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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青少年吸烟行为与感觉寻求、冲动性的关系ꎬ为预防和降低吸烟行为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

便抽样方法ꎬ在重庆市某区选取初中、高中和大学各 １ 所ꎮ 在初中及高中采取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所有在校生ꎬ在大学采取

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共抽取 ４ ２３５ 名青少年完成吸烟行为问卷、冲动性和感觉寻求量表ꎮ 结果　 青少年吸烟率为 １３.２％ꎻ不
同性别、生源地、父母文化水平、学段的青少年吸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１.９３ꎬ２４.７６ꎬ２４.５０ꎬ１３.７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不同吸烟情况、性别、生源地青少年的感觉寻求(Ｚ 值分别为－１３.４７ꎬ－２.８５ꎬ－３.６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和冲动性(Ｚ 值分

别为－８.２１ꎬ－４.７２ꎬ－２.９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吸烟、男生、城市青少年 ２ 种特质得分均高于相应组ꎻ不
同父母文化水平青少年的感觉寻求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２.８６ꎬＰ<０.０１)ꎻ不同学段青少年的冲动性得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Ｈ＝ ５１.０３ꎬＰ<０.０１)ꎮ 青少年吸烟行为与感觉寻求、冲动性之间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２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
感觉寻求(ＯＲ＝ １.２２９ꎬ９５％ＣＩ＝ １.１８２~ １.２７８)、冲动性(ＯＲ ＝ １.０５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０１ ~ １.１１７)能够影响青少年吸烟ꎮ 结论　 学

校应结合青少年感觉寻求和冲动性的特点进行吸烟行为预防和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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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危险行为的高发期ꎬ吸烟是青

少年较常发生的危险行为之一[１] ꎮ 我国研究者发现ꎬ
青春期发育水平、压力、吸烟榜样及广告影响、家庭关

系等会影响青少年的吸烟行为[２－５] ꎮ 有研究者发现ꎬ
感觉寻求能够预测高中生和中职学生的吸烟行为ꎬ而
冲动性则不能[６－７] ꎮ 国外众多研究发现ꎬ感觉寻求、冲
动性与青少年吸烟、饮酒等危险行为有关[８－９] ꎮ 高感

觉寻求和冲动性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吸烟、饮酒、滥

用毒品等健康危险行为[１０]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７ 年 ３—６
月以重庆市某区 ３ 所学校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ꎬ调查

青少年吸烟与感觉寻求、冲动性的关系ꎬ为学校有效

预防和干预吸烟行为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在重庆市某区选取初

中、高中和大学各 １ 所ꎻ然后ꎬ在初中及高中采取整群

取样方法ꎬ抽取该校所有学生ꎻ在大学采取随机整群

抽样方法ꎬ选择文理科专业各 １ 个ꎬ抽取该专业 ３ 个年

级所有学生ꎮ 共调查青少年 ４ ５００ 名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２３５份ꎬ 有 效 率 为 ９４ １１％ꎮ 其 中 男 生 １ ６６９ 名

(３９ ４％)ꎬ女生 ２ ５６６ 名( ６０ ６％)ꎻ初中生 １ ３４５ 名

(３１ ８％)ꎬ高中生 １ ６７５ 名(３９ ６％)ꎬ大学生 １ ２１５ 名

(２８ ７％)ꎻ农村学生 １ ９０７ 名(４５％)ꎬ城市学生２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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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５５％)ꎻ父母文化水平为专科及以下者 ２ ９２５ 名

(６９ １％)ꎬ本科及以上者 １ ３１０ 名(３０ ９％)ꎮ 平均年

龄为(１６ ５４±２ ５４)岁ꎮ 本调查取得了所有调查对象

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吸烟行为问卷(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 Ｕ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借鉴 Ｇｒａｃｅ 等编制的吸烟行为问卷[７ꎬ１０] ꎬ问卷中要求

被试回答“最近 ３０ ｄ 内ꎬ你是否真正吸过烟(并非尝试

吸烟)?”回答“没有”计 ０ 分ꎬ“有(≥１ 次)”计 １ 分ꎮ
１.２.２　 冲动性和感觉寻求量表(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ꎬ ＩｍｐＳＳ) 　 该量表由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１]

编制、胡春梅等[７]修订ꎬ共 １９ 个题目ꎬ其中 ８ 个题目测

量冲动性ꎬ１１ 个题目测量感觉寻求ꎻ回答“是”计 １ 分、
“否”计 ０ 分ꎻ感觉寻求和冲动性得分越高ꎬ说明相应

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冲动性和感觉寻求分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７２ꎬ０.７６ꎮ
１.３　 施测过程　 研究者与中学老师、大学年级辅导员

联系确定调查时间及地点后ꎬ组织学生在教室统一完

成问卷ꎮ 问卷完成前ꎬ心理学专业调查人员向学生讲

明调查目的、内容、指导语及注意事项等ꎬ问卷完成需

要 １０ ｍｉｎ 左右ꎮ
１.４　 统计分析　 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ꎮ
计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感觉寻求、冲动性)的采用

中位数和第 ２５ꎬ７５ 百分位数[Ｍ(Ｐ２５ꎬＰ７５ )]描述ꎬ２ 组

间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ꎬ 多组间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ꎻ用 χ２ 检验了解不同人口学变量

青少年吸烟率的差异ꎻ用点二列相关了解感觉寻求、
冲动性与吸烟的关系ꎻ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了解感觉

寻求和冲动性是否能够影响青少年的吸烟行为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男生吸烟率高于女生ꎬ城市学生高于

农村学生ꎬ父母文化为本科及以上青少年的吸烟率高

于父母文化为专科及以下者ꎬ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吸烟

率高于大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吸烟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吸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６６９ ３５８(２１.４) １６１.３０ ０.００

女 ２ ５６６ ２０３(７.９)
生源地 农村 １ ９０７ １９８(１０.４) ２４.７６ <０.０１

城市 ２ ３２８ ３６３(１５.６)
父母文化水平 专科及以下 ２ ９２５ ３３７(１１.５) ２４.５０ <０.０１

本科及以上 １ ３１０ ２２４(１７.１)
学段 初中 １ ３４５ １９６(１４.６) １３.７３ <０.０１

高中 １ ６７５ ２４１(１４.４)
大学 １ ２１５ １２４(１０.２)

合计 ４ ２３５ ５６１(１３.２)

　 注:()内数字为吸烟率 / ％ꎮ

２.２　 青少年感觉寻求、冲动性的组间差异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结果显示ꎬ吸烟青少年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性

均高于不吸烟者ꎬ男生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性高于女

生ꎬ城市青少年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性高于农村ꎬ父母

文化为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感觉寻求高于专科及以

下组(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结果显示ꎬ大学生和初中

生、高中生的感觉寻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冲动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进一步事后检

验表明ꎬ大学生的冲动性明显低于初中生和高中生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青少年感觉寻求冲动性得分比较[Ｍ(Ｐ２５ꎬＰ７５)]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感觉寻求 冲动性
是否吸烟 否 ３ ６７４ ４.０(２.０ꎬ６.０) ３.０(２.０ꎬ５.０)

是 ５６１ ６.０(４.０ꎬ８.０) ４.０(３.０ꎬ５.０)
Ｚ 值 －１３.４７ －８.２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性别 男 １ ６６９ ５.０(３.０ꎬ７.０) ４.０(２.０ꎬ５.０)
女 ２ ５６６ ４.０(３.０ꎬ６.０) ３.０(２.０ꎬ５.０)

Ｚ 值 －２.８５ －４.７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生源地 农村 １ ９０７ ４.０(２.０ꎬ６.０) ３.０(２.０ꎬ５.０)
城市 ２ ３２８ ５.０(３.０ꎬ７.０) ３.０(２.０ꎬ５.０)

Ｚ 值 －３.６２ －２.９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父母文化水平 专科及以下 ２ ９２５ ４.０(３.０ꎬ６.０) ３.０(２.０ꎬ５.０)
本科及以上 １ ３１０ ５.０(３.０ꎬ７.０) ４.０(２.０ꎬ５.０)

Ｚ 值 －２.８６ －０.８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３８

学段 初中 １ ３４５ ４.０(２.０ꎬ７.０) ４.０(２.０ꎬ５.０)
高中 １ ６７５ ４.０(３.０ꎬ６.０) ３.０(２.０ꎬ５.０)
大学 １ ２１５ ４.０(３.０ꎬ６.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Ｚ 值 ０.１１ ５１.０３
Ｐ 值 ０.９５ ０.００

２.３　 青少年吸烟与感觉寻求、冲动性的关系　 采用点

二列相关分析吸烟与感觉寻求、冲动性之间的关系显

示ꎬ青少年吸烟与感觉寻求、冲动性之间均存在正相

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２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青少年感觉寻求、冲动性对吸烟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以吸烟为因变量(没有 ＝ ０ꎬ≥１ 次 ＝ １)ꎬ感觉寻

求、冲动性为自变量ꎬ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发

现ꎬ在控制性别(男＝ １ꎬ女＝ ２)、生源地(农村＝ １ꎬ城市
＝ ２)、父母文化水平(专科及以下 ＝ １ꎬ本科及以上 ＝
２)、学段(初中＝ １ꎬ高中 ＝ ２ꎬ大学 ＝ ３)的情况下ꎬ感觉

寻求、冲动性是影响青少年吸烟的危险因素(ＯＲ 值分

别为 １.２２９ꎬ１.０５７)ꎬ高感觉寻求和冲动性的青少年更

倾向于吸烟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青少年冲动性感觉寻求对吸烟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４ ２３５)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１.１３１ ０.０９８ １３３.９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３(０.２６６~ ０.３９１)
生源地 ０.３６８ ０.１０９ １１.３５９ ０.００１ １.４４５(１.１６６~ １.７８９)
父母文化水平 ０.２５４ ０.１０４ ５.９８２ ０.０１４ １.２８９(１.０５２~ １.５７９)
学段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８ ０.３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９(１.１８２~ １.２７８)
感觉寻求 ０.２０７ ０.０２０ １０７.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９(１.１８２~ １.２７８)
冲动性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８ ４.０２５ ０.０４５ １.０５７(１.００１~ １.１１７)

０８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８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青少年的吸烟率为 １３.２％ꎬ与已有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２] ꎮ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性别、生
源地、父母文化水平、学段是青少年吸烟的影响因素ꎬ
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１３] ꎻ但在不同生源地、父母文化

水平青少年吸烟的具体差异上与已有研究不一致ꎬ可
能与样本取样有关ꎬ在后续研究中ꎬ可以扩大取样范

围ꎬ兼顾不同省市、城市和农村并匹配不同数量样本ꎬ
进一步探究生源地、父母文化水平对青少年吸烟的具

体影响ꎮ
调查结果说明ꎬ不同吸烟情况、性别、生源地、父

母文化水平、学段青少年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性水平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提示在培养青少年人格特质健康

发展时ꎬ应该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差异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感觉寻求和冲动性都是青少年吸

烟的影响因素ꎬ高感觉寻求和冲动性者会更容易吸

烟ꎬ和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７ꎬ１４] ꎮ 感觉寻求会影响青少

年吸烟ꎬ可能和以下原因有关:(１)青少年中期是感觉

寻求水平发展的高峰[１５] ꎻ随着这一水平的增加ꎬ青少

年寻求危险行为的需求也会增加ꎮ (２)吸烟能够满足

感觉寻求需要ꎮ 香烟中的尼古丁能够给人带来愉悦、
刺激性体验[１０] ꎬ能够满足青少年寻求快感需要ꎻ同时ꎬ
我国的烟酒广告将吸烟塑造为时尚的标志ꎬ会使青少

年选择吸烟以获得追求流行时尚的新异体验[１６] ꎮ
冲动性会影响青少年吸烟ꎬ主要与他们的吸烟动

机和期望有关[１７] ꎮ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２０１２)
指出ꎬ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国ꎬ人群吸

烟率居高不下ꎬ成年男性吸烟率高达 ５２.９％[１８] ꎻ第十

届中国青少年控烟学术研讨会指出ꎬ青少年尝试吸烟

率为 １９.９％ꎬ青年及女性吸烟率都有上升的趋势ꎬ中国

吸烟者有一半都是 ２０ 岁之前开始吸烟[１９] ꎮ Ｒｏｙｓ
等[２０]指出ꎬ快感缺失度为普通和更高的个体的吸烟和

冲动性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ꎬ而快感缺失度低的个体

冲动性和吸烟之间不相关ꎮ
综上所述ꎬ要预防和降低青少年的吸烟行为ꎬ就

应该结合他们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性人格特质:一方

面ꎬ学校可以通过问卷筛查出高感觉寻求和冲动性的

个体ꎬ对其进行心理干预ꎻ另一方面ꎬ学校要加强对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ꎬ使学生掌握合理控制冲动性的技

巧ꎬ引导学生通过健康行为(运动、旅游等)满足感觉

寻求需要[２１－２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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