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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居民吸烟行为调查分析

*

韩萍萍，杨金侠 △ ，王 涛，江 洁
（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 目的： 了解合肥市居民吸烟行为的现状，以期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控烟干预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方法： 在
合肥市蜀山区、庐阳区的四个街道，采用随机简单抽样方法，抽取 15 岁以上的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收集调查问卷
938 份，有效问卷 905 份。结果： 调查对象吸烟率为 32. 04% ，其中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吸烟率； 吸烟者以在室内吸烟为
主，占 78. 28% ； 有 48. 97% 的吸烟者曾有三次及以上的戒烟行为。讨论： 居民对烟草危害认识不足，公共场所禁烟没有
得到执行，烟民难以获得戒烟相关知识。建议： 加大监管部门对公共场所执法力度，加强对居民控烟教育，进行吸烟社会
文化反转，提高戒烟服务的可及性，以减少居民在室内及相关禁烟场所吸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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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ing the residents' behavior of smoking in Hefei． / Han Ping-ping，et al． / / The Chinese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us of residents' behavior of smoking in Hefei，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ref-

erences for intervening behavior of smoking． Methods Samples were chosen from residents over 15 years old in four districts of
Hefei City with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and surveyed with questionnaire． 938 cases of questionnaires were finally obtained． Results The rate of smoking was 32． 04% ，among which the rate was higher in male group than that in female group． 78．
28% of them smoked indoors． 48． 97% of them had undergone more than three times of smoking cessation． Conclusion Residents
had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hazard from tobacco． Smoking in public must be forbidden． And education on smoking control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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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食品企业的监督管理，要求企业建立

事件的发生． 应该是政府和专家共同关注 3． 6

一整套从危害分析到制定预防性措施，再

的问题。
到召回和追溯等纠正措施的管理计划，如 3． 4 强化源头管理，对分散的食品生产
危害分 析 和 关 键 控 制 点 （ HACCP 体 系） 农户和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加强宣传教

积极开发快速、灵敏的检测技术，如

高效液相色谱技术； 加强对新型食品添加
剂，尤其是复合添加剂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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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我国由吸烟导致的相关疾病死亡人数已超过了由艾滋

相关指标及定义

1. 3

病、肺结核、交通事故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占全部死亡的
12%

［3］

吸烟者： 过去吸烟达到 100 支； 现在吸烟者： 调查时过去

。为了控制烟草带来的危害，中国在 2003 年签订《烟

30 天内正在吸烟的人。

草国际控制公约》，然而目前我国控烟措施与国际公约要求存
［3］

在差距

统计分析

1. 4

，为了加快控烟步伐，今年，我国首次把“公共场所全

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剔除无效问卷，采用 EpiData3. 1 软

面禁烟”纳入十二五规划中。为了对合肥市开展控烟和提高

件进行双录入，采用 SPSS13. 0 进行分析。

控烟成效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合肥市居民吸烟行为和戒烟情

2

况等做了调查分析。

2. 1

1

结

果

一般情况

资料与方法

本次共收集有效问卷 905 份，其中男性占 59. 78% ，女性占

研究对象

40. 22% ； 年龄范围为 15 ～ 100 岁，平均年龄 34. 12 岁； 主要以

1. 1

在合肥市蜀山区、庐阳区的四个街道，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居多，占 48. 07% 。

抽取 15 岁以上的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调

2. 2

吸烟情况

查问卷 960 份，回 收 问 卷 938 份，有 效 问 卷 905 份，有 效 率

2. 2. 1

调查人群吸烟率为 32. 04% ，男性吸烟率为 50. 09% ，女性

96. 48% 。

为 5. 20% ，男性吸烟率明显高于女性（ P＜0. 05） 。吸烟率以小

调查方法和内容

1. 2

不同特征人群吸烟率

采用自我管理式问卷调查法。本次调查以街道为单位，采

学文化程度的人群为最高，吸烟率为 49. 28% ，其次为初中文

用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共涉及到 4 个部分，分别

化程度人群吸烟率为 46. 34%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吸烟率

为人口学特征、吸烟情况、控烟态度及其他。

越来越低，大专及以上人群吸烟率最低，为 20. 46% 。见表 1。
表1

不同特征人群的吸烟率（ n = 905）

调查人数

吸烟人数

吸烟率（ % ）

男性

541

271

50. 09

女性

364

19

5. 20

小学及及以下

69

34

49. 28

初中

205

95

46. 34

高中

196

72

36. 73

大专及以上

435

89

20. 46

调查内容
性别

文化程度

吸烟的主要场所

2. 2. 2

表3

调查的吸烟者中有 78. 28% 的人主要吸烟场所为室内，有
38. 97% 的吸烟者主要吸烟场所为家庭，
39. 31% 吸烟者主要的

经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过烟。见表 2。
表2

人数

近一个月吸烟的主要场所
室内，家里

113

38. 97

114

39. 31

室外

63

21. 72

0. 000

57. 440

0. 000

合肥市居民吸烟主要场所及戒烟情况
人数

构成比（ % ）

是

178

54. 10

否

151

45. 90

是，在 1 个月内

52

15. 81

是，在 6 个月以内

70

21. 28

是，但要在 6 个月以后

37

11. 25

否，无戒烟打算

170

51. 67

是否有戒烟打算

构成比（ % ）

室内，工作场所

200. 982

调查内容

合肥市居民吸烟主要场所及戒烟情况

调查内容

P

到目前为止你是否戒过三次及以上的烟

吸烟场所为室内公共场所，仅有 21. 72% 的吸烟者主要的吸烟
场所为室外。在调查的 290 名吸烟者中，超过一半的吸烟者曾

χ2

3
3. 1

结

论

烟危害认知与吸烟呈负相关
本次调查的居民吸烟率为 32. 04% ，男性吸烟率低于 2002

是否在禁烟的公共场所吸过烟
是

170

58. 62

［4］
年全国人 群 男 性 吸 烟 率 66. 0% ，为 50. 09% ； 女 性 则 高 于

否

120

41. 38

2002 年全国人群女性吸烟率 3. 08% ［4］ ，为 5. 20% 。这表明随

2． 3

戒烟情况及态度
在调查的吸烟者中，有 54. 10% 的曾经戒烟三次及以上，

着社会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相关教育，人们对于吸烟的危
害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针对男性的吸烟健康有害的宣传，男

目前有 48. 33% 表示有戒烟打算，有 51. 67% 吸烟者没有戒烟

性对于吸烟危害认识不断加强，使其吸烟率有下降趋势，然而

打算。见表 3。

对于女性吸烟的宣传教育有所忽略，女性吸烟率呈上升趋势。

· 72·

因而在以后的吸烟健康教育中应加大女性吸烟危害方面的宣

提高戒烟服务的可及性

4. 2

传，预防女性吸烟。调查研究显示文化程度与吸烟呈负相关，

英国从 1999 年通过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社区诊所等开展免

提示文化程度越高，居民对于烟草的危害性了解也越多，从而

费戒烟服务，服务开展十年帮助上百万年人成功戒烟，吸烟率

对吸烟有较强的抵制。

从 28% 降到 21%

3. 2

烟民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不足及合肥市控烟执行不力

［5］

［6］

覆盖了 41 个州

。美国 2007 年治疗烟草依赖的医疗报销

，而目前合肥市还没有一所医院开展有关戒

本次调查的吸烟者吸烟的场所主要是室内，以家庭和室内

烟的科室或是可以提供戒烟帮助的相关医院或专业医生。因

工作单位为主，占总数 78. 28% ，超过一半吸烟者曾在禁烟的

此迫切需要相关部门建立免费的戒烟热线，或可以提供戒烟帮

场所吸过烟。这说明一方面合肥市吸烟人群对于主动吸烟的

助的相关机构。如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戒烟门诊，或有专

危害及被动吸烟危害认识不足； 另一方面是合肥市在公共场所

门的医务人员可以向烟民提供相关戒烟帮助。烟草依赖作为

禁烟相关法规没有严格的执行。合肥市在 1996 年就颁布了

一种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疾病列入

《合肥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2011 年

［7］
国际疾病分类（ ICD－10，F17. 2） ，因此可以把戒烟服务纳入

5 月卫生部也颁布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以下

到政府健康保健服务中。

简称《细则》） ，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目前合肥市到现

4. 3

吸烟的社会文化反转
社会文化反转 （ Denormalization） 系指改变吸烟的社会规

在没有任何人或单位因为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而收到

［8］

过罚单。这就导致吸烟者无所顾忌的在家庭和公共场所吸烟。

范

而且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合肥市很多居民并不知道卫生部及合

化反转通过广泛而持久的媒体及健康教育宣传，并深入到社会

肥市颁布过相关的公共场所禁烟法规。这样让很多居民都不

各个阶层，使人们对吸烟从错误认识走到正确认识，如认识到

知道的法规，自然也很难让居民去遵守和执行。

吸烟不是成熟的表现，也不是很酷的行为，而是严重损害自己

3. 3

戒烟服务可及性差，缺乏戒烟环境支持

。在我国吸烟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而社会文

和他人健康不文明的行为。并通过相关的禁烟法规，使人们意

有 54. 10% 的吸烟者曾有过戒烟三次以上行为，说明吸烟

识到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一种不道德、违法的行为，最终经过长

者中多数有戒烟的意识和戒烟的行动，但是真正成功戒烟却很

期的努力，把人们对吸烟的看法从一种正常行为的社交礼仪转

低。一方面是由于戒烟者缺乏戒烟相关的知识，而且难以寻求

变为不正常的行为。社会文化反转需要媒体舆论及政府政策

到戒烟相关医疗帮助或戒烟相关知识，戒烟者往往半途而费，

的长期、持久的导向作用。

另一方面缺乏环境支持，虽然戒烟成功，但我国历来把吸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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