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呼和浩特高职院校一年级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与性行为分析

刘瑞佳１ꎬ荣利英２ꎬ柳文俊２ꎬ巴特尔１

１.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呼和浩特 ０１０１００ꎻ２.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呼和浩特市高职院校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水平和性行为现状ꎬ为制定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理论

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份在呼和浩特辖区 ４ 所高职院校中整群随机抽取一年级男大学生共计 ５０８ 名ꎬ采用匿名询问方

式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 ９１.３４％(４６４ / ５０８)ꎬ４ 所学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 ４８６ꎬＰ＝
０.０５８)ꎬ<１８ 岁与≥１８ 岁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５１０ꎬＰ＝ ０.１１３)ꎮ 男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

１１.４２％(５８ / ５０８)ꎬ第 １ 次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达 ５３.７０％(２９ / ５４)ꎮ 第 １ 次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ꎬ<１８ 岁发生第 １ 次

性行为比例达 ４８.２８％(２８ / ５８)ꎮ 结论　 男大学生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总体知晓率较高ꎬ但也有部分认知水平较低ꎬ且性行

为发生呈现低龄化ꎻ应重视中学时期艾滋病及性知识的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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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存发展的公共卫

生和社会问题ꎬ形势十分严峻[１－２] ꎮ 全球每年新增的

ＨＩＶ 感染者中约有 ５０％是 １５ ~ ２４ 岁的青少年ꎬ中国的

ＨＩＶ 感染者中青壮年占 ８０％[３] ꎮ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

的中坚力量ꎬ具有较大的影响力[４] ꎬ同时也正处于性

行为、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形成期ꎬ是 ＡＩＤＳ 感染的高

危人群[５－６] ꎮ 本研究对呼和浩特市高职院校男生进行

艾滋病知识水平及性行为调查ꎬ为今后高校艾滋病的

健康教育与防治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对
呼和浩特市辖区 ４ 所高职院校(内蒙古商贸职业学

院、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内蒙古机电职业学院、呼和

浩特市职业学院)５１５ 名一年级男大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ꎬ收回有效问卷 ５０８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６４％ꎮ 其中内

蒙古商贸职业学院学生 １４８ 名ꎬ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学生 １０７ 名ꎬ内蒙古机电职业学院学生 １４９ 名ꎬ呼和浩

特市职业学院学生 １０４ 名ꎻ<１８ 岁学生 ７６ 名ꎬ≥１８ 岁

学生 ４３２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匿名询问形式进行问卷调查ꎬ以«全

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 [７] 为依据ꎬ单个进行询

问并填写问卷现场回收ꎮ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

会人口学基本情况和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状况及检

测情况等ꎮ 从每所学校随机选取 ２ 个班级ꎬ调查对象

均知情同意ꎬ自愿参加ꎮ 由各个学校校医组织(４ 所学

校的调查员和质控员均为同一批人ꎬ均经统一培训)ꎬ
调查组负责对调查问卷进行完整性及逻辑性的核实ꎬ
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签字并保存ꎮ 每所学校的

调查时间为 １ ｄꎮ 按照已有大众人群艾滋病基本知识

知晓率的评分标准ꎬ总知晓率为 ８ 题答对任意 ６ 题及

以上ꎬ单题知晓率为答对题数除总答题数[７]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２ 软件录入ꎬ使
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完成ꎬ并使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整

理ꎬ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　 男大学生艾

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为 ９１ ３４％ ( ４６４ / ５０８)ꎮ ４ 所学校

中ꎬ呼和浩特市职业学院最高ꎬ为 ９５ １９％ (９９ / １０４)ꎬ
其余依次为化工职业学院的 ９４ ３９％(１０１ / １０７)、商贸

职业学院的 ９０ ６０％ ( １３５ / １４８) 和机电职业学院的

８６ ５８％(１２９ / １４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 ４８６ꎬＰ
＝ ０ ０５８)ꎮ <１８ 岁者知晓率为 ９６ ０５％(７３ / ７６)ꎬ≥１８
岁者为 ９０ ５１％ (３９１ / ４３２)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 ５１０ꎬＰ＝ ０ １１３)ꎮ
２.２　 男大学生 ８ 个艾滋病知识问题知晓率　 男大学

生平均知晓率为 ８１.０５％ꎬ８ 题全部知晓率为 １８.１１％
(９２ / ５０８)ꎮ 对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针具吸毒 / 不安

全性行为等)应该主动寻求 ＨＩＶ 检测与咨询的知晓率

最高ꎬ达 ９５.０８％ꎻ其次是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艾

滋病传播风险的知晓率(９０.７５％)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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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ｎ＝ ５０８)

知识 知晓人数 知晓率 / ％
艾滋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严重传染病 ４４９ ８８.３９
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ꎬ该人群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ꎬ其次为异性性行为 ３４３ ６７.５２
通过外表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艾滋病 ４４９ ８８.３９
日常生活和学习接触会感染艾滋病 ４２４ ８３.４６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４６１ ９０.７５
使用新型毒品(如冰毒、摇头丸、Ｋ 粉等)会增加感染 ＨＩＶ 的风险 ４３２ ８５.０４
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针具吸毒 / 不安全性行为等)应该主动寻求 ＨＩＶ 检测与咨询 ４８３ ９５.０８
艾滋病感染者的结婚 / 就业 / 入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 ２５３ ４９.８０

２.３　 男大学生发生性行为及使用安全套报告率　 男

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 ５８ 人ꎬ发生率为 １１.４２％ꎬ其中<
１８ 岁的 ２８ 人ꎬ占 ４８.２８％(２８ / ５８)ꎮ 剔除 ４ 人不记得

第 １ 次是否使用安全套ꎬ其余 ５４ 人中使用安全套 ２９
人ꎬ仅占 ５３. ７０％ ( ２９ / ５４)ꎬ不用安全套的占 ４６. ３０％
(２５ / ５４)ꎬ<１８ 岁使用安全套的仅为 ２０.３７％(１１ / ５４)ꎮ
经 χ２ 检验ꎬ不同年龄间第 １ 次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

报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６１９ꎬＰ＝ ０.１０６)ꎮ

３　 讨论

呼和浩特市高职院校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的知

晓率为 ９１.３４％ꎮ 在 ８ 个问题中对艾滋病的预防措施、
高危行为后的咨询与检测的知晓率较高ꎬ而对目前艾

滋病的防控形势及法律方面的知晓率较低ꎮ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日常对艾滋病的宣传多集中于传播途径

和预防措施等基本知识ꎬ而近年来艾滋病的流行出现

的一些新的特点ꎬ如青年学生疫情增长、性传播特别

是同性传播比例增加等ꎬ宣传的力度和广度相对略

低[８] ꎻ另一方面可能是艾滋病感染者的结婚 / 就业 / 入
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ꎬ因而在某些领域有自相矛

盾的局限ꎮ 提示高职院校男大学生对艾滋病严峻的

流行趋势及艾滋病法律相关知识的了解存在模糊性

和误区ꎬ也给改进健康教育方式提出了新课题[９] ꎮ 男

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为 １１.４２％ꎬ第一次性行为安全套

使用率为 ５７.３％ꎬ第一次性行为年龄<１８ 岁比例高达

４８.２８％ꎬ而安全套使用率仅为 ２０.３７％ꎮ 提示性行为

发生呈现低龄化且安全套使用比例较低的行为会增

加艾滋病的感染风险ꎮ
与哨点监测的男大学生相比ꎬ呼和浩特市高职院

校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高于包头市青山区

(５６.４４％) [１０]调查ꎬ原因可能是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

自治区首府城市ꎬ相对于内蒙古其他地区(如包头)ꎬ
艾滋病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一点ꎮ 性行为发生率低于

瓯海区(１３.３７％) [１１] 、石家庄市(２３.６１％) [１２] 的调查ꎻ
第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为 ５７. ３％ꎬ高于叶婷婷

(４３.０７％) [１１]的调查ꎬ可能是呼和浩特市属于经济欠

发达地区ꎬ性行为开放程度较大城市低ꎮ

本次调查的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略低

于北京市普通本科大学男大学生(９３.４％) [１３] ꎬ性行为

发生率略高于张俊梅(１０.４％)等[１４] 调查结果ꎮ 第一

次性行为安全套的使用率低于 ６０％ꎬ与葛琳等[１３ꎬ１６] 调

查的结果相近ꎮ 表明高职院校男大学生性行为发生

率较本科院校高ꎬ且使用安全套现状不容乐观ꎬ防病

意识不强ꎬ在发生性行为过程中自我保护意识淡薄ꎬ
无保护性行为使大学生成为艾滋病高发人群[１７] ꎮ 国

外研究显示ꎬ高质量的性健康教育与预防性病艾滋病

活动不仅不会使学生性行为增加ꎬ还会推迟青少年初

次性行为的发生ꎬ并使已有性行为的学生中安全性行

为的比例增加[１８－１９] ꎮ 因此ꎬ在艾滋病宣传时ꎬ应全面、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ꎬ以提高艾滋病宣传的效率ꎬ更
应当重视初高中时期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及性知识的

教育ꎬ使其树立正确的性观念ꎬ 减少高危性行为ꎬ还应

在初高中学生中开展安全套使用等干预活动[２０] ꎬ才能

从根本上使其远离艾滋病的侵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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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肥胖与各种慢性疾病有着紧密的联系ꎬ同
时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巨大的压力[１－３] ꎮ 肥胖干

预研究涉及面广ꎬ其中心理学理论占重要地位ꎬ包括

社会认知、健康信念、计划行为等[４－５] ꎮ 与其他理论比

较ꎬ社会认知理论着重突出周围环境的重要性ꎬ强调

依靠他人的引导、启发、鼓励等改善自己日常的健康

行为ꎮ 同伴教育是该理论实施的首要途径ꎬ主要指在

一定范围的人群中ꎬ通过相互间的交流分享自己的健

康理念ꎬ运用朋辈力量传递健康知识ꎬ最终实现教育

目标ꎮ 本研究以大学校园为依托ꎬ选取 １ ５００ 名大学

生志愿者ꎬ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间采用同伴

教育为主的方法对大学生进行膳食营养健康教育及

运动干预ꎬ探讨对大学生肥胖及生活方式的干预效

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应用整群抽样方法ꎬ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选取

河南省 ８ 所学校(安阳工学院、黄淮学院、郑州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农业

大学、河南科技大学)ꎮ 纳入标准:为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ꎬ学制 ４ 年ꎻ研究开展前 ２ 年内未进行有关肥胖健

康干预工作ꎻ非特殊教育学校ꎻ８ 所学校的规模、饮食

条件接近ꎬ彼此非相邻学校ꎬ所有参与研究对象均为

各高校三年级学生ꎬ排除有重大疾病或其他不适宜参

与本次研究的学生ꎮ 在各个专业中共抽取 １ ５００ 名被

试ꎬ随机分为观察组(７５０ 名)和对照组(７５０ 名)ꎮ 其

中男生 ６９２ 名ꎬ年龄 ２０ ~ ２４ 岁ꎬ平均(２２.５３±２.４５)岁ꎻ
女生 ８０８ 名ꎬ年龄 ２０ ~ ２５ 岁ꎬ平均(２２.１３±２.２０)岁ꎮ ２
组学生基本人口学资料如身高、体重、年龄、家庭结构

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所有大学生志

愿者知晓该研究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ꎬ该研究已通过

洛阳理工学院体育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干预方法　 研究时间为 ２ 个学期(包含假期)共

１０ 个月ꎮ 对照组给予普通干预的方法ꎬ具体措施为:
由学校统一向对照组学生发放本研究编制的健康教

育宣传手册ꎬ定期集中开展营养及运动有关知识的讲

座ꎮ 在此基础上ꎬ由学校统一开展课间活动ꎬ指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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