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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天津市大学生吸烟影响因素多水平模型分析
李佳萌

王伟

【摘要】

目的

探讨在个人水平和班级水平上大学生吸烟的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随机整群抽

样方法，抽取天津市１２所大学２４个班的大学生进行有关吸烟的知识、态度、行为的问卷调查。
结果对７４３份大学生的有效问卷分析显示，大学生偶尔吸烟率为１０．０％、经常吸烟率为７．４％、已经
戒烟率为５．９％。经多水平模型分析，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的影响因素为：性别（０Ｒ值分别为
０．２４３和０．１８６）、心情（ｏＲ值分别为Ｏ．０７１和０．０７８）和周围环境中吸烟行为的多少（０Ｒ值分别为
２．７２２和１９．０７５）；大学生已经戒烟的影响因素为：性别（０Ｒ值为Ｏ．１８０）、年龄（０Ｒ值为１．５６７）、大学
可以根据大

生的心情（０Ｒ值为０．２２１）和周围环境中吸烟行为的多少（０Ｒ值为２．７７６）有关。结论
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进行干预，降低吸烟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吸烟；大学生；多水平模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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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已成为目前严重危害健康的公共卫生问

ｆａｃｔｏｒｓ

供依据。

题。我国未成年人中约有５００万人吸烟，成年烟民

对象与方法

中有７５％的人在１５～２４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吸烟‘１１。
青少年吸烟者的剧增与吸烟低龄化趋势是近年来中

１．调查对象：于２００４年９—１１月期间，通过随

国人吸烟现象中两个显著的特征。目前国内有一些

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天津市１２所高等院校的在校

关于青少年吸烟行为的研究。与以往国内相关研究

大学生，每所学校随机抽取２个班级共２４个班级，

不同，本次研究利用多水平模型对随机抽取的天津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调查。在此期间共调查大学生

市大学生的吸烟行为进行分析，从个体水平和班级

７４３人，其中男生３７８人，女生３６５人，平均年龄为

水平上探讨了天津市大学生吸烟的影响因素，为进

（２０．５２±１．３１）岁。

一步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降低青少年学生吸烟行为提

２．调查方法：采用“大学生有关吸烟的知识、态
度、行为调查问卷”，其内容主要包括：学生一般情况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１１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李佳萌）；天津医科大
学卫生统计教研室（王伟）
通讯作者：王伟，３０００７０天津医科大学卫生统计教研室

（性别、出生日期、年级）、对有关吸烟危害健康知识
的了解、对吸烟所持的态度、吸烟的行为以及周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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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吸烟情况（具体变量及赋值见表１）。经受过

３．多水平模型简介：多水平模型是由英、美统计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给每个班级的大学生说明调查目

学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一种用于研究具有层

的及填写方法后，由被调查的大学生自行填写。共

次结构数据的分析方法。所谓层次结构数据，是指

发放问卷７５０份，收回７４７份，有效问卷７４３份；占

若干单位聚集在不同水平的数据。例如在学校教育

实际调查人数的９９．４６％。

中尤为明显，个体隶属于群体，学生聚集于学校中，

表１

大学生有关吸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

型的基本思想是按照数据的层次结构，将变异自然

变量及赋值
变

量

学生为水平１单位、学校为水平２单位。多水平模

赋

值

地分解到相应的层次上，从而使低水平单位的随机

是否吸烟

从不吸烟＝０，已经戒烟＝１，偶
尔吸烟（≤３次／周）＝２，经常吸
烟（＞３次／周）＝３

误差变得更纯。与传统分析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

是否有零用钱

没有＝０，有＝１

用聚集信息，提供正确的标准误、可信区间和假设检

在什么心情下最易于吸烟

从不吸烟＝０，心情烦躁＝１，疲
劳或紧张＝２，心情愉快＝３

验；第三、引入在任何水平上测量到的协变量，使得

老师是否吸烟

不吸＝０，吸＝１

研究者能够深入探讨各个水平上变量的效应‘２’３｜。

同学、伙伴是否吸烟

不吸＝０，吸＝１

父亲是否吸烟

不吸＝０，吸＝１

点：第一、它获得回归系数的有效估计；第二、通过利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和ＨＬＭ６
对数据进行分析。

母亲是否吸烟

不吸＝０，吸＝１

经常接触的亲戚朋友是否吸烟

不吸＝Ｏ，吸＝１

过去７天中宿舍或家里
有人吸烟天数

无＝０．１～＝１，３～＝２，５～＝３

过去７天中校园里有人吸烟天数

无＝０，１～＝ｌ，３～＝２，５～＝３

烟草中对健康最有危害的
三种物质

尼古丁、一氧化碳、烟焦油＝１，
其余选项为Ｏ

问卷进行分析，其中从不吸烟者５７０人、已经戒烟者

吸烟与肺气肿是否有关

有＝１，其余选项为０

４４人、偶尔吸烟者７４人、经常吸烟者５５人，分别占

吸烟与气管炎是否有关

有＝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与关节炎是否有关

无＝１，其余选项为Ｏ

吸烟与麻疹是否有关

无＝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与肺癌是否有关

有＝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与龋齿是否有关

无＝１，其余选项为Ｏ

吸烟与冠心病是否有关

有＝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与胃肠炎是否有关

无＝１，其余选项为０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两项检验均说明适于做因子分
析¨１（ＫＭ０统计量数值为０．８２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结

果

１．一般情况：对天津市１２所高校的７４３份有效

调查总数的７６．７％、５．９％、１０．０％和７．４％。
２．因子分析：首先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系数为０．９１３９，信度较高。对问卷中

的“是否有零用钱”等３７项变量进行ＫＭＯ检验及

吸烟与近视是否有关

无＝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与咽炎是否有关

有＝１，其余选项为Ｏ

吸烟与高血压是否有关

有＝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与小儿麻痹是否有关

无＝１，其余选项为０

在分析的３７项变量中主要是与吸烟有关的知

统计量值＝６２ ５８３．６１，Ｐ值＜０．００１），结果见表２。

吸烟与脉管炎是否有关

无＝１，其余选项为０

识、态度及环境的内容，因而人为地规定提取出３个

被动吸烟对健康是否有害

有＝１，其余选项为Ｏ

共性因子。“烟草中对健康最有危害的三种物质”等

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
吸烟的危害

对健康的危害更大＝１，其余选
项为０

吸烟是否污染环境

是＝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是否加速衰老

是＝１，其余选项为０

是否得到过“拒绝别人
劝您吸烟”知识

否＝０，不记得＝１，是＝２

吸烟是否可以表现成熟

否＝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的样子是否很酷、潇洒

否＝１，其余选项为０

吸烟是否对异性有吸引

否＝１，其余选项为Ｏ

利用因子１、因子２和因子３三个新变量进行大学

不接受别人的递烟是否不礼貌

否＝１，其余选项为０

生吸烟影响因素的多水平模型的拟合。

吸烟是否助于社交

否＝１，其余选项为Ｏ

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否是不文明行为

是＝１，其余选项为０

学校是否是禁止吸烟的地方

是＝１，其余选项为０

不吸烟是否是新时尚

是＝１，其余选项为０
我也吸＝１，我不管＝２，我躲开
或要求他们到别处去吸＝３，劝
他们不要吸烟＝４

别人在您旁边吸烟时，您的做法

当别人递您香烟时，您是怎样处理的

项对因子１的贡献度最大；“吸烟是否可以表现成
熟”等项对因子２的贡献度最大；“老师是否吸烟”等
项对因子３的贡献度最大。结合实际意义因子１可

薯蓑霎昙娶歪磊｝彗萎萋筹英
给萤递过垂坦三１

以代表与吸烟有关的知识，因子２可以代表与吸烟
有关的态度，因子３可以代表与吸烟有关的环境。

３．多水平模型的拟合：
（１）无效模型的拟合：在本次研究中，把大学生
吸烟调查的结局变量即是否吸烟作为无序分类处
理。由于调查资料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的，所以分
为２个水平，水平１单位为学生，水平２单位为班
级。对数据进行无解释变量的无效模型的拟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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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估计见表３。
表２

多水平模型：
旋转后大学生各变量的因子负荷

叩ｄ＝ｙｏｏ（１）＋ｙｌｏ（１）（性另４）“＋ｙ２０（１）（年龄）。＋ｙ３０（１）（心
情）ｄ＋ｙ４０（１）（环境）。＋ｙ４１（１）（Ｍ１）Ｊ（环境）ｉ＋ｙｏｏ（２）＋ｙｌｏ（２）
（性另０）４＋ｙ２０（２）（年龄）ｄ＋ｙ３０（２）（心情）４＋７４０（２）（环境）。＋
ｙ４１（２）（Ｍ１）Ｊ（环境）ｄ＋ｙｏｏ（３）＋ｙｌｏ（３）（性另４）。＋
ｙ２０（３）（年龄）ｄ＋ｙ３０（３）（心情）ｄ＋ｙ４０（３）（环境）４＋），４１（３）（Ｍ１）Ｊ
（环境）。＋“ｏ（１）＋甜３（１）（心情）。＋“ｏ（２）＋“３（２）（心情）“＋
“ｏ（３）＋乱３（３）（心情）４

具体参数估计见表４。
表３

大学生吸烟无序多分类反应变量两水平无效模型

注：分类Ｆ０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２、３分别为已经戒烟、偶尔吸烟和经常
吸烟，其参数估计均是以第４类从未吸过香烟作为对照进行的；
＊Ｐ＜０．０５，＃为标准差，△Ｐ＜０．０１

为了使模型更稳定旧。，所以模型的拟合是以从
未吸过香烟的大学生作为对照组。Ｍ１是以班级水
平衡量学校或班级组织吸烟危害宣传教育的活动
情况。
如表４所示，对于已经戒烟的情况，截距
ｙ００（，）＝一２．６３１表示当性别为男性（性别＝０），年龄
为所调查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心情和环境取值均为
０时，所调查班级的大学生已经戒烟发生的概率为
ｅｘｐ｛一２．６３１｝／［１＋ｅｘｐ｛一２．６３１｝＋ｅ）（ｐ｛一２．２８１｝＋
ｅＸｐ｛一５．０８７｝］－０．０６１；同理，当性别为男性，年龄为

ｄ：ｎ（１）、ｄ：ｎ（２）、ｄ：ｎ（３）分别是分类１、分类２和分类

所调查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心情和环境取值均为０

３的水平２残差方差，由于￡（１）的Ｐ值＝ｏ．００２，表

时，所调查班级的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发生

Ｕ

明资料存在层次结构特征，即不同班级内的大学生

的概率分别为０．０８７和０．００５。ｙｌｏ（１）、ｙｌｏ（２）和ｙｌｏ（３）

戒烟状况存在相似性或聚集性；同理《ｎ（２）和ａ：ｎ（３）

分别表示不具有班级水平变异的个人水平上大学生

说明不同班级内的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的情
况均存在相似性或聚集性。由此可以认为数据存在
以班级为水平２单位的层次结构，适于进行无序多
分类反应变量的多水平模型分析。

的性别对大学生已经戒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情
况的影响。ｙ：０（１）表示不具有班级水平变异的个人
水平上大学生的年龄对大学生已经戒烟情况的影
响；对于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情况年龄因素无统计

（２）无序多分类反应变量的多水平模型：把学生

学意义。ｙ３０（１）、ｙ３０（２）和ｙ３０（３）是个人水平上大学生

水平上的性别、年龄、心情、知识、态度、环境以及班

的心情对于大学生已经戒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

级水平上的宣传教育引入模型，经逐步筛选”。，得到

情况的影响，ｄ：＾（１）和ｄ：心）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心情

史堡煎堡疸堂苤查！！！！生！旦箜２１鲞筮！塑堡生也』垦Ｐｉ！！翌ｉ！！！』！堡！！！！！∑！！：！！！盥！：！
表４

·４９７·

大学生吸烟无序多分类反应变量两水平模型

注：同最３

这一变量在班级水平上有差异；对于经常吸烟的情

１．年龄：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对

况，不同班级间大学生的心情状况对于其经常吸烟

于已经戒烟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戒烟率快速增

情况的影响无差异。ｙ４０（１）、ｙ４０（２）和ｙ。０（３）表示在个

加，或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能够有意识的控制自

人水平上大学生的环境各项特征对已经戒烟、偶尔

己的不良行为。而对于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的情

吸烟和经常吸烟情况的影响，其在班级之间没有差

况，年龄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有关报道一致¨。。

异。班级水平上的宣传教育对环境与大学生吸烟情
况的关系没有影响，各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

２．性别：性别是大学生戒烟的影响因素，男生比
女生更容易戒烟。这可能由于女生依赖烟碱的程度

从表４中可知，对于大学生偶尔吸烟的情况，女

要高于男生所致一－７｜。国内有关报道表明男性是吸烟

性和保持良好心情是保护因素，ｏＲ值（９５％ａ）分

的危险因素旧ｏ，也有文献分析女性是吸烟的危险因

别为０．２４３（０．１１０～０．５３６）和０．０７１（０．０３０～

素∽ｏ。本研究男性对于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

０，１６８）；周围环境中的吸烟行为的多少是危险因素，

情况均为危险因素，不同班级之间不具差别。

０Ｒ值（９５％ａ）为２．７２２（１．７９６～４．１２７）。与大学

３．心情：以往的研究结果发现心情沮丧的大学

生偶尔吸烟的情况一样，女性和保持良好心情也是

生易于吸烟ｏ ７｜，另有研究表明吸烟者通过吸烟可以

经常吸烟大学生的保护因素，其０Ｒ值（９５％Ｃｊ）分

改善情绪、缓解压力、增加自信Ｈ ０｜。在本次研究中，

别为０．１８６（０．０３６～０．９５６）、０．０７８（０．０２７～０．２２５），

心情这一变量在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对于大学生

周围环境中的吸烟行为的多少也是危险因素，０Ｒ

已经戒烟和偶尔吸烟的情况，不同班级的大学生心

值（９５％Ｃｆ）为１９．０７５（８．７５６～４１．５５５）。对于大学

情状况有所差异，这说明班级这一小环境对于大学

生已经戒烟的情况，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女性戒

生的心情状况是有影响的，所以在对大学生整体进

烟发生的概率是男性的Ｏ．１８０倍（０．０６４～０．５１１）。

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下，老师应针对不同班级内

讨

论

对于影响大学生吸烟及戒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方面：

学生的特点进行指导，使学生有健康的心理状态面
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保持良好的心情，降低吸烟
行为。
４．知识：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ｏ等∞。经过调查得知，被调查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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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中１３％的人是吸烟者，９８％的人知道吸烟的危

吁全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害，虽然有３９．１％的现实吸烟者考虑过戒烟，但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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