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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调查

郭文广 1 、 代佳利 2 、 路　博 1 、 侯全栋 1 、 康齐力 1 、 王　麟 1

【摘要】目的　调查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精神医学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大学生专业认同调查问卷对我校五个年级 339 名精神医学专业进

行调查，同时了解调查对象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人均月收入、志愿来源、有无业内人士参

与选报志愿意见等情况。有效数据录入 SPSS19.0，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专业认同度差异，采用

Logistics 回归分析影响该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的因素。结果　该专业学生总体专业认同度得分为 3.66 

± 0.83 分，处于中等水平；五个年级作为整体进行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源地是影响该

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的因素（P< 0.05）。分年级比较学生专业认同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大

三以上年级认知性认同显著高于大一年级（P< 0.05），是否独生子女是大一和大五年级学生专业认同

主要影响因素、性别是大二年级学生专业认同主要影响因素、生源地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大四年级

学生专业认同主要影响因素（P< 0.05）。结论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整体专业认同度处于一般水平；影

响学生专业认同的因素随学生培养进程而变化，并受原生家庭和社会评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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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psychologic medicine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GUO Wenguang，DAI Jiali，LU Bo，et al.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Daqing，Da-
qing 16331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ed in psychologic 

medicin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339 students from Grade I to Grade V majored in psychologic 

medicine in our college were surveyed with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The collected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living area 

before entered university，the only child or not，family income，who dominated the choice of this major，consulted 

medical practitioners or not before choosing this major，et al. SPSS 19.0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and one way 

ANOVA，Spearman correlation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applied for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The 

gener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ore of the students is 3.66±0.8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living area 

before entered university is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s in whole cohort. Sub-

grouping students by grade and analysis，it’s revealed that，the score of cognitional division in Grade III and abov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ade I（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the only child or 

not is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I and Grade V，sex is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II，the living area before entered university and fam-

ily income a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IV. 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ed in psychologic medicine is on the average level. The influ-

ence factors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s changed during the course of study. Strengthening socia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creating a good social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atmosphere.Reforming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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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等诸多原因，以抑郁、

焦虑等为代表的轻性精神问题的患病率显著升高，

精神疾病的防治压力十分巨大。与巨大的疾病防治

压力相比，目前我国精神卫生专业人才明显不足，

专科医师的培养教育能力严重滞后［1-3］。据统计，

2012 年底，全国每 10 万人仅有 0.06 家精神专科医

院、14.72 张床位、1.53 名精神专科医生，与发达国

家每 10 万人口 2.7 名精神科医师的水平相比有显著

差距［4］。可见，加紧推进培养高层次精神医学专门

人才任务十分迫切。

精神医学专业以培养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

学科研部门从事以精神疾病为主的临床预防、治疗、

教学与研究的专门人才为目标，是我国精神卫生事

业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5］。精神医学专业有其自

身的现实特点。尽管国家已相继出台实施了《精神卫

生法》、《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年）》等

法律法规，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加大精神卫生事业经

费投入和保障力度，但社会上仍存在对精神疾病和

精神科医生的偏见和歧视。社会偏见和歧视增加了

精神科医生的职业倦怠，降低精神科医生的自我效

能感，同时，也可能影响精神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

认同。

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在了解所学专业的基础上，

情感上对专业的接受和认可。专业认同伴随积极的

外在行为和内心适切感，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

识的移入过程［6］。大学生专业认同会直接影响其专

业学习、专业能力及未来职业的方向，是决定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7］。因此，摸清影响精神医学

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尽

早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学生专业认同度，对于保证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精神卫生专

业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2012~2016 级精

神医学专业全体学生 454 人。自愿参加本项调查

学生 376 人，回收有效问卷 33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16％。

1.2 研究方法

1 .2 .1  调查工具：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

别、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人均月收

入、志愿来源、有无业内人士参与选报志愿意见等 7
项。②专业认同调查问卷采用秦攀博［8］编制的问卷，

该问卷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包括认知性、情感

性、行为性、适切性 4 个维度，共 23 个条目，问卷

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在 0.760~0.894 之间，总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6［8］。

1.2.2　调查方法　统一培训调查员，对调查对

象统一发放调查问卷。在校生调查在其集中休息期

间进行，实习生调查在其返校参加毕业考试后进行。

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填写，填答时间不超过 30min，调

查员当场收回。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 x±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人数、构成比描述。

以一般资料调查表中 7 项内容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s

回归分析，筛选专业认同度影响因素；不同组间专

业认同度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SNK 法。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见表 1，对一般情况变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2。

2.2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一般情况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一般情况见表 2。

学生总体专业认同度和各维度认同度均值均大于 3.0
（表 3）。

2.3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整体专业认同影响因素

分析

以专业总体认同度均值为分界点，将将全体研

究对象分为低认同组（148 人）、高认同组（191 人）

两组，以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家

庭人均月收入、志愿来源、选报专业时有无业内参

与意见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s 回归分析，筛选专

业认同度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级和生源地为该

专业学生专业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表 4）。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Paying attention to students' growth process and taking perti-

nent measures by grades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Psychologic medicine；Undergraduate students；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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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一般情况表

变量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118 34.8

　　女 221 65.2

年级

　　大一 75 22.1

　　大二 59 17.4

　　大三 56 16.5

　　大四 60 17.7

　　大五 89 26.3

生源地

　　城市 198 58.4

　　城镇 83 24.5

　　农村 58 17.1

是否独生子女

　　是 209 61.7

　　否 130 38.3

家庭人均月收入

　　<1000元 82 24.2

　　1000~3000 元 155 45.7

　　>3000元 102 30.1

志愿来源

　　自主选择 230 67.8

　　父母意愿 88 26.0

　　其他 21 6.2

选报志愿业内意见

　　有 177 52.2

　　无 162 47.8

表2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一般情况相关性分析

变量
r值

性别 生源 独生子 家庭收入 志愿选择 业内意见

性别 — 0.087 0.092 -0.001 -0.061 -0.008
生源 0.087 — 0.363** -0.101 0.080 0.137*

独生子 0.092 0.363** — -0.187** 0.091 0.254**

家庭收入 -0.001 -0.101 -0.187** — -0.039 -0.117*

志愿选择 -0.061 0.080 0.091 -0.039 — 0.074
业内意见 -0.008 0.137* 0.254** -0.117* 0.074 —

*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P<0.05；**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

P<0.01。

表3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一般情况

维度
总体认同度

认知性 情感性 行为性 适切性

3.58 ± 0.91 3.76 ± 0.94 3.64 ± 0.89 3.58± 0.98 3.66 ± 0.83

2.4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分年级专业认同度情况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该专业学生各年级间

认同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大一年级认知性认同度

显著低于大三以上年级，情感性、行为性、适切性

和总体认同度各年级未见显著差异（表 5）。

2.5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分年级专业认同影响因

素分析

专业认同是伴随学习者专业学习产生的一种情

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随着学习阶段的变化，

影响学生专业认同的主要因素也可能发生变化。进一

步分年级进行 Logistics 回归分析筛选专业认同度影响

因素，结果显示：①是否独生子女是大一和大五年级

学生专业认同主要影响因素；②性别是大二年级学生

专业认同主要影响因素；③生源地和家庭人均月收入

是是大四年级学生专业认同主要影响因素；④大三年

级没有具有统计学意义可带入模型的变量（表 6）。

3　讨论

3.1　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针对我校 2012 级 ~2016 级五个年级精神医学专

业学生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精神医学专业学生总

体专业认同度（3.66±0.83）低于采用同一量表进行

调查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3.94）［9］，但高于护理学

（3.29）［9］、公共卫生（2.95）［10］专业学生的总体专业

认同度。

分年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精神医学专业学生

的专业认同度影响因素随专业教育进程而变化，其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人

均收入等几项指标。值得注意的是，Spearman 相关

性分析的结果还显示，选择报考志愿时有无业内人

士参与意见与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呈正相关，与

家庭平均收入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城市、城镇生

源、独生子女和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学生在选

报志愿时更有可能听取一些精神卫生或医疗行业从

业人员的意见、建议，从而获得更全面的专业社会

评价；而农村生源的学生报考时获得业内人士的意见

的可能性则偏小。因此，尽管影响学生专业认同度

的突出问题随年级不同而变化，但其内在决定因素

仍是学生原生家庭的背景和社会对专业的评价。

3.2　调查结果对提高精神医学专业认同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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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加强精神卫生宣教　纠正社会偏见，营

造良好的专业社会评价氛围是提高精神医学专业学

生专业认同度的必要条件：加强政府和行业对《精神

卫生法》和精神疾病基本知识的宣传，提高精神卫

生专业人才的地位，改善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待遇，

形成关注和支持精神健康、尊重和爱护精神卫生从

业人员的良好氛围。作为未来精神卫生事业的主力

军，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也应参与其中。学校可以组

织学生开展一些以宣传国家精神卫生政策，宣讲精

神卫生知识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能提高

学生的专业自豪感，改善专业自我评价。

3.2.2　改革专业教学模式　加强专业师资队伍

建设是提高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的重要保

障：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有必要前移一些专

业临床见习，“多实践，早临床”，及早培养精神医学

专业学生的专业精神。基础医学和内外妇儿等大临

床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充分了解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

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向精神

医学的专业指向性。精神医学专业课程任课教师在

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应牢牢把握学科发展

的前沿动态，将精神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防治最新

的理论和技术带入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

强学生未来工作的成就感。

3.2.3　关注精神医学专业学生在校成长过程　

分年级采取针对性措施是提高学生专业认同度的有

效手段：①针对大一年级的学生，应注意利用好学生

对专业的情感性认同基础，增强学生对专业学习所

表4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影响因素Logistics分析

变量 β Wald Exp（β）［95％CL］ P值

性别

　　（女vs. 男） 0.448 3.631 1.566 ［0.987，2.483］ 0.057

年级

　　（大一 vs. 大二vs. 大三 vs. 大四 vs. 大五） 0.627 5.114 1.746 ［0.943，3.464］ 0.022

生源地

　　（城镇vs. 城市） 0.661 5.551 1.938 ［1.118，3.359］ 0.018

　　（农村vs. 城市） 0.130 0.147 1.138 ［0.587，2.207］ 0.701

独生子

　　（非独vs. 独生） 0.144 0.296 1.155 ［0.687，1.944］ 0.587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k vs.1~3K vs. >3K） 0.162 1.096 1.176 ［0.868，1.594］ 0.295

志愿选择

　　（父母意愿vs. 自主选择） -0.039 0.022 0.962 ［0.579，1.599］ 0.882

　　（其他vs. 自主选择） -0.279 0.354 0.756 ［0.301，1.898］ 0.552

业内意见

　　（无vs. 有） -0.264 1.270 0.768 ［0.486，1.215］ 0.260

表5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分年级专业认同情况

年级
维度

总体认同度
认知性 情感性 行为性 适切性

大一 3.32±1.22* 3.64±1.19 3.67±1.20 3.50±1.26 3.55±1.15

大二 3.56±0.71 3.70±0.85 3.56±0.62 3.69±0.77 3.63±0.56

大三 3.70±0.62 3.84±0.75 3.62±0.71 3.58±0.78 3.70±0.64

大四 3.62±1.08 3.80±0.97 3.71±0.95 3.63±1.13 3.70±0.96

大五 3.80±0.53 3.88±0.77 3.61±0.68 3.56±0.71 3.73±0.52

与大三及以上年级比较，*P<0.05

表6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影响因素分年级
Logistics分析

年级 变量 β Wald Exp（β）［95％CL］ P值

大一 独生子 -1.151 3.911 0.316 ［0.101，0.990］ 0.048

大二 性别 2.407 8.654 11.100 ［2.233，55.182］0.003

大四 家庭人均月收入 1.030 4.439 2.802 ［1.075，7.308］ 0.035

大五 独生子 1.592 4.448 4.915 ［1.119，21.586］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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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素质、能力的理解和内化；②对于大二、大三年级

的学生，应注意帮助学生树立阶段性学习目标、端

正学习态度，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勤奋学习的精神，

避免因学习效果不佳降低学生的专业认同感；③大四

年级的学生，开始面临毕业后选择的思考。这一阶

段，应注意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帮

助学生明确发展目标，做好毕业后发展规划，避免

学生因发展困惑而降低专业认同度；④大五阶段，学

生在生产实习、考研、就业之间奔波，这一阶段，

应注意做好服务，保持和实习单位的顺畅沟通，在

确保实习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为学生考研、就业

提供便利，努力帮助学生实现专业发展规划阶段目

标，将较高的专业认同带到未来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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