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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和偏

高的出生性别比，尤其是最近 20 多年出生性别比持

续上升，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导致中

国大量的女性失踪，男性严重过剩。 据估计，中国 20
世纪失踪女性超过 3000 万人 [1][2]。 出生性别比长期

失衡必然影响总人口性别比，按目前增长速度，2010
年之后每年将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在婚姻市场

上找不到初婚对象[3-5]。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普婚制国家，婚姻是组建家

庭、延续香火和传宗接代必经的一环，是“每一个人

必须经历的历程”[6]，也是男女两性之间合法的结合

体。 人们通常认为在婚姻范围内发生的性行为才是

符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7]。 因此，婚姻普遍被认

为是性行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然而，持续增加

的女性短缺使得婚姻市场变得非常紧张，在婚姻梯

度模式的作用下，适婚人口中女性的短缺必然会造

成男性“婚姻挤压”，被挤压的男性无法找到配偶。

这种不良影响将出现向贫困地区集中的趋势，贫困

农村的男性婚龄群体作为择偶中的“弱势群体”，将

成为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婚姻影响的直接受害

者[8]。 微观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受到婚龄人口中女性

缺失、女性“向上婚”和普遍早婚、婚姻成本高昂以及

农村地区女性人口外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婚

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主要分布在落后贫困的农

村，他们普遍贫穷且文化程度低[9-13]。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日益庞大的大龄未婚男性群

体的存在有可能会导致性交易、男性同性恋、风险行

为（如酗酒、吸毒等）和暴力行为的增加，从而给两性

关系、婚姻家庭和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带来严重影响，
甚至会导致严重政治后果 [14-16]。 中国的一些学者也

认为如果在某一地区有很多这样的男性，将为色情

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条件，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

个特定地区的色情行业“生存”和“壮大”合理化理由

与借口[17-19]。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可能成为“性交

易”市场的蓄水池，通过不安全的性行为，促进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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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AIDS 的传播，成为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

群”[20][21]。
2009 年中国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4.8

万人，经异性性接触感染占 42.2%，异性性接触传播

已成为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传播方式[22]。 在以异

性性行为为主的人群中，不安全性行为是艾滋病传

播的主要方式，不安全性行为使得性行为双方都面

临感染 HIV/STDs 的巨大风险[23]。促进安全性行为是

预防和控制性传播感染的重要的公共卫生方法之

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安全性行为的解释，安全性

行为包括正确和持续使用男性和女性安全套，禁欲，
推迟首次性行为时间和保持一个性伴或减少性伴数

[24]。 安全套是目前可获得的唯一最有效率的能减少

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传播的技术。 虽然

女性安全套也是有效和安全的，但是由于其成本高

昂，还不能全面推广使用。 因此，男性安全套使用情

况是衡量安全性行为的最重要指标。
然而目前我们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风险行

为知之甚少， 仅有的知识也只是来自历史推测或对

流动人口研究的替代， 即通过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

纵向比较推测目前的风险情形； 或是用流动人口特

征和状况来替代[20][25-28]。例如，Tucker 等（2005）通过比

较 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出生）人口

性别比和女性性工作者人数变化， 指出男性过剩和

女性性工作者人数、 性传播感染流行之间有某种必

然的联系；基于流动人口和过剩男性之间的共性，用

流动人口替代过剩男性， 分析指出过剩男性中存在

持续增加的性风险行为，他们面临感染 STI/HIV 高风

险[20]。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取决于桥梁人

群（“剩余”男性）的性行为方式，但是，推测和替代式

研究只能给出描述性、大致的研究结果，无法对性行

为方式进行解释、预测或干预。 因此，了解大龄未婚

男性的安全性行为影响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研究框架

具有理论基础的干预措施被证明是减少风险性

行为的有效途径[29]。 Sheeran 等的元分析总结了安全

套使用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强调了基于理论进行

干预的重要性[29]。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健康行为促

进被证实是 HIV/AIDS 等高危行为干预的最有效途

径[30][31]。 而社会认知理论中的计划行为理论由于其基

础理论假设的一致性、良好的预测力和干预策略的敏

感性等特点，在行为改变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32-34]。本

文将尝试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农村大

龄未婚男性安全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是由 Ajzen 等在合理行动理论基础上扩展而来[32][35-37]。
该理论认为行为倾向是预测行为的最重要变量，行

为倾向受到人们对行为的态度、感受到的主观规范

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 在实际条件充分可控的情

况下，行为倾向直接决定行为。 年龄、教育和收入等

大龄未婚男性的显著特征，以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经历等可能影响大龄未婚男

性性行为的因素将作为扩展变量加入 TPB 模型中。
本研究的总目标是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通过

与农村大龄已婚男性对比，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

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为设计和实施有针对

性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1.行为倾向

行为倾向是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指

个体是否打算采取某种行动，或为了完成某一行为，
个体愿意去尝试的程度以及计划将为此付出多少努

力。 Albarancin 等（2001）用元分析法分析了 96 项以

计划行为理论和合理行动理论为基础的安全套使用

行为的研究后，发现安全套使用倾向和将来使用行

为之间的相关为 0.45[38]。 这说明可以用安全套使用

倾向预测安全套使用行为。 在本研究中，行为倾向

被定义为“如果自己能完全做主，将来使用安全套的

可能性。 ”
2.态度

TPB 模型认为态度是 预 测 行 为 倾 向 的 重 要 变

量，众多检验和应用 TPB 模型的研究强烈支持了这

一论点。 Armitage 和 Conner （2001） 对 185 篇应用

TPB 模型的文献进行元分析， 发现态度能解释行为

倾向 49%的变异[32]。Albarancin 等（2001）的结果表明

态度是预测行为倾向的最好变量，Sheeran 和 Taylor
（1999）的元分析也显示积极的态度和安全套使用倾

向高度相关（r=0.45）[39]。 但是，由于对安全套态度的

概念的操作化存在差异， 其实很难直接下个笼统的

结论说安全套态度和安全套使用倾向之间存在某种

本质的关系[40]。 一些研究关注对安全套的普遍评价

（如，“好”或“坏”），一些研究测量的却是安全套态度

的某个特定方面（如，使用安全套会减少性愉悦，或

性伴侣对安全套的反应， 或知觉安全套在预防HIV
和其他性传播疾病上的效应等），还有部分研究把对

安全套不同方面的态度合并成一个综合指标进行研

究。 其实态度是一个矛盾结构，同时有认知成分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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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成分。 如，一个人可能认为安全套能有效预防 HIV
（认知成分态度），但是他/她也可能认为安全套会减

少性愉悦（情感成分态度）。Albarracin 等（2000）区分

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套态度：保护（protection）、愉

悦 （pleasure）、互 动 （interaction）和 自 我 感 觉 （self -
concept），发现愉悦态度与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关系最

强[41]。 Norton 等（2005）分析了 57 篇以安全套和态度

（或信念）为关键词的论文，发现相比认知态度，情感

态度是更好的预测安全套使用的因素[40]。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态度的矛盾结构是

客观事实，在分析中应该尽可能将其区分清楚。 因

此，在本研究中，对安全套的态度被定义为四个方

面，（1）保护态度：安全套在预防性病艾滋病和避孕

等方面所持的肯定或否定态度；（2）愉悦态度：使用

安全套可能产生的舒适、愉悦、亲密等感觉；（3）互动

态度：预期性伴侣对使用安全套的消极或积极反应

等；（4）自我感觉态度：使用安全套带来的积极情绪

（如不用担心，自我感觉良好等）。
3.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感知到的社会压力，感知到

重要他人对自己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信念。 在 TPB
模型中，主观规范是感受到所有重要他人的压力的

总和。 一些研究者发现，在性行为中，实际上并非所

有 重 要 他 人 对 个 人 的 影 响 都 一 样 。 Kashima 等

（1993）提出应该把性伴规范作为一个单独的影响因

素来研究，因为性伴侣是性行为中的直接参与者，性

伴规范在解释行为倾向时的解释力更强 [42]。 Swan
（1999）在检验权力对安全套使用的影响时，将性伴

规范从主观规范中分离开，发现在不同权力模式下

性伴规范和一般主观规范对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

不同，高权力个体的性伴规范与安全套使用倾向没

有显著关系，但低权力个体的性伴规范与安全套使

用倾向高度显著相关[43]。
根据中国的文化背景，性只能做不能说，不同的

人在性行为中的作用显然应该不同。 因此，本研究

将主观规范区分为性伴规范和一般主观规范。 性伴

规范是指个人感觉到性伴侣对使用安全套的信念。
一般主观规范是指个人感受到除性伴侣之外的其他

重要他人对自己使用安全套的信念。
4.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人在使用安全套时感受到

的难易程度。个人认为自己执行该行为的能力越强，
或拥有执行该行为所需的资源或机会越多时，他对

执行该行为的控制感就越强 [36]。 Armitage 和 Conner
（2001）的元分析发现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倾向之间

的相关是 0.45，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知觉行为控

制也能解释 13%的变异[32]。
5.过去行为经历

过去行为经历是认识和理解个人当前行为的基

础和重要参考[44]。 因此，作为行为倾向和行为的重要

预测因素，“过去行为”这个概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

重视和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过去行为是预测将来

行为的最好变量。 Conner 和 Armitage（1998）发现过

去行为平均能解释行为倾向 7.2%的方差[45]。 在安全

套使用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过去使用安全套的经

历 是 预 测 安 全 套 使 用 行 为 的 最 显 著 变 量 [45]。 Al-
barancin 等（2001）的元分析发现过去行为经历与行

为倾向之间的关系为 0.57[46]。
在本研究中，首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经历

和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经历将作为重要

的扩展变量加入 TPB 中。
6.个人人口统计特征

个人人口统计特征与安全套使用之间存在某种

关 系，Sheeran 和 Abraham 等（1999）的 元 分 析 发 现

年龄和婚姻与安全套使用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即年

轻的被访者比年长者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未婚者

比已婚者更倾向于使用安全套[28]。 在中国，收入高的

男性更有可能进行非保护性商业性行为；高中文化

水平的男人找过小姐的比例最高[47]。 因此，本研究将

重点研究年龄、教育和收入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

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08 年 8 月至 9 月西安交通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 JC 区针对 27 岁及以上农

村男性开展的“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

查”[48]。 调查内容涉及个人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婚姻生

育观念、生殖健康知识、以及性态度和性行为等。
安徽省位于中国中东部，属于中国典型的传统

父系家族制度和儒家文化流行地区，当地居民有很

强烈的男孩偏好，是当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 14
个省之一。 JC 区位于安徽省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中

等，是中国最早开展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县区，虽然通

过治理，居巢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经过治理后从

2000 年的 114.3 下降的 2009 年的 113.3，但仍然远

高出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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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采用了多级抽样，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

水平将 JC 区分成三个片区，每个片区分别抽取了 2
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 4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根据

各乡镇提供的已婚和未婚男性名单进行了简单随机

抽样。
由于性相关问题非常敏感，为确保调查的信度

和 效 度 ， 本 次 调 查 采 用 了 计 算 机 辅 助 调 查 技 术

（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interviewing，CAPI）。 在

调查时，将所有参加调查的男性都安排在一个相对

封闭的空间（如乡镇计生办公室或人口学校），减少

和避免外界的干扰。 在回答一些不涉及隐私的个人

信息部分时，由调查员协助调查对象作答，并教会调

查对象使用电脑答题。 当回答到涉及性行为和性态

度等敏感问题，则由调查对象独自操作笔记本回答，
调查员则坐到看不见笔记本屏幕的地方，根据调查

对象的需要随时提供帮助。 绝大部分调查对象经过

调查员的辅导后都能独立正确操作笔记本回答问

卷，只有极少数文化程度非常低的被访者，在经过本

人同意后由调查员进行访问。 如果调查对象不愿意

参加本次调查，可随时退出本次调查。 调查中的一

个优势是，我们选择的调查员全是当地计生工作人

员，人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跟性与生殖健康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由他们去调查，人们觉得是理所

当然，所以被访者对他们较少有顾忌，使得调查能顺

利开展。
由于当地相当部分男性外出打工，首选的 6 个

乡镇调查得到的未婚样本不足，于是将被访者的年

龄降低到 27 岁，并在备选乡镇进行了补充调查，完

成了数据收集。 共有 665 人参加本次调查，其中 44
人（6.6%）因为各种原因（如太敏感、识字不多不理

解题意、有急事无法参加完调查、先天残疾不是我们

的调查对象）中途退出，最终获得 621 个样本。 根据

本研究需要，去除从未听说过安全套（占 13.5%）、从

未有过性行为（占全样本的 24.5%，其中占未婚中的

59.6%）、年龄大于 55 周岁（占 10.5%）（因为根据一

般看法，55 周岁以上的认可就已经是处于 “性不活

跃期”了[48]和数据不全的样本后，本文实际使用样本

为未婚 96 个，已婚 169 个。
2.变量测量

安全套使用倾向。 通过两个题测量安全套使用

倾向，一个是“将来如果要和女朋友（或妻子）过性生

活您会使用安全套吗？ ”，一个是“将来如果要和刚

认识的人（如网友、小姐等）过性生活您会使用安全

套吗？ ”每个问题有个 5 选项，从 1=一定不会，到 5=
一定会。在本文中将这两个题合并取均值。然后在中

位数（中位数=3）处分成二分变量，得分高于 3 分表

示将来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
本文中的自变量有三类：TPB 中的变量 （态度、

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TPB 的扩展变量 （过去

行为经验）和社会人口统计特征。
安全套的态度。 安全套态度量表有 16 个题，改

编 自 DeHart 和 Birkimer（1997） [49]和 Xiao（2007） [50]。
每个题的选项采用五级（从非常不赞同：赋值为 1，
到非常赞同：赋值为 5）。 得分越高表示对安全套的

态度越积极。 因子分析显示有一个题的因子负载小

于 0.4，删掉后再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后得到四个因

子，分别为（1）愉悦（如：使用安全套会减少心理的舒

服和满足）；（2）保护（如：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感染

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的风险）；（3）互动（如：使用安全

套会让性伴侣觉得我不信任她）；（4）自我感觉（如：
正 确 使 用 安 全 套 能 增 加 性 快 感 ），alpha 值 分 别 为

0.80，0.77，0.65，0.65。
主观规范。 对主观规范的测量是通过询问被试

者个人感知到自己的性伴侣、男性好朋友、女性好朋

友、父母和普通熟人对自己使用安全套的支持程度

（规范信念）， 选项从 1=根本不支持， 到 5=非常支

持；以及询问被试者认为这些人群对自己是否使用

安全套的影响程度（影响率），选项从 1=没有影响，
到 5=影响非常大。 每类人群规范信念和影响率的乘

积结果就是被试者感知到该人群的主观规范的得

分。使用时，将男性好朋友、女性好朋友、父母和普通

熟人的主观规范得分加总取均值作为个体感知到的

一般主观规范。 得分越高则表明感知到的主观规范

越强。
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量表共有 8 个题，

选编自 CUSES-R 量表 [43]，每个题选项为五级，从完

全不同意（赋值 1 分）到完全同意（赋值 5 分），得分

越高表示个体感知到的自我效能越强。 该量表的

alpha 值为 0.8048。
过去行为经验。 本调查采用两个题测量过去行

为经验，“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 采取了哪种措

施？ ” 和 “您最近一次发生性关系时采取了哪种措

施？ ”如果被调查者选择了安全套，则赋值为 1，选其

他任何选项都赋值为 0。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本次调查收集了被访者的

年龄、教育（文盲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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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技校职业高中），大专，大学或研究生）、婚姻（从

未结婚且未同居，未婚同居，已婚且夫妻住在一起，
已婚但夫妻分居，离婚和丧偶）和月收入。 根据本文

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年龄、教育、婚姻和收入都处理

成二分变量。 根据年龄的中位数 37 将年龄二分，将

年龄在 37 岁及以下的赋值为 0，37 岁以上的赋值为

1。 将教育区分为未接受过教育或只接受了义务教

育和接受了更多教育，前者赋值为 0，后者为 1。 根

据是否结婚将婚姻分成已婚和未婚，前者赋值为 0，
后者为 1。 将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赋值为 0，1000
元及以上赋值为 1。

3.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检验婚姻和 TPB 扩展模型中的变

量在安全套使用倾向中的作用；然后通过与已婚男

性对比，研究 TPB 模型中的变量、扩展变量，以及人

口统计特征变量（年龄、教育和收入）分别对农村大

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统计描述 （计算其频

数或均值）， 并用似然比卡方检验或 t 检验检测了这

些变量在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

总样本中采用 logistic 回归检验婚姻和 TPB 扩展模

型的变量分别对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1）婚姻对

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2）婚姻和 TPB 模型中的变

量对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3）婚姻和 TPB 扩展模

型中的变量对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4）加入人口

统计特征变量后， 婚姻和 TPB 扩展模型中的变量对

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 最后，分别对未婚男性和已

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倾向进行 logistic 回归， 得到农

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研究策略，本文建立了 10 个模型。 其

中，模型 1 至模型 4 用于检验婚姻和 TPB 模型中的

变量在安全套使用倾向中的作用；模型 5、模型 6 和

模型 7 用于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

的影响因素；模型 8、模型 9 和模型 10 用于分析农

村大龄已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因素。 模型

5 和模型 8 是 TPB 模型的粗效应， 模型 6 和模型 9
是 TPB 扩展模型（在原 TPB 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过去

行为经历）的粗效应，模型 7 和模型 10 是加入人口

统计特征后，TPB 扩展模型的净效应。
所有的数据分析采用的是统计软件 Stata10.0。
四、结果

1.一般统计描述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未婚男性普遍比已婚男性

年轻（未婚男性的平均年龄为 35 岁，已婚男性为 38
岁），但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却显著低于已婚男性，
这与人们对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男性的普遍认识一

致[8][11]。 有过风险性行为的未婚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已

婚男性。 有五分之二（40.6%）的未婚男性报告有过

两个及以上性伴侣，而已婚男性比例为 24.3%。有近

三分之一（30.2%）的未婚男性报告曾经因为与别人

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给对方，或得到过对方的钱，已

婚男性比例仅为 14.2%（数据未在这提供）。
大部分（60%）未婚男性认为自己将来一定会使

用安全套，显著高于已婚男性的比例（46%）。在安全

套四种态度上，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均是保护型态

度得分最高，互动性态度得分最低。 而且未婚男性

和已婚男性的保护型态度得分均值都超过 3 分，表

明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普遍赞同安全套的保护作

用，同时，数据还表明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更赞同安

全套的保护作用；其他三种态度得分均值低于 3 分，
表明他们普遍不太赞同使用安全套会带来心理或生

理上的满足感，在使用安全套时不太在意性伴的感

受，较少能从安全套的使用中获得性快感。
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在主观规范上没有显著差

异，性伴规范和一般主观规范的得分都在 3 分以下，
表明他们认为性伴侣和周围其他人对他们是否使用

安全套的影响不大，但相对而言，性伴侣的影响要稍

大些。 已婚男性知觉行为控制得分显著高于未婚男

性，意味着已婚男性控制使用安全套的能力或资源

要显著高于未婚男性。
在首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的经

历上，未婚男性比例均显著高于已婚男性的比例。
表 1 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统计特征、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经历

特征 未婚 已婚 总体

样本数 96 169 265

个人
特征

平均年龄（方差） 35.4（6.9） 38.5(6.6） 37.4(6.9）
高中或高中以上教育（≥10 年）（%） 17.7 32.5 27.2

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上（%）+ 51.0 55.0 53.6

安全套态度
的均值(方差)

愉悦 1.8（0.7） 1.8（0.7） 1.8（0.7）
保护 ** 3.2（1.1） 3.6（1.0） 3.4（1.0）

互动 1.5（0.6） 1.5（0.6） 1.5（0.6）
自我感觉 2.1（0.9） 2.2（0.9） 2.2（0.9）

主观规范的
均值 (方差)

性伴规范 2.3（1.4） 2.3（1.4） 2.3（1.4）
一般主观规范 1.5（1.1） 1.4（1.0） 1.5（1.0）

知觉行为控制的均值（方差）*** 3.4（0.7) 3.7（0.6） 3.6（0.7）
过去行为
经历(%)

首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 24.0 15.4 18.5
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 *** 37.5 17.8 24.5

将来一定会使用安全套 * 58（60.4） 78（46.2） 136（51.3）
+p<0.1，*p<0.05，**p<0.01，***p<0.001

78· ·



Vol.32 No．3（139）2011

Northwest population 2011 年第 3 期 第 32 卷

西北人口

2 婚姻在安全套使用倾向中的作用

表 2 展示了总样本中婚姻在安全套使用倾向

中的作用。 从模型 1 至模型 3 中可以看出，婚姻与

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相关，这说明未婚男性比已婚

男性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 模型 2 说明 TPB 模型中

的变量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不同程度

上与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相关。 模型 3 告诉我们加

入过去行为经历后，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的经历和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相关，而知觉行为控

制不再显著。 模型 4 告诉我们，加入了个人统计特

征，年龄与安全套使用倾向非常显著相关，婚姻变得

不再显著。
通过敏感性分析后发现，只有在加入年龄变量

后，婚姻才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婚姻和安全套使用倾

向之间可能存在伪相关，但也可能是因为婚姻和人

口统计特征之间有共生作用。 这意味着婚姻和安全

套使用倾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需要进一步分

析二者的关系。 为此，我们分别针对未婚样本和已

婚样本做了安全套使用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

3.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因

素分析

表 3 展示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安全

套使用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模型 5 显示具有积

极的互动态度、较高的性伴规范和较高的知觉行为

控制的未婚男性将来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 模型 6
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增加了过去行为经历，结果表明

首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的未婚男性将来使用安

全套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首次性行为经历与最近一

次性行为经历之间存在共线性，而最近一次性行为

经历对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影响非常小，因此

在模型中忽略了最近一次性行为经历变量）。 模型 7
在模型 6 的基础上增加了年龄、教育和收入等人口

统计特征，我们发现只有年龄是影响未婚男性安全

套使用倾向的非常显著因素，较大年龄组的未婚男

性更不愿意使用安全套。

模型 8 至模型 10 表明，对农村大龄已婚男性而

言，具有积极的互动态度和保护态度、较高的性伴规

范、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没有接受过高

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将来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因为

首次性行为经历与最近一次性行为经历之间存在共

线性，而首次性行为经历对已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

向影响非常小，因此在模型中忽略了首次性行为经

历变量）。
从表 3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未婚男性和已婚男

性的安全套使用倾向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婚姻差异。
与已婚男性比较而言，未婚男性的保护型态度和安

全套使用倾向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但知觉行为控制

与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相关；首次性行为而非最近

一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经历与安全套使用倾向

显著相关；年龄而非受教育程度与安全套使用倾向

显著相关。
五、讨论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面临并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

间内仍将面临严重的男性过剩，他们通常未婚、受教

表 2 安全套使用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

Measure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OR OR OR OR
婚姻（已婚是参照组） 1.78* 2.48** 2.01* 1.71+

态度

愉悦 0.97 0.97 0.98
保护 1.35* 1.36* 1.41*
互动 1.48** 1.40* 1.40*

自我感觉 1.13 1.13 1.14

主观
规范

性伴规范 1.08** 1.07* 1.09**
一般主观规范 1.00 1.00 0.99
知觉行为控制 1.33+ 1.29 1.27

过去
经历

首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1.62 1.56
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2.96** 2.54*

年龄 0.40***
教育 0.57

月收入 1.31
Pseudo R2 0.014 0.127 0.167 0.206

LR x2 p value <0.05 <0.001 <0.001 <0.001

+p<0.1，*p<0.05，**p<0.01，***p<0.001

表 3 未婚和已婚状况下，安全套使用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

Unmarried Married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Model 10

OR OR OR OR OR OR

态度

愉悦 1.11 1.10 1.13 0.89 0.87 0.87
保护 1.18 1.32 1.33 1.47* 1.44+ 1.48+
互动 1.91* 1.87* 1.90+ 1.48* 1.43+ 1.51*

自我感觉 1.07 1.01 1.35 1.23 1.23 1.23
主观
规范

性伴规范 1.11* 1.12* 1.17* 1.09** 1.07* 1.08*
一般主观规范 0.97 0.96 0.94 1.02 1.03 1.02

知觉行为控制 2.25*** 2.17** 2.25* 0.92 0.91 0.89
过去
经历

首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4.14* 4.08+
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3.56** 3.45*

年龄 0.10*** 0.67
教育 1.42 0.40*

月收入 1.10 1.30
Pseudo R2 0.20 0.24 0.37 0.10 0.13 0.17

LR x2 p value <0.001 <0.001 <0.001 <0.01 <0.001 <0.001

+p<0.1，*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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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低、收入低下，由于缺乏婚姻内的“合法”性伴

侣， 他们更有可能和多个性伴侣进行风险性行为，这

会显著增加 HIV/AIDS 和其他性病传播的可能性 [20]，
使他们成为 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桥

梁[11]，但这取决于他们的性行为方式。 我们的调查显

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有过高风险性行为（如有过多

个性伴侣和商业性行为）的比例远远高于已婚男性。
因此，需要鼓励和促进在高风险和低风险伴侣之间

使用安全套。
本研究发现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核心变量（态度、

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扩展变量（首次性行为

中使用安全套的经历）都是预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

安全套使用倾向的显著变量。 然而，已婚男性安全

套使用倾向的影响因素和未婚男性的不同，只与态

度、性伴侣规范、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经

历和教育显著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态度与安全套使用倾向显

著相关，但并不是任何类型的态度都与安全套使用

倾向显著相关，并且态度对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影响

存在婚姻差异。 首先，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婚，积极的

互动态度均是预测安全套使用倾向的显著变量，而

愉悦态度和自我感觉态度与安全套使用倾向没有显

著关系。这与 Albarracin（2000）和 Norton（2005）等的

研究结果不一致。 他们认为自我感觉和愉悦态度和

安全套使用倾向相关程度非常高，然而保护和互动

态度却没什么影响。 一个可能解释也许是因为美国

人更关注使用安全套带来的感受 [51]，而中国人通常

认为“性”只能做不能说，更认同性是表达情感和关

系互动的过程[52]。 其次，积极保护型态度只与已婚男

性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正相关。 这也许与中国的文

化背景和环境有关。 一方面，生殖至上论的生育观

念仍主宰着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性对他们

而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繁衍下一代。 另一方面，中

国严格的生育制度让生育和避孕成为一种社会行

为，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在中国，新婚夫

妇在领取结婚证时通常要接受生育避孕等方面的学

习，并被告知安全套是可供他们选择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免费避孕工具。 这或许是大龄已婚男性保护型

态度得分显著高于未婚男性的原因。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积极的性伴规范能增加安全

套使用倾向的可能 [42][43]。 我们的研究结果跟张海微

对大学生性行为意向的研究结果有些类似，他发现

主观规范不是预测中国大学生性行为倾向的主要因

素[53]，但他没有区分性伴侣和其他人群的影响。 这也

许跟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 首先，在中国，尤其是农

村，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是“性”不登大雅之堂，只能做不能说[48]。 这种观念限

制了性方面问题的讨论和交流，因此人们很难知道

他人对是否使用安全套的看法。 其次，性行为决策

并非是个体独立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性伴侣的配合[54]。 而且与性伴侣的交流和讨论是

合乎传统道德规范，因此来自性伴侣的声音显然会

比较有影响力。
还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知觉行为控制只与

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相关，而与已婚男性

没有显著关系。 这也许是因为尽管知觉行为控制实

际上是个人权力的一个方面 [37]，但在中国这权力关

系也许会受到婚姻的限制。 对已婚夫妇而言，避孕

是一种长期社会责任，因此他们通常采取长效避孕

措施，如 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显示

采取宫内节育器、女性绝育以及男性绝育的比例高

达 87.2%，采取安全套的比例仅为 10%[55]，显然在已

婚男性看来使用安全套也许并不是一种权力的象

征。但对未婚男性而言，不存在这种长期社会责任的

制约，使用安全套的行为是一种自愿和深思熟虑的

选择结果。 对他们而言，安全套使用行为代表着一

定的知识（如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资源（如如何获

得安全套）和机会（如何时使用安全套）。 因此知觉

行为控制仍体现为一种权力关系，对安全套使用倾

向产生着影响。
本研究还支持了过去行为经历是预测安全套使

用倾向的显著变量[56]。首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未

婚男性将来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 最近一次性行为

中使用了安全套的已婚男性将来更有可能使用安全

套。 这种差异可能跟婚姻有很大关系。 因为已婚男性

使用安全套的主要目的可能是避孕 （尤其是当性伴

侣没有再使用其他避孕方式时），避孕是一种持续行

为， 大部分夫妇一旦选择使用安全套后以后也会使

用安全套 [57]。 而未婚男性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比较复

杂， 但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经历会对以后的行

为产生重要影响。 这个发现告诉我们在进行安全性

行为干预时，干预介入的时间越早效果越好，最好是

在青少年的首次性行为之前开展安全性行为教育[57]。
尽管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通常具

有贫穷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特征，但是这两个因素与

安全套使用倾向没有显著关系，只有年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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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套使用倾向，并且较大年龄组的大龄未婚男性

更倾向于不使用安全套。 这个结果也被其他的研究

所证实[28][59]。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本

次调查是基于调查对象的自我填答， 并且调查时间

在 8 月底，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外出打工，因此

所获得的样本可能存在偏差， 调查结果可能低估了

总体的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行为。 其次，本文用从未

结过婚的男性作为受到婚姻挤压的光棍是有内在缺

陷的。 因为这群人里可能包含有主动选择不婚或主

动选择推迟结婚的男性。 最后， 受样本量偏小的限

制， 本文只能选择一些对安全套使用倾向影响可能

较大的变量。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更大的样本

和从质性的角度进行研究以补充本研究的不足。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

地了解中国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风险性行

为的影响因素， 也能为改变农村大龄未婚男性 HIV
风险性行为提供启示，我们认为通过强调或关注特

定的具体因素可以提高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 纠正

人们对安全套使用结果的误解和促使他们与性伴侣

沟通交流安全套是促使他们采取预防行为的可选措

施。 此外，提高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行为控制能力

也能提高安全套使用，如可以教授他们安全套使用

的每个必要步骤（如何获得安全套，如何正确使用安

全套和性伴侣交流安全套等）。 最后，本研究还认为

干预介入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干预介

入的时间越早越好，最好是在他们发生第一次性行

为之前，鼓励他们在第一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能

取得更好效果。。 据我们所知，本文是首次定量研究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促进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性行为的了解迈出

了重要一步，也为 HIV/AIDS 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希

望我们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后续对农

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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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om Use Intention among Forced Male Bachelors in Fural China：On the Basis of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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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om use intention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socio-demographic fac-
tors among forced male bachelors in rural China，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ata are derived from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entitled “‘older males’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family life survey in rural China”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y，Xi’an Jiaotong University，China，in JC district，Anhui province in 2008，in collaboration with IN-
ED Par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positive interaction factor of condom attitudes，stronger sexual partner norm，and greater perceived be-
havior control，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condom use among rural forced male bachelors. Condom use at the first sexual intercourse
i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e condom use intentions. Younger forced bachelor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condoms in the future. These
results may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condom use mechanism among forced male bachelors in rural China and also provide a theoreti-
cal support for HIV/AIDS and STIs interventions through encouragement to use condom at early stages of sexual life course.
Key words：Condom use intention；Forced male bachelor；Factors；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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