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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觉寻求与青少年男男性行为人群
危险性行为的关系
黄慧敏 王棠 燕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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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5 岁及以下青少年男男性行为人群（YMSM）性感觉寻求与其艾滋病

相关危险性行为的关系。方法

于 2013 年 5－11 月通过互联网宣传、外展活动以及例行的艾滋

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招募 403 名 YMSM，采用匿名问卷调查，回收 375 份（93.05%）有效问卷。
结果

YMSM 中有 37.9%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最近 6 个月有 55.7%发生多性伴行为，

51.7%有“419”
（一夜情）行为，5.6%有群交行为。性感觉寻求与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多
性伴行为、
“419”行为、群交行为呈正相关（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247、0.218、0.296、0.252）。分别以
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多性伴行为、
“419”行为、群交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性感觉寻求高者更有可能发生以上危险性行为。结论

青少年性感觉寻求水平

对危险性行为有影响，应加强基于人群性感觉寻求分析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及行为教育，强化艾滋
病相关危险性行为的风险意识，从而更有效开展 YMSM 艾滋病干预。
【关键词】 青少年男男性行为；艾滋病干预；危险性行为；性感觉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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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and risk
sexual behaviors among 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YMSM）who were under 25 years old.
Methods 403 YMSM were recruited through online publicity，organization of outdoor activities
together with HIV 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from May to November in 2013. A total
number of 375（93.05%）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Results Data showed that，among the
375 YMSM，37.9% had sex with me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out using a condom，55.7% had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51.7% had one-night stand，and 5.6% engaged in group sex activities. Results from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ur risk
sexual behaviors（r＝0.247，0.218，0.296 and 0.252，respectively）. Data from the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YMSM with high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we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risk sexual behaviors. Conclusion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was associated with risk
sexual behaviors among YMSM. More knowledge and behavio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should be emphasized，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awareness on HIV-related risk
sexual behaviors.
【Key words】 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HIV intervention；Risk sexual behavior；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性感觉寻求是个体追求刺激、新颖、觉醒的最佳

水平倾向，属于一种特质人格，对个体冒险行为尤其
是危险性行为有一定的塑造作用［1］。 青少年男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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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增加［4］。已有研究表明，性感觉寻求水平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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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HIV/性传播疾病相关的危险性行为有关，并可有

有效问卷，回收率 93.05%。375 名 YMSM 年龄为

效预测人群中的感染风险 。但目前关于性感觉寻

16～25 岁 ，平 均（22.05 ± 2.22）岁 ；汉 族 占 96.0% ；

求与危险性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成年人群，尚无针

42.4%户籍为武汉市，38.4%户籍为湖北省其他地

对青少年人群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针对 YMSM，研

区，其他省份占 19.2%；教育水平本科或大专及以

究性感觉寻求与危险性行为的关系，为今后更有效

上占 82.4%；
98.9%为未婚。

［5］

开展 YMSM 艾滋病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2. YMSM 最近 6 个月危险性行为发生状况：375
名 YMSM 中，373 名回答了首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

对象和方法

状况，其中有 142 人首次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41 名

1.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年龄 25 岁及以下，最

不 记 得 是 否 使 用 ，分 别 占 38.1% 和 11.0% ；375 名

近 6 个月内与同性有过口交或肛交性行为的男性。

YMSM 回答了最近 6 个月的危险性行为情况，其中

2013 年 5－11 月，在武汉馨缘工作组的支持下，通过

209 人有 2 个及以上性伴，即发生多性伴行为，占

互联网宣传、外展活动的组织以及例行的艾滋病自

55.7%；194 人有“419”
（一夜情）行为，占 51.7%；21 人

愿咨询检测服务，共招募 403 名符合纳入标准的

有群交行为，占 5.6%。

YMSM。在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经过培
训的调查员辅助调查，采用面对面询问和自填问卷

3. 性感觉寻求与危险性行为的关系：
（1）不同危险性行为状况 YMSM 性感觉寻求得
分：YMSM 性感觉寻求总得分平均为（22.70±7.47）

的形式进行匿名调查。
2. 调查内容：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表，对符

分。对具有不同危险性行为状况 YMSM 的性感觉

合条件的 YMSM 人群进行调查，包括受试者的一般

寻求得分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1。由于 373 名回答首

人口学特征、
危险性行为状况、
性态度、
对艾滋病的态

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状况的 YMSM 中，有 41 名回答

度及性伴相关情况等。采用 Kalichman 等 （1994）修

不记得是否使用，在比较首次同性性行为使用和未

订 的 性 感 觉 寻 求 量 表（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使用安全套的 YMSM 性感觉寻求得分时未纳入分

Scale），
该量表包含 11 个项目，
例如，
我喜欢火热且无

析，因此总人数为 332 人，其余 3 种行为的总人数均

拘束的性行为，
在性交时生理上的感觉是我最重视的

为 375 人。由表 1 可见，首次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

事情。要求受试者报告每个项目与自身实际情况的

近 6 个月有多性伴行为、
“419”行为或群交行为的

符合程度，
每个项目赋值 1～4 分，
根据符合程度即非

YMSM 性感觉寻求得分较高。

［1］

常像我、基本像我、有点像我、完全不像我分别获得
4、
3、
2、
1 分的分值。该量表最低分为 11 分，
最高分为
44 分，
分数越高，
性感觉寻求水平越高。该量表内部
一致性系数（Cronbach）为 0.891。
3. 质量控制：在征得本人知情同意后进行调查，
主试为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调查前说明
问卷内容，要求被试者根据指导语认真、独立、如实
作答。完成全部问卷后当场回收并由调查员审核，
调查问卷采用双录入。
4. 统计学分析：采用 Epi Data 3.0 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分析及逻辑检错，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值，计
数资料组间比较用χ2 检验，用点二列相关分析、偏相
关分析方法分析性感觉寻求和危险性行为之间的关

表 1 不同危险性行为状况 YMSM 的性感觉寻求得分
危险性行为

性感觉寻求总分
x±s

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
是(n＝142)

25.07±7.857

否(n＝190)

21.33±6.892

多性伴行为
是(n＝209)

24.19±7.688

否(n＝166)

20.83±6.744

“419”行为
是(n＝194)

24.76±7.753

否(n＝181)

20.49±6.471

群交行为
是(n＝21)

30.48±8.733

否(n＝354)

22.24±7.136

t值

P值

4.611

0.000

4.511

0.000

5.806

0.000

5.071

0.000

（2）相关性分析：性感觉寻求得分为连续变量，

系，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性感觉寻求对危险性行为

不同危险性行为为二分类变量，两变量为点二列相

发生的影响。

关，可采用积差相关公式代替点二列相关公式计算
结

果

1. 一般情况：共调查 403 名 YMSM，回收 375 份

相关系数［6］，表 2 显示的是 Pearson 积差相关系数。
相关分析显示，性感觉寻求与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
用安全套、多性伴行为、
“419”行为、群交行为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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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偏相关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民族、户籍、教

生危险性行为［7］。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危险性行为普

育程度、每月支配资金及婚姻状况等变量的影响后，

遍存在，有 38.1% 的 YMSM 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

性感觉寻求与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多性

安全套，近 6 个月有 55.7%发生多性伴行为，51.7%有

伴行为、
“419”
行为、群交行为呈正相关（表 2）。
表2

“419”行为，5.6%有群交行为，其中发生多性伴行为
的 YMSM 比例最大，这可能与青少年性伴侣关系属

YMSM 人群性感觉寻求与危险性行为关联的
相关性分析

于典型的短期性伴侣关系有关，使得青少年相较于

性感觉寻求

危险性行为

相关系数

P值

偏相关系数

P值

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

0.246

0.000

0.247

0.000

多性伴行为

0.224

0.000

0.218

0.000

“419”
行为

0.286

0.000

0.296

0.000

群交行为

0.254

0.000

0.252

0.000

注：偏相关分析时年龄、民族、户籍、教育程度、每月支配资金、
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成年人有更多机会与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因此青
少年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应将其作为艾滋病干预重
点人群。
Kalichman 等［1］发 现 性 感 觉 寻 求 可 有 效 预 测
MSM 人群中性伴数量和无保护性肛交的可能性。
本研究发现 YMSM 人群性感觉寻求与首次同性性
行为未使用安全套、多性伴行为、
“419”行为、群交行

（3）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年龄、民族、户

为呈正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性感觉寻求水

籍、教育程度、每月支配资金、婚姻状况、性感觉寻求

平是以上 4 种危险性行为的共同危险因素。这与感

总分、首次性行为年龄、是否接受过学校提供的艾滋

觉寻求对冒险行为有动力作用有关，高感觉寻求者

病健康教育、自身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为自变量，分

倾向于寻求多变的、新异的、复杂的和强烈的感觉和

别以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多性伴行为、

体验，而冒险行为由于能够提供这种刺激来源而被

“419”行为、群交行为 4 个危险性行为为因变量进行

高感觉寻求者青睐［8］。对于青少年来说，青春期这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①因变量为首次同性

一特殊时段促使他们对性行为产生好奇心理，而具

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的回归方程中，进入回归方程

有高性感觉寻求水平的青少年由于具有追求新鲜刺

的自变量是性感觉寻求、首次性行为年龄；②因变量

激的强烈欲望更易于从事危险性行为这类冒险行

为多性伴行为的回归方程中，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

为。此外，感觉寻求水平不同的人在信息的感知方

量是年龄、性感觉寻求、首次同性性行为年龄、自身

面有差异，处于危险情景时低感觉寻求者能感受到

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③因变量为“419”行为的回归

潜在的风险或压力，而高感觉寻求者不具有此种感

方程中，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是性感觉寻求、每月

受，危险情景下更少产生恐惧及压力，因此具有高性

支配资金；④因变量为群交行为的回归方程中，进入

感觉寻求的青少年由于对危险性行为不良后果的感

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是性感觉寻求。由上可知，性感

知能力相对较弱，常常低估危险性行为的消极后果，

觉寻求是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多性伴行

更易从事危险性行为［9］。

为、
“419”行为、群交行为 4 种危险性行为的危险因

根据不同感觉寻求水平的个体在信息感知和行

素，OR 值分别为 1.064、1.060、1.094、1.135。见表 3。

为倾向上的差异，Palmgreen 等［10-11］利用这种差异进

讨

行针对不同感觉寻求水平人群的预防药物滥用研

论

究，将具有高感觉寻求水平的信息纳入一项面对全

YMSM 人群正处于性活跃期，性需求强烈，但
受到的性教育有限，自我控制力及风险意识弱，易发
表3

社区的预防药物滥用的电视宣传中，结果发现视频
播放后拨打热线的咨询者中 72%是高感觉寻求者。
该团队后续研究亦表明以电视宣

YMSM 性感觉寻求与危险性行为关系的多因素分析

传为渠道，提供新异预防信息的

性感觉寻求
危险性行为

单因素分析
β值

干预手段能有效降低高感觉寻求

多因素分析

OR 值(95%CI)

β值

OR 值(95%CI)

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

0.060 1.061(1.027～1.097)a

0.062 1.064(1.030～1.098)a

多性伴行为

0.057 1.059(1.025～1.094)a

0.059 1.060(1.026～1.095)a

0.085 1.089(1.054～1.126)a

0.090 1.094(1.060～1.129)a

a

a

“419”行为
群交行为

0.132 1.141(1.073～1.213)

0.127 1.135(1.074～1.200)

注：P＜0.01；年龄、民族、户籍、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每月支配资金、首次同性性行为年
龄、是否接受过学校提供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自身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作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中的调整变量
a

青少年大麻的使用，而低感觉寻
求者效果不明显。这一研究药物
滥用干预的报道，证实了不同感
觉寻求水平的个体在接受信息及
个 性 需 求 上 的 差 异 性 ，为 在
YMSM 人群中开展基于感觉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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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析的艾滋病干预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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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恰当。论著类稿件一般不超过 6 000 字（包括摘要及图、表和参考文献），并附相应的中、英文摘要（包括英文题名、工作
单位和汉语拼音书写的作者姓名），英文摘要可略详，摘要包含主要研究的具体数据或阳性发现；讲座、综述、会议纪要、临床病
理（例）讨论类文稿字数可视情况而定。
2. 投稿方式：本刊采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信息管理平台在线投、审、修改稿件。请登录本刊网站（http：//chinaepi.icdc.cn），
点击“在线投稿”或“作者登录”，链接至中华医学会远程稿件管理系统（http：
//www.cma.org.cn/ywzx/index.html）投稿。注册为
作者后选择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下载并填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投送介绍信及授权书》，并签章寄编辑部。来稿需经作
者单位主管学术机构审核。投稿清单：①投稿函（授权书）；②医学伦理知情同意书；③基金资助项目复印件。其他要求详见本
刊稿约。
二、审稿及有关事项
1. 本刊实行以同行审稿为基础的三审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结合本刊实际情况，凡接到收稿回执后 3 个
月内未接到稿件处理情况通知者，则稿件仍在审阅中。作者如欲投他刊，务必事先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否则将视为一稿多投，
作退稿处理。发现一稿两用，本刊将刊登该文系重复发表的声明，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上通报，并在 2 年内拒绝以该文第一
作者为作者的任何来稿。来稿一律文责自负。
2. 作者对来稿的真实性及科学性负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本刊可对来稿做文字修改、删节。凡
有涉及原意的修改，则提请作者考虑。修改稿逾期 2 个月未寄回者，
视作自动撤稿。
3. 来稿一经接受，全体作者亲笔签署《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投送介绍信及授权书》后，论文的专有使用权即归中华医
学会所有；中华医学会有权以电子期刊、光盘版、APP 终端、微信等其他方式出版刊登论文，未经中华医学会同意，该论文的任
何部分不得转载他处。
4. 普通来稿不收取审稿费，稿件确认刊载后需按通知数额付版面费。刊印彩图者需另付彩图印制工本费。版面费和彩图
印制工本费可由作者单位从课题基金、科研经费或其他费用中支付。稿件刊登后酌致稿酬（已含光盘版、网络版稿酬），论著类
文章赠当期杂志 2 本；论著摘要类文章恕不付稿酬，但赠送当期 5 本杂志。
5. 联系方式：北京市昌平区昌百路 155 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 B115 室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辑部，邮政编码：
102206，电话：010-58900730，
Email：
zhlxb198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