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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浙江省２７８５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

危险感知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
潘晓红

丛黎明

【摘要】

马瞧勤

许国章

余飞颖

邹艳

目的调查有性行为大学生对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危险感知以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研

究分析两者的相互关系和有关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２００３年在浙江省１个沿海城市２所综合性大

学开展的艾滋病有关知识、危险意识和性行为调查资料，对回答曾有性行为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采
用ＳＰｓｓ １２．Ｏ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有２７８５名大学生回答曾有性交行为史，４７．０％没有
对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危险感知，有危险感知的学生中５１．３％认为感染的危险非常低。曾经使用安
全套的学生占８０．５％，而始终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只有１６．０％。危险感知与是否使用和始终使用安全
套没有关联，但与是否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性病关联。危险感知的主要促进因素有认同学生中性病
上升（０Ｒ＝１．３５６）和认同经性途径感染人数上升（０Ｒ＝１．４８７）以及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不是男朋
友／女朋友（０Ｒ＝１．４９７）。始终使用安全套的促进因素有发生性行为时能说使用安全套（０Ｒ＝
６．５２３）、使用安全套用于预防性病（０Ｒ＝２．１７４）等因素。结论

有性行为大学生的艾滋病感染危险

感知水平偏低，曾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高，但始终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很低。需要进一步采取广泛深
层次的预防教育来提高大学生艾滋病感染危险意识，促成安全性行为的形成。
【关键词】艾滋病；危险感知；安全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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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性行为的青年人，除了减少性伴数，正确

感染危险感知水平以及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本研

并始终使用安全套应是预防艾滋病经性传播的最佳

究是利用在浙江省沿海某市２所大学开展的大学生

措施…。国外有关研究认为自我艾滋病感染危险感

有关艾滋病知识、性行为、感染危险意识和态度的调

知与其危险性行为关联，正确地评估自身的艾滋病

查数据，对其中有性行为史大学生进行艾滋病感染

感染危险可以促进安全套的使用旧’３｜。我国至今还

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较少有此方面的调查反映有性行为大学生的艾滋病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９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潘晓红、丛
黎明、马瞧勤、邹艳）；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许国章、余飞颖）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２００３年９—１２月在浙江省沿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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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２所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开展调查，调查对象包

２．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感知：２７８５名学

括所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和专科生，不包括研究生、

生中４７．０％的学生没有对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

成人教育学院学生和短期进修的学生等。２所学校

险感知，１４６３名有危险感知的学生中，５１．３％的学

应参加人数２９ ４０９人，实际参加人数２２ ９４０人，回收

生认为可能性非常低，１８．５％认为可能性较低，

整体有效问卷２２ ７１２份，其中应答有无性交行为史

１２．７％认为有一些可能，１１．２％认为可能性较高，

问题的学生２２ ６４６人，回答有性交行为史的有效问

６．３％认为可能性极高。对艾滋病流行形势（包括经

卷２７８５份，占１２．３０％（２７８５／２２ ６４６）。

性行为感染艾滋病人数上升情况、学生中性病数上

２．调查方法：

升情况）有正确认识的学生，有危险感知的比例高于

（１）现场问卷调查：在完成定性访谈和问卷测试

没有正确认识的学生。曾有性伴数多的学生较曾有

修改后，组织在学校教室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采

性伴数少的学生有危险感知比例高，承认有３个性

用匿名形式，在答卷活动前充分说明问卷信息与个

伴的学生有危险感知比例达到６３．３％，最后一次性

人信息的无关联特性，在答卷时安排答卷学生之间

行为对象不是男／女朋友的，有危险感知的比例高于

保持一个空座的距离，避免答题者之间互相影响，全

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是男／女朋友的学生，分别为

部问卷调查在１个月内完成。

６０．３％和５１．９％（表１）。

（２）变量设定：以回答“您认为通过性行为感染

３．安全套使用情况：

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有多大？”做自我艾滋病感染危

（１）曾经使用安全套：２７８５名调查对象中有

险感知评价，回答“没有”和“不知道”分类为危险感

２５４４名学生回答了安全套使用情况，２５４４名学生中

知无，回答“可能性非常低”至“可能性极高”分类为

曾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达到８０．５％。男生曾经使用

危险感知有。安全套使用情况，以回答“从来没有使

安全套比例高于女生，达到８２．１％，随着年级的上

用”为未曾使用，回答“很少使用”至“每次都使用”为

升，曾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也逐渐上升，到四年级达到

曾经使用，回答“每次都使用”为始终使用安全套。

８４．４％。认同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作用及不使用安全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

套的后果的学生曾经使用安全套比例明显高于不认

和逻辑检错程序，进行数据录入，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统

同的学生，性伴数多的学生曾用安全套的比例明显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Ｙ２统计分析不同特征学

高于性伴数少的学生。但是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为

生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情况和关联关系，采用

非男／女朋友的学生曾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明显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

于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为男／女朋友的学生，前者为

结

果

６６．８％，而后者则８１．７％（表１）。
（２）始终使用安全套：２５４４名学生中始终使用

１．一般情况：２７８５名调查学生中，男生占

安全套的比例只有１６．０％。女生略高于男生，来自

６８．０％。平均年龄（２０．７９±１．９０）岁。一至四年级

农村学生高于来自城市学生，认同安全套预防艾滋

学生分别占２１．７％、２７．９％、３４．８％和１５．６％。来自

病作用和不使用安全套后果、性行为感染人数正在

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分别占３６．４％、６３．６％。２所学

上升、艾滋病人数上升很快的学生始终使用安全套

校分别占５３．３％和４６．７％。只有１．３％的学生承认

的比例高于不认同者。曾有性伴数越多，始终使用

曾被诊断患有性病。２４１２名回答性伴数情况的学

安全套的比例越低，曾有２个和３个性伴的学生坚

生中，回答曾有１个性伴的占７１．５％，２个性伴的占

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１１．９％、１１．３％，而曾有４个

１３．７％，３个性伴的占７．０％，４个及以上占７．８％。

及以上性伴的学生，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只有

９０．４％的学生认同不使用安全套发生性行为可以传

７．０％（表１）。

播艾滋病，有７０．１％的学生认同使用安全套可以预

４．危险感知与安全套使用关系：调查学生有无

防艾滋病。８８．７％的学生认同最近几年艾滋病感染

危险感知与安全套使用情况无关联关系，但与使用

者数在我国上升很快，８２．５％认同性行为传播艾滋

安全套预防性病的目的相关（Ｙ２＝４．９８６，０Ｒ＝

病正在上升，有６９．４％学生认同最近几年学生中性

１．２３），有危险感知的学生选择安全套预防性病的比

病也在上升。９．３％（２１７４／２３９８）的学生回答最后一

例高于无危险感知的学生，达到２３．３％，无危险感知

次性行为对象为非男／女朋友。

的学生则为１９．８％。有无危险感知与选择安全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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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２７８５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情况

＊调查人数为２４１２人；＃调查人数为２３９８人

于预防怀孕和预防艾滋病的目的没有关联（表２）。
５．感染危险感知影响因素：以是否有感染危险

表２

浙江省２７８５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
危险感知与安全套使用

感知为应变量，以Ｙ２分析中６个有意义变量为自变
量，经采用倒退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认同学生
中性病上升、经性途径感染人数上升以及最后一次
性行为对象不是男／女朋友等３个变量与应变量显
著相关（表３）。
６．使用安全套的影响因素：
（１）曾经使用安全套：以是否曾经使用安全套为
应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１０个有意义变量为自变
量，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男性、认同安全套预防
艾滋病作用、发生性行为时能说使用安全套以及选
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怀孕是显著相关因素（表３）。

＊调查人数为２５４４人；＃调查人数为２５５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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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性行为更为密切
表３

浙江省２７８５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

的信息的宣传，包括经

危险感知、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銮

量

性行为艾滋病传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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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省学生中性病发

感染危险感知（１＝有，０＝没有）
认同最近几年浙江省学生中性病上升
认同通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上升
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不是男／女朋友
常数项
曾经使用安全套（１＝是，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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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分析中没有显示学生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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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感知对安全套的
使用发生作用，但是危

６９４）

险感知与选择安全套用
于预防性病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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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感知可能已经对促
进安全性行为产生了影

曾有性伴数２个以上
发生性行为时能说使用安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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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经性行为传播艾滋病上升
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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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虽然也包括对
安全套作用的态度、自

０．０２７

我效能和性伴数，但是
（２）始终使用安全套：以是否始终使用安全套为

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怀孕是最主要的因素，说明大

应变量，以１１个单因素分析有意义变量为自变量，

多数学生使用安全套是为了预防怀孕。而始终使用

采用倒退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除了性别、是否

安全套影响因素分析说明，除了自我效能是重要影

认同艾滋病感染者数上升和不使用安全套的后果

响因素外，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性病、认同安全套预

外，其他８个变量均与应变量显著相关（表３）。

防艾滋病作用、对经性行为传播艾滋病上升的认同

讨

论

再次说明需要加强对安全套作用以及有关性行为传

播艾滋病流行形势的宣传，促进安全套的持续使用。
未结婚青年人包括大学生由于一般要经历多个

危险感知分析和始终使用安全套分析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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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套的可能性下降，提示学生对于在校期间的性

度更令人担忧。在许多健康行为理论中，个体对自身

行为对象普遍没有危险意识，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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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行为的认识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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