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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１·

·现场调查·
广州市工厂职工吸烟行为与尼古丁依赖性调查
张维森

林大庆

江朝强

【摘要ｌ

目的

孔聪

肖吕武

郑家强

调查工厂职工吸烟行为和尼古丁依赖性，为控烟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横断面

调查广州市６６８名不同工作类型工厂职Ｊ二的吸烟行为和尼古丁依赖性，后者采用国际问卷ＦＴＮＤ进
行评价；尼古丁依赖性与某哆因素的相关性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１）曾吸烟率男性６５．０％

（３４８／５３５，其中经常吸５５．５％，偶吸５．４％，戒烟４．１％），女性３．０％（４／１３３）；男性一线工人、安今主任目
前吸烟率分别为６７．６％和６４．５％。（２）男性经常吸和偶吸者轻度尼古丁依赖分别占６６．７％和８９．７％；
经常吸烟者烟龄越长尼古丁依赖性越高，一线工人和安全主任尼古丁依赖性较高。结论男性工人
和安全主任的吸烟率较高，但轻度尼古丁依赖者占大部分，可作为首期戒烟干预的首选对象。
【关键词】吸烟；戒烟；尼古丁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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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烟草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最新的

害阻引。然而，目前有关工厂职工吸烟行为与烟草控

中国人群吸烟现状调查结果提示中国男性烟草使用

制的研究报道甚少。为了进一步推动工厂的控烟工

的流行水平已经达到高峰，目前处在平台期，还没有

作，促进工厂职工的身体健康，我们拟在之前开展的

明显的下降趋势。有关吸烟有害健康知识的传播还

广州市职工吸烟行为及其危害相关研究基础上ｈ

远远不够，中国人群在短时间内烟草流行率不会明

进一步探讨工人吸烟及尼古丁依赖情况。

显下降，烟草导致的疾病负担在未来３０～５０年内将

６】，

对象与方法

成为沉重的负担…。国际权威专家也提出，在中国
高吸烟率和正在增长的归因于吸烟的死亡率是中国

１．调查对象：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是广东省卫

乃争伞球的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旧Ｊ。我们的前研

生厅批准的承担广州市辖区内工厂、企业职工职业

究提示男性工人的吸烟率明显高于中国人群男性平

健康检查的一家主要医疗卫生机构，常年提供直接

均水ｆ，吸烟可协同粉尘增加对工人健康的危

下厂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服务。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属下的培训中心是组织广州市辖区工厂相关
作者单位：５１０６２０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卫生评价检测中心

负责人员开展安全卫生知识培训的专门机构，常年

（张维森、江朝强），职业健康监护中心（孔聪、肖吕武）；香港大学公共

开班培训，每期４０～６０人，每个工厂派相关管理人

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系（林大庆）；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员１～２名参加。本调查结合日常的职业健康检查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郑家强）

·１０６２·

和厂长、经理或安全主任安全卫生知识培训等工作，

吸烟，烟龄１６（ｓ＝９）年，每天吸１１（ｓ＝８）支。不同

开展工人和工厂管理层相关人员吸烟行为和烟瘾

工作类型男职工目前吸烟率分别是一线工人

（尼古丁依赖性）专项调查，初期预试验调查２００７年

（６７．６％）、安全主任（６４．５％）、专业技术人员

１０月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监护中心组织开展

（５０．０％）、行政管理人员（３８．１％）、其他辅助人员

职业健康检查的广州３家工厂自愿接受吸烟行为问

（６３．７％），Ｐ＜０．００１。

卷调查的工人和来自４期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班
自愿接受调查的工厂管理层学员，共６６８人。
２．调查方法：参考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戒烟

３．吸烟者尼古丁依赖性：男性目前吸烟者（３２６
人）中，尼古丁轻度、中度和重度依赖的分别占
６８．７％、２３．０％和８．３％；其中经常吸者（２９７人）分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别占６６．７％、２４．２％和９．１％；偶吸者（２９人）分别占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ＦＴＮＤ）国际问卷＂１，结合工厂的实际情

８９．７％、１０．３％和０．０％。表１提示，影响男性经常

况，自行设计《工厂职工吸烟与健康问卷调查表》，开

吸烟者尼古丁依赖性的主要因素是日吸烟量和烟

展横断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文化程

龄，不同人口特征中一线工人和安全主任的尼古丁

门诊的调查问卷、Ｆ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ｍ

Ｔｅｓｔ

ｆｏｒ

度、职业等一般资料和吸烟状况、烟瘾（尼古丁依赖

依赖性显著高于其他人员（包括行政管理、专业技

性）、戒烟意愿、同事吸烟情况、工厂职工对吸烟危害

术、营业代表、公关、文员和其他后勤工作等人员）。

健康的认识和自评健康状况等。

因日吸烟量是ＦＴＮＤ评价尼古丁依赖性的因素之

３．相关定义：吸烟包括目前吸烟（经常吸和偶

一，所以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时吸烟量不加以

吸）和戒烟。经常吸为每天平均吸烟１支以上，持续

考虑，以表１的其他因素为自变量，尼古丁依赖

超过６个月；若平均每天吸烟不足１支则为偶吸；吸

（０一轻度，１一中度或重度）为因变量，逐步回归分析或

烟者停止吸烟超过６个月为戒烟。尼古丁依赖性评

引入各因素调整回归分析，结果（表２）均显示烟龄

估采用ＦＴＮＤ国际问卷怕ｏ，根据问卷结果计算得

越长尼古丁依赖性越高，安全主任和一线工人尼古

分，依赖性最低为０分，最高１０分，≤３分为轻度尼

丁依赖性较大，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显著性。

古丁依赖，４～５分为中度依赖，超过５分为重度
依赖。

讨

论

４．统计学分析：统一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对所

本研究结果提示，广州市一线工人的目前吸烟

有资料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分析，包括率比较的ｘ２检

率仍很高，与１６年前的吸烟水平基本一致【４。，吸烟

验、频数描述分析，以及尼古丁依赖性与某些因素间

行为并没有明显的改观。另外，调查也提示周围有

相关性检验的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等。
结

果

同事吸烟者占绝大多数，工厂职工除了吸烟者自身
存在吸烟危害外，从不吸烟者被动吸烟的危害也不
可避免。研究提示被动吸烟可增加患肺癌、慢性阻

１．一般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６６８人，平均年龄

塞性肺病和冠心病的危险隅－１０】。由此可见，工人除

（３６．７±８．４）岁，最小１８岁，最大６２岁，其中男性

了职业危害本身的影响外，吸烟以及由此附带的被

（３７．０±８．５）岁（５３５人），女性（３５．３±７．９）岁（１３３

动吸烟和吸烟可能协同职业因素的危害共同对工人

人）。研究对象多数为高中文化（男性占５０．５％，女

健康的影响应将引起重视¨ｊ１。

性占６０．９％）、已婚（男７８．８％，女８０．５％）和一线工

本次调查也发现目前男性职工经常吸烟者轻度

人（男４６．２％，女５２．６％），上司吸烟者约占一半（男

尼古丁依赖占大多数，提示大部分目前经常吸烟者

５０．１％，女５３．４％），周围有同事吸烟者占绝大多数

只要加以适当的戒烟干预很可能就走出吸烟者的行

（男９０．７％，女８２．７％）。

列。ＦＴＮＤ问卷是用于评估吸烟者尼古丁依赖性的

２．吸烟行为：男性曾吸烟率６５．０％（３４８／５３５），

简便可行的方法，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在国际上广

其中经常吸烟５５．５％（２９７人），偶吸５．４％（２９人），

为引用ｎ¨。本调查结果显示，烟龄与尼古丁依赖性

以前吸（戒烟）４．１％（２２人）。女性中曾吸烟仅有４

密切相关，即使是调整了一些相关的混杂因素，相关

人（３．０％），偶吸和目前经常吸各２人，２名经常吸

性仍然很明显。另外，安全主任和一线工人目前经

烟者日吸烟量分别为２支和５支，有３人３５岁以

常吸烟者尼古丁依赖也较明显。据此，建议工厂职

下。男性目前经常吸烟者平均由２ｌ（ｓ＝５）岁开始

工的控烟工作采取分步走，先易后难。先重点针对

·１０６３·

衷１

不同人口特征、吸烟行为男性职工目前
经常吸烟者尼古丁依赖性比较

吸烟量较少，对尼古丁依赖性较低的亚人群进行干
预，同时配合职业危害培训宣传，推动工人，尤其是
一线工人戒烟。调查结果显示，安全主任的吸烟行
为和尼古丁依赖性与一线工人相似，这是非常危险
的信号，它将成为推动工厂控烟工作的主要障碍，对
安全主任实施有针对性的控烟培训很有必要。
本次调查结合日常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和安全
卫生知识培训工作开展预试验，虽非随机抽取，但也
没有人为特意的挑选，对象来源相对随机，初步调查
结果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广州市工厂一线生产工人和
安全技术管理人员的吸烟行为和尼古丁依赖性。但
本次调查因为只涉及少数工厂的自愿接受调查者，
且样本量较小，调查结果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如烟
瘾很大者未必愿意接受调查，导致调查结果低估。
由于样本量偏少，有些人口特征指标与尼古丁依赖
性的相关性得不到确定，但有相当部分的目前吸烟
者尼古丁依赖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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