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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湖北省青少年烟草使用现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制定烟草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

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ꎬ抽取湖北省 ３６ 所初中共 ５ ４３８ 名青少年进行自填问卷调查ꎮ 结果　 湖北省青少年现在烟草使

用率为 ５.６６％ꎬ男生(８.３１％)高于女生(２.４８％)ꎬ农村(６.２７％)高于城市(４.８４％)ꎬ年级越高、可支配零用钱越多ꎬ现在烟草

使用率越高(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４.２８２ꎬ２１.７４６ꎬ４８.７６８ꎬ２２.９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８９.４０％的青少年在 １４ 岁之前第一次尝试吸卷烟ꎻ
现在吸烟的青少年中ꎬ７１.７１％想戒烟ꎬ９１.７９％没有接受过专业人员的帮助或建议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性别、年龄、每周

可支配零花钱数、父母吸烟、朋友吸烟、对戒烟困难性与二手烟危害的认知是青少年现在烟草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Ｐ 值均

<０.０１)ꎻ父母都不吸烟、朋友中没人吸烟、认为戒烟容易、认为二手烟有危害是青少年吸烟行为的保护因素(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７６３ꎬ１０.５２１ꎬ２.０４７ꎬ２.２４３)ꎮ 结论　 湖北省青少年烟草使用现象较为普遍ꎬ小学生、初中生是控烟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ꎬ学
校是开展控烟教育的较好场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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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９

　 　 中国是全球目前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ꎬ吸
烟人数超过 ３ 亿[１] ꎮ 青少年是烟草危害的重要受害

者ꎬ研究表明ꎬ我国 ２０ ~ ３４ 岁的吸烟者中ꎬ有 ５２.７％在

２０ 岁以前开始每日吸烟[２] ꎬ吸烟行为习惯的养成主要

是在青少年时期[１] ꎮ 有研究显示ꎬ吸烟者开始吸烟年

龄越小ꎬ成年后吸烟量越大ꎬ成为习惯性吸烟者的可

能性也越大[３] ꎮ 吸烟还与学习困难、酗酒、吸毒、逃学

和危险性行为等关系密切[４－５] ꎮ 由于尼古丁具有强成

瘾性ꎬ８０％的青少年习惯吸烟者步入成年后将继续吸

烟ꎬ且难以戒断[６] ꎮ 了解青少年吸烟行为及其影响因

素ꎬ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青少年烟草使用行

为ꎬ是遏制青少年烟草流行的关键措施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对湖北省 １２ 个地区 ３６ 所

中学开展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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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阶段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

(ＰＰＳ)ꎬ随机抽取 １２ 个县(市、区)ꎻ第 ２ 阶段在每个县

(市、区)内ꎬ采用 ＰＰＳ 法在辖区所含的公立和私立学

校中抽取 ３ 所初中ꎬ学生数小于 ４０ 的学校不列入抽样

范畴ꎬ共抽取 ３６ 所初中ꎻ第 ３ 阶段从每所被抽中学校

的 ３ 个年级中各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ꎬ共抽取 １０８ 个班ꎬ
班级内当日所有在校学生均参与调查ꎮ 共调查 ５ ４３８
名学生ꎬ回收问卷 ５ ４３８ 份ꎬ回收率为 １００％ꎮ 其中男

生 ２ ９６０ 名(５４.４３％)ꎬ女生 ２ ４７８ 名(４５.５７％)ꎻ城市

学生 ２ １７３ 名 ( ３９. ９６％)ꎬ 农 村 学 生 ３ ２６５ 名

(６０.０４％)ꎻ初一学生 １ ８５８ 名 ( ３４. １７％)ꎬ初二学生

１ ７７１名(３２.５７％)ꎬ初三学生 １ ８０９ 名(３３.２７％)ꎻ<１３
岁的学生 １ ２０７ 名(２２.２１％)ꎬ１３ ~ １５ 岁学生 ４ １１４ 名

(７５.６５％)ꎬ> １５ 岁的学生 １１４ 名(２.１０％)ꎻ每周可支

配零用钱≤１０ 元的学生 １ ９７７ 名(３６.６９％)ꎬ１１ ~ ３０ 元

的学生 ２ １７７ 名( ４０. ４０％)ꎬ > ３０ 元的学生 １ ２３４ 名

(２２.９０％)ꎮ 部分项目应答存在缺失项ꎮ
１.２　 方法　 调查问卷以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 Ｇｌｏｂａｌ
Ｙｏｕｔｈ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ｕｒｖｅｙꎬＧＹＴＳ) [７] 统一标准的核心问卷

为基础ꎬ根据中国国情增加部分问题ꎬ调整后的问卷

通过了 ＧＹＴＳ 调查问卷审查委员会批准ꎮ 问卷由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ꎬ由调查对象匿名自填完成ꎮ
本研究涉及的调查主要内容包括烟草使用、戒烟及对

烟草使用相关知识、态度情况ꎮ 现在烟草使用行为是

指在过去 ３０ ｄ 内ꎬ至少有 １ ｄ 使用过烟草制品ꎬ包括

卷烟、烟斗、雪茄等ꎻ尝试吸烟指曾经尝试吸过卷烟ꎬ
即使是一两口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整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完成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百分率

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法分析

影响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现在烟草使用情况　 湖北省青少年现在烟草使

用率为 ５. ６６％ꎬ男生烟草使用率( ８. ３１％) 高于女生

(２.４８％)ꎻ农村(６.２７％)高于城市(４.８４％)ꎻ随着年级

上升ꎬ烟草使用率逐渐升高ꎬ初三学生烟草使用率最

高(８.２０％)ꎻ学生每周可支配的钱越多ꎬ烟草使用率越

高ꎬ每周可支配零用钱>３０ 元者最高ꎬ现在烟草使用率

为 １０.６６％ꎮ 各组间现在烟草使用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吸烟场所分布　 湖北省现在吸烟的 ２８７ 名青少

年报告在家、学校和网吧吸烟率较高ꎬ分别为 ２１.６２％ꎬ
１７.１２％ꎬ１４.７１％ꎮ 此外ꎬ朋友家、社交场合、餐馆和其

他场所的比例分别为 ７.２１％ꎬ７.８１％ꎬ０.６０％和３０.９３％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现在烟草使用率比较

人口学指标
应答

人数

现在烟草

使用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 ７６８ ２３０(８.３１) １０４.２８２ <０.０１
女 ２ ３００ ５７(２.４８)

年级 初一 １ ６９５ ４３(２.５４) ４８.７６８ <０.０１
初二 １ ６８０ １０３(６.１３)
初三 １ ６８３ １３８(８.２０)

城乡 城市 ２ １５０ １０４(４.８４) ２１.７４６ <０.０１
农村 ２ ９１８ １８３(６.２７)

每周可支配零用钱 / 元 ≤１０ １ ７９９ ６２(３.４５) ２２.９２６ <０.０１
１１~ ３０ ２ ０４８ ９５(４.６４)
>３０ １ ２０１ １２８(１０.６６)

　 注:()内数字为使用率 / ％ꎻ部分项目应答存在缺失值ꎮ

２.３　 第一次尝试吸卷烟年龄 　 在本次调查 ９７２ 名报

告第一次尝试吸卷烟年龄的青少年中ꎬ学龄前阶段

(≤７ 岁)尝试吸烟比例最高ꎬ为 ２５.７２％ꎻ其次为 １０ ~
１１ 岁和 １２ ~ １３ 岁年龄组ꎬ分别为 ２１.４０％和 ２４.５９％ꎻ
１４ ~ １５ 岁和>１６ 岁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２９％和 ０.３１％ꎻ８ ~
９ 岁组比例为 １７.７０％ꎮ ８９.４０％的青少年在 １４ 岁之前

第一次尝试吸卷烟ꎮ
２.４　 戒烟意愿与行为　 在现在吸烟青少年中ꎬ７１.７１％
的学生表示想要戒烟ꎻ在过去 １ 年中ꎬ６８.２７％的学生

尝试过戒烟行为ꎻ８０.００％的学生认为只要自己想戒烟

就能戒掉ꎻ９１.７９％的学生没有接受过专业人员的戒烟

帮助或建议ꎮ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青少年在戒烟意愿

与行为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５　 现在烟草使用行为影响因素　 以现在烟草使用

行为作为因变量ꎬ以性别(男 ＝ １ꎬ女 ＝ ２)、父母吸烟情

况(都不吸烟＝ １ꎬ有一方吸烟＝ ２ꎬ都吸烟＝ ３)、朋友吸

烟情况(朋友中没人吸烟＝ １ꎬ朋友中有人吸烟＝ ２)、对
戒烟困难性认知(认为戒烟容易 ＝ １ꎬ认为戒烟困难 ＝
２)、对二手烟危害认知(二手烟有危害 ＝ １ꎬ二手烟没

有危害 ＝ ２) 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α入 ＝ ０.１０ꎬα出 ＝ ０.０５)ꎮ 结果显示ꎬ男生、年龄较大、
可支配零花钱数较多、父母吸烟、朋友吸烟、认为戒烟

困难和对二手烟危害认知不足是青少年现在烟草使

用行为的危险因素(Ｐ 值均<０.０１)ꎮ 朋友中有人吸烟

的青少年现在烟草使用行为发生的危险性是朋友中

没人吸烟的 １０.５２１ 倍ꎻ认为戒烟困难的青少年现在烟

草使用行为的危险性是认为戒烟容易青少年的 ２.０４７
倍ꎻ认为二手烟没有危害的青少年现在烟草使用行为

发生的危险性是认为二手烟有危害者的 ２.２４３ 倍ꎮ 见

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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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湖北省青少年戒烟意愿与戒烟行为构成不同性别年级间比较

戒烟意愿与行为
性别

男 女 χ２ 值 Ｐ 值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χ２ 值 Ｐ 值
目前戒烟意愿 想戒 ９８(７３.６８) １１(５７.８９) ２.０４３ ０.１５３ １５(７５.００) ３７(７２.５５) ５４(６９.２３) ０.３３３ ０.８４７

不想戒 ３５(２６.３２) ８(４２.１１) ５(２５.００) １４(２７.４５) ２４(３０.７７)
过去 １ 年尝试 尝试过 １２１(６９.５４) ２１(６１.７６) ０.７９４ ０.３７３ １６(６４.００) ４９(６９.０１) ７５(６８.１８) ０.２１９ ０.８９６
　 戒烟情况 没有尝试 ５３(３０.４６) １３(３８.２４) ９(３６.００) ２２(３０.９９) ３５(３１.８２)
认为只要想戒烟 是 １４２(７９.７８) ２６(８１.２５) ０.０３７ ０.８４８ ２０(７４.０７) ６７(７７.１４) ８１(７７.１４) ４.３３９ ０.１１４
　 就能戒掉 否 ３６(２０.２２) ６(１８.７５) ７(２５.９３) ９(１１.８４) ２４(２２.８６)
接受过专业人员 是 １６(７.３４) ６(１２.００) １.１７２ ０.２７９ ６(１５.３８) ６(６.２５) １０(７.６３) ３.１８８ ０.２０３
　 帮助或建议 否 ２０２(９２.６６) ４４(８８.００) ３３(８４.６２) ９０(９３.７５) １２１(９２.３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调查项目应答存在缺失值ꎮ

表 ３　 湖北省青少年现在烟草使用行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５ ４３８)

常数项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常数项 －３.７５８ ０.７５３ ２４.９２６ ０.０００
男性 ０.９３８ ０.１６２ ３３.３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９１(０.２８５ ~ ０.５３８)
年龄 ０.４３７ ０.０９６ ２０.８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６(０.５３６ ~ ０.７７９)
每周可支配零花钱数 ０.２９９ ０.０８９ １１.２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７４１(０.６２３ ~ ０.８８３)
父母吸烟情况 １４.２２４ ０.００１
　 都不吸烟 －０.５６７ ０.３９０ ２.１１８ ０.１４６ １.７６３(０.８２１ ~ ３.７８４)
　 一方吸烟 ０.０３３ ０.３７３ ０.００８ ０.９３０ ０.９６８(０.４６６ ~ ２.００９)
朋友中没人吸烟 －２.３５３ ０.１９１ １５１.３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５２１(７.２３１ ~ １５.３０７)
认为戒烟容易 －０.７１７ ０.１８５ １５.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４７(１.４２５ ~ ２.９４１)
对二手烟危害认知 －０.８０８ ０.１４２ ３２.５６３ ０.０００ ２.２４３(１.６９９ ~ ２.９６０)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湖北省青少年现在烟草使用率为

５.６６％ꎬ低于同期全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

水平(６.９％)ꎬ其中男生(８.３１％)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１１. ２％)ꎬ 女 生 ( ２. ４８％)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２.２％) [７] ꎮ 男性为青少年烟草使用行为的危险因素ꎬ
与国内的众多研究结果类似[８－１０] ꎮ 调查提示ꎬ尽管现

在湖北省青少年烟草使用行为以男生为主ꎬ但青少年

现在烟草使用率在性别上的差异远低于成人(男性为

５２.１％ꎬ女性为 ２.７％) [１１] ꎮ 肖琳等[８] 研究也显示ꎬ职
业中学女生吸烟率(６.２％) 高于全国 １５ 岁以上女性

(２.４％)ꎮ 因此ꎬ在青少年控烟工作中ꎬ不能因为现阶

段男生烟草使用率较高ꎬ女生烟草使用率较低而重点

关注男生忽视对女生的控烟健康教育ꎮ
本研究显示ꎬ湖北省青少年开始吸烟的年龄较

早ꎬ８９.４０％现有吸烟者在 １４ 岁之前第一次尝试吸卷

烟ꎬ不足 ７ 岁年龄组发生率最高(２５.７２％)ꎬ其次为 １２
~ １３ 岁年龄组(２４.５９％)ꎬ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了类似

现象[９ꎬ１２－１３] ꎮ 可能与青少年对吸烟危害知识的掌握程

度、青少年人格发育过程特殊心理有关[１４] ꎮ 提示控烟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ꎬ小学生、初中生是预防吸烟行为

的重点人群ꎮ 湖北省青少年烟草使用行为的影响因

素与近年来国内众多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５－１６] ꎬ同学和

朋友吸烟可增加青少年吸烟的风险ꎮ 夏大等[１０] 研究

表明ꎬ中学生首次吸烟原因主要是同伴效应ꎮ 学校是

青少年的重要生活场所ꎬ同学吸烟行为产生的同伴效

应容易让青少年迫于同伴压力而吸烟[１７] ꎮ 研究也发

现ꎬ学校开展控烟教育能够有效降低学生的尝试吸烟

率和实际吸烟率[８] ꎮ 文孝忠等[１８]发现ꎬ通过健康促进

学校干预模式的实施ꎬ校园吸烟相关环境有所改善ꎬ
父母参与控烟积极性有所增加ꎮ 提示要更加重视学

校控烟工作ꎬ将学校重点是小学、初中学校作为开展

控烟干预的重要场所ꎮ
近年来湖北省各级各类学校在落实«教育部关于

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方面做出

了积极努力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ꎮ 但校园控烟工作具

有持久性和艰巨性ꎬ需要各级各类高校认真研究既往

控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有效落实控烟措施ꎬ开展健

康促进学校创建ꎬ打造无烟校园ꎮ 此外ꎬ应在各级各

类学校开展针对性地控烟媒体传播活动ꎬ将控烟健康

教育内容纳入教学课程ꎬ提高青少年对烟草知识的认

知能力ꎮ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教育部门等有关部门应

继续加大监管力度ꎬ 为青少年控烟工作提供政策

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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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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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