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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生存质量
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陈江鹏王宏刘靓
【摘要】

目的

了解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生存质量现状，探讨其生存质量与社

会支持的相关关系。方法分别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使用ＷＨＯ生存

质量测定量表简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中文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分别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重庆市大学生ＭＳＭ和普通男大学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共调查２５３名大学生
ＭＳＭ，其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领域和生存质量总分分别为１３．８２±２．２５、１３．１４±２．５１、
１３．２４±２．９６、１２．４４±２．４９、１３．１２±２．１６。大学生ＭＳＭ生存质量各领域和生存质量总分均低于普
通男大学生得分（Ｐ＜０．０５）。典型相关分析表明，反映社会支持的第一典型变量（ｖ。）主要由主观
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决定，反映生存质量的第一典型变量（ｗ。）主要由心理领域和社会关系领
域决定。结论改善大学生ＭＳＭ的主观感受，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率，根据不同人口学特
征特别是无固定性伴、性角色为“０”、圈内朋友个数极少的大学生ＭＳＭ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有
利于提高其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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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侵袭的高危

９２％为ＭＳＭ乜１。据潘绥铭和杨蕊ｂ１调查显示，１２．６％

人群之一…。美国学者发现大学生ＨＩＶ感染者中

男大学生有过同性性接触，在大学期间男生新发生
同性性接触者占其总数的６．０％，有同性性行为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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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生存质量不为人知，亟待得到关注。为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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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于２０１２年ｌＯ一１２月对大学生ＭＳＭ和普通男大

分析，共提取５个公因子，解释方差５６．８４％，大部分

学生的生存质量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比较两人群

因子负荷＞０．４，说明该量表应用于大学生ＭＳＭ生

的生存质量水平，探讨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相关

存质量测评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

关系。

（３）社会支持测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
对象与方法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ＳＲＳ）共１０个条目，包括客观支

持（３条）、主观支持（４条）和社会支持利用度（３条）３

１．研究对象：

个维度和１０个条目哺１。第１—４、８。１０条，每条只选

（１）大学生ＭＳＭ：调查对象均自愿参与并口头

ｌ项，１～４项分别计ｌ～４分；第５条分Ａ、Ｂ、Ｃ、Ｄ四

知情同意。纳入标准为年龄≥１８岁男大学生最近６

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１～４

个月内至少发生一次男男性行为。根据纳入标准采

分；第６～７条如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０分，回答

取“滚雪球”抽样抽取２７０名大学生ＭＳＭ进行自填

“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相应分数。得分越

式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７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５３

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根据实际情况，将量

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３．７０％。“滚雪球”抽样实施步骤：

表内的人称做适当改动，如将第２题“同事”去掉，第

随机从“同志聊天室或论坛”和现场（包括浴池、酒

３题“邻居”改为“室友”，第４题“同事”改为“同学”，

吧、ＭＳＭ聚集公园等）选择大学生ＭＳＭ，并提供另

第５题去掉“儿女”并将“夫妻”改为“恋人”，第６、７题

外一些调查对象，根据此线索选择大学生ＭＳＭ进行

“配偶”改为“恋人”、“同事”改为“同学”、“工作单位”

调查。

改为“老师”。将３个维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作为变

（２）普通男大学生：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

量，４个成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系数为０．７８３，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法抽取重庆市普通男大学生作为对照。被调查者按

Ｂｒｏｗｎ分半信度系数为０．９５２，提取１个公因子，解释

照大学性质抽取，每类大学抽取一所，即重庆大学

方差６６．０５６％，因子负荷均＞０．６；对１０个条目进行

（综合类）、重庆工商大学（财经类）、重庆师范大学

因子分析，共提取３个公因子，解释方差５２．１５４％，大

（师范类）、重庆医科大学（医药类），再采用整群抽样

部分因子负荷＞０．４，说明该量表应用于大学生

方法抽取共计１７个班级的普通男大学生，调查对象

ＭＳＭ社会支持测评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

均自愿参与并口头知情同意。共发放问卷３８２份，
回收有效问卷３６１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４．５０％。

３．质量控制：调查前集中培训调查员，统一调查
方法和指导语。预调查时了解问卷的可接受性、询

２．调查工具：

问方式等。调查前由调查员按纳入标准筛查调查对

（１）一般情况调查表：自编调查问卷，通过预调

象，经口头知情同意后由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每名

查对该问卷进行完善与修改，内容包括年龄、性取

调查对象独立匿名填写，再经调查员审核合格。网

向、“出柜”情况、有无固定性伴、圈内朋友人数、性

络调查时删除来自于同一ＩＰ地址的问卷。确认各

角色等。

项无误后打印归档，并录入电子数据库。生存质量

（２）生存质量测评：采用中山大学郝元涛和方积
乾ｂ１编制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ＷＨＯＱＯＬ—

评定的删除标准ｂ１：Ｑ）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量表条目缺
失超过总条目的２０％；②生理、心理及环境领域缺失

ＢＲＥＦ）中文版。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包括生理、心理、

２个条目以上，社会关系领域缺失１个条目以上；③

社会关系、环境４个领域和总健康状况及生存质量共

基本信息缺失。其他符合条件的缺失值则以平均分

５个维度２５个条目，各条目按ｌ。５级评分，其中有３

代替。

个条目需反向计分。领域得分按正向计（即得分越
高，生存质量越好），领域得分通过计算其所属条目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采用双人、双录入方法录人数据后核对。运用

的平均分再乘４得到结果。根据实际情况，本调查将

ＳＡＳ

第２１题“您对自己的性生活满意吗？”改为“您对自己
的性方面需求的满足情况满意吗？”。统计分析时，４

数分布、均数±标准差（互±ｓ）等。采用ｔ检验、方差

个领域分别以ｘ。～Ⅺ作为变量名；４个领域的

析，采用ｔ检验比较大学生ＭＳＭ和普通男大学生生

０【系数为０．８７６，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分半信度

存质量的差异，与社会支持和生存质量有关的因素

系数为０．８９６，提取１个公因子，解释方差７３．８５１％，４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双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个领域的负荷量均＞０．８；对总的２４个条目进行因子

统计学意义。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８．１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描述性分析采用频

分析进行不同基线状况人群生存质量的差别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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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学生ＭＳＭ生存质量各领域得分与生存质量总
结

果

分均低于普通男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１．基本信息：２５３名大学生ＭＳＭ年龄为１８～２３

０．０５）（表３）。

岁，平均（２０．５６±１－３２）岁。其中７６人（３０．０４％）有固

表２不同人口基本特征的大学生ＭＳＭ

定性伴；圈内朋友数为ｌ～４人者有１３１人（５１．７８％），

生存质量比较（互±ｓ）

５～９人者有５１人（２０．１６％），≥１０人者有７１人
（２８．０６％）；性角色为“１”（可扮演“丈夫”角色）３７人
（１４．６２％），“０”（可扮演“妻子”角色）１０２人
（４０．３２％），“０．５”（可扮演“丈夫”或“妻子”角色）１１４
人（４５．０６％）（表１）。３６１名普通男大学生年龄为
１８～２３岁，平均（２０．３６±１．２３）岁。大学生ＭＳＭ组
与普通男大学生组在性别、文化程度上完全匹配，年
龄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９０，Ｐ＝Ｏ．０６）。
表１

２５３名大学生ＭＳＭ一般社会和性行为特征

特征

人数鼍甓产

籍贯

特征

人数鼍甓产

安全套使用频率

重庆市城区

篆襄

变量

寡蠢

社鑫羲系 磊菱 生趸雾量

固定性伴
有

１４．１４±２．０３ １４．００±２．２２ １４．３０±２．９４ １３．０１±２．４７ １３．７５±１．９９

无

１３．６８±２．３２ １２．７８±２．５４＂１２．７８±２．８６＂１２．１９±２．４７＊１２．８５±２．１７＂

圈内朋友人数
１—４

１３．５７±２．３７ １２．７４±２．５９ １２．７６±２．９７ １２．０９±２．６５

１２．７７±２．２７

５—９

１３．５２±１．９７ １３．１９±２．４２ １２．８９±２．８３ １２．６５±２．０５

１３．０７±１．８３

≥１０

１４舶±２．０乎１３．８５±２２９＂１４．３７±２．７６ｃ

１２．９４±２ＡＩ‘１３．７９±２．０１。

性角色
１

１３．９５±２．６ｌ １３．２３±３．１６ １２．９７±３．８６ １３．０８±２．９９ １３．３６±２．６６

０

１３．４７±２．１４ １２．７１±２．３４ １２．５８±２．６２ １１．８５±２２５

０．５

１４．０９±２．１９ １３．５０±２。３８ １３．９２±２．７９＇１２．７６±２．４３６ １３．４８±２．０５＇

１２．６３±１．９９

注：４ｔ检验，Ｐ＜Ｏ．０５；６方差分析，Ｐ＜Ｏ．０５；‘方差线性趋势分
析，Ｐ＜０．０５

１１８

４６．６４

全部使用

９４

３７．１５

其他区县

４８

１８．９７

多数使用

７５

２９．６５

其他省市

８７

３４．３９

偶尔使用

３７

１４．６２

不使用

４７

１８．５８

是

９５

３７．５５

否

１５８

６２．４５

有

７６

３０．０４

无

１７７

６９．９６

１—４

１３１

５１．７８

５～９

５１

２０．１６

７ｌ

２８．０６

ｌ

３７

１４．６２

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０．０００１和
０．０４５３。前两对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性取向
同性
非同性

２０５

８１．０３

４８

１８．９７

性病感染
是

２０

７．９１

否

２３３

９２．０９

ＨＩＶ检测
是

１１１

４３．８７

否

１４２

５６．１３

“出柜”情况

独生子女

固定性伴

圈内朋友人数

是

３ｌ

１２．２５

≥１０

否

２２２

８７．７５

性角色

了解ＶＣＴ服务

表３大学生ＭＳＭ与普通男大学生的生存质量比较（互±ｓ）

４．大学生ＭＳＭ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典型相
关分析：以人口学各因素和社会支持各维度为典型
变量（Ｖ）、以生存质量４个领域得分为典型变量（Ｗ）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得到４对典型变量，经统
计学检验，前两对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在ｃｔ＝Ｏ．０５水

是

１２６

４９．８０

０

１０２

４０．３２

否

１２７

５０．２０

Ｏ．５

１１４

４５．０６

２．不同特征大学生ＭＳＭ生存质量比较：大学
生ＭＳＭ生存质量各领域得分及生存质量总分经统

０．６０３４、０．２５０２，累积贡献率达９４．２８％，即前两对典
型变量可概括原变量９４．２８％的信息（表４）。
表４大学生ＭＳＭ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典型相关分析

计学检验发现，有固定性伴的大学生ＭＳＭ心理、社
会关系及环境领域得分和生存质量总分高于无固
定性伴者；不同圈内朋友人数组在各领域得分和生
存质量总分具有线性趋势，随着圈内朋友人数增加
其各领域得分和生存质量总分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性角色为“０”的大学生ＭＳＭ其社会关系领域、环境

从表５可见，第一对典型变量中Ｖ。主要由主观

领域得分和生存质量总分低于其他性角色者。其

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决定，ｗ。主要由决定心理领

余人口基本特征变量不同水平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域、社会关系领域决定。第二对典型变量中ｖ：主要

意义（表２）。

由有无固定性伴、客观支持所决定，ｗ：主要由生理
领域决定。

３．大学生ＭＳＭ与普通男大学生的生存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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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典型变量与原变量的相关系数

担忧甚至抑郁的心理问题，最终表现为生存质量的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ＭＳＭ生存质量不容乐

降低。②性角色“０”可能更易发生焦虑、抑郁等心理

观。大学生ＭＳＭ生存质量各领域和生存质量总分

问题。Ｂｅｒｇ等ｎ４ ３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是同性恋和
双性恋者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性角

均低于普通男大学生生存质量（Ｐ＜Ｏ．０５），与

色“０”也有可能为掩饰其性取向或性取向更易被察

Ｇｈｏｒａｙｅｂ和Ｄａｌｇａｌａｒｒｏｎｄｏ［７ ３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

觉而承受家庭和社会更大压力有关。

是因为部分大学生处于青春后期，身心快速发展，对

研究还显示，有固定性伴的大学生ＭＳＭ除生理

自身的性取向感到迷茫和困惑。王中杰等陋１对男同

领域外，其他各领域得分均高于无固定性伴的大学

性恋大学生进行定性研究发现，访谈中某些个体在

生ＭＳＭ。这可能是因为固定性伴不仅可满足双方

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后深感痛苦，在这种压力下很

的性需要、同时带来更为稳定和庞大的社会网络，此

可能出现不良的心理卫生问题。但随着其不断地了

外多性伴是ＨＩＶ感染和传播的重要高危因素［１

解该群体，降低了孤独感和恐惧感，自我认同感越来

“４１９”也是ＨＩＶ感染的危险性行为¨６Ｉ，固定性伴可

越高，因而出现普通ＭＳＭ人群以及普通男大学生的

较大程度降低感染ＨＩＶ的风险，减轻ＭＳＭ的心理

生存质量高于大学生ＭＳＭ人群的现象。值得注意

负担。

５Ｉ，

的是，本研究发现３０．０４％大学生ＭＳＭ有固定性伴，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ｎ ７Ｉ。本研究

最近６个月内坚持使用安全套的仅占３７．１５％，与成

结果表明，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考虑到

都市学生人群比例相近旧］，而稍高于重庆市一般

一般认为第一典型相关系数足以表达前两组指标

ＭＳＭ人群¨０｜，但安全套使用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

之间的相关信息。因此在生存质量和社会支持两

甚至有１８．５８％的大学生ＭＳＭ从不使用安全套。由

组变量中，ＭＳＭ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在

于大学生知识水平相对较高，因此更易出现对艾滋

生存质量的心理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中起了重要

病的恐慌心理从而影响其生存质量。提示，对大学

作用。调查对象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越

生ＭＳＭ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加强危险意识教育和

高，生存质量越高。提示良好的社会支持状况有利

自我保护技能培训，促进自我认同、推广和建立“固

于提高生存质量，特别是体验到情感上的支持即主

定性伴”的社会文化和潜在的社区规范，提高该人群

观支持更有意义。因此提高ＭＳＭ的主观支持和对

的生存质量。

现有社会支持的利用能力，是改善其生存质量的有

研究中发现，圈内朋友人数较多的ＭＳＭ生存质

效途径。

量更高，与王毅等ｎ¨研究结果一致。还发现生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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