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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使用是目前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之一ꎬ中国约有 ７.４ 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ꎬ每年

因二手烟暴露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 １０ 万[１] ꎮ 有调查

显示ꎬ全球青少年室内二手烟暴露平均水平为 ４８.９％ꎬ
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平均水平为 ６０.９％ꎻ我国青

少年在室外公共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家中暴露于二

手烟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３％ꎬ５７.２％和 ４４.４％[２－３] ꎮ 我国

青少年二手烟暴露现状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准略低ꎬ但

由于人口基数大ꎬ暴露人数仍处于较高水平[２－４] ꎮ 自
«ＷＨＯ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以来ꎬ全国有
１８ 个城市颁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性法规ꎬ教育
部 ２ 次印发控烟文件ꎬ为控烟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环
境ꎬ但由于执法主体不明ꎬ可操作性不强ꎬ现有法规未
能有效改善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５－６] 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北京市颁布«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ꎬ该条例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正式生效ꎬ本研究旨在了

解«条例»颁布前后北京市小学生在室外公共场所、室
内公共场所和家庭环境中二手烟的暴露现况ꎬ并探索
影响小学生二手烟暴露的因素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位ꎬ以班级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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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抽样单位的二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北

京市中小学校中抽取调查对象ꎮ ２０１３ 年共调查 ５ ５１０
名学生ꎬ四至六年级学生分别 １ ８１２ꎬ１ ８６４ꎬ１ ８３４ 名ꎻ
２０１５ 年共调查 ７ ４９３ 名学生ꎬ其中四至六年级学生分

别 ２ ５７０ꎬ２ ４７１ꎬ２ ４５２ 名ꎮ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监测调查

问卷”ꎬ于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５ 年分别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

查ꎮ 调查过程中要求学生独立进行问卷填写ꎬ无关人

员离场以确保问卷的真实性ꎮ 调查在学生及家长知

情同意的基础上采取以班级为单位、匿名自填的方式

进行ꎬ问卷当场回收并现场对问卷质量进行控制ꎬ回
收时确保问卷的回答完整ꎬ如有漏项及时询问填补ꎮ
调查内容包括:(１)受试者的基本信息ꎻ(２)吸烟行为

及二手烟暴露状况(吸烟原因、地点、获取途径)ꎻ(３)
烟草危害相关知识(获取知识来源、烟草有关疾病、烟
草有害成分)ꎻ(４)对吸烟行为的相关态度ꎻ(５)与学生

吸烟行为有关的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自我评价、家
庭环境、学校环境、烟草广告)ꎮ 其中二手烟暴露者定

义为过去 ７ ｄ 内ꎬ在特定场所看到有人吸烟ꎮ 问卷编

写条目主要参考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 ＧＹＴＳ) [３] 问

卷ꎬ通过预调查和征求专家意见修正补充后确定最终

问卷ꎬ经专家论证ꎬ问卷信效度良好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经清理、核查、比对后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ꎮ 采用百分率对二手

烟暴露情况进行描述ꎻ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因

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二手烟暴露率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小学生在过去 ７
ｄ 内的二手烟暴露率为 ８０.０２％ (４ ４０９ / ５ ５１０)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７２.６４％(５ ５４３ / ７ ４９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４.５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ꎬ男生二手烟暴露率

由 ７９.８９％(２ ２６４ / ２ ５３９)降至 ７４.２７％(２ ８９２ / ３ ８９４)ꎬ
女生由 ８１. １５％ ( ２ ７１４ / ２ ９７１) 降至 ７５. ６６％ ( ２ ６２０ /
３ ４６３)ꎻ四年级二手烟暴露率由 ８０.９５％(１ ４５０ / １ ８１２)
降至 ７５.９１％(１ ８１３ / ２ ５７０)ꎬ五年级由 ８０.４８％(１ ４５０ /
１ ８６４)降至 ７６.００％(１ ８５３ / ２ ４７１)ꎬ六年级由 ８０.５０％
(１ ４７６ / １ ８３４)降至 ７４.８９％(１ ８３０ / ２ ４５２)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５０.２０ꎬ８.０３ꎬ２０.３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２　 生活环境二手烟暴露情况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小学

生在家中、室内公共场所、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

率分别为 ４３. ９７％ ( ９５％ ＣＩ ＝ ４２. ６６ ~ ４５. ２９)、６５. ６７％
(９５％ＣＩ ＝ ６４. ４１ ~ ６６. ９２)、６０. ３１％ ( ９５％ ＣＩ ＝ ５９. ０２ ~
６１.６１)ꎬ２０１５ 年各场所二手烟暴露率分别降至 ４２.０８％
(９５％ＣＩ ＝ ４０. ９７ ~ ４３. ２２)、５５. ８７％ ( ９５％ ＣＩ ＝ ５４. ７３ ~
５７)、５２.９５％(９５％ＣＩ ＝ ５１.８１ ~ ５４.０９)ꎮ 其中室内二手

烟暴露下降最多ꎬ２ 次调查结果均显示室内公共场所

二手烟暴露率最高ꎬ其次是室外暴露ꎮ
２.３　 青少年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２０１５ 年调查的学生

中ꎬ有 ６１.９７％(４ ６４３ / ７ ４９３)表示旁边有人吸烟时会

躲开或劝阻ꎬ有 ９４.９５％(７ １１５ / ７ ４９３)表示好友递烟

后自己肯定不会吸ꎬ有 ９５.４０％ (７ １４８ / ７ ４９３)表示未

来 １ 年可能不会吸烟ꎬ仅有 ４.６０％(３４５ / ７ ４９３)表示未

来 １ 年肯定不会吸烟ꎬ有 ８０.９８％ (６ ０６８ / ７ ４９３)表示

长大以后肯定不会吸烟ꎮ
２.４　 二手烟暴露影响因素分析　 以二手烟暴露为因

变量ꎬ控制性别等因素的影响ꎬ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父母吸烟、教师吸烟、伙伴吸烟等因素对二手烟暴

露的影响ꎬ结果显示ꎬ所有变量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ꎻ相
对于父母双方都不吸烟的家庭ꎬ父亲吸烟家庭的孩子

二手烟暴露的风险是 １.５９ 倍ꎬ母亲吸烟的家庭是 ２.４１
倍ꎬ父母都吸烟的家庭是 ２.４６ 倍ꎻ相对没有吸烟同伴

的学生ꎬ有 １ ~ ５ 人以上吸烟的同伴ꎬ其二手烟暴露的

风险是 ３.９８ ~ ２３.９２ 倍ꎻ相对于学生从未见到过教师吸

烟的情况ꎬ学生见过 １ ~ ５ 个教师吸烟时ꎬ二手烟暴露

的风险是 １.４７ ~ ２.２０ 倍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市小学生二手烟暴露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自变量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父母吸烟情况
　 只有爸爸吸 ０.１０ ７.０８ <０.０１ １.５９(１.４０ ~ １.８１)
　 只有妈妈吸 ０.５７ ３.７４ <０.０１ ２.４１(１.５２ ~ ３.８２)
　 都吸 ０.３０ ７.２７ <０.０１ ２.４６(１.９３ ~ ３.１３)
伙伴吸烟人数
　 １ ０.３９ １３.９４ <０.０１ ３.９８(３.２８ ~ ４.８３)
　 ２ ０.７４ ２２.０３ <０.０１ ７.８６(６.５５ ~ ９.４５)
　 ３ １.５６ ２０.５０ <０.０１ １２.６０(９.８９ ~ １６.０５)
　 ４ ２.３５ １９.８５ <０.０１ １６.６０(１２.５８ ~ ２１.９１)
　 ５ ２.２６ ３３.６７ <０.０１ ２３.９２(１９.８８ ~ ２８.７８)
老师吸烟人数
　 １ ０.１１ ４.９４ <０.０１ １.４７(１.２６ ~ １.７０)
　 ２ ０.１３ ４.４９ <０.０１ １.４７(１.２４ ~ １.７５)
　 ３ ０.１９ ４.３２ <０.０１ １.６５(１.３２ ~ ２.０７)
　 ４ ０.３８ ３.２９ <０.０１ １.９２(１.３０ ~ ２.８３)
　 ５ ０.２１ ８.１２ <０.０１ ２.２０(１.８２ ~ ２.６７)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ꎬ过去 ７ ｄ 内 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小

学生二手烟暴露率为 ７２.６４％ꎬ较 ２０１３ 年(８０.０２％)有

所下降ꎬ说明北京市控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但
该比例与全国 １５ 岁以上人群暴露于二手烟的比例
(７２.４％)接近[７] ꎬ与中国青少年二手烟暴露现况调查
结果(７２.９％)相比较接近[３ꎬ６] ꎮ 虽然«条例»规定公共
场所禁止吸烟ꎬ但本次调查结果提示小学生尚未获得

有效保护ꎮ
从暴露的场所来看ꎬ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外公共场

所是发生二手烟暴露情况最多的ꎬ家庭中发生二手烟

的暴露情况要比以上 ２ 个场所低 ２０％左右ꎬ此结果与
世界范围内二手烟暴露情况相符[８－１２] ꎮ 通过查阅文
献发现ꎬ二手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水平” [８－１５] ꎮ 因此ꎬ
杜绝室内环境中的吸烟行为是唯一科学的、能够充分

保护人群免遭二手烟危害的措施[８ꎬ９ꎬ１４] ꎮ «条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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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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中小学校的室外区域也禁止吸

烟ꎬ但是在现场调查中发现虽然餐馆等室内公共场所

贴注禁止吸烟的标识ꎬ吸烟现象仍时有发生ꎻ在室外

公共场所公交站台和商场外的空地、广场是经常发生

二手烟暴露的地方ꎬ也是小学生活动的主要的室外场

所ꎬ«条例»对除中小学校外的室外场所吸烟没有明确

要求ꎬ就给工作的开展造成困难ꎬ建议增加对部分室

外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法规ꎬ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无

烟环境ꎮ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吸烟会增加孩子二手烟暴露的

风险ꎬ通过对学生家长的健康教育ꎬ建立家庭无烟环

境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二手烟暴露[９－１０ꎬ１５] ꎮ 本研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父母吸烟学生暴露于二手

烟的风险是父母不吸烟者的 ２.４６ 倍ꎮ 建议学校要加

强宣传教育ꎬ在家长会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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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另外ꎬ好朋

友中有人吸烟的学生发生二手烟暴露的比例更高ꎬ当
有≥ ３ 个伙伴吸烟时ꎬ 其二手烟暴露的风险高于

１０ 倍ꎮ
研究显示ꎬ在过去 ３０ ｄ 内ꎬ仍有 ５４.１％的学生在

学校(室内或室外)看到过有人吸烟ꎮ 老师的行为会

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ꎬ营造良好的无烟环境ꎬ促成

良性循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一起努力ꎮ 在采取综

合措施控制学生烟草使用的同时ꎬ需要引导孩子远离

烟草ꎬ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健康教育ꎻ强化相关法

律法规建设ꎬ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携手为学生

创造无烟环境ꎻ在适应新形势下把握学生控烟教育特

点ꎬ积极探索学校控烟适宜技术ꎬ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营造良好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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