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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性行为与相关健康危险行为间的关系ꎬ为高校开展大学生性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重庆文理学院１ ５８５名大学生对性行为和相关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情况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大

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为１６ １％ꎬ能量饮料饮用率为 ３９ ２％ꎬ吸烟率为 １８ ０％ꎬ饮酒率为 ３４ ８％ꎬ赌博率为 ９ ２％ꎮ 不同性别、生
源地、年级、能量饮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２ ８４ꎬ３１ １１ꎬ４０ １２ꎬ
１８ ９６ꎬ５３ ６６ꎬ７０ １７ꎬ４２ ５０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能量饮料饮用(ＯＲ ＝ ０ ７１ꎬ９５％ＣＩ ＝ ０ ５３ ~
０ ９６)、吸烟( ＯＲ ＝ ０ ４７ꎬ９５％ＣＩ ＝ ０ ３３ ~ ０ ６６)、饮酒( ＯＲ ＝ ０ ５０ꎬ９５％ＣＩ ＝ ０ ３７ ~ ０ ６９)、赌博( ＯＲ ＝ ０ ５２ꎬ９５％ＣＩ ＝ ０ ３５ ~
０ ７９)与大学生性行为发生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 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性行为会和能量饮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聚集出

现ꎮ 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性教育时ꎬ要引导大学生远离健康危险行为ꎮ
【关键词】 　 学生ꎻ健康教育ꎻ危险行为

【中图分类号】 　 Ｇ ６４７.９　 Ｒ 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１１￣１６４４￣０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ＨＵ Ｃｈｕｎｍｅｉ ＷＡＮＧ Ｌｅｉ ＷＡＮＧ Ｙａｘ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２１６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ｘ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１ ５８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６.１％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３９.２％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８.０％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３４.８％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９.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ｎｋ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ｒａｔｅｓ χ２ ＝ ４２.８４ ３１.１１ ４０.１２ １８.９６ ５３.６６ ７０.１７ ４２.５０ Ｐ<０.０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ｎｋ ＯＲ＝ ０.７１ ９５％ＣＩ＝ ０.５３－０.９６  ｓｏｍｋｉｎｇ ＯＲ＝ ０.４７ ９５％ＣＩ＝ ０.３３－０.６６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ＯＲ＝ ０.５０ ９５％ＣＩ＝ ０.３７－０.６９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ＯＲ＝ ０.５２ ９５％ＣＩ＝ ０.３５－０.７９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随着社会发展ꎬ大学生的性观念逐渐开放ꎬ对婚

前发生性行为的接受度不断增加ꎬ性行为发生率呈上

升趋势[１] ꎮ 大学生常见的健康危险行为有性行为、吸
烟、饮酒、赌博、能量饮料饮用等[１－３] ꎮ 青少年存在危

险行为聚集现象ꎬ当出现 １ 种危险行为时ꎬ往往伴随着

其他危险行为发生[４] 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我国发生过性

行为的男大学生中有 ５６.６７％会吸烟[５] ꎻ美国青少年的

酗酒、吸毒行为与危险性行为(低龄性行为、多性伴、
不使用安全套等)发生有关[６] ꎮ 为了解我国大学生性

行为与其他健康危险行为的关系ꎬ笔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５ 月在重庆文理学院开展大学生性行为及常见健康危

险行为相关调查ꎬ 为高校开展大学生性教育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首先在重庆文理

学院选取文、理科专业各 ２ 个ꎻ然后抽取一、二、三年级

所有学生共 １ ７１３ 名进行问卷调查ꎻ剔除漏填和重复

作答的无效问卷ꎬ共回收有效问卷１ ５８５名ꎬ有效率为

９２.５３％ꎮ 其中男生 ７２９ 名ꎬ女生 ８５６ 名ꎻ文科生 ６１６
名ꎬ理科生 ９６９ 名ꎻ农村学生 １ ０６６ 名ꎬ城市学生 ５１９
名ꎻ大一 ６３２ 名ꎬ大二 ５０２ 名ꎬ大三 ４５１ 名ꎮ 平均年龄

(１９.５７±１.１４)岁ꎮ 调查前ꎬ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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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采用季成叶等[７] 编制的“大学生性

行为问卷”中对大学生性行为发生情况调查的题目:
“迄今为止ꎬ你自愿或非自愿的性行为发生率” ꎮ 回

答为“无”和“有”ꎬ分别计“０”和“１ 分”ꎮ
采用 Ｇａｌｌｕｃｃｉ 等[８] 编制的能量饮料饮用频率问

卷ꎬ回答“在最近 ３０ ｄ 内ꎬ消费能量饮料的频率是多

少”ꎮ 根据回答将能量饮料饮用情况分为“不饮用(０
次)”和“饮用(≥１ 次)”ꎬ分别计“０”和“１ 分”ꎮ

采用 Ｇｒａｃｅ 等[９]编制的吸烟 / 饮酒行为问卷ꎬ分别

调查被试的吸烟、饮酒行为ꎮ 回答“最近 １ 个月内ꎬ你
真正抽过烟(并非尝试吸烟) / 喝过酒(并非尝试喝酒)
吗”ꎮ 回答“没有”和“有( ≥１ 次)”ꎬ分别计“０”和“１
分”ꎮ

采用胡春梅等[１０]编制的赌博行为问卷ꎬ请被试回

答“最近 １ 个月内ꎬ你参与过赌博吗”ꎮ 回答“没有”和

“有”ꎬ分别计“０”和“１ 分”ꎮ
１.２.２　 质量控制 　 调查前ꎬ调查人员(高校心理学专

业教师)先和所选专业年级辅导员取得联系ꎬ说明调

查目的、内容和要求ꎬ确定好调查时间和地点ꎮ 正式

调查时ꎬ辅导员通知学生在约定时间统一到教室ꎻ调
查人员现场宣读调查目的、内容和要求ꎬ强调调查的

匿名性和保密性ꎬ取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ꎬ鼓励被

试按照真实情况完成问卷ꎬ被试现场完成问卷ꎮ 问卷

完成大约 １０ ｍｉｎꎬ完成后马上回收ꎮ 所有问卷回收

后ꎬ调查人员仔细整理问卷ꎬ剔除漏答及重复作答的

废卷ꎬ对有效问卷进行录入分析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大学生性行为

及健康危险行为的现状ꎬ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及

危险行为特征学生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ꎬ将 χ２ 检验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了解大学生性行为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关系ꎮ 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性行为及相关健康危险行为发生情况　
１ ５８５名大学生中发生性行为的有 ２５５ 名(１６.１％)ꎬ喝
能量饮料的有 ６２１ 名 ( ３９. ２％)ꎬ 吸烟的有 ２８５ 名

(１８.０％)ꎬ饮酒的有 ５５１ 名( ３４. ８％)ꎬ参与赌博的有

１４６ 名(９.２％)ꎮ
在 ５ 种危险行为中ꎬ没有发生任何一种的学生有

５５７ 名(３５.１％)ꎬ发生 １ 种的 ５０４ 名(３１.８％)ꎬ发生 ２
种的 ３１０ 名(１９.６％)ꎬ发生 ３ 种的 １３４ 名(８.５％)ꎬ发
生 ４ 种的 ６９ 名(４.４％)ꎬ发生 ５ 种的 １１ 名(０.６％)ꎮ
２.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及相关健康危险行为大学生性

行为发生率比较　 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能量饮料

饮用、吸烟、饮酒、赌博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男生、城市学生、大三学生、
饮用能量饮料、吸烟、饮酒、赌博学生性行为发生率相

对较高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性行为发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７２９ １６５(２２.６) ４２.８４ <０.０１

女 ８５６ ９０(１０.５)
专业 文科 ６１６ １０６(１７.２) ０.９４ ０.３３

理科 ９６９ １４９(１５.４)
生源地 城市 ５１９ １２３(２３.７) ３１.１１ <０.０１

农村 １ ０６６ １３２(１２.４)
年级 大一 ６３２ ８９(１４.１) ４０.１２ <０.０１

大二 ５０２ ５３(１０.６)
大三 ４５１ １１３(２５.１)

能量饮料饮用 饮用 ６２１ １３１(２１.１) １８.９６ <０.０１
不饮用 ９６４ １２４(１２.９)

吸烟 吸 ２８５ ８７(３０.５) ５３.６６ <０.０１
不吸 １ ３００ １６８(１２.９)

饮酒 喝 ５５１ １４７(２６.７) ７０.１７ <０.０１
不喝 １ ０３４ １０８(１０.４)

赌博 参与 １４６ ５１(３４.９) ４２.５０ <０.０１
不参与 １ ４３９ ２０４(１４.２)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３　 大学生性行为及相关健康危险行为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是否发生性行为为因变量(无

＝ ０ꎬ有＝ １)ꎬ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性别

(男＝ １ꎬ女＝ ２)、生源地(农村 ＝ １ꎬ城市 ＝ ２)、年级(一

年级＝ １ꎬ二年级＝ ２ꎬ三年级＝ ３)、能量饮料饮用(不喝

＝ ０ꎬ喝＝ １)、吸烟(不吸＝ ０ꎬ吸 ＝ １)、饮酒(不饮 ＝ ０ꎬ饮
＝ １)、赌博(不参与 ＝ ０ꎬ参与 ＝ １)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表明ꎬ性别、生源地、年级、
能量饮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是大学生性行为的影

响因素ꎬ男生、城市学生、大三学生、喝能量饮料、吸

烟、饮酒、参与赌博等相关健康危险行为与性行为发

生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性行为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５８５)

自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生 ０.７３ ２０.０８ <０.０１ ２.０８(１.５１~ ２.８６)
生源地 农村 －０.９５ ３８.４５ <０.０１ ０.３９(０.２９~ ０.５２)
年级 一 －１.０６ ３７.２３ <０.０１ ２.９０(２.０６~ ４.０７)

二 －０.８８ ２０.２３ <０.０１ ２.４０(１.６４~ ３.５２)
能量饮料饮用 不喝 －０.３４ ４.９８ ０.０３ ０.７１(０.５３~ ０.９６)
吸烟 不吸 －０.７６ １８.６９ <０.０１ ０.４７(０.３３~ ０.６６)
饮酒 不饮 －０.６８ １８.６３ <０.０１ ０.５０(０.３７~ ０.６９)
赌博 不参与 －０.６５ ９.５１ <０.０１ ０.５２(０.３５~ ０.７９)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大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为 １６.１％ꎬ
能量饮料饮用率为 ３９.２％ꎬ吸烟率为 １８.０％ꎬ饮酒率为

３４.８％ꎬ赌博率为 ９.２％ꎮ 与已有研究相比ꎬ性行为发

生率略高于全国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１５.１％) [１] 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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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饮料饮用率、吸烟、饮酒、赌博率低于重庆、江苏大

学生[２ꎬ１０] ꎮ
本次调查的 ５ 种健康危险行为(性行为、能量饮

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中ꎬ有 ３５.１％的大学生没有

表现出危险行为ꎬ３１.８％的大学生有 １ 种危险行为ꎬ
３３.１％的大学生有 ２ 种及以上危险行为ꎮ 健康危险行

为聚集现象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４ꎬ１１]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大学生的

性行为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男生高于女生ꎬ城
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ꎬ大三学生比大一、二学生高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明ꎬ性别、生源地、年级是大学生性

行为的影响因素ꎬ男生、城市学生、大三学生与性行为

发生呈正向关联ꎬ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１２] ꎮ
有能量饮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学生的性行为

发生率相对没有以上行为的学生高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表明ꎬ喝能量饮料、吸烟、饮酒、参与赌博与性行为

发生呈正向关联ꎮ 大学生虽已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ꎬ
但自律性、自控力仍较差[４] ꎬ当有其他相关健康危险

行为后ꎬ就更容易发生性行为ꎮ
综上所述ꎬ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时应该

注意:第一ꎬ开设健康危险行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ꎮ
一方面ꎬ使学生认识到健康危险行为聚集出现的特

点ꎬ提高对危险行为并发的警惕性ꎻ另一方面ꎬ认识到

吸烟、饮酒、赌博、能量饮料饮用与性行为发生的关

系ꎬ引导学生在控制危险行为的同时减少性行为的发

生ꎮ 其次ꎬ在开展大学生性教育时ꎬ避免出现“一刀

切”的情况ꎬ在全面性教育的同时ꎬ应结合不同群体性

行为发生的特点ꎬ重点加强针对男生、城市学生、大三

学生的性教育ꎬ以有效降低性行为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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