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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大学生性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正确开展高校性健康教育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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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本科、男性、高年级、非医学专业、月消费水平高的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更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深圳市大学生性观念开放、性行为发生率较高ꎬ且自我保护意识较差ꎬ大学生高危性行为不容忽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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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中国学生尤其是 ２０ ~ ２４ 岁年龄组报
告 ＨＩＶ 感染者和 ＡＩＤＳ 病人数逐年上升ꎬ且以性传播
为主[１] ꎮ 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性敏感时期ꎬ是
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大学
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也在发生变化ꎬ性行为发生率逐
年上升ꎬ且存在多性伴、商业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等现
象[２－５] ꎮ 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相对比较贫乏ꎬ
存在很大的生殖健康风险ꎬ而我国大学生的性教育还
比较落后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６－７] ꎮ 为了解大学生性
行为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并为今后高校开展安全
性教育、预防艾滋病行为干预等工作提供参考ꎬ笔者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期间对深圳市 ３ 所高校
大学生进行了调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深圳市随

机抽取专科学校 ２ 所、本科学校 １ 所ꎬ再根据院校提供
的各系、班级学生数量按比例抽样ꎬ抽取的班级全体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共调查大学生 ３ ６００ 名ꎬ有效问
卷 ３ ５７７ 份ꎬ有效率 ９９.３６％ꎬ其中男生 １ ８０７ 名ꎬ女生
１ ７７０名ꎻ专科学生 １ ６１２ 名ꎬ本科学生 １ ９６５ 名ꎮ
１.２　 方法　 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根据研究目的自行编
制ꎬ同时参考国内外其他类似研究[６－１１] ꎮ 调查内容包
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婚前性行为态度、性行为发生情
况、安全套使用情况等ꎮ 采用匿名式自填问卷法对学
生进行调查ꎮ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和质量控制人员
进行现场督导ꎬ及时回收交卷ꎬ保证问卷填写的独立
性和完整性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ꎬ包括统计描述、χ２ 检验ꎬ并将检验中
Ｐ<０.１ 的变量采取向后逐步法ꎬ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　 ３ ５７７ 名学生中ꎬ有
８８７(２４.８０％)名学生认为只要彼此相爱就能发生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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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１ ７６３(４９.２９％)名学生认为只要彼此愿意就可发
生性行为ꎮ ６６３( １８. ５４％) 名学生承认曾发生过性行
为ꎬ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最小 １１ 岁ꎬ最大 ２４ 岁ꎬ平均
(１８.８３±２.０１)岁ꎮ 在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中ꎬ第一次
性行为安全套的使用率为 ６１.８４％(４１０ / ６６３)ꎬ第一次
性行为的性伴是恋爱的男 / 女朋友、临时性伴、商业性
伴、同性性伴的比例分别为 ８４.３１％(５５９ / ６６３)ꎬ４.６８％
(２３ / ６６３)ꎬ１.８１％(１２ / ６６３)ꎬ３.４７％(３１ / ６６３)ꎮ 最近 １
年ꎬ与男 / 女朋友、临时性伴、商业性伴、同性性伴发生
过性行为的分别占 １０.７４％(３８４ / ３ ５７７)ꎬ３.７５％(１３４ /
３ ５７７)ꎬ０.９２％ (３３ / ３ ５７７)ꎬ０.６４％ (２３ / ３ ５７７)ꎮ 在最
近 １ 年与男 / 女朋友、临时性伴、商业性伴、同性性伴发
生过性行为的学生中ꎬ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
６１.７２％ ( ２３７ / ３８４)ꎬ ５５. ２２％ ( ７４ / １３４)ꎬ ７８. ７９％ ( ２８ /
３３)ꎬ５６.５２％(１３ / ２３)ꎮ
２.２　 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类型学校中ꎬ本科
生、专科生性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 ２２.７５％ꎬ１３.４０％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男生性行为的发生率
为 ２５.１８％ꎬ高于女生(１１.７５％) (Ｐ<０.０１)ꎮ 随着年级
的升高ꎬ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逐渐增高(Ｐ<０.０１)ꎮ 不
同专业、本地居住时间、月消费水平的大学生性行为
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不同民
族、户籍的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性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发生性

行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类型 专科 １ ６１２ ２１６(１３.４０) ５１.２５５ <０.０１
本科 １ ９６５ ４４７(２２.７５)

性别 男 １ ８０７ ４５５(２５.１８) １０６.７８２ <０.０１
女 １ ７７０ ２０８(１１.７５)

民族 汉族 ３ ５２０ ６５１(１８.４９) ０.２４３ ０.６２２
少数民族 ５７ １２(２１.０５)

户籍 广东省 ３ １８６ ５７９(１８.１７) ２.５２７ ０.１１２
其他省 ３９１ ８４(２１.４８)

本地居住时间 / 年 ０~ ４９８ ６０(１２.０５) １４.６７０∗ <０.０１
１~ １ １２０ ２０８(１８.５７)
≥３ １ ９５９ ３９５(２０.１６)

年级 一 １４９ １２(８.０５) １８８.７９０∗ <０.０１
二 ２ １１４ ２６１(１２.３５)
三 ９５７ ２５４(２６.５４)
四 ３５７ １３６(３８.１０)

专业 文史 ４７９ １０１(２１.０９) ６６.２２６ <０.０１
理工农 １ ４７４ ３２１(２１.７８)
医学 ２６３ １６(６.０８)
管理 / 经济 １ ０６２ １４７(１３.８４)
艺术 / 体育 ２９９ ７８(２６.０９)

月消费水平 / 元 ０~ １ １３４ ９５(８.３８) ２３５.１９０∗ <０.０１
１ ０００~ ２ ０２５ ３９１(１９.３１)
２ ０００~ ３２７ １２８(３９.１４)
≥３ ０００ ９１ ４９(５３.８５)

　 注:∗为趋势 χ２ 值ꎬ()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性行为的危险因
素为本科、高年级、非医学类专业、月消费水平高(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４４４ꎬ１.４９７ꎬ３.４０３ꎬ２.４２９)ꎬ保护因素为女性
(ＯＲ ＝ ０.４３０)(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５７７)

自变量与常量 赋值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校 １ ＝专科ꎬ２ ＝本科 ０.３６７ ０.１０２ １３.０７７ <０.０１ １.４４４(１.１８３ ~ １.７６２)
性别 １ ＝男ꎬ２ ＝女 －０.８４４ ０.０９７ ７６.２３４ <０.０１ ０.４３０(０.３５６ ~ ０.５２０)
专业 １ ＝医学类ꎬ２ ＝非医学类 １.２２５ ０.２７１ ２０.４６３ <０.０１ ３.４０３(２.００２ ~ ５.７８４)
年级 １ ＝大一ꎬ２ ＝大二ꎬ３ ＝大三ꎬ４ ＝大四 ０.４０３ ０.０６４ ３９.２２７ <０.０１ １.４９７(１.３１９ ~ １.６９８)
月消费水平 / 元 １ ＝ ０ ~ ꎬ２ ＝ １ ０００ ~ ꎬ３ ＝ ２ ０００ ~ ꎬ４ ＝ ≥３ ０００ ０.８８８ ０.０６５ １８４.８７３ <０.０１ ２.４２９(２.１３８ ~ ２.７６１)
常量 －５.８８９ ０.６０７ ９４.１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有 ７４.０９％的大学生认为只要

彼此相爱或彼此同意就可以发生性行为ꎬ说明当前大
学生的性观念已相当开放ꎬ这必然会对其性行为产生
影响ꎮ ３ ５７７ 名大学生中ꎬ发生过性行为的占 １８.５４％ꎬ
虽然与国外情况仍有一定差距[８－９] ꎬ但已高于以往国

内各地的研究结果[３ꎬ１０－１２] ꎮ 最近 １ 年临时性行为、商
业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的发生比例均较高ꎬ而安全套
使用率较低ꎬ最近 １ 年与同性发生肛交行为时每次都
使用安全套的只有 ５６.５２％ꎮ 提示大学生安全性行为
意识仍有待提高ꎬ过度开放的性观念、不安全的性行
为以及同性性行为比例的不断增长均有可能成为性
病艾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ꎮ 学校应教育学生自尊自
爱ꎬ防止不安全性行为发生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ꎬ并在
校园里推广安全套的使用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男生、非医学类专业大学
生更容易发生性行为ꎬ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１３－１４] ꎬ提

示医学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学生性行为的发
生ꎮ 月消费水平越高的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越高ꎬ说
明经济状况是影响大学生性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专科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低于本
科生ꎬ可能是专科生年龄相对较小ꎬ且大多为深圳本
地学生ꎬ行为更多地受到父母的管制与约束ꎬ与以往
研究结果不同[１５－１６] ꎮ

长期以来ꎬ“性” 在中国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
题ꎬ 但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ꎮ 学校、家长在此方
面的教育不足ꎬ大学生获取性相关知识的渠道主要为
影视、书刊等[１４] ꎬ但由于该渠道信息不全面ꎬ且有时会

传播错误的信息ꎬ容易导致大学生形成错误的性观
念ꎮ 近年来ꎬ高校对大学生性教育已逐渐开始重视起
来ꎬ但多数仍处于理论教学层面ꎬ教育形式、内容过于
单一ꎬ尚不能满足学生对性教育的需求[１７] ꎮ 高校应在

了解大学生性相关问题与需求的前提下ꎬ通过开设课
程、举办讲座、网络宣传等方式为大学生提供知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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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咨询与服务为一体的干预措施ꎬ并针对男女生不
同的生理、心理特点ꎬ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与教育ꎮ
同时重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ꎬ充分发挥学校各社团
组织、志愿者协会及同伴教育作用为学生传授性健康
专业知识ꎬ引导学生树立科学、健康的性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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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７８３ 页)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ꎬ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较差ꎬ
发生较轻体重的可能性大于非留守儿童ꎬ而正常体重
的发生概率远低于非留守儿童ꎮ 留守儿童的父母长
期在外打工ꎬ一般由祖辈照顾ꎬ而祖辈自身年龄大、体
弱多病并且在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相当薄弱ꎬ因此会
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ꎮ 提示要关注留守儿
童ꎬ将他们作为营养改善的重点对象ꎮ 学校是学生学
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ꎬ学校食堂的膳食水平直接影响
学生的健康状况ꎬ因此应更加关注学校的膳食水平ꎬ
加强推进学生营养餐等项目[１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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