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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症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年轻化。高职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的年龄、知识层次、学习状况以及家庭生活环境等原因决定了他们容易出现抑郁症现象,他们容
易缺乏家长以及教师的关爱、对未来感到迷茫,他们自我感知被爱的能力易出现偏差,容易有抑郁倾向。
因此,关注高职生的抑郁症问题,及时做好抑郁症预防工作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高职生抑郁症的问卷调
查分析抑郁症的成因,进而提出预防策略,具有社会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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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Depression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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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ho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an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re becoming
younger and younge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re a special group. Their age, knowledge level,
learning status and family living environment determine that they are prone to depression. They are prone to
lack the care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and feel confused about the future. Their ability to perceive being loved is
prone to deviation and prone to depress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pres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do a good job in depression prevention in tim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depression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depress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prevention strategies, which has social research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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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医学角度来说,

对才是解决之根本。

[3]
自我效能的感知 ,可以从家长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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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的文章、数据分析以及预防机制等
方面的信息来研究抑郁症的成因和预防
策略。探讨抑郁症问题不仅需要对大量
的相关资料进行阅读,还需要对相关案
例、理论和机制进行详细的思考和研究,
包括医学角度、患者角度、家庭和学校
因素、人际关系、学业工作压力等多个
方面。
第二,调研分析法。问卷调查是心
理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通过调查问
卷可以统计抑郁症相关的数据,为高职
生抑郁心理以及预防策略提供数据支
图1

撑。本文通过组织高职生关于“高职生

抑郁症症状

抑郁症认知以及预防调研”调研问卷,
主要从对抑郁症的了解、抑郁症的症
状、抑郁症的成因、对抑郁症患者的态
度、治愈抑郁症的重要因素、开展抑郁
症知识普及教育、抑郁症的危害、抑郁
症患者的自我调节等多方面进行了详
细的调研。
第三,数据分析法。通过Excel数据
分析工具对抑郁问题的调查问卷结果进
行制表和图表绘制与分析,主要得出抑
郁症的症状、可能会引发高职生抑郁倾
向的原因、治愈抑郁症的重要因素这三
图2

部分的数据,为本文探讨抑郁症问题提

导致高职生抑郁症的主要原因

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2 高职生抑郁症调研以及成因
分析
2.1调研过程以及研结果分析
为了解高职生关于“高职生抑郁症
认知以及预防”的心理状况,增强对高职
学生抑郁症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准确性,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本校高职
生进行了跨专业、跨学年、跨学制的问
卷调查,最终收取了2447份问卷表。
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显示,高职生对抑
郁 症 的 了 解 情 况 为 ： 5.95% 非 常 了
解,16.48%了解,35.01%一般了解,21.02%
图3

不太了解,21.51%从未接触。整体来说,大
部分了解的是抑郁症的症状而对抑郁症

治愈抑郁症的重要因素

2.2成因分析

分经历了学习成绩差或者几经努力仍然

从调研数据来看,影响高职生患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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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情感问题,遭遇重大变故刺激、家

绩而逐渐丧失自信心,生活上时常对未

愈抑郁症的重要因素,问卷结果如图1、图

庭背景原因,自身抗压能力等几方面。

来感到迷茫,找不到自己的清晰定位,不

的治疗方法了解得相对较少。

2、图3所示。

学习、生活压力方面。高职生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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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情感问题方面。高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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