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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被动吸烟
及戒烟现状调查
张荔崔颖王超蒋燕杨丽

目的

【摘要】

了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被动吸烟及戒烟现状，为改善中西部农村地

区吸烟状况提供建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山西、甘肃、青海、新疆４个省（自
治区）中１６个项目县８４个行政村５４８６名１５—６９岁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以吸烟率、开始吸烟年
龄、被动吸烟率、戒烟率和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晓率作为调查指标，调查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吸
烟现状。结果调查对象的吸烟率为２０．９％，其中，男性吸烟率为４４．８％，女性吸烟率为２．Ｏ％；汉
族吸烟率高于少数民族，不同性别、民族和文化程度者的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吸烟者开始吸烟平均年龄为（２１．３±５．６）岁，男性早于女性。被动吸烟率为３７．８％，其中男性
３１．９％，女性４０．４％，女性受到的被动吸烟危害高于男性。调查人群戒烟率为１．９％。结论中西
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和被动吸烟状况面临挑战，尤其是戒烟率较低，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采取相应
有效干预措施，以减少烟草对居民健康的危害。

【关键词】吸烟；被动吸烟；戒烟；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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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烟草使用每年要夺去超过５００万人的生
命，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吸烟
人群逾３亿，另有约７．４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

烟和戒烟情况，于２０１０年１０—１１月对山西、甘肃、青
海和新疆四省区项目地区５４８６名居民进行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危害，烟草危害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１．抽样及调查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

一［２１。为了解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被动吸

法，在山西、甘肃、青海、新疆４个省（自治区）的１６个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７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１２３２０管理中

项目县随机抽取４２个乡镇（山西９个，甘肃和青海各
６个，新疆２１个），综合考虑交通和人力等因素，在每

心（张荔、崔颖、王超、蒋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杨丽）
通信作者：崔颖，Ｅｍａｉｌ：ａｎｇｅｌｙｙｌ＠１６３．ｃｏｍ

个乡镇抽取２个行政村，每村随机抽取２５户，对户内
所有１５～６９岁的居民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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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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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及吸烟情况
变量

调查人数。

吸烟人数６

７１９（１３．６）
７６０（１４．３）

１１３（１５．７）
２１９（２８．８）

１１４９（２１．７１

３１９（２７．８）

逐一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一
般情况、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晓情况、吸烟相关知识

省份
甘肃

及行为方式等。调查项目定义：①吸烟者指一生中

青海
山西

新疆

２６７４（５０．４）４５７（１７．１）

连续或累积吸烟１００支或以上。②开始吸烟年龄指
开始规律吸烟时的年龄。③被动吸烟者指自己不吸

性别

烟，但每周至少１ ｄ内有１５ ｍｉｎ以上暴露于吸烟者呼

男
女

出的烟雾中。④戒烟者指过去曾经吸烟，调查时已

民族

不再吸烟者。共完成５４８６人的调查，１８４人因关键
变量缺失被剔除，５３０２人的资料用于数据分析。
２．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双录入，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用于数据分析。率
的比较采用３（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孑±Ｓ表示，Ｐ＜Ｏ．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９６．７１＜Ｏ．００１

１４４８．７３＜０．００１

２３４２（４４．２）

人，山西１１４９人，新疆２６７４人；男性２３４２人，占
４４．２％，女性２９６０人，占５５．８％；平均年龄为（３８．２±
１２．５）岁；汉族２１３８人，占４０．３％，少数民族３１６４人，
占５９．７％。其余人口学特征见表１。
２．吸烟情况：调查地区总吸烟率为２０．９％（１１０８
人），其中，青海和山西较高，分别为２８．８％和
２７．８％。男性吸烟率为４４．８％，女性吸烟率为２．０％，

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２—
１４４８．７３，Ｐ＜Ｏ．００１）；汉族吸烟率高于少数民族吸烟
率，分别为２７．７％和１６．３％（ｘ２＝１０１．３５，Ｐ＜ｏ．００１）；
不同文化程度者的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

１

０４９（４４．８）

２９６０（５５．８１

５９（２，０）
１０１．３５＜Ｏ．００１

汉族
少数民族

１３８（４０．３）

５９３（２７．７）

３ １６４（５９．７）

５１５（１６．３）

１２４６（２３．５）

１５５０２．４）
２７１（２０．７）

２

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小学
初中

８７．５７＜Ｏ ００１

１

３０９（２４．７）

２１１９（４０．０）

高中或中专

５５７（１０．５）

大专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元）

７ｌ（１．３）

５１４（２４．３）
１５７（２８．２）
１１（１５．５）
１８．０７＜Ｏ．００１

＜５０００

２７７９（５２．４）

５２４（１８．９１

５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３７．９１

４５０（２２．４１

５１４（９．７、

１３４（２６．１１

１５～

３２４（６．１）

１８（５．６）

２０～

５２２（９．８）

２５～

５９９（１１３１

６３（１２．１）
１１２ｆ１８．７）

３０～

＞１０ ０００

１．基本情况：５３０２人中甘肃７１９人，青海７６０

ｆ值Ｐ值

年龄组（岁）

１０６．９７＜０．００１

６６５ｆ１２．５）

１４４（２１．７）

３５～８２１ｆ１５．５１

１８６（２２．７）

４０～

７４４ｆ１４．０１

１７７（２３．８１

４５～

５７５ｆｌＯ．８、

１２５（２１．７１
１２４（３０．５、

５０～４０７（７．７、
５５～

３４３（６．５、８４（２４．５、

６０～

２００（３．８、４７（２３．５、

６５～６９

１０２（１．９１

２８（２７．５）

职业

２７３．９４＜０．００１

家务
农业

１３９５（２６．３）

１００（７．２）

３０１７（５６．９）

牧业

２４３（４．６）

７４２（２４．６）
８ ｌ（３３．３）

非农业体力劳动
其他

３００（５．７）

１

２０（４０．０）
６５（１ ８．７）

３４７（６．５）

注：８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６括号外

８７．５７，Ｐ＜Ｏ．００１），以高中或中专最高为２８．２％；吸烟
率随年龄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５０～

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

岁组达到最高，为３０．５％。此外，牧业和非农业体力

此外，在４０～岁组的居民被动吸烟危害最高，被动

劳动者的吸烟率高于从事农业的农村居民，其吸烟

吸烟率为４２．７％，男性在２５～岁组最高，达到４０．５％，

率分别为３３．３％、４０．０％和２４．６％（表１）。
３．开始吸烟年龄及吸烟量：被调查者开始吸烟平

女性在４０～岁组最高，为４３．８％（表２）。

均年龄为（２１．３±５．６）岁，男性早于女性（ｆ＝一３．９０９，

年龄组（岁）

Ｐ＜Ｏ．００１），分别为（２１．１±５．４）岁和（２４＿３±８．３）岁；
平均每天吸烟量在１６～２０支的吸烟者比例较大，占
３７．０％，其次为６～１０支和２～５支。与前两年相比，
认为吸烟量基本没有变化的人群占５５．１％，而２４．４％
的人群认为吸烟量有所增加。
４．被动吸烟情况：不吸烟居民中有被动吸烟史

的共１５８４人，被动吸烟率为３７．８％，其中男性为
３１．９％，女性为４０．４％，女性受到的被动吸烟危害高
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２７．００，Ｐ＜Ｏ．００１）。

表２四省（区）不同年龄组调查对象被动吸烟率
１５～

男性

女性

５９／１６１（３６．６）４０／１４５（２７．６）

合计
９９／３０６（３２．４１

２０～４８／１３４（３５．８）
２５～
５１／１２６（４０．５）

１４２／３２５（４３．７）
１４７／３６１（４０．７）

１９０／４５９（４ １．４、

３０～

５０／１４６（３４．２）
３５～４５／１５２（２９．６）
４０～
５３／１ ３５（３９．３）

１６２／３７５（４３．２）
２０１／４８３（４１．６）
１ ８９／４３２（４３．８）

２１２／５２１（４０．７、

４５～４３／１２６（３４．Ｉ）

１３４／３２４（４１．４）

１７７／４５０（３９．３１

１９８／４８７（４０．７、
２４６／６３５（３８．７１
２４２／５６７（４２．７１

５０～

２１／１０４（２０．２）

６６／１７９（３６．９）８７／２８３（３０．７１

５５～

１８／１０１（１７．８）

６０～

１５／７１（２１．Ｉ）

５６／１５８（３５．４）
７４／２５９（２８．６１
２７／８２（３２．９）４２／１５３（２７．５）

６５～６９

１０／３７（２７．０１

合计４１３／１２９３（３１．９）

７／３７（１ ８．９１
１

１７１／２９０１（４０．４１

１

７／７４（２３．０１

１５８４／４１９４（３７．８１

注：括号外数据分子为该年龄组被动吸烟人数，分母为该年龄
组调查人数，括号内数据为被动吸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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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５．被动吸烟场所：家庭是被动吸烟的主要场所，

更大，应提高该人群的自我保护意识。居民对烟草

有７３．２％的被动吸烟者在家庭中遭受到烟草危害，

危害健康的调查显示，知道吸烟者易患气管炎和肺

其次为公共场所，为３４．４％。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场

癌的比例仅为５７．５％和４２．５％，对吸烟者易患其他疾

所暴露于烟草的比例差异较大，８７．７％的女性表示

病的知晓率则更低，说明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相关

多在家里遭受被动吸烟，而７１．４％的男性表示多在
公共场所遭受被动吸烟（表３）。

健康知识仍很贫乏。本次调查显示，中西部农村居民

表３

四省（区）调查对象被动吸烟场所分布

—丐ｉ匿一———百万历广—］砭币两广—１面丽泛厂

的戒烟率仅为１．９％，远远低于同类调查结果”－６。，戒
烟原因主要为患病和预防疾病；吸烟者的戒烟成功
率往往很低，同时长时间的吸烟也加大了戒烟的难

公共场所

２９５（７ １．４）

２５０（２ １．３）

５４５（３４．４）

度；同时，调查显示戒烟者也未主动采取有效的戒烟

基丝塑堕

！ｇ！：！！

！：垡：１２

堡！Ｑ：１２

方式，大部分尝试戒烟的吸烟者都戒烟失败。这说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在该场所被动吸烟率（％）；

明一方面依靠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吸烟危害的认

被动吸烟场所可多选

６．戒烟及烟草危害知晓隋况：９９人接受调查时
已戒烟，戒烟率为１．９％；平均戒烟时间为３６个月。
戒烟者戒烟的主要原因是患病和预防疾病，分别占

识来降低吸烟率，另一方面更广泛地宣传科学的戒
烟方法，为吸烟者提供更便利的戒烟途径［７１。
综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男性吸烟率较高，女

３８．４％和２９．３％。４０５９（７６．６％）人认为孕妇吸烟会影

性被动吸烟率较高，人群戒烟比例仍然很低。有研

响胎儿正常发育，３．２％和２０．３％的人认为无影响或
不知道；知晓吸烟易患气管炎和肺癌的比例仅为

究显示，无烟环境不仅能保护非吸烟者，而且可以帮
助吸烟者戒烟阳］。因此，要充分发挥卫生部创建的

５７．５％和４２．５％，对吸烟者易患胃癌、冠心病、高血

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戒烟热线平台作用，大力宣传，提高

压、胃肠炎和其他疾病的知晓率分别为２．７％、３．９％、

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服务能力，为有意戒烟者提供方便

２．２％、２．７％和３．２％，均较低。

快捷的戒烟途径和高质量的戒烟热线服务，进一步
降低吸烟率，提高戒烟率，同时加强对被动吸烟危害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西部四省农村居民的吸
烟率为２０．９％，其中男性为４４．８％，女性为２．０％，均

的宣传，加大在公共场所禁烟的力度，针对重点人群
进行健康教育，大力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减少烟
草对居民健康的危害。

低于２００２年调查结果Ｄ ３和全国１ ｌ省市调查结果［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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