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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某医院４５６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五年吸烟及戒烟现状调查
骆景光杨明
【摘要】

韩凌

目的

高亢

陈欣陈立伟

了解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患者吸烟及出院后自主戒烟现状。方法分析

２００３年ｌＯ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北京复兴医院ＣＣＵ病房所有因首次ＡＭｌ人院共４５６例西城区患者的

个人资料及吸烟现状。统一对吸烟患者出院后戒烟情况、戒烟失败原因进行电话随访。结果
（１）ＡＭＩ吸烟患者中以男性为主（９６．３％），平均吸烟率为５５．９％，其中２９—５０岁患者吸烟率高达

８７．５％。（２）正在吸烟的ＡＭＩ患者平均发病年龄（５８．０±１２．３）岁，吸烟患者ＡＭＩ平均发病年龄较戒
烟组和从不吸烟组提前约１６年。（３）吸烟的ＡＭＩ患者出院后成功戒烟率为４２．５％，不同年龄段对
出院后成功戒烟率影响有统计学意义，２９，５０岁年龄段成功戒烟率最高，而５ｌ一６５岁患者成功戒
烟率最低。（４）自主戒烟失败率为４０．９％，戒烟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习惯性因素、戒断症状、工作压力
及同事吸烟影响等。其中５ｌ一６５岁患者主要受习惯性因素和戒断症状影响。结论北京市西城
区成年ＡＭＩ患者吸烟率及自主戒烟失败率均较高，吸烟致ＡＭＩ平均发病年龄明显提前。积极倡
导戒烟对减少ＡＭＩ发病率及改善预后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心肌梗死，急性；吸烟；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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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已成为影响北京市居民健康的公共卫生

吸烟与冠心病高度相关，吸烟现已被列为冠心病

中的最大危害‘¨，而冠心病是近年北京市住院数量

五大类危险因素中的第一危险因素，即致病性危

增加最多的疾病。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首先报告了

险因素担１。同时绝大多数研究显示成年人戒烟的
危害作用可逆转，戒烟后心血管病事件明显减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１ｃｒｎ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９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８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心脏中心

通信作者：杨明，Ｅｍａｉｌ：ｆｚ－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ｏｈｕ．ｅｏｍ

其获益甚至超过包括降血脂在内的冠心病二级预
防策略ｂ】，因此对冠心病，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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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患者吸烟及戒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是否药物辅助戒烟、复吸时间、戒烟失败原因等内容

为掌握北京地区ＡＭＩ患者吸烟现状及出院后自主

逐～提问，并减少诱导性提问。电话随访时采用免

戒烟情况，为制定控烟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对北

提方式现场录音，调查ｅｐ亥ｍｊ进行ＣＲＦ表格记录。电

京复兴医院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住院的所有

话随访结束后由专人负责监听录音，提高随访质量，

西城区ＡＭＩ患者进行调查。

以便及时纠正错误及补充遗漏。最后专人ＳＰＳＳ录

对象与方法

入，另一人进行ＣＲＦ表与ＳＰＳＳ录入数据核对。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录入

１．研究对象：北京复兴医院ＣＣＵ病房２００３年

及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ｌＯ月至２００８年ｌＯ月期间所有因首次ＡＭＩ（包括ＳＴ

（；±ｓ）表示，非正态分布资料用中位数（Ｍ）表示，计数

段抬高及非ｓＴ段抬高性心肌梗死）入院的西城区患

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用独立样

者共４５６例，２７例在住院期间或随访中死亡，其中吸

本ｔ检验，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

烟组１８例，不吸烟组６例，已戒烟组３例。吸烟组１０

采用最小显著差（ＬＳＤ）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Ｃ２检验

例患者因电话变更等原因而失访。

（Ｆｉｓｈｅｒ’ｓ

２．研究内容和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

Ｅｘａｃｔ

Ｔｅｓｔ或Ｐｅａｒｓｏｎ ｆ检验，后者２组以上

各组间两两比较时采用行×列分割后进行比较）。

查阅北京复兴医院ＣＣＵ病房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

结

１０月期间所有因首次ＡＭＩ入院的西城区患者（通过

果

人院记录中住址栏一项确定是否为西城区居民）病

１．ＡＭＩ患者吸烟现状：

历，记录ＣＲＦ表，包括患者基本特征及详细吸烟情

（１）基本吸烟情况：ＡＭＩ患者共４５６例，其中正

况。于２０１０年ｌＯ月初统一进行电话随访（出院后戒

在吸烟组１６２例（３５．５３％），不吸烟组２４０例

烟情况、戒烟失败原因等），并分析吸烟及戒烟患者

（５２．６３％），既往吸烟但已成功戒烟（已戒烟）组５４例

相关临床特征。

（１１．８４％）。患者平均年龄（６８．７±１３．７）岁，其中男性

（１）年龄分组：为研究不同年龄段对ＡＭＩ患者

（６３．７±１４．３）岁，女性（７６．５±７．９）岁。吸烟组每天吸

吸烟情况及戒烟的影响，对调查的４５６例患者进行

烟３～５０支（Ｍ－－－－－２０，Ｐ：，＝１５，Ｐ，，－－－－２５），吸烟年数５。

年龄分组。根据２００１年ＷＨＯ对老年的定义（≥６５

７０年不等（Ｍ＝３０，Ｐ：，－－－－２０，Ｐ，，＝４０），已戒烟组戒烟

岁定义为老年），以＞６６岁为老年组。根据既往资

时间２—５０年（Ｍ＝１０）。

料显示北京市２００８年全人群现在吸烟率男性４０。

（２）吸烟的性别差异：正在吸烟、从不吸烟及已

４９岁达到最高，之后随年龄升高而降低¨Ｊ，同时考

戒烟组男女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吸烟组及已

虑到不同年龄段患者在社会、工作及家庭中的承受

戒烟组男性比例均显著升高，从不吸烟组男性比例

压力情况以及习惯性行为的可变性，可能会在患者

明显降低（Ｐ＜０．００１），见表１。

吸烟及戒烟过程中起到重要影响，故以５０岁为界限

表１北京市西城区某医院４５６例ＡＭＩ患者

对＜６５岁患者进行分组。
（２）吸烟和戒烟定义：以１９８４年ＷＨＯ推荐的标

吸烟的性别分布
吸烟情况

准作为判断吸烟与戒烟的依据。即每天吸烟１支以

ＡＭＩ患者
男性

女性

上，连续时间在１年以上为吸烟；曾经吸烟，但在调查
时已停止吸烟２年以上为成功戒烟；如患者出院后未
戒烟者定义为继续吸烟；戒烟２年内再次吸烟者定义
为复吸；持续吸烟及２年内复吸者均为戒烟失败。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ｆ＝１．９２１，
Ｐ＜０．００ｌ

３．质量控制：研究方案和电话随访由专家组设

（３）吸烟与ＡＭＩ发病年龄的关系：正在吸烟组

计，采取严格质控形式。首先，电话随访前ｌ～３个月

ＡＭＩ平均发病年龄（５８．Ｏ±１２．３）岁，从不吸烟组平均

先由门诊医师对绝大部分入选患者在门诊随诊时进

发病年龄（７４．６±１０．２）岁，已戒烟组平均发病年龄

行当面告知电话随访时间及目的、意义，取得患者信

（７４．６±１２．３）岁。正在吸烟组发病年龄明显提前，三

任。严格定义电话随访的每一个内容，专门设置高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

年资医师进行统一电话随访，随访人对被随访患者

示，正在吸烟组与戒烟组及从不吸烟组之间比较，差

病情有充分了解。对出院后是否戒烟、已戒烟时间、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而戒烟组与从不吸烟

ｏ

ＬＳＤ两两分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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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发病年龄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４）不同年龄组的吸烟现状：４５６例ＡＭＩ患者以

６５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９５４，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２９。５０岁组与６６—８６岁组，以及５ｌ～６５岁

２９～５０岁、５１～６５岁和６６～８６岁分组，研究年龄因素

组与６６～８６岁组比较，最终成功戒烟的差异均无统

对戒烟率的影响，结果见表２。其中２９～５０岁组吸烟

计学意义（Ｐ＞Ｏ．０１７）。

率最高（８７．５％），５１—６５岁组吸烟率次之（６５．０％），

表４北京市西城区某医院吸烟ＡＭＩ患者出院后

６６—８６岁组吸烟率最低（１４．６％）。３个年龄组间正在

戒烟情况的年龄分布

吸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妒＝１．５８３，Ｐ＜０．００１）。
而采用行×列分割，各年龄组两两比较，吸烟率差异
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或＜Ｏ．０１７）。
表２北京市西城区某医院ＡＭＩ患者
不同吸烟情况的年龄分布

盒生

兰！！！塑：虫

！！！！！！：虫

！壑！！Ｑ：虫

注：括号内、外数据同表１；Ｚ＝９．５１３，Ｐ＝０．０４９

（４）戒烟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戒（其中
７７．８％为始终未戒烟者）或复吸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缺
乏意志力、个人习惯（３９．１％），工作压力（１３％），同事
吸烟的影响（８．７％）以及其他原因（５．２％）；其中２９—
注：括号内、外数据Ｉ司表１；ｒ＝１．５８３，Ｐ＜０．００１

５０岁组戒烟失败主要受工作压力、同事吸烟及戒断

２．ＡＭＩ患者戒烟情况：４５６例患者人院时正在

症状影响。而５ｌ一６５岁组则主要受个人习惯及戒断

吸烟１６２例，其中１８例在住院期间或随访中死亡，１０

症状影响。戒断症状主要包括烦躁不安（２１．７％）、不

例失访。本研究对１３４例入院期间正在吸烟患者进

愉快或无聊感（８％）及全身乏力（４．３％）。

行戒烟率的随访。
（１）成功戒烟率和自主戒烟失败率：ＡＭＩ患者出

讨

论

院后成功戒烟５７例，戒烟率为４２．５％；５５例为自主戒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ＡＭＩ患者平均吸烟率仍

烟，其中３例为女性；２例患者通过伐尼克兰辅助戒

较高，尤其是２９～５０岁患者吸烟率高达８７．５％。吸

烟。始终未戒烟３９例（２９．１％），均为男性。复吸３８

烟患者ＡＭＩ平均发病年龄明显提前，较戒烟组及从

例，复吸率为２８．４％，均是自主戒烟患者，其中３例为

不吸烟组早发病约１６年。ＡＭＩ患者出院后自主戒

女性。自主戒烟失败率为４０．９％。

烟失败率为４０．９％，性别差异对戒烟率无显著影响，

（２）复吸时间：复吸时间从出院后１５ ｄ至１９个
月（肘＝２个月，Ｐ：，＝１个月，Ｐ，，＝３个月）。

不同年龄段对出院后成功戒烟率影响有统计学意
义，２９—５０岁年龄段成功戒烟率最高，６６～８６岁次

（３）成功戒烟率性别、年龄差异：因女性患者例

之，而５１．６５岁患者戒烟率最低。戒烟失败的主要

数较少，故将未戒烟及复吸组患者合并，通过）ｃ２检验

影响因素为缺乏意志力、习惯性因素、戒断症状以及

显示两性成功戒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工作压力、同事吸烟影响等。

０．６９９），见表３。表４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患者在出

本研究女性吸烟率为３．４％，略高于２００２年

院后戒烟、未戒及复吸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

３．１％的比例；而男性ＡＭＩ患者平均吸烟率为５５．９％，

９．５１３．Ｐ＝０．０４９）。

略低于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６年中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的

表３北京市西城区某医院吸烟ＡＭＩ患者出院后

平均水平（６６．０％）ｂ】。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略低于平

成功戒烟的性别差异

均水平的吸烟率可能主要源于老年患者为主（２８８
例，占６３．２％；该人群吸烟率在本研究中为１４．６％）有
关，而２９～５０岁ＡＭＩ患者吸烟率高达８７．５％，远高
于全国普通人群平均吸烟水平。２００８年北京市全

注：括号内、外数据同表１；Ｆｉｓｈｅｒ’ｓＥｘａｃｔｆ检验，Ｐ＝０．６９９

对未戒及复吸组进行合并（未成功戒烟组），不

人群现在吸烟率为２６．６％（男性５６．５％，女性３．１％），
男性在４０—４９岁组达到最高为６６．８％，之后随年龄

同年龄组对出院后成功戒烟率影响也有统计学意义

升高而降低，女性则基本呈现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增

（Ｘ２＝７．１７３，Ｐ＝０．０２８＜０．０５）。各年龄组两两比较，

加趋势¨】。本研究结果提示北京复兴医院西城区

显示２９—５０岁组患者成功戒烟情况明显好于５１～

ＡＭＩ患者男性平均吸烟率及高峰年龄段吸烟率均远

！堂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２４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高于２００８年北京市平均吸烟水平。５１～６５岁患者

危人群，其高达４０．９％的自主戒烟失败率仍需要高

吸烟率也大致保持此平均水平。与国外报道发达国

度警惕，尤其是２９．１％的患者出院后始终未曾戒烟。

家男性吸烟率（４２％）及发展中国家男性吸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习惯性因素、戒断症状以及工

（４８％）相比，男性ＡＭＩ患者的吸烟率也维持较高水

作压力等对戒烟失败具有重要影响。在调查过程中

平【６１。该两个年龄段的吸烟患者为最值得关注人群。

习惯性因素在５ｌ一６５岁年龄段患者中表现最为突

本研究≥６６岁ＡＭＩ患者吸烟率为１４．６％，远低

出，可能这也是导致此年龄段患者成功戒烟率最低的

于国内平均水平，但仍略高于美国１９９４年老年人

主要原因。同时绝大部分患者复吸时间在３个月内，

１２．０％的吸烟率＂１。当然，这并非表明老年患者控烟

应针对不同年龄段患者戒烟失败的原因及时进行相

工作无足轻重。国外研究显示当前正在吸烟的

应的疏导及戒烟药物的应用，以提高成功戒烟率。

６５～７４岁人群因冠心病导致的死亡率较非吸烟者

本研究为单中心临床研究，尽管为减少误差，入

高５２％【８】，老年人群作为冠心病高发人群其戒烟工

选了ＣＣＵ病房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ｌＯ月期间所有

作更应受到重视。

因首次ＡＭＩ入院的西城区患者，但仍有一定选择偏

从发病年龄看，正在吸烟组患者首次ＡＭＩ平均

倚；同时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可能会因为部分

年龄（５８．０±１２．３）岁，较从不吸烟组及戒烟组提前

入选者记｝乙失真或不完整导致一定程度的回忆偏倚。

１６年，进一步提示吸烟在冠心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
促进作用。既往研究也显示，吸烟使年轻患者ＡＭＩ
发病率明显增加，一项对３６岁前患ＡＭＩ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吸烟组ＡＭＩ发生率是不吸烟
组的６倍旧Ｊ。既往荟萃分析表明吸烟可促进血管内
皮功能损伤以至血栓形成、斑块易损全过程，进而促
进心脑血管病事件的发生怛ｆ川。而吸烟使ＡＭＩ患者
发病年龄明显年轻化，考虑主要与致冠脉痉挛、促进
急性血栓形成等因素有关。因此，应加强冠心病患
者的控烟工作。
既往绝大多数研究已显示成年人戒烟的危害作
用可逆，戒烟后心血管病事件明显减少，其获益甚至
超过包括降血脂在内的冠心病二级预防策略，经皮
冠脉介入治疗前、后戒烟也可明显获益ｂ川。本研究
结果显示已戒烟组和从不吸烟组患者首次ＡＭＩ发
病年龄大致相同，也进一步提示戒烟的获益性。
目前国内尚少见有关ＡＭＩ患者戒烟率的报道，
而２００２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中针对我国普通人群
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的戒烟率为１１．５％（４】，而本研究
ＡＭＩＡ患者戒烟率远高于该人群平均戒烟水平，考
虑主要与ＡＭＩ这一严重疾病对患者带来的重大影
响有关，尤以２９—５０岁年龄段患者为著。相比国外
已进行较多ＡＭＩ后戒烟获益性及戒烟率的相关研
究。国外有研究显示，ＡＭＩ后３个月戒烟率达５５％，
这部分人群再发梗死及死亡率均低于继续吸烟人
群ｎ引。国外的荟萃分析也显示在不同时间段内，
ＡＭＩ后烟草戒断率为２８％～７７％，并呈逐渐上升趋
势，表明戒烟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ｂ·１引。本研究显示
ＡＭＩ患者成功戒烟率仅为４２．５％，相比之下，国内患
者成功戒烟率仍较低。对于ＡＭＩ患者这一特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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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１ ９９５．ｂｙ 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２．９２：１００２一１００６．

【７］Ｈｕｓｔｅｎ
ａｎｄ

ＣＧ，Ｓｈｅ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ｘ．Ａｍ Ｊ

ＤＭ，Ｃｈｒｉｓｍｏｎ ＪＨ，ｅｔ ａ１．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６５一１９９４．ＴｃＩｂ Ｃｏｎｔｒ０１．１９９７．６：１７５一１８０．

［８］ＪａｊｉｃｈＣＬ，ＯｓｔｆｅｌｄＡＭ，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Ｈ，ｅｔ ａ１．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ＡＭＡ．１９８４。２５２：２８３ｌ一２８３４．

【９］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ａｋｏｓ

Ｄ，Ｒａｌｌｉｄｉｓ Ｌ，Ｐｉｔｓａｖｏｓ Ｃ，ｅｔ ａ１．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ａ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７，ｌ】６（３）：３７】一３７５．

ｌＯＪ Ｕｎｖｅｒｄｏｒｂｅｎ

Ｍ。Ｈｏｌｔ ＫＶ，Ｗｉｎｋｅｌｍａｎｎ ＢＲ．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ｒｔ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ｉｏｒｎａｒｋ

Ｍｅｄ，

２００９．３（５）：６１７－６５３．

［１ｌ Ｊ ＨａｓｄａｉＤ，ＧａｒｒａｔｔＫＮ，（矾ｌｌＤ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ＪＭ．１９９７．３３６（１１）：７５５—７６１．

［１２］ＡｂｅｒｇＡ，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Ｒ．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Ｓ，ｅｔ ａｌ，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Ｅｆｌｅｅｔｓ叩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ｒ Ｈｅａｒｔ Ｊ．１９８３．４９：４１６—４２２．

［１３］Ｗｉｌｓｏｎ Ｋ，Ｇｉｂｓｏｎ

Ｎ，、聃ｎａｎ Ａ，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０。１６０：９３９—９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一ｌｌ一０９）
ｏ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