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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大学生毒品尝试情况
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何倩王增珍

【摘要】

目的

了解武汉市大学生尝试毒品的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通过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抽取武汉市ｌｌ所大学在读大学生５８５０人，进行问卷调查及分析。结果

实际调查５６７７名大学

生，毒品尝试率高达２．０％，其中男生的尝试率高达２．８％，大学四年级毒品尝试率高达５．５％，存在睡
眠障碍、抑郁情绪、吸烟、饮酒、缺少父母关爱、同学关系处理不良情况的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分别为
３．３％、３．８％、１８．０％、１６．３％、１２．０％、１６．Ｏ％，家庭经济情况很好或困难的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分别
高达４．０％和３．１％。结论

武汉市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较高，主要危险因素为：经常吸烟、经常饮酒、

有抑郁情绪、同学人际关系不良和高年级。
【关键词】毒品；大学生；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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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少年已成为最易受到毒品侵害的“高
危人群”¨’２Ｉ。国外报道显示，青年学生毒品使用率
从１９９３年的６％急剧增加到１９９８年的１３．７％‘３。，

解武汉市大学生尝试毒品的情况，对武汉地区１１所
大学在读学生进行了毒品尝试行为等的调查。
对象与方法

目前学生毒品尝试率为４．０％～１９．８％，并且有增长
趋势Ｈ。９ Ｊ，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约占７０．４％ｕ…。

１．研究对象：武汉市在校大学生。纳入标准：入

国内报道中学生毒品尝试率为１．０％～７．８％不

学时间为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９月的武汉市的部

等¨１’１４ Ｊ，但对大学生毒品尝试率的报道较少。为了

属、省属的在校大学生；排除标准：专科、技术、职业、
民办学校的大学生，调查期间因见习和实习等原因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３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
与卫生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王增珍，Ｅｍａｉｌ：ｗｚｚｈ＠ｍａｉｌｓ．“ｍｕ ｅｄｕ．ｃｎ

不在学校大学生。于２００５年５—７月共调查武汉市
儿所大学的在读大学生５８５０人，收回有效试卷
５６７７份，应答率９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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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方法：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０．８５）：总分＜４则为无睡眠障碍者，

（１）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按照部

总分在４～６则为可疑失眠者，总分在６分以上则为

属和省属学校分层，样本含量按照武汉市的部属、省

失眠者。③抑郁自评量表（ｓｌｅｆ—ｒａｔｉｎｇ

属的大学生总人数的１．５％确定。武汉市共有８所

ｓｃａｌｅ，ＳＤ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０．８６）：若其标准分≥５３则

部属大学，随机抽取４所部属大学；共有１４所省属

认为有抑郁情绪ｎ ５。；④Ｙｏｕｎｇ网络成瘾量表

大学，随机抽取７所省属大学。然后再抽取二级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０．７５）：共有１０项症状，至少出现其中

院和专业，在抽取的专业中，每一个年级抽取一个班

的５项为网络成瘾¨６｜。

级，对全班愿意接受调查的同学进行问卷调查。由

３．统计学分析：资料经Ｅｐｉ

Ｄａｔ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３．０建立数据

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将调查表发给学生，用统一的导

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两个率

言介绍填表的方法和对量表中条目进行统一的解

的比较运用ｘ２检验，多个率的比较运用Ｙ２分割进

释，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强调是匿名填

一步进行两两比较；危险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写，要求认真如实填写，问卷当场填写和回收。整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回归分析。

时剔除质量未达到要求的问卷（如缺项较多、有逻辑
结

错误等），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

果

（２）调查问卷中包括：①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包

１．基本情况：在５６７７名在校大学生中，男生

括个人基本情况和毒品尝试等情况。个人基本情况

２９５２名（平均年龄２０．５４岁±１．３７岁）占５２．０％，女

有１３项：如性别、年龄（岁）、学校、系别、年级、身体

生２７２５名（平均年龄２０．３７岁±１．３０岁）占４８．０％。

健康状况（Ａ＝良好；Ｂ＝一般；Ｃ＝较差）、参加课余

其中一年级的学生有２１５３人（３７．９％），二年级

锻炼情况（Ａ＝坚持锻炼，一周５次以上；Ｂ＝经常，

１８３５人（３２．３％），三年级１５３７人（２７．１％），四年级

一周３～４次；Ｃ＝偶尔，一周１～２次；Ｄ＝从不）、与

１５２人（２．７％）。

同学相处的情况（Ａ＝很好，我有很多知心朋友；Ｂ＝

２．毒品使用的相关情况：

比较好，有几个谈得来的好朋友；Ｃ＝一般，有一两

（１）毒品尝试率和首次尝试毒品的原因：５６７７

个好朋友；Ｄ＝我和别人很难相处）、在校期间的学

名在校大学生中，有１１３名曾经至少使用过一次毒

习成绩（Ａ＝名列前茅；Ｂ＝中上，较好；Ｃ＝中下，一

品（如大麻、冰毒、摇头丸、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尝

般；Ｄ＝较差）、家庭气氛（Ａ＝互敬互爱，气氛融洽；

试率高达２．０％，男生和女生的毒品尝试率分别为

Ｂ＝偶尔吵闹，但还算和睦；Ｃ＝经常吵架，不得安

２．８％和１．０％，而且有９６名（１．７％）大学生表明在

宁）、能否从父母的言行中感觉到爱（Ａ＝可以；Ｂ＝

过去的３０ ｄ里，曾经有人给过他们或卖给他们毒品。

不可以）、伤心时能否向父母倾诉并得到疏导（Ａ＝

在曾经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的大学生中，尝试毒品

可以；Ｂ＝不可以）和家庭经济情况（Ａ＝人均月收入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好奇（占４４．７４％），其次是不知道

２０００元以上；Ｂ＝人均月收入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Ｃ＝人

是毒品的情况下使用（占２５．４４％），还有１７．５４％的

均月收入５００～１０００元；Ｄ＝人均月收入５００元以

尝试毒品的大学生是由于受周围环境诱惑、生活受

下）等；在作统计学分析时，数据资料进行了适当的

挫或精神空虚等其他原因占１２．２８％；而国外的大学

合并等处理，如ｚ，和同学之间的关系（ｚ；＝０表示

生主要原因是为了得到欣快感‘４ ｏ。

好，有好朋友，合并了原量表的ＡＢＣ三项；ｚ；＝１表

（２）不同特征的大学生毒品尝试率：采用单因素

示不好，很难相处）；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Ａ＝名列

分析，对不同情况下（如性别、年级、身体健康状况

前茅；Ｂ＝中上，较好；Ｃ＝中下，一般；Ｄ＝较差）将Ａ

等）大学生毒品尝试率的比较，发现男生、高年级、身

和Ｂ两项合并作为学习成绩好，而余下的两项Ｃ和

体健康状况较差、存在睡眠障碍、存在抑郁情绪、有

Ｄ合并作为成绩差；毒品尝试情况包括：是否曾经使

吸烟和饮酒等不良嗜好、有网络成瘾、未能从父母的

用过毒品（毒品尝试是指“曾经至少使用过一次毒

言行中感觉到关爱、家庭经济情况相当好和困难的

品，如大麻、冰毒、摇头丸、鸦片、海洛因等”）、当初尝

大学生、与同学关系处理不好的和学习成绩差的大

试的主要原因、在３０ ｄ内是否有人给过或卖给自己

学生等的毒品尝试率较高（表１）。

毒品及其他的不良行为（如吸烟、饮酒）的情况。②

３．大学生尝试毒品危险因素的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 Ｓｃａｌｅ，ＡＩＳ）

回归分析：以是否曾经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作为因

阿森斯失眠量表（Ａｔｈ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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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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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影响因素下武汉市大学生毒品尝试率
及其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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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ｖ（０＝没有使用过，ｌ＝曾经使用过），最后进入
主效应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为ｚ．年级，ｚ，是
否有抑郁情绪（０＝否，ｌ＝是），ｚ，是否经常吸烟
（０＝否，１＝是），ｚ。是否经常饮酒（０＝否，１＝是），
ｚ，和同学之间的关系（０＝好，１＝不好），模型有统
计学意义（Ｙ２＝２３８．３５４，Ｐ＝０．０００），模型中的系数
见表２。结果表明，大学生毒品尝试的危险因素按其
程度强弱依次为：经常吸烟（０Ｒ＝７．６４４）、经常饮
酒（ｏＲ＝５．４４２）、抑郁情绪（ｏＲ＝５．１０７）、同学人
际关系不良（０Ｒ＝３．５６０）和高年级（ｏＲ＝１．３３１）。
表２

銮里
高年级

毒品尝试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堕纽：堕￡篁

！
Ｏ．２８６

堕堕！！！兰垡！

Ｏ．１２ｌ

５．６２９

０．０１８

１．３３１（１．０５１～１．６８６）

２７ ４７１

０．０００

５

１０７（２

０００

７

６４４（４ ６０６～１２ ６８６）

抑郁情绪

１．６３１

Ｏ．３１１

吸烟

２．０３４

０

饮酒

１．６９４

Ｏ．２６７

４０．３７８

０．０００

５．４４２（３．２２７～９．１７７）

同学关系不良１．２７０

０．３７５

１１．４８６

０．００１

３．５６０（１．７０８～７．４１９）

２５８

６１

讨

９２９

０

７７６～９

３９８）

论

尽管调查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在调查时对被调
查的大学生说明调查目的，并表示信息对外保密，大
学生一般都愿意接受调查，只有极少数人不愿意，所
以这极少数的大学生对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由于
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大多在校外实习，所以调查对象
中四年级的学生比较少。可以认为本次研究对象基
本能代表武汉市在校大学生的尝试毒品情况，样本
的代表性较好。
虽然青少年已成为我国吸毒的主要高危人
群心１，但是对于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报道和预防干预
均比较少。调查表明大学生的情况值得关注，大学
生的毒品尝试率已高达２．０％，尤其是男生高达
２．８％；尝试毒品主要原因是好奇，不同于国外的以
“为了得到欣快感”为主，可能是由于本次调查的大
学生不愿意暴露追求享受的真实思想；也可能是由
于中国和国外的思维模式差异，当中国大学生听见
４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毒品尝试率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别人说毒品能带来欣快感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不

（ｘ２＝０．００５，Ｐ＝Ｏ．９４５），但高于一年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低于四

是？”、“究竟是如何呢？”，而不是国外的学生比较直

年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２．４５７，尸＝
Ｏ．００２）；
的大学生；

６仅分析了无睡眠障碍和失眠的大学生，除去了可疑失眠
‘家庭人均月收入＞２０００元和＜５００元大学生毒品尝

试率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１４６，Ｐ＝０．２８４）而与人均收入

接的目的“欣快感”。如果尝试次数是二次及以上
者，尝试的主要目的可能会是“为了得到欣快感”。
男生毒品尝试率显著高于女生，但是性别没有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５００～１０００元大学生毒品尝试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作为危险因素进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可能是由于这里性

义（Ｙ２＝３９．７９０，Ｐ＝０．０００）；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

别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不良的行为习惯有关，

比（％）

如男生比女生有更多的吸烟和饮酒习惯；因为大学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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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旦饮酒或吸烟，就有较大可能使用其他毒品，而

研究。
（对被调查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的大力支持以及参加本次调查的

且饮酒、吸烟的大学生更容易倾向于追求生活的享
受，而在社交的场合也多以饮酒、吸烟来联络感情，

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２０００级七年制的学生，深表感谢）

参

因而有更多的机会面临混杂在烟酒里面毒品的威
胁‘１ ７Ｉ。高年级大学生毒品尝试率高于低年级，可能

考

［１］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ＨＰ，Ｂｍｎｗｙｎ Ｍ，Ｎｅｏ ＫＭ，ｅｔ ａ１．Ｔｒｅｎｄｓ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常出入酒吧、迪厅、ＫＴｖ等复杂的社交、娱乐场所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９７—２００１）Ｊ

抑郁和存在睡眠障碍的大学生更容易尝试毒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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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物质上的关心，这些大学生也会有更多的零花钱，

Ａｂｕｓｅ，２０００，１２（３）：２２７。２４０．

ｕｓ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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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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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机会受到诱惑和接触毒品；而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接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触社会底层的机会比较多，在复杂的环境里，尝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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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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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要父母精神的关爱，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

７２（２）：１１７—１２１．

［８］ｗｕ

ＬＴ，ｓｃｈｌｅ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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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到关爱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在不能很好处理自身的

ｔｏ

问题时，能及时得到疏导和关爱，易采用比较积极的

ｉｎ

ａｎｄ舢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５８（１—

ｉｎｈａｌａｎｔ

中感觉到关爱的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低于没有感觉

ａ１．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ｔ

Ｇｒｅｅｃｅ：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ｏｆ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一般的大学生。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能会更多地给

品的机会也相对增多。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但仍

ｓｉｔｅｓ

ＡｄｏＩｅｓｃ，２００４，２７（４）：４２９－４４０．

杂志，２００４，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５．

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存在差异，家庭条件非常好和

一旦没有处理好怎样消费的问题时，就会有更多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ｕｓｅ：

［３］Ｋｏｋｋｅｖｉ Ａ，Ｔｅｒｚｉｄｏｕ Ｍ，Ｐｏｌｉｔｉｋｏｕ

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当没有得到正确指导时，很

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的毒品尝试率明显高于经济情况

ｄｒｕｇ

［２］卢秀琼．青少年易染毒品原因评估及预防．中国药物滥用防治

能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生活上的难题，包括如何

容易求助于不当的方式解决。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

献

文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追求享乐，盲目追赶时髦，经

机会也增加，容易遭到引诱，沾染吸毒。自身有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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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ｕｓ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ｂｕｓ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方法应对。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大学生对毒品的尝

ｆｍｍ ｔｈｅ

试率有差异，但是否作为毒品尝试的危险因素还有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ＳＤＵ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３

１２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３，３２（１）：５—１５．

１７．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一２５，ＤＨＨ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ＳＭＡ ０４—３９６４），２００４：３

待进一步探讨。
本次调查显示，武汉市大学生的毒品尝试问题
比较严峻。虽然仅一次的毒品尝试并不等价于毒品

［１０］范丽丽，主编．让我们的孩子远离毒品．２版．北京：法律出版
社，２００５：７９．
［１１］陈虹，孙江平，佐月，等．天津市部分中学生危险行为的健康教
育需求调查研究．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０，１６（９）：８１０－８１２．

滥用，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干预和正确的引导，很
容易发展到滥用毒品，并且大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
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因此，大学院校应重视这一问

［１２］陶芳标，苏普玉，高茗，等．合肥市中学生危害健康行为因素结
构及其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３，２４（６）：５７１—５７３．
［１３］贺风英，孙国铭，范力强，等．杭州市中学生酒精和毒品使用情
况．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５，２６（７）：５７０．

题，采取有效措施宣传毒品相关的知识，加强学生的
心理辅导，帮助学生处理自己一些心理问题（如抑郁
情绪、人际关系处理不当等问题）。也希望学校、家
庭、社会以及每个大学生都能切实重视毒品滥用的
预防和控制，重视大学生的自我保护和抵御诱惑的
问题。
本研究主要描述了武汉市大学生尝试毒品的情
况，分析了其危险因素，但是没有对尝试过毒品的大
学生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没有收集这些大学生中毒
品的二次及以上尝试的情况，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入

［１４］赵口，连智，穆悦，等．武汉地区中学生使用药物／精神活性物质
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２００１，１０（１）：５３—５７．
［１５］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
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１９９９：２３８—２４１．
［１６］Ｙｏ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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