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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现场调查·
吸烟对不同收入人群慢性病患病的影响
饶克勤

严薇荣

【摘要】

王增珍冉鹏

目的

探讨吸烟对不同经济状况人群的健康影响。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的方法，在全国共抽取９５个县、９５０个村（居委会），每个样本村（居委会）随机抽取６０户家庭，全国
共抽取５５ ２００户家庭中１５～６５岁男性５．９３万人。结果

研究发现在控制年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

就业状况、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不论农村、城镇，与从不吸烟的人相比，有吸烟史的人群慢性病患病率

均高（农村０Ｒ＝１．１８５，９５％ａ：１．１２１～１．２５３；城镇ＯＲ＝１．０８３，９５％凹：１．０１０～１．１６１）；吸烟对农
村男性患慢性病的影响（戒烟０Ｒ＝２．７６４，９５％凹：２．４７１～３．０９２）要大于城镇的相应人群（戒烟
ＯＲ＝２．１１２，９５％ａ：１．８４４～２．４１９）；另外发现吸烟对低收入人口患慢性病的影响（城镇０Ｒ＝
２．０７６，９５％ａ：１．５５１～２．７８０；农村ｏＲ＝２．９０３，９５％ｃＪ：２．２４８～３．７４９）大于对高收入人口的影响
（城镇０Ｒ＝１．７８５，９５％ａ：１．２８５～２．４７９；农村０Ｒ＝２．４６６，９５％凹：１．９４１～３．１３４）。结论

吸烟对

收入低下的人群健康损害更大，应该引起重视。
【关键词】吸烟；收入；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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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吸烟对人体会产生多种不良的健康

如果不吸烟，穷人和富人之间中年人（３５～６９岁）的

效应，同时研究发现，较低收入的人群往往存在更大

死亡率差距会减少１／２到２／３。如果降低穷人中吸烟

的健康风险。１’２Ｉ。这主要是因为该类人群生活质量

相关疾病的发病，则整个中年人的死亡率会大大下

差，患病、死亡的风险就比高收入人群大。国外研究

降。目前关于吸烟对不同经济状况中国人群的健康

发现，吸烟对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健康损害更

影响报道较少，本研究采用１９９８年国家卫生部第二

大。Ｂｏｂａｋ等¨。指出，在加拿大、英国、波兰和美国，

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相关数据对此进行了初步
探讨。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３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流行病与卫

对象与方法

生统计学系（严薇荣、王增珍、冉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统计信
息中心（饶克勤）
通讯作者：王增珍

１．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
方法，在全国共抽取９５个县（市、区）、４７５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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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９５０个村（居委会）。在每个样本村（居委
∞

会）随机抽取６０户左右家庭，全国共抽取５５ ２００户，
２１万人口。考虑到中国女性吸烟者较少（吸烟率为
３．１６％），本次研究对象选定为其中的１５～６５岁男

历
扪
【三

性，共５．９３万人。
２．方法与内容：采用派调查员入户询问的方式

ｍ

进行调查。与本次研究相关的调查内容包括：①调

５

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教

０

低收入

育、就业等；②调查对象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和生
活方式等；③调查对象的吸烟情况（当前吸烟情况和

图１

吸烟史）；④调查前半年内慢性病患病名称及频次。

２０

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

高收入

中国城镇不同收入人群中男性慢性病患病率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在：①调查的前半年内，经过医务
人员诊断明确有慢性病（包括慢性感染性疾病如结

１５

核等和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②
半年以前经医生诊断有慢性病，在调查的前半年内
时有发作，并采取了治疗措施，如服药、理疗等；二者
有其一者，即认为患“慢性病”。另外由于城镇与农
村的经济状况不同，分别考虑；取相应全部年人均收
低收入

入段的２０％、４０％、６０％、８０％位点，将其分为５个
层次：即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

图２

中低收入

中等收八中『两收八

尚收入

中国农村不同收入人群中男性慢性病患病率

收入。其中城镇人口５个收入层次标准依次为年人

（１）有无吸烟史：以患慢性病与否拟合多因素

均收入＜２１００、２１００～、３０５８～、４２０１～和６０００元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控制年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就业

上。农村依次为＜９２３、９２３～、１２６８～、１７５ｌ～和

状况、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不论农村、城镇，与从不吸

２５００～元。

烟的人相比，有吸烟史的人群慢性病患病率均高，其

３．统计学分析：对数据库先进行逻辑检查，对有

中在农村、城镇的相应０Ｒ值分别为１．１８５（９５％

逻辑错误和重要分析项目缺省的研究对象予以剔

Ｃｊ：１．１２１～１．２５３）与１．０８３（９５％ＣＪ：１．０１０～

除；然后采用统计软件ｓＡｓ ８．１进行分析，包括ｘ２

１．１６１），即与不吸烟的人相比，有吸烟史的人群慢性

检验、趋势检验和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病的患病概率分别要增加１８．５％和８．３％。

结

果

（２）不同吸烟状况人群的慢性病患病情况：以患
慢性病与否拟合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控制年

１．一般吸烟情况：在调查的人口中，１５～６５岁

龄、性别、恩格尔系数、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工作岗

人口共１１．５６万人，其中男性５．９３万人（占５１．３０％），

位、经济收入后发现，城镇戒烟者的慢性病患病率相

女性５．６３万人（占４８．７０％）。中国１５～６５岁人群的

当于不吸烟人群的２．１１２倍。在农村，戒烟者的慢性

总吸烟率为３０．３２％（男性５６．１１％，女性３．１６％）、戒

病患病率相当于不吸烟人群的２．７６４倍。吸烟对农

烟率为５．４１％（男性５．２７％，女性７．９６％）。

村男性患慢性病的影响要大于城镇的相应人群。对

２．不同收入人群男性的慢性病患病率：调查发

城乡低收入、高收入人口分别拟合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现，不论城镇、农村，有吸烟史的男性慢性病患病率

归分析后发现，吸烟对低收入人口患慢性病的影响

要高于无吸烟史的男性。在农村，无论何种收入组，

大于对高收入人口的影响（低、高收入人口的划分同

两者之间慢性病患病率的差距接近（约为５．５％）；在

前，即取相应全部年人均收入段的２０％和８０％位点

城镇，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群中两者之间慢

为界值）（表１、２）。

性病患病率的差距变小（前者３．８９％，后者１．３２％）
（图１、２）。
３．吸烟对慢性病患病率的影响：

讨

论

调查发现，在我国不论收入高低，有吸烟史人群

史堡煎鱼丛堂苤查！！！！至ｉ旦箜堑鲞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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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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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吸烟状况对人群慢性病患病的影响

城镇（０Ｒ值９５％ｃｊ）
低收入人口

农村（ｏＲ值９５％Ｃ，）

高收人人口

低收人人口

高收入人口

注：对照组为不吸烟人群；＊Ｐ＜Ｏ ０５，＃Ｐ＜Ｏ．０１

的疾病负担始终大于无吸烟史的人群。同是吸烟

的烟草毒物更多，对他们的健康损害更严重∽，引。

者，吸烟对农村居民健康的不良影响程度大于城镇；

另外在调查中注意到，戒烟者慢性病的患病几

且不论城镇与农村，吸烟对低收入人口的不良影响

率高于当前吸烟者，这与吸烟人群的情况相符：即吸

要大于对高收入人口的影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研

烟者往往是在健康受到损害以后才会选择戒烟，自

究结果相一致，即吸烟对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

发戒烟以及戒烟成功者较少¨０Ｉ。在我国，经济收入

健康损害更大ｂ一。由于在我国，城乡经济差别目前

较低的人群吸烟现象更普遍¨ｏ，而吸烟又往往对他

还较大，农村低收入人群比例较大，他们的吸烟率高

们的健康损害更大。因此，国家在开展控烟策略与

达５６％。４１，同时吸烟对于他们的不良健康影响也是

措施时，应有针对性的对这部分人群加强宣传教育

最大的，应该引起重视。

与指导。

调查结果显示，城镇人口当前吸烟与慢性病患

参

考

献

文

病率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而农村当前吸烟者与不吸
烟者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０Ｒ值大于城市

１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的相应０Ｒ值。可能是因为城市文化经济较农村发

达，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健康意识较农村人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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