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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江苏省建筑生产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相关健康信念及其与艾滋病预防

要院

行为的关系遥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江苏省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健康信念与艾滋病预防行

为的资料袁分析其艾滋病健康信念和艾滋病预防行为及信念与行为的关系遥

调查对象的艾滋

病健康信念得分不高袁总分 苑援圆 分袁其中易感性得分和行为效益得分低于其他两项得分遥 外来务工
人员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用安全套的仅占 愿援怨豫遥 相关分析显示安全套使用频率与健康信念 源 个项
目得分均呈正相关遥

外来务工人员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低袁今后可以健康信念模式为

理论框架来设计艾滋病行为干预策略遥
关键词院健康信念模式曰艾滋病曰外来务工人员曰艾滋病预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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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艾滋病病毒渊澡怎皂葬灶 蚤皂皂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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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行为障碍的感知曰二是行动的线索或意向袁是指

怎灶燥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增蚤则怎泽袁匀陨灾冤感染的高危人群遥 据报道袁

人能否采取预防性措施的促进因素曰 三是影响及制

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成员 袁主要从事建筑尧搬运

康行为的因素咱远原苑暂遥 本研究利用健康信念模式研究江

青壮年袁精力旺盛袁有的长期独自在外没有正常的性

析他们的健康信念尧 艾滋病预防行为及健康信念对

生活袁从而增加了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可能性咱源原缘暂遥 性

艾滋病预防行为的影响袁 为以后的艾滋病健康教育

匀陨灾 感染者中流动人口占 苑园援怨员豫 遥 外来务工人员

约因素袁 是指影响及制约个体采取预防性行为或健

和手工业等体力劳动或个体尧私营经营咱猿暂遥 他们多为

苏省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健康信念与预防行为袁分

咱员暂

咱圆暂

行为已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遥 健康信念模式

和健康促进工作提供指导遥

渊澡藻葬造贼澡 遭藻造蚤藻枣 皂燥凿藻造袁匀月酝冤以心理学为基础袁由需要

一尧对象与方法

动机理论尧认知理论和价值期望理论综合而成袁是解
释影响人们采取健康行为因素的重要理论模式遥 健

渊一冤 对象

康信念模式主要内容院一是个体的健康信念袁主要包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袁在江苏省泰兴尧丹阳尧张家

括 源 个与行为改变紧密相关的因素袁即疾病易感性

港市抽取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建筑生产企业袁

的感知尧疾病严重性的感知尧健康行为益处的感知和

对其中所有外来务工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遥 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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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放问卷 员 源园园 份袁有效回收问卷 员 猿苑源 份袁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怨愿援员豫遥
渊二冤 方法

根据健康信念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袁问卷内容包

窑怨猿窑

员援 外来务工人员总体艾滋病健康信念水平

外来务工人员的艾滋病健康信念得分尚可袁健
康信念总得分为渊苑援圆依员援园冤分袁各项认知得分见表 员遥

易感性认知得分越高袁 说明调查对象对自己和

括 猿 个方面院第一袁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曰第二袁艾滋

家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认识越明确曰 严重性认知得

病健康信念认知袁包括 源 个项目院淤艾滋病易感性认

分越高袁说明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的危害认识越充分曰

知袁于艾滋病严重性认知袁盂艾滋病预防行为效益认

行为效益认知得分越高者袁 说明对使用安全套和避

知袁榆艾滋病预防行为障碍认知曰第三袁艾滋病预防

免性乱可以预防艾滋病的认识越清楚曰 行为障碍认

行为袁即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套使用情况遥 所有调

知得分越高袁表明调查对象了解艾滋病的途径越多袁

查问卷均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统一发放袁调查对象

采取艾滋病预防行为的障碍越少遥 本次调查对象易

独立完成后当场回收遥 计分方式院问题中有 源 个备

感性认知尧严重性认知尧行为障碍认知得分均在 远 分

的袁记分分别为 圆尧员尧园 分曰有 圆 个备选答案的记分分

于 远 分遥 源 个项目中袁易感性得分和行为效益得分低

选答案的袁记分分别为 猿尧圆尧员尧园 分曰有 猿 个备选答案
别为 员尧园 分遥 健康信念各项得分等于调查对象回答
各项子条目问题的分值之和曰各项信念的满分等于

各项目的最高计分之和遥 艾滋病易感性认知共 员员
题袁满分 圆圆 分曰严重性认知共 猿 题袁满分 苑 分曰预防

行为效益认知共 缘 题袁满分 苑 分曰预防行为障碍认知
共 员园 题袁满分 员圆 分遥

为了便于比较各项信念得分袁将各项信念得分

换算成十分制袁换算公式为院
各项十分制得分越渊各项得分衣各项满分冤伊员园
渊三冤统计学分析

于健康信念总得分遥
表员

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健康信念十分制得分

项目
易感性认知
严重性认知
行为效益认知
行为障碍认知
健康信念总分

均数
苑援园
苑援圆
缘援苑
愿援源
苑援圆

最低得分
员援愿
园援园
园援园
源援圆
猿援缘

最高得分
员园援园
员园援园
员园援园
员园援园
园怨援远

渊分冤

标准差
员援缘
圆援园
员援怨
员援园
员援园

圆援 不同人口学特征艾滋病健康信念水平比较

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艾滋病

采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园圆 软件建立数据库袁 应用 杂孕杂杂

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尧杂责藻葬则皂葬灶 秩相关等
统计分析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以上袁相当于及格水平曰行为效益认知得分较低袁低

果

渊一冤 一般情况
本次有效问卷共 员 猿苑源 份袁其中男性 苑猿缘 人渊占

缘猿援缘豫冤袁女性 远猿怨 人渊占 源远援缘豫冤遥 汉族 员 猿猿怨 人渊占

健康信念总得分比较袁 结果显示艾滋病健康信念得
分在性别尧民族尧年龄尧工种尧文化程度尧户籍间存在
差异遥 男性尧汉族尧圆园耀猿怨 岁尧其他工种工人尧文化程
度越高的尧 本省流动人口袁 艾滋病健康信念得分较
高袁见表 圆遥

渊三冤外来务工人员的艾滋病预防行为及健康信

念与预防行为的关系
在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中袁愿援怨豫的人在性生活中

怨苑援缘豫冤袁少数民族 猿缘 人渊占 圆援缘豫冤遥 未婚 远园源 人渊占

每次都使用安全套袁苑援源豫的人经常使用袁员远援源豫的人偶

怨援员远冤岁袁年龄分布为 员园耀员怨 岁 员苑猿 人渊占 员圆援远豫冤袁

本次研究以安全套使 用作为艾滋病的预防行

源源援园豫冤袁已婚 苑苑园 人渊占 缘远援园豫冤遥 平均年龄渊圆愿援缘源依

尔使用袁员源援猿豫的人从不使用袁缘圆援怨豫的人拒绝回答遥

圆园耀圆怨 岁 远怨远 人 渊占 缘园援苑豫冤袁猿园耀猿怨 岁 圆愿远 人 渊占

为袁采用 杂责藻葬则皂葬灶 相关分析对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

生产企业工人为主 员 员园苑 人渊占 愿园援远豫冤袁服务行业

结果显示袁调查对象的易感性认知尧严重性认知尧行

小学及以下 员员缘 人 渊占 愿援源豫冤袁 初中及中专 怨圆缘 人

套使用频率呈正相关关系遥其中袁行为效益认知与行

动人口 猿园怨 人渊占 圆圆援缘豫冤袁外省流动人口 员 园远缘 人

园援园员冤袁见表 猿遥

圆园援愿豫冤袁源园 岁以上 圆员怨 人渊占 员缘援怨豫冤遥 工种以建筑

预防行为与艾滋病健康信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遥

员苑园 人渊占 员圆援源豫冤袁其他 怨苑 人渊占 苑援员豫冤遥 文化程度

为效益认知尧行为障碍认知尧健康信念总分均与安全

渊占 远苑援猿豫冤袁高中及以上 猿猿源 人渊占 圆源援猿豫冤遥 本省流

为障碍认知与安全套使用频率的相关性较大 渊孕 约

渊占 苑苑援缘豫冤遥 在本地居住时间 园耀猿 个月 圆远园 人 渊占
员愿援怨豫冤袁猿耀远 个月 猿怨猿 人 渊占 圆愿援远豫冤袁远 个月以上有
苑圆员 人渊占 缘圆援缘豫冤遥

渊二冤 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健康信念水平

三尧 讨

论

渊一冤 外来务工人员存在不安全性行为
本次研究袁外来务工人员发生性行为时袁每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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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 不同人口学特征艾滋病健康信念得分比较
人口学特征
健康信念均分 标准差 在辕 字圆 值
孕值
性别
男
女

苑援圆怨
苑援园怨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婚姻
未婚
已婚
年龄分布渊岁冤
员园耀员怨
圆园耀圆怨
猿园耀猿怨
跃猿怨

工种
建筑生产企业
服务行业
其他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中专
高中及以上
户籍
本省
外省
来本地时间渊月冤
臆猿
猿耀远
跃远
表猿

员援园缘
员援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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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干预措施袁 提高艾滋病认识及安全套使用率非
常有必要遥
渊二冤外来务工人员的艾滋病健康信念认知水平

原猿援远圆苑

园援园园园

有待提高
调查对象的艾滋病健康信念总分不高袁 不到 愿

分袁高于司红玉等 咱猿暂 研究的建筑工地务工人员艾滋

苑援圆圆
远援缘缘

员援园圆
员援源猿

原猿援园猿员

园援园园圆

苑援员愿
苑援圆圆

员援园猿
员援园源

原员援园员猿

园援猿员员

远援愿圆
苑援猿源
苑援圆园
苑援园缘

园援怨愿
员援园园
员援园愿
员援园源

苑援圆园
远援怨怨
苑援缘圆

员援园圆
员援园员
员援员源

远援远员
苑援员愿
苑援源远

员援园猿
员援园猿
园援怨远

苑援猿远
苑援员缘

园援怨愿
员援园缘

苑援员员
苑援圆愿
苑援员怨

员援园圆
员援园源
员援园猿

病健康信念得分遥 源 项健康信念中袁易感性认知得分
和行为效益认知得分低于其他项目得分袁 行为效益
得分最低袁不到 远 分遥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自己可能

感染艾滋病的认识不足袁 对使用安全套可以带来的
益处了解也不多袁他们的艾滋病健康信念有待提高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本次研究袁由于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

猿源援怨缘源

园援园园园

一题包含了拒绝回答的选项袁 因此很多人没有选择
不使用的具体原因袁 这就使得对行为障碍认知得分
的估计可能会偏高遥
渊三冤 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袁

员愿援缘源愿

园援园园园

可依托健康信念模式展开行为干预
本次研究显示袁 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套使用频
率与艾滋病健康信念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袁 即健

缘愿援缘缘源

园援园园园

康信念各项得分越高者袁安全套使用频率越高遥这正
印证了健康信念理论袁 即当个体知觉到疾病的严重
程度高尧易患性大袁采取健康行为的益处多而改变行

原猿援苑缘员

园援园园园

为的代价小的时候袁健康行为最容易发生 咱怨暂遥

健康教育已被许多国家证明是针对流动人口进

行艾滋病干预的有效措施遥 健康信念模式是目前用
原圆援员愿缘

园援猿猿缘

艾滋病预防行为与健康信念的关系

安全套
健康信
健康信念认知
使用频率 易感性 严重性 行为效益 行为障碍 念总分
园援园怨源
园援园怨远
则泽 值
园援源园猿
园援缘愿怨
园援猿员圆
孕值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员

于解释和指导干预健康行为的重要理论模式之一遥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艾滋病行为干预策略可以健康
信念模式为理论来制定遥
调查对象对艾滋病易感性与严重性的认知袁决
定着他们采纳健康教育建议及改变生活方式的可能
性袁这种可能性可通过刺激强化遥 如通过讲座尧图片
等让他们了解艾滋病的危害及不安全性行为导致艾

使用安全套的仅有 愿援怨豫袁员源援猿豫的人从不使用袁安全

滋病感染的可能性袁了解了这些后袁他们就更愿意寻

率的估计不够准确遥 国内有研究发现袁源猿援源豫的流动

康行为益处和可能产生障碍的权衡袁因此袁健康教育

套使用率很低遥 另外 缘圆援怨豫的人拒绝回答袁因此这个
人口与性伴侣发生性关系时从未使用安全套 咱愿暂遥 外

求预防艾滋病的方法遥 改变能否进行还取决于对健
还需要强调采取行动的好处袁 并且尽可能地消除一

来务工人员多是来自农村的青壮年男性袁且已婚者

些障碍袁如降低安全套价格尧免费提供等等遥 今后的

居多袁处于性生活活跃期遥 他们外出打工期间配偶

健康教育可从这四方面着手袁进行行为干预袁更好地

多不在身边袁与妻子之外的女性发生性关系者占有

降低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的可能遥 并且可以加强在

一定的比例曰且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使用率低遥 他

女性尧圆园 岁以下人群尧少数民族尧文化程度较低的外

们如果不幸感染成为 匀陨灾 携带者而自身没有及时

省流动人口中更有针对性的艾滋病健康教育遥

发觉并约束不安全性行为袁一方面极有可能将艾滋
病传染给妻子袁给家庭带来巨大灾难曰另一方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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