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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在校女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现状及干预的效果ꎬ为制定生殖健康教育的有效方案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随机抽取烟台某高职院校在校女大学生进行知识讲座、公众号推送文章、发放传单等形式的性与生殖健康教

育ꎬ于教育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查ꎮ 干预前获得有效调查问卷 ２ １５３ 份ꎻ干预 ０.５ 年后ꎬ获得调查问卷 ２ １１０ 份ꎮ 结果　 干

预后ꎬ女大学生对正常月经周期、行经天数、经期保健知识、女性排卵时间、排卵和月经关系等知晓率提高(Ｐ 值均<０.０１)ꎻ
干预后ꎬ对婚前性行为持“不反对不主动”“坚决反对”态度的比例增加ꎬ婚前性行为时选择避孕的增多ꎬ意外怀孕求助于父

母、朋友、老师的报告率增加ꎬ选择街边人流广告的减少(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后ꎬ学生对避孕知识、性传播疾病( ＳＴＤ)的预

防、人流危害等知晓率提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对在校女大学生进行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可提高相关知识知晓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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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健康是人类健康的核心和社会文明进步的

标志之一ꎮ 随着生理、心理日趋成熟ꎬ大学阶段是女

生开始性行为的重要时期[１] ꎮ 多项调查发现ꎬ１５ ~ ２４
岁是性传播疾病( ＳＴＤ)的高发年龄[１－３] ꎮ 女大学生作

为高知群体ꎬ其生殖健康知信行状况将影响一代人乃

至下一代人的身心健康[４] ꎬ良好的生殖健康知识、正

确的态度和行为是维持正常月经周期、减少妇科病及

ＳＴＤ、避免非意愿妊娠及其他伤害的重要因素[５] ꎮ 对

女大学生进行全面系统专业的性及生殖健康教育尤

为重要[６] ꎮ 本研究团队根据基线调查数据ꎬ针对性地

制定教育内容ꎬ通过讲座、微信公众号、宣传单等形式

对在校女大学生进行生殖健康知识教育ꎬ分析干预效

果及存在问题ꎬ旨在为制定生殖健康教育的有效方案

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烟台某高职院校随机抽取大学二年级

４７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部分在校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基线调查 ２ １５３ 名ꎬ
平均年龄(２０.１５ ± １.７) 岁ꎬ其中中医类专业 １ ０１３ 名

(４７.０５％)ꎬ非医学类专业 １ １４０ 名(５２.９５％)ꎮ 干预后

调查 ２ １１０ 名ꎬ平均年龄(２０.６７±１.４３)岁ꎬ其中中医类

专业 ９９８ 名 ( ４７. ３％)ꎬ 非 医 学 类 专 业 １ １１２ 名

(５２ ７％)ꎮ 干预前、后研究对象在年龄、专业等人口

构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１.２　 方法　 依据相关文献[７－１０] 自行设计女大学生生

殖健康知信行调查问卷ꎬ包括知情同意、基本信息、月
经情况、排卵与受孕相关问题、避孕相关知识、ＳＴＤ 知

晓状况、性行为及意外怀孕认知及生殖健康知识获取

７ 个方面内容ꎮ 本次调查问卷 Ｃｈ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７４ꎬ问卷信度较好ꎮ 在吸取既往调查的经验基础上ꎬ
所用问卷交由相关专家进行讨论、审定ꎬ一致认为问

卷结构严谨合理ꎬ内容较全面ꎬ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

和内容效度ꎮ
分别在干预前(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及干预后(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ꎮ 调查员为各班辅导员及

各系部女生部长ꎬ调查前对其进行统一培训ꎮ 调查员

通过全校集中主题班会时间发放问卷星问卷二维码ꎬ
统一组织匿名答题ꎬ问卷平台由专人负责ꎬ开放 ０.５ ｈ
后回收问卷ꎻ通过问卷星平台统计分析功能剔除不合

格问卷ꎮ 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９９. ５％ ( ２ １５３ / ２ １６４)ꎬ
９９ ８％(２ １１０ / ２１１４)ꎮ
１.３　 干预方法　 课题组采取 ３ 种干预方式:(１)性及

生殖健康知识讲座ꎬ每 ２ 个月 １ 场ꎬ每场 ２ 个学时ꎬ共
６ 个月 ３ 场 ６ 个学时ꎮ 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妇科生殖医

生担任主讲ꎻ内容包括女性生殖系统解剖生理、女性

生理周期及卫生保健、生命的孕育、避孕相关知识和

ＳＴＤ 等ꎮ (２)每场讲座现场ꎬ向学生推介生殖健康科

普微信公众号ꎬ该公众号每个月推送生殖健康相关文

章ꎬ共 ５ 期ꎬ内容分别为“月经那些事儿” “说说痛经那

点事”“生命的孕育” “让‘艾’有距离” “暴走的‘大姨

妈’”ꎮ (３)安排专人定期向学生发放生殖健康、避孕

知识、ＳＴＤ 防治等宣传单 ２ ２００ 余份ꎮ
讲座前课题组联系各系部辅导员及女生部长ꎬ做

好讲座宣传ꎬ结合学校学生工作处“关爱自我ꎬ呵护健

康”为主题的女生教育活动ꎬ组织参与基线调查的女

生参加讲座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处理ꎬ干预前后百分率之间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女大学生生理和避孕知识知晓率比较

干预后ꎬ女大学生对正常月经周期、行经天数、经期保

健知识、排卵时间、排卵数量、月经和排卵关系、紧急

避孕药的服用时间、紧急避孕药的危害、安全期避孕、
婚前性行为选择避孕的知晓率与干预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女大学生生理与避孕知识知晓率干预前后比较

知识
干预前

(ｎ ＝ ２ １５３)
干预后

(ｎ ＝ ２ １１０)
χ２ 值 Ｐ 值

月经相关知识
　 正常月经周期 １ ５２５(７０.８３) １ ７５６(８３.２２) ９２.０５ <０.０１
　 正常行经天数 １ ６５０(７６.６４) ２ ０１６(９５.５５) ３１５.６０ <０.０１
经期保健知识 ２ ０４２(９４.８４) ２ ０６３(９７.７７) ２５.４０ <０.０１
排卵相关知识
　 排卵时间 １ ５０８(７０.０４) １ ７７２(８３.９８) １１６.４０ <０.０１
　 每月排卵数目 １ ３５１(６２.７５) １ ９７３(９３.５１) ５８６.１０ <０.０１
　 排卵和月经关系 １ ３９９(６４.９８) １ ７９３(８４.９８) ２２６.１０ <０.０１
　 女性最易怀孕的时期 １ ８３８(８５.３７) １ ８３５(８６.９７) ２.２６ >０.０５
避孕相关知识
　 常用避孕方式:避孕套 ２ １３８(９９.３０) ２ １０３(９９.６７) ２.６３ >０.０５
　 常用避孕方式:避孕药 ２ １０６(９７.８２) ２ ０７０(９８.１０) ０.４３ >０.０５
　 认为安全期避孕不可靠 １ ６３２(７５.８０) １ ８０３(８５.４５) ６３.２１ <０.０１
　 紧急避孕药服用时间 １ ５３７(７１.３９) １ ７７７(８４.２２) １０１.１０ <０.０１
　 紧急避孕药最常见副作用 １ ５５１(７２.０４) １ ７９６(８５.１２) １０７.８０ <０.０１
　 婚前性行为时选择避孕 １ ２６２(５８.６２) １ ６１９(７６.７３) １５９.２４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　 干预前后女大学生对 ＳＴＤ 的认知　 干预后ꎬ女大

学生认识到常见的 ＳＴＤ 除了艾滋病ꎬ还有淋病、梅毒、
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ꎬ知晓率较干预前提高(Ｐ 值

均<０.０１)ꎻ对 ＳＴＤ 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干预后增加ꎬ但
对性接触传播的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而对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知晓率提高( 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干预后ꎬ女大学生对人乳头瘤疾病的危害、性
行为中最有效的避免 ＳＴＤ 的方法为避孕套的知晓率

提高ꎬ而选择避孕药和体外排精的比例下降(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女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知晓率干预前后比较

ＳＴＤ 认知
干预前

(ｎ ＝ ２ １５３)
干预后

(ｎ ＝ ２ １１０)
χ２ 值 Ｐ 值

常见 ＳＴＤ
　 艾滋病 ２ １３２(９９.０２) ２ ０９４(９９.２４) ０.５６ >０.０５
　 淋病 １ ４７９(６８.６９) １ ８４０(８７.２０) ２１１.３３ <０.０１
　 梅毒 １ ８２１(８４.５８) １ ９４２(９２.０４) ５０.０６ <０.０１
　 尖锐湿疣 １ ００６(４６.７３) １ ５０４(７１.２８) ２６４.８５ <０.０１
　 生殖器疱疹 １ ２６４(５８.７１) １ ５６２(７４.０３) １１１.６３ <０.０１
ＳＴＤ 传播途径
　 性接触传播 ２ １２４(９８.６５) ２ ０８１(９８.６３) ０.０１ >０.０５
　 血液传播 １ ８４４(８５.６５) １ ５２０(７２.０４) １１７.０６ <０.０１
　 母婴传播 １ ７１１(７９.４７) １ ７３８(８２.３７) ５.７５ <０.０５
人乳头瘤疾病的危害 ８５５(３９.７１) １ ５２０(７２.０４) ４５０.６０ <０.０１
预防 ＳＴＤ 最有效措施
　 全程避孕套 １ ６９３(７８.６３) １ ８５１(８７.７３) ６２.６２ <０.０１
　 避孕药 １１５(５.３４) ６８(３.２２) １１.１１ <０.０１
　 体外排精 ３４５(１６.０２) １９１(９.０５) ４６.４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３　 干预前后女大学生对人工流产的认知　 干预后ꎬ
女大学生对人工流产可能造成的危害认知报告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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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ꎬ意外怀孕最希望得到父母、同学朋友、老师帮助的

报告率升高ꎬ而对非正规机构认可度下降( 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干预前后女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态度比较　 干

预后ꎬ女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持“不反对不主

动”态度的报告率上升ꎬ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报告率

下降(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女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态度意外怀孕

求助对象报告率干预前后比较

条目
干预前

(ｎ ＝ ２ １５３)
干预后

(ｎ ＝ ２ １１０)
χ２ 值 Ｐ 值

意外怀孕求助对象
　 父母 １ ４８６(６９.０２) １ ５６９(７４.３６) １４.８８ <０.０１
　 朋友同学 ８２９(３８.５０) １ ０１１(４７.９１) ３８.２４ <０.０１
　 老师 ６９０(３２.０５) ８９８(４２.５６) ５０.０８ <０.０１
　 正规医院医生 １ ６２１(７５.２９) １ ５６８(７４.３１) ０.４５ >０.０５
　 街边人流广告 ２２(１.０２) ６(０.２８) ７.７８ <０.０１
人流对未来生育影响 １ ７１０(７９.４２) １ ７９０(８４.８３) ２１.１３ <０.０１
婚前性行为态度
　 坚持反对 ７８２(３６.３２) ６９４(３２.８９) ５.３４ <０.０５
　 不反对不主动 ５８５(２７.１７) ７１８(３４.０３) ２３.３８ <０.０１
　 无所谓 ４０(１.８６) ３７(１.７５) ０.０２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５　 干预前后女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必要性及获

取途径的认知　 基线调查和干预后ꎬ女大学生对获得

生殖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均持肯定态度ꎬ比例分别为

９３.２７％和 ９４.９３％ꎬ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对于获得生殖健康教育的途径ꎬ干预

前后 排 在 第 １ 位 的 均 为 学 校 ( 分 别 为 ８４. ８１％ꎬ
８５ ３７％)ꎬ其次是网络(分别为 ５７.１３％ꎬ６４.９２％)、书
刊( 分别为 ５５. ８３％ꎬ ６０. ６％)、 同学朋友 ( 分别为

３４ ３２％ꎬ４２.１１％)及家长(分别为 ３８.７８％ꎬ４２.７４％)ꎬ
其中对网络、书刊、同学朋友、家长的信赖度干预后均

增加(χ２ 值分别为 ２６. ９１ꎬ９. ８４ꎬ２７. ２０ꎬ６. ７８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对在校女大学生进行多措并举的

性与生殖健康教育ꎬ提高了她们对女性正常生理周

期、生理卫生保健、避孕、ＳＴＤ、人工流产危害等相关知

识的知晓率ꎬ对于预防发生生殖道炎症、非意愿妊娠、
感染 ＳＴＤ 将起到积极作用ꎮ 干预后ꎬ女大学生对 ＳＴＤ
３ 种传播方式ꎬ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知晓率提高ꎮ
分析原因ꎬ研究对象通过各种信息媒介对 ＳＴＤ 本身有

所了解ꎬ但不系统全面ꎬ干预使其知识系统趋于完善ꎮ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ꎬ干预改变了女大学生对婚

前性行为的态度ꎬ表现在“不反对不主动”和“坚决反

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上ꎬ研究对象对婚前性行为

认可程度得以提高ꎬ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相同[１１] ꎮ 原

因可能有 ２ 个:(１)性相关话题是中国传统思想不可

逾越的禁区ꎬ其对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深远影响ꎮ 女大

学生同样会对避讳话题、羞于启齿ꎬ而同时又是思想

开放、勇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人群ꎬ当公开实施性

与生殖健康教育时能更积极地接受ꎬ但由于本干预实

施时间短(６ 个月)ꎬ她们对性健康认识较片面ꎬ缺乏系

统性ꎬ可能是误导对婚前性行为认可度上升的原因之

一ꎮ 全社会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作为和其他公共健

康问题同等认知时ꎬ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的认可度会

下降[４] ꎮ (２)在干预实施过程中ꎬ主要涉及生殖生理、
生理卫生保健、生命的孕育、避孕等理论知识的传播ꎬ
而忽略了性与生殖健康心理及社会层面的内容ꎬ这也

是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态度不明确的因素ꎮ
调查结果显示一旦出现非意愿妊娠ꎬ女大学生最

希望得到父母和正规医院医生的帮助ꎬ得到父母帮助

的意愿较干预前提升ꎬ希望获得同学朋友和老师帮助

的意愿干预后也升高ꎬ而对街头人流广告的认可度下

降ꎮ 说明女大学生思想独立、趋于理性和成熟ꎬ自我

评价更符合客观实际ꎬ自我保护意识增强ꎮ
调查发现ꎬ女大学生认为自己有必要了解性与生

殖健康知识的比例ꎬ干预前后均达到 ９０％以上ꎮ 女大

学生随着生理和心理趋于成熟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婚

恋关系、两性关系ꎬ甚至已经面临月经不调、妇科炎

症、婚前性行为及非意愿妊娠等问题ꎬ对系统的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有极为迫切的需求ꎮ 干预后ꎬ需求率较

干预前上升ꎬ说明干预的实施使女大学生对生殖健康

教育的认可度增加ꎮ
女大学生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的途径呈现多样性ꎬ

包括学校、网络、书刊、同学朋友、家长等ꎮ 干预前后

女大学生希望通过学校获取生殖健康知识的意愿均

排在第 １ 位ꎬ均高于其他获取途径ꎬ与杨柳等[１２] 的研

究结果相同ꎬ说明女大学生对学校开展的生殖健康教

育信任度和依赖度最高ꎬ更希望通过正规途径获取相

关知识ꎮ 提示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及生殖医学工作者

组织开展系统、专业、科学的生殖健康教育的迫切性

和必要性ꎮ 干预后女大学生通过网络、书刊等途径获

取生殖健康知识的意愿增加ꎬ说明在校女大学生对生

殖健康知识的主动获取意识增强ꎻ但受传统影响ꎬ部
分学生选择相对私密的途径获取相关知识ꎮ 在网络

等信息媒介上ꎬ性与生殖健康知识良莠不齐、不乏粗

陋低俗内容ꎬ无法为学生提供真正需要的知识和指

导ꎬ甚至会误导学生ꎬ严重干扰了学生正确两性观念

的养成ꎮ 这对网络等信息监管部门优化网络环境ꎬ为
受众提供系统、科学、正规的生殖健康知识提出要

求[１３] ꎮ 干预后ꎬ女大学生希望通过同学朋友及家长获

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意愿增强ꎬ说明同伴教育方式和亲

情教育对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将发挥一定作用[１４] ꎬ也说

明女大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更坦然面对ꎮ
综合调查结果ꎬ后续研究需要完善:(１)提高干预

内容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实用性ꎮ 选择生殖健康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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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或有经验的临床一线医生担任专题讲座主讲ꎮ
女性经期存在烦躁、委屈、情绪低落等负面情绪ꎬ这对

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造成困扰ꎬ实际干预

中应该适当增加生殖健康服务内容ꎬ如充分利用校内

医疗机构和人员开设性与生殖健康相关门诊ꎬ为有性

与生殖健康问题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ꎬ包括医疗服

务、心理辅导和技能传授ꎮ 目前国外在探讨设立校本

健康诊所( ＳＢＨＣｓ)对中学生及大学生实施性与生殖

健康服务效果显著[１５] ꎬ值得借鉴ꎮ (２)增加干预措施

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全员性ꎮ 干预措施不仅限于学校

讲座、分发传单、微信公众号ꎬ也不仅限于课题组成

员ꎬ应发动学校管理部门、社会团体甚至家长等全员

参与ꎬ尤其可以尝试同伴教育模式[１６] ꎬ对在校大学生

进行专业培训ꎬ让他们作为知识载体向周围同学传

播ꎮ 国内 多 项 研 究 表 明ꎬ 同 伴 教 育 模 式 成 效 显

著[１７－１９] ꎮ 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ꎬ将相关知识

制作成微课或慕课碎片化信息ꎬ建立网络资源共享平

台ꎮ 定期举办小组讨论、趣味游戏、知识竞赛、情景剧

表演等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参与度ꎮ ( ３) 延长干预时

间ꎬ与当地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疾病防控中心等机构

形成联动机制ꎬ使生殖健康教育常态化ꎬ避免流于形

式ꎬ保证干预效果的持续性[４] ꎮ (４)注重性与生殖健

康心理、伦理及社会道德层面的教育ꎬ探寻在校大学

生性心理变化规律ꎬ帮助学生妥善对待两性关系ꎬ树
立正确的婚恋观和价值观[２０] 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ＴＵＮＧ Ｗ ＣꎬＳＥＲＲＡＴＴ Ｔ ＤꎬＬＵ Ｍ.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ｈｉｖ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 [ Ｊ] . Ｎｕｒ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５ꎬ１７(２):２６３－２６８.

[２] 　 ＬＩＵ ＺꎬＷＥＩ ＰꎬＨＵＡＮＧ Ｍꎬ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ｎｄｏｍ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ＭＢ) ｍｏｄｅｌ[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４ꎬ９(９):
１０８－１１６.

[３] 　 ＴＡＮＧ ＫꎬＱＵ Ｘ ＱꎬＬＩ Ｃ Ｙꎬｅｔ ａｌ.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ꎬｒｉｓｋｙ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Ｎｅｇｌꎬ２０１８ꎬ８４:１２３－ １３０.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ｃｈｉａｂｕ.２０１８.０７.０３８.

[４] 　 陈梦琪ꎬ蒋泓ꎬ谭晖ꎬ等.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干预研究系统

评价[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８):１２３９－１２４１.
[５] 　 王爱宁.高校女生婚前性行为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及预防对策[ Ｊ] .

中国现代医生ꎬ２０１５ꎬ５３(２２):１１９－１２２.
[６] 　 ＳＨＵ ＣꎬＦＵ ＡꎬＬＵ Ｊꎬ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ｇｅ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ｘｕ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ｕｎｐｌａｎｎｅ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５:１０４ － １１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ｐｕｈｅ. ２０１６. ０１.
０２１.

[７] 　 吴小玲.某高校女大学生健康教育前后生殖健康现状调查研究

[Ｊ] .中外女性健康研究ꎬ２０１７(８):１７３－ １７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０４１７.２０１７.０１.１２３.

[８] 　 申婧ꎬ张伟ꎬ贾彤.高职大学生对生殖健康认知调查分析[ Ｊ] .中国

计划生育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９):６２０－６２３.
[９] 　 王基鸿ꎬ张悦ꎬ罗璇ꎬ等.海口市本科院校学生生殖健康和避孕节

育知信行调查研究[ 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６ꎬ３２( ２):１５２ － １５５ꎬ
１６８.

[１０] 牛婷ꎬ李爱斌ꎬ曹景云ꎬ等.某高校本科生对性健康知识的认知与

态度情况调查分析[Ｊ] .中国性科学ꎬ２０１６ꎬ２５(１):１２９－１３１.
[１１] 周远忠ꎬ熊承良ꎬ庞雪冰ꎬ等.高校学生避孕节育干预的效果评价

与分析[Ｊ] .国际生殖健康 / 计划生育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２９(６):４３４－４４２.
[１２] 杨柳ꎬ李芬ꎬ张欣文ꎬ等.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现状及

干预效果分析[Ｊ]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ꎬ２０１５ꎬ２６(６):１１９５－１１９７.
[１３] 邢文会ꎬ付瑞敏.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知信行现状研究与对策:以郑

东新区为例[Ｊ] .中国性科学ꎬ２０１６ꎬ２５(５):１３８－１４０.
[ １４] ＧＡＲＣＩＡ Ｃ ＭꎬＬＥＣＨＮＥＲ Ｋ ＥꎬＦＲＥＲＩＣＨ Ｅ Ａꎬｅｔ 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ｒｓ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５):３８７－３９４.

[１５] ＭＯＯＲＥ Ｍ ＪꎬＢＡＲＲ ＥꎬＷＩＬＳＯＮ Ｋꎬｅｔ 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ｉｎｉｃｓ[ Ｊ] .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６ꎬ８６(９):６６０－６６８.

[１６] 何绍芳ꎬ李依潇ꎬ陈楚莹ꎬ等.同伴教育应用于大学生艾滋病 / 安全

性行为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 Ｊ]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ꎬ２０１７ꎬ１４
(１):３６－４１.

[１７] 沈力晔ꎬ杨志坚.大学生青春健康“同伴教育”实践探讨[ Ｊ] .中国

性科学ꎬ２０１３ꎬ２２(３):６４－６７.
[１８] 彭玉兰ꎬ曹宁校ꎬ葛凤琴ꎬ等.大学生志愿者艾滋病性病知识同伴

教育培训效果评估[Ｊ] .中国性科学ꎬ２０１４ꎬ２３(９):８１－８５.
[１９] 雷普超ꎬ吴洋洋ꎬ周峻民ꎬ等.大学生性教育模式综述[ Ｊ] .预防医

学情报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６):８４０－８４４.
[２０] 刘婷婷.高校女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现状研究进展[ Ｊ] .中国妇幼保

健ꎬ２０１４ꎬ２９(３):４８７－４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３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上接第 ３７３ 页)
[６] 　 ＺＯＥＬＬＥＲ Ｒ Ｆ.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Ｊ] . Ａｍ Ｊ Ｌｉｆ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７ꎬ１(２):９９－１０２.
[７] 　 郭吟ꎬ 陈佩杰ꎬ 陈文鹤. ４ 周有氧运动对肥胖儿童青少年身体形

态、血脂和血胰岛素的影响[ Ｊ] .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３０
(５):４２６－４３１.

[８] 　 许汪宇ꎬ 陈文鹤ꎬ 沈勋章. 中低强度有氧运动结合饮食控制对肥

胖青少年血脂和肝脏功能的影响[Ｊ] .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０(８):７０６－７１１.

[９] 　 ＢＩＬＬＡＴ Ｖ Ｌꎬ ＬＡＰＲＥＴＲＥ Ｐ Ｍꎬ ＨＥＵＢＥＲＴ Ｒ Ｐ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ｈｙｐｏｘｉａ ａｎ ｔｉｍｅ ｔ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 ａｔ ＶＯ２ ｍａｘ ｉｎ ｕｎａｃｃｌｉ￣

ｍａｔｉｚｅｄｒｕｎｎｅｒｓ[Ｊ] . Ｉｎｔ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３ꎬ２４(１):９－１４.
[１０] ＣＡＴＥＮＡＣＣｌ Ｖ Ａꎬ ＧＲＵＮＷＡＬＤ Ｇ Ｋꎬ ＩＮＧＥＢＲＩＧＴＳＥＮ Ｊ Ｐ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Ｊ] .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１ꎬ１９(６):１１６３－１１７０.

[１１] 范锦勤ꎬ 张向群ꎬ 付丽明ꎬ等. 不同运动方式对隐性肥胖女大学

生体成分的影响[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１６ꎬ３７(３):３５４－３５７.
[１２] 贺齐颖. 不同强度耐力跑对大学生焦虑症干预效果比较[ Ｊ] . 中

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１６ꎬ３７(１):６０－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０４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７７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