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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不同吸烟
行为的影响
韩曼雁

陈维清

【摘要】

卢次勇

目的

张彩霞

罗亦娟

邓雪清

凌文华

研究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

取某大学１～３年级在校大学生８１３８名，以自填式结构问卷调查学生的心理压力、自身和同伴吸烟情
况及社会经济学指标，ｃｈａｌｄｅｒ疲劳量表测量其躯体和精神疲劳。以“从未吸烟者”作为对照组，分别
以“尝试吸烟者”和“现吸烟者”作为病例组，进行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ｌ。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
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结果

进入大学后仍有学生尝试或形成吸烟行为。调整社会经济学指标和

同伴吸烟行为的影响后，躯体疲劳（ＯＲ＝１．０４４，９５％口：１．０１３～１．０７５）、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
（ＯＲ＝１．０２０，９５％ｃ，：１．０叭～１．０４０）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学习压力（ｏＲ＝１．０６３，９５％ａ：
１．叭２～１．１１７）是女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人际与环境压力（ｏＲ＝１．１５２，９５％Ｃ，：１．叭２～１．３１２）
是女生现吸烟的危险因素。结论心理压力及疲劳和大学生吸烟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且对不
同性别和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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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可以缓解紧张情绪；紧张性生活事件显著

影响吸烟者的吸烟频率ｍ ３Ｉ；职业紧张与吸烟行为呈

现一定程度的关联ｎ１。有研究发现学校日常压力与
基金项目：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项目（００—７２９）
作者单位：５１０６５５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韩曼雁）；中

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显著相关联㈨；在一

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统计与流行病学系（陈维清、卢次勇、张彩

项追踪研究中发现焦虑情绪能推迟学生吸烟行为的

霞、罗亦娟、邓雪清），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凌文华）

发生㈧。心理负荷是导致疲劳的因素之一㈨。国内

通讯作者：陈维清，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ｗｑ＠ｍａｉｌ．ｓｙｓｕ 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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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于疲劳因素对吸烟行为的研究鲜有报道。我国

子的实际得分。②心理压力和疲劳对大学生不同吸

大学生吸烟率低于成年人，大多数为尝试吸烟和不

烟行为的影响分析：以“从未吸烟者”作为对照组，分

规律吸烟ｏ ７Ｉ。７１．３％的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承受

别以“尝试吸烟者”和“现吸烟者”作为病例组，进行

着较大的心理压力。８。；５０％的大学生存在心理疲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自

劳‘９ ｏ。为此，开展了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吸烟

变量进入方程的顺序依次为，社会经济学指标（年

行为影响的研究，探讨我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心理

级、专业、生源、每月费用）、同伴吸烟情况、疲劳和心

成因。

理压力因子，同时考察它们的交互作用。以上分析
对象与方法

分别拟合男、女两亚组，统计学检验水准为０．０５。所
有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完成。

１．调查对象：以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广州地区

结

某重点大学１～３年级在校学生８９１２名，其中８１３８
１．大学生一般情况：８１３８名大学生的平均年龄

（９１．３２％）人回答了问卷的全部内容。
２．调查方法：采用自填式结构问卷调查大学生

的社会经济学指标、心理压力及疲劳情况、自身及同

为２０．０２岁±１．１５岁，男生和女生分别占５３．３％、
４６．７％，其他情况见表１。

伴的吸烟行为。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填写结

表ｌ

束后，由调查员复核调查内容，发现遗漏及时补充。

３．相关测量：

果

一般特征

８１３８名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学特征
人数

气甓严

一般特征

人数袈甓产

（１）吸烟行为定义：参照全球青年烟草调查

性别男

４３３５

５３．３

（ＧＹＴＳ）。１０。，吸烟行为定义为：①从未吸烟：指未曾

女

３８０３

４６．７

城市／县城

５３０５

６５．２

年级一

２５９９

３１．９

乡镇／农村

２７５３

３３．８

二

３２１８

３９．５

不详

８０

１．０

三

２３２１

２８．５

≤５００

４９５４

６０．９

医学

１５８１

１９．４

＞５００

２９１６

３５．８

非医学

６５５７

８０．６

不详

吸过一口烟；②尝试吸烟：指曾尝试吸过烟，但到目
前为止总量不超过４支；③现吸烟：指在调查前的
３０ ｄ内吸过烟，且吸烟总量超过４支。

（２）心理压力：参照相关研究…。１ ３。，采用自编的压

专业

生源

月费用（元）

２６８

３．３

力问卷测量学生在过去６个月的压力感受，具体包括
“担心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与周围同学相处

２．心理压力和疲劳量表的因子分析：心理压力

不好”等１０个条目，答案选择采用Ｌｉｋｅｎ氏６分制法

问卷经因子分析识别出３个公因子，根据每个因子

（１＝肯定不严重，２＝不太严重，３＝不严重，４＝有些

所含条目描述的内容，分别定义为“对学业和未来工

严重，５＝严重，６＝非常严重）。根据所选答案分别赋

作的担心”、“人际与环境压力”和“学习压力”；它们

予相应的分值，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压力越大。

共解释了总变异的６５．９４％，每个因子所含条目的载

（３）疲劳：疲劳的测量使用Ｃｈａｌｄｅｒ疲劳量

荷均＞０．４。内部一致性检验分析，总量表的

表。１ ４Ｉ，该量表包括１４个条目，主要涉及最近２周是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ｄ系数）为０．８３，各因子ｄ系数

否发生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疲劳，如“在过去２周，你

均＞０．７０（表２）。

是否有四肢肌肉无力的感觉”、“在过去２周，你是否

疲劳量表经因子分析识别出特征根＞１的潜在

觉得难于集中注意力”等，答案选择采用Ｌｉｋｅｒｔ氏４

因子２个，分别为“精神疲劳”和“躯体疲劳”，它们共

分制法（１＝比平时好，２＝同平时差不多，３＝比平时

解释量表总变异的５８．２１％，两因子的ａ系数均＞

差，４＝比平时差很多）。

０．８５（表３）。

（４）其他相关测量：同伴吸烟指同一宿舍的室友
或者同班同学中有１人或１人以上吸烟。

３．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分布：８１３８名大学生

中，４．３％为现吸烟者，１９．６％为尝试吸烟，７７．３％为

４．统计学分析：①心理压力和疲劳量表的因子

从未吸烟。如表４所示，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分

分析：识别出特征根＞１的潜在因子，每个因子所包

布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随着年级的增加，尝试吸烟

含条目的因子载荷≥０．４０时，具有统计学意义。１“；

率、现吸烟率均有所提高。

为便于各因子实际意义的解释，采用最大方差正交

４．大学生心理压力对其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

旋转；每个因子所包含条目原始分的总和作为该因

调整相关的社会经济学指标和同伴吸烟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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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卷的因子分析

·１０７１·

后，“躯体疲劳”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精神和
躯体疲劳未显著性地影响男生的现吸烟行为和女生
的尝试及现吸烟行为。在心理压力３个因子中，“对
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
素；“学习压力”是女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人际
与环境压力”是女生现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心理压
力因子未显著影响男生现吸烟行为。年级、每月费
用、同伴吸烟与疲劳及心理压力因子的交互作用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５。
表４

８１３８名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性别和年级分布

组别

从未吸烟

尝试吸烟

现吸烟

男（ｎ＝４３３５）

２８５６（６５．９）

１２５２（２８．９）

２２７（５．２）

女（ｎ＝３８０３）

３４３５（９０．３）

３４６（９．１）

２２（０．５８）

性别

ｆ＝５５４．３５，Ｐ＜ｏ．ｏ００５
年级
注：表中３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６５．９４％，１０个条目的ａ系数
为Ｏ．８２７９

表３

一（ｎ＝２５９９）

２０７５（７９．８）

４６５（１７．９）

５９（２．３）

二（ｎ＝３２１８）

２４７１（７６．８）

６５６（２０．４）

９１（２．８）

三（ｎ＝２３２１）

１７４５（７５．１）

４７７（２０．６）

９９（４．３）

大学生疲劳量表的因子分析

条目
［特征值、变异百分比（％）、ａ系数、ｊ±ｓ］

因子
载荷

ｘ三堑：！ｉ！￡Ｓ！：！！！！
Ｍ
（曲）

合计（ｎ＝８１３８）

６２９１（７７．３）

１５９８（１９．６）

３４９（４．３）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因子１：精神疲劳（４．５６、３２．５８％、０．８７７０、１８．１９±４．６２）

讨

论

１．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每天开始做事有困难？

０．５２３

２．夸基童霭霪二ｇ些否觉得开始做事没有困难，
但难于坚持下去

…～“…，
ｏ．５６４

２．刃（ｏ．踟）

３．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难于集中注意力？

０．６５３

２．３６（Ｏ．８４）

４．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思维不太敏捷？

０．７０５

２．３５（Ｏ．８１）

要压力来源为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人际与环境

５．挛基蠢夏粤：你在讲话时是否有过突然停下
不知讲什么？

２．２０（ｏ．７２）
……‘一……７

压力和学习压力；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基本一

６．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词不达意的情况？

０．７８８

２．２３（Ｏ．７１）

致随’１１‘”’１ ６｜。如ＨｅｉｎＳ等Ｈ６１指出，学生压力主要由两

７．在过去两周，你的记忆力怎样？

Ｏ．６８０

２．２５（Ｏ．８０）

方面引起，一方面是与学业期望及成绩相关的因素，

８．在过去两周，你是否对周围的事物缺乏兴趣？

Ｏ．５６５

２．２９（０．犯）

２．２６（０．踟）

ｏ．７８７

因子２：躯体疲劳（３．５８、２５．６２％、Ｏ．８６６８、１４．２６±３．８９）

本研究使用自编的心理压力问卷，发现大学生主

另一方面是与自我发展及维持人际关系相关的因素。

１．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疲劳？

０．７９９

２．５６（０．８９）

国内研究发现在校大学生的主要压力来源依次为学

２．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需要更多时间休息？

０．８３０

２．４６（０．８９）

业问题、就业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ｕ１｜。另外，三方面

３．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种昏昏欲睡或睡不
醒的感觉？

０．７５５

２．４３（０．８７）

的压力解释了压力总变异的６５．９４％，每个压力因子

４．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身体虚弱感？

０．５３５

２．３０（０．８１）

０．螂２．２３（０．７７）

所含条目的载荷均＞０．４，提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

５．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四肢肌肉无力的感觉？
６．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０．５５１

２．２８（０．７８）

注：表中２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５８．２１％，１４个条目的ａ系数

构效度。问卷及各压力因子的ａ系数均＞０．７０，提示
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以上结果显示该问
卷可以用来调查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为Ｏ．９１９６

表５

８１３８名男女大学生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其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４

注：８调整年级、专业、生源、每月费用及同伴吸烟行为的影响；巾＜Ｏ．０１，‘Ｐ＜０．０５

·１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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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大学后，随着年级的增加，尝试吸烟率和现

躯体疲劳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而疲劳

吸烟率均有所增加，提示大学生中仍有学生尝试或形

未显著影响男生现吸烟行为，提示疲劳因素对不同

成吸烟行为。该研究发现现吸烟率为４．３％，尝试吸

吸烟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以往研究亦发现不同吸

烟率为１９．６％，低于以往的研究报道。１７ｏ，分析其原因

烟行为受不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ｎ ８。。Ｍｉｃｈｉｅｌｓｅｎ

可能为：①未调查吸烟率较高的４～５年级大学生；②

等心¨发现疲劳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用２年之前的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于一所重点大学，考入该校的

疲劳指标能很好地预测２年之后的疲劳状况。疲劳

学生多为学习成绩优异者，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吸烟

量表虽测量近２周的主观感受，可以反映学生一定

率往往比较低Ｈ ８Ｉ；③亦有研究报道广州某大学１～３

时期的疲劳感，但作为病因推断，吸烟和疲劳感的时

年级大学生吸烟率为８．３９％ｕ ９｜，低于其他城市的大

间先后在横断面研究中难以判断，仍需前瞻性的研

学生；④不排除各研究对吸烟行为的定义不同，导致

究补充。
参

各调查问吸烟率的差异；⑤本研究虽为无记名调查，
但不排除有些学生因担心成绩考评和奖学金的评选，

［１ Ｊ

有意隐瞒吸烟行为，导致本吸烟率低估。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压力及疲劳与其吸烟
行为存在一定的关联，“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
“躯体疲劳感”是男大学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学
习压力”是女大学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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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发现学校日常压力与青少年吸烟行为显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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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３１；而感觉紧张与大学生吸烟行为呈正向关

［６］詹发尚．疲劳研究的现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２００６，１５（２）：

联心０Ｉ。根据认知评价理论，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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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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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学习压力一旦作为应激源被大学生认知评价
后，即发生应激反应，个体内部的心理应对资源将进
行调整，当应对调整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或与原认
知评价不一致时，在特定情绪（如躯体疲劳）和环境
（同伴吸烟）的作用下，就容易发生危害健康的行为。
加上大学生远离家庭，在面对压力时，主要的策略

未发现同伴吸烟和心理压力的交互作用，其原因可
能为同伴吸烟的界定过于广泛，特异性较低；吸烟者

险因素；心理压力及疲劳因子未显著影响男大学生
现吸烟行为，提示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吸烟行
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心理压力和疲劳均为主观

感受，男女两性所感受的压力在质和量上都有不同，
如男女两性对不同纬度的压力源的认知感受不同，
对相同压力的感知域亦不同；两性所采取的应对方
式不同。８’１１ ｏ；而男生在自身积极应对因素上显著高
于女生；女生自尊感和控制感低于男生，面对压力时
会主动寻求帮助或通过吸烟等方式来消化缓解压
力。因此，吸烟作为一种心理压力应对方式，被男女
两性的运用和控制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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