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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女大学生乳腺自检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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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泸州市女大学生乳腺自检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ꎬ为制定针对性卫生保健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女大学生乳腺自检现况调查问卷”ꎬ分层随机抽取泸州市 ４ 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校专科及本科女大

学生 ９７０ 名ꎬ进行乳腺自检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调查ꎮ 结果　 女大学生乳腺自检率为 １６.５％ꎮ 能做到每月检查至少 １ 次

的占自检人数的 ７.５％ꎻ有 ４５.０％的女大学生会按照规范的操作方法进行乳腺自检ꎮ 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
专业(ＯＲ＝ ２.１８)、学历(本科大一、本科大二 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０９ꎬ０.３４)、是否患过乳腺疾病(ＯＲ ＝ ７.６１)、是否同意乳腺自检

是件尴尬的事(ＯＲ＝ ０.３２)、知识得分(４~ ６ 分、８~ １０ 分 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４.４６ꎬ４４.５３)是女大学生乳腺自检的影响因素ꎮ 结论

泸州市女大学生的乳腺自检率有待提高ꎮ 需加强知识宣传教育ꎬ提高女大学生对自身乳腺健康的认知程度ꎬ同时在校建立

私密性较好的医疗咨询点ꎬ以便对乳腺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ꎮ
【关键词】 　 乳腺疾病ꎻ健康行为ꎻ回归分析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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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ꎬ现已成为全球重

要公共卫生问题[１] ꎮ 乳腺自检 ( ｂｒｅａｓｔ ｓｅｌｆ￣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ꎬ ＢＳＥ)作为经济实用的筛检方式ꎬ不受时间、地点

和医疗条件等因素的制约ꎬ在提高乳腺疾病检出率以

及降低乳腺恶性肿瘤病死率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２] ꎮ 中国乳腺疾病防治研究中心流行病学研究表

明ꎬ近年来乳腺疾病发病人群呈年轻化趋势ꎬ平均发

病年龄提前 １０ 年[３] ꎻ天津医科大学也有相关报道ꎬ我
国乳腺癌发病比西方国家更年轻化[４] ꎮ 女大学生作

为拥有一定知识基础且学习能力强的群体ꎬ掌握更多

乳腺自检相关的知识ꎬ对预防乳腺疾病和提高乳腺癌

的早期检出率有积极的意义ꎮ 为此ꎬ笔者对泸州市高

校女生乳腺自检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ꎬ以
期为开展针对女大学生乳腺疾病防治的健康教育工

作提供依据和指导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泸州市 ４ 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ꎬ按
照年级分层ꎬ再在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 １０ 个班级进行

调查ꎮ 抽中班级中的女生均纳入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２０份ꎬ有效问卷 ９７０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１％ꎮ 其中医

学专业学生 ４７３ 名ꎬ非医学专业 ４９７ 名ꎻ专科学生 １３２
名ꎬ本科大一学生 ２４４ 名ꎬ大二学生 ２２２ 名ꎬ大三学生

２１５ 名ꎬ大四及以上学生 １５７ 名ꎮ 年龄 １６ ~ ２９ 岁ꎬ平均

年龄(２０.０９±１.８８)岁ꎮ 调查对象均自愿参与调查ꎬ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０１９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６



１.２　 方法 　 咨询专家ꎬ查阅相关文献[５－６] ꎬ采用自行

设计的“女大学生乳腺自检调查问卷”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由经统一培训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

进行调查ꎬ学生自填问卷ꎬ调查人员当场核对无误后

收回ꎮ 问卷共有 ３ 个维度 １３ 个条目ꎬ其中知识维度 ５
条ꎬ包括是否听过 ＢＳＥ、是否知晓 ＢＳＥ 的正确手法和

体位、ＢＳＥ 开始年龄、ＢＳＥ 频率、ＢＳＥ 时间ꎬ每个条目知

晓得 ２ 分ꎬ共计 １０ 分ꎻ态度维度 ３ 条ꎬ包括 ＢＳＥ 是否

必要、是否害怕自己查出乳腺疾病、是否认为乳房自

检是件尴尬的事ꎻ行为维度 ５ 条ꎬ包括是否做过 ＢＳＥ、
ＢＳＥ 频率、ＢＳＥ 手法和体位、是否发现过异常以及发现

异常后是否到正规医院就医ꎮ 问卷经因子分析提取

公因子与调查目的的设计维度基本一致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１.３　 质量控制　 为提高应答率ꎬ调查前调查员对此次

调查的目的及保密性进行充分说明ꎬ以争取调查对象

的理解、配合和支持ꎮ 调查完成后ꎬ调查员立即对调

查表的质量进行审核ꎬ发现有遗漏或误填的及时进行

弥补ꎬ以保证调查内容的完整性和真实性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全部问卷经统一编码后录入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ꎮ 定量

资料呈正态分布用( ｘ±ｓ)表示ꎬ分类资料用百分率或

构成比表示ꎬ乳腺自检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

型ꎮ 回归模型中无序多分类变量以哑变量形式纳入ꎻ
有序多分类变量依据似然比检验结果判断是以分组

线性变量还是以哑变量形式纳入ꎬ检验水准双侧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乳腺自检行为　 ９７０ 名女大学生中ꎬ有 １６０ 名做

过 ＢＳＥꎬＢＳＥ 报告率为 １６.５％ꎮ 从自检频率看ꎬ能做到

每月检查至少 １ 次的有 １２ 人ꎬ占自检人数的７.５％ꎬ
７８.７％ ( １２６ / １６０) 是不规律的ꎻ从自检方式看ꎬ只有

４５.０％(７２ / １６０)的女大学生会按照规范的操作方法进

行 ＢＳＥꎮ 在 １６０ 名做过乳腺自检的女大学生中ꎬ有 ３１
人发现异常ꎬ其中到正规医院就医的占 ７１. ０％ ( ２２ /
３１)ꎬ选择到私人诊所就医、自行买药或不做任何处理

的占 ２９.０％(９ / ３１)ꎮ
２.２　 乳腺自检相关知识、态度 　 调查对象 ＢＳＥ 知识

得分为(５.５±２.４)分ꎮ 听说过 ＢＳＥ 的 ４８５ 人(５０.０％)ꎬ
ＢＳＥ 开始年龄知晓率为 ３６.１％(３５０ / ９７０)ꎬＢＳＥ 频率知

晓率为 １４. ８％ (１４４ / ９７０)ꎬＢＳＥ 时间知晓率为 １５. ２％
(１４７ / ９７０)ꎬＢＳＥ 手法和体位知晓率为 ２０. ２％ ( １９６ /
９７０)ꎮ 在态度方面ꎬ认为乳腺自检有必要的 ８１２ 人

(８３.８％)ꎬ不确定的 １５１ 人(１５.６％)ꎬ认为不必要的 ６
人(０.６％)ꎻ害怕自检出乳腺疾病者 ８０６ 人(８３.１％)ꎬ

不害怕的 １６４ 人(１６.９％)ꎻ同意乳腺自检尴尬的学生

１６９ 人(１７.４％)ꎬ不确定的 ２４２ 人(２４.９％)ꎬ不同意的

５５９ 人(５７.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乳腺自检行为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乳腺自

检率与专业、学历、母亲文化程度、月生活费、是否患

过乳腺疾病、认为乳腺自检是否必要、是否认为乳腺

自检是尴尬的事及知识得分 ８ 个变量有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女大学生乳腺自检行为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分类 调查人数 乳腺自检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家庭居住地∗ 农村 ５７４ ８６(１５.０) ２.８０ ０.２５
乡镇 １６９ ３４(２０.１)
城市 ２２６ ４０(１７.７)

专业 医学类 ４７３ １３２(２７.９) ８７.２９ <０.０１
非医学类 ４９７ ２８(５.６)

学历 专科 １３２ ６(４.５) ２０９.９７ <０.０１
本科大一 ２４４ ４(１.６)
本科大二 ２２２ １６(７.２)
本科大三 ２１５ ５５(２５.６)
本科大四及以上 １５７ ７９(５０.３)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３５ ３２(１３.６) ２.６６ ０.２７
初中 ４４９ ７４(１６.５)
初中以上 ２８５ ５４(１８.９)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８１ ４９(１２.９) ８.３９ ０.０２
初中 ３８８ ８１(２０.９)
初中以上 ２００ ３０(１５.０)

月生活费 / 元∗ <１ ０００ ２６９ ３４(１２.６) １２.８４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６３８ １０８(１６.９)
>２ ０００ ６２ １７(２７.４)

是否患过乳腺疾病 是 ２５ １８(７２.０) ５７.４０ <０.０１
否 ９４５ １４２(１５.０)

是否有乳腺癌家族史 是 １９ ２(１０.５) ０.１６ ０.６９
否 ９５１ １５８(１６.６)

月经初潮年龄 / 岁 <１２ ７０ １１(１５.７) ０.０３ ０.８６
≥１２ ９００ １４９(１６.６)

乳腺自检必要性∗ 必要 ８１２ １５８(１９.５) ３１.５７ <０.０１
不确定 １５１ ２(１.３)
不必要 ６ ０

害怕自检出乳腺疾病 害怕 ８０６ １２７(１５.８) １.８９ ０.１７
不害怕 １６４ ３３(２０.１)

认为乳腺自检是件 同意 １６９ １３(７.７) ５６.４５ <０.０１
　 尴尬的事 不确定 ２４２ １２(５.０)

不同意 ５５９ １３５(２４.２)
知识得分 ０~ ２ ５６８ ６(１.１) ２９４.６４ <０.０１

４~ ６ ２７７ ８０(２８.９)
８~ １０ １２５ ７４(５９.２)

　 注:∗为存在缺失值ꎮ ()内数字为自检率或报告率 / ％ꎮ

２.４　 乳腺自检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将是否做过乳腺自检作为因变量(０ ＝否ꎬ１
＝是)ꎬ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８ 个因素作为

自变量(月生活费、乳腺自检必要性 ２ 个变量以分组

线性变量形式纳入模型ꎬ学历、母亲文化程度ꎬ认为乳

腺自检是件尴尬的事及知识得分 ４ 个变量以哑变量

(学历:０ ＝专科、１ ＝本科大一、２ ＝本科大二、３ ＝本科大

三、４ ＝本科大四及以上ꎻ母亲文化程度:０ ＝ 小学及以

下、１ ＝初中、２ ＝ 初中以上ꎻ认为乳腺自检是件尴尬的

事:０ ＝同意、１ ＝ 不确定、２ ＝ 不同意ꎻ知识得分:０ ＝ １ ~
２、１ ＝ ４ ~ ６、２ ＝ ８ ~ １０)形式纳入模型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专业、学历、是否患过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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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疾病ꎬ认为乳腺自检是件尴尬的事、知识得分 ５ 个变 量与乳腺自检行为有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女大学生乳腺自检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９７０)

常数与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常数 －３.８０ ０.５６ ４６.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２
专业 医学 ０.７８ ０.３１ ６.２４ ０.０１ 　 ２.１８(１.１８ ~ ４.０２)
学历 ２５.３７ <０.０１

专科 －１.００ ０.５７ ３.１０ ０.０８ 　 ０.３７(０.１２ ~ １.１２)
本科大一 －２.３６ ０.５９ １６.２２ <０.０１ 　 ０.０９(０.０３ ~ ０.３０)
本科大二 －１.０９ ０.３７ ８.８５ <０.０１ 　 ０.３４(０.１６ ~ ０.６９)
本科大三 ０.０６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８３ 　 ０.９４(０.５２ ~ １.６８)

是否患过乳腺疾病 是 ２.０３ ０.７０ ８.３０ <０.０１ 　 ７.６１(１.９１ ~ ３０.２７)
认为乳腺自检是件 １０.５０ ０.０１
　 尴尬的事 同意 －０.４８ ０.３８ １.６３ ０.２０ 　 ０.６２(０.２９ ~ １.３０)

不确定 －１.３１ ０.３６ ９.７６ <０.０１ 　 ０.３２(０.１６ ~ ０.６６)
知识得分 ６４.９４ <０.０１

４ ~ ６ ３.２０ ０.４４ ５２.０９ <０.０１ 　 ２４.４６(１０.２６~ ５８.２７)
８ ~ １０ ３.８０ ０.４８ ６３.９７ <０.０１ 　 ４４.５３(１７.５７~ １１２.９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泸州市女大学生的 ＢＳＥ 报告率

为 １６.５％ꎬ与兰州的研究结果(１６.９％)相近[７] ꎮ 国内

其他地区(如广东地区、长春市、杭州市以及上海市

等[２ꎬ８－１０] )ＢＳＥ 报告率的波动范围在 １４.０％ ~ ４６.９％之

间ꎮ 低于国外相关文献报道[１１－１２] ꎮ 在 ＢＳＥ 的 １６０ 名

女大学生中ꎬ只有 ６.３％和 ４５.０％能以正确频率及规范

操作方式进行ꎬ提示多数高校女大学生乳腺自检缺乏

规范性ꎬ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相似[３ꎬ１０] ꎮ
从就读专业来看ꎬ医学专业女大学生 ＢＳＥ 报告率

远高于非医学专业ꎬ与黄淑敏等[４] 研究结果一致ꎬ主
要与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具备医学知识背景有关ꎮ 大

三学生的 ＢＳＥ 报告率高于大二学生ꎬ与赵蕊等[１０ꎬ１３] 调

查结果相同ꎮ
乳房自检知识得分越高的女大学生进行 ＢＳＥ 的

可能性越大ꎬ对 ＢＳＥ 表示认可态度的女大学生 ＢＳＥ 率

更高ꎬ说明正确的认知和正向态度可以提高女大学生

自检行为ꎮ Ａｈｍａｄｉａｎ 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ꎬ女大

学生对乳腺疾病预防态度与 ＢＳＥ 报告率呈正相关ꎮ
此外ꎬ患过乳腺疾病的女大学生 ＢＳＥ 报告率更高ꎬ与
胡洁蔓等[２]研究结果一致ꎮ

综上所述ꎬ目前ꎬ高校女大学生的 ＢＳＥ 报告率较

低ꎬ且受专业、学历、是否患过乳腺疾病、对 ＢＳＥ 的态

度、对 ＢＳＥ 相关知识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ꎮ 提示高校

应积极开展相关知识宣传工作ꎬ针对高校女大学生

(尤其是非医学专业和低年级女大学生)采取有效的

健康教育工作ꎬ以提高该重点对象人群的知晓率和

ＢＳＥ 率ꎮ 同时ꎬ各大高校应尽可能满足该人群关于预

防乳腺疾病方面的生理与心理需求ꎬ让更多女大学生

在面对乳腺自检时都有积极、正向态度ꎮ 另外ꎬ学校

还应与相关医疗部门联合ꎬ在校内建立定点医疗咨询

点ꎬ让每名女大学生都有机会接受科学指导ꎬ以便对

乳腺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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