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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洛阳市中学生生殖健康性行为状况调查
王萍张英剑

【摘要】

潘新娟

胡庆成

吕妹焱夏晓燕

王颖芳

了解中学生生殖健康性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目的

调查，利用ＳＡＳ ８．１软件完成数据的统计分析，并利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生殖健康性行为发生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高中生边缘性行为（接吻、拥抱、爱抚等）、独自性行为（手淫、性幻想等）及性

交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初中生（Ｐ＜０．０５），男生高于女生（Ｐ＜０．０５）。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有恋爱经
历者较无恋爱经历者更易发生性行为（ＯＲ＝２．６２，９５％Ｃ／：１．２１－－５．６６）；从书刊、音像或大众媒体获
得生殖健康知识较其他途径易发生性行为（ＯＲ＝３．０９，９５％Ｃ／：１．４３～６．５１）；赞成中学生恋爱及男
女交往者易发生性行为（ＯＲ＝２．２４，９５％Ｃ／：１．３２－－３．７５）。结论

中学生缺乏必要的基本性卫生知

识，主要表现在边缘性行为的发生、不能正确认识独自性行为以及不适宜的性行为发生。
【关键词】生殖健康；性行为；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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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而青春期是一个从
未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及各种技能学习的重要时期。我国青少年普遍存

市中学生生殖健康性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状况进行
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在着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缺乏、认识不正确的状况，青
少年心理上感到困惑、焦躁、恐慌，甚至陷入无端的

１．调查对象：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２００４

痛苦中，这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青少年性与生殖健

年９—１２月抽取河南省洛阳市六个中心市区的６所

康教育的缺乏或低效果…。为此，本课题组对洛阳

普通中学。根据国内有关调查结果，设中学生性行
为发生率为１５％，允许误差为３％，考虑到洛阳市中

基金项目：河南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ＱＮ０４０）

学生人数众多，为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确定样本量

作者单位：４７１００３洛阳，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为１９００人。将每个中学划分为初中和高中２个层

（王萍、潘新娟、胡庆成、吕姝焱、夏晓燕、王颖芳）；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次，然后随机整群抽取每所中学一个初中年级和一

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张英剑）

个高中年级所有学生。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９８０份，回

·１０８８·

收１９５２份，获得有效问卷１９４６份，占总调查人数的

因素进行分析。

９８．２８％。．

结

２．调查方法与内容：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结

果

合我国和洛阳市实际情况，设计“中学生生殖健康知

１．基线情况：共调查１９４６名学生。其中，初中

识、态度相关调查”问卷。主要调查洛阳市中学生生

９６６名，高中９８０名；男生９９２名，女生９５４名，男女

殖健康性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性别比例为１．０４：１；年龄１２～１８岁，平均年龄

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居住情况（在家或寄宿、有无

（１５．６±１．５）岁。

单独房间）、接受生殖健康教育情况（教育的内容、途

２．各种行为发生情况：边缘性行为（接吻、拥抱、

径、方式）、恋爱经历（有或无、恋爱次数、父母知否、

爱抚）发生情况见表１；独自性行为（手淫、性幻想）

约会经历和次数）、男女交往（赞成或反对、交往方

发生情况见表２；性行为（性交行为）发生情况见表

式、交往内容）、恋爱态度（赞成或反对）、发育情况

３。三种行为的发生均与年级、性别有关。

（有或无第二性征）、性行为（性行为、边缘性行为、独

表１

１９４６名学生发生边缘性行为情况

自性行为）；本调查中性行为指为满足性欲、获得性
快感而从外部所能观察到的一系列动作和反应旧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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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包括性交、手淫、接吻、拥抱和接受各种外部性刺激

初中

９６６

踟

８．２８

形成的行为；研究中所涉及的性行为指“性交行为”；

高中

９８０

１２３

１２．５５

男生

９９２

１４２

１４．３１

女生

９５４

６１

边缘性行为指接吻、拥抱、爱抚等；独自性行为指手
淫、性幻想等。经过预调查和修订考核，该量表的信

性别

￡笪

！篁

９．０４

＜０．０５

３１．８１

＜０．０５

６．３９

度（Ｃｈ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系数）为０．９１、结构效度（采用因
子分析）为０．８９，符合量表的编制要求。

表２

３．质量控制：调查员在教育部门配合下，组织学
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调查员当场
讲解问卷填写方法和要求，学生自己填写问卷。为
保护学生的隐私，保证问卷的真实性，问卷采取不记
名、现场答题、现场收卷的方法；回收后检查、整理所
有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并对有效问卷进行编

堡旦

△鏊

１９４６名学生发牛独自性行为情况

叁竺△墼亘坌生！兰！

年级

￡篁
７．３８

初中

９６６

２１

２．１７

高中

９８０

４４

４．４９

男生

９９２

５１

５．１４

女生

９５４

１４

１．４７

竺篁
＜０．０５

性别

号。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要求调查员必须
表３

做到熟悉调查表，明确本次调查目的，向他们解释问
卷填写的注意事项，明确调查工作的进程等；使在调

翌旦

△墼

１９４６名学生发生性行为情况

垄生△鏊亘坌些！竺！

年级

查进行阶段出现的误差降到最低。调查组成员对每

初中

９６６

日调查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核对调查表。为保

高中

９８０

６”

男生

９９２

＝２

１

女生

９５４

４

０

证调查的顺利开展和调查质量，对调查的每一个环
节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包括调查员、调查实施阶段

￡篁

！堕

１．８３

＞Ｏ．０５

Ｏ
１

酡弘

性别
ｎ舵

和资料整理阶段的质量控制。
在数据录入阶段，发现填写不完整的问卷，立即

３．性行为发生影响因素分析：以生殖健康性行

作为无效问卷剔除。并对量表进行复查，在录入计

为发生与否为因变量，分别以被调查者性别、年龄、

算机后采用ＳＡＳ软件编制计算机逻辑检查程序进

恋爱经历、发育状况（有、无第二性征）、接受生殖健

行数据检查，及时发现异常数据，与原始资料对比，

康教育状况、知识获得途径、对中学生恋爱（男女交

修正。

往）态度、居住情况为自变量拟合单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２．１软

回归，结果表明，影响生殖健康性行为发生的单因素

件建立数据库，利用ＳＡＳ ８．１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

中ＯＲ值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有恋爱经历者、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ｘ２检验，利用非

从书刊及音像或大众媒体获得生殖健康知识者、赞

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生殖健康性行为发生以及影响

成中学生恋爱及男女交往者、接受生殖健康教育状

４．统计学分析：全部资料应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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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者，ＯＲ值均在２．０以上（表４）。
表４

５．９％的高中、中专及职校学生曾发生过性行为；而

影响中学生生殖健康性行为发生的

自变量

ｐ

Ｙ２值Ｐ值ＯＲ值（９５％Ｃ，）

一Ｏ．０７

０．０１

０．９１４２

年龄

Ｏ．１５ Ｏ．１３ Ｏ．７２１６

恋爱经历

１．４９

４．０４

且，有异性朋友的学生中，１３．９％曾发生性行为，男
生发生的比例（１８．７％）明显高于女生（８．８％）；观看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性别

。１０８９。

０．鹤（Ｏ．２６－３．１８）
１．１６（０．５４－－２．５０）

０．０４１３ ４．４６（１．０４－－５．１８）

色情书籍或音像制品的学生中，１６．７％的学生曾发
生性行为，男女生发生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
时也反映出中学生生殖健康性行为与对生殖健康的

发育状况（有、无第二性征）０．３０

１．５７ ０．２１９５

１．３４（０．８５～７．１３）

态度和需求密切相关。赞成中学生恋爱（男女交

接受生殖健康教育状况

３．７６

０．０５２７

２．０２（０．９６－－３．３６）

往）、有过恋爱经历的中学生及从书刊或音像等大众

从父母或教师或专家获得知识０．０２ ３．２３ ０．０６７１

１．０３（０．８９－－１．０５）

媒体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中学生更有可能发生性行

０．７１

从书刊及音像制品获得知识１．６８

６．４２

０．０１１３

５．３７（１．９８－－６．９４）

对中学生恋爱及男女交往态度

１．９５

５．２９

０．０２２３

７．Ｏｌ（１．３３—７．８３）

为，这可能是由于书刊或音像等大众媒体所提供的

居住情况

０．１４

１．６４ ０．２０３５

１．１５（０．８３～１．４３）

生殖健康方面的信息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所致。
中学生在掌握生殖健康知识方面，既欠缺又充

将在单因素分析中有显著意义的因素进行逐步

满好奇，由于缺乏必要的基本性卫生知识，中学生的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选入回归模型并有统计学

性行为问题主要表现在边缘性行为的发生、不能正

意义的变量（因素）有：有恋爱经历者、从书刊及音像

确认识独自性行为（手淫、性幻想等）以及不适宜的

或大众媒体获得生殖健康知识者、赞成中学生恋爱

性行为发生。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而青春期

及男女交往者、接受生殖健康教育状况者等４个因

是一个从未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也是个人的

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其中有恋爱经历者、从

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及各种技能学习的重要时期。

书刊及音像或大众媒体获得生殖健康知识者、赞成

中学生生殖系统开始发育，他们面临着许多生殖健

中学生恋爱及男女交往者等３个因素ＯＲ值均在

康问题的困惑。

２．０以上（表５）。
表５

青少年健康的性发育和赋有责任感的性行为是

影响中学生生殖健康性行为发生

危险因素直接威胁青少年的健康¨。。因此适时适度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自变量

Ｂ

２值Ｐ值ＯＲ值（９５％ＣＩ）

Ｏ．９６

６．１７

Ｏ．０１３４

２．６２（１．２１～５．６６）

从书ｍ及音像大众噤体获得知识１．１４

８．６７

０．００３２

３．０９（１．４３－－６．５１）

对中学生恋爱及男女交往态度０．８３

９．１７

０．００２６

２．２４（１．３２～３．７５）

０．７９

３．７３

０．０５１４

１．９７（０．９１～１．２４）

恋爱经历

接受生殖健康教育状况

他们享有成年期健康生活的必要基础，性行为相关

地在中学生中开展性知识和生殖健康教育已追在眉
睫，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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