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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对比研究 

任桂圆 

桂林理工大学校医院  广西桂林 

【摘要】目的 对高校学生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对比研究。方法 随机抽取高校抑郁症患者共 10
0 例，研究时间为 2018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设为观察组，选取同时期无抑郁症的学生 100 例设为对照组，

对两组学生的认知功能进行对比。结果 除无意义图像再认之外，对照组学生的临床记忆量表各项评分均高

于观察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两组的无意义图像再认评分对比无显著区别（P>0.05）。对

照组学生的 WSCT 总测验次数、持续错误数和随即错误数均少于观察组，DST 分数高于观察组，两组数据

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 高校抑郁症学生均存在明显的认知功能降低的情况，且伴随记忆力下降和

社会功能降低，对学生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十分不利，临床应关注高校抑郁症学生，给予其更多关爱，促

进学生们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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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epression 

Guiyuan Ren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spital, Guilin, Guangxi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 research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They were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100 students without depress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function for comparison. Results Except for the 
recognition of meaningless images, the scores of the clinical memory scal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otal number of WSCT tests, the number of continuous errors 
and the number of random error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DST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Depressed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bvious cognitive function 
decline,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memory decline and social function decline, which is very detrimental to 
students' learning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linic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llege stud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more care should be given to them.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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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面对繁重的学业压力以及与同学之间

的人际交往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则可能引起学生们

出现各种负面情绪，找不到宣泄的渠道就会导致学

生们出现抑郁情绪，久而久之形成抑郁症，特别是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学生们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加上当代学生们往往有着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性

格，不同学生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也可能引发冲突，

甚至是校园霸凌事件，对于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尤为不利。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科疾病，在临

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环境导致越

来越多的人患上抑郁症。抑郁症患者的主要表现为

情绪低落、食欲下降、认知功能减退等，严重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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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自杀倾向。抑郁症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也

为害了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因此国家和社会各

界都非常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和抑郁症学生患者的治

疗。本研究为了对高校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变化

情况进行了解，采用了临床记表格、威斯康星分类

卡片以及数字广度测验了解抑郁症学生群体的认知

功能变化情况，选取了为 2018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的高校抑郁症患者 100 例和无抑郁症学生 100 例

进行分组研究，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高校抑郁症患者共 100 例，研究时间

为 2018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设为观察组，选取

同时期无抑郁症的学生 100 例设为对照组。观察组

100 例学生均确诊为抑郁症，其中男生和女生分别

为 49 例和 51 例，年龄 17-23 岁，平均 20.88 岁，对

照组 100 例学生其中男生和女生均为 50 例，年龄 1
7-23 岁，平均 20.78 岁，两组的一般资料对比未体

现明显区别（P>0.05）。 
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同意书；

（2）有自主行为能力；（3）研究开展两周前服用

过抗抑郁药物。 
排除标准：（1）不符合纳入标准；（2）伴随

严重躯体疾病吧；（3）无正常沟通能力；（4）癫

痫；（5）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发育迟缓。 
1.2 方法 

对两组学生们的基本资料进行收集，包括学生

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时间和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程

度。采用临床记忆量表（甲套）测定两组学生的认

知功能，了解学生的记忆水平，采用 WCST 测定执

行功能，对总测验次数、持续错误数和随机错误数

进行测定，参考 DST 倒背测定注意力。 
1.3 观察指标 
（1）临床记忆量表包括指向学习、联想学习、

人像特点回忆、图像自由回忆和无意义图形再认。 
（2）对比两组学生的 WSCT 和 DSP，WSCT

包括总测验次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软件采用 SPSS24.0，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百分比（%）表

示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当 P<0.05 时视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记忆量表评分 
除无意义图像再认之外，对照组学生的临床记

忆量表各项评分均高于观察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

显著（P<0.05），两组的无意义图像再认评分对比

无显著区别（P>0.05）。见表 1。 
2.2 两组学生的 WSCT 和 DSP 比较 
对照组学生的 WSCT 总测验次数、持续错误数

和随即错误数均少于观察组，DST 分数高于观察组，

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临床记忆量表评分（分） 

组别 n 指向学习 联想学习 人像特点回忆 图像自由回忆 无意义图形再认 

对照组 100 21.23±4.22 22.38±4.02 22.19±3.91 23.13±3.13 22.19±2.03 

观察组 100 16.28±4.20 14.55±3.20 16.39±4.01 13.19±3.10 20.52±3.10 

x2  2.392 4.292 4.288 9.282 0.282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90 

表 2 两组学生的 WSCT 和 DSP 比较 

组别 n WSCT（次） DST（分） 

  总测验次数 持续错误数 随机错误数  

对照组 100 56.33±4.24 16.32±5.41 9.28±4.31 6.63±1.15 

观察组 100 74.53±3.44 24.56±4.20 25.67±3.66 4.09±1.22 

x2  5.333 7.322 8.281 12.231 

P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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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许多学

生出现了抑郁倾向，加之学习竞争激烈，学生们在

生活中压力较大。因此，抑郁症成为了高校学生的

常见疾病之一，严重困扰了学生们的正常生活、学

习，甚至还会导致学生们退学。可见，抑郁症对于

学生的危害不容小觑。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临

床发病率较高。且抑郁症具有较高的复发几率，属

于慢性疾病，对人的生活及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不良

危害。据相关调查显示，有十分之三左右的抑郁症

患者应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后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

果，导致抑郁症持续发展，增加治疗难度。据相关

调查显示，抑郁症患者普遍存在认知功能受损的情

况，阻碍了抑郁症患者回归校园和社会，加上反复

发作，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情况。而

在高校中，抑郁症也成为了一种临床常见的疾病。

在大学生活，中学生们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学习，

而抑郁症会导致学生们的认知功能降低，从而降低

学生们的适应能力，无法进行有效学习。作为高校

卫生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应充分重视高校学生抑郁

症的相关问题并加以解决。当前临床上非常重视对

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的相关研究，且随着学者

们不断的深入研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结论和观

点。国内学者在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注意力

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与无抑郁症的健康人群相

比，抑郁症患者很难持续集中注意力，且会出现比

较明显的工作和短时间的记忆里降低，抑郁症程度

越严重则认知功能缺损和记忆力下降也越明显。还

有国内学者选取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进行研究，结果

发现和健康人群相比，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

能降低明显，甚至出现脑功能全面受损的情况。国

内还有不少研究能够支持以上学者的观点，即抑郁

症患者与正常人群相比存在明显的认知功能降低和

记忆力降低的情况。 
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的学生数量剧

增，此外也越来越凸显出了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学生们的社会经历较少，年龄较小，所以在遇

到一些挫折之后无法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和发泄不

良情绪，久而久之在内心就会形成焦虑、抑郁情绪。

特别是近些年来，高校生主要是零零后人群，零零

后的性格比较独特，导致其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特别是抑郁症，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

因校园暴力霸凌事件的频频发生，导致了抑郁症的

发病率在校园内持续增长，而抑郁症的发生也受到

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等。抑

郁症人群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综合症，包括心情低落、

失去兴趣、悲伤、缺乏自信、自卑、思维缓慢、注

意力不集中、意志行为减退、睡眠障碍，甚至是出

现自杀倾向。既往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在不同时

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受损的情况，且随

着病情的进展认知功能损害会不断加剧，严重影响

患者日常生活，降低了记忆里和执行力。在国外和

比国内针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都有很多相关研

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知功

能受损并非一种状态，而是一种特质，即便症状缓

解也会存在认知功能损害，这也可以说明抑郁症患

者疾病症状较轻其社会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另一种

观念认为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既是特质也是

状态。相关国内研究对抑郁症患者进行了为期半年

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且认

知功能特显示有所提升，这说明抑郁症患者的认知

功能张思属于特质和状态两种同时存在。但采用色

词测验显示轻度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未出现明显区

别，说明注意功能没有好转，提示重度抑郁患者在

疾病较轻的时期依然伴随认知功能受损的情况。 
抑郁症患者伴随认知功能障碍可表现出不同的

特点，最明显的就是额叶相关的执行功能受损，执

行功能受损直接导致患者无法恢复自主社会功能，

本研究硬弓了威斯康星卡片对抑郁症高校学生和无

抑郁症的高校学生的抽象能力、选择记忆和认知过

程转移能力等进行了测试，希望了解抑郁症学生的

认知功能受损情况。其中额叶功能可以通过随机错

误数加以反应，而是否存在颅脑和额叶损害通常通

过持续性错误数来进行评价。笔者发现，高校抑郁

症患者与无抑郁症学生的 WCST 的总测验次数、持

续错误数和随机错误数相比，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这说明高校的抑郁症学生存在执行功能受损的情

况，另外还伴随记忆障碍。通过临床记忆量表来反

映神经系统记忆障碍，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且能够

通过量化指标加以测定。其中学习能力主要通过联

想学习进行反应，而指向记忆成绩受到病理性思维

的影响，这两项属于语文测试，而非语文测试包括

无意义图形再认，通过图形图像自由记忆和人像特

点介于二者之间。本研究选取的高校抑郁症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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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测验图像自由回忆及人像特点回忆成绩与无抑

郁症的健康学生相比明显更低。无意义图形再认成

绩未体现明显差异，这说明抑郁症患者实际损害的

主要表现是词语回忆和语义，这符合国内其他相关

研究结果。本研究应用 DST 倒背检测对高校抑郁症

学生和无抑郁症的监考学生的注意力维持和抗干扰

能力进行对比，发现抑郁症学生的注意力维持和抗

感染能力相对更低，这说明抑郁症患者普遍存在注

意力减退的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无意义图像再认之外，对

照组学生的临床记忆量表各项评分均高于观察组，

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两组的无意义

图像再认评分对比无显著区别（P>0.05）。对照组

学生的 WSCT 总测验次数、持续错误数和随即错误

数均少于观察组，DST 分数高于观察组（P>0.05）。

可见高校的抑郁症学生们存在着普遍的认知功能降

低、记忆里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和无抑郁

症的健康学生相比，身心健康显著受到了极大的损

害。但本研究同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包括选取的

研究样本例数较少，且选取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若日后有相关研究，希望能够增加样本数量并扩大

样本选取的范围，应用更加全面的认知测评工具，

同时建立影像学数据模型，对高校抑郁症学生认知

功能受损情况进行更加科学的研究，并掌握抑郁症

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的发病机制，为临床相关研究提

供数据和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高校抑郁症学生均存在明显的认知

功能降低的情况，且伴随记忆力下降和社会功能降

低，对学生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十分不利，临床应

关注高校抑郁症学生，给予其更多关爱，促进学生

们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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