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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在校大学生性态度、性行为现状及其主要相关因素，为高校针对性地进行性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采用自行编制的大学生性态度、性行为现况调查问卷，以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长沙市某综合性

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共调查在校大学生 1832 名， 232 人（12.7%）发生过插入性行为，其中 119 人(51.3%)
曾采取避孕措施，避孕方法主要以避孕套（71.6%）为主，其次为体外射精（33.0%）、服用避孕药（27.0%）、安全期避孕

法（21.3%）。 首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 19.0±1.7 岁，最小年龄 13 岁，最大年龄 22 岁；大学生对自慰性行为和婚前性

行为的接受程度较高，分别为 59.0%和 42.8%；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OR=1.677）、饮酒(OR=1.314）
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 (OR=2.143） 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性观念； 性观念开放程度 (OR=3.910）、 恋爱 (OR=
23.666）、吸烟(OR=2.492）、饮酒(OR=1.868）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插入性行为，而大学前同父母生活在一起(OR=0.634）
对其起到负向预测作用。 结论：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接受的比例较高；其家庭背景、性观念、恋爱及不良的生活习惯

对大学生性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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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status of sexual attitude and behavior and its relevant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823 college students chosen from a
comprehensive college in Changsha by multistage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Results： 232 (12.7%) students had sexual in-
tercourse, but only 119 (52.0%) students had taken contraceptive methods of which condom, ejaculation outside, taking
contraceptive drugs and safe period contraception accounted for 71.6%, 33.0%, 27.0% and 21.3% respectively. The mean
age of the first sexual behavior was 19.0±1.7, while the minimum was 13 and the maximum was 22. The proportion of stu-
dents’ approval of masturbation,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ur was higher, accounting for 59.0% and 42.8%.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moking (OR=1.677)、drinking (OR=1.314) and the high degree of per capita family income
(OR=2.143)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sexual attitude; open degree of sexual attitude(OR=3.910）、love(OR=
23.666)、smoking(OR=2.492)、drinking(OR=1.868)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sexual intercourse, while liv-
ing with parents before enrolling in college (OR=0.634)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Con-
clusion： The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accept premarital sex is high; family background、sexual attitude、love、and bad
habit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exu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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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理发育正趋于成熟阶段，其性兴趣、性

冲动、性疑惑及手淫和性梦幻的频频发生，加之多数

高校仍未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程， 在强烈的性需求

下易导致其性压抑和性失范。 有关研究表明，2000
年全国大学生的性行为报告率为 10.11%[1]，2005 年

全国中、东、西部的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为 13.7%[2]；
张丝艳等人研究结果显示，2010 年北京四所高校大

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的报告率为 14.0%[3]。 这提示大学

生的性行为发生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当代大学生

性行为的发生与其生理发育的成熟程度和在社会生

活中的品行和习惯密切相关[4，5]。 以往大多数研究报

道只对性别、生源地、年级、专业，吸烟，饮酒等影响

性行为的客观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尝试在

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高校大学生的性

态度与性行为方式，并探讨相关的因素，为社会和高

校开展大学生性健康干预提供基础数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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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某综合性高校为研究现

场，为了提高问卷的应答率，研究对象选择大学三年

级学生，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按照社会科学、理

工学、医学、艺术四个学科分层后，再在每个学科中

的班级中随机抽取 58 个班级进行调查，实际调查人

数 为 1952 人 ，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1823 份 ， 有 效 率

93.4%。
1.2 工具

1.2.1 个人基本信息问卷 包括被调查人的性别、
年龄、生源地、家庭经济水平、专业类别、是否独生子

女、月经初潮年龄 ／ 首次遗精年龄、家庭类型。
1.2.2 性观念问卷 该部分共 12 个相关条目，分别

询问对婚前性行为、自慰行为、婚外情、同居、一夜

情、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商业性行为、多个性伙伴、
未来配偶以前的性经历、未婚怀孕的看法，以及认为

自身的性观念是否开放。按“绝对错误”“错误”“有点

错误”“基本上没有错误”“没有错误” 和 “传统”“一

般”“开放”来选择（在后面的计算中将“绝对错误、错

误”合并为一类记为“错误”；有点错误、基本上没有

错误、没有错误合并为一类， 记作“没有错误”）。
1.2.3 个人生活问卷 包括是否恋爱， 是否发生过

边缘性行为，是否发生过插入性行为，第一次发生性

行为的年龄、原因，性交方式，若对方要求发生性行

为时是否有能力拒绝， 性交时是否采取了避孕措施

以及避孕方法，是否流产。

1.3 质量控制

采用匿名方式， 待被调查者填写完后再将问卷

装回信封并密封，最后当场统一收回。
1.4 统计学处理

用 Epidata3.0 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 然后通

过 SAS9.1 和 SPSS13.0 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本 次 总 共 调 查 1823 名 大 学 生 ， 男 生 948 人

(52.0%)，女生 875 人（48.0%），年龄 16～26 岁（平均

21±1 岁）；农村生源地 835 人(45.8%)，小城镇 449 人

(24.7％)，大 中 城 市 539 人 (29.5%)；社 会 科 学 类 490
人 (26.8%)，理 工 类 740 人 (40.7％ )，医 学 类 510 人

（28.0%）， 艺术类 83 人 （4.6%）； 恋爱人数 995 人

（54.6%），未恋爱人数 828 人(45.4%)，男性首次遗精

平均年龄为 8～20 岁（14.2±1.7 岁），女性月经初潮年

龄为 10～18 岁（13.3±1.3 岁）。
2.2 大学生对各类性行为的态度

结果显示：1823 名大学生中，851（46.7%）人 认

为自己性观念传统，642（35.2%）认为自己性观念一

般，330 名（18.1%）认为自己性观念开放。 其次对婚

前性行为、 自慰性行为及同性性行为的接受率均比

较高，且男性高于女性。 详见表 1。

2.3 大学生性行为的发生情况

在所调查大学生中， 发生边缘性行为的有 867
人 ， 占 47.6%； 发 生 插 入 性 行 为 的 有 232 人 ，占

12.7%。 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 19.0±1.7
岁，最小年龄为 13 岁，最大年龄 22 岁。 男性第一次

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 为性冲动（43.3%），其 次为

爱慕对方（37.3%）；女性第一 次发生性 行为的主要

原因是爱慕 对方（45.6%），其次为 性冲动（22.8%），
其在男女性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24）。 232
名发生性行为的大学生中， 曾采取避 孕措施的有

119 人，占 51.3%，避孕方法主要以避孕套为主，占

71.6%，其次为体外射精、服用避孕药、安全期避孕

法、其他，分别占 33.0%、27.0%、21.3%、10.0%。 81 名

有插入性行为经历的女性大学生中， 发生流产的人

数有 9 人，占 11.1%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大学生边缘性行为与插

入性行为在不同性别、生源地，学科等因素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2。
2.4 大学生性观念、性行为多因素分析结果

以插入性行为为应变量，以性观念、性别、生源

地、是否独生、学科、家庭人均年收入、女性月经初潮

年龄 ／ 男性首次遗精年龄、是否吸烟、是否饮酒、大学

前是否同父母住一起、是否谈过恋爱为自变量，进行

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吸烟、饮酒、恋

爱、 性观念开放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插入性行

为（表 3）。 相关因素赋值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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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发生性行为的 11 个可能相关因素与赋值 3 讨 论

本研究对性行为的界定： 边缘性行为指人类个

体之间有意识地触摸自己或性伴侣身上的性敏感区

域的行为, 如拥抱、亲吻、抚摸等；插入性行为指男

女性器官接触的行为 [1，6]。 结果显示，大学生插入性

行为的发生率 12.7%， 这一结果与众多研究结果不

一致。 可能与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时间、标

准、样本来源、样本规模及样本构成不同有关。此外，
第一次发生性行为在“17-20 岁”期间达到高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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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 年前“20-22 岁”提前了一个年龄段。 这暗示着

大学生性行为呈低龄化趋势。 另外研究显示将近一

半的学生在性活动的过程中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即

使采取了避孕措施， 也有一半是采用不安全的避孕

方法。可见大学生的避孕意识比较淡薄，常导致意外

妊娠、人工流产等生殖健康问题，也将增加大学生感

染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性观念主要集中反映在对

自慰性行为、婚前性行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态

度上，结果显示大学生对自慰性行为、婚前性行为的

接受率已达 83.9%、76.6%， 但是认为自己性观念开

放的大学生却仅占 18.1%。 可见大学生性观念呈现

开放，宽容、多元化的趋势，但其在性观念上又带有

一定的盲目性和矛盾性。另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对

于众多性行为， 除同性恋外男性对其的接受率均比

女性高，与众多研究一致 [7，8]。 而女性对同性恋的接

受率却比男性高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男女性不同个

性决定的，女性比较感性而男性更加理性些，此现象

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另外性行为的多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主观认为自己性观念开放是影响大学

生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危险因素， 认为自己性观念开

放的大学生插入性行为的发生率是性观念传统的大

学生的 3.91（2.48～66.149）倍，可见承认自己性观念

开放的大学生是高校中发生性行为的高危群体。
影响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

了上面提到的性观念， 恋爱也是导致性行为发生的

一项重要因素， 恋爱的大学生发生插入性行为的频

率是没有恋爱的 23.666（10.924～51.269）倍。 这提示

对恋爱的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教育引导， 是帮

助大学生树立正确性观念的重要途径。 但是不容忽

视的是仍有一部分未恋爱的学生也发生过性行为，
可见大学生中的性行为并不单发生于恋人之间，也

并不仅仅是众人认为的“爱情的升华”，其在性冲动

和好奇心的驱使下可能发生一夜情。此外，大学前一

直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大学生的性 行为发生率 较

低，这与 Yates 等人的研究一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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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临床心理学培训班

为满足国内医疗、教育及心理学单位开展心理学工作的需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研究

所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委员会定于 2012 年 5 月和 2012 年 10 月在长沙举办全国临床心理学

培训班———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内容包括心理评估 （智力测验、 个性测验及单项神经心理测验

等）。 学习结束考核合格者，可授 10 学分（A 类学分），并颁发继续教育证书。 需要了解详情者，请来信和

电话联系。
联系地址：长沙市人民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 联系人：吴萍陵

邮编：410011 电话：0731-85292126，0731-85361982 E-mail：wulind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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