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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高校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ＭＳＭ)相关行为特征ꎬ为制定针对性

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ꎮ 方法　 系统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维普数据库( ＶＩＰ)、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Ｗａｎｆａｎｇ)、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中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发表的ꎬ与中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高危行为有关的研究ꎬ提取相关数据后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结果　 共纳入相关文献 １２ 篇ꎬ累计 ＭＳＭ 高校学生 ３ ８３９ 名ꎮ 结果

显示ꎬ中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合并报告率为 ７９.１％(９５％ＣＩ＝ ７３.１％ ~ ８５.０％)ꎻ性伴数≥２ 个合并报告率为

５８.９％(９５％ＣＩ＝ ４６.５％ ~ ７１.３％)ꎻ近 ６ 个月同性性行为每次使用安全套合并报告率为 ４５.３％(９５％ＣＩ ＝ ３７.９％ ~ ５２.７％)ꎻ异
性性行为每次使用安全套合并报告率为 ４３.６％(９５％ＣＩ ＝ ２９.６％ ~ ５７.５％)ꎻＨＩＶ 检出率为 ４.７％(９５％ＣＩ ＝ ２.７％ ~ ６.８％)ꎮ 结

论　 中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高危行为突出ꎬ互联网交友依赖性强ꎮ 高校应加强对学生 ＭＳＭ 的艾滋病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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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ＭＳＭ)
指与另一男性发生口交或肛交等性行为的男性[１] 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中ꎬ 同性性传

播 ３ ５０８ 例ꎬ占比 ２３.６％[２] ꎮ 有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我国 １５ ~ ２４ 岁大中学生因男男性行为感染 ＨＩＶ 的

约占 ８０％[３] ꎮ 有报告指出ꎬ部分地区学校(特别是高

等院校)的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ꎬ传播途径以男性同

性性传播为主[４] ꎮ 因此ꎬ针对高校 ＭＳＭ 的艾滋病防

治工作刻不容缓ꎬ本研究通过收集最近 ４ 年公开发表

的相关文献ꎬ旨在对我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相关危险行

为进行定量分析ꎬ拟为高校进行针对性的艾滋病防治

工作提供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维普

数据库(ＶＩＰ)、万方数据资源系统(Ｗａｎｆａｎｇ)、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ꎮ
１.２　 检索方法

１.２.１　 文献检索　 检索上述数据库中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发表的与我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相关行为有关的文献ꎮ 中文检索词为高校、大学生、
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同性恋、

９００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性行为、高危行为ꎬ以主题词联合自由词方式进行检

索ꎮ 外文检索词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ꎬ
ｇａｙꎬ ｓｔｕｄｅｎｔ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以 Ｔｉｔｌｅ /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进行检索ꎮ 此外ꎬ采用文献追溯法尽可能查找到

更详尽的材料ꎮ
１.２.２　 纳入标准 　 ( １) 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发表ꎻ(２)研究对象为我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ꎻ(３)横断面研究或其他研究的基线调查ꎻ(４)样

本量大于 ５０ꎻ(５)报告性行为、交友、检测等相关指标ꎮ
１.２.３　 排除标准 　 (１)研究对象不明确ꎻ(２)重复发

表、数据来源相同ꎻ(３)综述、新闻报告、Ｍｅｔａ 分析等ꎻ
(４)数据不完整、无法计算相应指标ꎮ
１.２.４　 文献筛选　 采用 Ｅｎｄｎｏｔｅ 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剔

除重复文献ꎻ阅读标题和摘要对文献进行初步筛选ꎻ
阅读全文并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二次筛选ꎻ提取

纳入文献的具体信息ꎬ主要包括(１)一般情况:标题、
第一作者、发表时间、研究时间、研究地区等ꎻ(２)样本

量、研究对象、平均年龄、抽样方法ꎻ(３)结果指标、主
要结论ꎮ 文献筛选及质量评价由 ２ 位研究者独立完

成ꎬ如有不同意见经第三方讨论决定ꎮ
１.３　 偏倚风险及质量评价　 纳入的 １１ 篇横断面研究

采用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ＡＨＲＱ)推荐的横断

面研究质量评价标准[５] 进行偏倚风险评价ꎬ共 １１ 个

条目ꎬ每个条目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是” “否”或“不清

楚”ꎬ０ ~ ３ 个条目合格质量较低ꎻ４ ~ ７ 个条目合格质量

居中ꎻ８ ~ １１ 个条目合格质量较好ꎮ 另 １ 篇对照实验

研究采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有关对照试验的质量评

价标准[６] ꎬ共 ６ 个条目:随机分配方法是否正确ꎬ是否

采用分配方案隐藏ꎬ是否正确使用盲法ꎬ数据是否完

整ꎬ是否存在选择性报告结果ꎬ是否存在其他偏倚ꎬ每
个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偏移风险高” “偏移风险

低”或“不清楚”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５.０ 对数据进行 Ｍｅｔａ 分

析ꎮ 研究结果的异质性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分析ꎬ同时结

合 Ｉ２ 值判断异质性大小ꎬ若各研究结果无统计学异质

性(Ｐ>０.１ 且 Ｉ２ <５０％)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ꎻ若各研究

结果存在统计学异质性(Ｐ<０.１ 且 Ｉ２ ≥５０％)ꎬ则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ꎬ并报告 ９５％Ｃ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检索结果　 共检索 ２３９ 篇潜在文献ꎮ 其中 ＣＮＫＩ
５３ 篇ꎬ万方数据库 ８６ 篇ꎬ维普数据库 ３１ 篇ꎬＣＢＭ ４２
篇ꎬ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 ２７ 篇ꎮ 经逐层筛选后ꎬ最终纳入

１２ 篇文献ꎬ筛选流程见图 １ꎮ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纳入情况　 １１ 篇为横断面研究ꎬ１ 篇为对照试验

的基线调查ꎮ 样本量最大为 １ ３８４ 人ꎬ最小 ８４ 人ꎬ大
于 ２００ 人的共 ７ 篇ꎮ 研究范围包括全国多座城市高

校ꎮ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相当ꎬ抽样方法包括同伴推

动、滚雪球法、网络招募、自愿咨询检测等ꎬ调查方式

以问卷和访谈为主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人群研究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研究年份 研究地区 抽样方法 调查方式 平均年龄 / 岁 样本量

杨诗凡[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６ 成都 同伴推动 问卷 ２０.６９±０.２４ ２０４
王玉淼[８]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昆明 滚雪球、目的抽样 问卷＋访谈 １７.９０±１.５０ １６０
张晓菲[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青岛 滚雪球 问卷 ２０.７０ ３００
樊爱平[１０]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泰安 自愿咨询检测 问卷 ２１.１４±１.８０ １２７
刘天军[１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北京 整群随机抽样 问卷 － １３８
郑杰滔[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青岛 方便抽样、滚雪球 问卷 ２０.６０±１.６０ ３００
金莹莹[１３]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全国多地 网络招募 问卷＋访谈 ２０.９９±０.０４ １ ３８４
朱鑫[１４]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洛阳 规模估计法 访谈 － １２２
韦所苏[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广西 滚雪球、网络招募 问卷 ２２.９８±２.３０ ２９５
罗昊[１６] ２０１７ － 长沙 方便抽样、滚雪球 问卷 ２０.９０±２.００ ４２１
范颂[１７] ２０１５ － 西部地区 滚雪球 问卷 ２２.４０±１.３３ ８４
舟宣斌[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上海 滚雪球 问卷 ２３.４７±２.８４ ３０４

２.３　 质量评价　 纳入的 １１ 篇横断面研究ꎬ质量较低 １
篇ꎬ质量居中 １０ 篇ꎮ 纳入的 １ 篇对照试验随机分配方

法正确ꎬ数据较完整ꎬ未发现选择性报告ꎬ但其分配方

案和盲法未明确说明ꎮ

２.４　 研究结果

２.４.１　 首次性行为 　 首次性行为对象为男性的合并

报告率为 ９２.４％ꎮ 此外ꎬ有 １ 项[８] 研究报告首次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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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平均年龄为(１７.６±１.８)岁ꎬ有 ２ 项研究[７ꎬ１１] 报

告了首次性行为年龄分别为(１７.９ ± １.５) (１７.６ ± １.８)
岁ꎮ 见表 ２ꎮ
２.４.２　 互联网交友　 共 ８ 篇文献进行了报告ꎬ结果显

示ꎬ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的合并报告率为 ７９.１％ꎬ是高

校学生 ＭＳＭ 寻找性伴的主要途径ꎬ其中以 Ｂｌｕｅｄ 同志

交友软件最为常用ꎮ 见表 ２ꎮ
２.４.３　 高危性行为　 高校学生 ＭＳＭ 性伴数≥２ 个合

并报告率为 ５８.９％ꎻ近 ６ 个月同性性行为每次使用安

全套的合并报告率为 ４５.３％ꎻ最近 １ 次同性性行为使

用安全套的合并报告率为 ６４.８％ꎻ有过异性性行为合

并报告率为 １３.４％ꎻ异性性行为每次使用安全套的合

并报告率为 ４３.６％ꎮ 见表 ２ꎮ
２.５　 发表偏倚　 将所有指标进行 Ｅｇｇｅｒ 检验ꎬ由于研

究数量较少ꎬ效能可能降低ꎬ但仍具有一定参考作用ꎮ
结果显示ꎬ大部分指标未发现明显发表偏倚ꎬ个别指

标可能存在一定发表偏倚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高危行为特征

效应量 研究数 样本量 合并报告率(９５％ＣＩ) / ％ Ｉ２ / ％ Ｐ 值 Ｅｇｇｅｒ 检验 Ｐ 值
性行为角色
　 主要为插入方 ４ ９２６ ２２.１(１９.５~ ２４.８) ２６.３ <０.０１ ０.１０
　 主要为被插入方 ４ ９２６ ３２.１(２２.４~ ４１.８) ９０.５ <０.０１ ０.５０
互联网寻找性伴 ８ １ ８１４ ７９.１(７３.１~ ８５.０) ９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５
首次性行为对象为男性 ３ ７６０ ９２.４(９０.５~ ９４.３) 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９
性伴数≥２ 个 ７ ２ ２９６ ５８.９(４６.５~ ７１.３) ９６.７ <０.０１ ０.２５
近 ６ 个月同性性行为每次使用安全套 ８ ２ ３３３ ４５.３(３７.９~ ５２.７) ８９.１ <０.０１ ０.６０
最近 １ 次同性性行为使用安全套 ５ ２ １０２ ６４.８(６０.３~ ６９.４) ６７.０ <０.０１ ０.０６
有过异性性行为 ７ １ ５７０ １３.４ (８.７ ~ １８.０) ８８.２ <０.０１ ０.２１
异性性行为每次使用安全套 ３ ４８ ４３.６(２９.６~ ５７.５) 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９
ＨＩＶ 检测率 ７ ２ ６４７ ４７.４(３６.６~ ５８.２) ９６.４ <０.０１ ０.３１
ＨＩＶ 检出率 ４ ５９０ ４.６ (２.９ ~ ６.３) ３２.４ <０.０１ ０.０８

３　 讨论

研究发现ꎬ我国高校 ＭＳＭ 学生高危行为较突出ꎬ
高校应加强艾滋病教育工作ꎮ 对于其他高危行为ꎬ有
１ 项[８] 研究报告了高校 ＭＳＭ 学生近 ６ 个月使用过

Ｒｕｓｈ( 多种可吸入性亚硝酸盐的总称)ꎬ 比例高达

５０％ꎮ 有 ４ 项研究报告了商业性行为ꎬ最高报告率为

７.９％[１３] ꎮ 对于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ꎬ 有 ２ 项研

究[１０－１１]报告是彼此忠诚和信任的体现ꎬ报告率分别为

１８.４％和 １４.７％ꎬ可见正确的恋爱观、性责任教育在艾

滋病防治工作中不可忽视ꎮ 本研究报告高校 ＭＳＭ 学

生合并 ＨＩＶ 检测率低于 ５０％ꎬ可能与高校 ＭＳＭ 学生

自我防护意识不强、经济条件有限、害怕受到他人歧

视等有关ꎬ目前高校艾滋病检测主要依靠入学体检ꎮ
２０１８ 年ꎬ北京、上海地区有较多高校开始售卖“艾滋病

检测包”ꎬ学生匿名购买进行初步自检ꎬ但其他地区尚

未见报道ꎮ 建议高校可增设“艾滋病检测包”等初步

检测渠道ꎬ提高高校 ＭＳＭ 学生的 ＨＩＶ 检测率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高校 ＭＳＭ 学生的 ＨＩＶ 合并检

出率为 ４. ６％ꎬ略低于石安霞等[１９] 对中国大中学生

ＭＳＭ ＨＩＶ 感染的研究结果ꎬ可能与本研究仅针对大学

生ꎬ其知识面更广ꎬ接受过相关教育ꎬ风险意识更高有

关ꎮ 此外ꎬ高校 ＭＳＭ 学生同性性取向认同程度较高ꎬ
有 ３ 项研究[１２ꎬ１５ꎬ１７]报告了同性恋取向ꎬ报告率分别为

８８.７％ꎬ６９.５％ꎬ８４.５％ꎬ与张莉等[２０] 研究发现 ７７.５％的

大学生 ＭＳＭ 性取向为同性恋的结果基本相符ꎮ 天津

市相关研究表明ꎬ４７.１％的青年学生 ＭＳＭ 自述性取向

为同性的原因是后天因素所致ꎬ 其中家庭因素占

４１.７％ꎬ提示家庭应重视对孩子的性教育[２１] ꎮ 学校要

将性道德、性责任、预防和拒绝不安全性行为作为艾

滋病健康教育重点ꎬ积极发挥学生家长的教育作用ꎮ
高校 ＭＳＭ 学生寻找性 伴 的 方 式 主 要 为 互 联 网

(７９.１％)ꎬ尤其是同性交友软件ꎬ提示高校在艾滋病健

康教育方面可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ꎬ借助同志交友软

件、同志交友论坛等渠道定期推出艾滋病防控知识ꎬ
提供 ＨＩＶ 咨询检测中转平台ꎮ

本研究系统展现了近年来我国高校 ＭＳＭ 学生高

危行为、ＨＩＶ 检测情况和 ＨＩＶ 感染情况ꎮ 研究最终纳

入 １２ 篇已发表文献ꎬ所有文献质量尚可ꎬ对研究对象

有明确要求ꎬ数据较完整ꎬ结果具有一定真实性ꎮ 目

前我国针对高校 ＭＳＭ 学生的系统研究尚未见报道ꎬ
本研究能为其他学者提供研究思路ꎬ增加社会对高校

ＭＳＭ 学生群体的关注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ꎬ纳入研究数量较少ꎬ样本

量小ꎬ质量不够高ꎬ且基本是针对少部分高校的研究ꎬ
不能较好地反映全国范围的情况ꎮ 此外ꎬ部分指标异

质性较大ꎬ虽采用 Ｉ２ 评估异质性ꎬ但其易受到纳入研

究样本量的影响ꎮ 国外有学者指出ꎬ如果有预先设定

好的纳入标准ꎬ观察性研究 Ｍｅｔａ 分析异质性很大也可

以接受[２２] ꎮ 但若想更客观、 准确地反映我国高校

ＭＳＭ 学生的行为特征ꎬ需开展层面更广、样本更大、质
量更高的调查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高校 ＭＳＭ 学生高危行为突出ꎬ
ＨＩＶ 检测率较低ꎬ互联网寻找性伴现象普遍ꎬ促进了高

校艾滋病疫情的发展ꎮ 我国高校需加强对 ＭＳＭ 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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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ꎬ增加艾滋病检测渠道ꎬ以减少 ＨＩＶ 在高校中

的传播ꎬ保持校园环境安全和谐ꎬ维持社会稳定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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