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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成都市高校大学生接受生殖健康教育对生殖健康知信行(ＫＡＰ)的影响ꎬ为高校制定切实有效的

生殖健康教育策略提供参考ꎮ 方法　 按随机抽样原则抽取成都市 ４ 所不同类型高校的 ８２６ 名大学生ꎬ对其进行匿名问卷

现况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普遍对生殖健康知识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ꎬ不能正确把握两性生理知识、避孕知识和性传播疾病

方面的知识ꎮ 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对女性月经期间正确生活方式、正确避孕方式的知晓率均高于未接受过生殖健

康教育的学生(χ２ 值分别为 １９.２６ꎬ２４.９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关于艾滋病传播方式ꎬ仅 ３２１ 人(３８.９％)有清晰认识ꎬ且与对生殖

健康的需求与接受教育程度不匹配ꎮ 对于在大学里系统开设生殖健康知识教育课程ꎬ５９.４％的人认为有必要ꎬ并应设为必

修课ꎮ 结论　 大学生缺乏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正确认知ꎬ应在成都市各大高校全面普及生殖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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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ꎬ成都市有普通高等学校 ５６ 所ꎬ在校大学生

７５.６ 万[１] ꎮ 近年来ꎬ不仅大学生的人数逐年增加ꎬ性
观念也逐渐开放ꎬ大学生多处在 １８ ~ ２５ 岁ꎬ是性生理

到性心理成熟的过渡阶段[２] ꎮ 对大学生进行性健康

教育有利于培养健康的性道德、性观念ꎬ使其能够自

觉养成健康的性心理ꎬ促进健康发展[３] ꎮ 目前高校生

殖健康教育仍未普及ꎬ学校和家庭教育还未成为大学

生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来源ꎬ大学生面临多重生殖健

康的问题困扰[４] ꎮ 为了解成都市大学生的生殖健康

教育接受情况ꎬ分析接受相关教育对生殖健康知信行

的影响ꎬ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４—９ 月对成都市 ４ 所高

校的 ８２６ 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现况调查ꎬ结果报道

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学校的层次ꎬ同时选取本科一批类大

学和本科二批类大学ꎻ考虑到专业的覆盖面ꎬ即医学

类专业的必修课里含有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如内科

学、妇产科学等)ꎬ同时选取了医学院和综合大学ꎮ 基

于以上考虑选出了成都市相对具有代表性的 ４ 所高校

(四川理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

医学院)ꎬ采用随机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４—９ 月对 ４
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二维码线上问卷调查ꎬ累计

调查学生 １ ０００ 名ꎬ回收有效问卷 ８２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

为 ８２.６％ꎮ 其中男生 ３９４ 名ꎬ女生 ４３２ 名ꎻ< １８ 岁 ６７

名ꎬ１８ ~ ２０ 岁 ２８０ 名ꎬ２１ ~ ２３ 岁 ４０８ 名ꎬ>２３ 岁 ７１ 名ꎻ
一年级学生 １２０ 名ꎬ二年级学生 ２１８ 名ꎬ三年级学生

２９５ 名ꎬ四年级学生 １９０ 名ꎬ五年级学生 ３ 名ꎻ医学类

学生 ２１７ 名ꎬ非医学类学生 ６０９ 名ꎻ本科一批类专业

１９５ 名ꎬ本科二批类专业学生 ６０４ 名ꎬ专科类专业学生

２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本课题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
对问卷发放人员进行统一培训ꎮ 由于问卷涉及填写

者隐私ꎬ为保证问卷的真实性ꎬ课题组设计生成了问

卷链接二维码ꎬ对各填写者进行说明并同意调查后扫

码填写问卷ꎮ 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特征(性别、
年龄、年级等)、青春期生理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

及性行为、对课程的态度 ４ 个方面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在成都医学院进行随机整群抽样预

调查ꎬ统计出初始问卷的效度与信度(ＫＭＯ ＝ ０. ８１３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 ０.７１５)ꎬ并咨询相关专家后对初始问卷进

行修改ꎮ 预调查共发出 ２００ 份问卷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５０ 份ꎬ有效率为 ７５％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再导入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生殖知识来源 　 有 ２４９ 人(３０.１％)接受过生殖

健康教育ꎬ有 ６７４ 人(８１.６％)愿意了解更多生殖健康

相关知识ꎮ 关于大家对生殖系统知识的了解途径ꎬ其
中通过互联网的有 ４８６ 人(５８.８％)ꎬ通过大学课程的

有 ４６０ 人(５５.７％)ꎬ通过电视电影、杂志书刊等的有

５２３ 人(６３.３％)ꎬ通过家人的有 １４３ 人(１７.３％)ꎬ通过

同学朋友传播的有 ４２５ 人(５１.５％)ꎬ通过广告传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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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２７９ 人 ( ３３. ８％)ꎬ 通 过 医 务 人 员 的 有 ２５７ 人

(３１.１％)ꎮ
２.２　 青春期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２.２.１　 性生理知识　 由表 １ 可见ꎬ对女性月经期间正

确生活方式了解程度的调查中ꎬ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

的学生知晓率高于未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 χ２

＝ １９.２６ꎬＰ<０.０５)ꎮ 对“女性经期不宜进行性行为”ꎬ接
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有 ９１.２％知晓ꎬ而在未接受

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中只有 ５８.８％知晓ꎻ在“女性

经期不宜进行剧烈活动”中ꎬ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

学生有 ７８.３％知晓ꎬ而在未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

生中只有 ４１.４％知晓ꎮ 对于女性经期不宜拔牙、不宜

高声歌唱知识ꎬ 分别只有 ６７ 人 ( ８. １％) 和 １２５ 人

(１５.１％)能正确认识ꎮ

表 １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知晓率

在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组间的比较

知识

接受过

健康教育

(ｎ＝ ２４９)

未接受过

健康教育

(ｎ＝ ５７７)
最佳怀孕时间 ９５(３８.２) １７８(３０.８)
人工流产的危害
　 宫腔粘连、盆腔感染、月经不调等 ２２１(８８.８) ４０３(６９.８)
　 非法或多次人流增加不孕风险ꎬ可能导致死亡 ２１８(８７.６) ４３３(７５.０)
　 反复流产者妊娠时易发前置胎盘ꎬ引起大出血 ２２７(９１.２) ４１９(７２.６)
造成不孕不育的因素
　 性行为不卫生、多性伴、感染性病、经期性行为 ２３３(９３.６) ４４８(７７.６)
　 多次人工流产 ２２８(９１.６) ４１２(７１.４)
　 生殖器炎症 ２０３(８１.５) ３８６(６６.９)
　 精神紧张 １０９(４３.８) １４１(２４.４)
　 酗酒、吸烟、吸毒 １８２(７３.１) ２５７(４４.５)
女性月经期间不宜做的事
　 吃生冷食物和喝酒 ２３５(９４.４) ４７８(８２.８)
　 性行为 ２２７(９１.２) ３３９(５８.８)
　 剧烈运动 １９５(７８.３) ２３９(４１.４)
　 高声唱歌 ４４(１７.７) ８１(１４.０)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２　 避孕知识　 学生的避孕知识总体认知不好ꎬ接
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比没有接受过生殖健康教

育的学生掌握得更好ꎬ如在正确避孕方式方面ꎬ有

８３ ５％选择了体外射精或安全期避孕等错误避孕方

式ꎬ其中接受过教育的学生知晓率(１３ ３％ꎬ３３ / ２４９)
高于未接受过教育的学生 ( ３ ８％ꎬ ２２ / ５７７ ) ( χ２ ＝
２４ ９４ꎬＰ<０ ０５)ꎮ 对于紧急避孕药的副作用ꎬ仅有 ９２
人(１１ １％)能正确认识ꎬ其中接受过教育的学生知晓

率 ( １５ ２％ꎬ ５３ / ２４９ / ) 高 于 未 接 受 过 教 育 的 学 生

(６ ８％ꎬ３９ / ５７７) ( χ２ ＝ ３７ ０８ꎬＰ< ０ ０５)ꎮ 对于一个月

经周期内 ２ 次服用紧急避孕药并不是都有效且安全的

知晓率ꎬ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 ( ６９ １％ꎬ１７２ /
２４９)比未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４８ ３％ꎬ２８０ /
５７７)掌握得更好(χ２ ＝ ２９ ６４５ꎬＰ<０ ０５)ꎮ 在紧急避孕

药不能代替口服避孕药方面ꎬ接受过教育的学生知晓

率( ７５ ９％ꎬ １８９ / ２４９ ) 高 于 未 接 受 过 教 育 的 学 生

(３８ ８％ꎬ２２４ / ５７７) ( χ２ ＝ ９５ ６７ꎬＰ< ０ ０５)ꎮ 仅 ３２１ 人

(３８ ９％)对艾滋病传播方式有清晰认识ꎮ
２.３　 生殖健康态度及性行为

２.３.１　 生殖健康态度　 当生殖器感染时ꎬ接受过生殖

健康教育的有 ２１２ 人(８５ １％) 选择马上到正规医院

看医生ꎻ 而未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的仅有 ２５９ 人

(４４ ９％) 选择马上到正规医院看医生ꎬ 有 １８０ 人

(３１ ２％)选择去广告多的私人医院看医生ꎮ 对于自

慰ꎬ４２４ 人( ５１ ３％) 认为是正常的生理需要ꎬ１４８ 人

(１７ ９％)认为是病态行为ꎬ２１６ 人(２６ ２％)认为可以

接受、但会有自责感ꎮ
２.３.２　 性行为相关态度　 对于第一次性行为ꎬ３６２ 人

(４３ ８％)认为对男女都很重要ꎬ２３０ 人(２７ ９％)认为

对男生或者女生重要ꎬ１４２ 人(１７ ２％)认为有感情就

不重要ꎬ９２ 人(１１ １％)认为为了满足性欲没有感情也

可以ꎮ 对于婚前性行为ꎬ２１５ 人(２６ ０％)认为是不负

责任的ꎬ不会这样做ꎻ但有 ６１１ 人(７４ ０％)可以接受ꎮ
对于意外妊娠的处理ꎬ有 ２７１ 人(３２ ８％)选择在小诊

所人流或药流ꎬ１９１ 人( ２３ １％) 选择自行用药堕胎ꎮ
对于性紊乱产生的危害ꎬ５２１ 人(６３ １％)认为会导致

妇科疾病ꎬ６２５ 人(７５ ７％)认为会影响个人名誉ꎬ６７７
人(８２ ０％)认为会传播性疾病ꎬ３８５ 人(４６ ６％)认为

会影响社会风气ꎬ５４７ 人(６６ ２％)认为会影响家庭稳

定ꎬ但仍有 ８４ 人(１０ ２％)认为没有危害ꎮ
２.３.３　 性行为　 ９４ 人(１１ ４％)只发生过 １ 次性行为ꎬ
２００ 人(２４ ２％)发生过多次性行为ꎮ 在发生过性行为

的人群中ꎬ有 １３１ 人(４４ ６％)第一次性行为采取了安

全套避孕ꎬ１１０ 人(３７ ４％)采用了避孕药避孕ꎬ还有 ５９
人(２０ ０％)采取了安全期避孕、体外射精避孕ꎻ多次

性行为中还有 ９２ 人(２８ １％)偶尔采取避孕措施或从

不采取避孕措施ꎮ
２.４　 对健康教育课程的态度　 对于在大学系统开设

生殖健康知识教育课程ꎬ５９ ４％(４９１ 人)认为有必要ꎬ
并应设为必修课ꎻ而在大学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方式

上ꎬ６３ ９％(５２８ 人) 希望开设专题讲座ꎬ４２ ９％ ( ３５４
人)希望课堂讲授ꎬ４１ ３％ (３４１ 人) 希望开展同伴教

育ꎬ４９ ２％(４０６ 人)希望建立性健康咨询中心进行单

独咨询ꎬ ４４ ４％ ( ３６７ 人) 希望建立专业教育网站ꎬ
５７ １％( ４７２ 人) 希望发放科普书刊、宣传册ꎬ３８ ０％
(３１４ 人)希望观看录像、展览ꎻ对于想进一步了解的内

容ꎬ６１ ７％(５１０ 人)想了解两性相关生理知识ꎬ７４ ９％
(６１９ 人) 希望了解青春期性生理和性心理ꎬ６１ ４％
(５０７ 人)希望了解与性行为相关的避孕知识ꎬ６１ ９％
(５１１ 人)希望了解性行为和性反应ꎬ５９ ８％ (４９４ 人)
希望了解性心理疾病ꎬ５３ ８％(４４４ 人)希望了解与性

相关的疾病知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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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长期以来保守的性健康教育给大学生带来的性

无知与性困惑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矛盾或不正当的性

行为方式ꎬ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学习生

活[５] ꎮ 但是ꎬ目前几乎没有高校把性教育课程列为必

修课ꎬ坚持开设性教育选修课或相关讲座的也只有少

数高校[６] 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８２６ 名大学生中ꎬ仅有 ２４９
名( ３０. １％) 接 受 过 生 殖 健 康 教 育ꎬ 但 有 ６７４ 名

(８１.６％)愿意了解更多生殖健康相关知识ꎬ提示大学

生需要更全面更普及的生殖健康教育ꎮ 关于生殖系

统知识的学习途径ꎬ结合传统教育路径ꎬ通过网络平

台对大学生进行综合、全面、立体化性健康教育ꎬ是优

化性健康教育的必然趋势[７] ꎮ
长期接受不到正确生殖健康知识指导的学生只

能通过网络(５８.８％)或者与同学朋友的交流(５１.５％)
来解答自身的疑问ꎬ但无论是网络还是亲人朋友都不

能保证学生得到生殖健康知识的准确性ꎬ起不到真正

指导的作用ꎬ甚至会带来反面效果ꎮ 而专业杂志由于

专业性太强ꎬ学生很难看懂ꎬ流行和时尚的杂志与网

络所提供的生殖避孕知识将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困惑ꎮ
大学生对避孕与生殖知识的需求较强ꎬ当前的教育远

远不能满足学生需要ꎬ自然也难以获得实效ꎮ 需加以

重视青春期心理引导及教育ꎬ充分整合学校、医院及

家庭各方资源ꎬ 探索青春期生殖健康最佳教育模

式[８－１０] ꎮ 在本次调查中ꎬ对是否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

大学生进行比较后发现ꎬ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学生对生

殖健康知识有很多的错误认识ꎬ主要体现在避孕和性

行为方面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目前 ＡＩＤＳ 的流行已从缓

慢增加过渡到快速增加的阶段ꎬ并已开始从高危人群

向一般人群传播ꎬ且有低龄化趋势[１１] ꎮ 大学生保留着

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错误认知ꎬ可能会对自身健康产生

危害ꎬ或因不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而最终对今后的生

活产生影响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大学生的思想越来越开放ꎮ 但

很多大学生对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不了解ꎬ不能

正确保护自己的健康ꎬ由于缺乏相关知识ꎬ大学生不

能正确判断生理与病理状况ꎬ因此可能延误了某些疾

病的最佳治疗时间ꎮ 对经期卫生知识掌握不够或者

不合理的生活习惯也可能导致大学生患有生殖系统

疾病[１２] ꎮ 大学生对避孕知识的认识极不全面ꎬ不但会

对双方造成伤害ꎬ而且也会为今后的生活带来遗憾ꎮ
当自身健康出现问题时ꎬ很多学生觉得羞于启齿ꎬ如
当生殖器感染时ꎬ仅有 ５７％选择马上到正规医院看医

生ꎬ导致不正确就医的学生会错过最佳治疗时间ꎬ造
成病情的延误ꎮ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需要帮助男生与

女生更多互相了解和理解ꎬ培养他们建立和谐两性关

系的能力[１３] ꎮ
大学生属于性成熟期ꎬ性观念的开放使之性活动

开始的年龄随之大大提前[１４] ꎮ 多数大学生希望在高

校开设生殖健康知识教育课程ꎮ 因此ꎬ应加强性健康

教育工作ꎬ为学生提供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性知识ꎬ培
养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ꎬ减少不安全性行为的发

生ꎬ预防性疾病ꎬ做到身体、心理以及人格上的健康成

长[１５] ꎮ 结合上述结果ꎬ应在考虑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

识需求程度的前提下ꎬ将生殖健康教育设为每所高校

的选修课乃至必修课ꎬ有效地为大学生普及生殖健康

知识ꎬ避免错误认知带来的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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