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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行为及影响因素ꎬ为提高女大学生医疗健康保健行为和提升健康

水平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潍坊市 ３ 所高校 ８９１ 名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调查女大学生自

身健康关注情况、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知信行现状ꎬ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ꎮ 结果　 ５５.４％的女大学生使用

过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ꎬ且多集中在健身减肥类 ＡＰＰ(２９０ 人次)ꎬ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利用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６.５５ꎬ７.７２ꎬ１３.９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学历、年医疗花费、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认知度、对
ＡＰＰ 前景态度是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的影响因素(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４ꎬ０.６９ꎬ１.３６ꎬ１.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率一般ꎬ持续使用率较低ꎬＡＰＰ 应丰富内容ꎬ增设视频推荐、互动交友等功能ꎬ使女大学生更好地利用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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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ꎬ将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深

度融合发展ꎬ优化资源配置ꎬ提高医疗健康服务的可

及性和公平性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健

康需求[１] ꎮ 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２－３]作为移动医疗的一部

分ꎬ是目前移动医疗领域最广泛的实用工具之一ꎬ正

在逐步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ꎬ其不仅弥补了

传统医疗服务的不足ꎬ也为民众的就诊、疾病管理等

方面提供了便利ꎬ其中针对女大学生群体的生理周期

类、健康信息类、健身减肥类、美容护肤类、疾病管理

类 ＡＰＰ 在满足女性独特医疗健康保健服务需求方面

具有优势[４－７] ꎬ但 ＡＰＰ 也存在内容不够丰富、功能不

够完善等问题ꎮ 本研究以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探寻

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行为及影响因素ꎬ以期更好地提

升女大学生健康水平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潍坊市抽取 ３

８３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１



所高校(高等医学院校、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专科院

校各 １ 所)ꎬ每所学校抽取 ６ 个院系ꎬ每个院系抽取 ５
~ ６ 个专业ꎬ每个专业抽取 １０ 人ꎬ共发放问卷 ９８０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８９１ 份ꎬ有效样本率为 ９０.９％ꎮ 其中本

科学生 ５５３ 名ꎬ专科学生 ３３８ 名ꎻ医学专业学生 ３３２
名ꎬ非医学专业学生 ５５９ 名ꎻ大一学生 ４７８ 名ꎬ大二学

生 １３６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９９ 名ꎬ大四及以上学生 ７８ 名ꎮ
平均年龄(２０.２３±１.３７)岁ꎮ 研究开展前告知调查对象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ꎬ 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进行

调查ꎮ
１.２ 　 方法 　 借助 ＫＡＰ 理论模型及已有的文献研

究[８－１０] ꎬ自行设计 “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的 ＫＡＰ
调查问卷”并在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月展开调查ꎬ问卷内容

有:(１)个人基本信息ꎬ共 １０ 个条目ꎬ包括年龄、学历、
专业、年级等ꎻ(２)自身健康关注情况ꎬ共 ６ 个条目ꎬ包
括对月经周期、排卵期及安全期的关注情况ꎬ对体型、
仪容仪表及肌肤状态的关注情况等ꎻ(３)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知信行现状ꎬ共 ２９ 个条目ꎬ包括对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了解的程度及渠道ꎬ对 ＡＰＰ 上医疗健康保健信

息、咨询诊治方案、专家意见及其未来发展的态度ꎬ是
否利用过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ꎬ主要利用过哪几类ꎬ是否

持续利用ꎬ卸载的原因等问题ꎮ 问卷条目内部一致性

检验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ꎬ信度较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研究调查员由经规范化培训的研究

生与本科生组成ꎬ问卷发放后现场收回ꎬ调查员对调

查过程中的疑惑问题进行及时解答ꎻ采取调查员自查

和小组互查的方式保证调研质量ꎬ同时严格控制数据

录入工作ꎬ以获得完整可靠的信息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

处理ꎬ统计学方法为描述性统计、χ２ 检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情况　 有 ５５.４％
的女大学生表示利用过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ꎬ进一步分析

得出生理周期类、健身减肥类、美容护肤类和健康信

息类 ＡＰＰ 的利用人次数分别为 ２２９ꎬ２９０ꎬ５６ 和 ７５ꎮ 在

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行为相关因素调查中发现ꎬ不同

学历、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利用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６ ５５ꎬ ７ ７２ꎬ １３ ９６ꎬ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ꎬ其中本科学生(６２ ２％)高于专科(４４ ４％)ꎻ医
学专业(６１ ４％)高于非医学专业(５１ ９％)ꎻ二 ~ 四年

级( ６３ ２％ꎬ ５８ ８％ꎬ ６６ ７％) 高于一年级 ( ５０ ０％)ꎮ
４４ ７％的人每月至少用过 １ 次ꎬ２６ ３％每天用ꎬ１２ １％
表示不清楚自己的利用频率ꎬ６２ ２％在最近 ６ 个月没

有持续用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ꎻ６１ ９％用后认为医疗健康

类 ＡＰＰ 一般ꎬ２３ １％评价比较满意ꎬ１０ ５％表示比较

不满意ꎮ
２.２　 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行为的单因素分

析　 年就诊次数ꎬ年医疗花费ꎬ对 ＡＰＰ 了解程度ꎬＡＰＰ
医疗健康信息、咨询诊治方案、专家意见认同度ꎬＡＰＰ
市场前景态度不同的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

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率比较

组别 人数 ＡＰＰ 使用过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组别 人数 ＡＰＰ 使用过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年就诊次数 ０ ２３９ １２９(５４.０) １１.７５ ０.０４ 不确定 ４５６ ２２３(４８.９) ３５.５１ <０.０１

１ １８８ １１６(６１.７) 比较认同 ２９９ １９６(６５.６)
２ １８９ １１３(５９.８) 完全认同 ２０ ３(１５.０)
３ ７９ ４５(５７.０) 咨询诊治方案 完全不认同 ６４ ３２(５０.０) １２.０９ ０.０２
更多 ５３ ２７(５０.９) 　 的认同度 比较不认同 ２７６ １６５(５９.９)
不清楚 １４１ ６３(４４.７) 不确定 ３９４ ２１６(５４.８)

年医疗花费 / 元 <５００ ４４３ ２４９(５６.２) １７.０７ ０.００ 比较认同 １３１ ７３(５５.７)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１４２ ８４(５９.２) 完全认同 ２４ ６(２５.０)
１ ００１~ １ ５００ ９３ ５９(６３.４) 专家意见的 完全不认同 ４１ ２３(５６.１) １５.０６ ０.０１
１ ５０１~ ２ ０００ １２ ３(２５.０) 　 认同度 比较不认同 １６５ ９４(５７.０)
>２ ０００ １０３ ４２(４０.８) 不确定 ５０８ ２７５(５４.１)

对 ＡＰＰ 的了解 完全不了解 １００ ４０(４０.０) ３５.０８ <０.０１ 比较认同 １４９ ９３(６２.４)
不太了解 ３８７ １９９(５１.４) 完全认同 ２４ ５(２０.８)
一般 ２９１ １９８(６８.０) 对 ＡＰＰ 前景看 不好 １５ １０(６６.７) １８.０２ <０.０１
比较了解 ９２ ５０(５４.３) 　 好程度 一般 １５９ ８１(５０.９)
完全了解 ２１ ７(３３.３) 不确定 ３５７ １７４(４８.７)

健康信息的 完全不认同 ３４ ２０(５８.８) ３５.５１ <０.０１ 好 ３１０ １９７(６３.５)
　 认同度 比较不认同 ８１ ５１(６３.０) 非常好 ４９ ３１(６３.３)

　 注:()内数字为利用率 / ％ꎮ

２.３　 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行为的多因素分

析　 将女大学生是否使用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作为因变

量(０ ＝未使用过ꎬ１ ＝使用过)ꎬ将学历、专业、年级及单

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分

类变量设置哑变量引入回归方程)ꎬ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女大学生在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

用行为与学历、年医疗花费呈负相关ꎬ与 ＡＰＰ 了解程

度和对 ＡＰＰ 前景态度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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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女大学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８９１)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历 －０.８１ ０.２１ １４.４６ <０.０１ ０.４４(０.２９ ~ ０.６８)
年医疗花费 －０.３８ ０.０９ １９.６５ <０.０１ ０.６９(０.５８ ~ ０.８１)
对 ＡＰＰ 的了解程度 ０.３１ ０.０９ １１.２４ <０.０１ １.３６(１.１４ ~ １.６３)
前景看好程度 ０.２１ ０.０９ ５.４５ ０.０２ １.２３(１.０３ ~ １.４６)

　 注:自变量均为连续性变量ꎮ

３　 讨论

调查发现ꎬ女大学生对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的科学认

知度较低ꎬ与居民对移动医疗 ＡＰＰ 的认知结果[５ꎬ７] 有

相似之处ꎮ 研究还发现ꎬ女大学生对 ＡＰＰ 的医疗健康

信息、咨询诊治方案、专家指导意见态度多为消极ꎬ但
对其未来发展多持乐观态度ꎮ 首先ꎬ可能是因医疗健

康类 ＡＰＰ 本身信息不全面ꎬ广告推送多ꎬ缺乏监管、氛
围杂乱ꎻ其次ꎬ女大学生所处环境缺乏相应的 ＡＰＰ 宣

传ꎻ最后ꎬ女大学生本身没有强烈的健康意识[１１－１２] ꎮ
５５.４％的女大学生利用过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ꎬ与方

莹[１３]对移动医疗的研究及殷绚[１４] 对运动 ＡＰＰ 现状

的研究相似ꎬ但在利用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上也存在一

定差异ꎮ 本研究显示ꎬ６２.２％的女大学生最近 ６ 个月

未使用过 ＡＰＰꎬ究其原因ꎬＡＰＰ 利用过程中出现了一

系列问题ꎮ 如有人认为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存在内容大

众化、互动版块或参与少等问题ꎮ 访谈还发现ꎬ“ ＡＰＰ
改版后广告、收费的咨询项目增多ꎬ自身的安全性、隐
私性问题难以保证”“进行问诊时医生回答延时”等问

题都是难以持续利用的原因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本科生比专

科生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率更高ꎬ原因可能是本科学

生学习压力大ꎬ对于医疗、健康、保健需求大ꎬ同时本

科学生中较大一部分为医学专业ꎬ与其本身具备医学

知识背景有关ꎬ所以利用率较高ꎻ年医疗花费越高者

健康保健类 ＡＰＰ 利用率越低ꎬ基于当前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的利用现状分析原因ꎬ可能是大多数女大学生对

健康重视程度不够ꎬ平常存在不健康生活方式(不规

律饮食、作息ꎬ食用垃圾食品等)、缺乏锻炼等现象ꎬ身
体不适导致年医疗花费(医院检查或治疗)上升ꎮ 认

知是行为改变的基础ꎬ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１５] ꎮ 本

研究发现ꎬ认知和态度都会对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利用行

为产生影响ꎬ其中认知度越高、对前景持乐观态度者

利用率就越高ꎮ
综上所述ꎬ为提高女大学生对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科

学认知及利用率ꎬ提出以下建议:(１)运营商要加强对

ＡＰＰ 种类、功能及独特优势的宣传[１１] ꎬ选择校园广播ꎬ
医疗、健康讲座ꎬ新生入学教育、同伴教育等合适的宣

传途径ꎬ同时宣传要侧重专科学历、非医学专业、低年

级学生ꎬ使女大学生树立健康意识ꎬ对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形成科学认知ꎮ (２)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 应致力于

利用率持续性的提高上ꎬ首先 ＡＰＰ 上的相关健康信息

必须确保有据可循ꎬ力求为利用者提供及时、高效、优
质的内容ꎻ其次减少不相关内容推送ꎬ可通过健康知

识小讲堂ꎬ健康生活方式小论坛等方式代替广告推

送ꎬ同时讲堂和论坛推送频率维持在每周 １ ~ ２ 次ꎻ最
后减少 ＡＰＰ 中收费项目ꎬ完善持续利用激励机制ꎬ此
外要注重隐私保护ꎮ (３)以女大学生需求为导向ꎬ定
制个性化健康指导ꎬ如增设经期女性用品信息记录

(如购买卫生巾、红糖、暖贴等花费)、身材报告、护肤

秘籍、减肥食谱等内容ꎬ增设视频推荐、互动交友等新

功能ꎬ以此来提高利用率ꎬ最终达到提高女大学生健

康水平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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