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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广告法》烟草广告条款执行情况调查

许桂华 赵娜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摘要

目的：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并于 9 月 1 日正式生效。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

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为评估《广告法》实施半年后，禁止烟草广告条款的实施情况，了解烟草销售点的

烟草促销情况，为工商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提供依据、意见和建议，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对 11

个城市的烟草广告情况做了调查。

方法：在 3 月 1 日-4 月 1 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组织对北京、上海、深圳等 11 个城市

的烟草销售点、公共场所、户外街区进行调查。

结果：

1. 烟草销售点的烟草广告情况：在调查的 11 个城市中，所有城市均发现烟草销售点有

烟草广告，有 46.8%的烟草销售点有烟草广告，烟草广告形式以店内张贴最多；

2. 11 城市中，仅张家口未发现烟草销售点有促销行为外，其他 10 城市中均发现有促销

行为。

3. 70%烟草销售点没有摆放对未成年人禁售烟草的标识。

4. 所有城市烟草销售点均发现有青少年进店，其中，有 17.6%的烟草销售点发现有

青少年进店；有 9.7%的青少年进入购买卷烟，有 68.3% 被拒绝。

5. 城市户外烟草广告情况： 7 个城市未发现有户外烟草广告，4 个城市发现有户外烟

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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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公共场所烟草广告情况：11 个城市中，上海、深圳 2 个城市未发现烟草广

告，9 个城市的公共场所发现有烟草广告

结论

《广告法》实施后，烟草广告得到遏制，但是在烟草销售点外，烟草广告和促销仍

然存在。

NGO 推动中国控烟运动的实践（摘要）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李金奎

【目的】围绕 MPOWER 控烟政策，开展形式多样的控烟履约倡导活动，以求推动中国控

烟进程。

【方法与结果】

亮点之一就是高层倡导：通过动员两会代表/委员，配合媒体宣传，推动控烟政策出台。

连续 10 年共向两会代表/委员提出控烟政策建议达 102 条。涵盖议题包括全国控烟立法、国

家控烟规划、履约机制、政企分开、公务用烟、图形警示上烟包、修订广告法、慈善法、禁

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无烟影视、加强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及披露

等十几个方面。通过对政策制定者的倡导，在北京无烟条例的制订和实施，“全面禁止烟草

广告”纳入新《广告法》，将“禁止烟草赞助”纳入新的《慈善法》，推动烟草税价联动各

方面政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亮点之二是通过媒体倡导：大力开展控烟健康传播，营造社会氛围。首先是建立了媒体

联盟，截至 2015 年底，新探与国内 70 多家媒体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媒体合作网络。其

次是主动进行议题设置，为媒体提供控烟热点议题。三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结合资源优

势开展宣传。

亮点之三是通过多种形式，倡导控烟理念，普及烟草危害知识。通过组织大型公众巡展

活动、无烟环境倡导活动、开展控烟讲座、组织群众开展控烟文艺活动，大力的宣传烟草危

害。

亮点之四是利用全国志愿者开展控烟工作。为控烟志愿者搭建交流平台，举办控烟志愿

者经验交流会。目前，参与新探控烟活动的志愿者团队有 11 支团队，个人志愿者近 300 人，

成为控烟的重要力量。

亮点之五是采取法律行动，通过烟草诉讼，推动控烟政策的出台。与公益律师合作，拿

起法律武器，推进广告法修订进程，先后 30 多次对烟草广告及变相广告进行投诉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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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控烟工作是“组合拳”，是世卫组织提出的 MPOWER

措施和理念在中国控烟工作中的具体实践，事实也证明这些策略措施非常有效，对中国控烟

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其他领域的健康促进工作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016年北京市控烟工作开展情况及效果分析

徐晓莉 黄剑辉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在北京市实施《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一年以来，采取了以宣传、监督执法、暗

访、戒烟大赛等多种形式的控烟举措，初见成效。2016 年北京市 15 岁及以上成人现在吸烟

率（22.3%）比2014年（23.4%）下降4.7%；2016年北京市室内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为（20.0%）

比 2014 年（35.7%）下降 44.0%；北京市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

酒吧/夜总会（80.3%）、餐馆（32.5%）、中小学校（室内外）（19.1%）、政府大楼（10.8%）、

医疗机构（6.2%）；2016 年北京市 16.8%吸过烟的人现在不吸烟；2016 年北京市限额以上批

发和零售企业卷烟商品销售总量 9384965.80 万支，比 2015 年（10200395.16）下降 8.0%。

2005-2015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烟草流行状况

郭欣 1，2，徐文婕 1，夏志伟 1，花晨曦 1，白承续 1，张鹏程 2

1．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掌握北京市中、小学生 2005—2015 年吸烟行为和被动吸烟的情况，

为北京市中小学生控烟工作效果的初步评估和有效的开展学校控烟工作提供参考资料和依

据。 方法 将北京市中小学校的分类及其组成作为抽样框架，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

位（PSU）、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的二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

2010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6 次使用“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监测调查问卷”对学

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北京市中、小学生尝试吸烟率 2005 年为 15.65%，

2008 年为 17.79%，2010 年升至 21.53%，2011 年为 15.15%，2013 年为 12.00%，2015 年降

至 9.41%；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为“好奇”，“缓解压力”和“其他”；北京市中、小学生现

在吸烟率 2005 年为 4.97%，2008 年为 6.88%，2010 年升至 7.09%，2011 年为 4.66%，2013

年为 4.25%，2015 年降至 3.26%；6 次调查结果显示尝试吸烟率及现在吸烟率男生高于女生、

职业高中显著高于普通高中，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升高，在 13 岁和 16 岁尤为明显；所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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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的主要来源为“自己买”和“别人给”。 结论 2005—2015 年，北京市中学生尝试吸

烟率、现在吸烟率均有所下降，但职业高中学生吸烟行为仍然较严重。

初中生尝试吸烟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徐伟 奚艳华 任文军 龚涛

上海市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本文通过探讨初中生尝试吸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学生烟草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采用概率比例规模（PPS）抽样的方法，抽取静安区 6 所初级中学的 36 个班共 1245 人

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GYTS)标准问卷，问卷内容包括：烟草使用、二手

烟暴露、烟草制品获得与价格、控烟宣传、烟草广告和促销、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等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在调查的全部初中生中，学生尝试吸烟率为 4.9%，男性尝试吸烟率（5.6%）

高于女性（4.2%）。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与许多影响因素有关，本研究结果发现，年级（年

龄）、吸烟对人的形象吸引力、未来将会使用烟草态度、社交场合中对吸烟态度、朋友吸烟

与否、学校建筑内外是否见到老师吸烟、零售点看到烟草广告、电视节目中见到烟草品牌、

互联网中烟草广告以及是否拥有印有烟草产品物品等与青少年尝试吸烟密切相关。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朋友吸烟、吸烟更有吸引力与否、物品印有烟草产品品牌、电视节目

中看到烟草品牌等 4个因素是青少年尝试吸烟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研究表明，青少年

尝试吸烟行为不容乐观，制定积极有效的综合防护策略和干预措施刻不容缓。

2010 年-2014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辖区脑卒中新发病例吸烟

情况趋势与分布

柳红梅
1
，刘明法、倪明、王亭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疾控中心，天津市塘沽嘉顺路 575 号 300450

摘要：目的 分析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脑卒中新发病例吸烟情况趋势与分布。方法 以

2010-2014 年塘沽脑卒中发病报告病例为基础数据，应用 ICD-10 进行脑卒中分型，描述脑

卒中不同年龄性别的吸烟情况，分析不同类型脑卒中吸烟构成的变化，计算构成比。结果 塘

沽脑卒中男性吸烟构成高于女性，男性人均吸烟构成比为 45.26%，女性为 13.16%，合计为

32.38%，分别高于 2010 年塘沽全人群吸烟情况调查结果：男性吸烟率 38.02%、女性 6.72%、

合计 21.89%；。合计已戒烟者人均构成为 12.23%，高于 2010 年塘沽调查合计戒烟率 7.90%；

脑卒中男性不吸烟者呈上升趋势，吸烟者呈下降趋势，已戒烟者呈下降趋势。女性不吸烟

者呈下降趋势，吸烟者呈上升趋势，已戒烟者呈上升趋势；（P＜0．05）；不同年龄组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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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发病例男性吸烟平均构成比均高于女性；（P＜0．05）；男性中老年组吸烟构成最高；

女性老年组吸烟构成最高；除外未特指类型脑卒中，其它各类型脑卒中吸烟情况与总体男、

女性脑卒中吸烟情况一致或基本一致，（P＜0．05）。结论 脑卒中吸烟构成比仍比较高，应

重点加强男性中老年组，女性老年组的戒烟干预。

2015 年青岛市归因于吸烟的癌症疾病负担研究

綦斐 1，徐震世 2，贾晓蓉 1， 林鹏 1， 耿梅云 1， 王亚妮 2， 李善鹏 1

【摘要】 目的 分析青岛市 2015 年归因于吸烟的癌症疾病负担，为进一步控烟策略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 利用青岛市 2015 年人口数据、死因监测数据，以吸烟影响比表示吸烟的

暴露分布，估计归因于吸烟的癌症死亡人数及其造成的期望寿命损失。结果 青岛市 2015

年 12 种吸烟相关癌症的死亡数为 14238 人。归因于吸烟的癌症死亡数为 4148 人(占癌症总

死亡人数的 29.13%)，其中男性 3195 人（33.00%），女性 953 人(20.92%)。死亡人数伴随年

龄组增大呈现上升趋势，在 45-49 岁年龄组明显增加，在 60-64 岁年龄组达到顶点。在与吸

烟相关的癌症中，吸烟归因分值最高的 5种癌症依次为肺癌(60.04%)、鼻咽癌(37.95%)、口

腔癌(35.41%)、食管癌(35.14%)和膀胱癌（14.93%）；归因于吸烟的死亡数最高的 5 种癌症

依次为肺癌(3122 人)、肝癌(339 人)、食管癌(293 人)、胃癌(185 人)和胰腺癌（55 人）。

青岛市居民归因于吸烟的癌症死亡所导致的期望寿命损失为 0.87 岁，其中男性 1.19 岁，女

性 0.45 岁。结论 青岛市居民归因于吸烟的癌症疾病负担较重，降低吸烟率，保护不吸烟者

免受二手烟污染等控烟措施势在必行。

部分控烟立法城市依法建设无烟医院问题分析

王卉呈 1 熙子 2 闫睿 2 李欢 2 杨杰 2*

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 bjyangjie@163.com

目的：了解我国控烟立法城市医疗卫生场所执法状况和问题。方法：选取五个控烟立法

城市，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法获得医院内

无烟环境现况信息，包括医院内禁烟制度的开展和组织形式、禁烟标识张贴、吸烟、劝阻等

情况。对控烟工作监督执法人员及医院管理者进行个人深入访谈，获得其对城市控烟法律立

法和执法情况、医院落实控烟法规的现况和态度、有关问题的深入分析等有关信息。结果：

本次调查共对 5个城市的 37家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了调查，通过现场观察，发现门

诊区域的违法吸烟现象高于病房。19名控烟有关人员个人深入访谈表明，多数医院对于控

烟工作是重视的，但医院对全面无烟落实情况参差不齐，控烟执法工作也存在诸多困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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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院需要进一步加强有关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的培训及宣传工作，执法部门应采用多种办

法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的控烟执法工作。建议加强无烟环境布置，包括禁烟标识的张贴到位，

建立可行的医院内控烟制度，对重点地段、场所加强监督员或巡视员的工作力度；加强医院

内控烟执法力度，鼓励公众利用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开展有效的媒体传播宣传活动；促进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戒烟门诊等相关服务；重点场所可以使用相关技术手段等,如在容易出现违

法吸烟的地点,如男卫生间、楼梯间等安装烟雾报警器等。

肿瘤防治咨询者知晓北京市控烟条例的调查分析

龙东波，贾漫漫，杨军，陈元立，常鹄，单新，付凤环，邹小农*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北京 100021

*通讯作者

目的 了解居民对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内容的知晓度。方法 用统一培训、匿名和面对

面方式，对参加肿瘤防治咨询现场活动的人员进行控烟条例知晓的调查。结果 共有 396

人完成调查，其中 35 岁以下 125 人，35～49 岁 132 人，50～59 岁 80 人，60 岁以上 56 人。

调查对象知晓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总评分为 80.82。其中，35 岁以下组和 60 岁以上组的

知晓评分（87.09 和 83.36）高于 35～49 岁组和 50～59 岁组（77.55 和 74.85）；受教育程

度为本科和研究生组的知晓评分（84.45 和 85.55）高于高中及以下组和大专组（77.45 和

78.65），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意义（P<0.05）。调查对象条例内容知晓率较低的有 4 项，包括

违反条例形式的处罚规定（48.7%）、开始实施日期（68.2%）、室内禁止吸烟场所（78.3%）

和室外设置吸烟区的条件（79.8%）。调查对象中，知晓北京市所有禁止吸烟的室内场所、室

外场所、设置室外吸烟区条件和禁止烟草广告等相关行为的比例分别为 65.91%，47.22%、

34.09%和 50.51%；现在吸烟者中，知晓所有室外禁烟场所和室外吸烟区设置条件的比例

（36.36%和 30.30%）低于非吸烟者（51.28%和 36.75%），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调查对象知晓所

有室内禁烟场所、室外设置吸烟区条件和禁止烟草广告等相关行为的比例（59.69%，31.01%

和 42.64%）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73.21%、48.21%和 64.29%）。 结论 部分居民对北京市控

烟条例缺乏全面了解，尤其是对实施禁烟的场所和违反条例行为的处罚规定知晓不足。

我国“无烟环境立法”媒体倡导研究

张莹 靳雪征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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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我国“无烟环境立法”媒体表现的现状与问题，为国家级“无烟环境立法”

媒体倡导提供策略建议。

方法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 2014 年 1 月-6 月对“无烟环境立法”议题进

行的舆情监测数据，即以《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发布后所产

生、引领的全国或地方关于无烟立法的表现，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无烟立法报道的内容、结

构等传播要素进行分析。

结果 从信源上看，“卫生主管部门”和“官方控烟机构”(占比之和 53%)在无烟立法事

件中起主要引导作用；综合类网络媒体和都市类媒体(64%)是议题输出的主要媒体渠道；控

烟报道的主要倡导对象是政府决策部门(52%)；积极和中性报道的数量高达 91%，但消极调

性的报道的平均转载率最高；首发报道数量最多的议题为“法规介绍”(48.4%)、“法规制

定”(42.2%)和“立法呼吁”(26.9%)。

结论 进一步提升媒体和记者对控烟议题传播的参与度，增加以公众为倡导对象的新闻

文本，丰富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说服方式，将无烟立法议题在更大的社会圈内引发共鸣。

《广告法》限制下烟草广告对上海市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

尉艳霞，郑频频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 20030

目的：本研究分析在新《广告法》规范下，烟草广告对上海市大学生吸烟行为和其去烟

草业工作意愿的影响，探讨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市 65 所本专科院校中

抽取全日制在校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吸烟行为、去烟草

公司工作意愿、烟草广告暴露、心理状态、环境影响、控烟措施等。

结果：最终有效问卷数 4746 份。大学生烟草广告暴露率为 94.6%，其中销售点广告、

新媒体广告、软性植入和烟草业赞助暴露率分别为 46.2%、52.9%、91.0%和 2.5%。控制其他

影响因素后，烟草广告暴露对大学生吸烟行为和毕业后去烟草公司工作意愿均有显著性影响。

学校是否开展控烟教育（OR=1.45,95%CI 1.12-1.87,P<0.01）和控烟活动(OR=1.94,95%CI

1.43-2.63,P<0.001)，周围同学中是否有人抽烟（OR=1.64，95%CI 1.21-2.22,P<0.01）、家

人是否抽烟（OR=1.67,95%CT 1.24-2.27,P<0.01）、是否看到新媒体社交平台上的控烟内容

(OR=2.04,95%CI 1.49-2.78,P<0.001)和抑郁症状均可影响大学生对烟草广告的接受度。

结论：烟草广告在有限的空间内不仅能够增加大学生吸烟率，而且会吸引到优秀人才为

烟草业服务。今后控烟工作需要一方面不断完善执法，杜绝各种变相广告，另一方面实施有

效控烟措施降低大学生对烟草广告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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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A/ICS吸入治疗对老年中重度吸烟/戒烟 COPD患者

.的疗效观察

吴旭 1 符翠萍 1李善群 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 李善群 上海 200032

通讯作者 李善群 邮箱:18616880856@163.com

【摘要】 目的：观察 LABA/ICS 吸入治疗对老年中重度吸烟/戒烟 COPD 患者的疗效。方

法：选取 2013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和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老年科就诊的 174 名稳定的老年中重度吸烟/戒烟 COPD 患者。分成吸烟治疗组与已戒烟治

疗组，两组均吸入福莫特罗/布地奈德（4.5 ug/160ug/吸，2 喷/次，2 次/天），共治疗 6 个月。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6 个月测定患者肺功能（FEV1 占预计值%、FEV1/FVC（%））、

检测血中 IL-8、TNF-α浓度，测定外周血有核细胞糖皮质激素受体 GR-αmRNA、GR-βmRNA

百分比，并进行圣乔治呼吸问卷评分。结果： 174 例中、重度吸烟/戒烟 COPD 患者完成 6

个月的研究期后，不符合研究方案或退出实验者 18 例，两组有效病例数共 156 例。已戒烟

治疗组 77 例，吸烟治疗组 79 例。 (1) 两组患者，与治疗前相比，治疗 3 个月、6 个月的

FEV1%、FEV1/FVC%逐渐上升（P<0.05）；治疗 3 个月、6 个月血中 TNF-α、IL-8 浓度均逐渐

下降（P<0.05）；治疗后外周血有核细胞 GR-αmRNA 表达水平逐渐上升，GR-βmRNA 表达

水平逐渐下降（P<0.05）；治疗后圣乔治评分逐渐下降（P<0.05）。（2）与吸烟治疗组相比，

已戒烟治疗组患者的 FEV1%、FEV1/FVC%治疗后上升的幅度更大；已戒烟治疗组 TNF-α、IL-8

下降的幅度更大（P<0.05）；已戒烟治疗组 GR-αmRNA 上升的幅度更大及 GR-βmRNA 下的

幅度更大（P<0.05）；已戒烟治疗组圣乔治评分下降的幅度更大（P<0.05）。结论： ICS/LABA

吸入都能够改善老年中重度吸烟/戒烟 COPD 患者的肺功能，减轻炎症反应，调节糖皮质激

素受体，改善生活质量，而且 LABA/ICS 对于已戒烟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吸烟治疗组的治疗。

戒烟治疗的方法和新进展

郭诗天 1，林 辉 1，池菊芳 2*

浙江大学绍兴医院

【摘要】 烟草已经成为人类健康所面对最大的可控危害因素，戒烟能降低癌症和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戒烟药物和治疗方法呈多元化发展，包括行为干预、戒烟门诊、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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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中医疗法、电子烟以及最新的尼古丁疫苗等，各种戒烟方式都有自己的潜力和特色。本

文对目前戒烟治疗的方法和新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戒烟人群寻得系统化的戒烟方法。

控烟立法与无烟环境

2016年北京市控烟工作开展情况及效果分析

徐晓莉 黄剑辉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6 年是北京市实施《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个年头，在大

力开展控烟宣传的基础上，坚持依法控烟，社会共同治理，建设无烟健康环境。现将 2016

年控烟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效果进行分析。

1.控烟活动开展情况

1.1 控烟宣传

2016 年策划刊发控烟增刊《健康》2 万本，印发控烟海报、禁烟标志和提示卡等 22 万

张，在 300 个公交车站、200 辆公交车、80 个地铁站台以及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

北京客运段和首都机场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公交车站、公交车和地铁站台有效宣传

受众达到 7579 万人次。

1.2 监督执法

2016 年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共出动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190510 人次，共监督检查 95255

户次，发现不合格单位 5547 户次，责令整改 5118 户次，共计做出行政处罚 433 件，罚款

127.2 万元；因个人违法吸烟做出卫生行政处罚 1970 件，罚款 10.405 万元。

1.3 控烟暗访

2016 年北京市各类公共场所中有禁烟标识的占 93.6%，既有禁止吸烟标识又有举报投诉

电话的占 85.1% ；发现有烟蒂的场所占 15.9%、有烟灰缸的场所 2.3%、有人员吸烟的场所

1.5%。

2016 年北京市出租车中无禁烟标识的占 73.3%，23.8%的出租车司机允许乘客在车内吸

烟，8.1%的车内有烟味，1%的出租车司机在车内吸烟。

1.4 戒烟大赛

2016 年健康北京戒烟大赛共有 656 人申报成功戒烟。戒烟大赛期间，16 家指定戒烟门

诊完成首诊登记 575 人次，门诊随访 303 人次，电话随访 878 人次，1 个月随访戒烟成功率

为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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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戒烟干预

2016 年北京市戒烟门诊达到 70 家。其中 29 家门诊为 7722 人提供包括药物治疗在内的

完整戒烟服务。

1.6 控烟志愿者活动

2016 年北京市有控烟志愿者 12566 人，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1196 次，巡查各类公共场所

13210 户，张贴控烟标识 36569 张，累计服务 62273 个工时。

类公共场所 13210 户，张贴控烟标识 36569 张，累计服务 62273 个工时。

2. 控烟效果

2.1 吸烟情况

2016 年北京市 15 岁及以上成人现在吸烟率为 22.3%，每日吸烟率为 19.2%，分别比 2014

年（23.4%、20.7%）下降 4.7%和 7.2%。

2.1.1 性别分布

男性现在吸烟率为 41.4%，女性为 2.0%，男性高于女性。

2.1.2 年龄分布

50～59 岁年龄组现在吸烟率高于其他年龄组。50～59 岁男性、60 岁及以上女性现在吸

烟率高于同性别其他年龄组。

图 1 北京市 15岁及以上成人年龄别现在吸烟情况

2.1.3 地区分布

城市居民现在吸烟率为 19.9%，农村为 31.6%，农村高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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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手烟暴露

2016 年北京市室内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为 20.0%，比 2014 年（35.7%）下降 44.0%。

2016 年北京市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酒吧/夜总会（80.3%）、

餐馆（32.5%）、中小学校（室内外）（19.1%）、政府大楼（10.8%）、医疗机构（6.2%）。与

2014 年相比，医疗机构二手烟暴露率降低 51.6%；餐馆二手烟暴露率降低 50.5%。

2016 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工具二手烟暴露率为 2.5%，比 2014 年（3.9%）降低 35.9%。2016

年北京市排队等候的二手烟暴露率为 38.9%。

2016 年家庭二手烟暴露率为 37.6%，比 2014 年（39.8%）下降 5.5%，在各类场所二手

烟暴露中降幅最小。

2.3 戒烟情况

2.3.1 医生建议戒烟率

2016 年北京市 59.2%的现在吸烟者在过去 12 个月内收到医生的戒烟建议，与 2014 年

（58.9%）持平。

男性现在吸烟者在过去 12 个月内收到医生戒烟建议率为 61.1%，女性为 42.0%，男性高

于女性。

2.3.2 计划戒烟率

2016 年北京市 15.5%的现在吸烟者考虑在未来 12 个月内戒烟，比 2014 年（11.6%）上

升 33.6%。男性现在吸烟者考虑在未来 12 个月内戒烟比例为 15.6%，女性为 14.3%，男性高

于女性。

2.3.3 尝试戒烟率

2016 年北京市 23.2%的现在吸烟者在过去 12 个月内至少尝试过一次戒烟，比 2014 年

（22.3%）上升 4.0%。男性现在吸烟者在过去 12 个月内至少尝试过一次戒烟的比例为 22.8%，

女性为 31.1%，女性高于男性。

2.3.4 戒烟率

2016 年北京市 16.8%吸过烟的人现在不吸烟，其中男性为 15.9%，女性为 32.8%，女性

高于男性。

2.4 烟草使用

2016 年北京市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卷烟商品销售总量 9384965.80 万支，比 2015

年（10200395.16）下降 8.0%。

结论：《条例》在执行两年中，开展了大量有效的宣传活动，得到各部门的配合和北京

市民的广泛理解和遵守，取得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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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湖北省卫生计生系统控烟工作第二次暗访结果分析

余惠红 马丽娜 李玲 徐静东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 通过暗访调查，了解湖北省卫生计生系统控烟工作进展情况，为湖北省控烟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隐秘拍摄、填写问卷的方式对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暗访，从无烟

环境设置和执行情况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湖北省卫生计生系统控烟工作总体得分

较 2011 年上升，在百分制下，平均得分 81.22±14.89 分，但总体情况不乐观，不同地区的

同一类型机构和同一地区不同类型机构得分差别显著；医疗得分较低、室内吸烟现象严重、

禁烟标识设置不足、缺少室外吸烟区等方面的问题严重。 结论 湖北省卫生计生系统禁烟工

作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卫生计生部门作为控烟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应推动和完善控烟立法，

带头起表率作用，加大控烟宣传力度，加强控烟知识和能力培训，广泛开展控烟健康教育工

作。

黑龙江省公共场所控烟监督体系研究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张美玲王慧 吴宇晗 孙瑜 李艳君 陈琳

通讯作者:周红

摘要:主要研究黑龙江省的烟草控制情况,探索实施法制完善、政府倡导、对象履责、烟

民自律、监督有力、全民参与的共同管理、公共治理的公共场所控烟卫生监督体系,以优化

和改进黑龙江省公共场所控烟卫生监督体系,以其填补黑龙江省公共场所控烟卫生监督领域

学术研究的空白,为我国今后的公共场所控烟卫生监督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最终达到减少

和遏制公共场所烟草的危害,更好的履行卫生监督护卫健康的使命。

台湾的控烟立法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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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基金会执行长姚思远

台湾在 1997年就有「烟害防制法」，可说是当时国际烟害防制的模范生；WHO制定「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后，台湾也在 2005年批准通过 FCTＣ，并在 2007年由立法院三

读通过「烟害防制法修正案」，可惜只有部分符合 FCTC，自 2009 年 1月 11日执行「大部

分的室内公共及室内工作场所禁烟」、「烟品容器印制面积 35%的警示图文」、「禁止烟

品广告促销及赞助」，同年也增加烟品健康福利捐 10元。

尔后十年政府毫无依 FCTC 修法的行动，直至 2017年 4 月 21日通过、6月 12日开始

执行每包烟品微加税 20元。

2016年 7月国民健康署新署长上任，政府重现修法契机，但脚步缓慢。因此 125个民间

团体组成「台湾拒烟联盟」，推动符合 FCTC 的七大项修订：1.室内公共及工作场所百分百

全面禁烟；2.烟品容器正反面印制 85%警示图文并采素面包装；3.禁止烟商具名赞助并加重

违法罚款且增订累犯罚则；4.全面禁止危害年轻人的加味烟；5.所有烟品：包括电子烟、电

热式烟品或其他新兴烟品，同纳烟害防制法积极管制；6.禁烟年龄提高至 20岁；7.明文禁止

烟商干扰烟害防制政策。

民间团体版已在立法委员陈曼丽及柯志恩的支持与协助下送进入立法院；但政府版却被

执政党以未达成共识为由，决定要缓议，目前还滞留在行政院，「台湾拒烟联盟」如何继续

促请政府觉醒，扛起责任修法，是眼前最重要的任务。

国际烟商在台设厂之争议与影响

董氏基金会执行长姚思远

董氏基金会于 2015 年 7 月接获民众检举，发现日本烟商在中央及地方政府

护航，加上卫生主管机关刻意低调不作为的情形下，已核准并在台南开始建厂。

民间团体即对媒体揭露此事后，亦前往行政院陈情，赴日本财务省及外务省抗议，

并向监察院举发经济部及卫生福利部等失职。

2016 年在政党轮替后，烟商仍积极运作，民间团体也紧急在日本烟商向政府

施压，要求进行工厂参访时，召开记者会请求政府勿核发执照，然财政部竟漠视人民声

音，已于 2016 年 7 月核发烟制造业许可执照，民间团体更再次向行政院陈情。

尔后相关单位仅以公文轻描淡写回复将再研议，而该工厂现已开始产制烟品，并

以低价烟向年轻人营销。

面对烟商入侵，民间团体促请呼吁政府：1.成立专案处理小组，撤销已在台湾设厂生

产的国际烟商营运执照，并拟定适当的赔偿、补救措施，以杜争议。2.立即要求经济部直

接将「烟草制造业」列入「外国人投资条例」的禁止投资项目中。3.修订「台日投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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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将「烟品制造业」追加列入不予保护的行业别。4.财政部尽速依法完成台湾烟酒股

份有限公司释股，使政府退出烟草制造业。

跨国烟商的影响力无所不在，绝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也绝不能只依赖政府的力量，

更需要的是大中华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参与、努力与坚持。

台湾的青少年烟害防制倡导-以张钧宁「拒烟最魅力」计划为例

董氏基金会烟害防制中心主任林清丽

董氏基金会烟害防制中心专员吕姿毅

董氏基金会终身义工陈淑丽

2017年台湾青少年烟害防制倡导以「拒烟最魅力」为中心思想，邀请形象聪慧、时尚、

健康，在两岸有高知名度的艺人张钧宁担任代言义工，先执行全面性影音及平面拍摄，再以

张钧宁「拒烟舞士」身份进行「拒烟最魅力」的全台校园倡导及社会公益传播。

运用同侪力量及建立氛围的方式，设计「拒绝烟害、烟瘾掰掰、最爱自由、魅力展现、

力劝亲友」等拒烟5式，鼓励学子们表态成为「拒烟舞士」。

经过精心设计及录制的系列文宣、电视广告以及8分钟校园短片，不只规划执行电视与

电台的公益播出，也有报纸及杂志的公益刊登，加上网络与脸书的推播，在校园内与社会中

均建立「拒烟最魅力」的公益氛围，主动挑战「女孩及男孩们」的思维，破除「吸烟可以减

肥？」、「吸烟只是个坏习惯?」的迷失，还有「电子烟不是烟、电子烟无害？」等烟商黑

白说的误导。

同时直接将人型立牌、海报及单张等配送至4030所学校，还有394处卫生局所，加上县

市教育相关机构等总计全台超过4600处通路直接展示与倡导。

为激发青年学子拒烟的群体动力及创意，再推脸书「拒烟舞士-在我班」表态活动，透

过小学及国高中生的全班同学集体合作，直接参与、主动露面学生达一万人。此外，张钧宁

于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当天与1,800位高中同学一起~呼吁「拒烟最魅力」!

无烟环境社会共治中企业的参与机制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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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劝阻违法吸烟 36 计”为例

李彤 1鹿晓 12 李金奎 1 谢羽 2吴宜群 1 王克安 1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

目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吸烟人群超过 3亿，另有约 7.4 亿不吸

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为了保护公民免受烟草烟雾危害，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

国生效以来，已有超过 18 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无烟立法。如何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合理

配置社会资源，形成更有效的执法及监督模式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从他国经验来看，多

元主体社会共治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在我国，无烟环境社会共治初具雏形，但

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作为一个重要的主体角色在无烟环境社会共治中的参与程度和发挥作

用依然略显薄弱。本文以“劝阻违法吸烟 36 计”为例，分析了这一策略对企业及各种市场

主体参与无烟环境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以及促进作用，以期为进一步鼓励公众参与无烟环境

的创建，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方法

本文对“劝阻违法吸烟 36 计”的制定思路及有关指导进行梳理，依照社会共治的核心

要素，对无烟环境社会共治中各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职责及实现方式进行剖析和阐述。

结果

社会共治是多元社会主体在社会权利的基础下共同治理公共事务，通过协商民主等手段

发起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强调的是发挥社会各主体的责任意识，共同参与无烟

环境。根据无烟政策的相关方，可将社会共治主体分为：政府、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与第三

方监管力量（媒体、群众及非政府组织等）。各方主体在社会共治的框架下可以交织组成有

力的监管网络，确保无烟政策的有效实施。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应当

主动承担起对其劳动者、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积极协同政府和其他机构创建无烟环

境，保护公众免受吸烟及二手烟的危害。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在无烟环境的社会共治中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然而由于其种类多样，分布零散等问题导致其管理存在困难，同时由于企业

的逐利性，对无烟政策的消极执行也让无烟环境建设的进程受到影响。无烟环境的社会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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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一个各主体职责有机结合的高效体系，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作用的缺失可对无烟环境

的社会监督乃至无烟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传播起到极大的影响。

针对违法吸烟行为的劝阻是无烟环境创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劝阻既是宣传烟草危

害和无烟政策的一种行为载体方式，也是督促吸烟者摒弃吸烟习惯、建立戒烟行为的开端，

其实现需要政府、场所以及第三方监管力量的共同参与。从“劝阻违法吸烟 36 计”的逻辑

及实现看来，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在创建无烟环境中应当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社会共

治，更多的企业和市场主体能够和政府、公众与社会组织实现协商共赢。但是要实现这种共

治，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应当：

1、 建立态度：劝阻公共场所违法吸烟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更是场所经营

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暴露于二手烟的受害者，更是不应漠视，

甚至迁就、逃避。劝阻。只有劝告吸烟者遵守无烟法规，熄灭手中燃烧的卷烟，或者走

出室外，到指定的吸烟区吸烟才算劝阻成功；

2、 树立信念：劝阻吸烟要有自信、有勇气，因其旨在改变一种不良习俗；无论对

于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是一种双赢的行为。而劝阻的信心来自于对烟草烟雾危害的

知晓及对吸烟者吸烟成瘾的理解；

3、 融入技巧：劝阻者应当根据不同的场合及环境，以技巧策略赢得接受，而非在

劝导中一味地使用同一种劝导方式对所有的吸烟者进行无差别的劝导。

结论

“劝阻违法吸烟 36 计”通过系列手段为社会，尤其是企业及各种市场主体的经营者、

管理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劝阻公共场所违法吸烟行为的技巧，从而弥补目前无烟环境社会监督

的缺乏，促使企业更好的履行职责，融入无烟环境社会共治的环境中。让劝阻成为一件人人

能做、人人愿做、人人接受的行为。

西安市开展创建“无烟家庭”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探索与思考

姜乐

西安市健康教育所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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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西安市家中二手烟暴露率高达 32.0%。市卫计委开展“无烟家庭”宣传教育实践

活动，旨在提高群众控烟意识，降低家庭二手烟暴露水平，实现领导层动员，为公共场所禁

烟立法造势，探索全民参与的新型控烟模式。

结果 市卫计委联合市爱卫办、市文明办、市城管局、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七部

门发出创建“无烟家庭”倡议，下发创建“无烟家庭”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方案。全市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居委会、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为依托，开展“无烟家庭”创建活动。通过

各区建立“无烟一家人”微信群、随手拍集赞、微博征集控烟创意、控烟大使入户指导、有

奖问答、亲子活动、控烟讲座、咨询义诊、环境布置以及播放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在社区、

学校、医院、车站、企业等重点场所进行宣传动员。截至目前，全市参与创建“无烟家庭”

1961 户，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报道 23 次，《西安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管理办法》草案

已由市法制办上报市政府审核。

结论 打破行政壁垒，开展决策层动员是控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各类场所中，学校、

医院是开展控烟动员的最优选择，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和医护人员可以作为控烟宣传动员的

主力军。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的宣传动员模式和以小手拉大手的“无烟家庭”创建模

式值得推广。

2017 年深圳禁止吸烟场所 PM2.5 监测分析状况

庄润森，韩铁光，吴丽，杨国安，张媛，曹黎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518001 深圳

摘要：

目的：为了解深圳各类禁烟场所的 PM2.5 流行状况，为确定重点干预场所和制定干预措

施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2017 年 5 月在全市范围内，按照深圳控烟条例规定的 8 个执法部门管理的禁烟

场所进行分类别抽样，共监测 401 家禁烟场所，使用 PM2.5 监测仪主要对场所的大厅、男厕

和主要通道或走廊进行监测。

结果：全市 PM2.5 平均值为 23.86 微克/每立方，远低于我国标准值 75 微克/每立方水

平，数值处于良好水平 。各类场所之间的 PM2.5 平均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总体平

均值方面，公安部门主管的网吧、游艺厅、休闲娱乐场所以及酒店、宾馆以及民航铁路部门

的 PM2.5 浓度较高,平均值分别为 34.23μg/m³和 27.59μg/m³。全市各类场所男厕所方面，

商场（70.25μg/m³）、歌舞厅与会所（65.93μg/m³）、民航铁路（58.25μg/m³）PM2.5 监

测值较高；大厅位置，网吧与游艺场所（36.80μg/m³）、旅游景点（34.78μg/m³）、歌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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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所（29.90μg/m³）类型场所 pm2.5 监测值较高；走廊/过道位置，旅游景点（27.10μg/m³）、

歌舞厅与会所（34.87μg/m³）、网吧与游艺场所（42.29μg/m³）类型场所 PM2.5 监测值较

高。各类型场所在男厕所、走廊的监测值具有差异性，男厕高于走道（P<0.05）。

结论：公安部门主管的场所和航空铁路场所以及各位场所的男厕所 PM2.5 相对较高，是

吸烟现象发生较高的地方，应加大执法、宣传教育与巡查劝阻力度。

从地方控烟立法看我国控烟的社会治理

张一红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邮编 100101）

摘要：本文在对我国 33个城市的 46 部地方控烟法规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归

纳提出了我国现行的定点管理的简单片面控烟模式、公众参与管理的社会管理控

烟模式和社会共治的现代社会治理控烟模式等 3种模式，分析了每种模式的特点；

探讨了现代社会治理控烟体系在当前控烟治理中的适应性；根据参加参与现代社

会治理控烟体系的社会治理群体的分工不同，将参加参与控烟的社会治理体系分

为：党政机关、烟草生产经营者、受害公众、中介组织、控烟公益组织等 5 方，

通过分析明确了各方在社会治理控烟体系的作用、地位和职责分工。

物质依赖病房无烟环境建设的经验

广州市惠爱医院/广州市脑科医院物质依赖科

朱洁英

摘 要

烟草消费及吸烟（包括二手烟暴露）引起的相关疾病导致的沉重负担，以及

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使烟草控制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只

有加快无烟医院建设的步伐，实现医院室内全面禁烟，才能更好带动全社会公共

场所实现无烟环境。而物质依赖区病房主要收治各种成瘾性疾病的患者，面对特

殊的对象，实施禁烟，困难重重。通过对物质依赖病房实施禁烟困难的原因探讨，

发现: 物质依赖患者对病房控烟的态度、对烟草相关疾病的知晓程度、周围人群

的影响、对吸烟行为的态度、性格及人格改变程度，戒断期的不良情绪、以及家

属的配合程度、无禁烟法规等均是病区实施禁烟工作困难的重要原因。结合病区

实际，采取以下的干预措施：通过普及烟草危害的健康教育，包括病区内张贴明

显的禁烟标语，宣传栏定期展示吸烟的危害及戒烟方法等宣教内容，病区就禁烟



19 / 82

问题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医护一致的禁烟态度，以及把戒烟宣教融入到查房

宣教，落实禁烟巡视，把探视制度、陪护制度和禁烟制度结合起来，戒烟期心理

疏导，必要时辅助药物治疗等措施可以很好地降低物质依赖患者的吸烟率，使病

房控烟工作取得成效。

深圳控烟志愿者管理运行机制研究

庄润森
1,2
，赵玲

2
，韩铁光

1
，王英

2
，吴丽

1
，张媛

1
，曹黎

1

1.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 2深圳市控制吸烟协会，518001 深圳

摘要

目的：探索的符合深圳实际的社会监督控烟工作运行机制将为控烟条例的深入推动提供

重要技术支持。

方法：根据系统论的原理，通过专家研讨会、实践修订、经验总结等方式对社会监督控

烟保障机制的队伍发展、平台建设、技术培训、监督流程、资源整合、考核评估等六大因素

进行探索，分析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结果：2 年时间内建立起比较规范的志愿者队伍管理机制，出台深圳市控烟志愿者监督

工作管理办法，建设 10 支控烟志愿者监督大队，注册总人数 10000 人，活跃人数 3500 人，

共开展督查 250 场，督查；搭建社会监督服务平台，完善控烟随手拍微信平台建设，加强各

方信息沟通，1 年的时间关注数达到 14000 人，接收投诉 1875 例；严格控烟技术培训，共

培训 28 场，3500 人；规范社会监督工作流程，制定监督流程工作规范和监督量表；整合执

法、宣传等各种控烟资源，开展联合执法督导督查 44 场，宣传报道 592 篇，覆盖 1200 万

人次；加强考核评估力度，形成有效激励机制，评选 10 个先进组织和先进个人 112 人，有

效促进和提升公众参与力和团队合作力。六大因素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和促进，形成一定合

力。

结论：应基于社会控烟需求和社会资源情况，科学综合六大因素，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

参与控烟的作用。

医院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理论与实践

郭航远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

1998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慢性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编号为 F17.2），

确认烟草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2006 年 1 月 9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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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我国正式生效。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自 2011 年 1

月起，我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

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

为做好控烟履约工作，发挥卫生部门示范带头作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

于 2009 年 5 月，联合印发了《关于 2011 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要求医

疗卫生机构到 2010 年应建成无烟单位，确保 2011 年实现“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目

标。

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我院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在医院实行全面禁烟。医院从领导层

做起，成立了以郭航远院长为组长的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各级控烟机构，通过开设控

烟门诊、病房患者宣教戒烟等多方面，全面铺开控烟工作。迄今为止控烟工作已开展近两年，

医院已于 2010 年底成功创建无烟医院，控烟工作收获甚丰。

我院控烟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 医院领导层思想上重视、行动上实践：我院郭航远院长亲自担任院内控烟小组组长，

指示督导控烟工作总则，被评为“长城控烟先锋”，并担任中国控烟协会吸烟与疾病控制专

业委员会常委一职。

郭航远院长与国内几位心内科专家一齐主编出版了《中国医师控烟手册》一书，搜集烟

草危害证据，呼吁医务人员和广大吸烟者远离烟草，重点向有戒烟愿望者介绍戒烟的好处与

方法，指导成功戒烟。

2 医院设立控烟工作组：院领导指示开设了控烟办公室、技术指导组、急诊督导组、

门诊督导组、病房督导组、后勤督导组、保卫督导组，并以文件形式明确各督导组的职责和

任务。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各小组讨论、反馈和交流前期控烟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下

一阶段的控烟工作重点。我院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就将控烟工作列入医院工作重点，加大

控烟工作投入；通过反复多次召开控烟工作会议、医院专栏知识窗、院内网站等方式向全院

医务人员宣传控烟重要性、必要性，使公众劝烟主体—医务人员从根本上加强烟草危害认识，

唤醒医务人员劝烟、戒烟工作的迫切性意识。

3 全院医务人员积极配合、以身作则：在全院积极向上的控烟号召下，全院医务人员

以身作则，积极努力戒除烟草、远离烟草；同时以身作则，在医院楼梯间、电梯里随时随地

劝止吸烟行为，在全院形成了良好的劝烟、戒烟氛围。

本院一位工作近 20 余年的脑外科主任，因平时工作压力大，烟瘾很重，每日至少 1 包

香烟，烟龄也近 20 年，此次在医院的宣传号召下产生了强烈的戒烟愿望，主动加入戒烟大

队，辛苦近 2 个月，成功戒烟；此外，心内科数位主任医师均成功戒烟。

4 医院设立戒烟门诊：倡导医务人员成功戒烟同时，医院领导把工作重心放到劝诫病

患戒烟上，不仅开设戒烟门诊帮助有戒烟要求者，从心理上、生理上指导烟民戒除烟瘾；同

时在门诊各个诊区放置健康教育资料，号召公众远离烟草，唤起烟民戒烟的愿望与斗志。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3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76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732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732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9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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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是绍兴市戒烟门诊定点医院，戒烟专科门诊早在 2009 年 7 月就开始运作，由心内

科专家担任出诊工作，为吸烟患者进行个性化的戒烟指导，提供有效的戒烟治疗干预措施、

心理咨询、追踪访问等服务，是全市第一家“戒烟专科门诊”。

5 病区积极开展戒烟宣教：各个病区建立科室负责人为本科“禁烟工作责任人”，护

士长为“巡查员”的“科室控烟管理小组”，定期对科室医务人员进行控烟知识培训，督查

指导医务人员作为控烟工作“主体”发挥控烟作用。此外，我院对新入院病人实行护理“首

诊负责制”， 主管护师及管床护士对每一位入院患者均有戒烟教育；此外，医师也积极参

与病患戒烟谈话，并在出院记录中开设戒烟这一模块，为主动吸烟及被动吸烟者提供戒烟指

导意见。

6 我院医务人员走出医院，宣教控烟：为提高全市医疗卫生系统职工以及广大市民的

控烟意识及控烟能力，市人民医院承担起了院外控烟宣教任务，以心内科、呼吸内科专家担

任主讲，为同行、社区居民、企业职工送去控烟知识讲座，接受戒烟咨询，从吸烟社会现状、

吸烟导致疾病等方面深入剖析吸烟者的生理、心理、行为习惯，针对性地提出如何预防初次

吸烟和克服戒烟的焦躁心理，以及如何利用药品戒烟等，以实际行动承担起了医务人员“拒

绝烟草、引领健康”的时代重任，展示了控烟、戒烟的表率形象，积极推动绍兴市控烟、禁

烟工作的发展。

2011 年 5 月 31 日，即第 24 个世界无烟日，医院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向公众积极开展宣

传活动，发放禁烟宣传资料，介绍吸烟的种种危害，及时劝阻吸烟行为，同时劝告吸烟人士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远离烟草，享受健康生活。

7 院内禁止销售烟草制品。医院规定，医院区域内的小卖部、超市等禁止销售烟草制

品。医院相关部门不定期地进行暗查，督促其参与到医院的禁烟工作中。

一年多来，通过无烟医院创建，医院诊疗环境得到了改善，患者、家属及医院的职

工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医院的吸烟率在原有基础上呈下降趋势，控烟工作卓有成效，为广

大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诊疗环境，为同行树立了楷模。上级领导多次专项检查医院的控烟工

作，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不少单位前来医院考察学习控烟工作的经验，控烟

成绩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2011 年上半年，医院被绍兴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绍兴

市无烟单位”奖牌，被浙江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浙江省无烟单位”奖牌。5月 27

日，浙江省卫生厅召开的全省控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全省医疗机构创建无烟医院暗访

结果。在此前暗访的 333 家医院中，绍兴市人民医院获得唯一的满分，名列全省控烟工作第

一位，成绩喜人，受到了卫生厅领导的特别表扬。

控烟工作任重而道远。医院将再接再厉，在创建无烟医院的基础上，继续扎实做好

各项控烟工作，着力建立创建无烟医院的长效机制，以推动医院文明建设，为广大患者和医

务人员营造一个文明、健康、和谐的医疗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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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卫生计生系统控烟干预效果评价

徐皓轩 孙洁 陆献耀 吴峰

衢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衢州 324000

摘 要

目的 为了解衢州市卫生计生系统 1 年来控烟工作实施效果，并提出合理化意见，进一

步探讨完善和发展控烟工作。方法 通过对本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实行为期 1 年环境、

政策、健康教育等控烟干预手段，后抽取衢州市 58 家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暗访调查，评价干

预效果。结果 干预前后，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控烟总得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效果尚

不显著，民营医院控烟效果较差，市本级的控烟总得分率下降，由干预前 71.82%下降到

60.76%，开化县控烟总得分率升高，由 65.68%提高到 79.09%，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控烟宣传方面，卫生行政部门，公共卫生机构在禁烟标志的得分率分别由 75.23%提高至

88.57%，74.29%提高至 87.14%，基层医疗机构在干预前后得分率从 78.89%下降至 56.67%，

龙游县和开化县的医疗卫生机构得分率在干预后分别从 78.3%提高到 91.7%，从 69.2%提高

到 8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干预措施实施后，58 家调查机构中有 20 家机构能提供两

种以上宣传资料，禁烟宣传资料机构覆盖率上升到 74.1%；场所禁烟方面，仅开化县在干预

后禁烟得分率从干预前 67.3%提高到了 76.8%，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民营医院场所内

控烟得分率均下降，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创建无烟环境方面，室内烟草广告保持零水平，

所调查的 37 家医院在控烟干预后，成立戒烟门诊的医院比例提高到了 27.2%，设置室外吸

烟区的机构从 26 家增加到了 32 家。讨论 本次控烟干预仅在部分区县、部分方面起到了作

用，而在其他方面仍存在一定疏漏，使干预效果不显著。需吸取国内外和本次控烟经验，进

一步加强控烟干预措施，提高健康教育和促进工作，实行机构内联动，更加重视民营医院和

基层医疗机构的控烟管理等。

烟烟一熄 观光艋舺城 赞！

童琼华、王秋梅、陈银旬、吴俊良

台北市万华区健康服务中心，台北，台湾

引言：

103年4月1日起台北市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全面禁烟场所，艋舺公园配合政策全面禁烟。

该公园比邻龙山寺旁，地处观光客及游民聚集场域，违规吸烟行为频招检举，本中心结合台

北市万华区健康促进协会社区团体、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成立「拒烟巡逻队」，运用拒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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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公园驻警队联巡时段共同执行违规吸烟劝导，3年来艋舺公园地上烟蒂减已较从前大为

减少，让居民及观光客感受到台北市对无烟环境的重视与落实。整体环境也变得更干净了，

国内民众与观光客来到这里，会有跟以往不同的全新感受。

内容：

一、背景说明:

(一)台北市历年十大死因以恶性肿瘤居首位，分析万华区癌症主要死因以气管、支气管

和肺癌名列104年本市12区以万华区标准化死亡率最高。

(二)依据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成人吸烟行为调查资料显示，万华区100年至104年吸烟率皆

名列12区前3名，较台北市吸烟率高。

(三)万华区内有30座公园，自103年4月1日起台北市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全面禁烟场所，

其中2座原有设吸烟区之公园，配合政策全面禁烟。

二、策略及行动方案：

以TOWS进行问题分析并拟定执行策略及创新方案，运用PDCA手法持续监测执行

方式。

(一)落实稽查裁罚，维护民众健康：

1. 强化公卫护士烟害稽查技巧并落实主动稽查。

2.检举案件依限稽查后移送卫生局裁处。

(二)整合社区资源，建构戒烟网络

1.透过社区资源盘点发掘潜在、可用资源，办理社区筛检、大型活动，提供民众戒烟咨

询服务。

2.结合辖内医疗院所、社区、学校或职场开办戒烟班，或就近转介戒烟门诊、药局。

3.藉由电、家访及办公室约访，辅导未满18岁非在学吸烟青少年完成戒烟教育。

(三)加强无烟教育，赋权健康能力

1.透过民众参与机制，结合社区公私立部门、里办公处、职场、学校办理烟害防制倡导

及讲座，加强民众烟害防制知能。

2.运用脸书、邻里内公布栏、里办公处、诊所等以海报或跑马灯等多元管道倡导禁烟公

告场所，及烟品危害、烟害防制法规与戒烟信息。

3.利用区务会议、里邻工作会报宣达烟害防制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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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凝聚社区行动，营造无烟环境

1.强化场所自主管理观念，创造支持性无烟环境。

2.结合社区公益团体共同推动无烟环境。

3.拒烟志工结合公园驻警队联巡时段加强无烟公园倡导。

三、执行成果：万华区查获违规件数及裁罚件数为12区最高(以青年、艋舺公园为主)。

项目

年

度

稽

查

辅

导

(

家次)

裁

罚

案

数

(件)

戒

烟咨询

服务

(人次)

未满

18岁青少

年戒烟教

育(人)

戒

烟班

(人次/

班)

拒烟

志工

培训

(人次/场)

校园

烟害防制

倡导

(人次

/场)

职场

烟害防制

倡导

(人次

/场)

社区烟

害防制倡导

(人次/

场)

参

加戒烟

就赢活

动(人)

校

外围贩

烟商家

倡导(家

数)

103

年

5,

167

1

3

41

0
4

3

6/3
50/1

3,769

/34

1,236

/24

10,112/

24
137

20

7

104

年

2,

418

1

08

20

0
3

18

/2
50/1

2,998

/29

1,196/

21

6,141/2

2
-

20

8

105

年

1,

058

7

6

30

2
7

3

0/2
48/1

2,669

/35

1,770

/42

4,408/

26
217 53

结论：未来执行方向

一、 为弥补稽查人力不足问题，规划扩大志工招募培训计划及跨单位资源合作

关系。

二、 为落实无烟环境场所，规划增能与赋权计划，加强场所自主管理责任。

三、逐步推动无烟商圈，结合辖区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以扩大无烟场所涵盖率，

加强商家烟害防制法规知能，提升国际形象。

温州市居民家庭、工作场所及公共场所无烟现况及

支持无烟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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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丽
1
徐越陈镭胡琳 张晓红

，
李中坚

，
王伟光

，
董雪

，
王慧珍

，
金胜智

，
胡豪瑞 林南 张大聪

325001 浙江，温州，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杨桂丽、陈镭、

胡琳、张晓红）；310051 浙江， 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徐

越）；325001 浙江，温州，温州市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李中

坚）；325001 浙江， 温州，温州瑞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王伟

光）；325001 浙江，温州，温州市瓯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董雪）；

325001 浙江， 温州，温州市龙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王慧珍）；

325001 浙江， 温州，温州乐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金胜智）；

325001 浙江，温州，温州市永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胡豪瑞）；

325001 浙江，温州，温州市苍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林南）；325001

温州，温州市文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张大聪）

通信作者：杨桂丽，Email：348113010@qq.com

【摘要】 目的 调查温州市居民家庭、工作场所、公共场所（餐厅、酒吧、医院、

出租车）禁烟、公共场所劝阻吸烟现况及被调查者支持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全面无烟的意愿，

分析影响支持相关场所无烟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

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以下简称为 PPS 抽样）和简单随机抽

样方法进行抽样。先从全市 11 个县(市、区)中抽取鹿城、瓯海、龙湾、瑞安、乐清、永嘉、

文成、苍南，从鹿城、瑞安各抽取 2 个街道（乡镇），其它县（市、区）中抽 1 个街道（乡

镇）中各抽取 1 个村（社区），再从每个（村）居委会简单随机法抽取 300 户家庭进行人口

信息和成年人吸烟情况登记，自每个居委会（社区）完成家庭信息登记的成年人中抽取 40

名吸烟者和 10 名非吸烟者，于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由调查员采用面对面、一问一答的方式

对被调查者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及其近 6 个月内所到过的不同公共场所（餐厅、酒吧、医院、

出租车）的无烟规定（完全无烟、部分无烟、没有规定或限制）、禁烟现况（是否有人吸烟、

吸烟者是否在禁烟区吸烟、劝阻吸烟情况）及相关场所被调查者的禁烟意愿。 用构成比、

χ2检验描述分析相关场所的无烟规定、禁烟现况、被调查者对被动吸烟危害性认知及禁烟

意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被调查者支持工作场所、餐厅和其他公共场所全面无烟的影

响因

1 作者简介：杨桂丽，主管医师，硕士研究生，从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电子邮箱 348113010@qq.com.
通信作者：杨桂丽，Email：348113010@qq.com

mailto:348113010@qq.com
http://baike.haosou.com/doc/5381721.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381721.html
mailto:电子邮箱34811301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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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结果 被调查者家庭中室内完全禁烟的占 30.80%（308/1000）；其最近一次所到过

的餐厅、医院、酒吧，乘坐的出租车，具有禁烟规定，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医院62.42%（201/322），

最低的是酒吧 10.16%（13/128）；被调查者在上述场所观察到有人吸烟的分别为 68.53%

（307/448）、38.82%（125/322）、85.37%（105/123）、36.28%（156/430）；近 6 个月，室内

工作的被调查者观察到其工作场所有人吸烟的占 67.78%（204/301）），室内工作的被调查者

（吸烟者）自己在工作场所吸过烟的占 68.94%（162/235）。禁烟意愿调查发现，只能在室

内某些区域吸烟或对吸烟没有规定或限制的家庭，在未来一年打算家中室内全面禁烟的占

16.47%（111/674）；支持对学校、医院实行全面无烟政策的分别为 86.10%（861/1000）和

81.40%（814/1000），超过一半[51.50%（515/1000）]支持工作场所全面无烟，而对餐厅和酒

吧的全面无烟支持度最低，仅为 14.40%（144/1000）和 23.50%（235/1000）。logistic 回归分

析发现室内工作的工作性质促进被调查者（吸烟者 OR=0.000，95%CI=2.302-6.771；非吸烟

者 OR=0.009，95%CI=1.420-11.195）支持室内工作场所完全无烟；而工作场所有禁烟规定并

没有提升被调查者对室内工作场所全面无烟的支持度。朋友或熟人中有完全戒烟成功的情况

（吸烟者 OR=0.000，95%CI=1.621-3.562；非吸烟者 OR=0.025，95%CI=1.187-12.359）成为被

调查者支持餐厅和其他公共场所全面无烟的促进因素。结论 不同于学校、医院等场所无烟

已逐渐成为共识，家庭、室内工作场所以及部分公共场所（尤其酒吧和餐厅）的被动吸烟情

况不容忽视，而被调查者对此类场所禁烟意愿不高。宣传被动吸烟的具体危害以及戒烟的益

处、提升戒烟服务水平对全面无烟环境有促进作用。

经济和社会视角下我国控烟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实现路

径

赵加奎2

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经济因素是我国控烟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烟草行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部门的扶持。烟草业的分布及对地方经济的重要性这些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对烟草行业依赖度很高，实现烟草转产和发展烟草替代种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

烟草税利是中央及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功利主义思想作祟是某些部门控烟态度消极

的根本原因。

除了经济因素外，我国的控烟工作还面临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的挑战，其中

最为关键的就是我国的烟草管理体制，是以专卖制度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不分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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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同時，全国性控烟法规的缺失，地方性控烟法规的立法层级较低，控烟执法的体制

机制不够健全，致使执法过于艰难，控烟目标难以实现。中国人长期以来在对待吸烟问题上

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心理，相当一部分的高档卷烟成为了腐败的道具。虽然国家

相关部门多次明令禁止发布烟草广告，但是烟草行业通过“擦边球”的形式进行广告的现象

仍然存在；在影视作品中吸烟镜头也比比皆是。随着新媒体的普及， “互联网+”已经成为

烟草行业进行销售、宣传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控烟工作需要多路径的综合推进：1.推动烟草行业政企分开，是促进政府部门

控烟态度转变的关键。2.发展替代农业，改变地方经济对烟草的依赖。3.尽快出台全国性控

烟法规，为公共场所禁烟扫清障碍。4.提高烟草税率，降低烟草消费。5.加强控烟宣传，发

挥媒体的导向作用

烟草流行与监测

澳门青少年吸食烟草风险因素之探讨

何世贤 1梁乐彤 2 王文炳 3张于蕾 4 林大庆 5

1 香港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2 香港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 3 香港大学

护理学院助理教授；4 无烟澳门健康协会 干事 澳门科大 公共卫生学硕士研究生； 5 香港

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引言︰因了解烟草使用因素对控烟具重要意义，无烟澳门健康生活协会委托香港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进行一项校本吸烟因素调查。调查对象为中一至中五学生，目的是研究澳门青少

年的烟草使用风险因素。

方法︰调查于 2013 年进行，随机抽选并调查了 14 间中学，包括 12 间本地、1 间国际

及 1 间职业学校，合共 5792 名学生。学校层面的响应率为 56%﹔学生层面的响应率则高逹

99.3%。学生在课堂上填写一份不记名问卷，其核心题目取自「全球青少年吸烟行为调查

（GYTS）」问卷的中文版本。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和经济特征、吸烟、二手烟、接触鼓吹及反

对吸烟的信息及行为和其他相关的健康数据。为确保数据质素，是项调查采用了标准化的抽

样方式和行政程序。描述性结果按教青局提供 2012/13 学年中学生的性别和年级分布加权。

不同性别、年龄或年级的估算比例以卡方检验来比较；以逻辑回归分析曾吸食烟仔之风险因

素。



28 / 82

结果︰逻辑回归分析显示，曾经吸食烟仔的人口和经济风险因素包括年龄增加（每岁），

调整后的胜算比（AORs）（95% CI）为 1.32（1.20-1.46）、中国内地出生 1.32（1.04-1.68）、

澳门或中国内地以外地方出生 1.76（1.25-2.48）及单亲家庭 1.68（1.40-2.02）。而父母具专

上教育程度则与曾经吸食烟成负相关(AOR% CI）0.64，95% CI0.45-0.90）。环境风险因素（AORs，

95% CI）则包括家庭吸烟者增加（每名 1.32，1.25-1.38）、接触较多家庭鼓吹吸烟的行为（每

项 1.29，1.23-1.36）及较多朋友吸烟（部分︰3.72，2.96-4.67﹔一半︰14.46，10.15-20.33﹔

大部分或所有︰27.84，11.86-65.38）。个人风险因素（AORs，95% CI）为对吸烟持中立（2.21，

1.74-2.79）或正面（2.69，1.34-5.39）态度、认为烟草展示产品吸引（1.76，1.36-2.26）及

对吸烟只持正面（1.72，1.23-2.39）或同时持负面及正面（1.51，1.23-1.86）之看法。

结论︰数据显示学生曾经吸食烟仔与家人吸烟、朋辈吸烟、对吸烟的正面态度及看法和

认为烟草展示产品吸引有关。因此，增加烟草税、扩大禁烟范围和使用「全烟害警示包装」，

家长多加监管子女，学校增加反吸烟教育，应有助减少青少年吸烟。

北京市高中生 2005-2015 年烟草使用情况

白承续，花晨曦，徐文婕，夏志伟，郭欣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高中生 2005—2015 年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率的变化

情况，为北京市高中生烟草控制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将北京市中小学校的分类及

其组成作为抽样框架，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位（PSU）、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的二阶段

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2010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6 次使

用“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监测调查问卷”对学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北京

市高中生尝试吸烟率 2005 年为 34.38%，2008 年升至 27.31%，2010 年为 22.67%，2011 年为

26.82%，2013 年为 17.64%，2015 年降至 12.41%；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为“好奇”，“缓解压

力”和“其他”；北京市高中生现在吸烟率 2005 年为 15.00%，2008 年升至 9.47%，2010 年

降至 6.74%，2011 年为 7.86%，2013 年为 6.47%，2015 年降至 3.48%；调查结果显示尝试吸

烟率及现在吸烟率男生均高于女生；所吸香烟的主要来源为“自己买”和“别人给”。 吸烟

学生最常吸烟地点为家中，其次为学校。 结论 2011—2015 年，北京市高中生尝试吸烟

率、现在吸烟率均有所下降，控烟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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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初中生 2005-2015 年烟草使用情况

夏志伟，徐文婕，花晨曦，白承续，郭欣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初中生 2005—2015 年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率的变化

情况，为北京市初中生烟草控制干预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将北京市中小学校的分类及其

组成作为抽样框架，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位（PSU）、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的二阶段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2010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6 次使用

“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监测调查问卷”对学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北京市初

中生尝试吸烟率2005年为14.06%，2008年升至15.84%，2010年为15.75%，2011年为14.14%，

2013 年为 10.72%，2015 年降至 7.06%；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为“好奇”，“缓解压力”和“其

他”；北京市初中生现在吸烟率 2005 年为 3.64%，2008 年升至 5.40%，2010 年降至 3.75%，

2011 年为 3.20%，2013 年为 2.98%，2015 年降至 1.80%；调查结果显示尝试吸烟率及现在吸

烟率男生均高于女生；所吸香烟的主要来源为“自己买”和“别人给”。 吸烟学生最常吸烟

地点为家中，其次为学校。 结论 2011—2015 年，北京市初中生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

率均有所下降，控烟工作成效显著。

北京市中小学生 2005-2015 年二手烟暴露情况调查分析

花晨曦，徐文婕，夏志伟，白承续，郭欣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 2005—2015 年二手烟的暴露水平和主要暴

露场所，为北京市中小学校打造无烟校园提供基线资料和科学依据。 方法 将北京市中

小学校的分类及其组成作为抽样框架，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位（PSU）、以班级为最小抽

样单位的二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2010 年、2011 年、2013 年

和 2015 年 6 次使用“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监测调查问卷”对学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北京市中小学生过去 7d 内二手烟暴露率 2013 年为 81.91%，2015 年降至 76.1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2015 年调查显示，室内公共场所的暴露率最高（59.04%），其

次是室外公共场所（55.70%）、家（42.62%）然后还可以进行详细的分析，如学校见老师吸

烟，家里父母吸烟等。 结论 2013—2015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二手烟暴露率虽有所下降，

但暴露现状依然严重，要加强建设无烟校园，落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北京市小学生 2005-2015 年烟草使用情况



30 / 82

张鹏程 1，徐文婕 2，夏志伟 2，花晨曦 2，白承续 2

（1．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分析北京市小学生 2005—2015 年小学生群体烟草使用现况及其影

响因素，为北京市小学生烟草控制提供基线资料和科学依据。 方法 将北京市中小学校

的分类及其组成作为抽样框架，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位（PSU）、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

的二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2010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6 次使用“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监测调查问卷”对学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

果 北京市小学生尝试吸烟率 2011 年为 6.20%，2013 年升至 6.73%，2015 年升至 7.05%；

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为“好奇”，“缓解压力”和“其他”；北京市小学生现在吸烟率 2011

年为 0.89%，2013 年升至 1.20%，2015 年升至 1.99%；调查结果显示尝试吸烟率及现在吸烟

率男生高于女生；所吸香烟的主要来源为“自己买”和“别人给”。 吸烟学生最常吸烟地点

为家中，其次为学校。 结论 2011—2015 年，北京市小学生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率有

增长的趋势，要加强对小学生控烟工作的开展。

一、北京市延庆区中小学生吸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绍华 施志红 王芸 万帝 何御舟

（北京市延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2100）

【摘要】目的：了解和掌握北京市延庆区中小学生的吸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

开展控烟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北京市延庆区抽取 6 所中小学

的 1063 名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小学、初中、高中、职高尝试吸烟率分别为：7.0%，

5.3%，8.6%，50.3%；现在吸烟率分别为：1.3%，1.3%，1.0%，33.0%。二者均表现为男生高

于女生。小学生获取香烟的主要途径为他人递烟（75.0%），中学生则为商店或商场购买

（71.6%）；他们的吸烟场所主要为家里（小学生：52.6%，中学生：25.2%）。小学、初中、

高中，职高的二手烟暴露率分别为 53.0%，47.6%，49.5%，57.0%。根据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得到：年龄和好友吸烟是影响青少年吸烟的主要因素。结论：北京市延庆区的青少年中，

职高学生的吸烟问题尤为严重。应做好职高学生吸烟问题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针对无烟

校园的建立重点开展工作，同时继续加强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吸烟问题的防控。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一周年房山区青少年烟草流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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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丽， 郭艳梅， 黄少平， 张美凤， 张卫秀， 李增光

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目的 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了解北京市房山区青少年

对烟草的使用和认知现状，评价条例实施效果，为今后开展青少年人群控烟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抽取房山区 35 所初中学校在校 6354

名初一、初二、初三学生，以匿名自填问卷方式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 6354 名青少

年中，其尝试吸烟率为 13.28%（844/6354）、现在吸烟率为 3.12%（198/6354）；尝试吸烟率

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尝试

2=18.52，P<0.01）；不同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现状

中，仅不同年级青少年在室外公共场所中的被动吸烟率有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室外

2
=7.19，P<0.05），且呈逐级降低趋势；房山区青少年二手烟危害的正确认知率为 91.16%

（5792/6354），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性别

2
=5.69，P<0.01），不同年级青

少年对吸烟危害的认识逐渐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年级
2=9.32，P<0.01）；有 68.69%

的青少年“尝试过戒烟”；至少有 56.61%的青少年完全知晓《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禁

烟规定及举报电话；有 75.46%的青少年在新媒体上看到过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结论 《条

例》的实施将控烟工作推向高潮，降低了房山区青少年尝试吸烟率，但《条例》的贯彻落实

工作仍需进一步深入，不能松懈，青少年控烟工作任重道远。

北京市城郊地区农村吸烟者分布特征及始动因素的调查

侯小萌 蔡柏蔷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

摘要 目的 了解城市周边农村人口吸烟者分布情况和始动因素, 为政府制定现代农村

人口的控烟政策和控烟辅助医疗形式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方法 选定北京市周边 1 个自然

村，对所有≥10 岁的人口用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吸烟相关的个人一般情

况和社会家庭情况。应用 SAS 6.1 统计软件对人群的吸烟率及吸烟始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应调查人数 1901 人，实际调查 1733 人，应答率为 91.2%。吸烟者 621 名，吸烟率为 35.8%。

吸烟者的平均烟龄为 24.57±15.06 年，每日吸烟量为 16.88±10.14 支。吸烟指数的中位数为

17.5(23.0)包年。男性的吸烟率 66.2%，女性吸烟率为 8.5%，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吸烟率为27.5%，

低于更低文化程度人群。中等收入人群的吸烟率 45.5%，高于较高收入和较低收入的人群。

始动因素方面，前三位开始吸烟的始动因素所占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为：好奇(33.2%)、同学

或同事影响(31.0%)和社交(14.8%)。结论 适合农村人口的防控措施包括提高农村青少年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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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加强公共场所和工作单位的禁烟力度，减少社会吸烟因素对青少年的影响；营造

校区禁烟环境和氛围；加强吸烟相关健康损害对年轻人的宣传，正确的引导青少年人群对吸

烟的好奇。

2014 年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烟草使用现况调查

肖琴
1,2
，胡安易

3
，孔浩南

1
，张睿

1
，韩磊

1

1.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北京 100021; 2. 首都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00069；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100050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烟草流行现况，为制定有效的烟草控制措施提供依

据。 方法 于 2014 年 7-9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及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法，在朝阳区

43个街乡中抽取 10个样本街乡共计 1 808名年龄≥15岁居民进行入户面对面调查，调查内

容为中国城市成人烟草调查(TQS) 问卷，用 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数据分析，不同年龄和

性别的人群吸烟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 结果 北京市朝阳

区居民现在吸烟率为 23.3%，其中男性为 44.3%，女性为 2.1%。45～64岁年龄组现在吸烟

率最高为 30.0%，不同年龄、性别与职业现在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参与调

查人员中戒烟比为 16.4%。 结论 朝阳区居民男性、45～64岁年龄组人群、初/高中人群现

在吸烟率较高，应根据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北京市朝阳区医疗机构人员吸烟状况调查

肖琴 1,2，胡安易 3，
孔浩南 1，祖伟 1

1.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100021；2.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北京 100069；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北京 100021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医疗机构人员吸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控烟工作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抽取的 16家医疗机构 4448名员工进行调查，

描述吸烟现状；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吸烟的影响因素。 结果 医疗机构人员现在吸

烟率为 5.0%，其中男性为 20.5%，女性为 0.3%；吸烟者日均吸烟支数的中位数为 10支，戒

烟率为 2.3%。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年龄 [30-39 岁与 18-29 岁比较 （ OR=1.57,

95%CI:1.03~2.37）、40-49岁与 18-29岁比较（OR=1.54,95%CI:0.97~2.44）、50-73 岁与 18-29

岁比较（OR=2.13,95%CI:1.31~3.47） ]、文化程度 [本科与高中及以下比较（OR=0.51,

95%CI:0.34~0.76）、硕士及以上与高中及以下比较（OR=0.55,95%CI:0.33~0.90）]、参与控烟

作者简介：肖琴（1970-），女，安徽桐城人，博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北京 100021



33 / 82

培训（OR=0.42,95%CI:0.31~0.57）、身体状况（OR=0.49,95%CI:0.35~0.69）、饮酒情况

（OR=8.06,95%CI:5.88~11.06）、吸烟与被动吸烟知识得分（OR=0.90,95%CI:0.86~0.95）是

男性医疗机构人员是否吸烟的影响因素。 结论 男性中高年龄组、低文化水平、患病、饮

酒人群是医疗机构控烟工作的重点人群，并应加强吸烟与被动吸烟知识和控烟技术的培训，

降低其吸烟率。

2014 年和 2016 年北京市丰台区烟草流行特征的对比分析

任旭锴 1，张彦 1，肖敏 1，赵静 1，李迎迎 1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前后北京市丰台

区的烟草流行特征，并通过比较 2014 年和 2016 年常住居民关于控烟知识、控烟态度、二手

烟暴露等关键性指标的变化情况，分析近三年来丰台区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的效果，为相关部

门制定控烟工作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抽样法，在丰

台区 6个街道（乡镇）12 个居委会（村）抽取 1200 名常住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统一采

用《北京市成人烟草调查问卷》，通过入户调查、面对面询问的方式获取调查数据。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 2014 年和 2016 年烟草流行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 2014 年和 2016 年两年的

烟草流行特征资料进行卡方检验，比较其变化情况。结果 通过比较 2014 年和 2016 年北京

市丰台区的烟草流行特征，丰台区居民对于，“吸烟能够引起肺癌”的知晓率下降了 1.8%，

对于“吸烟能够引起中风”和“吸烟能够引起心肌梗塞”的知晓率分别上升了 15.9%和 4.1%。

在控烟态度方面，丰台区居民中“认为大学的室内区域内不应吸烟”、“认为工作场所的室内

区域不应吸烟”、“认为餐馆的室内区域不应吸烟”和“认为酒吧/夜总会的室内区域不应吸

烟”的比例分别上升了 2.7%、11.2%、22.7%和 22.3%。而丰台区居民中 “认为出租车内不

应吸烟”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在控烟行为方面，丰台区居民的吸烟率下降了 9.2%。同时，

二手烟暴露率在“工作所在室内区域”、“私人诊所室内区域”、“餐馆室内区域”和“酒吧/

夜总会的室内区域”这 4 类场所中分别下降了 4.5%、1.1%、16.2%和 3.9%。在“政府办公场

所室内区域”、“乡镇卫生院室内区域”、“其他医疗机构室内区域”、“交通工具中”和“大

学教室内”这 5类场所中无明显变化。

.

所室内区域”、“乡镇卫生院室内区域”、“其他医疗机构室内区域”、“交通工具中”和“大

学教室内”这 5 类场所中无明显变化。结论 与 2014 年相比，2016 年北京市丰台区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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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意识到吸烟会造成健康损害，人们普遍有生活在无烟环境中的愿望，并且居民主

动吸烟情况和被二手烟暴露情况均有明显好转。但针对餐馆中二手烟暴露率居高不下和控烟

知识普及率不足的问题，有关部门仍需要密切关注，加强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工作，完善动

态监测体系，开展知、信、行相统一的健康教育工作。

广州市居民吸烟相关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建伟，罗林峰，罗敏红，孙爱、邓雪樱，何子健，许信红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居民吸烟相关行为及影响因素，为有效开展控烟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广州市7489名15-69岁居民进行吸烟相关行

为问卷调查。结果 广州居民现在吸烟率为19.7%，男性(43.5%)高于女性(0.8%)，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χ2=2128.5, P =0.000)；50-59岁年龄组、初中学历、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同

居人群吸烟率均高于其他特征人群，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0.05)。居民控烟知识得分越高，

对市内公共场所控烟态度越积极，其吸烟率越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低学历、农林牧渔水利生产、高年龄和控烟态度消极者者是吸烟的危

险因素。结论 广州市居民吸烟率低于国内和省内水平，但居民对控烟相关知识掌握仍不充

足，应进一步加强重点人群的控烟知识宣传及教育。

深圳市南山区某企业工作场所烟草流行现况

方瑶 1，徐珊 1，杨洁 1，陈文丽 1，胡文卓 1，徐健 2，白雅敏 3，王长义 1

1.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广东 深圳 518054；

2.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健康与慢病管理科，广东 深圳 518020；3.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100050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南山区某企业工作环境吸烟、二手烟暴露、禁烟标识和烟草危

害相关知识水平等情况，为制定职业人群控烟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立意抽样

的方法，在线调查深圳市南山区某企业的全体员工，共 172 人参与了本次调查，回答率为

80.8%。结果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0.98±6.96 岁，男性 92 人（53.5%），女性 80 人（46.5%）。

作者单位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广东 广州 510403）

作者简介：陈建伟（1970-），男，博士，主任技师，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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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群吸烟比例、现在吸烟比例分别为 20.3%、16.7%；男性吸烟比例（35.9%）为女性吸

烟比例（2.5%）的 14.4倍（2=29.398，P<0.001）；男性现在吸烟比例（30.4%）为女性（1.3%）

的 23.5倍（2=26.001，P<0.001）。烟草致健康危害知识正确比例在 22.1%~88.4%之间，其

中二手烟导致肺癌比例最高，低焦油卷烟比普通卷烟危害小的比例最低。在过去 30天内，

调查人群中有 74.4%的员工暴露于二手烟，有 45.7%~69.6%员工在工作环境各场所看到过禁

烟标识或相关宣传。仅有 24.4%的员工表示对工作场所吸烟行为采取劝阻的态度，女性、大

专及以下文化程度劝阻比例较高（P<0.05）。结论 职业人群吸烟流行水平高于一般人群，

需要提高职业人群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促进职业人群无烟工作环境的建设。

从数据到行动——基于西安市烟草流行现状

的控烟策略探索

姜乐
[1]

，佘国超
[1]
，谭芳

[1]
，曹晓晓

[1]
，段宗栓

[2]
，王继江

[3]
，姜垣

[3]

西安市健康教育所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3]

【摘要】目的 监测西安市城区成人烟草流行现状，探索行之有效的烟草控制策略。

结果 西安市城区≥15 岁的成人现在吸烟率为 20.6%，男性吸烟率为 40%，女性吸烟率

为 0.5%；在过去 12 个月内，32.6%的吸烟者曾尝试戒烟；在过去 30 天，西安市城区≥15

岁的成人在不同场所暴露于二手烟的比例分别为：室内工作场所 50.4%，家中 40.9%，政府

大楼 22.6%，酒吧夜总会 91.4%，餐馆 70.2%，中小学校 42.6%，大学 29.5%，医疗机构 18.6%，

公共交通工具 9%；近 1/3 的吸烟者曾尝试戒烟，但戒烟成功率较低；市民对烟草危害认识

不足。西安市针对以上情况，采取了创建无烟家庭、无烟企业，举办戒烟大赛，推动公共场

所禁烟立法等一系列烟草控制与健康促进措施。结论 西安市城区成人烟草流行态势虽有所

下降，但男性吸烟率居高不下，二手烟暴露情况十分严峻，市民的烟草危害知识和戒烟方法

技巧有待提升。西安市综合控烟对策成效初显，亟需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健康促进与烟草

控制评价体系。

厦门市居民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调查分析

戴龙、黄世杰、陈敏、陈国伟、王竞

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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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厦门市居民对烟草危害和公共场所禁烟的态度，我们于 2015 -2016 年对全市居

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设计，抽取厦门市 15 岁及

以上常住居民 2,500 户，每户抽取一人采用中国城市成人烟草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使用 SPSS

和 SUDAA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结果发现知道吸烟会导致中风的成人仅 41.5%；认

为吸烟会导致心脏病的为 56.4%；88.8%的成人认为吸烟会导致肺癌；26.6%的成人认为吸烟

会导致阳痿。58.2%的人认为吸入二手烟会导致心脏病。81.2%的人认为二手烟会导致肺癌。

81.6%的人认为二手烟会导致儿童肺部疾病。有 32.6%的成人认为“淡味”、“温和”或“低

焦油”卷烟比普通卷烟危害小。有 37.5%的人知道医院禁烟规定，知道中小学校禁烟的人有

55.1%，22.1%的人知道餐厅有禁烟规定，31.1%的人知道室内工作场所不能吸烟。市民对医

院禁止吸烟支持力度最大（96.1%），其他依次为中小学校（96.7%）、大学（93.8%）、工

作场所（92.7%）、餐厅（79%）、酒吧（47.2%）。有 37.3%的成人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过控

烟知识，50%的成人在电视上看到过控烟信息。本次调查显示厦门居民对烟草的危害认知度

还很不够，因此要加大控烟宣传力度，丰富控烟宣传内容，推动多部门协作开展控烟工作。

绍兴市某高校大学生综合控烟干预模式评价

见明智，陈洁，蒋兴祥，朱靖锋

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绍兴，312041

摘要： 目的 了解针对大学生综合控烟干预模式的作用，为开展高校的控烟健康教育提

供依据。方法 采用偶遇调查抽样法，问卷由省 CDC 统一提供，在干预前后对在校大学生开

展控烟调查。结果 发现大学生在干预前后对于吸烟引起的相关疾病：中风、患肺癌、肺气

肿、加速衰老、冠心病、口腔癌等疾病的认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后

大学生对警示烟包相关知识：看到卷烟包装上的健康警语、当前国内烟盒包装上吸烟有害健

康的字样有警示效果、警示图片应该占烟盒包装的多大比例才有效果等的认识上经χ2
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高校开展综合控烟干预对于提高大学生对吸烟的危

害和警示烟包知识方面有一定的作用，此模式可以在不同高校开展。

文成县 400 名成人吸烟率降低背后原因的初探

张大聪 1，兰郑东 2，张志勇 3

浙江省文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文成 325300

【摘要】目的 为了解“十三五”前后浙江省文成县 15 岁以上城镇居民烟草流行使用

情况，进一步探讨降低成人吸烟率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方法 健康教育干预采取的措施主

要有组织吸烟者收看控烟视频、集中人员进行控烟讲座、学生家长劝阻等，于“十三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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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2014 年 11 月起至 2016 年 12 月每季度开展 3 次；并全部采用目前国际烟草控制政策

评估项目（ITC）问卷调查文成县 2 个年份中的健康教育干预前后 400 名城镇成人居民的吸

烟率及相关因素。结果 文成县城镇居民成人控烟的吸烟危害知识知晓率在干预前后有非常

显著差异（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但是，文成县城镇居民成人吸烟率当地 2016

年成人吸烟率为 24.37%与 2014 年成人吸烟率为 27.81%相比较干预前后无显著差异（P≥

0.05）。结论 采取综合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是提高成人控烟的吸烟危害知识知晓率的重要原

因，有一定降低成人吸烟率的作用。

台湾纸烟香味料成分分析及指纹图谱建立

方泽沛，刘书妤，黄正君，李政宪

财团法人安全卫生技术中心

引言：根据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之重点内容：烟品引诱性、毒性、成瘾性等项目，是烟草产品管理规范中的

重要项目。市售烟品主要是藉由多彩酷炫、当代流行、复古经典等设计元素，提升烟产品对

消费者的吸引力，另外也藉由香味料之配置，修饰或调味烟草制品的气味，特别是对青少年

尤其有吸引力，因此已被广泛认为调味烟品是诱使青少年吸烟的 “起始” 产品。

内容：本研究目的为，建立烟品添加物之香味特征分类方法。依据台湾「烟品资料申报

办法」之要求，烟品制造及输入业者应申报：一、烟品成分、添加物及其相关毒性资料；二、

烟品排放物及其相关毒性资料。本研究应用已公开之烟品成分信息，比对美国香料及抽出物

制造者协会（Flavor and Extrac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FEMA）之 “Flavor Ingredient

Library”，以及 Leffingwell & Associates. Flavor-Base 数据库，分别以果香(Fruity)、 花香

(Floral)、醇(Alcohol)、 辣味(Spicy)、 香草(Herbal)、甜味( Sweet)、薄荷(Menthol)、以及

其它杂项(Miscellaneous) 等 8大类进行区分。

结论：本研究发现，每一支烟品都有不同的香味料分类，依具香味特征之分类结果，予

以加权计算，建立烟品成分中之香味料指纹特征，此方法将有利于未来烟品添加物之管理与

鉴认。此外，本研究亦观察到，台湾纸(卷)烟中常见之添加物成分约有 1,500余种，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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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分，多半为花果、薄荷、甜味…等，具有特定气味特征之物质。由于这些成分对健康影

响并不显著，加入此类香味料之用途，可能为增加烟品之特有风味，以达到吸引消费者指定

选购之目的。建议未来应进一步调查台湾青少年抽烟习惯，对于加味烟之偏好程度与家庭社

经条件之分布。

台湾烟害致死人数的中长期推估

高志文

台北医学大学，台北，台湾

每年三万人死于烟害，到 2060 年将累积高达 167 万人死于烟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可采用之烟害致死科学研究，每两位长期吸烟者，有一位最终

因吸烟相关疾病而不幸死亡。预计到本世纪末 2100年，全球累积将有十亿人，不幸因烟品

使用而早夭。对中长期烟害致死人数的推估，有助于政府决策者与民众支持更加严格的烟害

防制立法。台湾成人吸烟率从 1990的 32.5%(男性吸烟率 60%，女性约 5%)，下降至 2016

的 15.3%。然而，由于台湾目前烟害死亡负担，乃反应约 20~40年前台湾高吸烟率的长期

后果。本研究以 SimSmoke烟害致死推估模型，估算烟税增加等各种烟害防制政策与人口

变迁等因素对台湾吸烟率及烟害致死人数的长期影响。从 2001年与 2008年，进行两种模

拟。该模型提供估计值，显示台湾在执行相关烟害政策对吸烟率的影响。结果显示，2009

年台湾吸烟死亡人数达到最高峰，平均每年烟害致死人数高达 30,000人，之后开始缓慢下

降但每年平均依然有高达 25,000人因烟害早夭，此高烟害死亡状况持续至 2040年才开始

显著降低，反应近 10多年来，相对较严的烟害防制政策对未来减少烟害死亡的效果。总计

2001至 2060年的 60年间，台湾因烟品使用早夭的人数累计高达 167万人。

结论:

烟害将继续成为未来数十年台湾主要致死原因之一，再次反映吸烟对公共卫生的长期巨

大的负面影响。台湾若要进一步减少烟害致死与其引起的巨大之经济社会成本，必须进一步

修改全面符合WHO FCTC之规定烟害防制法并持续提高烟税(捐)。

台湾男性烟害致死人数 (2001-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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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与疾病

吸烟对男性肺癌患者组织学分型的影响及其趋势分析

贾漫漫，李纪宾，林华，邹小农，赵平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全国肿瘤防治研

究办公室，北京，100021

背景与目的 研究发现我国肺癌患者的组织学亚型分布有变化。本研究探讨

吸烟对我国男性肺癌患者组织学分型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方法 收集和整理

2000-2012年北京市某三甲医院诊治的男性肺癌患者人口学、吸烟史、组织学等

信息，用年度百分比变化（APC）进行趋势检验。结果 入选肺癌 14106例，其

中吸烟 11750例，不吸烟 2356例。吸烟患者中，鳞癌的比例为 39.38%，腺癌 29.85%；

2000年至 2012年，鳞癌比例从 44.19%下降至 35.50%（APC=-1.9%，P<0.001）；

腺癌从 15.25%上升至 41.85%（APC=6.8%，P<0.001）；腺鳞癌从 4.13%至 0.72%

（APC=-14.9%，P<0.001）。不吸烟患者中，腺癌 53.86%，鳞癌 16.64%；腺癌从

38.03%上升至 67.83%（APC=4.3%，P<0.001）；大细胞癌和腺鳞癌呈波动变化。

结论 肺腺癌在男性吸烟和非吸烟肺癌患者中的比例均显著上升，鳞癌在男性吸

烟肺癌患者中的比例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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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肺癌和烟草流行及控烟现状

邹小农 1 贾漫漫 1 王鑫 2 支修益 2

1.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全国肿瘤防治研

究办公室，北京，100021

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胸外科，北京，100053

摘要：肺癌居我国恶性肿瘤死亡和发病的首位。肺癌与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密切相关。近

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烟和肺癌防治措施，但肺癌负担依然严重，男性吸烟率仍居高不

下，非吸烟者二手烟暴露十分广泛。本文对我国近年来肺癌、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流行现状

进行描述，同时对我国目前所实施的控烟措施进行了综述。

BIM基因多态性对晚期肺腺癌一线 EGFR-TKIs疗效影响回顾性研

究

钱坤 张毅 支修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 北京 100053

背景与目的 通过对 85例肺腺癌患者石蜡包埋标本及部分全血样本 BIM缺失多态性的

检测,分析BIM多态性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药物疗效相关性,

初探不同类型标本 BIM检测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 2013年 2月-2014年 11月间经宣武医院

胸外科诊断明确的 IIIb期-IV期肺腺癌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19或 21外显子突变 85例,给予一线 TKIs治疗,采用石蜡组织标本和部分全

血进行 BIM基因多态性检测,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客观有效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

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并根据吸烟、性别、EGFR突变位点等因素

进行单因素分析,同时对比石蜡标本与血液检测BIM的相关性.结果 在受检的 85例FFPE样

本中,BIM基因具有缺失多态性 14例(16.47%),纯和无缺失多态性 71例(83.53%).在 13例对

照样本中,石蜡样本和血液样本检出 BIM基因缺失多态性 2例,且为相同患者样本.BIM 多态

性的患者在用药物后的客观缓解率与无多态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BIM基因缺失多态

性、纯和无缺失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的中位 PFS分别为 7.1个月、12.8个月,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13).男性和女性中位 PFS(10.7 个月、12.1个月,P=0.835)、吸烟组和非吸烟组中位

PFS(9.7个月、12.1个月,P=0.974)、EGFR 19和 21外显子中位 PFS(8.7个月、1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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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P=0.303)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检测患者 BIM基因多态性对晚期肺腺癌

EGFR-TKIs治疗患者的评估预后可能有一定参考意义,但需要进行大样本的研究.

TTF-1、CD56、P40 免疫组化标志物及其他临床特征

与小细胞肺癌预后相关性研究

王鑫张毅胡牧王若天刘磊钱坤李元博支修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 北京,100053

背 景 与 目 的 本 研 究 旨 在 分 析 甲 状 腺 转 录 因 子 -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神经细胞粘附分子CD56和P40蛋白在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阳性表达情况,

探讨上述免疫表型标志物及其他临床特征与小细胞肺癌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用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检测 198 例初次诊治的小细胞肺癌患者石蜡包埋活检组织标本中 TTF-1、CD56、P40

的阳性表达情况,观察随访患者临床特征及治疗、生存情况,通过 Cox 风险比例模型分析上述

标志物、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198 例小细胞肺癌患者 TTF-1、CD56、P40 的

阳性率分别为 73.2%(145/198)、88.4%(175/198)、7.1%(14/198).TTF-1 是否阳性为小细胞

肺癌患者独立预后因素 OR=0.665,95%CI:0.472-0.937.其他与预后的相关因素包括:与不吸

烟者相比,吸烟指数≤400 组 OR=1.72,95%CI:1.061-2.789;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 得 分 为 2 分 与 0 分 者 相 比 的

OR=3.551,95%CI:2.133-5.914;广泛期与局限期患者相比 OR=2.487,95%CI:1.793-3.451;合

并 上 腔 静 脉 压 迫 综 合 征 (superior vena cava syndrome,SVCS) 者

OR=2.394,95%CI:1.49-3.846.结论 小细胞肺癌中的预后与 TTF-1 表达及吸烟、ECOG 得分、

肿瘤分期、合并 SVCS 等多个因素相关,TTF-1、CD56、P40 表达在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和鉴别

诊断中有辅助作用.

1996-2014 年中国恶性肿瘤经济负担的系统评价

石菊芳 1 石春雷 2 岳馨培 3 黄慧瑶 1 王乐 1 李江 1 娄培安 2 毛阿燕 3 代

敏 1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城市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办公室 100021

徐州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 221006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公共卫生信息研究室,北京,100020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7%8e%8b%e9%91%ab%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5%bc%a0%e6%af%85%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8%83%a1%e7%89%a7%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7%8e%8b%e8%8b%a5%e5%a4%a9%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5%88%98%e7%a3%8a%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9%92%b1%e5%9d%a4%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6%9d%8e%e5%85%83%e5%8d%9a%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6%94%af%e4%bf%ae%e7%9b%8a%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7%9f%b3%e6%98%a5%e9%9b%b7%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5%b2%b3%e9%a6%a8%e5%9f%b9%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9%bb%84%e6%85%a7%e7%91%b6%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7%8e%8b%e4%b9%90%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6%9d%8e%e6%b1%9f%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5%a8%84%e5%9f%b9%e5%ae%89%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6%af%9b%e9%98%bf%e7%87%95%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4%bb%a3%e6%95%8f%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4%bb%a3%e6%95%8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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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 1996—2014年中国恶性肿瘤经济负担的研究状况。方法采用“癌症”“经济负

担”“费用”“成本”等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 PubMed 文献库 1996—2014 年发表

的文献。从研究对象的信息来源、研究方法和数据结果等方面进行摘录，所有呈现费用数据

均以中国医疗保健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贴现到 2013 年。结果最终纳入研究 91项，其中 55

项发表于近 5年，涉及肺癌的研究最多（32项）。83项基于个体的研究中，有 77项为个

体患者病案摘录，数据多为单一直接医疗费用，分析指标以例均和日均费用多见。

1996—2014年例均费用趋势结果显示，所有癌种的绝大部分费用在 1万元～3万元，其中

肺癌和乳腺癌的研究间差异较大（1万元～9万元），食管癌和胃癌的研究间差异略小（1

万元～5万元），绝大部分宫颈癌例均费用在 2万元内。各癌种日均费用在近 20年间总体

呈上升趋势（3～7倍），各研究间离散程度较小。基于人群的研究仅 8项，其中全国人群

层面恶性肿瘤经济负担跨度为 326．3亿元～1007．4亿元。无论是基于个体还是基于人群

的研究，对直接非医疗费用、间接费用和无形成本所致经济负担的报道均较少。结论中国恶

性肿瘤经济负担评价数据仍有限且结果可比性较差，尤其是在人群层面；例均费用数据可能

存在低估。

云南省宣威市肺癌危险因素研究

刘利群 1 万霞 1 陈功博 1 马祥云 2 宁伯福 2 杨功焕 1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暨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

2 云南省宣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描述宣威市普通居民肺癌危险因素的暴露情况，以探索其肺癌分

布特征的成因。 方法 根据 2010-2012 肺癌死亡率将宣威市 26 个乡镇划分为高、中、低发

区后，根据地形和方位选取 6 个乡镇（高中低发区各 2 个），并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 4 个

行政村作为调查点。对调查点中居民样本人群进行肺癌危险因素面对面调查。采用卡方检验

或 U 检验比较高、中、低发区人群危险因素暴露率或暴露水平。 结果 被调查者中有煤矿

工作经历者约占 12%。大部分被调查者家庭使用烟煤作为生活燃料，十年前和现在的使用率

均超过 50%。家中使用火塘者较少，现在使用率小于 2%，十年前使用率约为 10%。经常食

用新鲜蔬菜和水果者（每周至少有三天食用）均超过 50%。男性吸烟率在 60%以上，女性几

乎不吸烟。从未吸烟者中二手烟暴露者占到近 80%。饮酒者占 13%，有肺部疾病史者占 5%，

有家族肿瘤史者占 13%。 结论 在煤矿工作时间长短影响宣威居民肺癌的发生。烟煤使用量

和吸烟习惯在全宣威市人群中没有明显差别，其对肺癌的影响需要从其他角度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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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可降低哮喘患者气道炎症反应的研究

李艳君 王慧 吴宇晗 陈琳 张美玲 孙瑜

通讯作者：周 红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摘要：众所周知支气管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导致气道高反应性，若哮喘反复发作，随病

程时间的延长可产生气道重构。而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非变应原性因素其中包括大气污染、

吸烟等因素。哮喘患者持续存在的高反应性降低对吸入性激素治疗的敏感性。研究背景哮喘

患者中吸烟情况十分普遍,吸烟导致哮喘难以控制,吸烟哮喘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治疗敏感性下

降。吸烟对哮喘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目的是了解哮喘患者的吸烟状况以及控烟对于哮

喘控制的影响；比较吸烟哮喘与非吸烟哮喘患者在哮喘控制、气道炎症指标等方面的差异,

探讨吸烟对哮喘的临床控制、气道炎症以及白三烯合成的影响。方法：采用病例对照方法,

选取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符合入组条件吸烟哮喘组20例,并同期选取非

吸烟哮喘患者 20 例作为对照组。记录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然后进行临床干预。给予两组相

同剂量的吸入性激素及支气管舒张剂（均使用普米克令舒与可必特），然后监测两组患者的

肺功能,FeNO 水平,检测血常规、血总 IgE 等，比较两组间各项指标的差异。结论：控烟哮喘

患者临床干预后各项指标优于吸烟患者，以及其急性发作间期长于吸烟哮喘患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118 例临床特征分

析

赵松林聂秀红张霖张威肖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科, 北京,100053

背景与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合

并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临床特征,以便临床早期诊断 COPD合并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方

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年 1月-2016年 12月 118例 COPD合并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8%b5%b5%e6%9d%be%e6%9e%97%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8%81%82%e7%a7%80%e7%ba%a2%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5%bc%a0%e9%9c%96%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5%bc%a0%e5%a8%81%22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e4%bd%9c%e8%80%85%3a%22%e8%82%96%e6%b1%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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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吸烟史、吸烟指数、临床症状及体征、病理类型、分期、转

移部位及肺功能指标,选择同时期的 120例单纯性 COPD患者作为对照.结果 COPD合并肺

癌组患者吸烟率(55.1%)及吸烟指数≥400支/年患者比例(90.8%)均高于单纯 COPD组患者

(20.8%,48.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COPD合并肺癌组患者常见症状如咳嗽、

咳痰、发热、乏力、呼吸困难发生率与单纯 COPD组患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咯

血、消瘦、胸痛、声音嘶哑、胸腔积液、肺不张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单纯 COPD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COPD合并肺癌组患者首次诊断时 63.6%为晚期或局部晚期,远处转

移以胸膜转移和骨转移多见;两组患者之间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与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比值(FEV1/FVC)、FEV1占预

计值的百分比(FEV1%pre)、肺总量(total lung capacity,TLC)、残气容积(residual volume,RV)

与 TLC的比值(RV/TLC)无明显差异(P>0.05),但 COPD合并肺癌组患者的一氧化碳弥散量

(diffusing capacity of carbon monoxide,DLCO)较单纯 COPD组患者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COPD合并肺癌组患者病理类型以鳞癌最多见(51.7%),其中男性患者以鳞癌

(60.7%)为主,而女性患者以腺癌(69.0%)为主.结论 COPD合并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好发于男

性吸烟患者,鳞癌发生率高,早期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首次诊断时多为晚期或局部晚期,定期

对 COPD患者行胸部 CT检查可以尽早发现肺癌.

吸烟指数与男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损害程度

的相关性

贾伟 荣光生

安徽省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吸烟指数与男性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损害程度的相关性。方法:以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住院治疗的现在吸烟的的男性慢阻肺患者为研究对象，收

集患者的吸烟指数（每日吸烟量（支）乘以吸烟持续时间（年））及肺功能各项指标参数 (FVC、

FEV1、MEF75、MEF50 和 MEF25、MMEF),运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患者的吸烟指数与

肺通气功能指标是否具有相关性。结果:肺通气功能障碍各组值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吸烟指数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肺功能严重程度与吸烟指数呈正相关性。结论:吸烟指数与男性慢阻肺患

者的肺功能损害程度密切相关，吸烟指数越高，肺功能损害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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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与控烟—吸烟对心衰患者的影响

黎励文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一、 吸烟与心衰的关系

吸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全球每 3 个吸烟者中就有一个

来自中国；中国男性的吸烟率为 67％，全球最高。在西方国家吸烟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的

吸烟率并未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吸烟引起的危害主要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肿瘤和心血管疾

病。根据 Begg 的统计，吸烟导致死亡中，超过 20％是死于心血管疾病。烟草燃烧所产生的

烟雾中含有超过 4 000 种化合物，包括一氧化碳、氢化氰、烟焦油、尼古丁等，这些化合物

绝大多数对人体有害，至少有 69 种为已知的致癌物。在这些化合物中，以尼古丁和一氧化

碳对心血管的影响最大。尼古丁可以直接刺激心脏使心率加快、血管收缩，造成血压升高、

冠脉血流量减少；一氧化碳通过与血红蛋白结合，减低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造成组织慢性

缺氧；另外，吸烟的人体内儿茶酚胺释放增加，也会加速心率，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相

关研究发现，吸烟后 10 分钟血液中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上升，心率每分钟可增加

5～20 次，收缩压上升 10～25mmHg。吸烟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可能与氧化应激、内皮功能

障碍、炎症反应、高凝、基因和遗传等诸多方面有关。一方面，吸烟可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已有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吸烟可加重患者临床症状，降低运动耐量。

研究显示，女性患者吸烟使心血管风险增高的风险高于男性，这可能和女性代谢尼古丁的速

度更快有关。

二、吸烟对心衰影响的临床研究

烟草对健康的危害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戒烟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有益影响得到了

大量研究的支持，多项研究一致表明戒烟可降低心衰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使心衰患者再

住院率减少。

近期，OPTIMIZE-HF 研究入选了 48612 名心衰患者，其中吸烟者占 15.9％。在校正

了各种混杂因素后，吸烟患者的院内死亡率较不吸烟患者低 30％，但是这种益处在出院 2-3

个月后并没有持续存在。研究结果显示吸烟似乎对心衰有一定的益处，和既往研究结果相悖，

也即被称为 smoker’s paradox 现象。在对 OPTIMIZE-HF 研究的分析述评中，分析者发现，

患者心衰发作后会暂停吸烟，而停止吸烟后的即刻影响，包括血压心率下降，心肌耗氧量减

少，血管舒张等，这些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有利于心衰的治疗。既往的研究也表明，停止吸烟

后的 20 分钟内血压和心率逐渐下降至正常。这种戒烟产生的额外的治疗作用是吸烟患者短

期获益的原因，所以心衰患者中并不存在真正的 smoker’s paradox。吸烟者悖论只是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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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面说明了吸烟的危害，支持心衰患者应该积极戒烟。

三、 心衰指南关于戒烟的建议及临床实践现状

吸烟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可防、可控的危险因素，原则上也是唯一能够完全控制

的致病因素。戒烟是最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措施。因此， 2012ESC 心衰指南明确

指出，心衰患者应接受戒烟的健康教育，停止吸烟。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在心衰患者中，

吸烟者比较常见，但在临床实践中，戒烟宣教并没有很好的实施。

欧洲心力衰竭研究(EuroHeart Failure Survey)表明，仅有少于半数的患者回忆起

曾接受戒烟的建议，在这些患者中，也只有四分之三的患者表明接受了建议。EUROASPIRE III

调查研究发现，在已经确诊冠心病的患者中，吸烟者依照指南推荐进行戒烟的比例仅为 48％。

这些结果显示，在心血管病患者中，吸烟这一危险因素的控制远远不足。而且目前有越来越

多的证据也表明，被动吸烟也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吸烟者一起居住或者工作场合

有被动吸烟都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达 30％。戒烟是一种个体行为，控烟则是一种社会

群体性行动，需要政府的干预及支持、全体医护人员及公卫人员的表率及全民的配合。其中，

医生的戒烟建议是病人戒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扎实有效地开展戒烟宣教工作，是每

一位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心血管医生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四、展望

目前心血管病患者吸烟这一危险因素的控制尚不理想，需要我们医务工作者进一步重视，

加强宣教，鼓励患者戒烟。另外一方面，目前关于戒烟对心衰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横断面、

观察性研究，观察时间短，还没有关于吸烟、戒烟对心衰患者影响的前瞻性研究。临床工作

者在做好健康宣教的同时，也应前瞻性研究观察戒烟对心衰患者的影响或用倾向性评分匹配

方法回顾性分析心衰患者吸烟、戒烟对预后的影响，为更好的做好控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广东省中山市公务员吸烟与高血压相关分析

秦祖国，鲁志威，王冰娜，汤 捷*

广东省健康教育所

【摘要】 目的 分析中山市公务员吸烟与高血压的关系，为开展控烟工作和高血压预

防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中山市 1133名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结

果 中山市公务员吸烟率为 15.6%，男性公务员吸烟率 29.9%。中山市公务员高血压患病率

为 6.2%。吸烟公务员高血压患病比例（15.3%）高于非吸烟公务员（4.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公务员吸烟与患高血压病相关，吸烟可能增加患高血压病的风险。

【关键词】公务员；吸烟；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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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对下肢动脉疾病影响的调查

布艾加尔 罗盈怡 李觉 余金明 胡大一

同济大学心肺血管中心同济大学心肺血管中心 200092 上海

摘要：目的：通过调查吸烟状况和测量踝臂指数(Ankle-Brachial Index, ABI)分析吸

烟对下肢外周动脉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的影响。方法：对北京及上海

地区共 28 所医院入院的 3379 例男性患者（年龄 40～98 岁）进行踝臂指数的测定，其中吸

烟组 2253 例，非吸烟组 1126 例，ABI≤0.9 被诊断为 PAD，并通过调查表进行资料收集和统

计学处理。结果：吸烟组 ABI 值为 0.999±0.241，非吸烟组为 1.032±0．220，吸烟组较非

吸烟组 ABI 值低（P＜0.05）。吸烟组 PAD 患病率 24.94%，非吸烟组 20.60%，年龄调整后相

对危险度（ORM.H）为 1.480(95%CI：1.237-1.770)，吸烟等级与患 PAD 危险存在剂量反应关

系。结论：吸烟是患 PAD 的重要危险因素，随吸烟量的增加，患 PAD 的危险也增加。

吸烟对高血压患者肱踝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影响

布艾加尔 袁斌斌

南京明基医院心内科

新疆伊宁市霍城县三道河中心学校

【摘要】目的 分析长期吸烟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动脉僵硬度的影响。方法 选择 131

例不吸烟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50 例吸烟的高血压患者及 165 例健康体检者，年龄为 30—

60 岁，分别测定各组的肱踝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brachial-ankle artery pulse wave

velocity，baPWV)，并进行问卷调查和比较各组差异。结果 吸烟组 baPWV

值(1 578．1±257．9)较非吸烟组(1 466．73±217．39)及健康组(1 349．8±301．82)

明显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吸烟组较健康组 baPWV 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吸烟加重中青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动脉硬化程度

控烟—干预心血管疾病决不可忽视的危险因素势在必行

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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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医院

据 2010 年中国疾控中心进行的《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部分》得出的最新调

查数据显示，在中国男性吸烟率为 52.9％，吸烟者总数达 3 亿人。女性吸烟率为 2.4％，吸

烟人群达 1,260 万人。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生活方式西方化与城市化相对应的社会

经济的变迁，中国心血管病发病率正在迅速增长，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头号杀手。中

国最新的吸烟相关疾病归因死亡调查研究显示，吸烟致心血管疾病死亡是仅次于癌症的第二

位死亡原因。与国外报道相似，我国男性急性心肌梗死吸烟者是非吸烟者两倍且发病年龄较

非吸烟者平均提前 7年。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决不可忽视的危险因素。

1 烟草中导致冠心病的主要成分

烟草中尼古丁、一氧化碳和烟雾中的氧化物质是导致冠心病的主要成分。

尼古丁对人体最显著的影响是激活交感神经，引起呼吸兴奋、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吸烟者

吸烟时心率可增加 20 次/分之多）。全天动态监测心率发现，加快【4】。吸烟，动态心电

图显示吸烟者全天平均增加 7 次/分。一氧化碳吸入体内与血红蛋白紧密结合产生碳氧血红

蛋白，一般吸烟者碳氧血红蛋白水平约 5％，重度吸烟者可超过 10％。冠状动脉狭窄重的患

者暴露于一氧化碳时，容易诱发心功能衰竭及复杂室性心律失常。烟雾中含有高浓度的氧化

物质，如氮氧化物及焦油中的大量自由基进入机体导致组织氧化－抗氧化系统失衡，引起氧

化应激反应，使细胞膜发生脂质过氧化，从而导致组织损伤、坏死，细胞增殖，甚至纤维化、

癌变。氧化应激是有助于形成心血管疾病的一种潜在机制。

2 吸烟与血脂异常

吸烟者更容易患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血脂代谢紊乱。尼古丁可能加速脂肪分解和/或诱

发胰岛素抵抗，导致血脂异常。与非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极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较高；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主要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较低；甘油三酯较高；载脂蛋白 A1

较高。吸烟者含有较高浓度的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由此可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

成。在戒烟后两周内，动态观察血脂发现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开始上升。

3 吸烟与血管内皮功能

与高脂血症、糖尿病及高血压等心血管危险因素一样，吸烟也会引起血管内皮损伤

和功能障碍，如累及冠状动脉及周围动脉。大量研究显示，吸烟使冠状动脉血管内皮功能减

退，导致冠状动脉痉挛，原因有一氧化氮释放减少。戒烟可以使一氧化氮的释放恢复正常。

血管内的多普勒超声测试表明，吸烟导致外周动脉收缩以及冠状动脉血管阻力增加。通过冠

状动脉血管造影显示，吸烟可以诱发冠状动脉痉挛 ，增加血管痉挛性心绞痛发生风险，并

且使发作患者药物疗效减弱。

4 吸烟与炎症反应

吸烟促进炎症反应的机制尚不清楚，吸烟引起慢性炎症反应，如白细胞、C反应蛋

白及急性期纤维蛋白原增高，增加白细胞在血管壁上的粘附聚集，同时还可以激活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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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白细胞计数、C 反应蛋白和纤维蛋白原都是发生心血管事件强

有力的危险预测因子。尼古丁可能通过中性粒细胞迁移趋化来促进炎症反应，还作用在人类

单核细胞衍生的树突细胞，促进炎症反应的发生。

5 吸烟与胰岛素抵抗

糖尿病是心血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及等危症。吸烟是 2 型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风险随戒烟而降低。胰岛素依赖 2 型糖尿病吸烟者在治疗时，胰岛素用量增大，糖化血红蛋

白 A1c 水平也升高。非糖尿病患者胰岛素钳夹试验及糖/胰岛素负荷葡萄糖试验证实，吸烟

与胰岛素抵抗相关。吸烟增加糖尿病患者微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如肾脏疾病的进展及糖尿病

肾病的发生，同时还增加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如冠状动脉、周围血管病及脑卒

中的发生。吸烟引起胰岛素抵抗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证据表明尼古丁在其中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静脉输注尼古丁可以减少 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的分泌。尼古丁引起胰岛素抵

抗的其他机制可能是激活了交感神经系统，增加皮质激素及生长激素的释放。吸烟者合并糖

尿病其血管病变的进程更为迅速。

6 吸烟与高凝状态

吸烟介导血栓形成是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病主要因素。流行病学证实，吸烟增加急

性心肌梗死及猝死的风险，超过增加冠心病心绞痛的风险。急性心肌梗死及猝死主要由于血

栓引起，而心绞痛则为血管狭窄供血障碍所致。与非吸烟者相比，急性心肌梗死吸烟者年龄

偏低，且心血管危险因素少，冠状动脉病变较轻。吸烟者急性心肌梗死后经过溶栓治疗，其

血运重建率要显著高于非吸烟者。在猝死的男性患者中，很多都有吸烟史，病理解剖结果中

发现急性血栓形成（占 75％），有斑块没有血栓形成仅为少数（占 41％）。相反，在非吸

烟者中，稳定斑块无血栓形成更为常见。吸烟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血栓形成。吸烟致慢性炎症

反应使纤维蛋白原水平增高；一氧化碳导致缺氧，引起红细胞计数增高，血液粘滞度增高。

吸烟者血小板活性显著增高，更容易在病变狭窄的血管内形成急性阻塞性的血小板血栓。

7 吸烟对男女性别心血管病的影响

近年，各国报道女性吸烟呈持续上升趋势，尤其年轻女性，那么吸烟对男女不同性

别在心血管病方面的影响是否有差异一直存在着争议。1998 年，Prescott 及其同事报道吸

烟者中，女性较男性冠心病危险增加 50％，由此得出结论女性较男性对吸烟的危害性更敏

感。大型 APCSC 荟萃分析研究显示，对于严重吸烟者冠心病风险存在性别差异，吸烟对女性

的危害重于男性。去年发表的大型前瞻性荟萃分析研究显示与非吸烟者相比，独立于其它心

血管病风险之外，女性吸烟者较男性吸烟者冠心病风险增加 25％，因此各国对女性吸烟采

取干预措施也势在必行。

8 吸烟与冠心病的治疗

综上所述，吸烟通过多种机制导致心血管病的产生，其中血栓形成、内皮功能损害、

炎症反应及冠状动脉痉挛所致的急性心血管事件最为突出。吸烟者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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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血栓事件，溶栓疗效优于非吸烟者。溶栓治疗是吸烟者急性心肌梗死的合理选择，尤

其是在没有条件立即进行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需要转诊的医院，此时，立即溶栓可能优于

延迟的介入治疗。

一项研究表明，低剂量阿司匹林不能充分抑制吸烟者冠心病血小板聚集，氯吡格雷

或更高剂量阿司匹林才能有效地抑制血小板活性。一项在社区人群中（85％为冠心病患者）

的研究显示，在预防血栓抗血小板治疗方面，吸烟与血小板活性有很强的相关性，对阿斯匹

林 81mg/日无反应者，常常需要改为 325mg/日或联合使用氯吡格雷才有效。如果不戒烟，心

肌梗死吸烟者梗死复发的概率显著增加。

吸烟者更容易发生冠状动脉痉挛，一旦发生痉挛其对钙离子拮抗剂治疗反应较差，

需要硝酸盐类药物联合钙离子拮抗剂治疗。

吸烟是导致内皮功能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改善内皮功能的治疗如调脂药物、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及有效控制糖尿病对吸烟患者都可以显著获益。吸烟可以诱发胰岛素抵

抗，对于吸烟的糖尿病患者，往往加大胰岛素用量或降糖药物剂量才能达到理想的血糖控制。

9 戒烟与冠心病患者

吸烟是可防可治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戒烟可以显著减少心血管发病风险。对 12,866

人 10 年的前瞻性研究表明：吸烟者冠心病死亡危险是非吸烟者 1.57 倍，戒烟 1 年后死亡危

险减少 37％。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和控制血压及胆固醇相比，戒烟能更大程度减少

全因死亡的风险。美国国家成人胆固醇教育计划也指出，戒烟是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力的干预

措施，其作用仅次于阿司匹林的使用。与其它心血管危险因素相比，遗憾的是临床医生对吸

烟危险因素的重视远远不够。

医务人员在戒烟工作中应该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荟萃分析发现干预冠心病住院

患者戒烟成功率高于其他疾病的住院患者，即使是未受过控烟知识培训的护士对冠心病住院

吸烟者进行控烟干预也可促进患者戒烟，结果发现干预组较未干预组戒烟率显著提高，分别

为 57％和 37％。冠心病住院人群加用戒烟药物强化干预可显著提高 1 年戒断率，和常规干

预相比，1 年戒烟率从 9％提高至 33％，随访 2 年，再住院率相对危险减少 44％，全因死亡

相对危险减少 77％。

总之，在我国冠心病发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吸烟是冠心病重要危险因素，而且是

一种可防可治的危险因素，控烟带来的临床效益是显著的，并且高于调脂治疗。在冠心病人

群中进行积极的戒烟干预无疑会带来重大的社会效益，减轻由于吸烟导致的医疗经济负担。

临床医生应该将冠心病患者戒烟指导和治疗纳入慢性疾病管理的日常工作中 。

控烟与冠心病

陶贵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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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心血管疾病是一个全球性疾病，在影响我们健康的疾病中，心血管疾病居第一位的。据

初步统计，2004 年全球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数达到 1 710 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29％，

其中冠心病的死亡人数多达 720 万人。WHO 曾预计，到 2020 年冠心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

总死亡负担将增加 1倍，而冠心病的死亡负担将上升到第 1位。全世界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

数为 1 530 万人，占总死亡人数的 1/4，是全世界最大的疾病。专家认为吸烟、大量饮酒、

缺少运动、超重肥胖、人口老龄化、高血压、LDL-C 上升、HDL-C 降低、糖尿病或糖耐量下

降等传统危险因素的上升是引起冠心病心血管事件增加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表面，全球

因吸烟导致心血管疾病而致死的比例高达 11％，绝大部分因冠心病引起的心肌梗塞均与吸

烟有关。

烟草烟雾中有超过 4 000 种化学物质，包括 40 种致癌物，其中尼古丁中含有尼古丁，

是一种生物碱，具有成瘾性，可以刺激人类神经兴奋，长期使用耐受量会增加，但也产生依

赖性；焦油可导致肿瘤的发生；刺激物可诱发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一氧化碳是诱发心血

管疾病的元凶。1950 年代我国每年卷烟销售量为 600 万箱，到 1982 年增长到 176 00 万箱，

且近年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目前我国男性吸烟率世界最高，以达到了 67％。因此，吸烟的

危害性已引起了广大的临床医生乃至全社会所关注和认识。

吸烟-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经循证医学证实吸烟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是仅次于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已

经成为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第二大危险因素，既可加速冠心病的发展进程有能增加新损伤的

发生率，尤其是对年轻的吸烟者危害更大，引发心肌梗死危险较年老者高 4 倍；吸烟直接使

冠心病发病风险增加 2～4 倍，冠心病死亡风险增加 2～3 倍。吸烟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

展、增厚与纤维化密切相关，可通过一系列反应促使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最终导致心血管

不良事件的发生。吸烟的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也有一定的特点，表现为冠脉瘤样扩张或多发

性冠脉狭窄病变。

在吸烟的冠心病患者中，冠状动脉三支病变者属于高危人群，其血运重建治疗难于不吸

烟的患者，而且在 PCI 术中相关血管慢血流或无复流现象的发生率也较高，对于那些冠脉

PCI 术后持续吸烟的患者，还可加重冠脉再狭窄的发生。

吸烟导致冠心病的机制

吸烟对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影响，可能与氧化应激、内皮功能障碍、炎症反应、栓

塞高凝、基因和遗传等诸多方面有关。

1 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是吸烟对血管损伤的核心环节，具体表现为增加氧化、机体抗氧化能力下降，

以前者为主。吸烟可通过增加氧化修饰，使血胆固醇( TC)、甘油三酯( TG)、低密度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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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固醇( LDL-C)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降低， 并进一步使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形成氧化 LDL( ox-LDL)，而 ox-LDL 可通过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形成冠状动脉粥

样斑块，并使斑块内巨噬细胞含量增多，形成不稳定性粥样斑块。

2 内皮功能障碍

吸烟时产生的超氧阴离子可降低一氧化氮(NO) 的生物活性且抑制内皮细胞表达一氧化

氮和酶( eNOs)，导致前臂动脉和冠状动脉内皮依赖性扩血管功能下降。烟草还可激活 JNK

途径，引起 p38MAPK 和肌球轻链磷酸化，进而通过削弱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性能和血管新生，

影响内皮祖细胞的分化。经研究发现，吸烟可使血中镉和铅增高，加剧其对血管内皮结构如

微血管和表面蛋白的氧化损伤，进而加剧内皮细胞收缩、结构变化和（或）死亡。

3 炎症反应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炎症性反应，而吸烟者体内存在较低水平的全身性炎症反应。炎症

指标的改变包括尿异前列腺素、血细胞黏附分子 1、纤维蛋白原、C 反应蛋白(CRP)、IL-6

增加和血浆 CD40 配体显著降低。在吸完烟即刻，炎症指标升高明显。吸烟引起的炎症反应

是由环氧化酶（COX）、细胞因子介导的，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另外，吸烟也可对

炎症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产生影响，白细胞总数及分类（中性、淋巴、单核细胞）计数增加。

暴露于烟草中时单核细胞、内皮的粘附性和趋化因子 CXCL8 释放均增加。

4 高凝与栓塞

吸烟可导致高凝状态，体内血黏滞度、红细胞比容、纤维蛋白原、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

( t-PA ) 抗原、D-二聚体等增高。t-PA 急性释放能力可反映栓塞发生后机体的纤溶激活程

度。吸烟者在单独给予 P-物质时，t-PA 抗原的最大释放量降低;而同时给予维生素 C 和 P-

物质时，其最大释放量较单独给予 P-物质时有明显增加。另外，缓激肽和蛋白酶激活受体

介导的 t-PA 释放量也降低。吸烟也改变 FIII( 组织因子，TF)的表达，使 TF 转录和合成增

多以及活性增加，该变化与转录因子核因子( NF)-B 的激活有关。另外，吸烟可通过增加 IL-6

促使血小板数量增多;或通过降低 NO 生物利用度，使血小板更易聚集。

5 遗传易患性

在吸烟所致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中，也存在遗传基因的易患性。遗传背景的不同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吸烟者患冠心病的危险度。例如谷胱甘肽转移酶基因缺失，可加重吸烟对心血管

的损害;GSTM1GSTT1 基因缺失，吸烟者更易患冠心病且病变更为严重。细胞色素 P450 参与

香烟中物质的代谢。吸烟(包括曾经吸烟)与 CYP2J2*7T 等位基因对促进冠心病发生具协同作

用。除此之外，还发现吸烟者中淋巴毒素，G/ G 基因型的人比 A/ A 基因型的人有更高水平

的血 TNF-。后者通过 IL-6、CRP 等释放，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溶基质素 1( st romely

sin-1) 即基质金属蛋白酶 3 的启动子区域携带有等位基因 5A 的吸烟者，其患冠心病概率

是携带 6A/ 6A 基因的不吸烟者的 20 倍。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基因多样性多为流行病学调查

和基因型分析，尚缺乏直接因果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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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的控烟处理

吸烟是冠心病发生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也是冠心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主要独立危险因

素，同时也是导致冠心病支架术后支架内在狭窄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冠心病患者住院期间

面对严重疾病和可能死亡时，更意识到烟草对心血管的危害，更有愿望改变危险的生活和行

为方式，戒烟动机更强，据相关统计有吸烟相关性疾病者是无吸烟相关性疾病者戒烟愿望的

1.4 倍。因此，冠心病患者住院期间是启动戒烟干预的最恰当时机，医生的戒烟建议则是病

人戒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扎实有效地开展戒烟工作，是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心

血管医生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医务人员在自己不吸烟的同时，应能准确识别吸烟者，给予立刻戒烟的简短建议；根据

每位患者的吸烟史，为其制定合理的戒烟治疗或推荐到戒烟门诊、戒烟医生。各级医院应建

立规范的戒烟门诊，争创无烟医院、无烟科室，并在科室开展戒烟知识和技能的全员培训，

充分发挥社会导向作用，推动政府控烟，争取将戒烟服务早日纳入医保。在以后的工作中，

医务人员应将探索戒烟模式，逐步将戒烟纳入慢病管理系统，在治疗中提高药物的有效性做

为工作的重点。

总之，对于广大的冠心病患者来说，控烟是一种经济实用的疗法，不仅可以有效预防冠

心病发生发展，而且可以改善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提高 PCI 术中术后的安全性。因此，无

论我们怎么强调控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戒烟是一种个体行为，控烟则是一种社会群体性行

动，需要政府的干预及支持、全体医护人员及公卫人员的表率及全民的配合。相信，在我们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一定能从吸烟大国转变为控烟大国。

吸烟者的失眠率高于非吸烟者

廖艳辉 唐劲松 刘铁桥 郝伟 陈晓岗

单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地址：人民中路 139号，湖南省，长沙市，410011

目的

吸烟有害健康，戒烟过程容易失眠。目前尚不知吸烟对睡眠的影响。本研究在了解湖南

省普通人群的吸烟情况下，比较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睡眠质量。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2 年 9-10 月期间，湖南省的 26,851 例，满 12 岁的受试者。其中 26,282

完成了吸烟情况调查。包括名 19,632 例非吸烟者（其中女性为 60.9%；平均年龄 38.1± 16.06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0.6± 3.79（平均数±标准差）年）和 6,650 例吸烟者（其中女性为 5.5%；

平均年龄 42.2± 14.57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0.4± 3.70 年）。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定睡眠质量。PSQI 总分 0-21 分，失眠为 PS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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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5。睡眠情况调查已发表（Sci Rep. 2017 Mar 6;7:43690）。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卡方检

验分析两组的人口学结构和睡眠质量的差异，线性回归分析吸烟对睡眠的影响。伦理委员会

批号：S101，2011。

结果

吸烟者占总人数的 25.3%，男性中有 45% 、女性中有 3%吸烟者。吸烟者平均吸烟

16.7 ± 12.17 年，平均每天 18.4 ± 14.84 根，28.3%曾尝试过戒烟，对烟的平均渴求（0-10 分，

0 为无渴求，10 为最大渴求）4.9 ± 2.42 分。非吸烟者 PSQI 总分为 4.11±2.62，吸烟者 4.72±2.75

（p<0.001）；失眠发生率 26.5%（非吸烟者 24.5%，吸烟者 32.7%，p<0.001）。吸烟时间越长

（p=.001）、烟渴求越大（p<0.001），睡眠越差，每天吸烟量（p=0.196）对睡眠影响小。

结论

吸烟者的失眠率明显高于非吸烟者，本研究推测吸烟易引起失眠。

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抑郁情绪与烟草使用关系的研究

何亚平 朱静芬 马进 汤晖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研究青少年学生中抑郁流行情况及其与烟草使用的关系

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2016 年调查了上海市 10557 个学生。

使用 WHO 的“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问卷”和病人健康问卷 2 条目中文版（PHQ-2）进行调查。

结果：上海市中学生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9.1%和 3.2%。调查对象具有抑郁

情绪的比例为 12.4%，男女生的抑郁情绪发生率相同（12.4%），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情绪

发生率也逐渐增加。高中生抑郁情绪发生率（18.6%）高于初中生（8.7%）和职校生（15.1%）。

抑郁情绪者尝试吸烟率为 18.20%，高于无抑郁情绪者 7.8%（P<0.01),抑郁情绪者现在吸烟

率也高于无抑郁情绪者（8.0%vs2.5%）。与无抑郁情绪者相比，抑郁情绪者尝试吸烟风险为

2.64 倍(95%CI 2.25-3.10)，女生的尝试吸烟风险（OR=3.62，95%CI2.76-4.75）高于男生

（OR=2.31，95%CI1.89-2.82）。与无抑郁情绪者相比，抑郁情绪者现在吸烟风险为 3.37 倍

(95%CI 2.65-4.23),女生的现在吸烟风险（OR=5.75，95%CI3.77-8.76）也高于男生（OR=2.68，

95%CI 2.00-3.60）。初中生抑郁情绪者的尝试吸烟风险（OR=4.89，95%CI3.58-6.68）高于

高中（OR=1.98，95%CI 1.45-2.71）和职校（OR=1.70，95%CI 1.34-2.17）。初中生抑郁情

绪者的现在吸烟风险（OR=8.61，95%CI5.34-13.90）远高于高中（OR=3.61，95%CI 2.13-6.11）

和职校（OR=1.78，95%CI 1.26-2.50）。

结论：抑郁情绪是青少年学生烟草使用的影响因素之一，会增加现在吸烟及尝试吸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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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学校及社会需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维护，积极开展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措施，尤其

需关注女生及初中学生等高危人群的心理健康与吸烟行为。

戒烟

中国戒烟专线运行 1 年的戒烟咨询者被动咨询量及区域分布的特点

景行 1，张迪 1，褚水莲 1，梁立荣 1，童朝晖 2，

姜垣 3，尹荣秀 4，高玉莲 4，胡大一 4

【作者单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烟草依赖治疗研究室）；北京市呼

吸疾病研究所，北京，100020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

100020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北京，100050

4 中国控烟协会，北京，100101

【摘要】

背景 戒烟热线以其操作便捷，服务对象广泛，更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等优势成为国际上广为

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戒烟咨询服务方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 2004年开通我国

内地第一条免费的戒烟热线，并于 2009年升级为全国戒烟热线（4008885531），但戒烟咨询

者呼入量一直较低。2016年在中国控烟协会的资助下，该热线服务系统及操作流程得到了

优化与完善，成为中国控烟协会的官方戒烟服务热线，更名为中国戒烟专线，于 2016年 5

月 27日正式运行。 目的 通过分析中国戒烟专线开通正式运行 1 年内的戒烟咨询者呼入量

及其区域分布特点，评价其使用的效果，为促进该热线戒烟服务的可及性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 基于中国戒烟专线电话呼入者登记数据库，回顾性收集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5月间该

热线的每月呼入量及呼入者来源的区域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中国戒烟专线开

通 1年内累计呼入量为 3521次，其中人工咨询量为 1697次（%）；平均月呼入量为 293次，

平均月人工咨询量为 141次；2016年 6月的热线呼入量最高，为 570次（16.2%），之后呼

入量呈下降趋势，但在 2016年 9月、2017年 2月和 3月呼入量出现上升；全国拨打戒烟专

线的地区，涉及除外香港、澳门及台湾，覆盖我国大陆外的 31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北京市、

广东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年拨打专线总量分列前三位，东部地区呼入量占比为 54.3%，远

高于中部（28.9%）和西部地区（16.8%）的呼入量占比；南方地区（48.0%）与北方地区（52.0%）



56 / 82

的呼入量占比差异不明显。结论 中国戒烟专线的月呼入量存在季节波动，覆盖范围广泛，

但呼入量存在区域差异。亟待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众的知晓率，促进呼

入量的增加，缩小区域差异。

拨打中国戒烟专线的吸烟者特征分析

景行 1，张迪 1，褚水莲 1，梁立荣 1，童朝晖 2

姜垣 3，尹荣秀 4，高玉莲 4，胡大一 4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烟草依赖治疗研究室）；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100020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

北京，100020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北京，100050

4 中国控烟协会，北京，100101

【摘要】

背景 北京朝阳医院于 2009 年底创建了全国首部戒烟热线 4008885531，并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与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合作将该热线升级为“中国戒烟专线”，并完善了服务系统和操作

方案，旨在免费为全国吸烟者提供专业的戒烟咨询和戒烟干预服务。目的 分析拨打中国戒

烟专线的现吸烟者特征，为改进此热线的服务质量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基于中国戒烟专线

服务登记数据系统，筛选 2016 年 5 月 27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期间拨打该热线、并且基

本信息完整的现吸烟者，分析其特征，并与《2015 年中国成人烟草使用报告》（简称）《2015

报告》调查的吸烟者相比较。结果 共纳入 774 例拨打该热线的现吸烟者，与《2015 报告》

的吸烟人群相比，拨打该热线的吸烟者年龄在 25~44 岁之间的比例（72.2% 比 33.4%, χ

2=407.2, p<0.001）、烟量超过 15 支/日的吸烟者比例（88.6% 比 62.7%,χ2=196.8, p<0.001）、

曾经有过戒烟经历者的比例（77.1% 比 23.6%,χ2=849.5, p<0.001）以及有近期戒烟计划的

比例（53.7% 比 7.0%,χ2=1137.3, p<0.001）均较高。结论 与一般吸烟人群比较，拨打中国

戒烟专线的吸烟者年龄偏低，每日烟量较多，既往戒过烟者及近期愿意戒烟者比例均较高。

应针对这些特点完善该热线的服务形式与内容，提高热线的可及性，以帮助更多的吸烟者成

功戒烟。

北京某三甲医院门诊实施基于戒烟处方模式的

简短戒烟干预效果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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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水莲 1，梁立荣 1，景行 1，张迪 1，童朝晖 2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烟草依赖治疗研究室）；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100020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

【摘要】

背景 为促进门诊医生对患者进行简短戒烟干预，北京朝阳医院于 2009 年在门诊实施信息系

统辅助的简短戒烟干预模式，对于有戒烟意愿的现吸烟患者打印戒烟处方，并于 2016 年 3

月完善了戒烟处方内容，包括烟草依赖的诊断、戒烟方法介绍、戒烟门诊出诊信息、全国免

费戒烟热线号码及戒烟自助信息微信公众号二维码，但该干预模式对吸烟患者的影响和实际

接受情况尚不清楚。目的 通过调查了解门诊患者对于戒烟处方的实际接受情况，评价此种

简短戒烟干预的效果，为该模式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通过门诊处方信息系统，

筛选于 2016 年 6 月 1 日-6 月 30 日在北京朝阳医院门诊就诊且医生为其打印过戒烟处方的

现在吸烟患者，在其收到戒烟处方后 1 周内通过电话进行调查。结果 共调查 417 例，拒接

电话 216 例，完成问卷调查 201 例（应答率 48.2%），包括现在吸烟者 135 人（67.1%）。在

现在吸烟者中，96.3%的患者报告医生询问了其吸烟状态，91.9%的患者报告医生曾建议其戒

烟，但报告医生为其打印戒烟处方者比例为 61.5%，而看过戒烟处方内容者比例仅为 40.7%，

近期内有意愿进行戒烟尝试者比例为 67.4%。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戒烟处方患者戒烟

尝试的影响因素，显示打印戒烟处方可促进患者进行戒烟尝试（OR=2.85，95% CI: 1.29-6.31,

p=0.010），但控制年龄、性别、医生询问吸烟情况及建议戒烟等因素后，仅认真看过戒烟处

方与患者愿意尝试戒烟密切相关（OR=9.76，95% CI: 3.41-27.9, p<0.001）。结论 戒烟处方可

促进门诊吸烟患者进行戒烟尝试，但患者对戒烟处方的接受程度亟待提高。建议采取措施改

进基于戒烟处方模式的简短戒烟干预的机制，以提高该种干预模式的效果。

中国某三甲医院门诊医生对于信息系统辅助的简短戒烟干预模式的

知信行情况调查

褚水莲 1， 梁立荣 1， 景行 1， 张迪 1， 童朝晖 2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烟草依赖治疗研究室）；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100020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

北京 10002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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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帮助患者戒烟是临床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5 分钟的简短干预亦能提高患者的戒烟率。

但由于缺少时间和所需的技能，门诊医生实际实施简短干预的比例较低。对此，国外开始推

行具有干预提醒和全流程管理的信息系统辅助的简短戒烟干预模式，国内仅北京朝阳医院于

2009 年在门诊开始实施，并于 2016 年进行了系统优化，但尚未评价医生对其的认知、态度

和使用情况。目的 了解该院的门诊医生对此种简短戒烟干预模式的认知、态度及对优化的

简短戒烟干预系统的使用情况，为促进该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采用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 2017 年 3 月至 5 月对北京朝阳医院出门诊的医生进行问卷调查。结

果 共向 22 个临床科室发放问卷 418 份，回收有效问卷 395 份（应答率 94.5%）。其中男性

209 人（52.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313 人（79.2%）。超过 90%的医生认同：吸烟成瘾是一

种疾病；医生应主动向患者提供戒烟服务。“经常”询问患者吸烟情况的医生比例为 70.0%，

“经常”建议吸烟患者戒烟的医生比例为 63.3%。此外，知晓优化的简短戒烟干预系统的医

生比例为 66.1%；在知晓者中，使用过该系统者达 80.1%，但经常使用者（≥3 次/天）的比

例仅为 38.3%。 结论 该三甲医院的门诊医生对此种临床简短戒烟干预模式的认知情况尚好，

但对优化后的简短戒烟干预系统的使用率亟待提高。

北京市郊区农村吸烟者戒烟状况的调查

侯小萌 蔡柏蔷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周边农村吸烟者的戒烟状况, 为农村人口的控烟策略和戒烟辅助医

疗工作提供可参考的科学依据。方法 选定北京市周边 1 个自然村，对所有≥10 岁的人口用

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吸烟及戒烟相关的个人一般情况和社会家庭情况。应

用 SAS 6.1 统计软件对人群的戒烟率、戒烟意愿及戒烟行动进行分析。结果 被调查人群中吸

烟者总数为 621 人，吸烟率为 35.8%。吸烟者中戒烟行动发生率为 35.5%，戒烟行动实施者

的绝大多数（93.9%）戒烟方法为自助式戒烟法，总戒烟成功率为 12.4%。戒烟成功率在年

龄较高、文化水平较低、收入水平较低、具有反复咳嗽咳痰及活动后气短症状以及无尼古丁

依赖的吸烟者中具有较高的分布趋势。吸烟者中有戒烟意愿者 291 人，占 46.9%。年龄较高、

有呼吸道症状、有尼古丁依赖者中戒烟意愿出现率较高。结论 被调查农村人群高吸烟率与

低戒烟成功率的现状与全国水平相似，戒烟工作应在戒烟动机干预及提供戒烟辅助两方面进

行改进。

NQO1 Pro187Ser 对吸烟严重程度及尼古丁替代疗法戒烟疗效



59 / 82

的预测作用

孙洪强
1
，赵晓遐

1
，陈大方

2
，郭松

3，*
，陆林

1，*

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卫生部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北京 100191

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统计学系，北京 100191

3.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新加坡 539747

目的 尽管尼古丁替代疗法（NRT）已在全球得到广泛应用，但该方法并不是对所有戒烟者都

有效。对于那些尼古丁替代疗法疗效不理想的戒烟者，药物遗传学研究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方法 招募 230 名每天吸烟 10 支以上，持续至少 1年的北京居民，进行为期 3 月的尼古丁替

代疗法戒烟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受试者经知情同意后提供血样本以进行基因分

析。采用 PCR-RFLP 技术进行 NQO1 Pro187Ser 基因的多态性分析。结果 在试验的第 2 月末，

携带 NQO1 Ser/Ser187 基因型的个体中，尼古丁替代疗法的戒烟效果较 NQO1 Pro/Pro187

基因携带者中要差（OR=0.37，95%CI=0.15-0.90，P=0.03）。在试验的第 3月末，携带 NQO1

Pro/Ser187 或 NQO1 Ser/Ser187 的个体中，尼古丁替代疗法的戒烟效果较 NQO1 Pro/Pro187

基因携带者中要差（OR=0.47，95%CI=0.24-0.91，P=0.02；OR=0.39，95%CI=0.17-0.91，P=0.03）。

同时发现，与 NQO1 Pro/Pro187 基因携带者相比，NQO1 Pro/Ser187 或 NQO1 Ser/Ser187 基

因携带者吸烟严重程度更重。结论 在中国汉族吸烟者中，携带 NQO1 187Ser 基因型的个体

吸烟更严重，且这一群体中，尼古丁替代疗法的效果不理想。

浙江省 2010 年—2013 年成人烟草使用干预效果评估

王磊 吴青青 徐越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310051 杭州

[摘要] 目的 了解浙江省 2010 年至 2013 年成人烟草使用在干预后的效果。方法 采用多阶

段、按地理位置进行整群随机抽样，分别在 2010 年和 2013 年在浙江省 15 个县区对 2000

余名 15～69 岁的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开展干预。 结果 2010 年和 2013 年浙江省

15-69 岁人群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25.77%和 25.64%，2010 年和 2013 年 15-69 岁人群现在吸烟

率在男性人群、45-64 岁组人群、农村人群、初中文化程度人群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010

年和 2013 年浙江省 15-69 岁每日吸烟者每天醒后 30 分钟以内吸第一支烟的比例分别为

42.11%和 40.56%，2010 年和 2013 年每日吸烟者每天醒后 30 分钟以内吸第一支烟的比例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浙江省男性吸烟人群水平依然处于高平台期，宣传教

育类的干预方法的控烟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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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台湾戒烟专线戒烟表现及成效分析

陈建泓、简妤庭、许志成

国家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苗栗，台湾

引言：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内提及戒烟帮助之控制措施，其中以电话咨询提供戒烟的帮助

被认为是涵盖率广且有效降低吸烟率的公共措施。我国戒烟专线自2003年成立

至今，从一开始得到美国加州戒烟专线的技术支援，之后则由得标单位（张老师

基金会）以其悠久历史之辅导专业来发展并建构本土化之戒烟专线服务模式，提

供国人专业且便利的免付费电话戒烟咨询服务，成为近年来我国重要的戒烟资源

与服务。而在欧美、澳洲等国，戒烟专线早已是行之有年的戒烟服务，也一直是

烟害防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因此戒烟专线的工作成效评估亦是重要的工作，

以了解政府投入大量金钱的烟害防制政策之成效。

内容：

本研究追踪2016年一月至十二月接受戒烟专线协助之吸烟者其六个月的戒断情

形，发现其点戒断率介于22.5%~39.4%%之间，而持续戒断率介于13.5%~23.7%

之间。本研究并以逻辑廻归分析，探讨影响戒烟成功因素，发现影响吸烟者戒烟

成功因素与其本身之烟瘾程度及戒烟动机有关，烟瘾愈低者愈容易成功，以及戒

烟动机愈高，且愿意采取行动戒烟者，愈容易戒烟成功。另外接受专线多次(三

次以上)戒烟咨询服务者较只接受一、两次咨询服务者容易戒烟成功。其他相关

的因素还有性别，显示女性较男性容易戒烟成功。

结论：

由结果可知，接受愈多次戒烟专线服务者，其戒烟成功机会亦相对提高，显示专

业的协助对吸烟者戒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另外戒烟为一行为改变，在协助吸烟

者戒烟过程中，如何利用吸烟者之戒烟动机令其决定采取行动除聚焦在个人行为

外，亦需考量整体烟害防制计划如何成为个人戒烟动机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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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无烟环境政策对戒烟专线来电之影响

简妤庭
１
、陈建泓

１
、许志成

１
、许智惠

２

１
：国家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苗栗，台湾

２ :成功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台南，台湾

引言：

WHO所提出之MPOWER措施系经由不同工具或手段，以达成降低烟草使用

之目的，其中Protect（保护人们免受烟雾危害）所做的干预措施即重视在特定

场所实施无烟环境。台湾在1997年制定烟害防制法时即有全面禁烟场所之限制，

除此之外，2007年修法时增修第15条第1项第13款授权予地方政府公告禁烟场所

之权限，而2016年台湾仅部分县市公告特定地区禁烟。本研究乃在探讨地方政府

实施无烟环境措施，是否对吸烟者造成影响，进而促进该地区吸烟者增加戒烟专

线的来电量。

内容：

实施无烟环境的资料系利用台北市政府公告全面禁烟场所或除吸烟区外之

全面禁烟场所，发布之5次新闻稿日期做分界，来电量则以戒烟专线个案表单中，

主动来电且居住大台北地区（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前后8日平均来电量比较。结

果为4月28日发布前、后平均主动来电约5通、5月31日发布前平均约7通、发布

后约12通、6月28日发布前平均约6通、发布后约7通、9月22日发布前平均约5

通、发布后约7通、12月26日发布前平均约8通、发布后约4通，上述期间未计算

电视、广播或其他媒体广告之影响。

结论：

由结果可知，台北市政府限制吸烟者吸烟场域之行政措施，未明显促进该地

区吸烟者主动去电戒烟专线。影响因素可能包括单一地区的主动来电量不多；其

次台湾人口密集且移动频繁，虽为台北市之限制措施，但在台北市的活动人口可

能居住基隆市、新北市及桃园市，另外新闻稿之发布并未注明戒烟专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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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媒体转知政策也不会额外再加注，因此无法明显增加戒烟专线的来电量。建

议在倡导无烟环境政策时，亦能让吸烟者知道有帮助戒烟的方法，例如在新闻稿

或禁烟海报中加注戒烟专线电话或戒烟贴片等信息；而无额外公告禁烟场所的县

市也可仿效已实施的县市，在校园周边、大众运输周边或是超商骑楼等实施全面

禁烟，并配合稽查及取缔，才能落实台湾无烟环境的推动。

浙江省4城市备孕人群戒烟干预效果评价

徐越 徐水洋 吴青青 郝刚 吕巧红 陈赫妮 徐锦杭

310051 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评价基于 5A+5R 的戒烟干预方法对备孕男性吸烟者干预的有效

性，为戒烟干预的普及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干预研究设计，以 2016 年 6-11

月在浙江省 4 城市新婚登记处登记的备孕男性吸烟者 552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307例接受戒烟干预为干预组，245例在不接受干预的为对照组。比较随访后 1、

6 个月时两组的身体健康状况、烟草使用情况的差异。结果。干预后随访 1、6

个月时，干预组中健康状况非常好的人数比例 1 个月后从原来的 23.01%减少到

19.83%，到 6 个月后增多到 28.27%；对照组中健康状况非常好的人数比例 1 个

月后减少到 12.07%，到 6个月后增多到 22.83%；干预组的 7d 时点戒烟率（1 个

月时为 21.10%,6 个月时为 9.13%)均高于对照组（1个月时为 16.88%,6 个月时为

8.62%)；相对于对照组，干预组认为对自己最大戒烟的帮助主要是“自己决心”

(1 个月为 80.17%，6 个月为 78.90%)，其中未成功戒烟的吸烟者的主要戒烟阻碍

是“烟瘾发作”(1 个月为 73.60%，6 个月为 80.21%)，受到“身边有其他吸烟者”

影响较小(1 个月为 12.69%，6 个月为 8.56%)。结论 备孕男性吸烟者通过加强烟

草危害的健康教育宣传和妻子介入戒烟计划能够提高吸烟者戒烟。

孕妇电话戒烟咨询介入及成效---以台湾戒烟专线介入为例

苏庭进

国民健康署，台北，台湾

引言：烟品对孕妇及胎儿的危害众所皆知，协助孕妇戒烟亦为医事人员及戒烟卫教人员重点

工作，然而因怀孕时无法利用其他药物协助缓解戒断症状，使得孕妇戒烟的难度更为增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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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音、郭素珍，2011)，同时，部分吸烟孕妇常隐瞒吸烟的事实，使得其在有戒烟意念时难

获得所需的戒烟协助。

本文将呈现台湾戒烟专线(以下简称为专线)所提供的孕妇戒烟咨询服务架构及内涵，及电话

戒烟咨询介入在孕妇戒烟工作的成效，在成效部分包含六个月点戒烟成功率以及产后之戒烟

情况，期待藉由本调查研究与协助孕妇戒烟之相关人员进行对话及交流，共同形塑更符合孕

妇戒烟需求的咨询介入。

内容：本论文分为两部分，其一，为整理国内外孕妇戒烟咨询介入文献资料，并说明专线孕

妇戒烟咨询架构与内涵。当吸烟孕妇主动来电或是经由医护人员转介至专线时，专线咨询员

会使用大约 15到 20分钟进行电话初次咨询，内容通常包括了解基本资料、过去戒烟经验、

目前吸烟情形、戒烟原因及戒烟问题等。接续，咨询员会在与吸烟孕妇约定好的时间去电协

助。每次的咨询时间约 5至 20分钟不等，完整的咨询历程为进行 5到 8次的电话咨询。此

外，考量到孕妇产后的高复抽率，电话戒烟咨询的协助历程，会于产后进行第三阶段的追踪

关心：主要工作任务在于关心当事人戒烟的行动与想法，坚定信念以减少复抽，如果产妇有

哺乳计划，维持不抽烟更是重要的行为（苏庭进，2012）。

其二则呈现 2014年至 2016年专线在孕妇戒烟工作上的成效，专线于 2014年至 2016年间共

服务 393位吸烟孕妇，后续成效调查六个月点戒烟成功率约为 57.78%。另针对 2015年 7月

至 2016年 3月之间的 102位吸烟孕妇进行电话咨询后一年之成效调查，一年未吸烟成功率

为 39.2%，代表即便专线咨询后戒烟者已生产，仍有近四成的人可以持续远离烟瘾，进一步

针对戒烟以及仍持续抽烟者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1. 台湾戒烟专线能有效协助吸烟孕妇戒除烟瘾，经协助后 6个月点成功率约为

57.78%。且约有 39.2%的吸烟孕妇在专线协助后一年仍维持不吸烟的生活，专线的协助

有效降低产后复抽的机会。

2. 家中仍有其他人吸烟为孕妇戒烟或是产后复抽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专线将同

时提供家人戒烟资源或咨询介入，增加孕妇戒烟及产后不复发的机会。

孕妇利用专业资源戒烟者仍为少数，未来应在孕程照护的环节中增加孕妇对于戒烟治疗资源

的认识，使吸烟妇女能在产周期中停止吸烟，降低对自身与胎儿的危害，亦藉由孕期戒烟动

机高时戒除烟品，使之在于未来均能维持无烟生活，确保自己与幼儿的健康。

住院病人戒烟卫教介入 3个月戒治成效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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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珍、吴静如、陈宝珍

屏东基督教医院，屏东，台湾

研究目的：

2016烟害防制年报指出烟品不但会造成癌症，还会导致心脏病、中风、胎儿异常，二手烟、

三手烟亦会危及周遭人及民众的健康。烟害在台湾每年造成至少2 万人死亡，对个人、家庭

与社会伤害至巨。尤其对于有长期慢性病在身的个案，戒治香烟对慢性病个案甚为重要。但

在何时介入对于戒烟是最有成效的呢？

美国「治疗尼古丁使用即依赖」临床治疗指引指出，吸烟病人住院是一个「易劝戒的良

好时机」因为病人此次生病住院原因也许与吸烟所造成疾病有关，因此可藉由疾病与吸烟的

关联性，增强戒烟动机。在二代戒烟治疗医师谘商技巧提到：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处理方法，

如咨询 (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交技巧训练…等)、提供社会支持，都能产生具体的戒烟效果。

对于住院病人戒烟卫教师的介入，则是透过劝戒、增强动机、提升劝戒次数、非药物的使用，

此模式适用于住院戒烟的介入，但成效究竟为何呢？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二代戒烟治疗医师谘商技巧」一文中提到：住院是戒烟的

好时间，身体不好时比较会重视健康，这时劝导戒烟容易接受。如果病患生病的

原因与吸烟有关，对生病的负面情绪可以促使病患想戒烟。病人在住院期间戒烟，

比较不会想吸烟，疾病因素使得戒断症状比较不明显；个案有可能因行动较不方

便，使得抽烟行动力大为削弱，种种的情境使得住院时戒烟卫教师的介入，成

为戒烟好时机。

（1）询问并登录吸烟状态：本院病患于入院护理评估即询问健康史，包含烟、

槟、酒的使用有无及使用频率。

（2）劝导戒烟：本院医师、专科护理师、病房护理师，在照顾病患时，均会劝

病患戒烟。并将抽烟个案透过照会系统，照会戒烟个管师，辅导个案戒烟。

（3）转介戒烟服务：本院有专责戒烟个管师，每日透过系统将「住院中有抽烟

吃槟名单」列出，由个管师前去关怀抽烟个案并协助戒烟。透过戒烟个管师的劝导

经常会让病患产生戒烟动机。

（4）住院期间协助戒烟：戒烟个管师逐一主动拜访所有吸烟住院病患。向病患

与家属说明医院无烟政策，鼓励病患趁住院期间戒烟，若病患处于「无意图期」则

提供戒烟信息，若病患处于「意图期」、「准备期」则强化疾病与香烟相关因素，

提供戒烟方法，协助病患戒烟。在病患出院时主动积极转介戒烟门诊服务，于个案

出院时戒烟个管师提供「戒烟手机」、「戒烟 line」供有需要的戒烟个案咨询。

（5）出院后追踪：本院戒烟个管师于病患入院期间已经终止抽烟个案，强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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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来生活环境后再复抽的可能性。在出院后打电话追踪。并开发计算机管理系统，

于个案出院回诊时确实掌握个案回诊时间，以利追踪与关怀。对于收案个案于收案

后三个月及六个月，均电话追踪个案的抽烟状况。

结果：在藉实证医学文献的研究评估各种戒烟成效的方法文中提到：由医师、护理人员劝导

戒烟的文献证实都是有效的，对住院病人进行戒烟比对照组提高为1.82倍的戒烟率，证实对

住院病人戒烟有效。本院透过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管理，于入院评估时即对个案的健康行为做

确实评估，个管师每日由系统中打印出抽烟病人名单，逐一访查协助住院个案戒烟，透过

5A5R评估个案戒烟意愿与动机，透过增强动机方式，协助病人戒烟。

本院105年戒烟服务人数为 440 人，其中93位为住院病人（21％）；440个案中使用药

物偕同治疗有 79 位（17.9％），以门诊为大多数，93位住院患者中，有 2 位（2％）使用

药物治疗， 91 位（98％）纯粹只接受戒烟卫教，平均卫教次数2.7次，完全不使用药物，

透过追踪与关怀协助个案戒烟，三个月追踪戒烟成功个案为36人（38.7％），未戒治成功为

54人（58.1％）。

讨论

吸烟会影响个案住院期间的疾病治疗，在一篇协助住院病人戒烟文献回顾建议：（1）对

于住院病人提供简短戒烟劝戒。（2）提供吸烟者戒烟谘商，而且建议医疗人员应鼓励患者

在出院后寻找专家服务。（3）建议提供尼古丁替代剂给吸烟者，虽然缺乏清楚实证文献支

持。（4）提供自助式戒烟手册给住院病患协助戒烟。（5）出院后仍继续电话追踪支持劝戒

和帮助戒烟者继续维持戒烟状态。（6）面对面追踪可帮助戒烟。（7）医护人员给予患者戒

烟劝告及提供戒烟谘商可增加病人戒烟率。（8）住院期间由医师及护理人员协助戒烟，出

院后由开业医师、药师或戒烟专线提供持续追踪。（9）提供住院期间戒烟服务除了医师外，

其他如医师助理、专科护理师、临床心理师、社工、呼吸治疗师或药师，都可共同参与劝戒

（Wolfenden,Campbell, Wiggers,Wa l s h , & Ba i l e y ,2008）。

住院期间病患戒烟几乎不使用药物，是戒烟个管师协助个案戒烟介入的好时机，也是凸

显戒烟个管师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但是如果病人的尼古丁成瘾度较高，或者因其他原因导

致不吸烟有困难，住院期间还会出去吸烟，个管师应在出院时评估是否转介戒烟门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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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戒烟药物对抽烟者会较有帮助。今年国民健康署针对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急性心肌梗

塞、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四大慢性病，积极鼓励戒烟，以提升个案生活质量。这些疾病与吸

烟有很大的关系，戒烟后病情会好转，且可减少疾病发作及住院率。戒烟个管师在病人住院

期间积极介入病人戒烟，对疾病预后是有正面帮助，对于戒治率的提升效果会更好。

天津市滨海新区 2016 年戒烟大赛参赛者基本情况分析

柳红梅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450

摘要 目的 分析 2016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戒烟大赛报名者基本情况,为开展本区控烟干预活

动提供依据。方法 对参加 2016 年滨海新区戒烟大赛者的基本情况、吸烟状况及尼古丁依赖

检验量表（FTND）等调查。结果 1049 名参赛者中，男性 1045 人（占 99.62%），女性 4人

（0.38%），平均年龄（39.93±8.62）岁；职业分布中前 5 位的依次是 工人（43.38%），技

术人员（22.21%），教师（14.30%），医生（9.44%），服务行业（4.58%）；本科以上最多占（39.13%）；

参赛者中度吸烟（10-20 支）占 68.37%，重度（＞20 支）占 6.29%；服务业与初中文化重度

吸烟率最高分别为（12.5%）、（19.67%）；开始吸烟年龄最小为 12 岁，平均 23.38 岁。参赛

者（45.24%）戒过烟；烟龄在 5 年以上者占（94.28%）。不同吸烟年龄吸烟程度存在显著差

异。尼古丁依赖测试 5分（中度）占 8.67%；6-7 分（高）占 19.08%；8-1 0 分（很高）占

9.25%。5 分以上者中，服务业占本行业所有测试者中为最高（31.25%）；初中占本学历所有

测试中为最高（11.48%）。按照测试分数进行分组，与吸烟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结论 受教育

程度高者占参赛比例大;有近半数的人尝试过戒烟;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低受到烟草危害越

严重。应根据实际进行控烟与戒烟知识传播,帮助烟民戒烟。

天津市戒烟门诊就诊吸烟者戒烟状况调查

杨胜慧，陈晨，赵玺，钟誉

天津市健康教育中心，天津，300011

【摘要】目的 了解天津市戒烟门诊就诊吸烟者的人群特点、吸烟情况、戒烟情况，为更有

效的开展戒烟门诊服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调查前来三家戒烟门诊就诊的 158 名吸烟者，

并于一个月后进行随访。结果 就诊吸烟者中 50%是通过医生推荐或转诊至戒烟门诊，47.5%

决定戒烟的原因是自身患病，59.5%的人尝试过戒烟；就诊吸烟者的平均烟龄为 19.5 年，平

均每日吸烟量为 16.3 支；一个月随访的应答率为 86.7%，一个月随访的时点戒烟率为 43.1%，

未戒烟者的一个月时点减烟率为 56.4%；27.0%的人认为医生或药物对其戒烟帮助最大。结

论 天津市戒烟门诊能提高吸烟者的戒烟率，但目前就诊人数较少，还应继续加大戒烟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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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力度。

湖北省 6 家戒烟门诊戒烟服务现状分析

马丽娜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了解当前戒烟门诊干预服务的现状，为更有效的开展戒烟服务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以 2015年 10月-2016年 6月在湖北省 6家综合医院戒烟门诊接受戒烟咨询和随访干

预的吸烟者为对象，采用国家控烟办统一编制的戒烟门诊首诊登记表和 1 个月随访登记表，

对吸烟者进行一对一问卷登记，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资料、吸烟相关情况等，获得首诊数据，

并进行 5A 模式干预，在研究对象确定戒烟日后一个月进行随访，掌握吸烟者的身体状况，

行为改变情况以及戒烟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等。

结果 6 家戒烟门诊共接诊 673 人，男性占 98.4%，共有 451 人完成戒烟干预随访，1 个月戒

烟率为 38.8%，对病例首诊和随访前后的身体状况和吸烟频率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戒烟干预

前后，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和吸烟频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随访者每天吸烟者所占比例由

首诊时的 92.7%下降到 51.4%，身体状况有所好转。57.2%的服务对象通过院内转诊方式到戒

烟门诊需求戒烟帮助。

结论 吸烟作为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如其他慢性疾病一样,戒烟需要规范的科学指导治疗,

戒烟门诊是帮助吸烟者戒烟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必要不断规范医疗机构的戒烟服务，强化医

护人员戒烟服务意识，并通过强化院内转诊，提高戒烟门诊知晓率和就诊率。

通过整体机构干预实行戒烟（ATTOC）项目的调查结果分析

王 雪 王朝敏 1 Douglas M. Ziedonis2 郭万军 1 李涛 1*

1, 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中心

2.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通讯作者

目的：通过 ATTOC 对我科住院病人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住院精神病人吸烟的相关状况，

进一步确定是否能进行 UMass ATTOC 干预，以及在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中心这个新的文

化环境中进行为期 6 个月的 ATTOC 干预的可行性评估，最终以确定在中国该模式是否有效。

方 法：纳入 100 例住院精神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 ATTOC 病人问卷，对他们的一般

状况（包括吸烟性别、年龄、工作状况、学历等），对吸烟影响的知晓情况，对烟草制品的

态度，以及医务人员和病人吸烟的关系，共四部分进行分析。

结果：对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住院精神病人中存在高吸烟率，主要与其所患何种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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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及吸烟家族史有关，并发现吸烟者对吸烟所导致的对个人、他人及社会的危害情况了解甚

少，这与吸烟者的生活现状（个人经济情况、家庭、社会地位及现实压力等）和心理状况等

有很大关系。

结论：住院精神病人对吸烟所致影响的知晓情况较少，对能戒掉烟草制品的态度不坚决，应

该对吸烟者进行 ATTOC 干预，并且应该加强对烟草制品知识方面的宣传，使吸烟者更多的

了解吸烟的危害，以便于医务人员制定相关规定控制精神病人吸烟，进一步达到终止和限制

烟草使用的最终目标。

推动吸烟者依从戒烟辅助服务的策略进展

徐志杰

海军军医大学学员旅，上海 200433

【摘要】 随着烟草依赖问题的加剧，戒烟工作逐步得到重视。然而戒烟的主要干预模式，

包括心理行为干预、药物疗法和其他疗法，在实际戒烟工作中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

与患者的依从性密切相关。经分析，患者的依从性与患者本身、社会环境与医生多个方面相

关。本文结合当前戒烟现状，从社会各界引导支持、动机性访谈与阶段式干预以及新型移动

医疗三个角度出发，对推动吸烟者依从戒烟的辅助服务策略进行探讨。

伐尼克兰辅助戒烟对吸烟哮喘患者抗炎治疗后转归的影响

李洪涛，邹小玲，王艳红，李文娟，张天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呼吸内科

目的：探讨伐尼克兰辅助戒烟治疗对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长效β2受体激动剂复合制剂

(ICS/LABA)的烟草依赖哮喘患者的肺功能、哮喘控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筛选

烟草依赖哮喘患者44例，均予戒烟劝诫，并部分口服伐尼克兰，按戒烟情况分为完全戒烟组

（n=17）、减少烟量组(n=14)和烟量不变组(n=13)。所有患者均接受吸入治疗12周，方案为

ICS/LABA 2～4次/天。治疗前后，所有患者均接受肺功能、晨间峰流速(PEFam)和夜间峰流

速(PEFpm) 测定，并进行哮喘控制水平评估(ACT)和哮喘生活质量问卷评分（mini AQLQ）。

结果：伐尼克兰辅助戒烟的效果优于凭毅力干戒，戒烟情况与ICS/LABA治疗后的患者哮喘控

制水平、ACT评分、mini AQLQ和肺功能指标（FEV1%pred、FVC%pred和PEF）之间有相关性（均

P＜0.01）。完全戒烟组和烟量减少组在吸入治疗前后的肺功能FEV1% pred、FVC% pred、PEFam

以及PEFpm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指标均明显改善（均P＜0.01）。吸入治疗后三组患者的肺

功能、ACT评分和mini AQLQ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完全戒烟组患者较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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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组患者的肺功能改善程度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FVC% pred和PEFam

在烟量减少组较烟量不变组有所改善（均P<0.01）。完全戒烟组患者的ACT评分较烟量下降

组或烟量不变组增加（均P<0.01）。完全戒烟组较烟量不变组mini AQLQ指标改善（P＜0.05）。

结论：伐尼克兰可增加戒烟成功率，减少吸烟量可改善哮喘患者吸入ICS/LABA的治疗效果。

5A’s 原则之住院戒烟应用-以台湾南部某医学中心为例

陈全裕 1、王如雪 1、张智仁 1、沈玫君 2、卢丰华 1、李秀花 2、翁瑄涵 2、吴晋祥 1

1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家庭医学部，台南，台湾

2：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护理部，台南，台湾

一、引言：

过去研究指出吸烟者住院机会比非吸烟者高，吸烟病人住院期间虽然被限制所以比较不

会吸烟，但是绝大部分出院后又回到住院前的吸烟状态，而持续的吸烟与再入院、高罹病率

及高死亡率有关，然而住院的疾病其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一个非常有力能增进吸烟病人行为改

变的动机，包括戒烟；推动无烟医院政策能为住院的吸烟病人提供适时的戒烟环境与机会，

促使吸烟病人住院接受治疗时开始不吸烟，尝试戒烟，即使入院的疾病不一定与吸烟直接相

关，例如，接受手术的病人比没有手术的吸烟者更有可能戒烟，接受大手术后戒烟率也高于

门诊手术后。过去研究指出，为住院的吸烟病人提供戒烟介入是有效的，包括戒烟咨询及戒

烟用药。

即使已经有许多有效的介入方法能协助戒烟，但是这些有效的戒烟介入并没有很好地与

住院治疗结合，住院期间的吸烟病人还是被着重在其急性病的照护，戒烟常被忽略，更不用

说出院后的戒烟介入追踪，出院后持续戒烟介入是对许多医院的大挑战。如何能有效地在住

院期间协助吸烟病人戒烟是目前戒烟服务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课题。

二、方法：

成大医院积极推动「无烟医院」，自 2012年成立「无烟政策推动小组」，由副院长主

持，家庭医学部医师、护理部督导负责策划协调及专任高阶戒烟卫教师负责执行，依据「全

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认证标准（ENSH）」积极营造清新安全的无烟就医环境，每周一

至五上午及下午的门诊时段皆提供门诊戒烟服务，包括戒烟卫教及治疗，在家庭医学科门诊

等候区设置戒烟咨询处，有专任高阶戒烟卫教师(以下简称卫教师)驻守提供吸烟病人戒烟咨

询、一氧化碳吹气及简易肺功能检测，针对有须要且有意愿辅以戒烟药物的病人则结合家庭

医学科医师提供戒烟用药治疗，过去三年平均每年门诊戒烟卫教服务量(指成功收案并键入

VPN系统)为 920人，1705人次；针对住院戒烟则每周一至五上午及下午由卫教师提供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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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床边戒烟咨询服务，过去三年来住院戒烟卫教服务量(指成功收案并键入 VPN 系统)分

别为 103年 296人、104年 1417人、105年 1027人，平均戒烟卫教次数 2.1 次，同时也提

供住院期间戒烟用药服务，但是每年平均服务量仅约 11人。

2017年一月开始加强落实 5A’s原则于住院戒烟服务：由护理部设置「住院病人戒烟照

护」计划并以「护理焦点」方式执行之，所有住院病人入院时皆由主责护理师(以下简称主

护)询问其住院前吸烟状态并登录于住院医令系统(以下简称 PCS 系统)，吸烟病人由其主护

进行简短劝戒并询问戒烟意愿，而针对有戒烟意愿的病人则由主护或专科护理师以 PCS 系

统照会卫教师提供病人进一步的床边戒烟卫教，即使病人没有明显表示戒烟意愿，只要病人

答应接受卫教师的床边戒烟咨询也可以开立照会单，照会单一经开立，PCS系统就会自动打

印至戒烟咨询处，通知卫教师，也同时经手机简讯通知戒烟专责主治医师(该医师具有戒烟

治疗资格)，方便实时掌握本院住院吸烟病人的戒烟动态；卫教师也会每天不定时在 PCS系

统寻找被登录有吸烟的住院病人，主动出击提供病人床边戒烟咨询。经卫教师卫教并评估须

要戒烟用药且有意愿接受用药治疗的病人则由卫教师偕同具有戒烟治疗资格的家医科医师

提供床边戒烟用药咨询，开立处方协助吸烟病人住院期间开始戒烟药物治疗；针对接受戒烟

用药的病人则由卫教师加强住院期间床边卫教频率，出院前则例行性预约挂号家医科戒烟门

诊以利出院后持续追踪，但是出院后并未提供电话追踪访视的介入。

三、结果：

2017年 1-3 月接受住院戒烟服务的病人其调查结果如下：接受戒烟卫教有 417人(其中

接受用药治疗有 114人)，以男性为主(88.2%)，绝大多数已婚(66.2%)，教育程度以高中职以

下为主(80.7%)，有不少人平时有喝酒习惯(38.9%)，住院前仍有嚼食槟榔习惯者少(13.5%)，

一天平均烟量几乎在 10支以上(91.1%)、21支以上则有 30.2%，尼古丁成瘾度以中重度成瘾

为主(86.7%)，绝大多数平时起床后 30分钟内抽第一支烟(82.9%)，起床后 5分钟内抽第一支

烟者就占 56.8%，住院时还会吸烟者仍有 36.5%，而绝大多数住院吸烟病人过去从未戒过烟

(75.4%)；平均年龄 50.3岁(17-92岁)，平均开始吸烟年龄 18.3岁(7-50岁)，平均烟龄 31.9年

(2-75年)，平均一天的吸烟量 22.2支(1-80支)，平均尼古丁成瘾度 5.7分(0-10 分) (如表 1-1

及 1-2)。

2017年 1-3 月住院戒烟服务成效如下：卫教人数 417人、用药人数 114 人，接受住院

戒烟卫教之病人中有 27.3%同时接受戒烟药物治疗；住院期间接受戒烟卫教起三个月(包含

出院后戒烟门诊追踪)，住院戒烟病人平均接受 3.1次卫教咨询，平均接受 1.3次用药治疗(其

中以仅接受 1 次用药者最多，占 83.3%)，平均接受 1.7周药物治疗；戒烟卫教(包含用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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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用药治疗)三个月追踪点戒烟成功率为 36.0%，戒烟用药(合并卫教)三个月追踪点戒烟成功

率为 38.4%。

四、结论：

针对住院吸烟病人若能积极提供床边戒烟卫教或床边戒烟用药，出院后辅以戒烟门诊追

踪，戒烟成效良好，住院戒烟三个月追踪点戒烟成功率近乎四成。

表 1-1 叙述性资料统计表

变项名称 平均数 范围

年龄 50.3±14.6 17-92

开始吸烟年龄 18.3±5.2 7-50

烟龄 31.9±14.1 2-75

平均一天烟量 22.2±13.8 1-80

尼古丁成瘾度 5.7±2.2 0-10

表 1-2 叙述性资料统计表

变项名称 个数(比例%)

性别
男性：365(88.2%)

女性：49(11.8%)

婚姻

已婚：258(62.3%)

未婚：112(27.1%)

其他：44(10.6%)

教育程度

国小：78(18.8%)

国(初)中：93(22.5%)

高中(职)：163(39.4%)

专科：52(12.6%)

大学：22(5.3%)

研究所：6(1.4%)

喝酒习惯

无：252(60.9%)

有：161(38.9%)

已戒：1(0.2%)

嚼槟榔习惯
无：270(65.2%)

有：5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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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戒：88(24.0%)

平均一天烟量

10 支以上：377(91.1%)

21 支以上：125(30.2%)

20 支：135(32.6%)

尼古丁成瘾程度

(0-10 分)

低度成瘾(0-3 分)：55(13.3%)

中度成瘾(4-6 分)：206(49.8%)

重度成瘾(7-10 分)：153(36.9%)

尼古丁成瘾评估：

起床后多久抽第一支烟?

5 分钟内：235(56.8%)

5-30 分钟：108(26.1%)

31-60 分钟：36(8.7%)

60 分钟后：33(8.0%)

尼古丁成瘾评估：

当你严重生病，几乎整天卧床时还吸烟吗?

是：151(36.5%)

否：263(63.5%)

过去是否戒过烟
是：101(24.4%)

否：312(75.4%)

多维度干预提高吸烟患者戒烟成功率

郭 英，郭航远，池菊芳，余 瑜，许芬娟，吕巧霞

浙江大学绍兴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采用多维度干预手段即线上和线下联合干预手段使吸烟患者戒烟成功率

有所提高。方法 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绍兴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接受治疗

的 256 例吸烟患者随机分组进行戒烟干预，之后进行 1 周、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电话随

访。并分析各组戒烟率及复吸率。结果 干预组戒烟率明显高于常规组，复吸率干预组明显

低于常规组。结论 多维度干预可以提高吸烟患者戒烟成功率，并降低戒烟者复吸率。

伐尼克兰对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的影响：随机、开放研究

魏玉杰 刘惠亮 张蛟 李屹 赖斌

武警部队心脏病研究所

背景：吸烟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外指南均明确强调，冠心病患者必须戒烟。伐尼

克兰是临床常用的戒烟药物，虽然从机制上伐尼克兰与心血管常用药物氯吡格雷发生相互作

用的可能性很小，但目前尚缺乏临床研究证据来评估二者联合应用的安全性。

方法和结果：本研究是一项前瞻、开放、随机试验。共纳入 198例冠心病行 PCI 手术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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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阿司匹林 100mg/日和氯吡格雷（负荷剂量 600mg，然后 75mg/

日）的治疗。患者接受氯吡格雷 75mg/日治疗 3天后随机被分配到伐尼克兰组和非伐尼克兰

组（常规治疗组），共干预 14天。血小板反应指数（PRI）和血小板聚集率（PA）在给予氯

吡格雷前、给予伐尼克兰当日服药前和给予伐尼克兰后第 7、14天分别检测。主要终点为治

疗第 7天的 PRI和 PA值。

结果显示，PRI值在各检测点两组间均无差别（组间比较 P=0.319），分别为 79.94±37.18% VS

80.08±35.60%， 67.43± 22.56% VS 65.63± 20.46%， 53.74±14.47% VS 55.21±19.87%，

42.18±13.27% VS 48.01±14.59%。PA值在各检测点两组间无差别（组间比较 P=0.411），分别

为 51.55±16.90% VS 50.43±17.88%，40.13±14.92% VS 39.71±15.91%，38.76±16.65% VS

37.82±17.25%，34.94±18.70% VS 36.37±17.87%。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没有统计学差异

（p=0.457）。

结论：伐尼克兰不影响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效果，氯吡格雷与伐尼克兰联用不需调整剂量。

人文关怀对戒烟的作用

孟晓萍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极限戒烟 28 天挑战赛”圆满结束，发起这个活动是为了提高市民的控烟意识，推动

戒烟工作的开展，也是尝试探索社会戒烟的有效方式。这种戒烟形式在全国是首例。在活动

开始面向吉林省公开征集愿意参与戒烟的志愿者，“戒烟 28 天”活动将对所有志愿者进行

分组和尼古丁评估，组建戒烟微信群，对志愿者进行每日微信信息包括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

的反应，怎样解决?我们在群里给予回答，鼓励吸烟者戒烟有时发红包给预奖励，发一些图

片，启动式上进行简短的戒烟知识培训。医生和护士进行电话随访。开始计划 6 次电话随访，

实际电话随访 12 次。经过 28 天的挑战取得很大的成功，在 100 名报名吸烟者中，完全跟踪

随访 93 人，成功戒烟 28 人。最长烟龄分别 49 年 ，32 年和 23 年。烟龄 23 年的王先生此

次成功戒烟，他说 “我之前也曾尝试戒烟，但是没有成功。戒烟的头几天感觉头晕、乏力、

犯困，我就多吃水果、睡觉，关注戒烟微信群，和大家谈谈感受，看看群里医生的鼓励，在

接下来的几天里不适感逐渐消失了，烟瘾越来越淡，成功坚持了 28 天。”王先生说，这次

戒烟期间也是遇到了困难，“我岳父母来我家了，岳父抽烟，还把烟放我跟前，对我考验太

大了，当时确实挺难受的，手只要伸出去，精神就解脱了，但戒烟肯定就失败了，好在我坚

持住了。” 30 多年烟龄的王国志此次成功戒烟，同时带动爱人和老母亲也戒了烟，“我之

前也曾经尝试过戒烟，但是没有成功，这次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活动，就下定决心参加此次活

动把烟戒了。微信群的人文关怀对我戒烟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感谢医生定期打电话随访，

微信群不断的发戒烟漫画、烟草危害的相关知识以及家人的陪伴，让我成功的戒烟。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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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戒烟成功者都有同样感受，大家都要求保留戒烟微信群。我们现在也经常发微信继续鼓励

没戒烟的要戒烟，戒烟的要坚持不要复吸 。我们在活动结束后进行了调查问卷 例如;1.成

功戒烟者参加挑战赛前，每日吸烟量的量? 最少 5 支，最多 50 支，平均每日 21.18 支，2.

在参加比赛之前的12个月，是否尝试过戒烟 ?其中有11人曾尝试过戒烟，17人没尝试过.3.

戒烟过程中第几天最难熬？平均是 4.11 天.4.戒烟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有 22 人是为了自

身健康，占戒烟成功者人数的 78.57％ 。5.戒烟过程中，哪些方法、方式对帮助最大?戒烟

微信群和互相鼓励起的作用最大占 60％ ，群里戒烟知识与干预信息占 50％ 。6 .原来吸烟

时，每天大约花费多少钱？戒烟成功后一年可以节约多少钱？每日花费约 21.107 元，戒烟

后一年可以平均节约约 7701.5 元。没有成功戒烟者我们也调差问卷；失败者共 65 人，占总

参与者的 59％。戒烟对他们有帮助的是微信群 73％。.戒烟的失败原因是：自身原因占 76％，

环境干扰占 40％，其他吸烟者的干扰占 27％。通过参与挑战赛每天烟量明显减少。平均减

少 10.34±8.17 支，如果还想戒烟或选择那种方式？参加戒烟微信群由医生指导戒烟占

49％ ，自己戒烟占 32％。大多数吸烟者在戒烟的时候都会变得烦躁不安、焦虑或沮丧，许

多人无法集中精力和正常入睡，这就是“尼古丁戒断综合征”。这些症状是短期的，通常在

两三天内最明显。我们鼓励他们 在这期间可嚼戒烟口香糖，可选择喜欢的运动项目，比如

走路、骑自行车等;可洗热水澡，多喝果汁、开水，同时让自己的精神放松。这都起到了一

定作用。

戒烟的方式一直是一个长久探索的课题，以往我们也搞了多种形式的戒烟活动，包括进

社区，进学校，进医院宣传控烟的知识和专题讲课，还有唱戒烟歌和跳戒烟广场舞，搞一些

控烟题材的文艺晚会， 这些活动对百姓也能起到作用提高控烟意识。但我们始终觉得不能

落地， 我们在这些控烟活动究竟能有多少人戒烟，没有具体数字。极限戒烟 28 天挑战赛是

我们的一个尝试，但取得一定的成功，成功戒烟的主要原因是关爱和人文关怀的作用，这也

体现了胡大一老师提出的心理处方在戒烟中的作用。关注他们在戒烟过程中的心理，出现尼

古丁戒断综合征随时给予关注，鼓励。没用戒烟药物坚持最后成功戒烟。这就是人文关怀的

力量。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人文关在多个层面的作用，也为戒烟工作提供一个新的方式 。如

果每个地区都举办这样活动，将会有很多人戒烟。如果能坚持，对戒烟工

作是很大的推动。

纳曲酮联合安非他酮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戒烟和减肥的疗效

吕雪婵 1，杜江 1，占归来 2，吴宇杰 2，苏杭 1，朱有为 1，Fredrik Jarskog3, 赵敏 1, Xiaoduo

Fan4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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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hizophrenia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NC, United

States

4. Psychotic Disorders Program, UMass Memorial Medical Center/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Worcester, MA, United States

研究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肥胖率和吸烟率都远高于普通人群,作为心血管疾病的两大风

险因素，大大增加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死亡率。而戒烟后体重增加也使肥胖者戒烟更加困难。

本研究了解安非他酮联合纳曲酮合并在减轻体重和控制烟草使用方面的作用，为今后临床推

广使用提供实践基础。

研究方法：研究纳入肥胖的男性精神分裂症吸烟者，按 1:1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安慰剂组，服

用纳曲酮 25mg/天、安非他酮 300mg/天（或相同剂型安慰剂）治疗 24周。随访评估患者

的体重、体质指数（BMI）、血液代谢指标、烟草渴求、呼气一氧化碳水平、每周吸烟量以

及不良反应。

研究结果：共纳入 22名患者，每组 11人。21人完成研究（试验组 11人，安慰剂组 10人）。

24周结束时未发现两组患者在体重、BMI、血液代谢指标以及吸烟情况方面有明显差异。

主要不良反应为口干，无严重不良反应。

研究结论：在这项预初试验中并没有发现纳曲酮和安非他酮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戒烟和体

重控制方面的效果。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控烟与心血管保护——烟草依赖的药物治疗

王宁夫

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吸烟是各类心血管可控危险因素中最有意义的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患者在药物治疗方案实

施之前,首先要戒烟，戒烟的益处包括延缓心血管疾病进展、减少再次住院和降低死亡率。

2010 年 Curr Atheroscler Rep 杂志刊登文章提出吸烟是各类心血管可控危险因素

中最有意义的危险因素。吸烟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机理是血管舒缩活动失衡、血管内皮功能

失调、斑块不稳定和血栓。心血管疾病患者在药物治疗方案实施之前,首先要戒烟，戒烟的

益处包括延缓疾病进展、减少再次住院和降低死亡率。所有内科医师都要熟悉戒烟药物和其

使用方法，应该力劝患者戒烟,并给予必要的医学援助[1]。

近几年关于吸烟对氯吡格雷药代动力学和临床抗栓治疗的争论喋喋不休，引起一定

的误导，一种观点认为吸烟可以增强氯吡格雷抗血小板疗效，对于 PCI 术后患者反而改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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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许多军队老兵在 PCI 术后继续吸烟，结果有人发现心血管预后改善，故把这一现象

称为“吸烟者的天堂”。吸烟患者患者 PCI 后的心血管预后与非吸烟者不同吗？2013 年的

一项研究重新回顾了 2004 年-2009 年的美国荣军医院的单中心临床资料。结果表明：调整

年龄后的非吸烟组与吸烟组在预后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别[2]。

长期从事戒烟门诊工作的医生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戒烟难，戒烟治疗更难。对于

那些有强烈戒烟愿望的患者，我们医务人员应该给予其戒烟援助，包括：讲解科学戒烟方法、

戒断症状须知、辅助药物的必要性和预防复吸的注意事项。戒烟不成，控烟同样有利于避免

烟草对人健康的伤害。烟草依赖的药物治疗,某种程度可以减少戒烟过程中的戒断症状、减

少心理压力和挫折感，提高戒烟的成功率。

1.尼古丁依赖的药物治疗

《2012 年心血管疾病戒烟干预中国专家共识》提出的烟草依赖干预方案包括治疗心

理依赖,药物治疗,随访和复吸处理及吸烟患者分层管理四个方面[3]。对于愿意戒烟的吸烟

者，树立坚强戒烟的毅力和信心是戒烟成功的基本条件。对于尼古丁生理性依赖比较重或合

并各类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为避免戒烟失败，鼓励戒烟者使用戒烟药物。尼古丁依赖的药物

治疗包括 NRT、抗抑郁药物和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部分激动药(伐尼克兰)。

2 戒烟药物治疗的疗效评价

伐尼克兰与 NRT 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在应用指征、疗效、安全性等方面存在不同之

处，两者联合使用同样有效。伐尼克兰是新型非尼古丁戒烟药物，是高选择性的神经元烟碱

型乙酰胆碱受体部分激动药，能够与神经元烟碱样乙酰胆碱受体α4β2亚型高度选择性结

合，其戒烟作用在于与烟碱受体亚型结合，激动 N 受体，产生中轻度尼古丁样作用，刺激

少量多巴胺释放，减轻戒烟者对尼古丁的渴求，减少戒断症状的发生，同时阻断尼古丁与乙

酰胆碱α4β2 受体结合，消除尼古丁对中脑边缘系统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刺激效应，阻断吸

烟产生的愉悦感，降低吸烟欲望，降低复发率[5]。2009 年发表的伐尼克兰在我国健康志愿

者及吸烟者中的药代动力学及耐受性研究[6]和发表于《呼吸病学》的我国牵头的随机双盲

安慰剂的对照研究[7]也为该药在我国戒烟治疗的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Aubin 等[8]

对比伐尼克兰与尼古丁贴剂用于戒烟治疗的随机开放性研究表明，两药的 4 周戒断率伐尼

克兰高于 NRT(分别为 55.9％，43.2％，P ＜0．001)，伐尼克兰可以明显地降低对烟草的渴

求和吸烟满足感等戒断症状。Joseph 等[9]关于伐尼克兰和安非他酮及安慰剂在戒烟治疗中

明尼苏达评分( MNWS)的分析也表明伐尼克兰均比安慰剂及安非他酮治疗组更显著降低戒烟

者对烟草的渴求。金雀花碱（cytisine）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抗精神失常药物去甲替林

（Nortriptyline），均可以作为戒烟辅助治疗，特别是金雀花碱（cytisine），已有 50

年的戒烟治疗实践。

3.戒烟门诊的戒烟方法和技巧

对于愿意戒烟的吸烟者采用 5A 法进行治疗，即询问( Ask) 、建议( Advice)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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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Assess) 、帮助( Assist) 和安排随( Arrange) 。在帮助吸烟者戒烟的方法中指出针

对吸烟者存在的高复发性的尼古丁依赖，鼓励戒烟者使用戒烟药物。尼古丁依赖的药物治疗

包括 NRT、抗抑郁药物和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部分激动药。针对尼古丁的生理依赖，临床常

用非尼古丁戒烟药物酒石酸伐尼克兰治疗。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亚洲人使用伐尼克兰辅助戒烟

安全有效[10]。最新的烟草依赖药物治疗的荟萃研究结果也表明，NRT、安非他酮、伐尼克

兰、金雀花碱（cytisine）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抗精神失常药去甲替林（Nortriptyline）

均可以增加戒烟疗效[11]。我们总结出使用伐尼克兰辅助戒烟方法的循序规律：戒烟实施毅

力重要，一边吸烟一边吃药，服药一周香烟扔掉，戒断一月防止反跳，生理戒断心理烦躁，

控制情绪精神疏导，戒烟成功双心治疗，戒烟不成控烟也好。临床戒烟治疗中，行为和心理

治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联合药物和心理行为治疗，会取得更佳的疗效。

戒烟控烟双心治疗技巧

王宁夫

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0 年 Curr Atheroscler Rep 杂志刊登文章提出吸烟是各类心血管可控危险因素中最有意

义的危险因素。吸烟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机理是血管舒缩活动失衡、血管内皮功能失调、斑

块不稳定和血栓。心血管疾病患者在治疗方案之前首先要戒烟，戒烟的益处包括延缓疾病进

展、减少再次住院和降低死亡率。所有内科医师都要熟悉戒烟方法，应该劝解患者戒烟。

遗憾的是，我国有高达 22.9％的医生正在吸烟，其中男医生的吸烟率达到 40.7％，而在女

医生则为 1％，这个数据略低于一般人群的 63.0％（男性）和 3.8％（女性），但仍然相当

的惊人。吸烟的危害性有目共睹。作为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本应是最了解吸烟的危害，

也最不可能吸烟的人群。医生吸烟的事实本身更令人惊诧，医生吸烟本身具有吸烟的传播性

和误导性。因此，医务人员带头戒烟或控烟势在必行。

近几年关于吸烟对氯吡格雷药代动力学和临床抗栓治疗的争论喋喋不休，引起一定的误导，

一种观点认为吸烟可以增强氯吡格雷抗血小板疗效，对于 PCI 术后患者反而改善预后。美国

许多军队老兵在 PCI 术后继续吸烟，结果有人发现心血管预后改善，故把这一现象称为“吸

烟者的天堂”。吸烟患者患者 PCI 后的心血管预后与非吸烟者不同吗？2013 年的一项研究

重新回顾了 2004 年-2009 年的美国荣军医院的单中心临床资料。结果表明：调整年龄后的

非吸烟组与吸烟组在预后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别。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042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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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戒烟门诊工作的医生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戒烟难，戒烟治疗更难。对于那些有强

烈戒烟愿望的患者，我们医务人员应该给予其戒烟援助，包括：讲解科学戒烟方法、戒断症

状须知、辅助药物的必要性和预防复吸的注意事项。戒烟不成，控烟同样有利于避免烟草对

人健康的伤害。

王宁夫教授根据多年戒烟门诊戒烟援助的经验总结出的八大要素:

&#8226 戒烟实施毅力重要

&#8226 一边吸烟一边吃药

&#8226 服药一周香烟扔掉

&#8226 戒断一月防止反跳

&#8226 生理戒断心理烦躁

&#8226 控制情绪精神疏导

&#8226 戒烟成功双心治疗

&#8226 戒烟不成控烟也好

我们主张那些暂时不想戒烟或不能成功戒烟的吸烟者保持健康的吸烟方式，改变有害的吸烟

方式或摒弃陋俗。现简介几种有效的控烟方法如下：

避免清晨吸烟。一般来说，清晨时段血管内皮功能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血液里的尼古丁水

平降至最低点，睡醒时立即吸烟血液里尼古丁水平骤然升高，大量尼古丁受体突然被激活易

引起冠状动脉或脑动脉痉挛，引发心脑血管事件，表现为吸烟后出现头晕、胸闷、恶心等症

状。因此，早晨起床后至饭前这段时间尽量不吸烟。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建议上午

十点钟之前不要吸烟。

避免空腹吸烟。吸烟时大量焦油和近千种有害物质随唾液流入胃中，这些有害物质在胃肠道

吸收入血后，需要经过肝脏解毒。空腹时大量焦油和有害物质直接在胃里吸收入血，一方面

直接刺激胃粘膜，另一方面增加了有害物资入血的速度。

避免过频繁吸烟。吸烟量与吸烟频率的控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一般来说，每日吸烟量控制

在 15 支是最低控制标准，但同样也应该关注吸烟的频率。一般人为吸烟频率应该控制在一

个半小时以上。有实验研究证实吸烟诱发的交感神经激活可以持续 40-50 分钟。高血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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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后血压升高 5-8mmHg，大约 20 分钟后逐渐开始回落。过频吸烟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发

作。吸烟量控制在每日 5支以内为理想标准。

避免同时吸入二手烟。吸烟者在吸食一手烟的同时吸入二手烟是常见的不良现象。最常见于

在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多人同时吸烟，另见于一个人蹲在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的卫生间里吸

烟。

避免吸入高焦油含量和高尼古丁含量的香烟。

总之，改变不健康的吸烟方式有助于吸烟者减少香烟对健康的危害。对于不能戒烟的患

者，控烟治疗同样有效。

禁止烟草广告

中国热播影视剧烟草镜头调查结果报告

赵娜 许桂华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摘要

背景：影视作品极大地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特别是青少年

偶像型人物的吸烟形象，对青少年群体的吸烟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中国控制吸

烟协会对 2007 年、2009—2016 年热播的国产影视剧中的烟草镜头进行监测。通过监测影视

剧中烟草镜头，了解影视工作者对国家广电总局《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烟草镜头的

通知》的落实情况，为净化荧屏、促进无烟影视提供参考。

方法：依据电影票房排行榜和电视剧收视率选择热播的影视剧，采用对每部影视剧全程

观看的方法记录烟草镜头出现的数量、时间和场所进行。

结果：电影：各年出现烟草镜头的电影片的比例均在 55%以上，各年度出现烟草镜头的

电影中平均每部电影出现烟草镜头的数量为 16.8 次，出现烟草镜头的平均长为 114.6 秒。

电视剧：各年出现烟草镜头的电视剧的比例均在 40%以上，各年度出现烟草镜头的电视剧中

平均每集电视剧出现烟草镜头的数量为 2.3 次，出现烟草镜头的平均时长为 16.9 秒。各年

度影视剧烟草镜头出现场所主要集中在是公共场所、工作场所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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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中国影视剧中无烟电影和电视剧的比例上升，出现烟草镜头数量和时长都呈减少

趋势。

烟草包装健康警示

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递烟、赠烟情况，图片健康警告语的影响

廖艳辉 唐劲松 王前进 吴秋霞 任红红 刘铁桥 郝伟 Joanna Cohen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目的

增加图片健康警告语可以减少吸烟。本研究旨在了解递烟和赠烟情况，增加图片健康警

告语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对象为 2017 年 9 月期间、满 18 周岁、能完成网络调查者。共 1348 例：1027 非吸烟者

（男 39.1%，女 60.9%）和 321 吸烟者（男 95.0%，女 5.0%）。分析采用 SPSS 中的描述性分

析、t 检验或卡方检验。图片参考来自 http://globaltobaccocontrol.org/tpackss/pack-search/

非吸烟、吸烟者平均年龄： 33.9± 10.28、36.3± 9.85 岁，大学或以上教育：86.3%、70.7%

（两组比较 p<0.001）。

结果

以下为非吸烟者和吸烟者结果：曾给别人递烟：33.5%和 97.2%；强烈反对、反对“给别

人递烟”的行为： 25.2%、25.9 和 1.6%、5.9%，若增加图片警示语： 32.5%、30.5 和 4.4%、

15.3%。曾接受别人的递烟：26.8%和 97.2%；强烈反对、反对“接受别人的递烟”的行为：25.2%、

28.8%和 1.2%、4.4%，若增加图片警示语： 30.7%、31.0%和 4.7%、12.8%。曾给别人赠送

整条烟：62.3%和 88.5%；强烈反对、反对“给别人赠烟”的行为：20.1%、27.0%和 2.8%、4.4%，

若增加图片警示语： 29.8%、31.5%和 3.7%，15.0%。曾接受过别人赠送的整条烟：36.8%和

92.8%；强烈反对、反对“接受别人赠烟”的行为： 20.2%、28.1%和 0.9%，4.0%，若增加图片

警示语：32.5%、30.5 和 4.4%，15.3%。吸烟者有 48.3%因健康警告语而想戒烟；若增加图片

健康警告语，63.9%想戒烟（两组或前后比较 p<0.001）。

结论

http://globaltobaccocontrol.org/tpackss/pack-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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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烟、赠烟在吸烟人群更常见。增加图片健康警告语可以减少递烟、赠烟，推动戒烟。

急切呼吁烟盒上标志烟碱应使用通用名——尼古丁

刘汉池

江西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一支卷烟中的尼古丁可以毒死 1只小白鼠。25 克烟中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头牛，40-60

豪克纯尼古丁可毒死 1 个人。尼古丁是一种神经毒和剧毒物质，具有高度成瘾性是烟草依赖

根本原因。可是在我国境内销售卷烟盒上看不到尼古丁三个字，在出口到境外烟盒上有图形

警示而且使用的是通用名尼古丁不是烟碱，内外有别，双重标准，用心良苦。为此，2007

年 6 月 11-12 日第 13 届全国吸烟与健康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论坛作者提

出《烟盒上标志尼古丁应使用通用名——尼古丁》。在 2007 年 8 月 8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未被采纳。2011 年 8

月 8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发布 2012 年 4 月 1 日起采用新的卷烟标志。为此，向工业信息

化部呼吁烟盒标识要有图形警示和烟碱应使用通用名“尼古丁”，未获回复。同时向国家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呼吁烟盒上标识要有图形警示和“烟碱”应使用通用名尼古丁。2011 年该

总局信仿办公室回得[2011 年第 1058 号]建议烟盒标识要有图形警示等信访事项已转《国家

烟草专卖局》，未获回复。为唤起社会关注，致电井冈山报民生热线，2011 年 12 月 18 日 ，

刊出了《烟盒上标志“烟碱”应使用通用名——尼古丁》。

使用“烟碱”这一名称未遵守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实施准则使用的是通用名尼古丁。国

家卫生计生委控烟教育核心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吸烟危害报告》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 2012。杨功焕、胡鞍钢《控烟与中国未来》北京：经济日报社 2011。使用均是“尼

古丁”。在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的意见]中指出：“烟草中尼

古丁具有很强的成瘾性，一旦吸烟成瘾很难摆脱”。在黄洁夫主编《创建无烟学校指南》中

国控制吸烟协会“在小学、中学、大学控烟教育应掌握的知识要点：其中小学生：2.烟草制

品中含有尼古丁是一种成瘾物质，一旦吸烟就很难停下来，中学生：烟草制品中含有尼古丁

是一种成瘾物质，一旦吸烟就很难戒掉。大学生：4、烟草制品中含有的尼古丁是一种成瘾

物质吸烟容易成瘾，戒烟难度大”。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 2014》

显示：“940 万初中学生尝试使用过烟草制品，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成为现在烟草使用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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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其中：（三）加大学校控烟工作力度。提高学生尼古丁成瘾和烟草危害的正确认识，逐步

在青少年中形成拒绝烟草的氛围。烟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使烟盒无图形警示，在烟盒上连

尼古丁三个字都看不到，失去了警示作用，有损消费者知情权。

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王辰院士讲啦“吸烟为什么是一种病”，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

长胡大一作客《中国网》访谈节目中使用都是通用名尼古丁，《中央电视台卫生与健康》节

目主持人冀玉华说：“吸烟成瘾尼古作祟”。

在黄洁夫主编《烟草危害：科学与谬误》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

——“图形警示上烟包”倡导活动。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研究所、《简短戒烟干预手册》主编姜垣 杨焱 王立立。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中国

疾病预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帮你戒烟》等大量科普书籍和宣传使用的是通用名尼古丁。

最近又询问了十位公众都不知道尼古丁又称烟碱，一位青年吸烟者说：要开始知道烟碱

就是尼古丁我不会吸烟。使用公众不熟悉名词烟碱使尼古丁高成瘾性和致命性危害宣传不易

到位，被不熟悉名词烟碱消解了，使其产生错误虚假安全感，不会产生拒烟和戒烟，尤其是

青少年，细节决定成败，一天吸一盒烟的吸烟者每年看到图形警示次数可以达到 7000 次以

上，图形警示上烟盒未露曙光，为了使用通用名尼古丁上烟盒已 11 年了，为什么这么难，

为此急切吁烟盒上烟气：烟碱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实施准则》保持一致性使用通用名烟气

尼古丁。以利尼古丁危害宣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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