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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居民吸烟行为及烟草消费情况分析
王瑞平

朱丽萍吉路颜玮

【摘要】

刘杰

陈轶英

目的了解江西省居民吸烟行为，分析烟草消费隋况及烟草价格上涨对吸烟行为

潜在影响。方法采用三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江西省１１个设区市中选择上饶市和宜春市
作为调查现场，利用ＫＩＳＨ码在３２个街道／镇８２０户家庭中选择１５岁及以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最终人组的８０５名居民中，现在吸烟者２１８人，吸烟率为２７．０８％（男性吸烟率为４６．６２％，女
性吸烟率为３．０５％）。２１８名吸烟居民中，烟龄最短１年，最长５０年，烟龄中位数为２０年。９６．３３％
的吸烟居民通过“自己购买”获得卷烟，５４．５９％吸烟居民吸５～９元一包的卷烟，２０．６４％吸ｌ～４元
一包的卷烟，１８．８ｌ％吸１０～１５元一包的卷烟，仅１３名吸烟居民平常吸１５～３０元一包的卷烟。吸
烟居民平均每月最少花费２０元，最多花费８００元，平均花费１９２元，占个人月收入的１３％。根据
２１８名吸烟居民关于卷烟价格上涨对其吸烟行为影响的回答绘制曲线图，可了解卷烟价格上涨对
吸烟者吸烟行为的潜在影响情况。结论江西省吸烟居民的烟草经济负担较重，烟草价格上涨将
促使吸烟者改变吸烟行为。应考虑中国烟草价格低、价格跨度大等现实问题，合理提高烟草销售
价格，改变吸烟人群的吸烟行为，进而逐渐降低人群吸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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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ＤＯｔ：１０．３７６０／ｃｒｎ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０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ｄｔ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
培训项目（王瑞平）；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瑞平）；江
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朱丽萍、吉路、颜玮、刘杰、陈轶英）
通信作者：朱丽萍，Ｅｍａｉｌ：ｗ１９８３０９０１＠１２６

ｃｏｉｎ

一，全球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６００万，超

过因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１。
据调查，我国吸烟人群已超过３亿，每年因吸烟相关
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１００万，如不对吸烟流
行状况加以控制，至２０５０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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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万啦。。严重的烟草流行状况和不可乐观的流行

（男性吸烟率为５０．４７％），其他４个年龄组的吸烟率

趋势，已经成为政府和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健康和

在２５．９３％一２８．９９％之间；文化程度为文盲者吸烟率

社会问题。国外研究表明¨。ｊ，提高卷烟销售价格，

最高（３２，８９％），小学者吸烟率为２４．８０％，初中者吸

增加烟草税收可有效改变吸烟人群的吸烟行为．降

烟率为２８．５３％，高中或中专者吸烟率为２４．５５％，大

低吸烟率，提高居民健康水平。而我国在该领域的

学及以上者吸烟率为２５，００％；职业分布以工人吸烟

调查鲜有报道。本研究通过了解江西省居民吸烟行

率最高（４５．９５％），１８名学生调查对象中无吸烟者，

为．分析烟草消费情况及烟草价格上涨对吸烟居民

其他职业（事业单位、农民、专业技术、商业服务、退

吸烟行为的潜在影响，为今后烟草立法，提高烟税、

休等）人员吸烟率为１７．９５％一３２．１４％。

增加烟草销售价格等方面提供基础数据及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２１８名吸烟居民中，烟龄最短为１年，最长为５０
年。中位数为２０年。如图Ｉ所示，江西省吸烟居民的

烟龄呈“正偏态”分布，烟龄在２０一２４年的居民最

１．研究对象：根据江西省行政区划，采用三阶

多，其次为烟龄在１０～１４年和１５～１９年居民。整体

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１１个设区市中选择上饶市

看，２１８名调查居民的烟龄主要在５—３４年之间。每

（万年县和信州区）和宜春市（高安县和袁州区）作

日吸烟量最少２支，最多６０支，中位数为２０支。如

为调查现场，利用ＫＩＳＨ码在３２个街道／镇８２０户家

图２所示，５０％左有的吸烟居民每日吸ｌ包烟．每日

庭中选择８２０名１５岁及以上居民进行调查，最后共

吸烟量为１０一１９支的吸烟居民占２６．１５％。

收集到８０５份合格问卷，问卷有效率为９８％。根据
公式

”一半×ＤＥ

式中ｏｌ＝Ｏ．０５，估计ｐ＝Ｏ．３０（我国１５岁以上人群吸烟
率为２８％［２】），６＝±５％，设计效率ＤＥ＝２，计算得ｎ＝
６４５人，考虑１０％拒答率，本次应调查７１０人，实际调
查８０５人。

２．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进行统一审核、编码并抽检。调查问卷由双人双

图１江西省吸烟居民的烟龄分布

遍录入，并对两次录入的数据库进行一致性检验。
对于不一致的变量，核对原始调查问卷，修改数据库
中的错误，直至两次录入的结果完全一致。将数据
库转化为ＳＡＳ数据集，运用ＳＡＳ软件编程进行逻辑
核对和检查。采用ＳＡＳ ９．１３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对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进行统计学描述，计算
其均数、标准差、构成比等；计算不同特征居民的吸
烟率，吸烟居民的戒烟行为情况，应用ＣＭＨ ｆ检验
分析不同特征居民烟草花费之间的差异，绘制曲线
网分析烟草价格上涨对吸烟居民吸烟行为预期的

围２江西省吸烟居民每日吸烟量分布

影响。
结

果

２．戒烟情况：２１８名吸烟者中，３５人曾经尝试过
戒烟，尝试戒烟率为１６．０６％；在尝试过戒烟的３５名

Ｉ．吸烟情况：８０５名调查对象中，现吸者２１８
人。吸烟率为２７．０８％。其中男性２０７人，吸烟率为

对象中，１２人（３４．２９％，１２／３５）在过去１年尝试过戒
烟（最短戒烟７ ｄ，最长戒烟１８０ ｄ），占全体吸烟对象

４６．６２％；女性１１人，吸烟率为３．０５％。以１５—２４岁
年龄组吸烟率最低，为１０．００％（男性吸烟率

的５．５０％（１２／２１８）。当问及２１８名吸烟者目前对戒
烟的想法时，１１４人（５２．２９％）表示不想戒烟，６４人

２０．００％），５５—６４岁年龄组吸烟率最高，为３２．０２％

（２９．３６％）表示不太清楚。２６入（１ １．９３％）表示准备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烟但不是在１年内，仅有１３人（５．９６％）表示准备在１

您将戒烟”。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吸烟行为改变程度

年内戒烟，表示准备在１个月内戒烟者仅１人。

的加深，卷烟价格上涨倍数的跨度也相应越大，即吸

３．卷烟获取途径及烟草花费：２１８名吸烟者中，

烟行为更高层次的改变伴随于卷烟价格的更大幅度

９６．３３％（２１０人）是最近１个月由自己购买获得卷烟，

的上涨，同时相同比例的吸烟对象在更高层次做出

７人通过“自己购买和别人赠送”获得卷烟，仅１人是

改变，需要更大幅度的提高卷烟价格。图３为根据

最近１个月吸的卷烟由他人赠送。在购买卷烟量方

２１８名吸烟者关于卷烟价格上涨对其吸烟行为影响

面，４８．１７％（１０５人）对象最近一次购买ｌ包卷烟，

的回答而绘制的曲线图。参考该曲线图可估计出不

３１．１９％（６８人）对象最近一次购买３～１０包卷烟，最

同卷烟价格上涨倍数对吸烟者不同吸烟行为程度改

近一次购买卷烟在１０包以上的对象仅有４人

变的比例。例如卷烟价格上涨１．５倍，９５％吸烟者会

（１．８３％）。

考虑减少吸烟量，８０％吸烟者会考虑更换便宜的卷

２１８名吸烟者中，５４．５９％平常吸５—９元一包的

烟，６５％吸烟者会考虑减少吸烟量并更换便宜卷烟，

卷烟，仅有１３人平常吸１５～３０元一包卷烟。平均每

３５％吸烟者会考虑戒烟。７０％吸烟者戒烟需要卷烟

月购买卷烟的费用最少２０元，最多８００元，其中１００

价格上涨２．７５倍，７０％吸烟者减少吸烟量并更换便

元以下者仅４０人（１８．３５％），２５０～８００元者占

宜的卷烟则需要卷烟价格上涨１．７３倍，７０％吸烟者

２０．６４％（表１）。江西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

减少吸烟量需要卷烟价格上涨ｌ倍。

１

年上饶市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１７ ６９８元，农村居民

０

年人均收入６１３４元；宜春市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
１６

８

４３１元，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６９８１元，均位于江

西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１７ ４９５元，农村

６

居民年人均收入６８９２元）。进一步分析江西省吸烟
居民平均月收入与卷烟消费之间的关系。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显示，吸烟居民平均月收入越高，其平常吸卷

４

糕窜Ｓ嚣叫肇￥罩糖

２

烟的价格就越高（ｒｓ＝０．７８，Ｐ＜０．０１），每月花费在卷
烟的费用也越高（ｒｓ＝０．６５，Ｐ＜０．０１）。
表１江西省吸烟居民吸烟购买卷烟花费情况

０
ｐ０

ｐ１０

ｐ２０

ｐ３０

ｐ４０

ｐ５０

ｐ６０

ｐ７０

ｐ８０

ｐ９０

ｐ１００

图３江西省吸烟人群卷烟价格上涨对其吸烟行为
预期影响曲线

进一步分析卷烟价格上涨对不同特征吸烟者吸
烟行为的预期影响。如图４所示，文化程度为小学、

初中、高中／中专吸烟对象，职业为农民、工人、其他
劳动者的吸烟对象其预期影响曲线图与全人群曲线
图相似，而文化程度为文盲和大学及以上的吸烟对
象，职业为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
人员的吸烟对象其预期影响曲线图“更为低平”，即
较低比例的卷烟价格上涨便可以取得预期效果，吸
烟行为的改变对卷烟价格的上涨更为敏感。而卷烟
４．卷烟价格上涨对吸烟行为的影响：为了解卷

烟价格上涨对吸烟居民吸烟行为的潜在影响，本调
查设计了５个问题，分别询问“卷烟价格上涨多少
倍，对您的吸烟行为无影响”、“卷烟价格上涨多少

价格上涨对离退人员吸烟行为的预期影响曲线图的
变化幅度更大，即离退休人员吸烟行为的改变对卷
烟价格的上涨不太敏感。
讨

论

倍，您会减少吸烟量”、“卷烟价格上涨多少倍，您会

本研究的８０５名１５岁以上居民吸烟率为

更换便宜卷烟牌子”、“卷烟价格上涨多少倍，您会减
少吸烟量并更换卷烟牌子”、“卷烟价格上涨多少倍，

２７．０８％，其中男性吸烟率为４６．６２％，女性吸烟率为
３．０５％。与罗不凡等陋。１们的调查结果类似。本研究

·１２３６·

——汝仃彤响——减，少Ⅱ股烟ｆｉ；ｔ

减少吸烟时ｊｆ哑换。１ｆ，牌——ｆ戊烟

９１；ｊ哎使’ｌ‘（。１＾牌

图４江西省不同特征吸烟人群卷烟价格上涨对其吸烟行为预期影响曲线

１５～２４岁年龄组居民吸烟率最低（１０％），５５。６４岁

购买卷烟的费用对吸烟者家庭的经济收入可造

年龄组吸烟率最高（３２％）。本次调查还发现，文化

成一定影响。本次调查的２１８名吸烟居民中，有
９６．３３％是自己购买获得卷烟，５４．５９％吸烟者平常吸

程度为文盲者吸烟率最高（３３％），其他文化程度对
象的吸烟率在２５％。２９％之间，不同文化程度居民

５—９元一包的卷烟，吸烟者月均花费１９２～８００元。

吸烟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居民普遍对吸

按照江西省２０１１年人均月收人１４５８元计算”。，吸烟

烟危害的认识不足，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吸烟率

者月均购买卷烟的花费占其经济收入的１３％。因此

并未降低，烟草对健康危害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改变吸烟行为不仅可以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同时也

需要在全人群中广泛开展。

可增加吸烟者实际可支配的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

烟草依赖是造成吸烟者持续吸烟的重要原

质量。

因。多项研究表明‘２川．长期吸烟者仅凭个人意志

国外研究表明『１４，提高烟草价格将导致对烟草

实现戒烟的比例只有３％一５％，极易复吸。本次调

消费需求的下降，该规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查的２１８名现在吸烟者中，３５人曾尝试过戒烟，尝试

戒烟率为１６％．但因各种原因戒烟均失败；而现在

中国家均相同。本调查询问吸烟居民关于卷烟价格
上涨对其吸烟行为影响。总体上看，随着吸烟行为

不吸烟的５８７名居民中．１５人过去曾经吸烟，戒烟成

改变程度的加大。卷烟价格上涨倍数的跨度也相应

功率为６．４％。这与人体对烟草中的尼古丁产生的

越大。进一步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为文盲和大学及

依赖相关ｈｍ ３。本调查中当问及２１８名吸烟者目前

以上的吸烟对象，职业为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

对戒烟的想法，有１１４人（５２％）表示不考虑戒烟，仅

员、商业服务人员的吸烟对象其预期影响曲线图“更

ｌ

８％的吸烟者表示会考虑戒烟。

为低平”。这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ｏＩ．３３．Ｎｏ．１２
——————————————————————————————————————————————————————————————————————————————一一一一

·１２３７

化程度为文盲的吸烟对象收人比较低，卷烟价格上

ｔａｘｅｓ－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０－２０１ ｌ

涨对其吸烟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二是文化程度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大学及以上的吸烟对象、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商业服务人员平常吸的卷烟价格比较高，相同倍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ｌＩ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ＣＤＣ．

［７］Ｙａｎｇ

ＧＨ，Ｈｕ ＡＧ．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ｏｉ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数的卷烟价格上涨对其产生的经济压力更大，因此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对其吸烟行为改变的影响也更为明显。三是离退休

２０１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人员吸烟行为的改变对卷烟价格的上涨不太敏感。

杨功焕，胡鞍钢．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

这可能与该人群吸烟的烟龄长，对烟草的依赖性更
强有关。通过绘制曲线图可估计出不同香烟价格上
涨倍数对吸烟对象不同吸烟行为程度改变的比例。

ｅｘｐｅｒｔｓ．Ｂ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１：１．
［８］Ｌｕｏ

ＢＦ，Ｌｉｕ

ＷＪ，Ｐａｎ ＢＹ，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ｒｅｙ

１５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ｉｎ

Ｍｅｄ，２００８，３４（５）：２２—２４．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吸烟人群吸烟花费变化很大。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研究表明，最高和最低者相差１５—２０倍““，烟草价

罗不凡，刘伟佳，潘冰莹，等．广州市】５岁以上常住居民吸烟状

格更是有几十倍的差距。这些都给我国通过提高烟
草税收和烟草销售价格来降低人群吸烟率的措施带

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华南预防医学，２００８，３４（５）：２２—２４．
［９］Ｍａ

ＧＳ，Ｋｏ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来严峻挑战。

Ｌｚ，Ｌ呦ＤＣ，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Ｐｒｅｙ，２００５．１３（５）：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Ｃｈｉｎ ＪＣｈｒＤｉｓＣｏｎｔｌ

１９５—１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调查虽然采用了可靠的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
象，但由于仅在上饶市和宜春市２个城市开展调查，
由此推断整个江西省的吸烟率及烟草价格上涨对吸

马冠生，孔灵芝，栾德春，等冲国居民吸烟行为的现状分析．中
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２００５，１３（５）：１９５—１９９．
［ＩＯ］ｘｕ

ＹＪ。Ｍａ

烟行为的影响有一定的偏性。调查中，因通过面对
面方式询问卷烟价格上涨对吸烟居民吸烟行为的影

ｃｉｔｙ．Ｃｈｉｎ

响，而非卷烟价格的真实上涨，因此吸烟者的回答仅
是一种态度和观点。但本次调查结果还是具有较好
参考价值，可为政府部门制定烟草方面的相关政策
的提供一定的基础数据和依据。

ＷＪ，Ｘｕ ＨＦ，ｅｔ ａ１．Ｓｍｏ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１５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ｏｖｃｒ

Ｊ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５，２１（８）：８９９—９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许燕君。马文军，徐浩锋，等．广东省≥１５岁居民吸烟模式及影
响因素分析．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５，２ｌ（８）：８９９—９０１．
［１１］Ｔｏｂａｃｃｏ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ｔｔｒＩ：／／ｗｗｗ．

ｚｊｇｃｄｃ．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烟草依赖：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ｇｃｄｃ．ｃｏｒ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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