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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性态度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对北京市十所大学的 50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

果：大学生性态度中的性责任性存在性别、年级、性经验的交互作用；性别、大学前性教育、性知识对自我中心取向的

性态度有预测作用，而年级、性知识对关系取向的性态度有预测作用。 结论：低年级有性经验的男生性责任感最低，

大学期间性教育的效果不如大学前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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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exual at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500 col-
lege students from ten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were administered a series of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ree ways interaction
among gender, grades and sexual experienc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xual attitudes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sexual edu-
cation before college and sexual knowledge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elf-oriented sex, and grades and sexual knowledge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relation-oriented sex. Conclusion: The man student who had sexual experience in lower grades
has the lowest responsi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sexual education in college was worse than befor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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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有关性观念的传入，我

国 大 学 生 对 性 的 认 识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2005-
2006 年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人

数 为 11.80% -12.37% [1，2]， 到 2010 -2011 年 间 为

18.1%-27.54%[3，4]，表明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比例有逐

年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 由青少年不安全婚前性

行为导致的计划外怀孕、多次进行人工流产、感染性

病等不良后果的概率也不断增加[5]。 基于此，近年来

大学生婚前性行为问题已受到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

者的广泛关注[6]。
Earle 等人的研究表明，性态度和性行为密切相

关，相互影响[7]。 Roche 等人的研究指出，性态度与性

行为在“宽容度”的表现上并不一致，且性态度会长

期影响性行为[8]。 因此，性态度有着不同于性行为的

独特意义。但长期以来，大部分相关研究仅关注大学

生的性行为，忽略了性态度的重要性，仅有的性态度

研究主要集中在测量工具的编制与影响因素的分析

等方面[9，10]。
性态度的形成受到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性别、

性知识及性教育等因素的影响[9，10]。 其中，性知识和

性教育可以通过积极的干预发生改变， 并促进正确

性态度的形成， 由此使这两个因素受到了研究者的

广泛关注。 金灿灿等人的研究发现性知识与性态度

的宽容性、责任感、工具性、交流性和愉悦性五个维

度均呈显著正相关[11]。 彭彧华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的性生活知识、性病知识及性成熟知识越多，
性态度越开放[9]。 此外，性知识也是健康性行为的基

础，大学生感染性病、意外怀孕以及堕胎等现象增多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性知识[12]。 同时，Kim 等人

研究发现， 性教育可以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性态

度，尤 其 是 适 度 的 开 放 性[12]。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 Wellings 分别进行的研

究均表明，性教育可使初次性经历的时间延后[13]。 可

见， 性知识和性教育对形成健康的性态度有重要意

义。
目前， 我国对大学生性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年级和性别的差异上，结果发现，大学不同年级的学

生性态度存在差异，其中大三学生最为开放 [9]，且男

生比女生更开放 [14，15]。 本研究探讨在我国文化背景

下，性教育、性知识以及其他因素对大学生性态度的

预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问卷发放对象为北京市 10 所高校在读本科生，
共发放 500 份问卷，剔除作答不认真、关键变量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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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前后回答自相矛盾的问卷， 共得 到有效数据

418 份。 其中，男生 213 人，女生 205 人；大一 77 人、
大二 106 人、大三 120 人、大四 115 人。
1.2 工具

1.2.1 人口学变量测量 包括性别 （男/女）、 年级

（为便于统计，将大一大二合并为低年级，大三大四

合并为高年级）、性经验（有/无）、大学前接受性教育

情况（有/无）以及大学期间性教育等情况（有/无）。
1.2.2 一 般 性 态 度 量 表 采 用 Hendrick 编 制 ，Le
Gall 等人修订的多维性态度量表 (The Sexual Atti-
tudes Scale)[16，17]。 分为宽容性、责任感、工具性、交流

性和愉悦性等五个维度，共 21 题。 五个维度可合成

两个二阶维度：自我中心取向（宽容性和工具性）和

关系取向（责任性、交流性和愉悦性）。
1.2.3 性知识问卷 采自 Derogatis 性功能 问 卷 中

关于性知识的子问卷 [18]，内容包括性解剖、生理、心

理和一般卫生知识。 分值范围为 0－25 分，分数越高

表明性知识越全面。

2 结 果

2.1 大学生性态度特点

2.1.1 大学生的性态度及其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特点

不同性别、年级、性经验的学生，其性态度五个维度

和两个二阶因子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 以

自我中心取向下的性宽容性和性工具性为因变量，
进行 2（性别）×2（年级组）×2（性经验）MANOVA 分

析。 结果表 明只有性别 主效应显著 （F （2，409）=
24.867，P<0.001）。 男生对两个维度的认可度均高于

女生。 以关系取向下的性愉悦性、 性交流性和性责

任性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2（年级组）×2（性经

验）MANOVA 分析。 整体检验表明，性别、年级和性

经验三者交互作用显著(F(3，408)=2.668，P<0.05)。 性

愉悦性、 性交流性和性责任性分别为因变量进行方

差分析，性责任性存在性别、年级、性经验的交互作

用 (F(1，410)=5.387，P<0.05)。 简单效应结果显示：在

低年级有性经验的群体中， 男生性责任性显著低于

女生(F(1，413)=9.02，P<0.01)。 无性经验的女生中，低

年级被试性责任性显著低于高年级被试(F(1，413)=
7.08，P<0.01)。 低年级的女生中，有性经验的被试性

责任性显著高于无性经验的被试(F(1，413)=4.86，P<
0.05)。 同时，性交流性存在性别、性经验的交互作用

(F(1，410)=5.911，P<0.05)。 有性经验的群体中，男生

性交流性低 于女生 (F(1，415)=8.20，P<0.01)；无性 经

验的群体中， 男生性交流性高于女生 (F (1，415)=
4.54，P<0.05)。 性交流性还存在性别、年级的交互作

用 (F(1，410)=6.594，P<0.05) ，低年级女生的性交流

性低于男生(F(1，415)= 12.26，P<0.001)，但高年级女

生的性交流性高于男生(F(1，415)=4.09，P<0.05)。 此

外， 性愉悦性还存在性经验和年级的交互作用 (F
(1，410)=4.024，P<0.05)，低年级无性经验被试的性愉

悦性高于高年级无 性经验的 被试 (F(1，415)=19.93，
P<0.001)，低 于 低 年 级 有 性 经 验 的 被 试 (F(1，415)=
4.65，P<0.05)。 性愉悦性还存在性别差异(F(1，410)=
11.328，P=0.001)，男生的性愉悦性高于女生。
2.1.2 大学生的性态度与性教育 以自我中心取向

中的性宽容性和性工具性为因变量，进行 2（大学前

性教育）×2（大学期间性教育）MANOVA 分析。 结果

表 明 只 有 大 学 前 性 教 育 主 效 应 显 著 (F (2，413)=
4.825，P<0.01)。 分别以性宽容性和性工具性为因变

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仅性宽容性存在大学前

性 教 育 的 主 效 应 (F(1，410)=7.963，P<0.01)，大 学 前

接受过性教育的被试性宽容性显著高于无性教育的

被试。以关系取向的性愉悦性、性交流性和性责任性

为因变量，进行 2(大学前性教育)×2(大学期间性教

育) MANOVA 分析。 结果表明大学前和大学期间的

性教育均不存在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
2.2 大学生性知识特点

2.2.1 大学生的性知识及其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特点

以性知识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2（年级组）×2（性

经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只有性别和性经验主效应

显著。 男生的 性知识得分 显著地高于 女生 (M 男=
12.04，M 女=8.96，F(1，410)=6.934，P<0.01)，有性经验

者 的 性 知 识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无 性 经 验 者 (M 有 性 经 验=
13.97，M 无 性 经 验=9.86，F(1，410)=22.808，P<0.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不同性别、年级、性经验的被试在性态度各维度上的平均分与标准差

·536·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 4 2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3 � �� � ���!����� ������� � �������� �!��������

 
2.2.2 性教育与大学生的性知识 以性知识为因变

量，进行 2（大学前性教育）×2（大学期间性教育）方

差分析。 结果表明只有大学前性教育主效应显著(M
大学 前 有 性 教育=12.21，M 大 学 前 无 性教 育=9.98，F(1，410)=6.482，
P<0.05)，大学前接受过性教育的被试性知识得分显

著高于无性教育者。
2.3 大学生性知识与性态度的相关

表 3 呈现了性知识与性态度各维度的相关，表

明性知识与性态度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2.4 大学生性态度的影响因素

以自我中心取向和关系取向性态度为因变量，
分三步进行分层线性回归：首先进入性别与年级，第

二步进入性经验、大学前和大学期间的性教育变量，
第三步进入性知识。 表 4 结果显示， 自我中心取向

性态度的显著预测变量为性别、大学前性教育，其中

性别的预测作用最大，性知识边缘显著（P=0.056）；
关系取向性态度的显著预测变量为年级和性知识，

后者的预测力大于前者。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性宽容性、 性工具性和性

愉悦性高于女生，性责任感低于女生，这与以往研究

结果一致。 中西方大学生的性态度具有相似的性别

差异特点，即男生对性更开放[8-10，15]，对各种如一夜情

和性侵犯[19]等行为也更宽容，更看重性的生理愉悦[14]。
有学者指出， 社会文化规范等因素在这一性别差异

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比如社会规范对女性贞洁的要

求高于男性，就会使女性对性更加谨慎[20]。
在性态度的年龄差异方面，Le Gall 等人的研究

显示年龄较小时女生的性责任感强于男生， 年龄较

大时无性别差异 [17]。 金灿灿等人发现高年级学生比

低年级更赞同婚前性行为， 这表明低年级学生对性

的态度更为谨慎[11]。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年级

和性经验这三者对性态度的交互作用， 结果却发现

低年级有性经验的男生性责任感最低， 低于高年级

和低年级无经验人群。 这个结果值得教育工作者关

注。 有研究表明性伴侣越多，性态度越开放[21]，因此，
过早的性经验可能使男生减少对性行为的重视，并

提高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 男生性知识的掌握情况比女

生好，中西方以往研究亦发现相似结果。 此外，大学

前接受性教育者的性知识好于未接受者， 而大学后

的性教育对性知识的获得没有显著作用。 该结果与

Synovitz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反，后者发现大学期间接

受性教育者的性知识得分高于高中时接受性教育的

学生[22]。 这一差异可能与中美学校性教育内容的设

表 2 不同性教育情况的大学生性态度（平均值±标准差）

表 3 性知识与性态度的相关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4 自我中心取向和关系取向的分层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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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关。 美国大学的性教育内容涉及堕胎、同性恋、
性反应、性障碍等核心主题[22]，而中国大学性教育与

大学前性教育的内容相近， 依然以基本性卫生知识

为主要内容。 在大学前学习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学生

获得一定的性知识，但随着年龄发展，这些知识已不

能满足大学生的需要， 因此大学性教育未能起到应

有的作用。
本研究中大学前所受的性教育可以预测大学生

自我中心取向的性态度， 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对性

更宽容，更能接受如一夜情等性行为。 与此相对，在

美国结果发现， 性教育能够增加节制力， 减少性行

为，提高性责任感 [23]。 这可能与中美性文化差异有

关，有研究发现，由于文化不同，亚洲大学生比西方

对性的态度更保守[24]。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较为保

守，青少年时期，学校的青春期教育是其主要的信息

来源，因此，这时的性教育往往能够有所成效。 性教

育使学生对性的认识更客观， 可以减少对性的过分

惧怕和羞耻感，使宽容性增加[12]。 而美国文化本身对

性就较为开放，所以经过学校性教育，美国学生对性

的认识会更严谨，可以避免过度开放。
本研究结果发现， 性知识对关系取向性态度有

显著的预测， 对自我中心性态度预测边缘显著。 正

确的性知识越多，性责任感、性宽容性和性愉悦性也

越高。以往研究结果表明，性知识能够使青少年在对

待性行为时更谨慎，更富责任感[9，25，26]，这与本研究的

结果相一致。但是与西方研究相比，本研究还发现性

知识对性态度同样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性知识越

多，学生的性宽容性和性愉悦性也越高。这与性教育

的研究结果相符， 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去极端

的倾向，可以使中国学生减少性保守程度。但是这同

时也提醒教育者，如果不加引导，学生可能会过度性

开放。因此，教育者应该重视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双重

影响，对学生的性态度进行适当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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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公或歧视进行直接表达， 直接对抗可能是纠正

社会不公或铲除歧视的最好方法， 从而能减轻歧视

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 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

主流的我国社会文化，鼓励人们采用温和的方式（如

忍让、宽容）来化解人际冲突与矛盾。本研究中，积极

应对之所以会增强流动儿童歧视知 觉与抑郁的 关

系， 可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界现状很难通过积极

应对而改变，例如，某些城市学校对流动儿童收取择

校费， 这种做法仅凭流动儿童的积极应对是无法奏

效的。 由于歧视源在客观上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当

流动儿童感受到歧视时， 他们越主动努力、 积极应

对，越会失望，结果越抑郁。
社会压力的 心理表现受 到个体应对 行为的调

节， 但应对的效果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有关。 由于

积极应对的调节作用显著，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

社会支持这一资源对积极应对的调节效应的影响。
结果发现， 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缓冲积极应对对歧

视压力与抑郁关系的增强效应：社会支持较少（低分

组）和一般多（中等组）时，随着积极应对水平的提

高，歧视知觉对抑郁的不利影响加大，这一趋势在低

支持高积极应对组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社会支持水

平较高（高分组）时，随着积极应对水平的提高，歧视

知觉对抑郁的不利影响逐步减弱。这一结果提示，从

应对歧视压力的角度看，流动儿童应该“量力而行”：
社会支持缺乏或较少时， 避免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

应对歧视；社会支持充足时，可以适当采用积极应对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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