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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２０ １ ０年《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施行前后城区居民烟草相关知识
和行为变化情况
刘庆敏任艳军

何平平

高放

李立明

吕筠

目的评价２０１０年３月《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施行前后城区居民烟草致

【摘要】

病知识、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变化情况。方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８月及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
年２月，先后在杭州市３个城区开展两次独立的社区居民烟草相关知识和行为调查。结果基线
和随访各调查２０１６名１８～６４岁成人。１０个烟草致病知识点中有９个的知晓率有不同程度提高。
所有调查对象和男性的当前吸烟率降低（２２．４％＇ｕｓ．１７．７％；４４．２％ｖｓ．３７．３％），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１．７％堋．１．２％）。调查前１个月和随访相比，发现有人吸烟的比例在９类场所中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学校（５．６％ｖｓ．２．７％），医疗机构（１１．４％ｕｓ．３．７％），公共交通（１９．２％ｖｓ．１２．２％），政府办公楼
（１１．３％ｖｓ．５．６％），餐馆（６７．０％ｖｓ．６１．３％），工作场所（４９．７％ｖｓ．３８．３％），商业写字楼（２３．６％＇ｕｓ．
１９．９％），自己家里（４１．０％ｖｓ．３５．５％），朋友的家里（３３．９％ｖｓ．２９．５％）。结论杭州市城区居民的烟
草致病知识知晓率、吸烟和二手烟暴露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关键词】吸烟；被动吸烟；法律；社区人群；前后比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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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我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１５岁及以上

成人健康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①一般情况：年

人群当前吸烟率为２８．１％，男性５２．９％，女性２．４％；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家庭设

７２．４％的不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其中３８．０％每天

施（抽水马桶、电冰箱、家用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电

暴露。通过控烟立法创造无烟环境，保护人们免受

话、能上网的计算机、可安全饮用的水、汽车）拥有情

烟草危害，是控制烟草流行的重要策略之一心１。按

况等。②烟草致病知识：吸烟相关疾病６种，被动吸

照ｗＨＯ《烟草控制框架公约》（ＦＣＴＣ）要求，中国应

烟相关疾病４种。回答“会导致”者视为知晓（１分），

在２０１１年１月９ Ｅｔ前，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

回答“不会”或“不知道”者视为不知晓（０分）。③吸

通和室内公共场所实现无烟，但我国至今尚无专门

烟：调查期间是否吸任何烟草制品。④二手烟暴露：

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履约进

包括过去的１个月里是否曾在不同场所发现有人吸

程艰难ｂ。５］。

烟，ｌ ｄ中被动暴露于二手烟的时间。

Ｈｅａｌｔｈ，ＣＩＨ）项目（２００８—２０１２）是由牛津健康联盟

４．统计学分析：对家庭设施变量采用因子分析，
取最大贡献因子得分作财产指数，以反映个体社会

组织的一项四国协作研究，旨在通过综合的以社区

经济状况（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ＳＥＳ）。计算所有分

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干预来改善人们吸烟、膳食和体

析对象财产指数的五分位数，Ｑｌ和Ｑ２组个体为低

力活动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哺］。中国ＣＩＨ项目
现场在杭州。《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条

ＳＥＳ，Ｑ３和Ｑ４组个体为中ＳＥＳ，Ｑ５为高ＳＥＳ。连续
变量均值的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

例》）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开始施行。而ＣＩＨ项目的基

的连续变量或有序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使用

线和随访调查恰于《条例》施行前后一年开展，本研

Ｍａｎｎ—Ｗｈｉｍｅｙ检验。无序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使

究试图比较《条例》施行前后城区居民烟草致病知

用岔检验。检验水准为ａ＝０．０５。在分析知晓率、吸
烟和二手烟暴露情况时，根据３个城区在基线和随

社区健康干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识、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变化情况。
对象与方法

访时的调查人数和目标人口数计算抽样概率，取倒
数得权重。使用复杂抽样设计分析模块，按区分层，

１．调查对象：调查现场为杭州市下城区、拱墅区

并加权处理，计算标准误（Ｓ；）并进行统计学检验。

和西湖区。调查范围覆盖下城区６个街道，拱墅区５

计算多个指标随访相对于基线的变化幅度，即（随
访一基线）／基线×１００％。ＳｔａｔａＭＰ １２．０软件用于完

个街道和西湖区６个街道。在该区内居住至少满１
年，年龄１８。６４岁，可以正常回答问题者为本研究
调查对象，集体户口者除外。
２．调查方法：基线和随访为两次独立的横断面

成统计分析。
结

果

调查，分别进行抽样，所需样本量及调查方法相同。

１．一般情况：基线与随访调查各随机抽取４３３０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８月开展基线调查，２０１１年６

户和３２００户，基线的１５４５户（３５．７％）和随访的６７１

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进行随访调查。根据项目要求，西
湖区需至少调查１０００名合格者，下城区和拱墅区各

户（２１．０％）因户内无符合人选条件的对象、空户、搬
迁、集体拆迁和户底册错误等原因放弃；基线的７６９

５００名№］。对所有社区的居民户电子底册进行累积

户（人）（１７．８％）和随访的５１３户（人）（１６．０％）因无人

排序，以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固定抽样种子数）抽取

应答或拒绝调查放弃。最终完成基线调查２０１６人

居民户；对户内１８—６４岁合格者采用ＫＩＳＨ方法ｎ１随

（下城区５１０人，拱墅区５０６人，西湖区１０００人），占

机抽取１名进行调查。抽取调查户的访问时间、替

４６．６％；随访完成调查２０１６人（下城区５０８人，拱墅区

换和放弃原则见文献［８］。调查获得北京大学医学

５０８人，西湖区１０００人），占６３．０％。调查对象基本特

部伦理委员会批准（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０８００３），被调查

征见表１。基线和随访调查时，调查对象的平均年

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龄分别为（４２．８±１２．１）岁和（４３．９±１２．２）岁（ｆ＝

３．调查内容：调查采用国际项目组统一设计的

２．８５３，Ｐ＝０．００４）。除年龄外的其他特征在基线和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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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的调查对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基线和随访中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６６．５％报告（表３）。随访调查显示，在９类场所中看
见有人吸烟的比例较基线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下降
幅度最大的为医疗机构、学校、政府办公楼和公共交
通。吸烟比例最高的场所为餐厅饭馆，其次为工作
场所和自己家里。与基线调查相比，当前不吸烟者
１

ｄ中被动吸烟的时间在随访时有所降低。
表２基线和随访中调查对象对烟草致病知识的知晓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构成比，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表３基线和随访中调查对象的吸烟及二手烟暴露情况

２．烟草知识变化：表２可见，仅被动吸烟致儿
童肺部疾病在基线和随访调查中差异无统计学意

当前吸烟率４３４ ２２．４（１．ｏ）３７６ １７．７（０．９）－２１．０＜０．００１

义（Ｐ＝０．９７５），其他知识点的知晓率均有不同程度

男性４１９ ４４．２（１．６）３６３ ３７．３（１．７）一１５．６

０．００４

提高。提高幅度最大的知识点包括吸烟致白内

女性

０．３７９

障、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及被动吸烟致成人心脏
病发作。调查对象对烟草致肺癌的知晓率普遍较

任一场所发现有人吸烟

１５６０

１．７（ｏ．５）

１３

１．２（ｏ．４）一２９．４

７７．９（１．ｏ）１３５０ ６６．５（１．１）一１４．６＜０．００１

８６

５．６（０．６）

３８

医疗机构

１７７

１１．４（０．８）

５６

３．７（０．５）一６７．５＜０．００１

高，而其他知识点，即使是随访调查时，知晓率也

公共交通

２９８

１９．２（１．０）１５９

１２．２（１．０）一３６．５＜Ｏ．００１

不足２／３。随访时调查对象的总知识得分较基线时

政府办公楼

１８ｌ

１１．３（ｏ．８）

７４

５．６（０．７）一５０．４＜Ｏ．００１

提高１８．９％。

餐厅饭馆

１０５３

工作场所

７８５

４９．７（１．３）５１８ ３８．３（１．４）－２２．９＜０．００１

商业写字楼

３６５

２３．“１．１）２５３

１９．９（１．２）一１５．７

０．０２３

自己家里

６２７

４１．０（１．３）４９９ ３５．５（１．４）一１３．４

０．００３

３３．９（１．２）３９６ ２９．５（１．３）一１３．０

０．０１７

３．吸烟行为变化：所有调查对象当前吸烟率在
基线调查时为２２．４％，随访时降至１７．７％，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男性吸烟率在基线时为
４４．２％，随访时降至３７．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ｏ．００４），女性吸烟率在基线和随访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３７９）。以随访调查时调查对象的年龄分
布作为标准人口，基线时的标化吸烟率为２２．５％，男
性为４３．３％，女性为１．７％，与随访吸烟率进行比较的
结论不变（Ｐ＜０．００１；Ｐ＝Ｏ．００７；Ｐ＝０．４００）。
基线调查时，７７．９％调查对象报告于调查前的１
个月里在某些场所中发现有人吸烟；随访时，仅

学校

１５

朋友家里

看型毫金览攀
场所数（±ｓ０

５３４

２．７（０．５）一５１．８＜０．００１

６７．０（１．２）８１９ ６１．３（１．４）一８．５

２－０５±ｏ．０４
厶ｗ上ｖ‘ｕ’

Ｏ．００２

１．３９±ｏ．０３－３２．２＜０．００１
ｌ‘３７上ｕ’ｗ

每天被动吸烟时间（ｍｉｎ）。
基本没有暴露

７６２

４８．２（１－３）９８７

６０．５（１．３）一＜０．００１

ｌ～

５３９

３５．１（１．３）４５８

２９．３（１．２）一

２１～

１４４

９．２（０．８）１１０

６．８（０．７）一

＞６０

１２０

７．５（０．７）

３．４（０．５）一

５７

注：括号外数据为构成比，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４限在当前不
吸烟者中分析，基线时不吸烟者为１５８１人，随访时为１６３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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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场所的控烟要求仍较为宽松，只要求拥有５０个以
讨

论

上餐位的经营』生餐饮场所设置无烟包厢。调查中餐

本文通过比较杭州市三城区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与

饮场所的二手烟暴露情况最为严重，随访调查时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开展的两次社区居民横断面调查数据，
观察《条例》施行前后城区居民烟草致病知识、吸烟

有下降，但幅度不大。一些控烟立法的反对者提出，
尽管公共场所或工作场所的控烟立法可以在这些场

和二手烟暴露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相隔约两年

所中保护不吸烟者，但是有可能导致吸烟者回家后

半的时间，居民烟草致病知识知晓率提高，男性当前

增加吸烟量，反而增加家庭成员的二手烟暴露。然

吸烟率降低，在多类场所中看到有人吸烟的比例下

而，欧洲国家的调查结果否定了这种担心ｎ ５Ｉ。在我

降，个体被动吸烟时间减少。

们的调查中，家中的二手烟暴露在《条例》施行后也

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在中国人群中开展的ＩＴＣ

有所下降。

调查曲，１０１及２０１０年开展的ＧＡＴＳ调查ｎ＇”３结果相比，

国外研究显示，控烟立法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二

杭州市城区居民烟草致病知识的知晓率在《条例》施

手烟暴露，还可以增加吸烟者尝试戒烟的努力，降低

行前已高于中国人群一般水平。可能由于杭州城区

吸烟率ｎ ６’”］。本次调查中，杭州市城区居民随访时

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本次调查对象中＞５０％

的当前吸烟率较基线时下降了２１．ｏ％。相比之下，

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在《条例》施行前后，全市

我国１５。６９岁人群的标化当前吸烟率，２００２年为

范围配合有大规模、多渠道的宣传活动，增加市民对

２８．５％，２０１０年为２７．９％，下降幅度并不明显…。

烟草危害及《条例》本身的认识。结果显示，随访调

一些国外研究显示ｎ ８’１９］，严格的控烟立法施行

查时烟草致病知识的知晓率较基线时有进一步的提

时间越久，人们有机会体验这类政策带来的好处，初

高，但仍不及一些发达国家成年吸烟者在１０年前的

期的负面情绪可以逐渐减弱，包括吸烟者在内的人

知晓率水平ｎ ２｜。居民对吸烟致肺癌的知晓率普遍较
高，接近发达国家人群水平，但对吸烟致其他疾病的

们对这类政策的支持度和依从性会逐渐改善，更有
可能将无烟规则延伸到家中，提示政策本身可以改

知晓率普遍较低。

变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们可以逐渐习惯新的行为规

２０１０年开展的ＧＡＴＳ中国调查显示ｎ·”】，过去

则。可能是出于社会可接受性的考虑，近年来修订

ｄ在各类场所中有人吸烟的情况为餐馆（８８．５％），

施行的包括杭州市《条例》在内的中国多个城市的

政府办公楼（５８．４％），医疗卫生机构（３７．９％），学校

控烟立法，禁烟范围仍然有限，距离ＦＣＴＣ的要求的

（３６．９％），公共交通工具（３４．１％），工作场所（６３．３％）

“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

和自己家中（６７．３％）。《条例》施行前，杭州市各类场

具全面禁烟；且工程技术方法，例如排风、换气和使
用指定吸烟区，不能避免接触烟草烟雾”还有相当

３０

所二手烟暴露情况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达国
家的研究证据显示，控烟立法可以有效降低二手烟
暴露ｎ…。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在我国国家级法律法

距离ｂ，“。随着人们对当前立法的接受度的提高，期

规的个别条款或细则中以及很多城市的禁烟立法或

家级控烟立法的制定和出台。

待各城市进一步修订施行更严格的立法，也期待国

规定中，医疗机构、学校和公共交通工具的部分区域

本文分析是基于ＣＩＨ项目的基线和随访调查，

已被列为禁烟场所。２０１０年施行的《条例》中进一

局限于杭州市三个城区。尽管如此，三城区的居民

步扩大了这三类场所的禁烟范围。因此，调查中这

样本是通过随机抽样获得，人群代表性好，可以一定
程度反映杭州市中心城区的情况。《立法》在全市范

三类场所的二手烟暴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其他几类
场所，且在《条例》施行后进一步下降的幅度也最明
显。政府办公楼虽然不在全面禁烟范围，但是发挥
表率作用，下降也很明显。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
位的办公室，单位的办事大厅、营业厅、礼堂、食堂等
场所属控烟范围，即室内区域可按规定要求划定吸
烟区或设置专用吸烟室，吸烟区或者专用吸烟室以

围内施行，同城中无法设立平行对照组，而不同城市
之间又较难实现可比的分析。本文采用自身前后对
照分析，同时与全国同期水平进行比较。要评价杭
州市控烟立法对居民行为及相关健康结局的长期影
响，还需要长期、定期的开展横断面调查及收集人群
疾病和死亡监测数据。

外的区域禁止吸烟。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作场所的

（感谢杭州市、下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卫生局对项目工作的大

二手烟暴露也表现出一定幅度的下降。《条例》对餐

力支持，感谢杭州市、下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项目人员及全体调查员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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