77%的医生表示曾一周工作
超过50个小时；43.5%的以上表示每月最长留宿8次以上； 69.4%
正高级医生每月参加会议在4次以上。

SMS

• 付出≠回报，身心俱疲选离职：71.6%医生每月工资不足8000元；
54.4%的医生认为自己的成就与付出不匹配；29.9%的医生所处医
院常发生医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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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离职潮频现
付出远超回报，年轻医生多“离”心
2017年《The Lancet》公布了一项研究，分析了中国2005年至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卫生年鉴，其

中25-34岁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60岁以上医生比例从2.5%增加至11.6%。数据表明我国医生年龄结构正在发生

变化，也意味着一些年轻医生正在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医院。艾瑞分析了各项公开资料，发现医生离职的原因包括工作强度

大、晋升缓慢压力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收入低、得不到尊重等。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助研究及绘制。

“工作强度大，无尊严感，收入性
价比低。”

----- 金杰，曾为三甲医院
眼科医生

“身体累从来不用说什么，心累才
是最痛苦的。生活质量完全不用说，
一个字 – 差”

----魏医生，曾为骨外科住院
医师

“业余时间只能补觉、带孩子、料
理家务、看文献、做科研、写文章、
写标书。感觉像是被拴在磨上的驴，
既没有休息也没有自我。”

----知乎 TNT TNT

关于离职，医生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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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强度高，晋升缓慢且压力大

➢ 案例：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上，每周休息一天。

----魏医生，曾为骨外科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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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强度大
没有节假日的概念，超4成医生每月在医院留宿8次以上
医生每天都要忙于门诊、手术、写病历等事情，实际的工作强度很高，那么医生一周到底要工作多长时间呢？调研数据发

现，77%的医生表示曾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24.6%的医生工作时长曾超过80小时；43.5%的医生表示曾留宿8次，留

宿次数在11次以上的医生升为20.0%。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14.9%

25.0%

27.4%

24.6%

最长工作时长/周（%）

8.1%

40-50h 50-60h 60-80h >80h<40h

2017年中国一半以上医生表示
曾一周工作60小时以上

2017年中国43.5%的医生表示
每月最长留宿8次以上

16.5%

28.2%

23.5%

20.0%

最长次数/月（%））

1-3次 4-7次 8-10次 11次以上

11.8%

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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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无止境
每月至少1次学术会议，近7成大医生每月会议不断
调研数据显示，因医学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晋升还需学术论文支持，医生休息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充电，其中37.6%的医生

表示每天学习时间在0.5-1小时之间。医生在学习工作中，不同职称的医生偏好的学习途径差别较大，正高级医生最爱线

下学术会议。调研数据显示，69.4%的正高级医生每月参加会议在4次以上，远高于其他职称医生。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会议次数样本量为321。

37.6%

29.1%

22.0%

11.3%

2017年中国医生群体学习时间调查

0.5-1小时/天之间 1-2小时/天之间

0.5小时/天以下 2小时/天以上

30.6%

67.4%
70.2%

60.9%61.1%

25.6%
28.8%

34.8%

8.3% 7.0%

1.0%
4.3%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师级/助理

2017年中国69.4%的正高级医生表示

每月参加会议在4次以上

1-3次/月（%） 4-6次/月（%） 7次/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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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学习无止境，医生生活质量堪忧

➢ 案例：业余时间只能补觉、带孩子、料理家务、看文献、做科研、写文章、写标书。感觉像

是被拴在磨上的驴，既没有休息也没有自我。

----知乎TNT 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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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不规律
工作加班留宿多，吃饭难有规律时间
医生除了门诊和手术之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写病历和论文。而接诊和手术的时间都十分不固定，因此吃饭的时间也随之无

法固定。调研数据显示，仅有16.6%的医生认为自己可以规律饮食，选择经常无法规律用餐的医生有32.8%。另一方面，

不规律的用餐习惯使得医生青睐外卖类APP。这些也进一步导致了医生多患有肠胃类疾病。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偶尔不固定 50.6%

经常不固定 32.8%

固定 16.6%

2017年中国83.4%的医生用餐时间不固定

21.3%

7.2%

8.8%

12.9%

13.1%

19.1%

58.4%

无

营养膳食类

鲜蔬类

食谱类

拼团类

推荐类

外卖类

2017年中国医生群体餐饮类APP偏好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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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低
夜班熬夜变成常态，近8成医生有睡眠问题
医生睡眠质量差，多被熬夜、失眠等问题困扰。调研数据显示，42.2%的医生有熬夜习惯，39.7%的医生有失眠困扰。同

时，在1042名医生中，有10.7%的医生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其原因多来自频繁的夜班工作。大部分医生认为改善健康的

首要方式是提升睡眠质量。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42.2%
39.7%

28.0%

23.1%

14.6%

10.3%

21.7%

熬夜 失眠 打鼾 半夜起床 说梦话 磨牙 无

2017年中国42.2%的医生有睡眠问题的困扰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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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差
休息时间多学习，休闲娱乐的时间最少
调研数据显示，医生休息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充电，休闲娱乐活动很少，超六成医生很少逛街，超七成医生很少旅行。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37.6%

29.1%

22.0%

11.3%

2017年中国医生群体学习时间调查

0.5-1小时/天之间 1-2小时/天之间

0.5小时/天以下 2小时/天以上

42.7%

18.1%
12.8% 12.1% 10.8% 8.9% 8.0% 7.0%

19.6%

41.9%

59.1% 58.2%
63.1%

72.5%

64.3% 65.2%

学习充电 陪伴家人 运动健身 聚会社交 培养爱好 旅行 休闲娱乐 逛街

2017年中国42.7%的医生表示

在休息时间经常学习充电

经常（%） 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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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26.0%

20.6%

12.6% 11.5% 11.1% 10.8%

6.0%

工作 学习 懒惰 天气 社交 健身房价格 健身房设施 不喜欢

2017年中国43.4%的医生表示

不运动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太忙

占比（%）

运动时间少
工作学习多挤占，难以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调研数据显示，没有时间是阻碍医生运动的主要原因，其中43.4%的医生和26.0%的医生认为工作和学习占据了大部分时

间。同时，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内容，医生下班后疲惫感较大，不愿意再选择健身等较为激烈的运动类活动。其它客观因素

包括天气、健身房价格、设施等。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不运动 22.6%

8-12次/月 11.4%

4-7次/月 26.6%

1-3次/月 34.4%

13次以上/月 5.0%

2017年中国医生每月运动次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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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多劳累，医生健康无保障

➢ 数据：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截止2017年7月中旬，共有13位医生因劳累过度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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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隐患高
潜在肥胖占3成，男性健康隐患更高
肥胖是一个全球性话题，《The Lancet》在2016年公布中国肥胖人数超越美国，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4年的调查，我国成年人肥胖人群中女性占比8.2%，男性占比7.4%。中国式的肥胖多因紧张、快节奏的工作而产生，

医生群体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调研数据显示，医生群体中潜在肥胖人群达到28.2%，且男性医生偏胖及肥胖概率均远超

过女性，分别为32.5%和7.3%。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328。

12.0%

54.5%

28.2%

5.3%

偏瘦 正常 偏胖 肥胖

2017年中国28.2%的医生

潜在肥胖概率大

占比（%）

注明：偏瘦BMI<18.5，正常18.5≤BMI<23.9，偏胖23.9≤BMI<28,肥胖BMI≥28，世界
卫生组织中肥胖指标为 BMI≥30。 。

32.5%

7.3%

22.6%

2.7%

偏胖 肥胖

2017年中国医生群体中

男性肥胖概率7.3%，远超女性2.7%

男性（%） 女性（%）



14©2017.9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过劳疾病多
医生多患有因过劳导致的疾病
近几年，“健康守护者”医生群体屡屡因过劳突发疾病去世，医生的健康现状令人担忧。调研数据显示，医生常患有因过

劳导致的疾病，如由长期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肠胃炎；长时间伏案或手术工作导致肩颈炎、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或因精

神压力导致的偏头痛、抑郁症等疾病。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29.7%
27.3%

17.1%
15.7%

14.0%

10.3% 10.0%
8.8%

6.4%
4.7% 4.6%

23.9%

肠胃炎 肩颈炎 腰肌劳损 腰间盘突出 偏头痛 高血脂 抑郁症 皮炎 心脏相关 贫血 甲状腺炎 无

2017年中国医生常患有的过劳病

排名前五有肠胃炎、肩颈炎、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偏头痛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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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48.3%

33.1%

24.8% 24.4%
20.9%

18.0% 16.5% 14.8%

医患关系 工作时长 晋升要求 学术压力 工作氛围 生存压力 自我使命感 社会舆论 家庭期望

2017年中国医生最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医患关系和工作时长

占比（%）

心理压力大
97%的医生心理压力大，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医患关系和工作时长

医生的健康问题不仅体现在身体上，还体现在心理上。调研数据显示，97.1%的医生表示压力大，仅有2.9%的医生认为自

己没有压力。同时，医生群体压力占比前6项的包括医患关系、工作时长、晋升要求、学术压力、工作氛围和生存压力。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2017年中国医生群体压力认知

有压力 97.1%无压力 2.9%



16

付出≠回报，身心俱疲选离职

➢ 数据： 2005到2015年，我国25-34岁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60岁以上医生比例从

2.5%增加至11.6%。

---《The Lan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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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水平低
7成医生每月工资不足8000元，一线城市难购房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医生跳槽到了其他行业，其原因众多；归根结底便是年轻医生在自己的岗位上看不到未来，兢兢业业

的工作多年，收入跟不上物价涨幅。整体来看71.6%的医生工资水平低于8000元/月，工资在10000元/月以上的医生占比

仅为13.1%。以北京为例，2017年北京市内五环的房子大多在7万/平米以上，养家糊口的压力可见巨大。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15.4%

28.0% 28.2%

15.4%

8.5%

4.5%

3000元及以下 3000-5000元/月 5000-8000元/月 8000-10000元/月 10000-15000元/月 15000元以上

2017年中国医生薪酬分布，71.6%每月工资不足8000元

占比（%）



18©2017.9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17.9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职业期待低
5成医生对未来没有信心

54.4%
46.4%

现阶段我国医生的激励机制并不完善，年轻医生体验不到辛苦工作后的成就感；同时晋升难和缓慢的晋升节奏使得医生对

未来感到迷茫，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选择离开医院。调研数据显示54.4%的医生认为自己成就与付出不匹配，46.4%

的医生对未来没有信心。

2017年中国54.4%的医生认为
自己的成就与付出不匹配

2017年中国46.4%的医生认为
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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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医患关系多问题
精神时刻紧绷，近3成医生所在医院常发生医闹事件
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心累是影响医生健康和离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调研数据显示，医生的压力来源包括医患关系、工作

时长、晋升要求、学术压力、工作氛围和生活所迫等。其中，医患关系占比61.5%，高居首位，同时29.9%的医生表示其

所处的医院经常发生医闹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医生对患者的恐惧心理。

61.50%

2017年中国61.5%的医生认为
医患关系是主要压力来源

29.9%

2017年中国29.9%的医生表示
所处医院常发生医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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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医生压力，帮医院留住优秀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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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助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助研究及绘制。

将医生留在医院内
减轻晋升压力，提升医生待遇
医生是我们健康的“守门人”，当医生因为身心俱疲离开医院的时候，谁又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呢？将医生留在医院内变得

至关重要，留下医生还需从减轻晋升压力，提升医生待遇着手。1）减轻晋升压力方面，2017年各省市陆续推出了新的政

策，将评审方式回归到对临床技术的考核上，调整外语、计算机、论文等内容的评审权重。2）提升医生待遇方面，以北

京新医改为例，其主要内容包括取消药品加成，降低大型设备检查项目价格，设立医事服务费，从而促进医生酬薪合理健

康增长。

项目名称
三级医院

医事服务费 报销金额 自付金额

普通门诊 50

40

10

副主任医师 60 20

主任医师 80 40

知名专家 100 60

急诊 70 60 10

住院 100 按比例报销

2017年北京取消挂号费和诊疗费
改为医事服务费

2017年江苏、辽宁职称评审新规

江苏：突出“医德”一票否决

辽宁：调整职称评审项目

➢ 6月27日，江苏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新规规定，突

出医德为先、能力实绩，不唯资历、学历、论文，力

促医疗水平提升，努力为大医护人员“松绑”。

➢ 8月3日，辽宁省《关于做好2017年全省职称有关

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调整了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

用能力考试政策，该类能力不作为统一要求，不再

作为职称申报和评审的前置性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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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医生留在医院内
改善医患关系，增强医生信心
医患关系的改善有助于医患间更有效的沟通，改善医患关系可以让双方多一些信任和理解，从而提升救治效果。改善这种

关系是需要医生、患者、媒体、政府等多方努力才能做到的，不能仅依赖于医生的态度改变。作为患者，我们更需要理解

医生，理解医生的高强度工作下的有限精力，理解医学局限性，信任医生、充分沟通不隐瞒等。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助研究及绘制。

患者养成就医的好习惯

理解医生精力有限

理解医学局限性

信任医生

充分沟通，不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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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基本信息
职称、科室、医疗机构分布

• 内科：25.0%

• 外科：20.9%

• 儿科：6.9%

• 妇产科：6.1%

• 口腔科：5.7%

• 其他（7个）：35.3%

• 三级甲等：34.5%

• 二级甲等：25.5%

• 基层：11.0%

• 二级乙等：8.3%

• 三级乙等：7.7%

• 其他（8种）：13.0%

• 中级：38.9%

• 师级/助理：32.5%

• 副高级：14.9%

• 正高级：5.6%

• 其他：5.6%

职称分布 科室分布 医疗机构

2017年中国医生调研问卷基本信息-1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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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基本信息
收入、学历、地域分布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 5000-8000元/月：28.2%

• 3000-5000元/月：28.0%

• 3000元/月及以下：15.4%

• 8000-10000元/月：15.4%

• 10000-15000元/月：8.5%

• 15000元以上：4.5%

• 本科：59.8%

• 硕士/双学位：20.7%

• 大专：5.9%

• 博士：2.5%

• 其他：1.1%

• 7个省份城市占比：55.08%

• 15个省份占比：41.9%

• 8个省份城市占比：3.1%

收入分布 学历分布 地域分布

2017年中国医生调研问卷基本信息-2

注释：7个省份城市包括广东、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上海、北京。15个省份包括辽宁、四川、安徽、湖北、福建、浙江、广西、湖南、陕西、江西、陕西、黑龙江、吉林、甘
肃、贵州。8个省份城市包括内蒙古、天津、海南、云南、新疆、重庆、青海、宁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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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基本信息
性别、婚姻、伴侣职业

来源：于2017年7月通过艾瑞iClick和医联平台联合调研获得，样本量为1042。

43.3% 56.7% 27.0% 71.9% 35.9% 64.1%

性别 婚姻
伴侣
职业

女 男 单身 已婚 医生 非医生

2017年中国医生调研问卷基本信息-3

N=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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