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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现状差异比较
史校铭 员袁陈忆嘉 员袁王 超 圆袁屠小明 猿袁郑 宇 猿

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袁圆援基础医学院袁猿援计算机教研室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比较近十年中国大学的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在性行为的发生率和保护率上的差异袁

要院

探讨医学教育对性行为现状的影响袁为更好地开展大学生性教育提供依据遥

收集 圆园园圆 年 员 月

至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国内发表的关于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现状的文献袁 按照纳入剔除标准进行筛
选尧评价袁并提取数据进行荟萃分析遥 若异质性过于明显袁无法解决时袁则放弃 酝藻贼葬 分析法袁只对结
符合要求的文献共 员缘 篇袁提取数据 员缘 组遥异质性过于明显而无法解

果进行一般的统计描述遥

决袁故进行一般统计描述遥 医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低于非医学生袁性行为的保护率高于非医学生曰
不论医学生还是非医学生袁性行为的发生率与保护率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遥

高校大学生性行

为问题不容乐观袁急需干预措施遥
关键词院性行为曰发生率曰保护率曰医学生曰非医学生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远苑

文献标识码院 粤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圆冤0远原源源圆原园园缘

当今社会袁随着网络的普及袁信息资源来源的不

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尧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袁对

断丰富以及国内外思想的融合袁当代大学生对于性

圆园园圆 年 员 月至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进

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遥 我国高校大学生

行检索袁并对文献的中文参考文献再次扩大检索袁以

恋爱现象相当普遍袁同居现象也屡见不鲜遥 在性生

免遗漏相关符合标准的文献遥 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

理上袁大学生已趋成熟袁然而性心理还未脱离幼稚尧

初步获得 猿怨愿 篇文献遥

盲目尧冲动 遥 医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袁接
咱员暂

渊二冤相关定义

受系统的医学教育袁较非医学生而言袁理应对性有更

性行为院性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袁广义的

为科学的认识遥 然而其性行为以及无保护性行为的

性行为是指人类个体之间有意识地触摸自己或伴侣

发生率是否与普通大学生有所差异袁尚无明确证据遥

的性敏感区域的行为袁狭义的性行为是仅指男女性器

为分析当今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认识及其行为现

官接触的行为遥 本研究所论及的是指狭义的性行为遥

状袁探究与医学教育的相关性袁从而为制定符合我国

性行为发生率院 本研究所论及的是以异性性交

国情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袁 本文就 圆园园圆 年 员 月至

为标准遥

性行为现状的相关文献进行数据整理尧分析遥

经常采用避孕套作为避孕防病措施为标准遥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国内发表的针对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

一尧对象与方法

性行为保护率院 以每次性交时采用避孕套或者
渊三冤纳入与剔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文献发表于 圆园园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

渊一冤文献来源

月曰以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匿名调查曰研究对象为医

搜索国内发表的针对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性行

学专业以及非医学专业的中国高校大学生袁 且样本

为现状的相关文献袁以野大学生性行为冶尧野医学生性

量大于 圆园园 人曰有明确的性行为发生率和渊或冤保护

行为冶尧野无保护性行为冶尧野艾滋病冶为关键词袁在中国

率的统计结果遥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渊员员运允月猿员园园园缘冤袁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渊圆园员圆杂允月愿愿园园缘怨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缘原员苑
作者简介院史校铭渊员怨怨员原 冤袁男袁浙江宁波人袁临床医学本科在读曰郑

数据处理袁通讯作者遥

宇渊员怨苑远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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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标准院重复报告袁即同一调查的不同文献曰
原始数据记录不完整曰文献中的调查对象仅仅为医
学生或者非医学生遥

窑源源猿窑

员缘 组文献资料显示袁大部分医学组性行为的保护率

高于非医学组袁 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医学生性
行为的保护率高于非医学生遥

渊四冤质量评价与资料提取

渊三冤性行为发生率与保护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对每个研究对象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质量评

将所有符合纳入标准 的文章按照调查年份汇

估院淤问卷设计和调查方法是否合理曰于研究对象是

总袁并根据其权重合并袁观察其变化情况遥 由图 猿尧图

否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曰盂统计方法是否恰当遥 独
立提取文献资料袁包括文献的出处尧文献的第一作

源 可见袁非医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袁
医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低于非医学生袁 但年度间波

者尧调查时间尧研究样本量尧性行为发生率尧性行为保

动较大曰大学生的性行为保护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袁

护率遥

且医学生的保护率在每年度均高于非医学生遥 但在

渊五冤统计分析及方法
采用 砸藻增皂葬灶 源援圆 版袁通过对纳入文献进行异质

性检验袁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或随机效应

模型渊孕 臆 园援园缘冤对医学生和非医学生的性行为发生

圆园员员 年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的保护率均有下
降趋势遥

三尧现状讨论

率与保护率进行合并袁求合并效应值和 怨缘豫可信区

渊一冤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比较

间渊悦陨冤遥当异质性较大时袁根据异质性的来源进行亚

根据统计可知袁 由于大学生已处于性生理的成

组分析袁 做敏感性分析袁 考虑协变量的影响进行

熟阶段袁随着初婚年龄的推迟袁婚前性成熟期随之延

酝藻贼葬 回归分析咱圆暂袁分析存在异质性的原因遥若异质性

长 咱员怨暂袁加之年轻人的性观念逐渐开放袁所以无论是医

果进行一般的统计描述 咱猿暂遥

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的统计结果也佐证了

过于明显袁无法解决时袁则放弃 酝藻贼葬 分析法袁只对结

二尧结

果

学生还是非医学生袁性行为的发生都已不足为奇遥 医
教育者不应再无视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性现象遥 相较
于非医学生而言袁医学生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袁对性尧

渊一冤文献检索结果

生殖有更为科学的认识袁使得医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

在初步检索所得的 猿怨愿 篇文章中袁根据文献纳

比非医学生低遥 但医学教育并不能完全替代性健康教

入和剔除标准袁获得 员缘 篇符合要求的文章进行荟萃

育袁且行为的建立往往滞后于意识的形成遥 开展性道

第一作者尧调查时间尧地点尧样本总人数尧医学组与非

面系统而科学的性健康教育依旧刻不容缓咱圆园暂遥

分析袁从中提取出 员缘 组数据

遥 提取文献的出处尧

咱源原员愿暂

医学组样本人数尧性行为发生人数尧性行为保护人数
的具体数据如表 员遥 参加调查的学生年龄在 员苑耀圆源

德教育袁以及涵盖性生理与心理尧生殖与避孕等多方
渊二冤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保护率比较
根据统计可知袁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在性行为的

岁袁按医学专业和非医学专业分为两大类袁医学专业

保护率上有差异袁 医学生的保护意识要高于非医学

共计 猿源 源远怨 人袁非医学专业 圆员圆 缘圆源 人遥 各文献被

生遥这一现象说明袁医学教育能够对性行为产生一定

采用 砸藻增皂葬灶 源援圆 版软件分别对大学生性行为发生

我保护意识更强遥 同时反映了医学生更好地掌握了

调查的男女生比例约为 员颐员袁故性别对结果无影响遥

的影响袁即医学生更注重性行为过程中的安全性袁自

率以及保护率进行分析袁结果见图 员尧图 圆遥

避孕知识袁了解无保护性行为的危险性遥但从两者保

由森林图可见本研究资料属高度异质袁无论进

护率的绝对数值来看袁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都不容乐

行亚组分析尧敏感性分析尧酝藻贼葬 回归分析袁都无法解

观遥说明我国的性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袁大学生群体不

决袁具有明显的方法学异质性袁应考虑放弃 酝藻贼葬 分

具备与其年龄和文化程度相适应的性知识水平袁对

渊二冤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与保护率

的偏离袁导致严重后果和终身遗憾 咱圆员暂遥危险性行为可

析法袁只对结果进行一般的统计描述遥
的统计描述

性的自我保护措施知之甚少袁易造成性观念尧性行为
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袁如非意愿妊娠尧流产尧性传播疾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是否有差异院

病等袁都会对大学生袁尤其是女大学生造成严重的身

员缘 组文献资料显示袁绝大部分的医学组性行为的发

心伤害咱圆圆暂遥开放的性观念尧性行为与严重滞后的避孕

生性行为的发生率低于非医学生遥

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遥因此高等学府袁甚至初高级中

生率低于非医学组袁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医学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保护率是否有差异院

与生殖健康知识水平都不利于大学生在性行为方面

学均应积极开展性健康教育袁提供全面的避孕知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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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大学生性行为调查文献数据汇总情况
编号 文献作者

调查
时间
圆园园源 年
圆园园缘 年
圆园园远 年

园员
园圆
园猿

陈舸 咱源暂
夏丹咱缘暂
孙昕霙咱远暂

园源
园缘
园远
园苑

武松咱苑暂
高虎龙咱愿暂
王敏 咱怨暂
周远忠咱员园暂

圆园园远 年
圆园园苑 年
圆园园苑 年
圆园园苑 年

园愿
园怨
员园
员员
员圆
员猿
员源
员缘

堵吉咱员员暂
刘志浩咱员圆暂
陈斌咱员猿暂
郭静咱员源暂
徐洪吕咱员缘暂
王海英咱员远暂
战则凤咱员苑暂
李帅咱员愿暂

圆园园愿 年
圆园园愿 年
圆园园怨 年
圆园员园 年
圆园员园 年
圆园员园 年
圆园员园 年
圆园员员 年

调查地点
福建
广州
辽宁尧北京尧山东尧内蒙古尧
青海尧江苏尧湖北尧广东尧云南
安徽
内蒙古
武汉
北京尧长春尧成都尧重庆尧
南京尧南宁尧武汉
江苏
江苏
上海
北京
云南
内蒙古
山东
北京

调查总
人数
园源 源猿怨
园 园猿远愿
员苑 源圆怨
园猿
园员
园愿
苑源

医学组

样本人数
园园 猿缘缘
园园员苑园
园源 员员园

怨圆猿 园圆 圆苑猿
缘愿怨 园园苑员怨
怨怨苑 园圆 缘源愿
圆缘愿 圆园 员员圆

园 园远猿员
园猿 圆猿愿
园缘 圆缘缘
园员 园源员
园园 怨苑远
园员 苑愿怨
园员 员远圆
园圆 园圆远

园园 员苑愿
园园 远圆猿
园园 怨圆园
园园 猿远怨
园园 源愿缘
园园 远员怨
园园 源圆怨
园园缘缘怨

非医学组

发生人数
园园 猿远
园园园 圆
园 圆源猿

保护人数
未统计
未统计
未统计

样本人数
园源 园愿源
园 园员怨愿
员猿 猿员怨

发生人数 保护人数
未统计
园 园圆缘远
未统计
园园园 员苑
未统计
园员 圆猿缘

园 猿缘怨
园园 猿远
园 圆远员
员 怨苑员

园园远源
园园 圆怨
园 员猿愿
员 员圆员

园员 远缘园
园园愿苑园
园远 源源怨
缘源 员源远

园园 员园源
园园园 愿缘
园园 远圆员
园愿 苑员愿

园园园 缘
园园 苑远
园 猿苑猿
源 远源远

园园 员员
园园 猿愿
园 员员怨
园园 愿圆
园 员缘猿
园园 猿员
园园 猿远
园园 愿圆

园园园 远
未统计
未统计
园园 源愿
园 员圆猿
园园 圆源
未统计
园园 猿圆

园园
园圆
园源
园园
园园
园员
园园
园员

园园园 愿愿
园园 猿园怨
园园 远苑缘
园园 园源远
园园 圆猿缘
园园 员圆愿
园园 员园苑
园园 圆愿缘

园 园猿怨
未统计
未统计
园园 圆猿
园园 愿苑
园 员员缘
未统计
园 员园员

图员

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森林图

图圆

大学生性行为保护率森林图

源缘猿
远员缘
猿猿缘
远苑圆
源怨员
员苑园
苑猿猿
源远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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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学生对性行为的自我保护意识仍不容乐观袁医
医学生
非医学生
圆园园源 圆园园缘 圆园园远 圆园园苑 圆园园愿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圆园员员

学教育并不能取代性医学教育遥 特别是在性道德教
育不能起到很好效果的情况下袁 安全性教育更切实
可行 咱圆源暂遥只有在学校尧家长尧社会三方面共同协作下袁
采取适当教育和正确引导的方式袁 使大学生在性行

年份

图 猿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的变化趋势
愿园
远园

医学生

圆园

非医学生

源园
圆园园源 圆园园缘 圆园园远 圆园园苑 圆园园愿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圆园员员
年份

图 源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保护率的变化趋势
侧重避孕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袁切实维护学生的身心
健康遥
渊三冤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与保护率
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为过程中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袁 从而切实做到自我
保护袁维护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咱圆缘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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