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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人群，２００２年吸烟和被动吸烟的现状调查
杨功焕

马杰民

【编者按】

刘娜

周灵妮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科学研究就明确地显示个人健康行为在早病和早死中扮演了

主要角色。２００２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减少危险，促进健康。并确定了５种重要的慢性病危险因素，
即高血压、高血脂、吸烟、饮酒和肥胖。这５种因素与危害健康的前十位疾病中的慢性病相关。而由
这些危险因素导致的疾病负担是全球性的，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高血压、高血脂和吸烟也
引起了严重的疾病和早死。
１９８４年美国开始行为危险因素的监测，该系统对美国１８岁以上人群的危险行为相关因素进行
监测，收集不健康行为的信息。另外，国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系统，如ｗＨＯ欧洲区
慢性病预防控制网络、ｗＨｏ美洲区慢性病预防控制网络等，分别根据各地区的具体卫生问题和社会
经济特点制定调查表、抽样方法和调查方式。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由于直接观察人们的行为变化，易于
与干预效果联系，已经被称为“二代监测”而备受重视。我国自１９９６年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支持下
开展了行为危险因素监测，为制定项目计划和评价干预效果提供参考。这是第一次在我国进行行为
危险因素监测。该项目的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持续了８年，为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经
验的积累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行为危险因素数据，为决策、制订干预计划和评价干预
效果提供参考依据。但是行为危险因素监测只在我国的几个比较发达的城市进行，针对城市的主要
卫生问题开展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收集到的资料仅代表较发达城市人群的危险行为水平，没有包括其
他中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存在很多特有的危害健康的行为，如农民家中农药的保
存是导致农民中毒和自杀的重要因素。２００１年国家科技部支持杨功焕教授承担了“我国人群出生、
死亡和行为危险因素数据库建立”课题，对全国１４５个疾病监测点进行了第一次行为危险因素监测，
并对全国城市和农村（东部、中部和西部）人群的吸烟、饮酒、饮食、体育活动、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对肝
炎、性病／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和行为，交通伤害和自杀的有关行为以及二级预防，包括血压及血脂检
测、乳腺癌及官颈癌的筛查等进行了广泛的监测，收集了丰富的信息。
为此本刊特开辟“２００２年在全国疾病监测系统中进行的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结果”系列报道，主题
文章分６次逢双月期报道：（１）吸烟；（２）饮食、体力活动和体重指数；（３）与感染性疾病相关的行为；
（４）与伤害有关的行为；（５）筛查行为和医疗保险；（６）危险行为和疾病发生的关系。希望这些监测资
料能够更好地被利用，有利于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订和干预计划的实施。

【摘要】

目的描述２００２年中国人群吸烟、戒烟和被动吸烟的流行水平及在不同教育水平、职

业和地区的分布特点，判断烟草流行的变化趋势。方法

在１４５个疾病监测点中通过多阶段分层随

机抽样，使用调查表人户调查，完成调查１６ ４０７人，其中有１６ ０５６人合格记录用于分析。采用总吸烟
率、现在吸烟率、吸烟者日平均吸烟量、吸烟花费、戒烟率等指标，根据２００２年普查人口进行加权计
算。结果男性吸烟率为６６．０％，女性吸烟率为３．０８％，与１９９６年结果比较，人群吸烟率下降１．８％，
１５～２４岁人群吸烟率上升，１５岁以上吸烟者达到３．５亿人，较１９９６年增加３０００万人。男性吸烟者水
平大致相等，女性吸烟的地区差别更明显，东北、华北等地女性吸烟率依然很高。戒烟率增加，从
１９９６年的９．４２％上升到现在的１１．５％，意味着增加了１０００万戒烟者，但不打算戒烟者依然占了绝大
多数，达到７４％。人均吸烟量基本不变，为１４．８支／日，吸烟者平均每日花费２．７３元，但不同人群差异
很大，最高和最低者相差１５倍。被动吸烟暴露并没有大的改善，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２年两次调查结果几
乎相等，人群中被动吸烟暴露水平分别为５３％和５２％。人们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识增加，但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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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们的知识贫乏。６０％以上的人支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４５％支持禁止烟草广告，但地区差异依然
很大。结论

中国男性烟草使用的流行水平已经达到高峰，目前处在平台期，还没有明显的下降趋

势。有关吸烟有害健康知识的传播还远远不够，特别西部地区人群对控烟措施的理解和支持率均不
高，中国人群在短时问内烟草流行率不会明显下降，烟草导致的疾病负担在未来３０—５０年内将成为
现实。

【关键词】吸烟；被动吸烟；烟草控制；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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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Ｑｕｉｔ

大量的科学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吸烟是肺

获得…。每一监测点均通过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抽

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冠心病、脑卒中等多种疾病

取１００人。其抽样过程是各监测点列出所有的居委

发生和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对吸烟行为和被动吸

会或村的名单，从中随机抽取１０个居委会或村；抽

烟暴露的监测有助于了解烟草流行的状况，及对烟

中的村列出所有家庭户（仅限于在该地区居住６个

草控制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对烟草使用的行为监

月以上的住户）的名单，再从所有家庭户中随机抽取

测包括主动吸烟、戒烟、被动吸烟和烟草对健康危害

１２户（若估计家中无人的现象较为普遍，扩大抽样

的知识及人们对控烟措施的态度等内容。继１９９６

到１５或２０户）。在确定的家庭户中，确定生日日期

年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后，２００２年又对我国人群

与调查日期接近的人为调查对象。在实际操作中，

吸烟和被动吸烟进行了调查，以评估中国烟草控制

可预先估计调查日期，通过预约确定调查人。完成

措施的效果。

调查的样本为１６ ４０７人；删去关键变量缺失的３４９
资料与方法

例，用于分析的数据为１６ ０５６人。调查样本的年龄、
性别分布见表１。

１．监测对象：２００２年的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是通

２．问卷调查表的设计：行为危险因素调查中使用

过问卷调查完成的。调查样本来自全国１４５个疾病

的调查表设计，包括与主要卫生问题相关的危险行为

监测点覆盖的监测人群，通过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

和与吸烟相关的危险行为。以１９９６年问卷调查表为

主堡煎堑疸堂苤查！！！！生！旦箜堑鲞箜！塑堡垒ｉ里！垦旦ｉ！！堡ｉ！！！里！！！！！堡！！！ｉ！！尘！：踅！整！：；

·７９·

基础，我们缩减了调查问题数量，扩大了对烟草控制

我国人群吸烟率比１９９６年下降了１．８％，男性和女

措施部分的问题。除了与人口学特点相关的１０个问

性吸烟率分别下降了３．１％和１．０％。根据吸烟率和

题外，烟草使用部分共有１６个问题，包括吸烟、戒烟、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结果，估计目前１５～６９岁的吸烟

被动吸烟、与吸烟对健康危害的相关知识、对控烟措

者为３．５亿人。

施的态度，以及有代表性控烟措施的执行情况。
表１

中国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调查
样本的年龄、性别分布

２００２年调查结果显示，人群的现在吸烟率为

３１．４％，男性和女性现在吸烟率分别为５７．４％和
２．６％；１９９６年调查显示总人群的现在吸烟率为

３５．３％，男性和女性现在吸烟率分别为６３．０％和
３．８％心１。同样使用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标化，

２００２年我国人群现在吸烟率比１９９６年下降了５．２％，
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别下降了６．７６％和１．０６％。估
计目前１５～６９岁人群中现在吸烟者为３．０亿人。
与１９９６年的调查结果相比，男性除１５～１９岁

年龄段，女性除１５～１９、２０～２４岁年龄段外，其余人
群的年龄别吸烟率都低于１９９６年人群的年龄别吸
烟率（图１）。１９９６年时，＜４５岁人群吸烟率均呈上
升趋势，２００２年的调查结果显示，＞２５岁成年人吸
烟率均较１９９６年低。

３．分析指标及定义：分析指标包括总吸烟率、现

除了文盲和半文盲人群受年龄和性别因素影响

在吸烟率、吸烟者日平均吸烟量、吸烟花费、戒烟状

外，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吸烟率越低。虽然大学及以

态、打算戒烟率、戒烟率、被动吸烟率和暴露的场所，

上人群的吸烟率也很高，为５４．８％，但比文化程度低

以及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识、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者仍然低一些，小学文化程度男性吸烟者吸烟率为

和禁止烟草广告的态度等。吸烟者的定义为过去吸

７１．２％。不同职业人群吸烟率差异并不明显，男性

烟达到１００支的人为吸烟者；现在吸烟者的定义为

中，除学生外，排在最低位的男性医务人员的吸烟率

调查时过去３０天内正在吸烟的人；被动吸烟者的定

依然为５６．８％；女性人群中，吸烟率一般都很低。

义为不吸烟者每周至少１天内有１５ ｍｉｎ以上暴露于

１００

吸烟者呼出的烟雾中。

９０

４．分析方法：对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职

８０

艺７０

业特点以及不同地区人群的吸烟、被动吸烟等流行

售争６０

水平进行描述。由于调查样本的年龄结构与实际人

墨ｓｏ
趟４０

口的年龄结构有所不同，低年龄组人群低于实际人
口，而高年龄组人群高于实际人口，在分析中根据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加权，避免高年
龄人口的行为对总人口行为的过度影响。

田Ｒ

３０
２０
１０
Ｏ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５５～６０～６５～
２０
１８

结

果

１６

；１４

１．我国人群中的吸烟情况：

（１）２００２年我国人群吸烟率略有下降，１５～２４
岁人群吸烟率上升。２００２年调查显示，人群的吸烟

；地
器ｌｏ

嬖ｓ
瓤６
４

率为３５．８％，其中男性为６６．０％，女性吸烟率为
３．０８％。１９９６年调查总人群吸烟率为３７．６％，男性

２
Ｏ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５５～６０～６５～

和女性吸烟率分别为６６．９％和４．２％旧１。两次调查
结果使用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标化，２００２年

年龄（岁）
图１

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２年我国男性和女性吸烟率比较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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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我国不同地区男性吸烟率基本相等，东北和

总的来说，各地男性吸烟率差别不大，５０％的地

华北地区女性吸烟率较高。２００２年调查结果显示，

区男性吸烟率为６３．００％～６８．８７％（图２中绿色和

城市和农村人群的吸烟率分别为２９．５％和３７．８％，

蓝色标记），２５％的地区男性吸烟率为６８．８２％～

现在吸烟率分别为２５．０％和３３．０％；１９９６年城市和

８０．２６％（图２中红色标记），另外２５％的地区人群

农村人群的吸烟率分别为３４．５％和３９．２％，现在吸

吸烟率低于６３％；而女性吸烟率７５％的地区在

烟率分别为３１．８％
和３６．９％。２００２
年与１９９６ ７年的调
查结果比较，虽然

都有下降，但是城
市人群的吸烟率下
降更为明显，致使
两者差别更加
突出。
调查结果也表
明，在任何年龄段，
农村男性人群吸烟
率均高于城市男
性，城市年轻女性

吸烟率高于农村相
应的人群。使用各
省的年龄、性别人
口进行标化，图２
为分性别的不同地
区人群吸烟水平。
从图２可见，男性
吸烟率高的省依然
为云南、青海、内蒙
古、广东和江西；女

性吸烟率高的省为
黑龙江、天津、内蒙
古、吉林和河北，与
１９９６年调查结果
类似，但是在广东
等省，女性吸烟率
比１９９６年的水平

增加，也就是说，由
于历史原因，除东
北地区和北方一些

省女性吸烟率高
外，南方地区女性

吸烟率也开始
增加。

图２

２００２年我国不同地区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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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以下，只有２５％的地区为４．７％～１７．３％，其
中以东北和天津地区女性吸烟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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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花费为１０元以上。

吸烟花费最高的地区有上海、浙江、广东、海南、

（３）我国人均吸烟量基本不变。我国吸烟者平
均吸烟量为１４．８支／日，男性和女性吸烟者平均吸烟

福建和江苏等地，花费最低的地区为河南、青海、甘
肃、河北、天津、陕西和四川等地。

量分别为１５支／日和１０支／日，城市和农村吸烟者

（５）我国估计戒烟者增加了１０００万，但不打算

的平均吸烟量分别为１３．８支／日和１５．０支／日，农村

戒烟者依然占吸烟者的绝大多数。吸烟者中不打算

人群的人均吸烟量大于城市（图３）。４０～５９岁人群

戒烟者达到７４％，戒烟和打算戒烟者比例仍然很

吸烟量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平均吸烟量为１５．９

低，和１９９６年的结果相比，戒烟率有所提高，从

支／日，中位数为１５支／日，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

９．４２％上升到１１．５％，意味着增加了１０００万吸烟者

群，１０％吸烟者每日吸烟量≥２５支／日。

戒烟，其中戒烟超过２年以上的比例也在增加，从
３８．０％上升到６６．７％。

６０

２．我国人群中的被动吸烟状况：２００２年我国人

盆４０

群被动吸烟暴露并没有大的改善。１９９６年，５３％的

似

非吸烟者报告遭受到被动吸烟暴露。２００２年调查

删２０
骚
餐
叮
擀０

结果显示，有５１．９％的非吸烟者遭受到被动吸烟的
危害，两次结果几乎相等。男性为４７．６％，略高于
１９９６年的结果，女性为５４．６％，略低于１９９６年的结
果，基本没有变化。和１９９６年的结果类似，不同年
龄段人群遭受被动吸烟暴露的比例略有差异，中年

—２０

合计
图３

男性

女性

农村

城市

人群中的暴露比例稍高。城市和农村人群报告被动

２００２年我国吸烟者每日吸烟量分布

吸烟暴露率分别为４９．７％和５４．０％，农村略高于城

吸烟量同样与教育水平有关，高中和大学文化

市。有２０个省份５０％以上的人报告被动吸烟暴

程度以上的人群，吸烟量低于其他人群，中位数为

露，其中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吉林、内蒙古等北方

１２支／日，而文盲、小学和初中人群每日吸烟的中位

地区遭受被动吸烟暴露的比例高于６０％。

数为１６支／日。但吸烟量的职业差异不明显。

（４）我国吸烟人群吸烟花费变化很大，最高和最

家庭、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都是遭受被动吸烟
暴露的地方。在被动吸烟暴露人群中，人群特点不

低者相差１５倍。吸烟者平均每日花费人民币２．７３

同，在各类场所暴露的比例也不同。遭受被动吸烟

元，５０％的人吸烟花费每日超出２元，其中１５％的

暴露的女性，其中９０％是在家庭中受到暴露；男性

吸烟者每日吸烟花费为３．５～７．０元，另有１０％吸烟

则在家庭和公共场所受到暴露，２０～５９岁的男性在

者花费≥７元，２５％吸烟者介于１～２元之间，另外

公共场所遭受暴露的比例较大，在工作场所受到暴

２５％吸烟者吸烟花费低于１元，其中１０％低于０．５

露的比例也高。农村女性在家中遭受被动吸烟暴露

元。最高花费和最低相差１５倍。

的比例最高，而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工作场所暴露的

女性吸烟者一般来说，吸烟花费低于男性，男性

比例较低。

和女性每天吸烟花费的中位数分别为２元／日和１

３．我国人群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识知晓情况：

元／日。但是少数女性的花费很高，因而女性吸烟花

我国人群对吸烟危害健康的知识有明显的变化，知

费均值大于男性。城市和农村吸烟者的吸烟花费分

晓率增加，但西部地区人群相关知识贫乏。图４为

别为４．２４元／日和２．３６元／日。教育水平越高，每日

２００２年与１９９６年的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结果发现，

吸烟花费越大，文盲和小学人群烟草花费的中位数

人们对吸烟、被动吸烟和孕妇吸烟对胎儿健康有严

为１．５元／日，初中人群烟草花费的中位数为１．９

重危害认识的比例，以及吸烟易患肺癌、冠心病和支

元／日，高中人群为２．１元／日，而大学及以上者为３．３

气管炎的认识比例均有很大提高。

元／日。不同职业人群的吸烟花费差别很大，以国家

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２年，以不同教育人群知识的

机关干部、三资企业业主的花费最高，烟草花费的中

改善为例，有关烟草对健康危害知识的传播在各个

位数为３．５元／日和３．０元／日，其中１０％的人每日烟

层面都非常普遍，各类人群相关知识的改善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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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烟草危害健康知识的掌握仍然显示这样的特

各国公共卫生领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与其他

点：城市人群高于农村人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高于

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烟草流行有以下一些特点：①从

受教育程度低者，医生、教师和学生对烟草危害健康

全世界来说，吸烟盛行于２０世纪，首先在工业化国

的认识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农民中掌握这些知识的

家开始流行，当工业化国家人群烟草使用开始下降，

比例最低。

在低收入国家烟草使用却开始流行开来。我国目前

地区间人群对烟草危害健康知识的掌握差异更

也处在烟草流行的高峰，由于我国烟草的生产主要

趋明显，以吸烟更易于患肺癌的认识为例，云南、贵

是自产自销，且近些年来烟草生产量每年已达到

州、广西、青海和河南等地区人群认识这点的比例低

３５００万箱∞ｊ。②在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吸烟主

于６０％，广西、贵州和西藏分别只有４４％、４１％和

要在男性中流行。特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男性

３６％的人知道吸烟更易于患肺癌。

吸烟达到高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随着吸烟对
健康危害的证实，发达国家男性人群吸烟率稳步下

吸烟易患气管炎

降，在西欧、北美和澳洲以及在非洲和阿拉伯一些国

吸烟易患肺癌

家男性吸烟率均低于４０％，而我国成了男性吸烟率

孕妇吸烟对胎儿有严重危害

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③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１．１亿

吸烟有严重危害
被动吸烟有严重危害

妇女吸烟，其中有几百万妇女使用其他形式含焦油

吸烟易患冠心病

量高的烟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女性吸烟并不
常见；由于烟草公司的市场策略，把女性吸烟和“独

立”、“自由”联系在一起，从４０年代开始，在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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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２年我国人群对吸烟
有害健康知识的变化

工业化国家，女性吸烟开始流行，之后在大多数发达
国家，女性吸烟率迅速上升。目前丹麦、挪威、加拿

４．我国公众对吸烟的态度：调查人群中有６０％

大、冰岛、爱尔兰、英国和新西兰的女性吸烟率和男

以上支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４５％支持禁止烟草广

性相等；瑞典女性吸烟率甚至高于男性。在亚洲、东
地中海等地区，由于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女性吸烟

告，但地区差异依然很大。
调查中选择了两个主要措施，即对主要公共场

依然不被社会接受，妇女的吸烟率仍然很低，大约在

所禁止吸烟和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赞同情况来测量

２％～１０％之间Ｈ Ｊ。在我国，虽然在少数地区，部分

人们对烟草控制措施的态度。结果人们对公共场所

特定职业人群的女性吸烟率上升，但总的来说，女性

（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大楼、交通工具及各类等候

吸烟依然处在低水平。④青少年人群的吸烟率，无

室）禁止吸烟持积极的态度，有６１．１％的人赞成在以

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均呈上升趋

上场所禁止吸烟。对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赞成比例

势¨。７］。我国也不例外，青少年吸烟呈上升趋势。⑤

低一些，有２３．８％非常赞成，１９．６％比较赞成全面禁

在教育程度低、经济收入低的人群中吸烟率更高∽Ｊ。

止烟草广告，持不赞成者为１５．９４％，很不赞成者只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我国人群中。但是在大学及

有２．９３％，另有３７．７７％持无所谓的态度。

以上文化程度的男性人群中，吸烟率依然高达

和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掌握情况类似，即与教

５４．８％，医生和教师的吸烟率仍然在５０％以上，是

育程度、职业有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医生、教师、

世界上所有国家男性医生中吸烟率最高的（世界卫

学生赞同比例高一些，文盲和只接受小学教育者和

生组织调查指出中国、博茨利亚、韩国、俄罗斯、智利

农民的赞同比例都低。同样，公众对吸烟的态度城

和西班牙，男性医生的吸烟率都在３５％以上，尤其

市好于农村；地区间差异非常明显，在西南地区，特

是中国和博茨利亚）。⑥人均烟草消费量上升。

别是贵州、云南、西藏、广西等地区，人们赞同公共场

１８８０—２０００年，全球烟草消费量从１００亿支增加到

所禁止吸烟和禁止烟草广告的比例也明显低于其他

５５

地区，其赞同率分别低于５０％和３５％。

数增加了２０倍，人均烟草消费量增加了３０倍。除

讨

论

降低与吸烟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当今世界

０００亿支，增加了５５０倍。１９８０一２０００年，人口

美洲和欧洲烟草消费量分别下降了２７％和２％以
外，其他地区均呈上升趋势。特别在西太平洋地区
烟草消费量上升了８９％。总的来说，烟草消费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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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下降了９％，在发展中国家上升了
６３％一’１０ Ｊ。其中以我国的烟草消费量上升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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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健康水平的差异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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