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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国和巴基斯坦大学生吸烟行为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合理制定大学生控烟计划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

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从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抽取 １ １３２ 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并对吸烟行

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ꎮ 结果　 中国和巴基斯坦大学生男性吸烟率(３４.９４％ꎬ３２.３５％)高于女性(４.７４％ꎬ０) ( χ２ 值分别为

５０.９６ꎬ６０.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中国男性二手烟暴露率(５４.２１％)高于女性(４５.７０％) ( χ２ ＝ ５.０３ꎬＰ<０.０５)ꎮ 中国大学生二手烟

暴露率(４８.３５％)高于巴基斯坦大学生(３２.３８％) ( χ２ ＝ ３８.３１ꎬＰ<０.０５)ꎮ 二手烟暴露的主要场所为室内公共场所(中国为

８８.７０％ꎬ巴基斯坦为 ６７.６５％)ꎮ 中国大学生对吸烟及烟草相关知识正确认知率(５３.１３％)高于巴基斯坦大学生(４１.０７％)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１.１９ꎬＰ<０.０５)ꎮ 饮酒(ＯＲ ＝ ４.２７３)、去网吧(ＯＲ ＝ ２.５９３)、家庭成员女性吸烟(ＯＲ ＝ ４.７９７)、朋友

支持吸烟(ＯＲ＝ ３.７６５)是中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ꎬ女性(ＯＲ ＝ ０.２０７)是中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保护因素ꎻ吸烟相

关知识正确认知率高(ＯＲ＝ ０.６６８)是巴基斯坦大学生吸烟行为的保护因素ꎬ饮酒(ＯＲ ＝ １１.８４２)、室友吸烟(ＯＲ ＝ ５.３０３)、老
师吸烟(ＯＲ＝ ６.７７１)是巴基斯坦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ꎮ 结论　 大学生吸烟及二手烟暴露现象较普遍ꎮ 应大力开展

烟草相关知识健康教育活动ꎬ提高大学生吸烟知识认知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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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ꎬ在我国ꎬ吸烟者超过 ３ 亿ꎬ二手烟暴露者有 ７. ４
亿[１] ꎮ 研究表明ꎬ长期吸烟或二手烟暴露会导致患呼

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风险增加[２－４] ꎮ
大学时期是吸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ꎬ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ꎬ来华求学的留学生日渐增加ꎬ导致大学生

吸烟情况的多样化ꎮ 笔者为了解不同大学生群体吸

烟、二手烟暴露现状以及烟草相关知识认知ꎬ为制定

大学生控烟计划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以年级作为分层

因素ꎬ以班级为抽样单位ꎬ 从长江大学随机抽取医学

院、外语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３ 个学院ꎻ在被抽取的学

院中ꎬ从大一到大四ꎬ每个年级各抽取中国大学生 ２ 个

班和巴基斯坦大学生 １ 个班ꎬ共计 １ ２００ 名大学生ꎬ回

５５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３



收有效问卷 １ １３２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４.３３％ꎮ 其中中国学

生 ７１２ 名(男生 ３３２ 名ꎬ女生 ３８０ 名)ꎬ平均年龄(１９.１±
１.５)岁ꎬ巴基斯坦学生 ４２０ 名(男生 ２７２ 名ꎬ女生 １４８
名)ꎬ平均年龄(２０.０±１.１)岁ꎮ 大一年级学生 ３６７ 名ꎬ
大二 ３０４ 名ꎬ大三 ２９２ 名ꎬ大四 ２３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２ 月ꎬ由统一培训员发放问

卷ꎬ所有问卷调查均采用不记名的方式进行ꎬ当场完

成交卷ꎮ 问卷参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

室统一设计的关于学生吸烟和被动吸烟相关调查ꎬ自
行设计ꎬ内容主要包括一般资料、吸烟及二手烟暴露

现状、吸烟及烟草相关知识认知、主要家庭成员和室

友吸烟状况以及对待吸烟的态度等ꎮ 吸烟及烟草相

关知识认知用 １３ 个问题测量ꎬ 包括吸烟与各疾病关

系ꎬ烟草中的有害物质等问题ꎬ 回答正确得 １ 分ꎬ 错

误或未回答记 ０ 分ꎬ 满分 １３ 分ꎮ 所有学生的平均得

分除以 １３ 即得到该题项的正确认知率ꎮ
１.３　 指标定义　 现在吸烟者是指过去 ３０ ｄ 内ꎬ至少

有 １ ｄ 吸烟者[５] ꎮ 二手烟暴露者指每周至少有 １ ｄ 曾

暴露于燃着卷烟末端散发出的或吸烟者呼出烟雾的

不吸烟的成人[１]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问卷经审核检查ꎬ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中建

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中

国和巴基斯坦大学生的背景情况、吸烟状况、吸烟地

点等资料采用统计描述ꎻ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大学生

吸烟与否影响因素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因素筛选

采用后退法ꎬ检验方法为似然比法ꎬ检验水准为 ０.１ꎮ

２　 结果

２.１ 　 现在吸烟率 　 中国男大学生现在吸烟率为

３４.９４％ꎬ女大学生为 ４.７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０.９６ꎬＰ< ０. ０５)ꎮ 巴基斯坦男大学生现在吸烟率为

３２.３５％ꎬ女生未发现现在吸烟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０.５７ꎬＰ<０.０５)ꎮ 中国和巴基斯坦男大学生的现

在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４５ꎬＰ>０.０５)ꎬ而女

大学生的现在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２６ꎬＰ<
０.０５)ꎮ
２.２　 二手烟暴露率 　 中国大学生二手烟暴露率为

４８.３５％ꎬ其中男生为 ５４.２１％ꎬ女生为 ４５.７０％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０３ꎬＰ<０.０５)ꎮ 巴基斯坦大学生二

手烟暴露率为 ３２.３８％ꎬ其中男生为 ３５. ２９％ꎬ女生为

２７.０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９９ꎬＰ>０.０５)ꎮ 中国

大学生二手烟暴露率高于巴基斯坦大学生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３８.３１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二手烟暴露场所　 中国大学生在家庭、宿舍、室
内公共场所和其他地点的二手烟暴露率分别为

３１.０７％ꎬ３１.０７％ꎬ８８.７０％和 １９.７７％ꎬ巴基斯坦大学生

在以上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分别为 ８.８２％ꎬ３８.２４％ꎬ
６７.６５％和 ７０.５９％ꎬ除宿舍外(χ２ ＝ ２.２８ꎬＰ>０.０５)ꎬ其余

各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两国大学生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６. ０１ꎬ ３０. ６６ꎬ １１３. ２６ꎬ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２.４　 烟草相关知识认知　 对烟草相关知识认知的调

查中ꎬ 中国大学生的正确认知率为 ５３.１３％ꎬ巴基斯坦

大学生为 ４１.０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１.１９ꎬ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中国吸烟、不吸烟大学生的正确认知

率分别为 ５５.７６％ꎬ５２.７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９１ꎬＰ>０.０５)ꎻ巴基斯坦吸烟、不吸烟大学生的正确

认知率分别为 ３７.５％ꎬ４２.０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９７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１　 吸烟所致疾病及烟草中有害物质知晓率中国和巴基斯坦大学生比较

疾病 / 有害物质

男生

中国

(ｎ＝ ３３２)
巴基斯坦

(ｎ＝ ２７２)
χ２ 值 Ｐ 值

女生

中国

(ｎ＝ ３８０)
巴基斯坦

(ｎ＝ １４８)
χ２ 值 Ｐ 值

肺气肿 １６０(４８.１９) ８０(２９.４１) ２２.０２ ０.００ １８４(４８.４２) ３６(２４.３２) ４.４７ ０.０３
气管炎 ２５６(７７.１１) １２０(４４.１２) ６９.２５ ０.００ ３１４(８２.６３) ７２(４８.６５) ６２.５７ ０.００
肺癌 ３１２(９３.９８) ２２０(８０.８８) ２４.４１ ０.００ ３７２(９７.８９) １１２(７５.６８) ６８.８４ ０.００
关节炎 ８(２.４１) ４(１.４７) ０.６８ ０.４１ １０(２.６３) ４(２.７０) ０.００ １.００
冠心病 １２８(３８.５５) ６８(２５.００) １２.５３ ０.００ １５８(４１.５８) ２８(１８.９２) ２３.９７ ０.００
高血压 １３２(３９.７６) ６０(２２.０６) ２１.６０ ０.００ １６２(４２.６３) ２４(１６.２２) ３２.５７ ０.００
甲亢 ８(２.４１) ８(２.９４) ０.１６ ０.６９ １２(３.１６) ０ ３.４７ ０.０６
风疹 ４(１.２０) ０ １.７２ ０.１９ ４(１.０５) ０ ０.４８ ０.４９
尼古丁 ２９６(８９.１６) １７６(６４.７１) ５２.３４ ０.００ ３６４(９５.７９) １０４(７０.２７) ６８.８７ ０.００
一氧化碳 １８８(５６.６３) ６０(２２.０６) ７３.８２ ０.００ １３２(３４.７４) ２０(１３.５１) ３２.５９ ０.００
氮氧化合物 ５２(１５.６６) ６８(２５.００) ８.１９ ０.００ ２８(７.３７) １６(１０.８１) １.６５ ０.２０
芳烃化合物 １００(３０.１２) １２(４.４１) ６５.４２ ０.００ ６２(１６.３２) ０ ３１.７４ ０.００
重金属物质 ４８(１４.４６) ０ ４２.７２ ０.００ １８(４.７４) ４(２.７０) １.１０ ０.２９

　 注:()内数字为认知率 / ％ꎮ

２.５　 吸烟行为影响因素

２.５.１　 中国大学生　 有 ５ 个因素进入中国大学生吸

烟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ꎬ其中饮酒、去网吧、家庭成员

女性吸烟、朋友支持吸烟是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ꎬ女
性是保护因素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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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大学生吸烟行为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７１２)

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
性别 －１.５７６ ０.４９０ １０.３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７
饮酒 １.４５２ ０.４７８ ９.２３９ ０.００２ ４.２７３
去网吧 ０.９５３ ０.４８２ ３.９１３ ０.０４８ ２.５９３
家庭成员女性吸烟 １.５６８ ０.６７０ ５.４７０ ０.０１９ ４.７９７
朋友对吸烟的态度 １.３２６ ０.４５２ ８.５９７ ０.００３ ３.７６５

２.５.２　 巴基斯坦大学生　 有 ４ 个因素进入巴基斯坦

大学生吸烟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ꎬ吸烟相关知识得分

高是保护因素ꎬ饮酒、室友吸烟、老师吸烟是危险因

素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巴基斯坦大学生吸烟行为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４２０)

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
饮酒 ２.４７２ ０.９８７ ６.２７０ ０.０１２ １１.８４２
老师吸烟 １.６６８ ０.８６１ ３.７５７ ０.０５３ ５.３０３
室友吸烟 １.９１３ ０.６２１ ９.４９２ ０.００２ ６.７７１
吸烟知识得分 －０.４０３ ０.１９８ ４.１２７ ０.０４２ ０.６６８

３　 讨论

本次调查中ꎬ巴基斯坦男大学生现在吸烟率与中

国男大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高于巴基斯坦国内

大学生现在吸烟率[６] ꎮ 表明巴基斯坦大学生吸烟行

为受环境因素影响ꎬ一方面与大学教学楼、宿舍楼等

公共场所缺少禁烟标识有关ꎻ另一方面有禁烟标志的

地方ꎬ对于吸烟行为也没有明确的处罚办法ꎬ导致这

些标志形同虚设ꎮ 中国女大学生现在吸烟率高于巴

基斯坦女大学生ꎬ可能与两国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

有关ꎮ 有文献报道ꎬ巴基斯坦女性的吸烟行为受到约

束[７] ꎮ
在二手烟暴露的调查中发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

男性二手烟暴露率高于女性ꎬ与文献报道一致[８－９] ꎬ与
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有关ꎻ二是中国大学生的二手烟

暴露率高于巴基斯坦大学生ꎮ 一方面与两国的控烟

工作不同有关ꎮ ２０１３ 年全球烟草流行病学调查显示ꎬ
巴基斯坦 ９０％的公共场所要求完全无烟环境ꎬ中国仅

有两类公共场所要求完全无烟环境[１０] ꎻ另一方面与两

国人群摄入烟草的种类不同有关ꎬ嚼烟、鼻烟等无烟

烟草是巴基斯坦人群较为普遍的烟草吸食方式[１１－１２] ꎬ
而中国大学生主要吸食卷烟等有烟烟草ꎮ

中国大学生在家庭的二手烟暴露率高于巴基斯

坦大学生ꎬ可能与家庭成员吸烟情况有关ꎻ由于饮食

习惯不同ꎬ巴基斯坦大学生很少在餐馆就餐ꎬ从而使

巴基斯坦大学生在室内公共场所(餐馆、酒吧等)的二

手烟暴露率低于中国大学生ꎻ其他地方(教室走廊、上
下课路上等公共场所)巴基斯坦大学生的二手烟暴露

率高于中国大学生ꎬ可能与巴基斯坦大学生经常抽烟

的地点有关ꎮ 此外ꎬ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基斯坦大学

生ꎬ宿舍二手烟暴露率都较高ꎬ可能与大学生不愿被

老师看见其吸烟行为有关ꎮ
本调查表明ꎬ中国大学生的吸烟相关认知率高于

巴基斯坦大学生ꎬ这是由于中国的烟草相关知识宣传

活动多于巴基斯坦[１０] ꎮ 两国大学生对吸烟与呼吸系

统疾病关系的认知率较高ꎬ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认知

率较低ꎻ除对烟草中含尼古丁的认知率较高外ꎬ对烟

草中其他有害物质的认知率较低ꎮ 这是因为我国在

控烟宣传过程中ꎬ烟草相关知识介绍太过简单和肤

浅[１３] ꎬ而巴基斯坦的控烟工作中常会强调吸烟与口腔

癌、喉癌间的关系[１４] ꎬ对吸烟与心血管疾病间关系的

重要性不突出ꎮ
中国和巴基斯坦大学生吸烟行为影响因素的分

析表明ꎬ去网吧是中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ꎬ
却与巴基斯坦大学生吸烟行为无关ꎬ可能与巴基斯坦

大学生去网吧行为较少有关ꎮ 家庭成员女性吸烟是

中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ꎬ而老师吸烟是巴基

斯坦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ꎬ这与两国文化有

关ꎬ巴基斯坦女性社会地位较低ꎬ老师社会地位很高ꎬ
导致女性行为很难对周围人产生影响ꎻ而中国女性吸

烟这种特殊行为ꎬ反而更容易引起大学生的注意力ꎬ
产生好奇ꎬ进而模仿ꎮ 吸烟相关知识得分高是巴基斯

坦大学生的保护因素ꎬ却与中国大学生的吸烟行为无

关ꎬ提示中国大学生的控烟宣传工作对其吸烟行为的

改变影响较小ꎮ
本研究表明ꎬ两国大学生男性吸烟率均高于女

性ꎬ提示男大学生是我国控烟工作重点关注的群体ꎮ
建议在宿舍楼、教学楼等室内公共场所和学校道路标

识牌等室外公共场所增加禁烟标志ꎬ并明确处罚办

法ꎬ也可以通过开展控烟主题班会ꎬ制作控烟海报ꎬ提
高学生控烟行为的主动性ꎮ 鉴于朋友吸烟对中国大

学生吸烟行为的重要影响ꎬ 在制定控烟策略时应鼓励

和提倡同伴间劝说戒烟ꎬ 对吸烟行为进行互相监督ꎬ
以达到更好的控烟效果ꎮ 针对巴基斯坦大学生ꎬ可以

通过老师带头不吸烟的方式降低吸烟率ꎬ此外还应增

加鼻烟、嚼烟等无烟烟草对健康危害知识的学习ꎬ把
控烟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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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可评估人体适宜的维生素 Ｄ 营养状况[１４] ꎮ 本研

究发现ꎬ维生素 Ｄ 缺乏及不足儿童血清 ＰＴＨ 水平均高

于维生素 Ｄ 充足儿童ꎻ血清 ２５(ＯＨ) Ｄ 与 ＰＴＨ 水平呈

负相关ꎬ国内外对儿童和男性老年人的研究也有类似

的发现[１５－１６] ꎮ 其机制可能是当体内维生素 Ｄ 缺乏时ꎬ
血清 ２５(ＯＨ)Ｄ 减少ꎬ血钙也呈下降趋势ꎬ此时为维持

血钙稳定ꎬＰＴＨ 分泌增加来促进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

和磷的分泌[７] ꎮ 当个体维生素 Ｄ 充足ꎬ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升高ꎬ钙吸收增加ꎬ血钙呈上升趋势ꎬＰＴＨ 分泌

受到抑制ꎮ
本研究发现ꎬ广州市 ０ ~ １６ 岁儿童维生素 Ｄ 缺乏

率及不足率较高ꎬ年长儿童维生素 Ｄ 营养状况较年幼

儿童差ꎬ血清 ２５(ＯＨ) Ｄ 与 ＰＴＨ 水平呈负相关ꎮ 应引

起家长、医务工作者及社会的重视ꎬ加强有关维生素 Ｄ
知识的健康教育ꎬ均衡合理膳食ꎬ增加儿童户外活动

时间ꎬ适当添加维生素 Ｄ 制剂以补充日常饮食摄入的

不足ꎬ减少维生素 Ｄ 缺乏性疾病的发生ꎬ促进儿童健

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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