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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区居民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监测
田向阳

刘枫

石建辉周岚刘秀荣

【摘要】

矗ｌｇ

广

目的研究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行为危险因索在北京市城区居民中的

流行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每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市城区抽取的１１ ０８４名

年龄在１５～６９岁的常住居民进行问卷监测调查。结果北京市城区居民中慢性病的行为危险因素
流行率较高，其中现在吸烟率、酗酒率、成食摄凡率、高脂摄人率、缺少体育运动率和体重超重率分别
为２３

９５％、４３．５７％、２６．８９％、１４．９７％和３２．１５％，调查对象自报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９丝％。随

２５％、８

着监测次数的增加，现在吸烟率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而其他行为危险因素的流行率无明显变化。
ｌ晒ｓ血多元回归分折表明，行为危险因素在同一／ｋ群中常伴随出现。结论人际交往、社会及家庭环
境、患病和健康意识是行为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尽管现在吸烟率几年来出现显著下降的趋势，但吸
烟、不合理膳食、缺少体育运动以及高血压等危险因素严重，必须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加强控制。

【关键词】慢性病；危险因素；【ｎ商鲥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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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在我国城市地区，以

居民的行为危险因素进行了３７次逐月监测：目的

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是找出它们流行和变化的规律，进而通过实施行之

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有效的健康促进干预措施，减少危险因素的人群流

素…。多项研究表明，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

行率，最终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趋势。

生与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２“，这些行为危险因
素包括吸烟、酗酒、不合理膳食、缺少体育运动和体

对象与方法

重超重以及高血压等。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技

１．监测人群的确定：选取北京市８个城近郊区

术指导下和在世界银行“卫七”项目贷款的支持下，

不包括城乡结台部的常驻居民共３３０万人作为监测

北京市自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９９年９月对北京市城区

人群。根据单纯随机抽样（随机号法）的原则，每月

作者单位：ｌ删北京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健康

抽取∞个居委会，再根据等距抽样的原刚在抽到的

促进项ＦＩ办公室

万方数据

居委会中随机抽取３０户居民（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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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抽中的户中选取１５～６９岁、且生日最接近预

２６．９４％。在开始吸烟的原因中，有３７ ２８％是尝

约调查日期的１名成年人作为凋查对象。由凋查员

试，３５．２０％是社交的需要。

入户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每个居委会完成２０份

在吸烟者中，目前打算戒烟的４３．６２％。在戒

有效问卷为止（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完成ＩＯ份）。１９９６年

烟者中，戒烟１年以上的占６２ ６６％。幽为患病戒烟

每月完成４００份问卷，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每月完成２００

的占４９．６５％，因为环境限制、恋人或家人反对的占

份问卷。

１３．８６％，经济原因的占４．５６％，另有２１．９３％是因为

２．监测内容：监测调查采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

宣传教育。

院统一编制的《行为危险因素调查表》。有关概念定

ｌ嘞“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男性（ｏＲ值

义为吸烟：每天至少吸１支烟且连续吸烟６个月以

１９．１６７）、家庭成员中有吸烟者（０Ｒ值Ｉ ３４４）、酗酒

上（ｗＨＯ）；现在吸烟：调查时仍在吸烟；酗酒：１次喝

（ＤＲ值２．１６７）、婚姻状况不良（０Ｒ值１．５６６）、对吸

１５０““上的白酒或相同酒精含量的其他酒

烟持有赞同或无所谓态度（Ｄ尺值１．４９３）、年龄２５～

（ｗＨＯ）；缺少体育运动：每周锻炼不足３次或每次

３４岁之间（０凡值１．３０６）、有咸食习惯（０旯值Ｉ．２５０）

持续时间少于３０ ｍ曲（ｗＨＯ）；咸食摄人：每周至少有

的调查对象更容易是一个现在吸烟者。

ｄ吃较咸的食物（榨菜、酱菜、酱豆腐等）；高脂

用标准人口性别和年龄标化后，３７次监测现在

摄人：每周至少有３—４ ｄ吃含油及脂肪多的食品

吸烟率的逐月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且符合直线回

（油炸食品、肥肉等）；体重超重：身高体重指数

归模型，方程为：斤＝３２．０３９

（ＢＭＩ）＞２５（ＷＨｏ）。

ｏ．０１），其中Ｒ为现在吸烟率，村为监测的次数。

３～４

２—０．２５５ ９Ｍ（Ｊｐ＜

３．统计方法：调查原始数据统一输人用ＥＰｌ５编

２．酗酒：８．９５％的监测对象回答过去Ｊ个月有

制的数据库，用ｓＰｓｓ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对部分

酗酒行为。５．１４％的监测对象既是酗酒者，又是吸

行为危险因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ｌｏ豳ｔｉｃ多元回归

烟者。酗酒者的重度吸烟率（２６．９２％）明显高于非

分析。

酗酒者（６，６３％，铲＝３４．０９，Ｐ＜ｏ．００１）。
结

ｌ晒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男性（０尺值６．１４１ ９）、文

果

共完成完整调查问卷１ｌ ０８４份，其中男４

化程度在大学或以上（０Ｒ值１．３７０）重度吸烟（哪
５１９

人，女６ ５６５人，已婚占８２．５２％，离婚、分居或丧偶

值１．６５８）、有高脂饮食习惯（０Ｒ值１．２７１）的调查对
象更容易是一个酗酒者。

的占７．１５％，未婚的占１０．１９％。具有中学或中专

３．缺少体育运动：１４．９７％的调查对象缺少体育

文化程度的占６５．６５％，大专或以上的占１９．７７％，

运动。未进行体育锻炼者中，４７．１４％是因为没有时

小学或文盲的占１４．５８％。企业工人占２８．１０％、国

间，１７．９９％是不喜欢运动，１３．３６％是因为工作太

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１４．６６％，家务或离

累，９．９０％是因为没有场地条件。至少能坚持每周

退休人员占３２．８５％。
９．４０％的调查对象过去３０ ｄ因为患病使得日常
活动受到限制，这些疾病依次为心脑血管病
（２４，７０％）、呼吸系统疾病（１６．６８％）、消化系统疾病
（１２．１１％）和精神状况不好（１１．１５％）。

５次以上体育锻炼且每次锻炼持续３０耐ｎ以上的占
４０

１３％。

４．饮食习惯：监测对象的成食摄人率为
４３．５７％，高脂摄人率为２６．８９％。

５．体重：３２．１５％的调查对象体重超重。ｌ硒ｓｔｉｃ

１．吸烟：监测对象的吸烟率为２７．９２％（男性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患高血压（０尺值２．１３０）和高血

５８．４２％，女性６．９３％），现在吸烟率为２３．２５％（男

脂（ｏＲ值１．７０６）、年龄在４５～５４岁（咖值１．５９７）

性４９．３９％．女性５．２６％）。２９．１Ｉ％的调查对象较详

和５５～６４岁（０Ｒ值１．”６）、已婚（ＯＲ值１．５７６）的

细知晓吸烟的危害。掌握吸烟危害知识者的现在吸

凋查对象更容易是一个体重超重者。

烟率为２１．４８％，与不掌握吸烟危害知识者的现在

６．高血压：１９．２２％的调查对象报告曾被医务人

吸烟率（２３．９８％）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Ｔ２＝ｌ，５８，

员确诊为高血压。ｌｏ—ｓ６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婚姻

Ｐ＞０．０５）。

状况不良（离婚、丧偶、分居，０尺值ｊ．２４５）和体重超

在吸烟者中，开始吸烟年龄１３一１８岁的占
２９．４３％，１９—２３岁的占３９．５８％，≥２４岁的占

万方数据

重（０尺值２．３９３）的监测对象更容易患高血压。
经过对３７次监测数据的逐月统计分析，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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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行为危险凶素流行率除了现在吸烟率有显著性

尽管”次逐月监测显示现在吸烟率旱明显下

的下降趋势外，珂闪酒率、缺少体育运动率、成食摄入

降的趋势，但难以判断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咀及是

率、高脂摄Ａ率、体重超重率和高血压的流行率没有

暂时性的波动还是ｆ，期的趋势。

明显变化。

北京市居民中的行为危险因素流ｉｊ情况严重，
讨

论

必须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加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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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改变与诸多社会和人际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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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小词典．
遗传印迹或遗传印记【ｇｅ眦ｔｉｃ ｉｌｎｐｒｉｎｔｉＩＩｇ）
扉近一二１年来，人们观察到来自父源和母源的同源等
位基因在子代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活性，此即称为遗传印迹。
因此，在某些疾病中．会因父源基因或母源基因活性的不同
而使病情表现出严重或轻微。
通常认为遗传印迹产生的原固是：在生殖细胞形成过程

万方数据

中，ＤＮＡ甲基化修饰程度不同、高度甲基化被印迹的基因不
表选和活性低，反之亦然。
（方福德ｌｏｏｏＤ５北京市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ｆ收稿日期：２∞ｏ－０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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