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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青年学生中利用新媒体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效果ꎬ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高

校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烟台市 ４ 所高校 ２ ５６１ 名学生ꎬ随机分为干预

组(１ ２８９ 名)和对照组(１ ２７２ 名)开展问卷调查ꎬ并对干预组开展形式多样的新媒体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ꎬ利用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数据分析ꎮ 结果 　 干预后对照组和干预组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 ８５.９％和 ９４.０％( χ２ ＝ ４６.６７ꎬＰ<
０.０１)ꎮ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ꎬ修正后拟合指数分别为 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ꎬＧＦＩ ＝ ０.９７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６ꎬＩＦＩ ＝ ０.９７ꎬＣＦＩ ＝ ０.９８ꎮ 新媒

体干预对预防信息和预防动机的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３０ 和 ０.６５ꎬ信息和动机对预防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行为技巧的间接

作用ꎬ标化的总体效应分别为 ０.０９ 和 ０.２９ꎬ行为技巧对预防行为的总体效应为 ０.８０ꎬ是影响艾滋病预防行为的主要因素ꎮ
结论　 利用新媒体在青年学生中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效果显著ꎮ 应把动机提升作为开展工作的新突破点ꎬ通过信息、动
机、行为技巧等方面促进青年学生艾滋病预防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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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国高校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

显ꎬ每年报告的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人数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８２ 例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０７７ 例[１] ꎬ传
播途径以男男同性性传播为主[２－４] ꎮ 性观念的开放与

性教育的缺乏是当下青年学生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

主要原因ꎬ特别是近年来新媒体的广泛使用ꎬ为高校

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机遇[５－６] ꎮ 本研

究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ꎬＩＭＢ)ꎬ对烟台市利用新媒体开展高

校艾滋病健康教育实施效果进行评价ꎬ阐明信息、动
机及行为技巧各个变量间的关系ꎬ并探讨青年学生艾

滋病预防行为的影响因素ꎬ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高校艾

滋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随机抽取

烟台市 ２ 所专科院校和 ２ 所本科院校ꎬ按照专业、年级

分层ꎬ共抽中 ６４ 个班级 ２ ６８５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
调查对象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共完成

２ ５６１份有效调查问卷(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ꎬ

５８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有效率为 ９５.３８％ꎮ 其中干预组 １ ２８９ 名ꎬ对照组１ ２７２
名ꎻ男生 １ ２２３ 名ꎬ女生 １ ３３８ 名ꎮ 年龄 １５ ~ ２５ 岁ꎬ平
均(１９.４２±１.２６)岁ꎮ
１.２　 方法　 查阅文献[７－９]ꎬ结合专家访谈及 ＩＭＢ 模

型原理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

征、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艾滋病相关预防动机、艾滋

病防治行为技巧及艾滋病相关行为(性行为及安全套

使用情况)等ꎮ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青年

学生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ꎬ共 ８ 个问题ꎬ答对

≥６ 个问题即为知晓ꎮ 在 ４ 所学校中随机抽取 １００ 名

学生进行预调查ꎬ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中“行为技

巧”部分的问题进行了适当修订ꎬ表达方式更容易理

解与回答ꎬ并经过专家论证确定形成最终的调查问

卷ꎮ 问卷同质信度为 ０.７７ꎬ结构效度为０.７５ꎬ信、效度

良好ꎮ 预防动机共 ５ 题ꎬ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

意”计 １ ~ ５ 分ꎻ行为技巧共 ５ 题ꎬ从“肯定会”到“肯定

不会”计 １ ~ ５ 分ꎻ预防行为共 ２ 题ꎬ采用“１ ＝ 是ꎬ２ ＝
否”计分ꎮ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开展基线调查ꎬ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开展干预后调查ꎬ并通过学号进行匹配ꎬ将干预前后

数据进行横向合并ꎬ根据问卷填写是否完整和被调查

者干预前后是否能进行匹配ꎬ将不符合分析的问卷

剔除ꎮ
１.３　 干预方法　 干预时间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共计 ９ 个月ꎬ对照组接受学校常规的健康教育ꎬ
干预组在此基础上ꎬ受邀关注 “烟台疾控”公众号ꎬ每
个班级推荐 １ ~ ２ 名联络员ꎬ建立项目联络人微信群及

班级微信群ꎬ由专人负责每月在公众号至少推送 ２ 次

艾滋病相关讯息并同步至微信群ꎬ形式多样(防艾文

章、动画视频、警戒案例)ꎬ以班级为单位集中播放自

制的防艾小咖秀、微电影、科普小动画“１ ｍｉｎ 说健康”
等ꎬ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宣传频次相应增加ꎬ同时

开展以“为‘艾’呐喊ꎬ为爱发声”为主题的微信朋友圈

“防‘艾’大使”传递活动ꎮ
１.４　 质量控制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调查过程中

现场检查问卷的填写情况ꎬ发现遗漏或不符之处ꎬ立
即予以完善ꎬ提高问卷的调查质量ꎮ 问卷数据采用双

人双机录入法ꎬ确保资料录入的准确性ꎮ
１.５　 分析方法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利用 χ２ 检验分析对

照组和干预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的差异ꎬ利用 Ａ￣
ＭＯＳ ２４.０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ꎬ参数估计采用最大似然

比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基线调查对

照组和干预组的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分别为 ８２.７％
(１ ０５２ / １ ２７２)和 ８１.２％(１ ０４７ / １ ２８９)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０.９５ꎬＰ ＝ ０.３３)ꎻ干预后对照组和干预组知晓

率分别提高至 ８５.９％(１ ０９３ / １ ２７２)和 ９４.０％(１ ２１２ /

１ ２８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６.６７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大学生性行为及艾滋病检测情况　 基线调查结

果显示ꎬ有 ３４８ 人(１３.６％)有过性行为的经历ꎬ发生首

次性行为的年龄最小为 １３ 岁ꎬ其中 ３３４ 人(９６.０％)首

次性行为为异性行为ꎬ１４ 人(４.０％)首次为同性性行

为ꎬ性伴主要以男 / 女朋友为主(９２.５３％ꎬ３２２ / ３４８)ꎬ首
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比例为 ５５.７５％ (１９４ / ３４８)ꎮ 共

计 ２５０ 人做过艾滋病检测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ꎮ
２.３　 验证性因子分析　 调查中新媒体健康干预为外

生潜变量ꎬ预防信息(含 ８ 个观测变量) 和预防动机

(含 ５ 个观测变量) 为中介潜变量ꎬ艾滋病预防行为

(含 ２ 个观测值)和行为技巧(含 ５ 个观测值)为内生

潜变量ꎬ运用 ＡＭＯＳ ２４.０ 软件对干预后的问卷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ꎬ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因子载荷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４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

巧模型的理论框架ꎬ构建初始模型ꎬ并对初始模型进

行修正、拟合ꎬ得到拟合较好且相对精简的最终模型

(图 １)ꎮ 新媒体干预对预防信息和预防动机的直接效

应分别为 ０.３０ 和 ０.６５ꎬ信息和动机对预防行为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行为技巧间接作用体现出来的ꎬ标化的总

体效应分别为 ０.０９ 和 ０.２９ꎬ行为技巧对预防行为的总

体效应为 ０.８０ꎬ是影响艾滋病预防行为的主要因素ꎮ
修正后模型的渐进残差均方平方根(ＲＭＳＥＡ)为 ０.０４
( <０.０５)ꎬ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

(ＡＧＦＩ) 、增值适配指数 ( ＩＦＩ) 、相对拟合指数(ＣＦＩ)
分别为 ０.９７ꎬ０.９６ꎬ０.９７ꎬ０.９８(均大于 ０.９０)ꎬ满足模型

检验与拟合优度的要求ꎬ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ꎮ

图 １　 新媒体干预对大学生

艾滋病预防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通过模型可知ꎬ利用新媒体开展高校艾滋病健康

教育ꎬ可以有效提高青年学生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认

知能力ꎬ掌握更多的防治信息 (标化的效应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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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０)ꎮ 数据分析显示ꎬ干预组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知

识总体知晓率为 ９４.０％ꎬ高于王贞玉等[１０－１２] 的研究结

果ꎬ达到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

划» [１３]中ꎬ青年学生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应高

于 ９０％的要求ꎮ 信息对行为技巧的直接效应为 ０.１１ꎬ
预防信息的掌握是青年学生防治艾滋病行为技巧能

力提高的基础ꎬ学生通过接受艾滋病健康教育ꎬ对安

全性行为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ꎬ从而在面对具体行

为发生时能够较好结合起来并进行理解和应用ꎬ提高

安全套使用行为技巧ꎬ为建立健康的性行为模式奠定

基础ꎮ
开展新媒体健康教育对目标人群艾滋病预防动

机有重要影响ꎬ直接效应为 ０.６５ꎬ说明健康教育对转

变青年学生艾滋病态度总体水平产生正向作用ꎬ与相

关学者的研究报道一致[１４－１５] ꎮ 一方面态度的转变体

现在青年学生的危机意识增强ꎬ切实认识到艾滋病与

自我的关系ꎻ另一方面减少对艾滋病的恐惧ꎬ了解到

艾滋病是可防可控的ꎬ日常的生活接触不会感染艾滋

病ꎬ同时可以提高学生参加预防艾滋病相关教育活动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主动寻求相关防治信息ꎬ减少对

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的歧视与排斥ꎮ 故态度的转变

对行为技巧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１６] ꎬ直接

效应为 ０. ３６ꎬ提示在今后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

中ꎬ应结合学生需求ꎬ将动机提升作为开展工作的新

突破点ꎬ加强艾滋病预防动机的提升ꎬ将艾滋病高危

行为及预防措施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ꎮ
信息和动机对预防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行为

技巧间接作用体现出来的ꎬ标化的总体效应分别为

０.０９和 ０.２９ꎬ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的理论模型

吻合ꎮ 艾滋病防治信息和防治动机能否促使艾滋病

预防行为的发生ꎬ往往依赖于艾滋病预防行为技巧的

作用ꎮ 本次调查中ꎬ共有 ３４８ 人(１３.６％)有过性行为

的经历ꎮ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证明[１７－１８] ꎬ对没有开始性

行为的学生进行高危行为的干预比已经有性行为的

学生进行干预更有效果ꎬ而且更容易建立安全性行

为ꎻ而我国的学生健康教育往往是以大学为主ꎬ中学

开展的较少或流于形式ꎬ多数学生对于性健康知识的

获取主要来源于网络ꎬ而青少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ꎮ 研究显示ꎬ在青少年学生中开展艾

滋病的宣传和干预比较容易组织ꎬ并且容易取得效

果[１９－２０] ꎮ 因此ꎬ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将预防艾滋病健

康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计划ꎬ关口前移ꎬ让青年学生在

走进大学之前有效掌握预防知识ꎬ强化行为干预及沟

通技巧ꎬ并建立考核制度ꎬ定期检查督导ꎬ推迟青少年

首次性行为发生的年龄ꎬ提高与性伴进行保护性行为

的协商能力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ꎮ
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价青年学生艾滋病

健康教育的干预效果ꎬ相对于传统的横断面研究、多
因素分析而言ꎬ可以纵向研究艾滋病相关行为的相关

问题ꎬ得出各因素的影响效应ꎬ获得青年学生艾滋病

预防行为的深层次信息ꎬ为提供制定相关的青年学生

艾滋病防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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