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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在中职学生中开展控烟干预实践的效果ꎬ为探寻切实可行的学生控烟策略

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上海选择 ４ 所中职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并随机分成干预组(２ 所ꎬ１ ００３
名)和对照组(２ 所ꎬ１ ０９６ 名)ꎮ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在干预组中开展干预ꎬ干预时间为 ６ 个月ꎻ对照组为空白对照ꎮ 通过描

述性和分析性统计方法评估干预效果ꎮ 结果 　 干预后ꎬ干预组的现在吸烟率(２.７７％)、未来 １ 年吸烟意向(８.５０％)均降

低ꎬ对烟草危害及二手烟具体危害的认知均增加 ( ３９. ０４％ꎬ ３２. ９３％)ꎬ拒烟自我效能增加 ( ８８. ９３％)ꎬ行为压力降低

(１２.４０％)ꎬ家庭二手烟暴露率下降(３５.４５％)ꎬ控烟信息的媒体关注度上升(３６.６８％)ꎬ与对照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８.６７ꎬ１９.３２ꎬ１７.８７ꎬ８.３２ꎬ１３.５１ꎬ１４.７１ꎬ１７.３６ꎬ２０.０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的控烟模式

能够有效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ꎬ增加青少年的烟草相关知识ꎬ可降低青少年的未来吸烟意向和吸烟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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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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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吸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ꎬ我国青

少年吸烟率呈持续增长趋势ꎬ且吸烟年龄趋向低龄

化[１] ꎮ 最近的调查显示ꎬ初中男生目前烟草使用率已

高达 １１.２％ꎬ部分省份甚至达到 ３０％左右[２] ꎮ 对青少

年而言ꎬ过早地尝试烟草不仅对生理健康造成伤害ꎬ
也影响心理健康[３] ꎬ且未来成为规律吸烟者的可能性

也更高ꎮ 我国青少年中职学生的吸烟率高达 ３０％ ~

４０％[４] ꎬ因此ꎬ面向职校生开展控烟工作尤为重要ꎮ 有

研究表明ꎬ基于理论的行为干预能更有效地改善人们

的行为[５－６] ꎮ 考虑到青少年吸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

社会行为ꎬ而社会认知理论涉及个人、行为与环境因

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ꎬ是一项较全面的行为改变理

论[７] ꎮ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ꎬ开展以学校为基础

的职校生控烟干预实践ꎬ为今后的学生控烟工作提供

经验与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了上海市 ４
个区ꎬ从每个区随机抽取 １ 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ꎬ调查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学年在校就读的一年级全日制学生ꎬ随机

４９９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第 ４１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７



分为干预组( ２ 所) 和对照组( ２ 所)ꎬ干预前干预组

１ ００３名ꎬ对照组 １ ０９６ 名ꎮ 两组研究对象在性别、户
籍、成绩分布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７１ꎬ０.００ꎬ３. ８１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干预后干预组 ９７６
名ꎬ对照组 １ ０８４ 名ꎮ
１.２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ꎬ通过问卷星采用无记

名网上填写问卷的形式ꎬ填写时间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ꎬ学生独

立完成并当场提交ꎮ 各学校由经过培训的负责人在

填写前为学生讲解注意事项ꎮ 对所有研究对象在干

预前后各进行一次调查ꎮ
１.３　 调查内容及指标定义　 调查问卷以“全球青少年

烟草调查标准问卷”为基础[８] 自行设计ꎬ纳入了社会

认知理论的相关要素ꎬ包括个人因素(如烟草相关知

识、态度、自我效能)、行为因素(如行为技能、烟草使

用及意向)和环境因素(如他人吸烟、学校环境、二手

烟暴露、媒体)ꎮ 尝试吸烟指曾经吸过烟ꎬ即使是一两

口ꎻ现在吸烟指过去 ３０ ｄ 内吸过烟ꎮ 未来 １ 年吸烟意

向为 ４ 分类选项ꎬ选“肯定不会吸” 定义为无吸烟意

向ꎬ选“可能不会吸” “可能会吸”或“肯定会吸”定义

为有吸烟意向ꎮ 对吸烟和二手烟的危害认知的调查

通过 ２ 个问题进行询问:(１)据您所知ꎬ吸烟是否和以

下健康问题的发生有关? (附 ６ 个备选项分别为中

风、骨质疏松、肺癌、心脏病发作、牙齿发黄、过早衰

老)ꎻ(２)据您所知ꎬ吸入二手烟是否和以下健康问题

的发生有关? (附 ６ 个备选项分别为成人肺癌、儿童

肺部疾病、成人心脏病、婴儿猝死综合征、支气管炎、
哮喘ꎬ计算总得分(“是”为 １ 分ꎬ“否”为 ０ 分)ꎮ 对烟

草使用态度的调查参考文孝忠等[９] 编制的“中学生吸

烟与健康态度量表”ꎬ共 １６ 题ꎬ包括对烟草的作用认

同、对吸烟的形象认同、对吸烟的交际认同和对控烟

措施的认同 ４ 个维度ꎬ每个维度包含 ４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法ꎬ累加各条目分值为态度总分ꎬ总分

为 ８０ 分ꎬ分值越高则越符合健康期望ꎻ该量表经过验

证ꎬ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ꎮ
自我效能[１０] 包括“如果有好朋友给你香烟ꎬ是否会

吸”“如果参加同学聚会ꎬ大部分人都吸烟ꎬ会一起吸

吗”“当一个尊敬的人或长辈给你一支烟ꎬ会吸吗”ꎬ采
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４ 级评分法ꎬ３ 题均选择“肯定不会”定义为

“高自我效能”ꎬ其余为“低自我效能”ꎮ 行为压力 ２
题ꎬ为“身边是否有好朋友或普通朋友建议你吸烟或

尝试吸烟”ꎬ每题 ２ 个选项“有” 和“无”ꎬ将 ２ 题都为

“无”者ꎬ定义为“无压力”ꎬ其他为“有压力”ꎮ
１.４　 干预方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５—１１ 月在干预组中开展

为期 ６ 个月的干预活动ꎬ干预模式以社会认知理论的

要素为基础ꎬ通过行为强化、激励、结果预期改善、自
我效能提升、社会规范影响、环境改善等方面从学校、
家庭和个人 ３ 个层面进行实施ꎬ具体措施见表 １ꎮ 干

预期间进行了无烟日宣传、专家讲座、主题班会、知识

竞赛、无烟家庭倡议、无烟班级评比等形式的活动ꎬ并

每周在班级微信群内推送健康信息ꎮ 对照组为按照

学校常规教育活动进行ꎮ 本研究通过了上海交通大

学医 学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的 批 准 ( 批 准 号: ＳＪＵＰＮ －
２０１７０３)ꎬ并获得调查对象及学校的知情同意ꎮ

表 １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青少年控烟干预具体措施

维度 要素 具体措施
环境 环境和 学校教育、学校环境改善、“无烟家庭”承诺书、社会支持

社会影响 “世界无烟日”主题宣讲活动等ꎬ树立不吸烟、不吸二手烟、建设

无烟环境的社会行为准则

个人 自我效能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社会支持、技能培训等使青少年增强拒烟 /
戒烟的信心

知识态度 通过科普讲座、科普手册发放、微信控烟信息推送等增强青少年

对吸烟危害的认识ꎬ改变态度ꎬ体会不吸烟的益处

行为 行为能力 通过志愿者开展班级主题活动ꎬ如知识竞赛、情景剧表演等ꎬ培
养拒烟 / 戒烟 / 控烟的能力和技巧

自我控制 让青少年制定不吸烟 / 无烟的目标ꎬ并在目标指引下采取行动

观察学习 从同伴、家长、老师等人员及媒体中示范原型获取信息进行学

习ꎬ提供有关控烟技巧的示范

强化 组织干预学校进行无烟班级的建设和评比ꎬ鼓励每个学生签署

“不吸烟、不递烟、主动拒烟”的承诺ꎬ并提供物质和精神奖励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从网上导出数据进行整理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对数据进行分析ꎬ效果评价以成组设计的各

种分析方法进行ꎬ包括成组设计 ｔ 检验、方差分析、χ２

检验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研究对象吸烟行为和未来吸烟意向比

较　 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

率、未来 １ 年吸烟意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尝试吸烟率均上升ꎬ
且对照组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干预

组的现在吸烟率和未来 １ 年吸烟意向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干预前后两组研究对象烟草使用率比较

干预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尝试吸烟 现在吸烟
未来 １ 年

吸烟意向
干预前 干预组 １ ００３ １３９(１３.８６) ３９(３.８９) ９４(９.３７)

对照组 １ ０９６ １５２(１３.８７) ∗ ４４(４.０１) １１６(１０.５８) ∗∗

χ２ 值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８６
Ｐ 值 １.００ ０.８８ ０.３６

干预后 干预组 ９７６ １４５(１４.８６) ２７(２.７７) ８３(８.５０)
对照组 １ ０８４ １９１(１７.６２) ５８(５.３５) １６０(１４.７６)

χ２ 值 ２.８７ ８.６７ １９.３２
Ｐ 值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同组干预前后比较ꎬ∗Ｐ< ０.０５ꎬ∗∗Ｐ< ０. ０１ꎻ( ) 内数字为使用

率 / ％ꎮ

２.２　 干预前后中职生对烟草危害、二手烟危害及烟草

态度认知情况比较　 由表 ３ 可见ꎬ干预前ꎬ干预组和对

照组对烟草危害、二手烟危害及烟草态度认知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两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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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烟草危害和二手烟危害认知的正确率(干预组:
３５.９６％ꎬ３５１ / ９７６ ꎻ３９.０４％ꎬ３８１ / ９７６ꎻ对照组:２７.３１％ꎬ
２９６ / １ ０８４ꎻ３２. ９３％ꎬ３５７ / １ ０８４) 比干预前 (干预组:
２２.２３％ꎬ ２２３ / １ ００３ꎻ ２８. ３２％ꎬ ２８４ / １ ００３ꎻ 对 照 组:
１９.６２％ꎬ２１５ / １ ０９６ꎻ２７.２８％ꎬ２９９ / １ ０９６)均有所上升ꎬ
但干预组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

分别为 １７.８７ꎬ８.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在烟草态度认知方

面ꎬ干预后ꎬ干预组的得分有所上升ꎬ对照组的得分有

所下降ꎬ且对照组自身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２.３　 干预前后中职生对自我效能、行为压力、家庭环

境和媒体关注度比较　 由表 ４ 可见ꎬ干预前ꎬ干预组和

对照组在自我效能、行为会压力、家庭二手烟暴露和

控烟信息的媒体关注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干预组高自我效能比例上升ꎬ

有来自他人递烟压力的比例下降ꎬ家庭二手烟暴露率

下降ꎬ对控烟信息的媒体关注度上升ꎬ与干预前自身

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对照组

均无明显变化ꎻ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表 ３　 干预前后两组中职生对烟草危害、
二手烟危害及烟草态度认知得分比较(ｘ±ｓ)

干预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烟草危害 二手烟危害 烟草态度
干预前 干预组 １ ００３ ３.６６±１.５２∗∗ ４.０２±１.６０∗∗ ６９.６７±１０.６０

对照组 １ ０９６ ３.５８±１.５８∗∗ ３.９１±１.６９ ６８.８４±１０.１７∗

ｔ 值 １.１５ １.５９ １.８２
Ｐ 值 ０.２５ ０.１１ ０.０７

干预后 干预组 ９７６ ４.３３±１.５３ ４.４８±１.５６ ７０.３６±１０.４３
对照组 １ ０８４ ３.８６±１.６３ ３.９９±１.７７ ６７.６９±１０.７３

ｔ 值 ６.５７ ７.２５ ４.７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同组干预前后比较∗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４　 干预前后中职生自我效能社会压力家庭二手烟暴露及媒体关注情况构成比较

变量

干预前

干预组

(ｎ ＝ １ ００３)
对照组

(ｎ ＝ １ ０９６)
χ２ 值 Ｐ 值

干预后

干预组

(ｎ ＝ ９７６)
对照组

(ｎ ＝ １ ０８４)
χ２ 值 Ｐ 值

自我效能 高 ８４７(８４.４５) ∗∗ ９０２(８２.３０) １.７４ ０.１９ ８６８(８８.９３) ９０３(８３.３０) １３.５１ ０.００
低 １５６(１５.５５) １９４(１７.７０) １０８(１１.０７) １８１(１６.７０)

行为压力 无 ８４４(８４.１５) ∗ ９０３(８２.３９) １.１６ ０.２８ ８５５(８７.６０) ８８３(８１.４６) １４.７１ ０.００
有 １５９(１５.８５) １９３(１７.６１) １２１(１２.４０) ２０１(１８.５４)

家庭二手烟暴露 无 ５７２(５７.０３) ∗ ６０８(５５.４７) ０.５１ ０.４７ ６３０(６４.５５) ６０２(５５.５４) １７.３６ ０.００
有 ４３１(４２.９７) ４８８(４４.５３) ３４６(３５.４５) ４８２(４４.４６)

媒体关注 不关注 ２８３(２８.２２) ∗ ３４５(３１.４８) ４.５０ ０.１１ ２２７(２３.２６) ３４４(３１.７３) ２０.０９ ０.００
一般 ３８５(３８.３８) ４２８(３９.０５) ３９１(４０.０６) ４１１(３７.９２)
关注 ３３５(３３.４０) ３２３(２９.４７) ３５８(３６.６８) ３２９(３０.３５)

　 注:同干预组前后比较∗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上海市职校生的尝试吸烟率为

１３.８６％ꎬ现在吸烟率为 ３.９５％ꎬ低于成都[４] 、北京[１１] 、
三门峡[１２]等地ꎬ但高于初中生、高中生的吸烟率[１３] ꎮ
干预后干预组的现在吸烟率从 ３.８９％下降到 ２.７７％ꎬ
未来 １ 年吸烟意向从 ９.３７％下降至 ８.５０％ꎬ提示干预

有良好的预防和减少吸烟的效果ꎬ与此前加利福尼
亚[１４] 、华盛顿等[１５] 地的研究结果相似ꎮ 自我效能是
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要素[１６] ꎬ在吸烟行为中ꎬ自我效
能是青少年对自己保持不吸烟和拒绝吸烟能力的信
心[１７] ꎮ 有研究发现ꎬ自我效能感越高ꎬ吸烟风险越
低[１８] ꎬ并且是介导戒烟的中介因素[１５] ꎮ 本研究改变
了过去青少年多为被动参与的方式ꎬ通过心理健康教

育、拒烟技能培训等措施增强青少年拒烟戒烟的信

心ꎬ结果显示ꎬ干预有效增加了研究对象的自我效能ꎮ
提示诸如情景剧表演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和互

动性ꎬ使他们能更有效掌握拒烟和戒烟技巧ꎬ从而提

高抵抗吸烟的自我效能ꎮ 此外ꎬ自我效能是一个动态
因素ꎬ会随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１９] ꎮ
因此ꎬ提高自我效能的措施应当是持续性的ꎬ而不仅

局限于单一的时间点ꎮ
结果预期是社会认知理论另一重要要素[７] ꎬ烟草

相关知识和态度可通过对吸烟的结果预期影响青少

年的吸烟行为ꎮ 通过知识改变引导行为转变的重点

是让青少年认识到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从而拒绝

吸烟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职生对于烟草和二手烟危

害的认知显著增加ꎬ提示学生参与烟草相关的活动和

宣传比纯粹的健康教育课程更有效ꎮ 在烟草态度认
知方面ꎬ本研究干预效果并不显著ꎬ可能是由于青少

年态度的改变比知识改变更困难ꎬ也可能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ꎬ青少年接触外界环境更多ꎬ更易受他人或媒

体等影响ꎬ形成错误认知如认为吸烟能够彰显成熟魅

力等ꎻ但对照组态度得分下降显著ꎬ提示干预措施在
一定程度上能延缓青少年态度的消极改变ꎮ

除个人因素外ꎬ环境因素对行为也有重要影响ꎮ
有研究发现ꎬ有家庭成员吸烟意味着对吸烟的容忍程
度更高[３] ꎬ因为青少年在看到父母吸烟时会推断吸烟
是可接受的[２０] ꎮ 本研究通过建设“无烟家庭”有效降
低了家庭二手烟暴露率ꎬ减少了青少年接触烟草环境

的可能性ꎬ对其建立正确的吸烟规范有积极的影响ꎮ
此外ꎬ社会影响(压力) 与开始吸烟[１０] 和曾经吸烟均
呈正相关[１８] ꎮ 瑞士一项研究[２１] 显示ꎬ基于社会认知
理论的生活技能培训项目能降低职校生的感知压力ꎬ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此外ꎬ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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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成分ꎬ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ꎬ研究显示[２２] ꎬ接
触反烟草广告能增加青少年未来不吸烟的意愿ꎮ 随

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ꎬ网络等新媒体在健康信息传播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本研究通过微信平台ꎬ
向研究对象推送控烟信息ꎬ干预后干预组的媒体关注

率显著上升ꎬ表明学生可能通过媒体获得更多的控烟

信息暴露ꎬ未来的控烟措施可积极发挥新媒体的特

点ꎬ使其成为控烟宣传的重要工具ꎮ
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的控烟健康教育和行为干

预ꎬ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ꎮ 未来的控烟

教育要摈弃单一的健康教育ꎬ采取参与性、互动性强

的活动ꎬ以提高干预有效性ꎻ另外学校的控烟干预可

通过学生辐射到家庭ꎬ加强无烟家庭的建设ꎻ还应当

充分发挥新媒体在健康行为干预方面的潜力ꎬ以更有

效改善青少年生活方式和行为ꎮ 总体而言ꎬ本研究显

示了良好的短期干预效果ꎬ但长期效果仍需进一步追

踪观察ꎮ 另外ꎬ本研究仅在上海市职校生中开展ꎬ未
来的研究应当考虑纳入更多人群以检验干预模式在

更大范围的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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