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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衢州市中学生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吸烟状况的变化ꎬ为学校控烟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

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采用«浙江省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对衢州市抽中班级的 １ ４５４
和 １ ６５５ 名中学生进行自填式匿名问卷调查ꎮ 结果　 衢州市中学生尝试吸烟率、吸过一整支烟的报告率和现在吸烟率分

别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１.３６％ꎬ１７.８１％和 ８.７３％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１.７０％ꎬ１２.４５％和 ６.２２％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７.３０ꎬ１７.５２ꎬ７.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现在吸烟的学生中ꎬ吸烟频率≥２０ ｄ / 月、重度吸烟的比例分别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０.７１％和

７.０９％降至 １５.５３％和 ０.９７％ꎮ ２ 次调查结果均显示ꎬ中学生尝试吸烟率、吸过一整支烟的报告率和现在吸烟率男生均高于

女生(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７.５０ꎬ６３.９９ꎻ４７.１４ꎬ５１.２６ꎻ１１０.１８ꎬ２２.５０)ꎬ非普通高中均高于普通高中和初中(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７.１４ꎬ
５１.２６ꎻ７０.３４ꎬ４３.７７ꎻ６２.６７ꎬ２２.５０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衢州市学校控烟工作取得一定成效ꎬ中学生烟草使用行为明显

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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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ＷＨＯ 报告ꎬ全球每年有 ７００ 多万人死于烟草

相关疾病[１] ꎮ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要将

健康上升到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高度ꎬ到 ２０３０ 年 １５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２０％[２] ꎮ 近年来ꎬ吸烟人群

年龄段趋向年轻化ꎬ且吸烟率较高[３－４] ꎮ 本研究在

２０１２ 年的基础上ꎬ观察近 ５ 年中学生烟草使用的变

化ꎬ为进一步开展学校控烟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按学校类型分

为初中、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三层(不包括成人初

中、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及残疾人学校)ꎮ 各

层中ꎬ按学校地理位置ꎬ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次序、
班次按从低到高依次排列ꎬ根据衢州市各层学校学生
的比例ꎬ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份抽取满足样
本量的班级ꎮ 对抽中班级的全部在校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ꎮ ２０１２ 年共调查 １８ 所学校 ３４ 个班级ꎬ发放问卷
１ ４５５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４５４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９.９３％ꎮ 其中男生 ７２１ 名ꎬ女生 ７３３ 名ꎻ初中生 ７６８
名ꎬ高中生 ３６８ 名ꎬ非普通高中生 ３１８ 名ꎮ ２０１７ 年共
调查 ２７ 所学校 ４１ 个班级ꎬ发放问卷 １ ６６０ 份ꎬ回收有
效问卷 １ ６５５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９. ６９％ꎮ 其中男生
７９７ 名ꎬ女生 ８５８ 名ꎻ初中生 ８９７ 名ꎬ高中生 ４１５ 名ꎬ非
普通高中生 ３４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前 １ 周下发知情同意书ꎬ经家长签字
同意后ꎬ以班级为单位ꎬ采用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编制的“浙江省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开
展集中自填式匿名问卷调查ꎮ 调查员经统一培训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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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一指导语指导学生填写问卷封面ꎮ 调查对象至

少保持 １ ｍ 间距ꎬ学校相关人员回避调查现场ꎮ 由调

查对象亲自将问卷投入密封的回收箱ꎬ 进行现场

回收ꎮ
１.３　 指标定义[５－７] 　 参照 ＷＨＯ 推荐的青少年吸烟标

准和相关文献ꎬ尝试吸烟指迄调查为止曾尝试吸烟ꎬ
包括只吸一两口ꎮ 现在吸烟指在过去 ３０ ｄ 内至少 １ ｄ
吸过烟ꎮ 轻度吸烟指过去 ３０ ｄꎬ平均每天吸烟≤５ 支ꎻ
中度吸烟指过去 ３０ ｄꎬ平均每天吸烟 ６ ~ １９ 支ꎻ重度吸

烟指过去 ３０ ｄꎬ平均每天吸烟≥２０ 支ꎮ 吸烟频率指过

去 ３０ ｄ 内有多少天吸过烟ꎮ
１.４　 分析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进行数据双录入ꎬ
逻辑检错ꎬ数据整理后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ꎮ 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尝试吸烟情况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学生尝试吸

烟率分别为 ３１.３６％和 ２１.７０％ꎬ５ 年间下降了 ３０.８０％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其中男女生分别下降

了 ３２.５８％和 ２４.０２％ꎬ初中、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分

别下降了 ２８.３５％ꎬ２４.６４％和 ３０.８０％ꎮ ２ 次调查男生

尝试吸烟率均高于女生(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７.５０ꎬ６３.９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非普通高中均高于普通高中和初中(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７.１４ꎬ５１.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衢州市中学生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尝试吸烟率比较

年份
性别

男 女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非普通高中
合计

２０１２ ３２２(４４.６６) １３４(１８.２８) １８３(２３.８３) １３４(３６.４１) １３９(４３.７１) ４５６(３１.３６)
２０１７ ２４０(３０.１１) １１９(１３.８９) １３８(１５.３８) １０８(２６.０９) １１３(３２.９４) ３５９(２１.７０)
χ２ 值 ３４.３６ ５.７５ １８.９５ ９.７２ ８.１１ ３７.３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吸烟率 /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第一次尝试吸烟的年龄以<１３ 岁

的为 主ꎬ 占 尝 试 吸 烟 中 学 生 的 ４７ ９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０ ４５％ꎬ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１９％)ꎬ 其次是 １３ ~ １６ 岁ꎬ 占

４０ ５５％(２０１２ 年 ３６ ２９％ꎬ２０１７ 年 ４４ ９７％)ꎬ≥１７ 岁

占 １１ ５４％(２０１２ 年 １３ １７％ꎬ２０１７ 年 ９ ８４％)ꎮ 中学

生吸烟的前 ３ 位动机分别是好奇ꎬ占 ５４ ６０％(２０１２ 年

５５ ９９％ꎬ ２０１７ 年 ５３ ０８％)ꎻ 解 除 烦 恼ꎬ 占 １４ ０８％
(２０１２ 年１２ ８１％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５ ４９％)ꎻ同学的影响ꎬ占

１１ ９２％(２０１２ 年 １０ ７４％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３ ２１％)ꎮ
２.２　 吸一整支烟报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学生

吸一整支烟的报告率分别是 １７.８１％和 １２.４５％ꎬ５ 年间

下降了 ３０. １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７. ５２ꎬＰ <
０.０１)ꎮ 其中男生、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分别下降了

３９.５４％ꎬ３２.２０％和 ３１.３５％ꎮ ２ 次调查结果均显示ꎬ男
生吸一整支烟的报告率高于女生(χ２ 值分别为１１０.１８ꎬ
３１.７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非普通高中高于普通高中和初

中(χ２ 值分别为 ７０.３４ꎬ４３.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衢州市中学生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吸一整支烟报告率比较

年份
性别

男 女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非普通高中
合计

２０１２ ２０５(２８.４３) ５４(７.３７) ８７(１１.３３) ６８(１８.４８) １０４(３２.７０) ２５９(１７.８１)
２０１７ １３７(１７.１９) ６９(８.０４) ７７(８.５８) ５２(１２.５３) ７７(２２.４５) ２０６(１２.４５)
χ２ 值 ２７.４２ ０.２５ ３.５１ ５.３２ ８.７３ １７.５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６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现在吸烟情况

２.３.１　 现在吸烟率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学生现在吸

烟率分别为 ８.７３％和 ６.２２％ꎬ２０１７ 年比 ２０１２ 年下降了

３８.２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１２ꎬＰ<０.０１)ꎮ 其中

男生、非普通高中生现在吸烟率分别下降了 ３８.２７％和

４１.１４％ꎮ ２ 次调查结果均显示ꎬ男生现在吸烟率高于

女生(χ２ 值分别为 ６６.８９ꎬ２２.７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不同

学校类型的中学生现在吸烟率比较ꎬ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均为非普通高中高于初中和普通高中(χ２ 值分别为

６２.６７ꎬ２２.５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衢州市中学生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现在吸烟率比较

年份
性别

男 女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非普通高中
合计

２０１２ １０７(１４.８４) ２０(２.７３) ４４(５.７３) ２０(５.４３) ６３(１９.８１) １２７(８.７３)
２０１７ ７３(９.１６) ３０(３.５０) ４０(４.４６) ２３(５.５４) ４０(１１.６６) １０３(６.２２)
χ２ 值 １１.６９ ０.７７ １.３９ ０.００ ８.３３ ７.１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２４ ０.９５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吸烟率 / ％ꎮ

２.３.２　 吸烟频率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过去 ３０ ｄ 吸烟频

率不同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０８ꎬＰ<０.０１)ꎮ 过

去 ３０ ｄ 吸烟频率≤５ ｄ 的报告率上升了 ４７.１０％ꎬ≥２０
ｄ 的报告率下降了 ４９.４３％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现在吸烟的中学生过去 ３０ ｄ 吸烟情况构成比较 / ％

年份

吸烟频率 / ｄ

≤５ １０ ~ １９ ≥２０

吸烟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卷烟来源

从商

店买

问别人要

或别人给的

从小

贩处买

让别人

代买

从自动

售货机买

偷偷

拿的
其他

２０１２ ４４.８８ ２４.４１ ３０.７１ ８５.８３ ７.０８ ７.０９ ４６.４６ ３７.０１ ４.７２ ４.７２ ２.３６ １.５７ ３.１５
２０１７ ６６.０２ １８.４５ １５.５３ ９４.１８ ４.８５ ０.９７ ４３.６９ ３７.８６ ５.８３ ３.８８ ０.９７ １.９４ ５.８３

２.３.３　 吸烟程度 　 由表 ４ 可知ꎬ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吸

烟程度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７７ꎬＰ< ０.０５)ꎮ
其中轻度吸烟的比例上升了 ９.７３％ꎻ重度吸烟的比例

下降了８６.３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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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卷烟获取途径 　 由表 ４ 可知ꎬ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卷烟来源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 ９５ꎬ Ｐ >
０.０５)ꎮ 卷烟来源的前 ３ 位均是从商店购买、问别人要

或别人给的和从小贩处购买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衢州市中学生尝试吸烟

率 ２１ ７０％ꎬ与中东部地区(江苏省、湖北省和重庆市)
调 查 结 果 ( ２１ ３０％) 类 似[８] ꎬ 但 低 于 浙 江 省

( ３３ ８３％) [９] 、 郑 州 市 ( ２６ ４％) [１０] 、 贵 阳 市

( ４０ ４％) [１１] ꎬ 高 于 上 海 市 ( １１ ６％) [１２] 、 南 京 市

(１１ ８％) [１３] ꎮ 现在吸烟率 ６ ２２％ꎬ低于浙江省平均水

平(７ ９３％) [９] ꎮ
２０１２ 年起衢州市加大了学校控烟力度ꎬ逐步推进

健康促进学校创建ꎬ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堂ꎬ并将无

烟学校作为一票否决项纳入健康促进学校的考核标

准中ꎮ ５ 年间衢州市中学生尝试吸烟率、吸一整支烟

的报告率和现在吸烟率分别下降了 ３０.８０％ꎬ３０.１０％
和 ３８.２７％ꎬ提示 ２０１２ 年以来学校的控烟工作取得了

初步的成效ꎮ 男生尝试吸烟率、吸一整支烟的报告率

和现在吸烟率均呈下降趋势ꎻ女生尝试吸烟率呈下降

趋势ꎬ但吸一整支烟的报告率和现在吸烟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ꎮ 可能与社会对女生吸烟行为的接受度增

加ꎬ女生更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ꎬ女士吸烟广告促

销等因素有关[１４] ꎮ 提示今后学校控烟工作要密切关

注女生吸烟情况ꎮ
尝试吸烟是青少年从不吸烟转变为吸烟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阶段ꎮ 研究显示ꎬ１９.４％的尝试吸烟者会

变为规律吸烟者[１５] ꎮ 衢州市 ２ 次监测均显示吸烟的

前 ３ 位动机分别是好奇、解除烦恼、同学的影响ꎬ与以

前研究结果一致[１６－１７] ꎮ 中学生处于青春期ꎬ学业压力

和情绪波动较大ꎬ建议细化控烟措施ꎬ开展适合其心

理、社会年龄特点的控烟活动ꎬ指导他们合理疏解情

绪ꎬ发挥同伴正面积极的作用ꎬ提高控烟效果ꎮ 本调

查结果还显示ꎬ第一次尝试吸烟的年龄未满 １３ 岁的占

４７.９１％ꎬ说明青少年吸烟行为呈低龄化趋势ꎬ与国内

其他地区[１８]研究结果类似ꎬ提示减少和预防青少年吸

烟要从小学开始ꎮ 建议继续深入开展中小学校的控

烟教育宣传工作ꎬ强化“拒吸第一口烟”工作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尝试吸烟率、吸一整支烟的报告

率和现在吸烟率ꎬ男生均高于女生ꎬ非普通高中高于

普通高中和初中ꎬ与多地报告一致[１１－１２] ꎮ 提示男生尤

其是非普通高中的男生是控烟的重点人群ꎮ 非普通

高中学校在校风校规方面相对松散ꎬ学生与社会的接

触较早ꎬ容易受外界吸烟环境的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现在吸烟的中学生ꎬ吸烟频率

≤５ ｄ / 月、轻度吸烟的比例 ２０１７ 年较 ２０１２ 年上升ꎬ吸
烟频率≥２０ ｄ / 月、重度吸烟的比例 ２０１７ 年较 ２０１２ 年

明显下降ꎮ ２ 次监测结果均显示ꎬ中学生吸烟频率以

≤５ ｄ / 月为主ꎬ吸烟程度以轻度吸烟为主ꎬ与多地研究

结果类似[１９－２０] ꎮ 提示中学生吸烟没有达到真正成瘾

的程度ꎬ若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ꎬ可以取得良好的效

果ꎮ 现在吸烟的学生获取卷烟的途径ꎬ主要是商店购

买和问别人要或别人给ꎬ与肖琳[４] 研究类似ꎮ 提示预

防和控制中学生吸烟ꎬ不能只针对中学生开展教育ꎬ
应在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开展控烟工作ꎬ加强对烟

草销售行为的管理ꎬ严惩向未成年人售烟和营销的商

家ꎬ同时避免向未成年人递烟的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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