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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性态度对青少年危险性行为的预测作用。 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法，从长沙市两所普通中

学、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对初一至高三学生进行现场测评。 采用的测评工具有：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

表、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SS-CA）、Barratt 冲动量表（BIS）、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问卷（AHRBI)、性态

度量表（ATSS）、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量表。 采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我国青少年性态度处于中等开

放水平。 控制年龄、性别、性知识、饮酒行为、冲动等变量后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青少年性态度对青少年危险

性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结论:青少年性态度对青少年危险性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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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diction function of adolescent sexual attitude to adolescent risk sexual behav-
iors. Methods: According to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1128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grade 7 to grade
12 were recruited from three schools of two cities in China. The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SSS-CA),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BIS), Adolescent Health Related Risky Behavior In-
ventory (AHRBI), Attitudes Toward Sexuality Scale(ATSS), Adolescent Psychosexual Health Questionnaire, and general de-
mographic form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The openness of the sexual attitudes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closes to medium
level. Uncondition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dolescent sexual attitudes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possibility of adolescent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fter controlling the variables of age, gender, drinking behaviors, impul-
siveness and sexual knowledge. Conclusion: The adolescent sexual attitudes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possibility of
adolescent risk sexu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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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态度是个体对性行为所持有的一种基本心理

倾向，是一个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的多维交

互系统。态度是行为决定过程中的关键成分，而性态

度是性行为尤其是危险性行为决定过程中的关键成

分。 所谓危险性行为(risk sexual behavior)是指可以

引起行为人之间体液交换的性行为， 如拥有多个性

伴侣、在性活动过程中不能坚持持续采取保护措施，
或者在性活动前或性活动中饮酒或者服用药物的性

行为，同时也包括低龄的性行为[1]。 有研究发现性态

度与青少年、 甚至成年早期的个体在性活动中避孕

套的使用[2]及 性 行 为 本 身 [3，4]紧 密 相 关。Michaela 等

人[5]研究发现性态度不仅能够预测青少年是否发生

性行为， 还能预测青少年避孕状况。 个体性态度越

消极，采用避孕措施的可能性越低。 张原震[6]对郑州

市大学生的性行为研究也发现， 性态度对性行为具

有显著地影响作用， 性态度开放的男学生发生性行

为的可能性是性态度保守的男学生的 4 倍， 女生则

是 3 倍。
虽然国外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了青少年性态度

与青少年危险性行为之间的关系， 但我国此类研究

罕见， 非常有必要了解我国青少年性态度现状及其

对青少年危险性行为的预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长沙市两所普通中学、 北京市一

所普通中学的初一至高三的学生，共获得 1128 份有

效问卷。 其中男生 507 人，女生 616 人，性别信息缺

失 5 人。 初中生为 489 人，平均年龄 13.26±0.95 岁，
高中生为 621 人，平均年龄为 15.91±0.90 岁。 年级

信息缺失 18 人。
1.2 工具

1.2.1 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ubjective So-
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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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CA）[7] 由胡牡丽等人编制， 适用于初中和高

中各年级的青少年，该量表共包括 2 个条目，分别测

量主观家庭地位和主观学校地位。 每一条目按 1-10
级计分， 其中 1 表示主观地位最低，10 表示主观地

位最高。
1.2.2 青 少 年 健 康 相 关 危 险 行 为 问 卷 （Adolescent
Health Related Risky Behavior Inventory，AHRBI） [8]

由王孟成等人编制，共有 38 个条目，测查 6 个领域

的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自杀自残、无保护性行为、吸

烟饮酒、破坏纪律、攻击暴力和健康饮食。 本研究选

用其中的饮酒分量表（3 个条目）、无保护性行为分

量表（5 个条目）。 无保护性行为分量表任何一个条

目计分为 1 或 1 以上，则认为该学生有危险性行为。
1.2.3 性态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Sexuality Scale，
ATSS）[9] 该量表由陈于宁等人修订成中文版，用于

评估青少年一般性态度， 全量表共包含 13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式 5 级计分，总分范围为 13 至 65 分，得

分越高反映青少年对性行为的态度越开放、越宽松。
1.2.4 Barratt 冲动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10] 由 30 个条目组成，评估个体在注意、行动

和计划 3 个方面的冲动性。 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冲

动水平越高。
1.2.5 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量表[11] 共有 46 个条目（包

括 4 对测谎题），包括性认知、性价值观和性适应 3
个分量表。 本研究选用性认知分量表，共 9 个条目，
用于评估青少年性生理和性行为两方面的性知识。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最

初获得的青少年性态度得分是连续变量， 为研究需

要将其转化为等级变量，转换方法是：将 1128 名学

生性态度量表得分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序， 计算 3 个

四分位数（30、36 和 40），小于或等于 30 的数值编码

为 1，大于 30 小于等于 36 的数值编码为 2，大于 36
小于等于 40 的数值编码为 3， 大于 40 的数值编码

为 4。

2 结 果

2.1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描述性分析

1128 名有效被试中，男生 507 人，占 44.9%，女

生 616 人， 占 54.7%， 性别标识不明确的 5 人，占

0.4%， 男女比例相当。 汉族 1070 人， 少数民族 55
人，汉族所占比例较大。 其他人口特征详见表 1。
2.2 青少年各量表得分情况

全体被试及男、女生各量表得分见表 2。 男生性

态度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男生饮酒行为得分高于女

生，性知识高于女生。在 1128 名中学生中有 98 人发

生过危险性行为。

表 1 样本人口学特征

注：不稳定家庭由离婚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组成

表 2 青少年各量表得分情况（M±SD）

注：*P＜0.05，**P＜0.01，***P＜0.001

2.3 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

已有大量研究发现性别、年龄、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性知识、性态度、饮酒行为、冲动人格等因素共同

影响青少年危险性行为的发生率。 为了精确探讨青

少年性态度对青少年危险性行为的影响， 需要控制

其他影响因素， 为此本研究先做 了单因素非 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筛查除性态度之外的影响因素。
分别以性别、年龄、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量表性认知分

量表得分、 家庭结构、AHRBI 饮酒分量表得分、BIS
得分、SSS-CA 得分为自变量，以青少年是否发生危

险性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性认知、饮酒行为、冲动

对青少年危险性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β=0.043～
0.557，P<0.05）。

根 据 上 述 单 因 素 非 条 件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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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将理论上有重要意义和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的

几个变量（年龄、性别、性认知、饮酒行为、冲动）加以

控制，以性态度量表得分为自变量，青少年是否发生

危险性行为为因变量纳入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

进行拟合。 结果显示青少年性态度可以预测青少年

危险性行为。性态度越开放，青少年越可能发生危险

性行为。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性认知、饮酒行为、冲

动等变量的情况下，以性态度水平 1 为参考值，性态

度水平 2 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危险性行为， 但性态

度水平 3、4 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危险性行为， 性态度

量表得分在 36~40 分之间的青 少年发生 危险性行

为可能性是性态度量表得分在 30 分及 30 分以下青

少年的 4.08 倍， 性态度量表得分在 40 分以上的青

少年发生危险性行为可能性 是性态度量 表得分在

30 分及 30 分以下青少年的 7.84 倍。 见表 3。

表 3 青少年性态度对青少年危险性行为的预测作用

3 讨 论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青少年性态度已经较开放，
性态度平均分为 35.63，接近性态度量表总分的中数

水平。由此结果看出，我国青少年的性态度随着经济

发展、社会变迁、国外性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再处于

保守状态。这与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宋桂

荣等人于 2004 年对 960 名学生调查发现我国青少

年的性观念较开放[12]。 张晓君等于 2008 对中学生性

态度的调查发现，30.95%的学生赞成或理解婚前性

行为，17.32%的学生赞成或理解与陌生人发生性关

系[13]，甚至有 13.74%的学生认为 15 岁到 20 岁的学

生就可以发生性行为[14]。
单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发现年龄、性别、饮

酒行为、 冲动水平和性认知对青少年危险性行为有

显著预测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对青少

年危险性行为预测作用不显著。 在控制了年龄、性

别、性认知、饮酒、冲动这些因素后，采用非条件 Lo-
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性态度与青少年危险性行为的

关系，结果显示，青少年性态度可以预测青少年危险

性行为，即性态度越开放，青少年越可能发生危险性

行为。 性态度量表得分在 36~40 分之间的青少年发

生危险性行为可能性是性态度量表得分在 30 分及

30 分以下青少年的 4.08 倍， 性态度量表得分在 40

分以上的青少年发生危险性行为可能性是性态度量

表得分在 30 分及 30 分以下青少年的 7.84 倍。 性态

度是青少年危险性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理性

行为理论和决策平衡理论 [15]都支持这一观点，这也

与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一致[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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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针对体表缺陷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所研发的心

理弹性量表。现有的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涉及到的

被试有经历地震的青少年 [17]、吸毒人员子女 [18]等，但

关于体表缺陷这种慢性的长期创伤所带来的痛苦与

心理弹性的研究较少。 在编制量表前期的访谈中我

们获知，许多青少年即便在做了手术和手术成功后，
依然对自己不满意。 由于手术后的人造小耳不可能

与自然生长的耳朵完全相似， 许多青少年患者或父

母因为经济投入大、 又未达到自己期望的效果而心

理失衡，引发出后续的继发性心理和社会适应困难。
本量表的开发有助于在临床领域建 立手术预警 机

制，减少消极后果发生的概率。 其次，本量表维度全

面， 首次从过程论的角度同时涵盖了心理弹性概念

中所包含的风险因子和保护因子。 尤其是缺陷接受

这个分量表可以一表两用， 一方面可以作为心理弹

性的一个分量表计入总分，另一方面，这一量表可以

单独使用，作为筛查的预警工具，提前筛查出心理风

险高（即缺陷接受程度低）的患者，以期进行心理干

预后再手术，从而更好地做到全面修复，不仅修复创

伤的体表缺陷，同时修复心灵的创伤。
体表缺陷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中除去缺陷接受

分量表， 另外 5 个分量表包含了前人研究所提及的

心理弹性中的主要保护因子， 因此这 5 个分量表也

可以适用于一般青少年测量其心理弹性中的保护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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