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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 ｖｉｒｕｓꎬＨＰＶ)高危

型持续性感染是宫颈癌发生最重要的致病因素[１] ꎮ
有性行为的男性和女性一生中感染 ＨＰＶ 的概率高达

８５％ ~ ９０％[２] ꎮ ＨＰＶ 感染后病毒持续存在ꎬ会导致癌

前病变ꎬ若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治疗ꎬ一般经 １０ ~ ２０ 年

可发展为宫颈癌[３] ꎬ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至关

重要ꎮ
ＨＰＶ 疫苗接种可以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ꎮ

ＨＰＶ 疫苗接种的最佳年龄为 ９ ~ ２６ 岁[４] ꎬ最佳接种时

机是初次性行为前ꎬ大学生处于性活跃期ꎬ性行为日

趋普遍ꎬ是 ＨＰＶ 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５] ꎮ 本文通过

对北京市某高校部分女大学生进行了 ＨＰＶ 疫苗接种

情况调查ꎬ为我国高校开展大学生 ＨＰＶ 健康教育和行

为干预及 ＨＰＶ 疫苗推广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 ２０１９ 年 ３—４
月在某高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接种 ＨＰＶ 疫苗的

１８ 岁及以上的女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合计 １ １９０ 名ꎮ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７１０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６０％ꎬ问卷应

答完整率为 １００％ꎮ 其中年龄 １８ ~ ２６ 岁 ６７８ 名

(９５.４９％)ꎬ>２６ 岁 ３２ 名(４.５１％)ꎻ出生地为城市 ４５５
名( ６４. ０８％)ꎬ农村 ２５５ 名( ３５.９２％)ꎻ本科生 ２４０ 名

(３３. ０８％)ꎬ研究生 ４０９ 名 ( ５７. ６１％)ꎬ博士生 ６１ 名

(８.５９％)ꎻ有性生活史 ３０６ 名(４３.１０％)ꎬ无性生活史

４０４ 名(５６.９０％)ꎮ
１.２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

象的基本信息、对 ＨＰＶ 和 ＨＰＶ 疫苗的认知、接种

ＨＰＶ 疫苗的意愿等 ３０ 个问题ꎬ包括单选与多选[６] ꎮ
问卷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ꎬ借助问卷星调查平台ꎬ发
送问卷链接或二维码至微信群ꎬ通过点击链接或者微

信扫码在线填写ꎮ 为确保本次调查的质量ꎬ调查前在

微信群里告知学生ꎬ阐明本次调查的意义ꎬ学生在知

情、自愿的情况下ꎬ以匿名填报的形式填写问卷ꎮ 对

于 ＨＰＶ 的认知情况ꎬ主要通过以下问题进行调查:
ＨＰＶ 是什么、ＨＰＶ 的最主要传播途径、ＨＰＶ 感染的最

主要危险因素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将问卷星数据导出为 ｘｌｓｘ 以及 ｃｓｖ
格式ꎬ确认数据无误ꎮ 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率、构成

比进行统计描述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
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ｔ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对 ＨＰＶ 及 ＨＰＶ 疫苗的知晓率　 如表 １ 所示ꎬ调
查对象对 ＨＰＶ / ＨＰＶ 疫苗的认知水平较高ꎬ尤其对接

种疫苗的最佳时机、ＨＰＶ 的本质以及传播途径的回答

正确率均达到 ８０％以上ꎬ但对宫颈癌的发病以及疫苗

的相关知识了解较少ꎮ 仅有 ６２.２５％的学生知晓高危

型 ＨＰＶ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病因ꎬ６３.９４％的学

生认为 ＨＰＶ 疫苗对已感染者仍有预防作用ꎮ

表 １　 北京某高校女大学生 ＨＰＶ 及 ＨＰＶ 疫苗知晓率(ｎ＝ ７１０)

知识 知晓率 / ％
ＨＰＶ 是一种病毒 ８０.９９
ＨＰＶ 最主要传播途径性接触传播 ８６.２０
ＨＰＶ 疫苗最佳接种时机是首次性行为之前 ９３.９４
ＨＰＶ 疫苗对 ＨＰＶ 已感染者无预防作用 ３６.０６
ＨＰＶ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６２.２５
宫颈癌发病最主要危险因素是 ＨＰＶ 感染 ６６.３４

２.１.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女大学生对 ＨＰＶ 的认知情况

８０.９９％被调查对象知道 ＨＰＶ 是一种病毒ꎬ不同年龄

对于该问题认知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６７ꎬＰ ＝
０.００)ꎮ 不同学历、是否有性行为史也影响被调查对象

对 ＨＰＶ 的认知ꎬ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ꎻ但不同的出生地对 ＨＰＶ 的认知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关于 ＨＰＶ 感染最主要的危险因素ꎬ６３.９４％(４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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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的学生认为是多个性伴侣ꎬ１８.８７％(１３４ / ７１０)认

为是免疫力低ꎬ１６.２０％ (１１５ / ７１０) 不清楚ꎬ０.９９％ (７ /
７１０)认为是遗传ꎮ 不同年龄、出生地、有无性生活史

组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２０ꎬ１.１６ꎬ
５.８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北京某高校不同组别女大学生 ＨＰＶ 知晓率比较

组别 人数
ＨＰＶ 是一种病毒

知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ＨＰＶ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病因

知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学历 本科 ２４０ １８１(７５.４２) ３３.８６ ０.０４ １２９(５３.７５) ３０.１２ ０.０１

研究生 ４０９ ３３７(８２.４０) ２６８(６５.５２)
博士 ６１ ５７(９３.４４) ４５(７３.７７)

出生地 城市 ４５５ ３５８(７８.６８) ６.３０ ０.１０ ２７８(６１.１０) ２.１５ ０.３４
乡镇 ２５５ ２１７(８５.１０) １６４(６４.３１)

是否有性生活史 是 ３０６ ２５７(８３.９９) ８.４９ ０.０４ ２０７(６７.６５) １２.９３ ０.００
否 ４０４ ３１８(７８.７１) ２３５(５８.１７)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１.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女大学生对 ＨＰＶ 疫苗认知情

况以及接种意愿　 大部分学生都听说过 ＨＰＶ 疫苗ꎬ且
９３.９４％知晓接种疫苗的最佳时机是在第一次性行为

之前ꎬ并且很多已经接种或者预约接种了 ＨＰＶ 疫苗ꎮ
经过统计分析ꎬ年龄、出生地、专业、文化程度等因素

对 ＨＰＶ 疫苗的认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

为 ０.８７ꎬ５.５８ꎬ１.６０ꎬ１.０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１.３　 不同人口学特征女大学生对宫颈癌的认知

６２.２５％的被调查对象知道高危型 ＨＰＶ 持续感染是宫

颈癌的主要病因ꎬ其中博士知晓率最高ꎬ达 ７３.７７％ꎬ比
本科生高近 ２０ 百分点ꎮ 学历、有无性生活史对宫颈癌

的成因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２.２　 对 ＨＰＶ 疫苗的接种意愿　 有 ９７.４６％(６９２ / ７１０)
的学生认同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ꎬ共有

６１５ 人预约 / 接种了 ＨＰＶ 疫苗ꎬ其中 １８ ~ ２６ 岁有 ５８３
人ꎬ占 ８５.９９％ꎻ２６ 岁以上人群有 ３２ 人ꎬ占 １００％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１８ꎬＰ ＝ ０.０２)ꎮ 自愿接种疫苗人

群共 ６２８ 人ꎬ占 ８８.４５％ꎬ不同学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７０.１９ꎬＰ＝ ０.００)ꎬ但年龄、出生地、专业ꎬ以及有

无性生活史对接种疫苗意愿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７５ꎬ５.１４ꎬ４.６５ꎬ４.３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ＨＰＶ 疫苗接种原因与知识获取途径　 对疫苗接

种原因进行分析ꎬ大多数人认为接种疫苗可使自己获

益( ７８. １６％ꎬ ５５５ / ７１０ )ꎬ 担 心 自 己 将 来 患 宫 颈 癌

(７３.６６％ꎬ５２３ / ７１０)ꎮ 其中城镇居民认为接种疫苗可

以使自己获益 ( ８０. ６６％ꎬ３６７ / ４５５) 的比例高于乡镇

(７３.７３％ꎬ１８８ / ２５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６０ꎬＰ ＝
０. ０３ )ꎻ １８ ~ ２６ 岁人群认为可以使家庭成员受益

( ２８.１７％ꎬ １９１ / ６７８ ) 的 比 例 低 于 > ２６ 岁 的 人 群

(５３.１３％ꎬ１７ / ３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１９ꎬＰ ＝
０.００)ꎮ 关于 ＨＰＶ 知识的获取途径ꎬ网络 / 广播 / 电视

是最受欢迎的途径(７０.８５％ꎬ５０３ / ７１０)ꎬ家人 / 朋友 / 同

学次之 ( ６８. ３１％ꎬ４８５ / ７１０)ꎮ 参加学校讲座的共有

１１８ 人ꎬ其中文科生占 ２４. ４６％ ( ４２ / １７９)ꎬ理科生占

１４.３１％(７６ / ５３１)ꎬ文科生的比例远高于理科生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０９ꎬＰ ＝ ０.００)ꎮ 不同学历水平类

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６.００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ＨＰＶ 主要通过性途径传播感染ꎬ１６ ~ ２５ 岁年龄组

中 ＨＰＶ 感染率最高[７] ꎮ 有研究报道ꎬ中国大学生首

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不足 ２０ 岁[８] ꎮ 由于大学生

处于性活跃期且不安全性行为较多等原因ꎬＨＰＶ 感染

风险较其他人群更高ꎮ 既往研究显示ꎬ大部分学生尚

未意识到自身处于 ＨＰＶ 高风险期ꎬ故学习 ＨＰＶ 相关

知识的需求不强烈ꎬ进而影响认知水平[９] ꎮ 贾鑫华

等[１０]对赣州市女大学生对 ＨＰＶ 及其疫苗的认知情况

与接种意愿进行分析显示ꎬ６４.９％的女大学生认为有

必要接种 ＨＰＶ 疫苗ꎬ接种意愿强ꎬ但仅有 ３.３％的学生

接种了 ＨＰＶ 疫苗ꎻ陆瑾等[１１] 对上海市部分女大学生

进行调查显示ꎬ对 ＨＰＶ 及疫苗的知晓率较低ꎬ但是接

种意愿很高(７１.８５％)ꎬ与低知晓率形成强烈对比ꎮ 人

乳头瘤病毒及其预防性疫苗在大学生中的知晓率低ꎬ
可能与大学生获取疫苗相关信息的来源少有关ꎬ并且

未充分接受健康教育ꎬ也没有主动获取健康保健知识

的意识[１２] ꎬ加强对大学生进行 ＨＰＶ 及 ＨＰＶ 疫苗相关

知识培训是十分必要的ꎮ
本文主要针对已预约接种疫苗的女大学生展开

调查ꎬ结果显示ꎬ已预约接种的女大学生对 ＨＰＶ、ＨＰＶ
疫苗以及宫颈癌的知晓率很高ꎬ但是相关知识了解略

欠缺ꎮ 而且针对不同类别人群接种疫苗的原因也存

在很大的差异ꎮ 在适龄人群中推广 ＨＰＶ 疫苗ꎬ对未预

约接种疫苗人群加大宣传力度[１３] ꎬ相关机构可借助媒

体ꎬ网络渠道在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与 ＨＰＶ 及疫苗的

相关文章ꎬ可制作展板、校园橱窗张贴海报、或者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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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竞赛、讲座、等活动ꎬ加强大学生对 ＨＰＶ 的了解ꎬ
鼓励更多的人接种 ＨＰＶ 疫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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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校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与不健康饮食行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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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徽省肿瘤防治所ꎬ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ꎻ２.安徽省肿瘤防治办公室ꎻ３.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　 了解高校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情况和不健康饮食行为流行情况ꎬ并分析两者间关联ꎬ为该群

体癌症防治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合肥市 ２ 所高校的 ７１０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采用问卷收集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和不健康饮食行为ꎬ基于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核心知识得分与不良饮食行为间的

关联ꎮ 结果　 高校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中位数为 １７ 分ꎬ女生得分(中位数 １８ 分)高于男生(中位数 １７ 分) (Ｚ ＝
３.３５ꎬ Ｐ<０.０１)ꎮ 喜食烫食的报告率为 ２５.２１％ꎬ经常食用油炸食品、腌制食品和烧烤食品(每周食用≥３ 次)的报告率分别

为 ２１.８４％ꎬ６.９０％和 ４.７９％ꎮ 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结果显示ꎬ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低与经常食用腌制和烧烤食品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合肥高校大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情况良好ꎬ但不健康饮食行为较为普遍ꎬ且与核心知识得分低

相关ꎮ 提高癌症防治知识知晓情况有助于减少不健康饮食行为ꎬ进而预防癌症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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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报道ꎬ我国全年新发恶性

肿瘤病例约 ３９２.９ 万例ꎬ死亡病例约 ２３３.８ 万例[１] ꎬ其
中消化道肿瘤的流行状况不容乐观[２] ꎮ 不健康生活

方式(如吸烟、饮酒、缺少体育锻炼、不良饮食行为等)
是消化道肿瘤的重要风险因素[３－４] ꎮ 根据知信行模

式、健康信念模式等理论模式ꎬ健康教育工作者可通

过传播癌症防治相关知识ꎬ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癌症和

改变不良行为习惯[５] ꎬ以达到一级预防的效果ꎮ 学生

是健康工作的重点人群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２０１９
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中发布了新版«癌症防治

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ꎬ并指出将癌症防治知识纳入

学校健康教育是重要的癌症防治宣传工作[６] ꎮ 本次

研究通过调查在校大学生群体不良饮食行为流行情

况和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情况ꎬ利用统计模型分析

两者的关联ꎬ为大学生群体癌症防治健康教育工作提

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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