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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杭州市三大高教园大学生使用同性社交软件情况并估计使用社交网络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

(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规模ꎬ为开展针对 ＭＳＭ 大学生的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选取杭州市滨江、下沙、小和山三大高教园区合适的地点ꎬ分 ３ 组开展调研ꎬ并对登陆同性社交软件的男同性恋大学生开展

计数ꎬ７ ｄ 以后重复此过程ꎬ通过对比个人信息ꎬ确定 ２ 次计数均被计入的调查对象ꎬ采用捕获—再捕获法计算使用社交网

络学生 ＭＳＭ 人群规模ꎮ 结果　 杭州市使用社交网络学生 ＭＳＭ 人群规模约为 ２ ６３６ 人(９５％ＣＩ ＝ ２ ５２２ ~ ２ ７５０)ꎬ平均年龄

为(２０.７５±２.００)岁ꎬ平均体重为(６３.５８±１１.８２)ｋｇꎬ平均身高为(１７５.８６±８.８９)ｃｍꎮ 在性角色分类中ꎬ插入和被插入均可的有

４００ 人(２１.１１％)ꎬ被插入方 ４０５ 人(２１.３９％)ꎬ插入方 ２８０ 人(１４.７８％)ꎬ保密或未填 ８０９ 人(４２.７２％)ꎮ 结论　 同性社交软

件为应用捕获—再捕获方法估计男同性恋学生人群基数提供了新手段ꎬ也为高校开展对男同性恋青年学生的宣教工作提

供了载体ꎮ 新媒体技术在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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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男性行为人群(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是同性恋的主体人群ꎬ目前 ＭＳＭ 艾滋病病毒传

播的速度明显上升ꎬ根据 ２０１６ 年杭州市疾控中心的艾

滋病疫情通报ꎬ杭州市报告的大学生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例

中ꎬ经同性性传播的占 ７８.７０％[１] ꎮ 然而ꎬ在我国由于

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ꎬ青年学生中的同性恋人群

一般都比较隐蔽ꎬ不愿意暴露身份ꎬ导致对该群体的

艾滋病防控工作难以顺利开展ꎮ 为准确掌握该人群

规模ꎬ本研究对杭州市三大高教园区青年学生使用基

于移动网络技术的同性社交软件的人群特点和分布

进行调查ꎬ估算使用社交网络的学生 ＭＳＭ 人群规模ꎬ
为进一步加强对该人群的干预工作提供重要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来源于杭州市滨江、下沙、小和山三大高

教园区的大学生ꎬ该区共拥有本专科学校 ２４ 所ꎬ学生

总人数约 ２３ 万ꎬ占在杭高校大学生总人数的 ５２.２８％ꎮ
入选的调查对象是符合高校园区ꎬ１８ ~ ２４ 岁使用社交

网络的男性青年大学生ꎮ
１.２　 原理　 采用捕获———再捕获法ꎬ假设从总数为 Ｎ
的人群中随机捕获数量为 Ｎａ 的样本ꎬ标记后再释放

回原群体一段时间ꎬ而后进行第 ２ 次捕获ꎬ并且标记为

９２３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Ｎｂꎬ检查有标记的数目记为 ｍꎬ假设有标记的样本占

再捕获样本的比例与首次捕获占整体的比例相等[２] ꎮ
其中相关公式为:

Ｎ＝ (Ｎａ＋１)(Ｎｂ＋１) / (ｍ＋１) －１ꎻ

Ｎ９５％ＣＩ＝Ｎ＋１.９６ Ｖａｒ(Ｎ) ꎻ
Ｖａｒ(Ｎ)＝ (Ｎａ＋１)(Ｎｂ＋１)(Ｎａ－ｍ)(Ｎｂ－ｍ) / [(ｍ＋１) ２(ｍ＋

２)] [３] ꎮ
１.３　 方法　 当前国内 ＭＳＭ 人群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

软件是 Ｂｌｕｅｄꎮ 该社交软件是北京蓝城兄弟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旗下产品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５—２２ 日分别搜

索和捕获 ２ 次ꎬ根据每个高教园区的面积ꎬ选择高教园

区的相对中心位置和以研究点为中心的合适距离ꎬ搜
索 １８ ~ ２４ 岁人群ꎬ经知情同意后ꎬ调查员对年龄段范

围内的调查对象开展询问ꎬ确认高校学生身份ꎬ剔除

研究生ꎮ
逐一登记符合筛选条件的同性社交软件在线使

用者和相关信息ꎮ 根据软件上的登记信息ꎬ记录其用

户名、人口学特征、性角色类型(１ 为肛交插入者ꎬ０ 为

肛交被插入者ꎬ０.５ 为肛交插入和被插入均可者)、是
否本地者ꎮ

根据捕获的时间ꎬ在 ２ 次捕获后ꎬ通过网名、人口

学特征等信息对比鉴别后ꎬ标记重复捕获的人数ꎬ进
而计算出高教园区网络活跃的 ＭＳＭ 人群规模及 ９５％
ＣＩꎮ
１.４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１ 和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录入和分析ꎬ并进行统计描述ꎮ

２　 结果

本次研究共捕获 １ ８９４ 名社交网络学生使用者ꎬ
平均年龄为 ( ２０. ７５ ± ２. ００) 岁ꎬ平均体重为 ( ６３. ５８ ±
１１.８２)ｋｇꎬ平均身高为(１７５.８６±８.８９)ｃｍꎮ 在性角色分

类中ꎬ插入和被插入均可的有 ４００ 人(２１.１１％)ꎬ被插

入方 ４０５ 人(２１.３９％)ꎬ插入方 ２８０ 人(１４.７８％)ꎬ保密

或未填 ８０９ 人(４２.７２％)ꎮ
从高教园区分布来看ꎬ滨江高教园共捕获 ４８６ 名、

下沙高教园 ９４１ 名、小和山高教园 ４６７ 名社交网络学

生使用者ꎮ “插入方”角色的人数比例最高的为维滨

江高教园(８７ 人ꎬ１７.９１％)ꎬ“被插入方”和“两者皆有”
角色人数比例最高的均为小和山高教园ꎬ人数比例分

别为 ２５.７０％(１２０ 人)ꎬ２２.７０％(１０６ 人)ꎮ
根据 ２ 次收集的登记人数和重复捕获人数ꎬ运用

捕获—再捕获法ꎬ计算得出杭州市三大高教园使用社

交网络的学生人群规模数为 ２ ６３６ 人(９５％ＣＩ ＝ ２ ５２２
~ ２ ７５０)ꎮ 根据研究前期的调查显示ꎬＢｌｕｅｄ 软件的极

少数使用者为对 ＭＳＭ 比较感兴趣的女性ꎬ且在调查

询问中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性别ꎮ 但由于数量极

少可以忽略不计ꎬ因此本研究将使用社交网络的学生

统一视为 ＭＳＭ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捕获—再捕获法对杭州市

使用社交网络学生 ＭＳＭ 人群规模估计

高教园区
第 １ 次

捕获人数

第 ２ 次

捕获人数

标记人数

(１８~ ２４ 岁)
ＭＳＭ 人群规模估计

滨江 ２９２ ２９５ １０１ ８５０(７４３~ ９５８)
下沙 ６１９ ６２１ ２９９ １ ２８５(１ ２１０~ １ ３６０)
小和山 ３０９ ３３８ １８０ ５７９(５４２~ ６１６)
合计 １ ２２０ １ ２５４ ５８０ ２ ６３６(２ ５２２~ ２ ７５０)

　 注:()内数字为 ９５％ＣＩꎮ

３　 讨论

开展对 ＭＳＭ 规模的估计对艾滋病流行形势分析

具有重要的意义[４] ꎮ 但在我国ꎬ由于受到社会文化规

范的影响ꎬ同性恋群体不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ꎬ因此ꎬ
该人群交友大多采用比较隐蔽的途径ꎬ调查难度比较

大ꎮ 学者常到同性恋酒吧或浴室等场所开展调查ꎬ但
很难应用在高校学生群体ꎮ 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学生

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ꎬ经常去同性酒吧交友的人数比

较少ꎻ同性浴室数量较少且比较隐蔽ꎬ并不广为人知ꎬ
高校一般远离市区ꎬ学生前往同性浴室的人数也比

较少ꎮ
目前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ꎬ智能移动

设备和各类同性交友的软件在青年大学生中日益普

及ꎮ 而网上寻找性伴的 ＭＳＭ 普遍具有年轻化、高学

历的背景[５] ꎮ 当前比较流行的同性社交软件主要有

ＢｌｕｅｄꎬＺａｎｋꎬＪａｃｋ'ｄ 等ꎬ以 Ｂｌｕｅｄ 软件使用的人数最多ꎮ
因此ꎬ使用 Ｂｌｕｅｄ 软件采用捕获—再捕获法进行 ＭＳＭ
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络的人群规模估计具有可行性ꎮ
且同性交友软件具有成本投入低、易于推广、容易准

确获得目标人群的优势ꎮ 软件的地理定位精准ꎬ研究

者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ꎬ按照研究对象所在地区

的面积ꎬ估计相对中心的位置ꎬ设定合理的搜索距离

来确定研究样本量的范围ꎬ将因害怕暴露身份的 ＭＳＭ
学生从“隐形”的状态中寻找出来ꎮ

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影响因素:(１)获得的数据

均来自网络自填信息ꎬ部分调查对象出于各种原因ꎬ
其所填的信息存在造假、隐瞒等情况ꎬ研究者难以对

全部的信息进行一一核实ꎮ ( ２) 由于部分社会上的

ＭＳＭ 喜欢到高校附近交友ꎬ使研究者难以确定目标人

群的学生身份ꎮ (３)对学生群体来说ꎬ因假期离校、上
课等时间因素的影响会造成在线人数的变化ꎮ 在捕

获时间节点的选择上ꎬ要避免上课、假期等时间ꎬ可选

择在工作日的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ꎮ (４)应用捕获—再捕获

法要求研究的目标人群应是封闭的ꎮ
(下转第 １３３４ 页)

０３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对待孩子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不

足ꎬ出现危险健康行为时不能及时给予纠正与引导ꎮ
再加上女性特有的气质和思维方式也间接影响子女

的健康行为ꎮ
尽管农村中学生对学校健康教育整体的满意程

度较高ꎬ但非留守中学生对学校条件的满意度低于留

守中学生ꎬ且在个体认知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可能与所处特殊的家庭环境而对学校健康教育环境

基本条件要求不同有关ꎮ
健康教育是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ꎬ帮助个人

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ꎬ树立健康观念ꎬ自愿采纳

有利于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过程[１２] ꎮ 而

健康教育不仅体现于课堂教育ꎬ更体现于引导学校健

康氛围营造、健康行为风气培养的校园文化之中ꎮ 校

园健康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健康教育的一种潜课程ꎬ通
过非强制的熏染、示范、引导和辐射功能给学生带来

影响ꎮ 然而ꎬ在现实中ꎬ农村留守学校无论是精神文

化还是物质文化建设ꎬ都远不能满足学生对健康教育

的需求ꎬ难以引导中学生融合进共同健康生活方式观

念体系之中ꎬ无法发挥规范文化的作用和促进学生建

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学校健康教育制度是为了保障学校健康教育的

有章、有序和有效ꎬ目的是先用制度、规定来强化ꎬ而
后用情境来内化ꎮ 有调查发现ꎬ农村留守中学生对

“学校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促使我保持健康生活方

式”条目的满意度较低ꎬ表明学校在健康教育相关奖

励制度、强制规定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ꎬ而有针对

性的、强有力的政策与规章制度能有效促进行为的改

变并维持这种行为[１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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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次捕获的样本应在同一个研究总体中ꎬ且每个

个体是相互独立、均匀分布ꎬ被抽中的概率相等ꎮ 但

使用同性社交软件的男同性恋大学生人群存在一定

的同质性ꎬ很难满足研究前提条件中的样本相互独立

的条件ꎬ导致第 ２ 次捕获中ꎬ得到标记样本的人群相对

较多ꎬ从而造成研究结果往往偏低于实际人群规模ꎮ
采用连续 １５ ｄ 或 ３０ ｄ 长时间记录的方式ꎬ可比较准

确地掌握在线使用人数的变化ꎮ
当前青年大学生通过交友软件寻找性伙伴的人

数日益增多ꎬ且变得更为容易[６] ꎮ 本次研究估计出的

该部分人群正是 ＭＳＭ 学生中比较活跃的人群ꎬ也是

开展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的重点及优先人群ꎬ具有非

常重要的信息价值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７] ꎬ杭州市

累计发现 ２２６ 例男性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学生病例ꎬ其中同性

性传播 １８１ 例ꎬ每例平均与 ７.６ 人有过同性性行为[１] ꎮ
ＭＳＭ 恋大学生正在成为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高危人群ꎮ
同性社交软件的普及也为对 ＭＳＭ 大学生的行为干预

提供了平台ꎮ 建议高校在疾控部门的技术指导下ꎬ组
织志愿者组建本校或本高教园区的 ＭＳＭ 交友群ꎬ将

本区域的 ＭＳＭ 学生吸引在工作群里ꎬ并通过工作群

的方式ꎬ提供健康教育、检测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ꎬ
构建针对 ＭＳＭ 大学生的艾滋病综合干预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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