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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中国人群的吸烟率究竟有多高——
三项全国烟草流行调查结果比较
肖琳杨杰
【摘要】

万霞杨功焕

目的比较近年来全国烟草流行调查，筛选最准确可靠的调查数据反映中国烟草流行水

平。方法对比“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和“２００３年第三
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中的烟草流行调查数据，筛选出较为可靠的中国烟草流行数据。筛选原则：
（１）基于调查结果估计的烟草消费量应与当年的烟草实际供给量相当；（２）根据国际控烟经验，男性现
在吸烟率平均每年下降幅度应不超过１％。结果根据“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结果计算的卷烟
消费量与实际供给量相差最少（５１０．７亿支），根据“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计算的
卷烟消费量与实际供给量相差次之（６２９．４亿支），根据“２００３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估计的结果
与实际供给量相差最大（２１７１．１亿支）；与１９９６年全国烟草流行率相比，根据“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
测”结果，烟草流行率平均每年下降０．９％，根据“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烟草流行
率平均每年下降２．２％，而根据“２００３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烟草流行率平均每年下降
２．Ｏ％。因此，“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的烟草流行数据更为可靠。结论“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
测”的结果可以用于反映中国烟草流行水平。由于烟草流行率是控烟政策制订必需的关键信息，因此
亟需建立一个标准的国家监测系统以监测烟草流行状况。
【关键词】烟草使用；流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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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流行率是我国履行ｗＨＯ《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第一次国家报告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研究回

关总署提供的数据，计算出当年烟草实际供给量。
两者差异最小者为最优。

顾分析我国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全国性烟草流行调查

年度烟草消费总量＝３６５（ｄ）×（男性现在吸烟率×１５

（“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１】、“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

岁及以上男性人口数×男性平均每人每日吸烟量＋女性现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２１和“２００３年第三次全国卫生
差很大。为了准确地反映我国烟草流行现况，并与

在吸烟率×１５岁及以上女性人口数×女性平均每人每日吸
烟量）
年度实际烟草供给量＝国内合法烟草销售量＋进口烟
草销售量

未来的烟草流行调查结果相结合研究我国烟草流行

其中，国内合法烟草销售量为当年生产量与上年库

变化趋势，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制订控烟履约政策

存量之和，减去出口量和当年的库存量。

服务调查”叫）发现三项调查得到的烟草流行数据相

的依据，对上述三项调查数据进行全面比较，筛选出
最准确可靠的结果。

（２）筛选原则２：根据国际控烟经验，同时采取
多种有效的控烟措施可使人群现在吸烟率每年平均
下降１％Ｈ，”。由于２００４年前我国尚未开展大规模的

资料与方法

控烟干预活动，因此，男性人口现在吸烟率下降幅度

１．资料来源：抽取三项调查中“烟草流行状况调

不应超出ｌ％。本文将三项调查结果与１９９６年全国

查”部分，国家烟草专卖局、海关总署提供的２００２年

烟草流行状况调查结果相比，计算男性现在吸烟率

和２００３年国内烟草实际销售量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

每年平均下降的比例，接近１％者为最佳。

报告的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全国１５岁及以上人口数。

结

２．万法：对比三项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量、质

果

量控制、吸烟的定义以及烟草流行状况的核心指

１．基本Ｊ隋况：三项调查的抽样方法和调查范围类

标。根据烟草流行数据和人口数据估计得到烟草消

似，然而调查得到的烟草流行数据相差很大，男性现在

费量，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海关总署提供的国内烟草

吸烟率４８．９％～５７．４％，女陛吸烟率２．６％～３．２％（表１）。

实际供给量比较，结合国际控烟经验，筛选出最准确

２．筛选结果：

可靠的烟草流行调查数据。筛选原则有２：

（１）利用筛选原则１比较的结果：根据“２００２年

（１）筛选原则１：根据１５岁以上男、女现在吸烟

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的现在吸烟率、平均每人每日吸

率、平均每人每日吸烟量和当年１５岁以上男、女人

烟量和２００２年１５岁以上人口数估计２００２年卷烟消

口数，估计出烟草消费量；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和海

费量为１６ ３４３．０亿支陋１，与当年的卷烟实际供给量之

表１
比较内容

三项全国性吸烟流行状况调查内容和数据比较

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２００３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

吸烟者定义

过去吸烟达到１００支

连续或累积吸烟６个月或以上

连续或累积吸烟６个月及以上每天至少吸１支烟

现在吸烟者定义

调查时过去３０ ｄ内吸过烟

调查之日前３０ ｄ内吸过烟

累积吸烟１００支，且现在还在吸烟

调查对象年龄（岁）

１５～６９

≥１５

≥１５

抽样方法

多阶段随机抽样；１４５个监测点列出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按经济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按经济发展水平
所有的居委会或村的名单，从中随机发展水平及类型将全国各县／区分成及类型将全国各县／区分成７类地区，全国共
抽取１０个，列出所有的家庭户（仅限６类地区，每类地区抽取２２个县，每抽取９５０个村（居委会），每个点随机抽取６０
居住６个月以上的住户），再随机抽县随机抽取２个村或居委会，每个村户；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调查，每省份
１２户（若家中无人比例较高，则扩大或居委会调查９０个家庭的常住人口抽取３０个乡镇和３０个街道，每个乡镇和街道
样本量至１５或２０），每户抽取１名出（包括居住并生活在一起半年以上分别抽２个行政村和２个居委会，每个点随机
生日期与调查日期最接近的居民
的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
抽取３３户

样本量

１６４０７

】６７０６３

１９３ ６８９

吸烟率（％）
全人群

８

Ｏ

男性

０

２

女性

”酌“ ８

Ｍ如：

８

现在吸烟率（％）
全人群

４

６

２６．０

男性

４

６

４８．９

女性

¨卯： ６

８

３．２

∞鹌：

平均吸烟量（支／日）
全人群

８

８

１５．９

男性

Ｏ

Ｏ

１６．０

女性

Ｈ”ｍ Ｏ

Ｍ＂Ｂ ４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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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最小，为５１０．７亿支；而根据“２００２年中国

国性调查，由于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成年人慢陛病相关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和２００２年１５岁以

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未公布，因此本文仅对其中三项

上人口数估计得到的卷烟消费量、“２００３年第三次

调查结果进行比较。根据筛选原则１，“２００２年行为

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和２００３年１５岁以上人口

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推算的卷烟消费量与实际的卷

数估计得到的卷烟消费量与当年卷烟实际供给量

烟供给量最接近；根据筛选原则２，“２００２年行为危

之间的差异分别为６２９．４亿支和２１７１．１亿支［７３（表

险因素监测”的结果推算出的男性现在吸烟率下降

２）。因此，根据筛选原则１，“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

幅度与国际经验最接近。因此，相比之下，“２００２年

监测”得到的烟草流行数据最为可信。

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的结果更为可靠，可以用于反映

（２）利用筛选原则２比较的结果：１９９６辁：国烟草

我国烟草流行现状。

流行调查结果表明，男性现在吸烟率为６３％。根据

通过对三项调查的结果比较可以看出，“２００３

“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结果计算，平均每年下降

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使用的定义与其他两

０．９３％；根据“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项调查结果相比，严谨性较差，调查对象对“现在还

结果计算每年平均下降２．２％，而“２００３年第三次全国

在吸烟”所指时间段的理解不同，导致调查结果出现

卫生服务调查”结果计算得到的男性现在吸烟率每年

偏差。相比其他两项调查中使用的概念“调查前

平均下降２．０％。根据筛选原则２，男性现在吸烟率每

３０

年平均下降的幅度不应超出１％左右，认为“２００２年行

用的现在吸烟的定义。另外，“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

为危险因素监测”的调查结果较为可靠。

素监测”的样本量虽然较小，但由于样本来自全国

ｄ吸过烟”界定清楚，操作性更强，是ＷＨＯ推荐使

根据以上两个筛选原则，认为“２００２年行为危

１４５个死因监测点，覆盖全国３０个省份，严格采用了

险因素监测”结果用于反映我国烟草流行状况最合

多阶段分层抽样的原则，充分考虑了地理分布、农村

适。即１５～６９岁人群吸烟率为３５．８％，其中，男性

和城市、社会经济学特征，且监测点人口的出生率、

吸烟率为６６％，女性为３．０８％；现在吸烟率为

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与全国水平基本一致，保

３１．４％，男性现在吸烟率为５７．４％，女性为２．６％。

证了调查样本对全国人口有较好的代表｜生，因此，调

每人每日平均吸烟量为１４．８支，其中男性１５支，女

查结果更为可靠。

性１０支；被动吸烟率为５１．９％，其中男性为４７．６％，

按照ｗＨ０《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二十条“研

女性为５４．６％（图１）。戒烟率为１１．５％。

究、监测和信息交换”的要求哺，：各缔约方应建立烟
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的流行规模、模式、影响因素

７０

和后果的监测规划，逐步建立烟草消费和有关社会、

６０

经济及健康指标的国家级的流行病学监测体系。在

§５０

誓。ｏ

制订烟草流行监测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发布准则以

譬３０

及工作程序时，应加强与ＷＨＯ的合作，以使数据具

疑２０

有可比性，适当时在区域和国际层面进行分析。另

ｌＯ

外，ＷＨＯ ２００８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也指出［９１，烟草

０
１５

２５

３５

４５

监测应该成为必不可少的控烟政策之一，因为只有

６５

５５

年龄组（岁）

图１

获得全面准确的烟草监测数据，才能正确地认识烟

２００２年中国男、女性的年龄别现在吸烟率

草带来的各种问题，有效地采取和改善相关控烟干
预措施。然而，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烟草监测体

讨

论

系。为准确地掌握烟草流行的信息，制订有效的控

２００２年以来我国开展过５次包括烟草流行的全

烟政策，评价控烟措施的效果，切实履行《烟草控制

表２三项调查中估计的卷烟消费量与实际供给量比较
斯耀枣溏
姒辑不“

现在吸烟率

１５岁以上人口数

平均每人吸烟量

！丝！

！茎！！１ ２

１塞！旦！

男
（１）

５７．４
２００２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４９．６
２００３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４８．９

估计年度
实际年度
估计量与
卷烟消费量卷烟供给量实际量之差
（×１０８支）
（×１０８支）
（ｘ １０８支）
（７）
（８）
（９）

女
（２）

男
（３）

女
（４）

男

女

（５）

（６）

２．６

５．０５

４．９８

１５

ｌＯ．ｏ

１６ ３４３．ｏ

１６ ８５３．７

５ｌＯ．７

２．８

５．０５

４．９８

１７

１３．４

１６ ２２４．３

１６ ８５３．７

６２９．４

３．２

５．１５

５．０８

１６

１２．０

１５ ４１９．２

１７ ５９０．３

２１７１．１

注：（７）＝［（１）×（３）×（５）＋（２）×（４）×（６）］×３６５；（９）＝（８）一（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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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公约》，亟待建立包括烟草使用、控烟政策和干预
措施效果以及烟草企业的市场营销、促销手段的国家
烟草监测系统。现有的三项全国性调查结果差异很
大，反映出目前我国烟草流行监测能力尚有待提高，包
括调查中使用的相关概念标准化、调查问卷设计标准
化、抽样方法和数据分析标准化及现场质量控制等。
参考文献
［１］杨功焕，马杰民，刘娜，等．中国２００２年吸烟和被动吸烟的现状
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２）：７７—８３．
［２］马冠生，孔灵芝．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

·３３·

九——行为和生活方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第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北
京：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２００３．
［４］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Ｕｓ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ＣＴＵＳ）．ｗｗｗ．
ｇｏｓｍｏｋｅｒｆｒｅｅ．ｃａ／ｃｔｕｍｓ．
Ｄ，Ｃａｒｒｏｌｌ 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３，ｔ２ Ｓｕｐｐｌ ２：ｉｉ９—１４．

［５］Ｈｉｌｌ

［６］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ＷＨＯ．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０１．Ｇｅｎｅｖａ：
ＷＨＯ，２００５．
［９］ＷＨＯ．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Ｇｅｎｅｖａ：ＷＨＯ，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８—２６）

（本文编辑：张林东）

·疾病控制·
国产纯化Ｖｅｒｏ细胞狂犬病疫苗暴露前免疫效果观察
陈恩富王臻胡建锦钱一建孙强
狂犬病一般而言发病潜伏期很短，即使在暴露后马上接
种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发病的概率仍很高。因此，
ＷＨＯ建议对于以犬为主要传染源的狂犬病疫区人群，应使
用人用狂犬病疫苗迸行暴露前免疫，并且在１９８７年推荐了
纯化Ｖｅｒｏ细胞狂犬病疫苗（ＰｖＲｖ）用于暴露前和暴露后接
种”】。为评价国产纯化Ｖｅｒｏ细胞狂犬病疫苗的暴露前免疫效
果，开展此项临床观察。
１．材料与方法：
（１）观察对象：征集成年人志愿者６０名，入选标准：①年
龄＞１ ２０岁的社区普通居民；②志愿者本人对本次临床观察知
情同意。非动物咬伤者排除标准：①有急性发热性疾病（腋
温＞３７．５℃）；②采血困难；③免疫缺陷症患者；④正在接受免
疫抑制剂治疗者；⑤有狂犬病疫苗或被动免疫制剂（抗狂犬
病血清或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接种史者；⑥有狂犬病症状者。
（２）疫苗：辽宁成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成大速达“
人用狂犬病疫苗（Ｖｅｒｏ细胞），批号为０６０６０６—１，每剂０．５ｍ１，
出厂效价为６．８ ＩＵ／剂。
（３）接种方法：采用暴露前免疫程序，分别于第０、７、２１天
在上臂三角肌内各注射１剂疫苗。
（４）血清采集：于免疫前、第４５天各抽取静脉血３—５ ｍｌ，
分离血清后在一２０℃以下冷冻保存。
（５）抗体检测：血清中和抗体检测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采用快速荧光灶抑制试验（ＲＦＦＩＴ）进行。试验用抗狂犬病
病毒核蛋白荧光标记单克隆抗体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自
行制备，批号为２００４０５１８；结果判定标准品由英国国立生物
标准品和质控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０１）提供。采用ＷＨＯ推荐判定标准，中和
抗体≥ｏ．５ Ｉｕ／ｍｌ为阳性，并计算第４５天血清抗体阳转率和几
何平均滴度（ＧＭＴ）等指标对疫苗的免疫效果进行评价。
２．结果：６０名观察对象中，男性２５名，女性３５名，年龄最
大６ｌ岁，最小２１岁，平均年龄４０．９岁。除１人免疫前抗体为
６ １Ｕ／ｍｌ，其余免疫前抗体水平均为阴性。第４５天中和抗体均
为阳性，抗体滴度最高为５４．９ １Ｕ／ｍｌ，最低为２．２ ＩＵ／ｍｌ，ＧＭＴ为
１５．７２ ＩＵ／ｍｌ。运用ＳＰＳＳ １３．Ｏ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成年人不同年
龄组和男女观察对象的中和抗体滴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３．讨论：人们暴露于狂犬病病毒后，由于不能及时进行预
防处置、未能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或没有联合应用抗狂犬病

血清等被动免疫制剂，最终造成感染而发病。还有一些严重
咬伤者，由于潜伏期很短，即使在暴露后及时进行处理、接种
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但仍就发病。而人们进行了暴
露前免疫，一旦被感染，不仅可以简化免疫程序，而且疫苗接
种后可引起免疫回忆反应，快速产生中和抗体，阻止病毒侵
入，免疫成功的概率大大增加。对暴露程度较深、潜伏期较
短的犬伤患者尤为有利。因此从事狂犬病病毒研究的实验
室工作人员、兽医、经常接触狂犬病患者的医务人员、动物管
理人员、野外工作人员、到疫区旅游者、生活在狂犬病流行地
区的人群（尤其是儿童）、养犬者等狂犬病高危人群应进行暴
露前免疫，以经常保持较高水平的中和抗体水平。
本次观察结果显示：国产ＰＶＲＶ暴露前免疫（０—７—２ｌ ｄ）全
程接种后的血清中和抗体阳转率为１００％，ＧＭＴ为１５．８７ ＩＵ／ｍｌ，
远高于ＷＨＯ的阳转判定标准≥０．５ ＩＵ／ｍｌ。Ｓｅｈｇａｌ等０１在印
度开展的一项为期１０年的纯化鸡胚细胞（ＰＣＥＣ）狂犬病疫苗
纵向研究表明，在Ｉ期（上市前）和Ⅲ期（上市后）临床试验中
暴露前免疫（采用０—７—２１ ｄ程序）后ＧＭＴ分别为７．０８ ＩＵ／ｍｌ
和２．０ ＩＵ／ｍｌ。因此国产ＰＶＲＶ具有良好的暴露前免疫效果。
而关于暴露前免疫的持久性问题，Ｓｔｒａｄｙ等”１进行了长达１０
年的观察，对３１２名志愿者用人二倍体细胞疫苗（ＨＤＣＶ）和
ＰＶＲＶ采用０—７—２８ ｄ程序进行暴露前初次免疫，并于免后１
年加强免疫一针，结果两种疫苗在初免后一年抗体水平均有明
显下降，但在加强免疫一针后的第１４天抗体水平迅速提高，并
在此后的１０年中均维持较高水平的抗体，而且在满１０年时再
次加强免疫一针，全部观察对象的抗体滴度几乎又恢复到满１
年加强一针后１４ ｄ的水平。因此有必要对国产ＰＶＲＶ的免疫
持久性做进一步的观察，如果出现与以上研究类似的结果，则
使用此疫苗进行暴露前免疫，一旦暴露后将简化免疫程序，快
速产生中和抗体，可大大提高免疫成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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