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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调查
朱军华袁唐慧婷袁崔

渊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袁江苏
摘

焱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了解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及群体差异，为教育者和管理

要院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南京市 圆 所医科大学、圆 所综

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提供依据。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 猿远 个选择题的均分是

合性大学的在校生进行生殖健康知识的问卷调查。

（圆猿援远源 依 缘援怨缘）分。在回答“女性性交时没有性兴奋是否会怀孕”的问题时 远员援缘豫选择有可能，
猿援远豫

选择无可能，选择不知道的人仍有 猿源援怨豫。避孕方法中避孕套的知晓率最高，达 怨员援园豫；
其次是口服
避孕药知晓率，为 愿苑援缘豫；皮下埋植知晓率最低，只有 员苑援园豫。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不同性

别间，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有显著差异。

在校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有了一定的掌握，

采用大学生喜欢的网络方式
但不够系统全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尤其可以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
开展生殖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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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生殖健康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
题袁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逐渐加大袁人们对于未婚同
居的容忍度不断提高袁圆园园苑 年国家出台了大学生可
以结婚生育的政策 遥 但是我国的生殖健康教育起
咱员暂

步较晚袁由于中小学没有提供相关的教育

袁大多

咱圆原猿暂

数高校也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咱源原缘暂袁因此大学生所具备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缘原猿苑圆原园园源

圆所医科大学的在校大一尧大二年级学生袁采用整群随
机抽样的方法袁在 源 所高校的大一尧大二年级中各抽

取 猿 个班级袁 共随机抽取 圆源 个班级 怨苑源 名学生开展
问卷调查遥

渊二冤方法
问卷是在野江苏省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问卷冶的

的生殖健康知识并不能适应其身心发展的需要咱远暂遥

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袁 对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掌

在互联网普及的新媒体时代袁大学生作为接触新鲜

握情况进行调查遥因问卷涉及个人隐私问题袁采用匿

事物的主体袁新媒体的共享让大学生能够随时随地

名填写袁为了减少调查对象相互之间的干扰袁问卷同

遥 为了解新

咱苑原愿暂

通过网络掌握学校反馈和更新的信息

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及群体
间的差异袁笔者于 圆园员缘 年 员园 月选取南京市 源 所高

校袁进行针对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相关的问卷调查袁旨
在找出大学生所掌握知识的不足袁为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育提供依据袁促进大学生生殖健康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对象

时下发袁同时上交袁现场完成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使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遥 数据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遥 采用两样本

均数 贼 检验的方法及方差分析的方法袁 对不同群体
间的差异进行比较遥 方差分析时先进行方差齐性检
验袁若方差齐袁采用 云 检验袁多组检验后袁运用 蕴杂阅

检验对各组进行两两比较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遥

于 圆园员缘 年 员园 月选取南京市 圆 所综合性 大学尧
基金项目院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野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促进研究冶渊圆园员缘杂允月员远远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源原员缘
作者简介院朱军华渊员怨苑园原 冤袁女袁江苏连云港人袁硕士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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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 结

果

渊一冤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共 怨苑源 人袁 其中男 源圆源 人渊源猿援缘猿豫冤袁女

缘缘园 人渊缘远援源苑豫冤曰年龄最大 圆源 岁袁最小 员缘 岁袁平均

渊员怨援源苑 依 员援圆员冤岁曰大一年级学生 源源愿 人渊源缘援怨怨豫冤袁大二
年级学生 缘圆远 人渊缘源援园员豫冤遥

渊二冤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及群体差

异分析
问卷内容包括生殖健康基本知识和性病 辕 艾滋

病知识共 猿远 题袁按答对一题得一分袁给每个调查对
象打分袁均分是渊圆猿援远源 依 缘援怨缘冤分遥 在回答野女性性交
时没有性兴奋是否会怀孕冶的问题时袁远员援缘豫的调查

对象选择有可能袁猿援远豫选择无可能袁选择不知道的
人仍有 猿源援怨豫遥 避孕方法中避孕套的知晓率最高袁达
怨员援园豫曰其次是口服避孕药渊愿苑援缘豫冤曰皮下埋植知晓
率最低袁只有 员苑援园豫遥 猿怨援愿豫的调查对象认为增强机
体抵抗力可以预防艾滋病袁猿远援猿豫的调查对象认为
共用马桶可以感染性病遥
不同性别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情况进行比较袁
男生的得分情况优于女生渊孕 越 园援园员袁表 员冤遥不同成长地

之间的学生进行比较袁 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生殖健康知
识掌握情况进行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越 园援园员袁

表 员冤袁独生子女知识掌握情况好于非独生子女遥 对母
亲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学生进行比较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进一步组内两两比较发现袁母亲受教育

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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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的比较

项目
性别
男
女
来源
城市
乡镇
农村
是否独生子女
是
否
母亲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是否医学相关专业
是
否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父母婚姻状况
初婚
分居
离异独居
丧偶独居
再婚

贼 值辕云值

孕值

圆源援圆圆 依 远援源员
圆猿援圆园 依 缘援缘源

原圆援远员

园援园员园

猿怨缘
圆远猿
猿员远

圆猿援愿苑 依 远援猿远
圆猿援怨园 依 缘援缘苑
圆员援员源 依 缘援缘远

原员援远愿

园援员愿远

远猿员
猿源猿

圆源援员员 依 远援园源
圆圆援苑苑 依 缘援苑园

原猿援猿怨

园援园员园

员缘愿
猿远猿
圆远愿
园愿猿
园愿怨
园员猿

圆员援远愿
圆猿援怨缘
圆源援猿园
圆源援缘苑
圆猿援远园
圆猿援园苑

缘援苑愿
缘援猿愿
远援员园
缘援愿源
苑援猿园
苑援源愿

原猿援苑猿

园援园园圆

源缘员
缘圆猿

圆猿援苑源 依 缘援园缘
圆猿援缘缘 依 远援远源

原园援源苑

园援远圆园

源源愿
缘圆远

圆猿援缘源 依 远援园园
圆猿援苑猿 依 缘援怨圆

原园援源怨

园援远圆苑

愿苑园
园员远
园猿怨
园员远
园猿猿

圆猿援缘猿
圆源援员猿
圆源援缘怨
圆猿援愿苑
圆缘援园园

原园援苑愿

园援缘猿愿

人数

得分渊分冤

源圆源
缘缘园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远援园圆
源援员怨
缘援愿圆
缘援愿源
缘援员园

水平是小学及以下袁与母亲受教育水平是初中尧高中

过调查发现袁 大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并不能适应他

或中专尧 大专尧 本科比较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们身心发展的需要遥 本次调查中生殖健康知识一

掌握程度也低遥 将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比较袁医学相

分只有 远苑 分遥 对于青年中的精英大学生来说袁这

园援园缘冤袁即母亲受教育程度低袁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

共 猿远 题袁均分是 圆猿援远源 分袁如果按百分制计算袁均

关专业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样的知识水平袁显然很不理想遥 没有必要的知识来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不同年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情

武装自己袁 在遇到相关问题时袁 他们往往束手无

婚姻状况不同的学生进行比较袁 各组间差异也无统计

发生袁相关报道时常见诸媒体 遥

况比较袁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对父母

渊二冤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掌握的情况在不同人

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三尧讨

策袁不知该如何应对 咱员园暂袁甚至也导致了一些悲剧的

论

渊一冤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与其
身心发展不相适应
我国颁布了允许大学生在校结婚的政策后袁
使得大学生可以合法地过夫妻生活遥 但是大学生
还没有完全独立袁 他们还承担不了一个家庭赋予

群中存在差异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掌握的情况不理想袁
除了因为生殖健康教育起步晚袁学校重视程度不足
以外咱圆暂袁还和大学生自身的各种因素有关遥 不同性别
之间比较发现袁男生的掌握情况要好于女生袁这和
国内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一致 咱员员暂袁说明在寻求生
殖健康知识方面男生更积极主动遥 对不同成长地的

他们的全部责任袁 因此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对他

大学生调查发现袁 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乡镇以及城

们来说尤为重要袁特别是避孕节育知识咱怨暂遥 可是通

市袁他们之间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没有差异袁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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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调查结果有所不同咱员圆暂袁主要是因为调查的
大学位于南京袁生源大部分来自江苏省内及周边地
区袁该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较好袁网络已经大面积
覆盖袁不再像以前一样闭塞遥 对于大学生中独生子
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发现袁 独生子女知识掌握
情况好于非独生子女袁 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成
长环境要好于非独生子女袁他们对书籍尧手机尧电脑尧
电视的需求更容易获得满足袁 从而更方便获取相
关知识遥 母亲不仅是孩子的主要抚育者袁同时作为
女性袁她们也是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承担者袁因此
对女性的教育袁尤其是生殖健康的教育袁不仅有益
于其自身袁还可惠及下一代咱员猿暂遥 在本次调查中也可
以看出母亲教育程度低的学生袁 其生殖健康知识

得分比较低遥 对于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比较发现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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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要要
要昆明市高校调查咱允暂援 医学信息袁圆园员源袁圆苑
渊圆缘冤院缘员怨

径 咱员缘 原员远暂遥 但网络上提供的知识缺乏科学性尧系统

咱员缘暂 张琼袁温东娣援 大学生青春期生殖健康现状调查以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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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员远暂 瞿丽援 某高校女大学生常见妇科疾病 苑圆缘 例分析咱允暂援

育私密性的优势袁从而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咱员愿暂遥 在

要以部分
咱员苑暂 王兴龙援当代大学生生殖健康状况调查报告要要

信等网络平台进行师生互动袁 定时向大学生发布

咱员愿暂 王国耀袁季蕴辛袁丁慧青袁等援 网络教育对宁波市大学生

性袁 单靠学生自己从网络获取知识还有一定的局
大学生喜欢从网络获取知识的特点袁 发挥网络教
举办专家讲座尧 开选修课的同时可以利用 匝匝尧微
科学系统的生殖健康知识袁引导其端正态度袁自觉
地维护自身的生殖健康遥

对方案探讨咱允暂援 中外医学研究袁圆园员圆袁员园渊员愿冤院缘怨原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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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高校为例咱允暂援 科教文汇袁圆园员源渊员园冤院员怨圆原员怨源

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影响的初步研究咱允暂援 中华男科学杂
志袁圆园员缘袁圆员渊员圆冤院员园苑苑原员园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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