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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青少年烟草使用情况



1. 数据来源

 （1）全国性调查结果

A.2005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利用我国的YRBSS检测模式，
在18个省市地区对12-23岁城市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中国青
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研究。

B.2010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应用WHO-HBSC模型在全国
13个省市进行的青少年健康行为问卷调查。

 C.2014年中国疾控中心利用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GYTS）
标准问卷，进行第一次全国青少年烟草调查。

（一）国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2. 概况
（1）我国青少年吸烟以男性为主，但女
性青少年吸烟率已出现上升趋势。

（2）青少年吸烟率农村高于城市，且
“尝试吸烟”和“现在吸烟”具有明显
的地域差别。

（3）青少年“尝试吸烟”年龄逐渐提早，
且随年龄增长呈明显上升趋势。

（一）国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3.1  2005年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
查结果

3.2  2010年青少年健康行为问卷调调查
结果

3.3  2014年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

（一）国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1）青少年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逐年上升。

（2）初高中男女生现在吸烟率随年龄增长而迅速升高。

（3）调查对象以学校类别进行分析

尝试吸烟率：普通初中>重点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
重点高中、大专和大学学生尝试吸烟率相差不大（50.4% 
vs 49.7%）。

现在吸烟率：普通初中>重点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
重点高中。



 “世界卫生组织—学龄儿童健康行为” 关于“健康问
题的社会决定因素”对青少年健康影响做了相关研究。

我校于2005年开始加入该国际研究网络，依据“世界卫
生组织-学龄儿健康行为”标准问卷，结合国情编制了
《中国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问卷》，2010年5月在全国
13个省市进行了150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

3.2 2010年青少年健康行为问卷调查



 该项目运用“世界卫生组织—学龄儿童健康行
为”研究模型和调查工具包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在
青少年烟草使用问题上运用该模型，从家庭氛围、
学校环境、同伴交往、社区资本四个维度研究社会
决定因素对青少年烟草使用的影响。

研究模型



（1）尝试吸烟方面，青少年尝试吸烟男生为主，
就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中国大陆（10.8%）和香港
(8.9%)所报告的结果总体来说最低。

（2）每天吸烟和每周吸烟方面，在大陆和香港，
男生报告的结果与女生相比偏高。

（3）青少年学生初次吸烟年龄的频率分析情况：
在13岁的时候，频率激增，15岁至16岁时达到顶峰，
19岁之后则表现较少。从整体情况来看，男生初次
吸烟的年龄普遍小于女生。

3.2   2010年青少年健康行为问卷调查



（1） 尝试烟草使用率及尝试吸烟率方面，现在烟
草使用率及现在吸烟率方面，初中生中男生高于女
生，农村高于城市，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现象。

（2）对吸烟场所进行分析，尝试过卷烟的学生报
告通常在学校、网吧和家庭内吸烟的比例较高，分
别为19.4%、14.8%和13.7%。

（3） 30.0%的现在吸烟者处于烟草依赖状态，男
生（30.8%）高于女生（24.6%），城市和农村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且年龄越大，依赖性越高。

3.3   2014年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



基本情况：我国青少年吸烟以男性为主，但青少年女性吸烟率已
出现上升趋势；青少年吸烟率农村高于城市，且尝试吸烟和现在
吸烟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青少年尝试吸烟年龄逐渐提早，且随
年龄增长呈明显上升趋势。

二手烟的暴露情况严重

鼓励并吸引青少年吸烟的外部因素广泛存在

学校有烟情况依然存在

控烟宣传工作仍待加强

4. 研究结果



1. WHO-HBSC介绍

2. 数据来源

3. 概况

4. 详细信息

5. 研究结果

（二）国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1. HBSC介绍 :学龄儿童健康行为（HBSC: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办公室协调协调下
开展的多国合作研究，自1982年开始至今已经有36年的发展历史，目
前已经有包括欧洲、北美、地中海等国家和地区44个国家参与了该项
目的国际研究网络，参与国运用国际标准的调查问卷，每4年一个周期
对在校11岁、13岁和15岁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青少年健康现状，
分析各国青少年健康行为现状及流行趋势，并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工
作。该项目的研究成果长年为世界卫生组织和参与国政府制定青少年
健康促进政策提供科学实证依据，为促进各国青少年健康发展做出了
卓越贡献。

（二）国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2. 数据来源
 HBSC的相关调查数据（HBSC: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学龄儿童健康行为）

 HBSC（1993-1994）调查了25个国家或地区

 HBSC（1997-1998）调查了28个国家或地区

 HBSC（2001-2002）调查了35个国家或地区

 HBSC（2005-2006）调查了40个国家或地区

 HBSC（2009-2010）调查了38个国家或地区

 HBSC（2013-2014）调查了42个国家或地区

（二）国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3. 概况
比对1993-1997年数据发现：11-15岁青少年
尝试吸烟率处于上升趋势。

比对1993-2013年数据发现：大部分国家青少
年每周吸烟率呈现下降趋势。

比对2005-2013年数据发现：15岁青少年自报
告在13岁或之前第一次吸烟的比率逐年下降。

（二）国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4. 详细信息

4.1   HBSC主要研究内容

4.2 健康不平等各项维度对吸烟的影响

4.3   HBSC调查数据比对

4.4   使用HBSC模型的补充研究

（二）国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HBSC研究指标的转变
 HBSC对于青少年吸烟的研究，其重要指标从早期的吸烟因素
分析、尝试吸烟率、每周吸烟率、每日吸烟率、每周吸烟量逐
渐转变为15岁自报告13岁或之前第一次吸烟的比率、按国家/
地区和性别分类的家庭富裕程度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与
开始吸烟的关系，与在13岁或更早吸烟的关系，与每周吸烟的
关系。

 HBSC的研究从单一的重要指标转而探索其他因素对青少年吸
烟的影响如家庭富裕程度，地区和性别等。揭示了青少年吸烟
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和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4.1   HBSC主要研究内容



（1）年龄

（2）性别

（3）地域

（4）家庭富裕程度

4.2 健康不平等各项维度对吸烟的影响



（1）年龄不平等：从11岁到15岁青少年每周吸烟的比例显
著增长。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13-15岁之间，所有国家男生
和女生吸烟比例存在明显增长。

（2）性别不平等：11岁年龄组每周吸烟比例较低（5%或更
低），但是整体上男生吸烟现象更为普遍，这种情况在少
数国家比较显著。在13岁到15岁之间，男生和女生的每周
吸烟率比例差不多。虽然性别差异确实存在，但是调查者
认为，男生和女生每周吸烟的比例还是大致相等的。

4.2 健康不平等各项维度对吸烟的影响



（3）地域不平等：加拿大和美国男生吸烟的可能性最小，
而东欧国家可能性最大。加拿大和美国各周吸烟的女生比
例最低。

（4）家庭富裕程度：家庭富裕程度与半数国家女生每周吸
烟比例有明显联系，但只对少数几个国家男生每周吸烟比
例有影响。几乎在所有国家，其家庭富裕程度越低，每周
吸烟的青少年比例就越高，在北欧国家的女生中这种现象
尤其明显。但在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东部和南部，家庭
富裕程度通常与吸烟没有关系。

4.2 健康不平等各项维度对吸烟的影响



（1）1993年-1997年尝试吸烟率对
比

（2） 1993年-2013年每周吸烟率
对比

（3） 2005年-2013年15岁青少年
自报告在13岁或更早第一次吸烟的比
率

4.3   HBSC调查数据比对



 抽取1993年和1997年调查中共同的24个国家或地区制成组合
图表。

 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男性青少年的尝试吸烟率高于女性的
尝试吸烟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国家青少年的尝试吸烟率都有所增
长，其中女性青少年尝试吸烟率的增长率要高于男性青少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国家青少年的尝试吸烟率都有所增
长，其中11岁到13岁的上升幅度比13岁到15岁的上升幅度要大。
女性青少年尝试吸烟率的增长率要高于男性青少年尝试吸烟
率的增长率。

4.3   HBSC调查数据比对

（1）1993年-1997年尝试吸烟率比对



4.3   HBSC调查数据比对

（2） 1993年-2013年每周吸烟率比对

 抽取六次调查中不包含重复项的4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
数据比对。

 1.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的每周吸烟率也在上升。大部分
国家11岁、13岁的男性青少年的每周吸烟率大于女性的每周
吸烟率。

 2.存在地理差异。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女性青少年每周吸烟率
高于男性青少年的每周吸烟率，中欧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
男性青少年每周吸烟率高于女性青少年的每周吸烟率。



4.3   HBSC调查数据比对

（2） 1993年-2013年每周吸烟率比对

 3.人均收入对青少年吸烟情况产生影响。发现大部分发达国
家或地区的女性青少年每周吸烟率高于男性青少年的每周
吸烟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男性青少年每周吸烟
率高于女性青少年的每周吸烟率

 4. 大部分国家青少年尝试吸烟率在1997年或2001年出现峰值，
随后逐年下降。例如挪威，也有一部分国家青少年尝试吸
烟率峰值出现在2005年或者2009年，如卢森堡或拉脱维亚
等。总体上近些年大部分国家青少年的尝试吸烟率呈现下
降趋势，部分国家的尝试吸烟率呈现上升趋势如捷克，罗
马尼亚等。



 抽取2005年、2009年、2013年其中不包含重复项的45个国家
和地区进行调查数据比对。

 1. 2005-2013年，大部分国家或地区15岁青少年在13岁或之前开
始吸烟的比率逐年下降，一小部分国家或地区的2009年调查
的男性青少年的比率出现上升，如意大利、立陶宛，小部分
国家或地区的女性青少年的比率出现上升，如意大利、爱沙
尼亚、立陶宛，2009年到2013年又成下降趋势。

4.3   HBSC调查数据比对

（3） 2005年-2013年15岁青少年自报告在13岁或
更早第一次吸烟的比率



 2.对调查数据按照性别进行分别分析，大部分国家2005年女性青
少年报告的比率高于男性青少年报告的比率，2013年男性青少年
报告的比率高于女性青少年报告的比率。可以推断出大部分国家
女性青少年报告比率的下降速度高于男性青少年的下降速度。

 3.对调查数据按照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发达程度进行分别分析，发
现大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男性青少年报告的比率低于女性青少
年报告的比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男性青少年报告的比
率高于女性青少年报告的比率。

4.3   HBSC调查数据比对

（3） 2005年-2013年15岁青少年自报告在13岁或
更早第一次吸烟的比率



 5. 研究结果

 1993年-1997年11-15岁青少年尝试吸烟率、每周吸烟率，处于上升趋势中不
断增长，男性青少年的尝试吸烟率、每周吸烟率高于女性青少年，但女性
青少年的上升趋势要高于男性。

 2001年-2013年11-15岁青少年尝试吸烟率、每周吸烟率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
2005-2013年15岁青少年自报告在13岁或之前第一次吸烟的比率处于下降趋
势。

 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会对青少年吸烟情况产生影响。高纬度地区，低收
入地区的女性青少年吸烟情况相对较严重。（例如格陵兰岛）

（二）国际青少年群体烟草使用情况



1. 烟草流行演变模型

2. 对比研究结果

（三）对比研究结果



（1）总的来说西欧，北欧和南欧国家烟草流行正处
于第三和第四阶段，东欧国家人群的吸烟水平处于
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但是由于控烟措施
不利，并没有出现男性吸烟率明显下降的特点。美
国、加拿大的男性吸烟率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就呈现
下降趋势，其余国家，从70年代到90年代呈上升趋势，
但大多数国家到2010年已经呈现下降趋势。

1. 烟草流行演变模型



（2）与成人吸烟模式相关联，那些已经进入流行模式第三
阶段的和第四阶段的国家，如西欧，北欧国家，以及北美
国家等，青少年吸烟依旧处于较高水平，有些地区，如美
国青少年吸烟率开始下降，但是目前青少年吸烟率与较成
人吸烟率相比较依然还在高峰，也就是说曾经处于烟草高
流行的国家，所形成的潜在影响还存在，在青少年之中还
有很大市场。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亚洲国家，成人吸烟率
处于高峰，青少年吸烟率较低，但是仍存在上升的风险。

1. 烟草流行演变模型



目前，我国成人吸烟率还处于高峰，青少年吸烟率还较低。
但是根据已经进入烟草流行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国家的90
年代HBSC统计数据，以及现在处于烟草流行第三阶段和
第四阶段的国家青少年吸烟率较高的情况。

得出结论：我国青少年吸烟率将持续上升，并且女性青少
年吸烟率的上升幅度要高于男性。

如何在这个阶段遏制青少年吸烟率的上升，是一个需要严
肃对待的问题。

2. 对比研究结果



1. 青少年吸烟危害概述

2. 青少年主动吸烟的危害

3. 青少年被动吸二手烟的危害

二、青少年烟草使用的危害



1. 青少年吸烟危害概述

 青少年正处于迅速生长发育的阶段，
身体各系统、各器官还未成熟或正趋于成
熟，因而对有毒有害物质比成人更容易吸
收，受的毒害也更深。吸烟开始越早，各
种疾病发病的年龄也随之提早，而且发病
率更高。

二、青少年烟草使用的危害



（1）吸烟会对青少年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原因是青少年
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各生理系统、器官都尚未成熟。其对
外界环境有害因素抵抗力与成年人相比较弱。

（2）吸烟会降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智力。一氧化碳不仅能
降低血红蛋白的携氧功能，还能使氧合血红蛋白释放氧的速
度减慢，阻碍了神经系统的发育。

（3）吸烟对心理行为也有不良影响。吸烟青少年通常社会成
熟性差、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爱寻求刺激、易对社会产生
对抗情绪。

（4）吸烟会诱发其他健康危险行为。吸烟的青少年，使用其
他药物的可能性比不吸烟的同龄人明显要高。

2. 青少年主动吸烟的危害



（1）对呼吸器官的天然防病机能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在青春期，大支气管比较直，烟尘中的有害物质，更
容易进入细支气管及肺泡，使呼吸道的防御力量被削
弱而导致各种疾病。

（2）对青少年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调查证实，吸烟
可使学生记忆力和嗅觉灵敏性降低，课堂听课注意力
不能持久，理解力差，成绩明显低于不吸烟的学生。

（3）视力下降，视野缺损。严重者可引起视神经萎缩，
最终将导致失明，医学上称“烟中毒视神经病变”。

3. 青少年被动吸二手烟的危害



1. 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社会心理和行
为模式

2. 青少年烟草使用的影响因素

三、青少年烟草使用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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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因素会促使青少年使用烟草：

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文化背景、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环境等；

个人因素包括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低自尊、缺乏
自信、沮丧、压力、学校生活不理想等；

行为因素包括课业成绩不好、好冒险、生活习惯问
题等。

三、青少年烟草使用的影响因素



 父母和同龄人的行为、态度和期望对于青少年的吸
烟问题有很大影响。如果青少年的父母或兄长或朋友
吸烟，他们很容易变成烟民。其中同龄人的影响最大，
因为这为青少年接触烟草制品提供了可能，提高了吸
烟行为的流行度，构成了他们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行
为标准。儿童虐待、巨大的生活压力和低自尊也会增
加青少年吸烟的可能性。父母的支持和积极参加课内
外活动则会很好地预防青少年吸烟。

三、青少年烟草使用的影响因素



 1. 树立健康科学的观念，引起全社会关注青少年健康问题

 2. 从空间维度来看，压缩青少年烟草使用的空间

 3. 从时间维度来看，预防青少年尝试吸烟

 4. 运用“网上共青团”进行控烟宣传活动

 5. 实施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品牌活动

四、科学评议及政策建议





 根据政府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全社会重视少年儿童健康问题，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社会环境，提高民族健康素养，培养身心健康的青少年。建议
团中央中央根据“团结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
权益”的社会职责，与教育部、卫生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
妇联其他部门的进行跨部门协调，共同开展烟草危害的宣传工作，
提高社会公众对青少年烟草使用危害的认知，提高青少年健康素
养，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树立健康科学的观念，引起全社会关注青少年健康问题



从空间维度来看，压缩烟草使用空间，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青
少年遭受二手烟危害。目前我国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
露，其中1.8亿为15岁以下儿童，二手烟对青少年健康危害极
大。因此，建议团中央与教育部、卫生部、国务院妇儿工委、
全国妇联等部门合作，向全社会呼吁高度关注青少年健康问
题，希望国务法治办应尽快出台全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应明确规定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
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从而为保护青少年免受二手烟危害
提供政策保障和法律支持。

2. 从空间维度来看，压缩烟草使用空间



 从时间维度来看，预防青少年尝试吸烟。建议团
中央发挥群团组织的优势，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科
研院所合作，评估《广告法》第二十二条“禁止一
切形式向青少年烟草宣传”，延迟青少年主动尝试
吸烟年龄，预防和减少青少年从“尝试吸烟”转向
“每周吸烟”，从而阻断吸烟人群的后续队伍。

3. 从时间维度来看，预防青少年尝试吸烟



 运用“网上共青团”进行控烟宣传活动。青少年健康问
题，尤其是与烟草使用相关的酗酒、校园暴力、伤害、毒
品、艾滋病等多重危险行为日益突出。为了预防和减少青
少年违法犯罪，建议团中央以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健康
权益，以问题为导向、服务基层发展的需要，建议以“智
慧建团”和“青年之声”为重点，通过工作网、联系网、
服务网“三网合一”的“网上共青团”的“互联网共青团
格局”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青年志愿者和青少年社工服务组
织，广泛开展青少年控烟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提高他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4. 运用“网上共青团”进行控烟宣传活动



实施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品牌活动。建议团中央与教育部、
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全国妇联儿童部等各部门合作，通过“青年志愿者”
和“青年社工服务组织” ，向农村和城市困境儿童输送健康知
识，开展团中央“大手拉小手”活动以及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
室开展的“儿童友好家园”活动，由点到面地开展“无烟家
庭”“无烟校园”“无烟社区”“无烟运动场馆”“无烟青少
年宫”“无烟教育培训机构”等校内外青少年活动场所，举办
“青少年健康专题系列讲座”，推广“青少年健康服务包”等
系列品牌活动，鼓励青少年参与健康促进活动中来，主动远离
烟草危害。

5. 实施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品牌活动



谢谢观看



青少年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逐年上升，吸
烟以男生为主，在大城市，女学生的尝试吸烟
率和现在吸烟率均有上升趋势。



现在吸烟率随年龄增长而迅速升高。但在不同的
年龄阶段，增长幅度有明显差异，在初三到高一
升学阶段增幅最大。女生吸烟率基本维持在低水
平，没有发现随年龄变化的明显趋势。



尝试吸烟率：普通初中>重点初中、职业高中>
普通高中>重点高中、大专和大学学生尝试吸烟
率相差不大（50.4% vs 49.7%）



现在吸烟率：普通初中>重点初中、职业高
中>普通高中>重点高中



总体上尝试吸烟的青少年以男生为主，大陆男生
（17.2%）高于香港男生（10.7%），大陆女生（4.5%）
低于香港女生（7.3%）



就世界各国情况
来看，中国大陆
（10.8%）和香
港(8.9%)所报告
的结果总体来说
较低。

按照国家，自报告曾经试图吸烟的学
生的比例



总体上来看，每周吸烟的青少年以男性为主，大陆男生（8.3%）高于
香港男生（5.2%），大陆女生（1.8%）低于香港女生（3.0%）.在两个
地区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男生吸烟的增长最明显。



学生每周吸烟的频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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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年级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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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省市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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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城市类型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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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学校类型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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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家庭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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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留守与非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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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流动与非流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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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独生与非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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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年级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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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省市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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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城市类型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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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学校类型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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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家庭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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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留守与非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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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流动与非流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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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吸烟一次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独生与非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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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初次吸烟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5岁至17岁之间。其中，在13岁的时候，频率激增，
15岁至16岁时达到顶峰，19岁之后则表现较少。因此，13岁和15至16岁是值得我们特别关

注的两个年龄。



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年级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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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省市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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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城市类型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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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学校类型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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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家庭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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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留守与非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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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流动与非流动儿童 

 

2.6 

0.2 
0.5 

9.1 

0.8 

1.5 

流动儿童 非流动儿童 总计

男孩

女孩



在 15 岁前有吸烟经历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根据独生与非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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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烟草使用率及尝试吸烟率方面，初中男生高于女
生，农村高于城市，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现象。



现在烟草使用率及现在吸烟率方面，初中生中男生高于
女生，农村高于城市，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