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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职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现状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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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指导学生科学就医、合理用药

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贵州省 ３ ０７３ 名职业中学学生ꎬ采用自评式问卷调查用药情

况ꎮ 结果　 职业中学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报告率为 １１.８８％ꎮ 职中学生用药报告率不同性别、民族、年级、是否住校、吸烟、
饮酒、每月零花钱、自杀意念、学习压力、家庭经济状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

示ꎬ住校(ＯＲ＝ １.７６８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１４ ~ ２.５７６)、每月零花钱≥５００ 元(ＯＲ ＝ ２.４０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５２０ ~ ３.８１３)、吸烟(ＯＲ ＝ １.６７６ꎬ
９５％ＣＩ＝ １.２５２~ ２.２４３)、有自杀意念(ＯＲ＝ １.７０９ꎬ９５％ＣＩ＝ １.２５７~ ２.３２４)、家庭经济困难(ＯＲ＝ ４.１１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５０ ~ １４.７５０)
或中等(ＯＲ＝ ４.１４９ꎬ９５％ＣＩ＝ １.２３８~ １３.９０７)是学生用药的危险因素ꎬ职中二年级(ＯＲ＝ ０.４４８ꎬ９５％ＣＩ＝ ０.３３４ ~ ０.６０２)是学生

用药的保护因素ꎮ 结论　 职业中学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报告率相对较高ꎬ应加强对职中学生进行安全用药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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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疾病预防控制ꎮ
【通讯作者】 　 彭丹冰ꎬＥ￣ｍａｉｌ:３７９６６０６４６＠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０

　 　 非医疗目的使用药物是指在没有生病或者没有
医嘱的情况下使用药物ꎬ所使用的多数为具有精神活
性的药物ꎬ包括处方药与非处方药[１－２] ꎮ 既往研究证
实ꎬ安定、曲马多等药物是海洛因、冰毒等毒品的入门
药ꎬ曾有过非医疗目的使用处方药的青少年在成年后
更易出现毒品滥用行为[１] ꎮ 青少年时期是堕入物质
滥用者行列的高风险阶段ꎬ也是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
的关键时期[３]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至 １２ 月对贵州
省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现状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并探讨影响因素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根据
人均 ＧＤＰ 水平ꎬ将贵州省 ９ 个市 / 州分为高、中、低 ３
个层ꎬ在每个层内随机抽取 ２ 个市 / 州ꎻ从抽中的市 / 州
随机抽取 ２ 所职业中学ꎻ在职业中学中每个年级随机
抽取 ２ 个班级的全部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调
查问卷 ３ ０７３ 份ꎬ有效问卷 ３ ０７３ 份ꎮ 其中男生 ８３６
名ꎬ女生 ２ １１３ 名ꎬ性别信息缺失 １２４ 名ꎻ职中一年级
学生 １ ８７３ 名ꎬ职中二年级学生 １ ２００ 名ꎮ 平均年龄
(１６.６８±１.２１)岁ꎮ
１.２　 方法　 学生采用匿名自评方式填写“青少年健康
状况调查表”ꎬ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年
级、民族等ꎻ家庭相关因素: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
给予月零花钱情况等ꎻ学校相关因素:学习成绩、学习
压力等ꎻ个人行为特征:吸烟、饮酒、自杀情况等ꎻ非医
疗目的用药行为:曾经在无身体不适或没有医生指导
下使用晕动片(除预防晕车、晕船)、头痛散、去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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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沙芬、复方甘草片、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止咳
水)、盐酸曲马多、复方地芬诺酯、地西泮(安定) / 三唑

仑等镇静催眠类药品[１－２]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积极沟通ꎬ取得调查学校、班
主任老师的支持ꎮ 调查时向学生详细介绍本次调查
的目的、意义以及问卷填写过程中的注意事项ꎬ耐心
解答学生填写问卷过程中的问题ꎬ不诱导学生答题ꎮ
调查员现场进行完整性检查ꎬ确保调查表填写完整后
回收ꎻ调查表回收后ꎬ再次进行完整性和逻辑性核查ꎬ
核查无误后ꎬ对调查表进行编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
录入数据ꎮ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计量

资料的统计描述运用 ｘ±ｓꎬ计数资料的统计描述运用

构成比和率ꎬ分别用 Ｚ 检验和 χ２ 检验分析不同特征学

生用药差异ꎬ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学生用药的危
险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职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单因素分析　 调查的
职业中学学生中ꎬ非医疗目的用药报告率为 １１.８８％
(３６５ 名)ꎮ 用药组年龄为(１６.４９±１.４５)岁ꎬ低于未用
药组的 ( １６. ７０ ± １. １７) 岁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Ｚ ＝
３.１７５ꎬＰ ＝ ０.００２)ꎮ 由表 １ 可见ꎬ中职学生非医疗目的
用药报告率男生>女生ꎬ少数民族>汉族ꎬ一年级>二年
级ꎬ住校学生>未住校学生ꎬ每月零花钱≥５００ 元>每月
零花钱<５００ 元ꎬ吸烟者>不吸烟ꎬ饮酒>不饮酒ꎬ有自
杀意念>无自杀意念ꎬ有学习压力>无学习压力ꎬ家庭
经济困难>中等>较好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表 １　 中职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单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用药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８３６ １３３(１５.９１) ２０.３９６ <０.０１

女 ２ １１３ ２１１(９.９９)
民族 汉族 １ ９７４ ２１３(１０.７９) ７.６２６ <０.０１

少数民族 １ ０１０ １４４(１４.２６)
年级 一年级 １ ８７３ ２６８(１４.３１) ２７.０８０ <０.０１

二年级 １ ２００ ９７(８.０８)
住校 是 ２ ４９４ ３１５(１２.６３) ９.４３７ <０.０１

否 ５５２ ４４(７.９７)
家庭经济状况 较好 ８０ ５(６.２５) ６.４８９ ０.０３９

中等 ２ ７０８ ３１３(１１.５６)
困难 ２６７ ４２(１５.７３)

每月零花钱 / 元 ≥５００ １６８ ４０(２３.８１) ２４.２０３ <０.０１
<５００ ２ ８７２ ３２１(１１.１８)

吸烟 是 ５９８ １１３(１８.９０) ３６.２００ <０.０１
否 ２ ２４１ ２２３(９.９５)

饮酒 是 １ ７５２ ２５５(１４.５６) ２７.７５２ <０.０１
否 １ １４３ ９２(８.０５)

自杀意念 有 ４４６ ８１(１８.１６) ２０.５４５ <０.０１
无 ２ ６０４ ２７８(１０.６８)

学习压力 有 ２ ９１６ ３５６(１２.２１) ５.２４３ ０.０２２
无 １５０ ９(６.０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２.２　 中职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多因素分析　 以职业
中学学生是否非医疗目的用药为因变量ꎬ单因素分析

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性别:男＝ １ꎬ女＝ ０ꎻ民
族:汉族＝ １ꎬ少数民族 ＝ ０ꎻ年级:二年级 ＝ １ꎬ一年级 ＝
０ꎻ住校:是＝ １ꎬ否＝ ２ꎻ家庭经济:困难 ＝ ２ꎬ中等 ＝ １ꎬ较
好＝ ０ꎻ月零花钱:≥５００ 元 ＝ １ꎬ<５００ 元 ＝ ０ꎻ吸烟:是 ＝
１ꎬ否＝ ０ꎻ饮酒:是 ＝ １ꎬ否 ＝ ０ꎻ自杀意念:有 ＝ １ꎬ无 ＝ ０ꎻ
学习压力:有＝ １ꎬ无 ＝ ０)ꎬ拟合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
型ꎮ 由表 ２ 可见ꎬ职中二年级学生用药风险是一年级
学生的 ０.４４８ 倍ꎬ住校学生用药风险是不住校学生的
１.７６８ 倍ꎬ每月零花钱≥５００ 元学生用药风险是每月零
花钱<５００ 元的 ２.４０７ 倍ꎬ吸烟学生用药风险是不吸烟
学生 １.６７６ 倍ꎬ有自杀意念学生用药风险是无自杀意
念学生 １.７０９ 倍ꎬ家庭经济困难、中等学生用药风险分
别是家庭经济较好的 ４.１４９ꎬ４.１１９ 倍ꎻ职中二年级是
非医疗目的用药的保护因素ꎬ住校、吸烟、月零花钱≥
５００ 元、有自杀意念、家庭经济中等或困难是非医疗目
的用药的危险因素ꎮ

表 ２　 中职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

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０７３)

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级 －０.８０２ ０.１５０ ２８.４４１ <０.０１ ０.４４８(０.３３４~ ０.６０２)
住校 ０.５７０ ０.１９２ ８.８２５ <０.０１ １.７６８(１.２１４~ ２.５７６)
每月零花钱 ０.８７９ ０.２３５ １４.０２１ <０.０１ ２.４０７(１.５２０~ ３.８１３)
吸烟 ０.５１６ ０.１４９ １２.０７４ <０.０１ １.６７６(１.２５２~ ２.２４３)
自杀意念 ０.５３６ ０.１５７ １１.６９５ <０.０１ １.７０９(１.２５７~ ２.３２４)
家庭经济
　 中等 １.４２３ ０.６１７ ５.３１５ ０.０２１ ４.１４９(１.２３８~ １３.９０７)
　 困难 １.４１６ ０.６５１ ４.７３０ ０.０３０ ４.１１９(１.１５０~ １４.７５０)

３　 讨论
本研究中ꎬ职业中学学生曾经非医疗目的用药检

出率 为 １１. ８８％ꎬ 低 于 广 东 省 职 业 中 学 学 生
(１４.１８％) [２] 、美国八、十二年级学生用药率(１５.７％ꎬ
２４.７％) [４] ꎮ 但高于国内初中、高中学生用药率( １０.
８６％ꎬ８.３１％) [２] ꎮ 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不同地区的社会
环境、药物可及性差异[２] ꎻ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不少职
业学校课程设置和学科建设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知
识轻素质和重专业轻文化的偏向ꎬ造成部分学生思想
认识模糊ꎬ是非判断能力差[５] ꎬ无法辨别非医疗目的
使用药物与人体危害的关联ꎮ 此外ꎬ国内外非医疗目
的用药研究结果的差异ꎬ可能归因于文化差异、药物
可及性、研究设计和样本量等[２－６] ꎮ 提示物质滥用是
一个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对职业中学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单因素分析显
示ꎬ男生用药检出率高于女生ꎬ与国内研究结果一
致[７] ꎮ 可能是男生观念更加开放ꎬ好奇心促使其更容
易尝试药物ꎮ 研究还发现ꎬ少数民族学生用药报告率
高于汉族学生ꎮ 可能是由于贵州省经济文化发展相
对滞后ꎬ全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ꎬ尤其是少数民族群
众生活更加闭塞ꎬ文化素质更低[８] ꎬ造成安全用药观
念落后ꎻ职中一年级用药报告率高于职中二年级ꎮ 佐
证了王婉馨等[２]研究结论ꎬ但与美国[９] 情况相反ꎮ 可
能是因中美两国在教育模式、社会环境以及药物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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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存在差异而造成ꎮ
青少年正处于旺盛的生理和心理成长阶段ꎬ家庭

因素对职中学生非医疗目的用药有影响ꎬ缺少父母关
爱和监管的青少年出现危险行为概率较高[１ꎬ１０－１１] ꎬ而
多与父母交流则为保护因素[１２] ꎮ 家庭经济困难或中
等学生家长可能过多为生计奔波ꎬ只顾给予物质ꎬ而
忽略与孩子交流ꎬ加之住校学生远离父母ꎬ造成学生
因父母关爱缺失和监管不力而用药风险较高ꎮ

烟草和酒精通常被认为是青少年物质滥用的“入
门药物” [１３] ꎮ 有吸烟习惯者用药危险性是没有吸烟习
惯者的 ２０ ~ ３０ 倍ꎬ有饮酒习惯者用药危险性是无饮酒
习惯者的 １２.５ 倍[１４] ꎮ 本研究吸烟饮酒的学生用药报
告率较高ꎬ与国内外研究一致[１３－１４] ꎮ 有研究还报道ꎬ
自杀与他杀等事件的发生与青少年物质滥用均有关
系[１５] ꎮ 职中学生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影响ꎬ有自杀意念
者用药报告率高于无自杀想法者ꎬ证实了上述观点ꎮ
此外ꎬＷｒｉｇｈｔ 等[１６] 研究还进一步揭示ꎬ社会和群体压
力是用药的主要原因ꎬ青少年把用药作为一种应对压
力的方式ꎮ 自我报告有学习压力学生用药报告率高
于无压力学生ꎬ与国内研究一致[６] ꎮ 中职学生压力可
能源于自身认识不足、教育模式缺陷、公众歧视和偏
见以及就业困难等[５ꎬ１７] 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住校、每月零花钱≥５００
元、吸烟、有自杀想法、家庭经济困难或中等是职中学
生用药的危险因素ꎬ职中二年级是学生用药的保护因
素ꎮ 研究显示ꎬ一级预防在药物滥用三级预防中效果
最好[１４] ꎮ 因此ꎬ学校及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职中学生进
行安全用药健康教育ꎬ同时识别具有高危行为特征学
生作为干预对象ꎬ引导学生安全用药ꎬ抵御非医疗目
的用药ꎬ减少危害的发生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高雪ꎬ卢次勇ꎬ邓剑雄ꎬ等.家庭因素及个人认知对中学生非医疗

目的用药的影响研究[Ｊ]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１( ６):
３１５－３１８.

[２] 　 王婉馨ꎬ邓剑雄ꎬ郭蓝ꎬ等.广东中学生非医疗目的使用精神活性

物质情况调查[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７):８５６－８５８.
[３] 　 刘小瑜ꎬ吴斌ꎬ王倩ꎬ等.深圳市中学生预防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干

预效果评价[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３):２９１－２９４.
[ ４]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Ｌ ＤꎬＯ' ＭＡＬＬＥＹ Ｐ ＭꎬＢＡＣＨＭＡＮ Ｊ Ｇꎬ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ｄｒｕｇ ｕｓｅꎬ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３: ｖｏｌｕｍｅ
Ⅰꎬ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Ｒ].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ꎬ ２０１４.

[５] 　 李婉妮.中职学生职业素养问题及对策研究[ Ｄ].长春:东北师范

大学ꎬ２０１１.
[６] 　 吴宇ꎬ黄泽鹏ꎬ谌丁艳ꎬ等.深圳市青少年成瘾物质使用情况及影

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９):１３２１－１３２３.
[７] 　 苏玲ꎬ陈丽萍ꎬ居文ꎬ等.福建省大中学生吸烟、饮酒与易成瘾药物

使用现况分析[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０７ꎬ１５(１):３７－４１.
[８] 　 曹文杰ꎬ袁智ꎬ姚永明ꎬ等.贵阳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青年学生艾滋病

哨点监测结果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９):１２９０－１２９３.
[ ９]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Ｌ ＤꎬＯ' ＭＡＬＬＥＹ Ｐ ＭꎬＢＡＣＨＭＡＮ Ｊ Ｇꎬ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ꎬ ２００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ｒｇ / ｐｕｂｓ / Ｍｏｎｏ－ ｇｒａｐｈｓ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ｐｄｆ.

[１０] ＢＲＡＮＤＳ ＢꎬＰＡＧＬＩＡ￣ＢＯＡＫ Ａꎬ ＳＰＲＯＵＬＥ Ｂ Ａꎬ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ｏｐｉｏｉｄ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Ｃａｎ Ｆａｍ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０ꎬ５６(３):２５６－２６２.

[１１] ＦＯＲＤ Ｊ Ａꎬ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ＯＮ Ｊ. Ｔｈｅ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Ａｍｂｉ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Ｊ] . Ａｄｄｉｃｔ Ｂｅ￣
ｈａｖꎬ２０１２ꎬ３７(１２):１３８９－１３９４.

[１２] 曹志良ꎬ张程桢ꎬ胡美霞.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危险因素调查研究

[Ｊ]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ꎬ２００７ꎬ１３(２):１０８－１１０.
[１３] ＳＩＱＵＥＩＲＡ Ｌ ＭꎬＢＲＯＯＫＳ Ｊ 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ｕｓｅ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Ｊ] . Ｊ Ａｄｏ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３ꎬ３２(１): ５０－５７.

[１４] 周碧瑟.台湾地区在校青少年药物滥用盛行率与危险因子的探讨

[Ｊ] .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ꎬ２００１ꎬ１０(１): ２０－２２.
[１５] ＳＺＡＰＯＣＺＮＩＫ ＪꎬＰＲＡＤＯ ＧꎬＢＵＲＬＥＷ Ａ Ｋꎬｅｔ ａｌ.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ｉｎ Ａｆ￣

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０７ꎬ３(３):７７－１０５.

[１６] ＷＲＩＧＨＴ Ｊ ＤꎬＰＥＡＲＬ 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ｕｓｅꎬ １９６９ － ９９ [ Ｊ] .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９５ ( ８):
１２２５－１２３５.

[１７] 郭带好.浅析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压力的形成及应对机制[ Ｊ] .现代

职业教育ꎬ２０１６(３５):１８４－１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１９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０９


(上接第 ６７２ 页)
[５] 　 陶芳标ꎬ夏俊瑞.研究中学男生吸烟与其他危害健康问题的相互

作用[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１９９９ꎬ２０(３):１６６－１６７.
[６]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２:１－２２.

[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２０１４ 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 Ｒ].北
京ꎬ２０１４.

[８] 　 肖琳ꎬ姜垣ꎬ李强ꎬ等.中国三城市在校中学生吸烟现况调查[ Ｊ]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７):２０１－２０３.

[９] 　 唐文静ꎬ郑霄冰.２０１４ 年宁夏青少年吸烟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５ꎬ４２(１５):２７４１－２７４３.
[１０] 夏大ꎬ张苹芳ꎬ何俊ꎬ等.初中生吸烟现状及干预效果的行为评价

[Ｊ] .中国现代医学ꎬ２０１３ꎬ２３(１１):１０１－１０６.
[１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２０１５ 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 Ｍ].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５:５.
[１２] 张艳艳ꎬ何朝ꎬ李征ꎬ等.北京市顺义区初中生吸烟现状及影响因

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９):１３９０－１３９１.
[１３] 马文娟ꎬ黄晓红ꎬ陈再芳.无锡市中小学生尝试吸烟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１):５７－６０.
[１４] ＪＵＬＩＡ Ｃ Ａꎬ ＥＳＣＡＰＡ Ｓ Ｓꎬ ＭＡＲＩＫＬＯＳ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ｕ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ｓｔａｔｅｓꎬ ｐｅ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Ｊ] . Ａｄｉｃｃｉｏｎｅｓꎬ２０１２ꎬ２４(４):３０９－３１７.

[１５] 徐文婕ꎬ刘亨辉ꎬ刘峥ꎬ等.北京市 ２０１１ 年中小学生吸烟现状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１０):１２４１－１２４３.
[１６] 覃玉ꎬ向全永ꎬ苏健ꎬ等.南京市 ２ ５７５ 名中学生吸烟行为及影响因

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４):５８２－５８３.
[１７] 何亚平ꎬ朱静芬ꎬ李娜ꎬ等.校园控烟教育与环境干预对中学生吸

烟行为的影响[Ｊ]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１２ꎬ３２(７):３３
－３７ꎬ４２.

[１８] 文孝忠ꎬ陈维清ꎬ梁彩花ꎬ等.健康促进学校干预模式对学校和家

庭控烟环境的影响[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７ꎬ２８(３):２０７－２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３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３

５７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