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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村酒依赖患者酒依赖程度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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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农村酒依赖患者酒依赖程度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取分层整体随机抽

样法选取我市 10 个行政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员进村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最终获

取有效问卷 1206 份。对酒依赖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1206 名农

村居民中，存在酒精依赖的有 322 人，占到 26.70％；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酒精依赖及

依赖程度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形式、家庭月收入、饮酒家族史有关（P< 0.01）；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居住形式、家庭月收入是影响酒精依赖程度的独立影响因

素（OR=1.252~2.083）。结论　农村酒精依赖程度以轻度为主，文化程度越低、独居、家庭收入越高，

酒精依赖程度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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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bstracts】】  Objective  To discuss related factors of influencing alcohol dependence degree of rural alcohol de-

pendence person. Methods  10 administrative villagers in our city were taken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ho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data collection was us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by village investigators，there，data collection was us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by village investigators，theredata collection was us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by village investigators，there，therethere 

were 1206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finall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lcohol dependence were give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

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 Results  1206 rural residents，there were 322 people who had alcohol dependence，，there were 322 people who had alcohol dependence，there were 322 people who had alcohol dependence，，

accounted for 26.70％；Singl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alcohol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degree of rural％；Singl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alcohol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degree of ruralSingl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alcohol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degree of rural，alcohol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degree of ruralalcohol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degree of rural 

residents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gender，age，education level，living style，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age，education level，living style，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age，education level，living style，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education level，living style，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education level，living style，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living style，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living style，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family monthly income，family history，family historyfamily history 

of alcohol consumption（（P<0.01）；Multiple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in the）；Multiple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in theMultiple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in the，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in the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in the，living in theliving in the 

form of family income wer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lcohol dependence（OR=1.252~2.083）.（OR=1.252~2.083）.OR=1.252~2.083）.）.. Conclusion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alcohol in rural areas is mild，the lower 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alone，the higher，the lower 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alone，the higherthe lower the degree of culture，living alone，the higher，living alone，the higherliving alone，the higher，the higherthe higher 

the family income，alcohol dependence is more important.，alcohol dependence is more important.alcohol dependence is mor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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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是我国常见生活习惯与社会风俗，尤以农

村最为常见，饮酒问题也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严重

公共卫生问题［1］。据 WHO 统计显示，全球饮酒依赖

者约达 1.4 亿，因饮酒过度而导致的事故、疾病与死

亡人数可达 4 亿多人，中国每年因酒精中毒死亡的

人数超过 11 万。可见如能早期掌握酒精依赖的影响

因素，并给予预防性处理对策对改善酒精依赖患者

的预后或预防酒精依赖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2］。对

此，本研究对我市农村居民的酒精依赖情况进行调

查，探讨影响酒精依赖的相关因素，旨在为针对性

干预居民饮酒问题提供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取分层整体随机抽样法选取我市 10 个行政村

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调查总人数 1300 人，获取有效

问卷 1206 份，有效回收率 92.77％。纳入标准：年龄

18 岁 ~70 岁；无严重脑器质性病变、严重躯体疾病、

其他严重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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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①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发病年龄、总病程等。②

酒精依赖程度采取密西根酒依赖筛查量表（MAST），

量表包含 24 个条目，主要包括躯体依赖、心理依

赖，以及对躯体、心理、职业功能与社交功能的影

响等方面，均是饮酒者常见问题。量表计分方法采

取 Skinner 简单总和法，单个条目回答阳性者计 1 分，

总分 0～24 分，分值越高表明酒精依赖越严重，0～3
分无依赖，4～13 分轻度依赖，14～20 分中度依赖，

21～24 分重度依赖。

1.2.2　调查方法

调查人员在调查前接受统一培训，后进村以面

对面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并做好记录，收集原始数

据。调查过程中调查对象是在完全戒断酒精与消除

躯体不适之后的 2 周进行的。

1.3　统计分析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对数据进行处理，单

因素分析中计数资料采取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t

检验，对单因素分析差异显著的变量再进行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酒精依赖调查结果

1206 名农村居民中，存在酒精依赖的有 322 人，

占到 26.70％。322 名酒精依赖者中轻度依赖 236 例，

占 73.29 ％；中度依赖 69 例，占 21.43 ％；重度依赖

17 例，占 5.28％。

2.2　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酒精依赖及依

赖程度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形式、家庭

月收入、饮酒家族史有关（P<0.01）。见表 1。

2.3　多因素分析

以酒精依赖程度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居住形式、家庭月收入、饮酒家族史 6 个

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文化程度、居住形式、家庭月收入是影响酒精

依赖程度的独立影响因素（OR=1.252~2.083），文化

程度越低、独居、家庭收入越高，酒精依赖程度越

重。见表 2。

表2　影响酒精依赖程度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因素 B S.E. Wald P OR（95％CI）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852 0.257 13.103 0.000 2.083（1.249~4.315）
居住形式（独居） 3.187 0.196 17.425 0.000 1.936（1.196~3.973）

家庭月收入（>2000元） 1.297 0.142 7.268 0.000 1.252（1.074~3.426）

表1　酒精依赖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例数
轻度
依赖

（n=236）

中重度
依赖

（n ＝86）

对照组
（n=884） χ2 P 值

性别

　男 1011 221 85 705 41.91 <0.01
　女 195 15 1 179
年龄（岁）

　<20 126 18 3 105 65.44 <0.01
　20~49 620 166 27 427
　≧50 460 52 56 352
文化程度

　小学及文盲 159 46 10 103 40.33 <0.01
　初中 375 89 33 253
　高中/中专 584 75 36 473
　大专及以上 88 26 7 55
职业

　农民 552 105 35 412 13.17 >0.05
　农民工 451 86 28 337
　经商 110 26 16 68
　学生 77 15 6 56
　其他 16 4 1 11
婚姻状况

　未婚 230 41 17 172 0.81 >0.05
　在婚 903 182 64 657
　其他 73 13 5 55
居住形式

　三代/二代 893 87 28 778 347.93 <0.01
　与配偶 223 103 35 85
　独居 90 46 23 21
家庭月收入（元）

　<600 379 40 11 348 125.07 <0.01
　600~999 365 61 26 320
　1000~1999 222 61 24 115
　≧2000 240 74 25 101
饮酒家族史

　有 53 10 18 25 61.14 <0.01
　无 1153 226 68 859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2 期- 208 -

◎

论
著◎

 Treatise

3　讨论

酒依赖患者因长期大量饮酒可导致心理、躯体

及社会功能障碍，使其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3］。

酒依赖又与抑郁等精神障碍存在明显相关性，患者

的自杀等危险行为发生率高。故了解酒依赖及依赖

程度的影响因素，并对高危人群给予重视，采取有

效的干预措施对改善其预后具有重要意义［4］。本研

究中，与农村居民酒精依赖及依赖程度有关的因素

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形式、家庭月收入、

饮酒家族史。而经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文化程度、居住形式、家庭月收入是影响酒精

依赖程度的独立影响因素（OR=1.252~2.083），文化

程度越低、独居、家庭收入越高，患者的酒精依赖

程度越重。可见，对于文化程度低、独居及家庭收

入 >2000 元的人群应给予重视，对已经发生酒精依

赖的患者应加强日常饮酒控制，减少酒环境线索进

而改善患者的酒依赖程度或减少戒酒者的复饮率［5］。

本研究中文化程度是酒精依赖程度的独立影响

因素（OR=2.083），初中及以下学历患者的酒精依赖

程度更重，这主要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对酒精的危

害认识不足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者，知识储备越

多，同时接受能力也越强，对于酒精的危害性有足

够的认知，能明显意识到长期、大量饮酒可对肝脏、

神经等造成损害［6］。独居酒精依赖患者的依赖程度

明显高于其他居住形式，这多与独居者的社会支持

度低下有关，独居患者相对于有配偶以及二代、三

代居住的人群缺乏家庭的关怀与照顾，故情感上没

有支持，易导致酒精依赖。临床研究表明，社会支

持度低是引发酒精依赖患者复饮的重要危险因素。

而社会支持度又可分为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客观

支持度低多与患者的就业状况、婚姻状况、居住状

况等有关，独居人群的客观支持度相对于正常人群

显著降低。主观支持度低则多与酒依赖者存在的敌

对、偏执、人际关系敏感等存在密切关系［7］。此外，

大量临床研究也显示，构建稳定的生活环境，建立

一个能帮助酒依赖患者康复的环境，寻得家人、朋

友等的关心与帮助对改善酒依赖患者的酒依赖程度

或是减少酒依赖者的复饮率具有重要意义。杨爽艺［8］

等的研究中，在对酒精依赖患者给予常规药物治疗

及护理的同时，患者在加入嗜酒者互诫协会后，其

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得以显著缓解，可见构建一

个有利于酒依赖患者恢复的环境至关重要。

此外，本研究中家庭月收入 >2000 的酒依赖患

者的酒依赖程度更高，即经济水平和酒依赖程度之

间呈正相关，这多与经济条件好的酒依赖患者，酒

的来源较为容易，故饮酒量和饮酒频率明显增多，

导致的酒依赖程度明显加重。家庭收入高的人群还

经常需要应酬，参加社交活动，酒依赖率的发生风

险也相对明显增加。本研究中，男性并非是酒精依

赖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与临床多数研究不符，这主

要与本研究纳入的对象基本为男性有关。郭卫红［9］

等的研究中，男性 MAST 平均得分为（5.28±4.10）

分，女性为（1.69±2.76）分，可见男性酒依赖程度

显著高于女性。其原因与我国的社会环境有关，女

性饮酒不受社会的赞许，限制了女性的饮酒状况。

但随着我国女性角色的转变，即由家庭妇女向职业

女性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女性酒依赖率增加。吴

琼［10］等的研究中，男性（OR=31.238）与家庭月收入

>2000 元（OR=2.183）是浏阳市农村居民危险及有害

饮酒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越低、独居、家庭

收入越高，酒精依赖程度越重。对于文化程度低、独

居、家庭月收入高的农村居民给予重视，并加强干预，

这对改善酒依赖患者的酒依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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