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

云南省大学生非婚性行为及多性伴性行为现况

杨云娟１ꎬ王永兴２ꎬ刘宏１ꎬ戴璟３ꎬ马涛４ꎬ常利涛１ꎬ李澍林５

１.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ꎬ 昆明ꎬ６５００２２ꎻ２.楚雄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ꎻ

３.昆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ꎻ４.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新昆华医院ꎻ５.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服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云南省大学生非婚性行为现况ꎬ为制定大学生性行为综合干预对策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

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云南省 ３ 所大学 ８８０ 名大一至大三的学生进行调查ꎬ分析大学生非婚性行为现况ꎮ 结果

云南省大学生自报告性行为发生率达 ２２.０７％(１４１ 名)ꎬ男生高于女生(χ２ ＝ ５８.９２ꎬＰ<０.０１)ꎬ随着年龄的增加性行为的发生

呈增高的趋势(χ２ ＝ ６.５２ꎬＰ< ０.０５)ꎮ 在 １４１ 名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ꎬ有 １６.３１％的大学生首次性行为在 １３ 岁以前ꎬ有
１４.１８％首次性行为年龄为 １３~ １７ 岁ꎻ有 ４８.９４％存在多性伴现象ꎬ有 ４８.２３％的学生在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未使用避孕

套ꎬ有 １９.８６％的学生曾经怀孕或使他人怀孕ꎮ 结论　 云南省大学生的非婚性行为情况较为严重ꎬ性行为低龄化和不安全

性行为现象严重ꎬ性病及艾滋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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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云娟(１９７９－　 )ꎬ女ꎬ云南昆明人ꎬ硕士ꎬ主管医师ꎬ主
要从事伤害监测、慢性病预防与控制、老年人及儿童青少

年健康管理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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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２０１５ 年云南省卫计委发布的云南省最新艾滋

病疫情防治现状通报ꎬ云南省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累计报告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学生感染者 / 病人 ３４６ 例ꎬ
报告死亡 ２０ 例ꎬ１５ ~ ２４ 岁学生感染率同比增长超过

６０％ꎻ云南省目前艾滋病疫情特点之一ꎬ即性传播为主

要传播途径(达 ９０％)ꎬ在 １５ ~ ２４ 岁的青年学生中发

现越来越多的 ＨＩＶ 感染者ꎬ青年学生报告数呈上升趋

势ꎮ 为了解云南省大学生非婚性行为发生现况ꎬ有针

对性的开展大学生性行为综合干预ꎬ降低艾滋病传播

风险ꎬ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ꎬ笔者对云

南省 ２ 个州(市)３ 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健康危险行为

调查ꎮ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

细则”规定的抽样方法ꎬ根据地理分布和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进行分层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昆明

和玉溪 ２ 个市ꎬ每个州市随机抽取 １ ~ ２ 所综合大学ꎬ
每个学校按照文科、理科将各专业和班级学生分类ꎬ
然后从文科和理工科学生中各随机选取 ５ 个班作为调

查单位ꎬ进行整群抽样调查ꎮ 共调查 ３ 所大学学生

８９６ 名ꎬ收回有效问卷 ８８０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２１％ꎮ 其

４６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中男生 ３０７ 名ꎬ女生 ５７３ 名ꎻ汉族学生 ６８３ 名ꎬ少数民

族学生 １９７ 名ꎻ大一学生 ２８１ 名ꎬ大二学生 ３８７ 名ꎬ大
三学生 ２１２ 名ꎻ 住宿生 ８５１ 名ꎬ 占总调查人数的

９６.７０％ꎮ调查对象年龄 １７ ~ ２５ 岁ꎬ 平均 ( ２０. ７９ ±
１.２０)岁ꎮ
１.２　 方法　 按照“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

细则”规定的步骤及方法ꎬ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儿少中心统一制定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

查问卷(大学)”进行调查ꎮ 组织学生匿名自填问卷调

查表ꎮ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ꎮ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父亲职业、母亲

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基本特征ꎬ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吸

烟、饮酒和毒品的使用)ꎬ以及性行为等ꎮ
１.３　 指标定义　 按照“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

问卷细则”中的界定ꎬ多性伴性行为是指曾经或者现

在至少与 ２ 人发生性行为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录入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２ 软件ꎬ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ꎮ 不同性别、年龄及民

族等人群之间的自报告性行为发生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ꎮ 性行为的发生率与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是否多

性伴、吸烟、饮酒以及毒品的使用情况之间的关联性ꎬ
两分类变量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ꎬ 多变量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性行为现况 　 在 ８８０ 名大学生中ꎬ有 ２２. ０７％
(１４１ 名)自报告有过性行为ꎬ且均为未婚ꎮ 自报告 １３
岁以前就有首次性行为者占 １６.３１％ (２３ 名)ꎬ１３ ~ １７
岁有首次性行为者占 １４.１８％(２０ 名)ꎻ男生性行为报

告率(２８.９９％)明显高于女生(９.０８％)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５８.９２ꎬＰ<０.０１)ꎮ 随着年龄的增加ꎬ性行为

的发生呈增高的趋势ꎮ 性行为的发生与首次性行为

发生的年龄、是否饮酒、吸烟和吸食毒品有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性伴侣数量　 在 １４１ 名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ꎬ

有 ４８.９４％存在多性伴性行为ꎬ其中男生(５５.０６％)高

于女生(３８.４６％)ꎬ少数民族学生(５０.００％)高于汉族

(４８.７０％)ꎬ大三(５５.１０％)学生高于大一(４０.４８％)和

大二(５０.００％)的学生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使用避孕套情况　 在 １４１ 名有过性行为的大学

生中ꎬ有 ５１.７７％的学生在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使用

避孕套ꎬ其中女生略高于男生ꎬ汉族学生(５３.０４％)高

于少数民族(４６.１５％)ꎬ大一(６２.００％)学生高于大二

(５１.０２％)和大三(４０.４８％)的学生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不安全性行为　 在 １４１ 名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

中ꎬ有 ４８.２３％的学生存在无保护性行为ꎻ有 １９.８６％学

生曾经怀孕或使他人怀孕ꎮ 所有不安全性行为发生

率均呈现男生高于女生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云南省不同组别大学生自报告性行为发生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有性行

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０７ ８９(２８.９９) ５８.９２ ０.００
女 ５７３ ５２(９.０８)

年龄 / 岁 １７~ <２０ １２１ ２１(１７.３６) ７.９６ ０.０２
２０~ <２３ ７０４ １０４(１４.７７)
２３~ ２５ ５５ １６(２９.０９)

年级 大一 ２７９ ５０(１７.９２) ６.５２ ０.０９
大二 ３８８ ４９(１２.６３)
大三 ２１２ ４２(１９.８１)

民族 汉族 ６８３ １１５(１６.８４) １.５１ ０.２２
少数民族 １９７ ２６(１３.２０)

父亲职业 脑力劳动 ２２０ ４４(２０.００) ３.４５ ０.０６
体力劳动 ６６０ ９７(１４.７０)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２４ ４７(１４.５１) １.６９ ０.４３
初中 / 高中 ４９９ ８２(１６.４３)
大专及以上 ５７ １２(２１.０５)

地区经济类型 高 ５８７ １００(１７.０４) １.３５ ０.２５
低 ２９３ ４１(１３.９９)

首次性行为年龄 / 岁 无 ７３９ ０ ８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２３ ２３(２.６１)
１３~ <１８ ２０ ２０(２.２７)
≥１８ ９８ ９８(１１.１４)

曾经是否吸烟 否 ４７２ ４６(９.７５) ２９.８１ ０.００
是 ４０８ ９５(２３.２８)

曾经是否饮酒 否 １７０ １７(１０.００) ５.６８ ０.０２
是 ７１０ １２４(１７.４６)

曾经是否使用过毒品 否 ８５３ １２５(１４.６５) ３８.７０ ０.００
是 ２７ １６(５９.２６)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云南省有性行为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男女生间比较

组别 男(ｎ ＝ ８９) 女(ｎ ＝ ５２) 合计(ｎ ＝ １４１) χ２ 值 Ｐ 值
首次性行为年龄 / 岁 <１３ １５(１６.８５) ８(１５.３８) ２３(１６.３１) ０.０３ ０.７６

１３ ~ <１８ １３(１４.６１) ７(１３.４６) ２０(１４.１８)
≥１８ ６１(６８.５４) ３７(７１.１５) ９８(６９.５０)

多性伴 有 ４９(５５.０６) ２０(３８.４６) ６９(４８.９４) ０.１６ ０.０５
无 ４０(４４.９４) ３２(６１.５４) ７２(５１.０６)

曾经怀孕或使他人 是 ２２(２４.７２) ６(１１.５４) ２８(１９.８６) ０.１６ ０.０５
　 怀孕 否 ６７(７５.２８) ４６(８８.４６) １１３(８０.１４)
最近一次性行为时 是 ４６(５１.６９) ２７(５１.９２) ７３(５１.７７) －０.００ ０.９８
　 使用安全套 否 ４３(４８.３１) ２５(４８.０８) ６８(４８.２３)
最近一次性行为前 是 ２８(３１.４６) １３(２５.００) ４１(２９.０８) ０.０７ ０.４２
　 是否饮酒 否 ６１(６８.５４) ３９(７５.００) １００(７０.９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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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云南省大学生性行为呈现以下特

点:(１)大学生非婚性行为现象严重ꎬ且呈增高的趋

势ꎮ 与全国平均水平(１０.０２％) [１] 、天津(２.８１％) [２] 、
广州(８. ８７％和 １３. ５％) [３－４] 、南京( １０. ７４％) [５] 、四川

(１３.８％) [６]和北京(１３.８０％) [７]等地报道的数据相比ꎬ
云南省大学生非婚性行为的发生水平明显偏高ꎮ 与

该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昆明市的调查相比较[８－９] ꎬ大学生

的非婚性行为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３％ 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５.８％ꎬ到现如今的 ２２.０７％ꎬ呈逐年递增的趋势ꎮ 大

学生的非婚性行为问题已不容忽视ꎮ (２)首次性行为

低龄化严重ꎬ且发生率呈现增高的趋势ꎬ尤其男生ꎮ
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昆明市的调查相比较[９] 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首次性行为 年 龄 在 １９ 岁 以 前 的 自 报 告 率 为

１７.７４％ꎬ其中在 １５ 岁以前的自报告率为 ２.０３％ꎮ 而此

次调查的首次性行为年龄在 １９ 岁以前的自报告率为

３０.５０％ꎬ其中在 １３ 岁以前的为 １６.３１％ꎮ 提示目前云

南省大学生首次性行为的低龄化现象日趋严重ꎮ 美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显示ꎬ在美国每年约有 ７５.７
万 １５ ~ １９ 岁女青年怀孕ꎬ９１０ 万例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人罹

患性传播性疾病ꎬ６ １６０ 例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人罹患 ＨＩＶ /
ＡＩＤＳ[１０－１２] ꎮ 第一次性行为发生的年龄越小ꎬ越容易发

生意外怀孕等危险性行为[１３－１５] ꎬ越不利于性病及艾滋

病的防控ꎮ (３)大学生的不安全性行为较为严重ꎮ 此

次调查的有性行为大学生中有 ４８.９４％的存在多性伴

性行为ꎻ在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ꎬ有 ４８.２３％的学生

存在无保护性行为ꎻ有 １９.８６％学生曾经怀孕或使他人

怀孕ꎮ 与南京相比[１６] ꎬ云南省大学生发生不安全性行

为问题较为严重ꎮ
综上所述ꎬ过早性行为和多性伴现象带来的生殖

道感染、非意愿妊娠以及由此产生的终生身心健康损

害ꎬ对人类社会文明构成了严重挑战ꎮ 目前由于青少

年性发育的提前ꎬ加之我国学校和家庭性知识教育的

缺失与滞后ꎬ导致部分青年学生性保护和安全性行为

意识不足ꎬ对避孕套使用存在障碍ꎬ导致少女怀孕现

象以及 ＨＩＶ 感染风险增加ꎬ性病及艾滋病防控形势不

容乐观ꎮ 有研究证实ꎬ受过性健康和社会责任感教育

的年轻人在婚前发生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很小ꎬ接受

教育的女性更愿意采取避孕措施[１７－１８] ꎮ 因此ꎬ建议在

大学生中开展性知识、态度和技能方面ꎬ以及生殖卫

生与健康的宣传教育ꎬ加强对性教育及提高大学生的

自我保护意识ꎬ降低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风险ꎮ 同时

提供大学生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可及性ꎬ减少和降低

少女怀孕带来的身心伤害ꎮ
此次研究还发现ꎬ首次性行为低龄ꎬ有吸烟、饮酒

及吸食毒品行为的大学生更容易发生性行为ꎮ 建议

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教育ꎬ让学生充分了解吸烟、饮酒

及吸食毒品的危害ꎬ减少学生不健康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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