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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大学生用药行为现状及其满意度ꎬ为指导合理用药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方法ꎬ 利用自制问卷对山东省青岛、日照、潍坊 ３ 市 ７３３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９１.１％的大学生用药预期是希望

恢复健康ꎻ女生( ５８. ６％) 用药选择更倾向于广告宣传ꎬ更偏爱使用抗生素( ６０. １％)ꎻ沿海城市学生更偏爱输液用药

(７４.３％)ꎻ农村学生更偏爱新药(５６.９％)与进口药(５３.１％)ꎮ ５６.３％的大学生对用药现状表示满意ꎮ 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显示ꎬ大学生自评健康状况、用药知识自评、校医院满意度、医生解释病情清晰度、偏爱输液用药、信任医生用药处方与

遵医嘱用药是其用药满意度的影响因素(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９５４ꎬ１.８０１ꎬ１.５６０ꎬ２.４８５ꎬ１.６１２ꎬ２.３２３ꎬ２.４７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用药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ꎮ 政府与学校应强化校医院与合理用药干预机制建设ꎬ为医患双方信任培育提供良好的

制度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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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阶段是学生开始远离家人ꎬ正式独立生活的

重要阶段ꎬ也是在校大学生合理用药知识不断积累与

科学用药行为形成的关键时期ꎬ学会安全合理使用各

种药品对大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

意义[１] ꎮ 本研究拟对山东省 ３ 市 ７３３ 名在校大学生进

行用药行为现状及满意度调查ꎬ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对策建议ꎬ以期为改善大学生用药行为提供理

论与实践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按经济发展水平

从山东省随机抽取青岛、日照、潍坊 ３ 个城市ꎬ在样本

城市的四年制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 １ 所学校ꎮ 调查对

象按年级分层ꎬ每层按学号随机抽取在校本科生 ６８
名ꎮ 共发放问卷 ８１６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７３３ 份ꎬ有效率

为 ９０％ꎮ 四年级学生因面临即将毕业的特殊情况ꎬ部
分问卷未能及时回收ꎮ 其中男生 ２３０ 名(３１.４％)ꎬ女
生 ５０３ 名(６８.６％)ꎻ大一至大四年级学生分别为 ２２５ꎬ

１９９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７



２１１ꎬ１７９ꎬ１１８ 名ꎻ生源地以农村为主(４８８ 名ꎬ６６.６％)ꎻ
家庭经济状况以中等水平为主(４１１ 名ꎬ５６.１％)ꎻ未参

加任何医疗保险的学生 ３０ 名(４.１％)ꎮ 平均年龄为

(２０.２±１.４)岁ꎮ
１.２　 方法　 利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资料收集ꎬ调查内

容包括大学生的基本情况、２ 周患病情况、用药偏好、
用药信息来源、校医院药物提供情况以及用药现状的

满意度等ꎮ 过去 ６ 个月大学生用药依从性测量问卷是

在 Ｍｏｒｉｓｋｙ 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 ４ 个条目问卷基础

上[２] ꎬ添加“如果药物效果不佳就会积极寻求替代药

物”条目形成ꎮ 问题采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的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赋分法进行处理ꎬ分值越高表示大学生

用药依从性越差ꎮ 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３ꎬ信
度较好ꎮ 调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７—１０ 月完成ꎮ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数据的描述

性分析、χ２ 检验以及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健康状况与用药知识自我评价　 大学生

２ 周患病率为 ２４.７％(１８１ / ７３３)ꎮ ８９.９％(６５８ 名)的大

学生对健康状况自我评价较高ꎬ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ꎬ男生自我评价比女生高ꎮ ５８.８％ (４３１ 名) 的大

学生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用药知识能满足日常需要ꎬ不
同家庭条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家庭条件差的

学生自我评价最低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健康状况和用药知识自我评价比较

人口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自评不健康
用药知识能

满足日常需要
生源地　 城市 ２４５ ２３(９.４) １５３(６２.５)

农村 ４８８ ５２(１０.７) ２７８(５７.０)
χ２ 值 ０.２９ ２.０２
Ｐ 值 ０.５９ ０.１８

性别　 　 男　 ２３０ １４(６.０) １２８(５５.７)
女　 ５０３ ６１(１２.１) ３０３(６０.２)

χ２ 值 ６.２７ １.３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２６

年级　 　 大一 ２２５ ２４(１０.７) １１７(５２.０)
大二 ２１１ ２４(１１.４) １３５(６４.０)
大三 １７９ １７(９.５) １０９(６０.９)
大四 １１８ １０(８.５) ７０(５９.３)

χ２ 值 ０.８５ ６.９７
Ｐ 值 ０.８４ ０.７３

家庭条件 差　 ２１９ ２８(１２.８) １１６(５３.０)
中　 ４１１ ３９(９.５) ２６０(６３.３)
好　 １０３ ８(７.８) ５５(５３.４)

χ２ 值 ２.４８ ７.６９
Ｐ 值 ０.２９ ０.０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大学生用药行为现状

２.２.１　 用药选择信息来源　 有 ４６４ 名学生(６３.３％)用

药选择会听从就诊医生建议ꎬ生源地间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５.２４ꎬＰ<０.０５)ꎬ农村(３２３ 名ꎬ６９.６％)高于

城市(１４１ 名ꎬ３０.４％)ꎻ有 １３３ 名学生(１８.１％)用药选

择会受广告宣传影响ꎬ在地区与性别间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９.７４ꎬ７.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沿海

城市大学生(日照 ６３ 名ꎬ４７.４％ꎻ青岛 ４２ 名ꎬ３１.６％)高
于内陆城市(潍坊 ２８ 名ꎬ２１.０％)ꎬ女生(７８ 名ꎬ５８.６％)
高于男生(５５ 名ꎬ４１.４％)ꎻ有 ４５６ 名学生(６２.２％)用药

选择依据个人既往用药经验ꎬ３０１ 名学生(４１.１％) 来

源于亲朋好友ꎬ在不同人口学特征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２　 用药偏好 　 在药物品牌、类型与价格选择方

面ꎬ有 ３４４ 名学生(４６.９％)偏好品牌药ꎬ不同家庭条件

学生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３８ꎬＰ ＝ ０.０３)ꎬ中等

家庭所占比重最高 ( ２０７ 名ꎬ ６０. ２％)ꎻ １１６ 名学生

(１５.８％)偏好新药ꎬ９８ 名(１３.４％)偏好进口药ꎬ在生源

地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５.８０ꎬ９.２９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中新药农村(６６ 名ꎬ５６.９％) 高于城

市(５０ 名ꎬ４３.１)ꎬ进口药农村(５２ 名ꎬ５３.１％)高于城市

(４６ 名ꎬ４６.９％)ꎻ１３７ 名学生(１８.７％)偏好贵药ꎬ在人

口学特征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药物使用方面ꎬ２７６ 名(３７.７％)偏好输液用药ꎬ

沿海城市大学生(日照 １２４ 名ꎬ４４. ９％ꎻ青岛 ８１ 名ꎬ
２９.３％)高于内陆城市(潍坊 ７１ 名ꎬ２５.７％)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１４.３１ꎬＰ ＝ ０.００)ꎻ１５８ 名学生(２１.６％)偏
好使用抗生素ꎬ女生(９５ 名ꎬ６０.１％)高于男生(６３ 名ꎬ
３９.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７５ꎬＰ ＝ ０.０１)ꎮ
２.２.３　 用药预期与依从性　 ６６８ 名学生(９１.１％)希望

所使用药物能够使疾病痊愈、恢复健康ꎬ在人口学特

征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显示ꎬ大学生用药依

从性无论从整体还是各测量条目得分来看ꎬ均低于中

间值 ３ꎬ说明大学生用药依从性方面表现较好ꎮ

表 ２　 大学生用药依从性得分(ｘ±ｓ)

项目 得分
有时会忘记服药 ２.６５±１.０５
有时会不注意服药 ２.８０±１.１２
当自觉症状改善时ꎬ会停止服用药物 ２.５３±１.００
当服药会自觉症状更坏时ꎬ就会停药 ２.３８±１.０２
药物效果不佳会积极寻求替代药物 ２.２２±０.８７
用药依从性 ２.５２±０.６４

　 注:二分类变量按 ０ꎬ１ 赋值ꎬ多分类升序变量按等距自然数赋值ꎮ

２.３　 大学生用药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有 ４１３ 名大

学生(５６.３％)对当前用药现状表示满意ꎬ２６６ 名大学

生(３６.３％)表示对校医室用药指导满意ꎬ在家庭条件

与健康自评状况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

为 １５.５９ꎬ７.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３９１ 名大学生(５３.３％)
对校医院整体状况不满意ꎬ４３４ 名大学生(５９.２％)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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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医院药物提供不满意ꎬ在人口学特征间的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ꎮ 以大学生对用药现状是否满意为因变

量(是＝ １ꎬ否＝ ０)ꎬ以专业筛选并进行单因素检验有统

计学意义的二分类与多分类升序变量为自变量进行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发现当 α入 ＝ ０.０５ꎬα出 ＝ ０.１０
时ꎬ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Ｔｅｓｔ 值最小ꎬχ２ ＝ ５.０５ꎬＰ> ０.０５ꎬ
表明方程拟合优度最好ꎬ且符合专业解释ꎮ 回归结果

显示ꎬ大学生自评健康状况、用药知识自评、校医院满

意度、医生解释病情清晰度、偏爱输液用药、信任医生

用药处方与遵医嘱用药成为其用药满意度的影响因

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大学生用药满意度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７３３)

常数项与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常数项　 　 　 　 　 －７.６４０ １.７２５ １９.６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自评健康状况　 　 ０.６７０ ０.２８６ ５.５０５ ０.０１９ １.９５４(１.１１７~ ３.４２０)
用药知识自评　 　 ０.５８８ ０.１８２ １０.４５４ ０.００１ １.８００(１.２６０~ ２.５７０)
校医院满意度　 　 ０.４４５ ０.１９２ ５.３６１ ０.０２１ １.５６０(１.０７１~ ２.２７４)
医生解释病情　 　 ０.９１０ ０.４５５ ３.９９７ ０.０４６ ２.４８５(１.０１８~ ６.０６４)
　 清晰度　 　 　 　
偏爱输液用药　 　 ０.４７８ ０.１９０ ６.２９２ ０.０１２ １.６１２(１.１１０~ ２.３４１)
信任医生用药　 　 ０.８４３ ０.１９０ １９.５８８ ０.０００ ２.３２３(１.５９９~ ３.３７４)
　 处方　 　 　 　 　
能遵医嘱用药　 　 ０.９０６ ０.３３６ ７.２７５ ０.００７ ２.４７６(１.２８１~ ４.７８４)

３　 讨论

调查显示ꎬ大学生不合理用药现象与行为突出:
一是部分大学生存在用药知识缺乏与不良用药偏好

现象ꎮ 有 ４１.２％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拥有的用药知识不

能满足自身日常用药要求ꎮ 用药知识的缺乏必然会

造成大学生难以形成科学用药观念[３] ꎬ倾向购买使用

贵药、新药以及进口药ꎬ也会出现抗生素滥用以及偏

爱输液用药等不合理用药现象与行为ꎬ不但加重大学

生用药负担ꎬ还会出现药物不良反应ꎬ损害大学生身

体健康ꎬ耽误在校知识学习与能力提升ꎮ 二是部分大

学生不信任医生用药处方ꎮ 调查显示ꎬ有 ２７.７％的大

学生对医生用药处方持不信任态度ꎬ这就会造成部分

大学生出现健康问题时ꎬ如果校医院医生不能正确清

晰地解释病情ꎬ就会出现不能严格遵医嘱用药现象ꎬ
甚至在药物效果不佳时去社会甚至网络药店寻求替

代药物ꎬ给大学生用药安全造成隐患[４] ꎮ 三是大学生

用药信息来源多样化ꎬ广告宣传影响日益凸显ꎮ 调查

显示ꎬ１８.１％的大学生日常用药信息来源于电视、网络

以及广告宣传ꎮ 网络访谈还发现ꎬ部分学生在生病时

会进行用药知识寻求ꎬ造成大学生购买药物不能对症

治疗ꎬ拖延甚至加重病情ꎬ严重损害大学生身体健

康[５] ꎮ
调查结果还显示ꎬ４３.７％的大学生对当前用药现

状持不满意态度ꎬ６３.７％对校医院用药指导不满意ꎬ在

健康状况自评与家庭条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另外ꎬ５９. ２％ 的大学生对校医院药物供应不满意ꎬ
５３.３％对校医院整体状况不满意ꎮ 校医院是大学生出

现健康问题时首要考虑的就诊场所ꎮ 如果校医院在

医疗技术、用药提供以及用药指导方面出现问题时ꎬ
会加剧大学生对校医院的不信任感ꎬ学生就会选择到

社会药店、更高层级医疗机构就诊ꎬ出现不安全用药、
用药负担加重以及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６] 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大学生用药知识自评、偏
爱输液用药、信任医生用药处方与遵医嘱用药等因素

影响了大学生的用药满意度ꎬ主要因为大学缺乏有效

的合理用药干预措施ꎬ不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用药知

识宣传、大学生合理用药习惯培育以及医患信任引导

方面进行机制建设ꎬ造成大学生合理用药知识缺乏ꎬ
选药、用药方面大多凭主观经验ꎬ受各种非医学专业

信息影响ꎬ出现不良用药偏好ꎬ用药依从性不高ꎬ用药

行为偏离正常轨道等问题ꎮ
因此ꎬ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１)政府应强化大学

校医院建设ꎬ提高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ꎬ制定针对

性更强的药品采购、储备目录ꎬ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

药事服务ꎻ(２)校医院加强医务人员合理用药与医患

沟通技巧培训ꎬ改善服务态度ꎬ提升大学生就医获得

感ꎬ吸引大学生到校医院就医用药ꎻ(３)大学尤其沿海

城市大学应尽快建立大学生合理用药干预机制ꎬ将合

理用药知识纳入大学公共选修课程[７] ꎬ增加药品不良

反应知识讲座ꎬ通过学校自媒体宣传、合理用药知识

竞赛等方式ꎬ丰富大学生尤其农村、家庭条件较差学

生以及女大学生合理用药知识ꎬ培养合理用药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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