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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顺义区初中生近 ５ 年的烟草使用流行趋势ꎬ为制定青少年控烟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ꎮ 方法　 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ꎬ分别于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７ 年使用全球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问卷在北京市顺义区随机抽

取的 ３ 所初中学校中进行问卷调查ꎬ每年调查的人数分别为 １ ５２０ꎬ１ ４０４ 和 １ ４６７ 名ꎮ 结果　 顺义区初中生现在吸烟率、尝
试吸烟率整体均呈上升趋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９.１５ꎬ１１.５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初中生在家里的二手烟暴露率

逐年升高(χ２ ＝ ７.０８ꎬＰ＝ ０.０１)ꎮ 在家里及公共场所暴露于二手烟者的现在吸烟率、尝试吸烟率均高于非暴露者ꎬ对初中生

现在吸烟率(χ２ 值分别为 ２５.８６ꎬ３７.６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尝试吸烟率(χ２ 值分别为 ４９.５１ꎬ６３.８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的影响均有统计

学意义ꎮ 初中生通过不同的烟草信息获取渠道对现在吸烟率的影响逐年上升ꎬ不同的烟草信息获取渠道对初中生尝试吸

烟率的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北京市顺义区初中生烟草使用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ꎬ二手烟暴露

情况不容乐观ꎮ 烟草信息获取渠道监管力度亟待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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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期是健康行为形成的关键时期ꎬ也是控

烟的关键时期ꎬ青少年吸烟行为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１] ꎮ 大多数吸烟者均始于青少年ꎬ我国青

少年吸烟问题日益严重ꎬ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２－３] ꎮ

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ꎬ身体各组织和器

官还未发育完善ꎬ神经系统、内分泌功能、免疫功能均

不太稳定ꎬ对外界的抵抗力较差ꎬ容易感染疾病[４] ꎮ
吸烟会导致青少年精神疲惫、萎糜不振、记忆力减退、
反应迟钝ꎬ加速整个身体的衰老进程[５] ꎬ同时还会增

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ꎮ
研究显示ꎬ我国初中生现在吸烟率为 ６.４％ꎬ尝试吸烟

率为 １８.８％[６] ꎻ北京市初中生现在吸烟率为 ２.６％ꎬ尝

６３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试烟草使用率为 １２.５％[７] ꎮ 为了解北京市顺义区初中

生烟草使用流行趋势ꎬ为今后有效开展青少年控烟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ꎬ笔者于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７ 年开展青少

年烟草流行监测调查工作ꎮ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ꎬ先随机抽取顺义区

３ 所初中ꎬ再从被抽中学校的 ３ 个年级中ꎬ每个年级按

等比例原则随机抽取若干班级ꎬ抽中班级中当日所有

在校学生全部参与调查ꎮ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７ 年分别发

放问卷 １ ５４１、１ ４５２、１ ５０７ 份ꎬ共发放调查问卷 ４ ５００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４ ３９１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７.６％ꎮ 其中初

一１ ４９３ 名 ( ３４. ０％)ꎬ 初二 １ ５０３ 名 ( ３４. ２％)ꎬ 初三

１ ３９５名(３１.８％)ꎻ男生 ２ １６６ 名(４９.３％)ꎬ女生 ２ ２２５
名(５０ ７％)ꎻ年龄以 １３ ~ １４ 岁为主(６７.１％)ꎬ其次是

１２ 岁及以下(１９.８％)ꎬ１５ 岁以上最少(１３.１％)ꎮ
１.２　 方法　 于每年的 １１—１２ 月份进行调查ꎬ采用全

球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核心问卷[８] ꎬ内容包括学生基

本情况、青少年烟草使用、二手烟暴露、烟草广告促销

等方面ꎮ 采用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匿名自填问卷、现场

回收的形式ꎬ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

明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ꎮ 为使信息真实

可靠ꎬ要求学生如实填写ꎬ调查结果保密ꎬ调查时所有

校方人员回避ꎮ
１.３　 烟草暴露界定[９] 　 尝试吸烟:尝试过机制卷烟及

其他有烟烟草制品ꎬ包括过去和现在ꎻ现在吸烟:过去

３０ ｄ 内吸过机制卷烟或其他有烟烟草制品至少 １ ｄꎻ
二手烟暴露:过去 ７ ｄ 内ꎬ在特定场所看到有人吸烟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平行双录入法录入数据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ꎮ 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吸烟行为影响因

素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烟草使用情况比较　 顺义区初中

生现在吸烟率、尝试吸烟率整体均呈上升趋势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９. １５ꎬ １１. ５４ꎬ Ｐ 值均 <
０ ０１)ꎮ 男、女生现在吸烟率和男生尝试吸烟率均呈

上升趋势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各年

份男生总体现在吸烟率及尝试吸烟率整体高于女生ꎮ
初二、初三年级学生现在吸烟率、尝试吸烟率均呈上

升趋势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ꎬ 见

表 １ꎬ２ꎮ

表 １　 顺义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初中生现在吸烟率比较

年份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合计

２０１３ ３５(４.８) ８(１.０) １４(２.６) １１(２.０) １８(４.１) ４３(２.８)
２０１５ ４３(６.０) １３(１.９) ４(０.９) ２５(５.５) ２７(５.３) ５６(４.０)
２０１７ ５５(７.７) １８(２.４) ８(１.５) ２３(４.６) ４２(９.５) ７３(５.０)
χ２ 值 ５.３６ ４.２４ ２.００ ５.０６ １１.１６ ９.１５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吸烟率 / ％ꎮ

２.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二手烟暴露率变化及其对烟草使

用影响　 顺义区初中生在家里的二手烟暴露率逐年

升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在公共场所二手

烟暴露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在家里及公

共场所暴露于二手烟者的现在吸烟率、尝试吸烟率均

高于非暴露者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ꎬ４ꎮ

表 ２　 顺义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初中生尝试吸烟率比较

年份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合计

２０１３ １２６(１７.１) ３９(５.０) ５６(１０.６) ４９(８.９) ６０(１３.６) １６５(１０.９)
２０１５ １６５(２３.１) ６３(９.１) ４３(９.９) ８２(１７.９) １０３(２０.１) ２２８(１６.２)
２０１７ １６６(２３.２) ５６(７.５) ３８(７.２) ７４(１４.９) １１０(２４.９) ２２２(１５.１)
χ２ 值 ８.０２ ３.７２ ３.７１ ８.５１ １８.００ １１.５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吸烟率 / ％ꎮ

表 ３　 顺义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初中生二手烟暴露率比较

年份 人数 家里 公共场所
２０１３ １ ５２０ ７０７(４６.５) １ ０９４(７２.０)
２０１５ １ ４０４ ６６８(４７.６) ９９２(７０.７)
２０１７ １ ４６７ ７５４(５１.４) １ ０７６(７３.３)
χ２ 值 ７.０８ ０.６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４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４　 顺义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初中生是否二手烟暴露对现在吸烟和尝试吸烟的影响

场所 是否二手烟暴露 统计值
现在吸烟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尝试吸烟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家里 有 ２６(３.７) ３９(５.８) ４５(６.０) ９４(１３.３) １３７(２０.５) １４２(１８.８)

无 １７(２.１) １７(２.３) ２８(３.９) ７１(８.７) ９１(１２.４) ８０(１１.２)
χ２ 值 ２５.８６ ４９.５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公共场所 有 ４０(３.７) ４９(４.９) ６９(６.４) １３８(１２.６) １９２(１９.４) １９３(１７.９)
无 ３(０.７) ７(１.７) ４(１.０) ２７(６.３) ３６(８.７) ２９(７.４)

χ２ 值 ３７.６１ ６３.８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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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初中生烟草相关信息获取渠道及

对烟草使用的影响　 见表 ５ꎬ６ꎮ

表 ５　 顺义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初中生烟草相关信息获取渠道报告率比较

年份 人数 烟草零售点 户外广告牌 报纸或杂志 体育赛事、展会 互联网
２０１３ １ ５２０ ２６７(１７.６) ３０６(２０.１) ２５１(１６.５) ８５(５.６) ３３７(２２.２)
２０１５ １ ４０４ ２４０(１７.１) ２３４(１６.７) １８０(１２.８) １０７(７.６) ３０５(２１.７)
２０１７ １ ４６７ ２２２(１５.１) ２７０(１８.４) １８７(１２.７) １０１(６.９) ３１１(２１.２)
χ２ 值 ３.１７ １.５３ ８.８５ ２.０５ ０.４１
Ｐ 值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５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结果显示ꎬ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烟草广告比例由

高到低依次为 ２０１３ 年(１６.５％)、２０１５ 年(１２. ８％) 和

２０１７ 年(１２.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其余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顺义区初中生

通过不同的烟草信息获取渠道对初中生现在吸烟率

的影响逐年上升ꎻ除在互联网获取烟草信息外ꎬ其余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的烟草信

息获取渠道对初中生尝试吸烟率的影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６　 顺义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初中生烟草相关信息获取渠道对现在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的影响

组别
现在吸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χ２ 值 Ｐ 值

尝试吸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χ２ 值 Ｐ 值
烟草零售点 １４(５.２) １７(７.１) ２６(１１.７) ４１.４３ <０.０１ ５０(１８.７) ６１(２５.４) ５９(２６.６) ６８.３３ <０.０１
户外广告牌 １４(４.６) １５(６.４) １９(７.０) １７.３１ <０.０１ ４１(１３.４) ６１(２６.１) ４６(１７.０) ２７.９１ <０.０１
报纸或杂志 １０(４.０) １５(８.３) １５(８.０) ２６.３７ <０.０１ ３４(１３.５) ５２(２８.９) ３１(１６.６) ３６.７７ <０.０１
体育赛事、展会 ５(５.９) １５(１４.０) １６(１５.８) ６９.８５ <０.０１ １０(１１.８) ３３(３０.８) ３０(２９.７) ４４.０３ <０.０１
互联网 １１(３.３) １７(５.６) ２１(６.８) ５.８７ ０.３２ ４０(１１.９) ７１(２３.３) ５９(１９.０) １９.５４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３.１　 初中生烟草使用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ꎬ顺义区初

中生现在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均为男生高于女生ꎬ随
着年级的升高而上升ꎬ与北京市初中生烟草使用情况

一致[９] ꎮ 说明在初中生吸烟者和尝试吸烟者中ꎬ男生

依然是主要防控群体ꎬ可能与我国传统的理念有关ꎬ
社会上对男性吸烟比对女性更加包容ꎮ 但值得注意

的是ꎬ女生的吸烟行为也有所上升ꎬ提示不能忽略对

女生吸烟行为的防控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数据对比发现ꎬ
初中生现在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均呈现上升趋势ꎮ
说明初中生烟草控制并未收到明显成效ꎬ可能与暴露

于二手烟的环境、不同的烟草信息获取渠道等依然存

在关联ꎮ
３.２　 二手烟暴露对初中生烟草使用行为的影响　 二

手烟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ꎬ且有充分证据说明儿童与

青少年暴露于二手烟会导致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

喘、肺功能下降等[１０－１１] ꎮ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

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

具内禁止吸烟[１２] ꎮ 但调查数据显示ꎬ初中生在公共场

所的二手烟暴露率依然很高ꎬ达到 ７０％ꎬ初中生在公

共场所的二手烟暴露问题依然严峻ꎮ 本次调查结果

显示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顺义区初中生在家里的二手烟暴

露率逐年升高ꎬ而在公共场所无明显变化ꎻ在家里及

公共场所暴露于二手烟者的现在吸烟率、尝试吸烟率

均高于非暴露者ꎮ 相关部门应继续加大控烟宣传和

监管力度ꎮ 建议学校利用“世界无烟日”和健康教育

课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控烟宣传教育ꎬ增强学

生自我保护意识ꎬ以降低二手烟暴露ꎬ并在家长会和

家校互动活动中加入控烟宣传的内容ꎬ让更多的父母

了解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ꎬ不当着孩子的面吸烟ꎬ倡

导无烟家庭[１３－１５] ꎮ
３.３　 烟草相关信息获取渠道对初中生烟草使用行为

的影响　 研究表明ꎬ环境影响是导致青少年吸烟的主

要原因ꎬ社会支持系统和大众传媒是开始吸烟年龄的

重要决定因素[１６－１７] ꎮ 亦有研究表明ꎬ青少年是烟草广

告和促销的主要目标人群[１８] ꎻ而青少年接触烟草广

告、促销越多ꎬ开始吸烟的风险越大[１６ꎬ１９] ꎮ 本调查结

果显示ꎬ获取烟草相关信息渠道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

是互联网、户外广告牌、烟草零售点、报纸或杂志和体

育赛事及展会ꎬ比例最高的是互联网ꎬ达到 ２０％以上ꎬ
与张艳艳等[２０] 调查结果相似ꎮ 提示互联网作为新兴

媒体对青少年具有高度的选择性ꎬ同时也说明当前法

律尚存在监管空白ꎬ已被烟草企业广泛利用ꎮ 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５ 与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分析对比发现ꎬ顺义区初中生

烟草相关信息获取渠道中ꎬ只有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

烟草广告的比例逐年减少ꎬ可能原因如下:(１)报纸或

杂志上不允许刊登烟草广告ꎻ(２)现在初中生看报纸

或杂志的人数减少ꎬ主要通过网络获取外界的信息ꎮ
顺义区初中生通过不同的烟草信息获取渠道对初中

生现在吸烟率的影响逐年上升ꎬ不同的烟草信息获取

渠道对初中生尝试吸烟率的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说明制定青少年控烟策略和干预

措施ꎬ大力创建无烟环境ꎬ主要着眼于对烟草信息的

管控ꎬ特别是对网络途径的限制和审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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