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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部分餐厅和酒吧烟草烟雾
及影响因素调查
康纪明

姜垣

魏小帅

Ｍａｒｋ Ｊ．Ｔｒａｖ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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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北京市餐厅采取控烟措施的现况和实行禁烟措施对减少室内烟草烟雾浓度

电话调查部分餐厅和酒吧采取的各种禁烟措施情况，采用ＡＭ５１０型个人智能防爆粉

尘检测仪对室内外细颗粒物ＰＭ。的浓度进行检测，分析不同禁烟措施和不同类别餐厅烟草烟雾浓
度以及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差是否存在差异。结果

在抽取调查９２家的餐厅、酒吧中，采取完全禁

烟和部分禁烟措施的占２７．９％。９２家的室内细颗粒物平均浓度达到２５３．０８肛ｇ／ｍ３，比室外的高

１０２．３７％；有禁烟规定的餐厅和酒吧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９３．１０扯ｄｍ３和１１０．３３弘ｄｍ３，无禁
烟规定的餐厅、酒吧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２８９．３４肛ｇ／ｍ３和１２８．４０ ｐｄｍ３，不同类型餐厅、酒吧
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４１３．４６＿ｆ』ｄｍ３和１９０．６２ ｐ∥ｍ３，西式快餐厅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
８３．８６扯ｇ／ｍ３和１０４．７７肛ｇ／ｍ３，不同档次的餐厅中，室外细颗粒物浓度均比室内低。所调查餐厅、酒吧
的室内细颗粒物浓度与单位体积吸烟人数呈显著正相关。结论餐厅内采取禁烟措施能有效减少环
境烟草烟雾污染。
【关键词】环境烟草烟雾；禁烟措施；影响因素；餐厅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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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吸烟可对儿童、青少年和孕妇产生多器官
结
多系统的损害。１１，患肺癌危险大大增加汜ｏ。国内外

果

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包括餐厅在内的公共场所接触

１．餐厅禁烟措施现况：根据城区分布，对北京市

的被动吸烟比家里接触的更多∞’４Ｉ。北京市从１９９６

１３个区（县）以电话和观察方式调查了３０５家餐厅

年起开始执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政策，但该政策

和酒吧，电话应答率为１００％。有禁烟措施的占调

并没有包含在餐厅禁止吸烟的规定。为了解北京市

查总数的２７．９％（表１）。

部分餐厅目前采取的禁烟措施及对这些措施的执行
情况，分析不同禁烟措施对室内烟草烟雾浓度的影

响，以推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
国的履行，于２００６年２—８月进行了本项研究。
材料与方法

１．电话调查：通过搜索黄页和网上查找，收集
到北京市２４２家餐厅及６３家酒吧的联系资料，共计
３０５家，将其分为中、西式快餐厅，中、西式正餐厅和
酒吧五类ｂｊ，设计调查表，以顾客订餐或订位方式进

行电话调查，根据大厅服务员的回答填写调查表。
调查的内容主要有：是否设有无烟的场所？有哪些

相关规定等。
２．环境烟草烟雾（ＥＴＳ）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和

原理：本次餐厅烟草烟雾浓度通过检测细颗粒物
（ＰＭ，，）浓度来反映，检测仪器采用美国ＴＳＩ公司
生产的ＡＭ５１０型个人智能防爆粉尘检测仪，其原
理是利用内置气泵将气体微粒吸入光学室中，再由
９０。直角光散射来测量微粒的浓度，具有提供每秒钟
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的能力。

３．现场观察及餐馆内环境烟草烟雾的测定：抽
取餐厅及酒吧共９２家，在就餐高峰期以就餐者身份
进入餐厅进行现场观察，并对室内外细颗粒物进行
监测。每次进入餐厅前５ ｍｉｎ的时候打开检测仪器，

开始测量周围细颗粒物质浓度，直至用餐完毕出来，
每个餐厅内检测时间不少于３０ ｍｉｎ；同时记录餐厅

所在的位置，了解餐厅的分类，通过餐厅装饰、参考

表１

２００６年北京市部分餐厅、酒吧控烟状况

羹耍样本数完垂斧烟部墓斧烟谍帮
西式快餐

４１

西式正餐

６１

中式快餐

２８

中式正餐

１１２

酒吧

６３

合计

３０５

注：ｏ采取禁烟措施的餐厅包括完全禁烟的餐Ｊ丁和邵分禁烟
餐厅

餐厅的禁烟规定包括分区、分楼层，服务员带
领，张贴禁止吸烟标识等。现场观察发现一些餐厅

设置无烟区的标准并不严格、规范，如有禁烟标识和
不设烟灰缸，但仍有部分吸烟者；无烟区的范围有
限，仅为几个包问或一个小的区域。
２．室内烟草烟雾的浓度：对９２家餐厅、酒吧进
行了现场观察和检测，室内细颗粒物平均浓度达到

２５３．０８扯ｄｍ３，室外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
１２５．０６弘∥ｍ３，室内外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差为
１２８．０２肚ｇ／ｍ３，室内比室外高１０２．３７％。两相关样
本的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表明，有禁烟规定的餐厅室

内细颗粒物浓度低于室外，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完
全禁止吸烟的餐厅室内的细颗粒物浓度比室外低更
多；而无禁烟规定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则显著
高于室外（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北京市９２家有不同禁烟规定的餐厅、酒吧
细颗粒物浓度（弘彰ｍ３）检测结果

一般餐馆都有的鱼香肉丝价格（没有可参考其他相

当菜的价格）及观察者的感受将餐厅划分高、中、低
三个档次，酒吧另设为一类。另外，用声波测距仪测
定餐厅的空间大小，并每１５ ｍｉｎ收集一次餐厅内的
总人数和正在吸烟的人数。此方法和国外监测方法
相同。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表经过审核合格后，采用

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各类餐厅室外细颗粒浓度

３，１软件录入计算机，数据清理后，对变量

相当（＃＝ｏ。００５，Ｐ＝ｏ．９９８），室内细颗粒物浓度不

进行赋值，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计算均数，并进行方差

同（Ｘ２＝１７．１８８，Ｐ＜０．００１）；无禁烟规定的餐厅室

分析、非参数秩和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内细颗粒物浓度高，有禁烟规定的餐厅细颗粒物浓

Ｅｐｉ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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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室内外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２．７７５，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正式在中国生效，该公约

Ｐ＜Ｏ．００１）。

将减少被动吸烟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Ｋ１。２００４

从餐厅和酒吧类型看，各类餐厅室外颗粒物浓

年３月２９日爱尔兰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在工作场

度相当（Ｙ２＝９．９４０，Ｐ＝０．０４０），餐厅内颗粒物浓度

所禁止吸烟的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在餐厅和酒吧吸

存在差异，以西式快餐厅浓度低，酒吧浓度最高

烟，因为其是服务员的工作场所。爱尔兰是第一个

（Ｙ２＝２１．４８１，Ｐ＜０．００１）；室内外浓度差存在差异，

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在所有娱乐餐饮环境吸烟的国家

室内比室外高（Ｙ２＝１６．３５７，Ｐ＝０．００３），但西式快

之后，实行全国立法的国家包括挪威、芬兰、新西兰

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比室外低（表３）。结果还显

等国家。我国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推动禁烟工作

示，有禁烟规定比例高低和室内细颗粒物浓度有关，

的开展。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状况较差。一方面，禁

西式快餐厅全部禁烟，室内浓度最低，酒吧无禁烟规

止或限制吸烟的餐厅和酒吧所占比例很小，调查的

定，室内浓度最高，这和表２的结果相同。

３０５家餐厅和酒吧只有２７．９％有限制吸烟的措施，

表３

北京市９２家不同类型的餐厅、酒吧

细颗粒物浓度（肛ｄｍ３）检测结果

羹耍譬罐转豢篷案蜜簇ｚ值Ｐ值

并且设置无烟区标准也不严格、规范。另一方面，有
禁烟规定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和室外的相当或

更低，其中完全禁烟的餐厅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差
最大，而无禁烟规定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明显
高于室外的及有禁烟规定的室内细颗粒物浓度。可
见，在餐厅执行禁烟规定能有效降低餐厅内环境烟
草烟雾浓度，但执行范围还远远不够。其中设置非

吸烟区的餐厅由于规定不统一，设置、管理也很不规
范，甚至有的餐厅的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没有相对隔
离开。研究显示０７１，北京市无禁烟规定的餐馆内细
结果表明，不同档次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

颗粒物浓度（２８９．３４肚ｇ／ｍ３）比一些发达国家要低

均比室外高（Ｘ２＝８．０８９，Ｐ＝０．０４４）；室内颗粒物浓

（３２１．００肛ｇ／ｍ３），但禁止吸烟的餐厅细颗粒物浓度

度和室外差均相同（Ｘ２＝３．３０３，Ｐ＝０．３４７）。同时，

（９３．１０弘ｇ／ｍ３）却比国外（３７．００弘ｇ／ｍ３）高许多；这

各档次餐厅室内外浓度均存在差异，室内比室外细

是因为北京餐厅的吸烟区和非吸烟区设置不规范和

颗粒物浓度高（表４）。

执行不彻底，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根本没有分开以及

表４

北京市９２家不同档次的餐厅、酒吧

细颗粒物浓度（肛彩ｍ３）检测结果

有人在非吸烟区吸烟所致。
本研究表明，监测细颗粒物浓度反映环境烟草

烟雾浓度方法是可行的。在空气污染物中，细颗粒
物对人体的影响最大，因为其可以通过人呼吸直接

进入肺泡，其上带有３０余种有害物质∽’９Ｉ，室内空气
中细颗粒物包括燃烧型、矿物型、生物型、有机气溶
胶四类［１…。美国已经制定了细颗粒物的限制标

准¨１｜，要求年均浓度＜１５扯ｇ／ｍ３，日均浓度＜
３５肚ｇ／ｍ３，日均浓度标准比１９９７年标准下降了
３．相关性分析：对餐厅、酒吧室内细颗粒物浓度

３０弘ｇ／ｍ３。。因在吸烟场所内的细颗粒物的主要来

与单位体积吸烟人数（观测期间平均吸烟人数比所

源是烟草燃烧产生的Ｈ２’”ｏ，且烟草燃烧时产生的颗

观测餐厅的体积）作Ｓｐｅａｒｍａｎ非参数相关分析；相

粒物粒径绝大多数＜２．５肚ｍｕ…，故目前国际上推荐

关系数ｒ＝０．４７，Ｐ＜０．００１，两者正相关关系有统计

其作为检测环境烟草烟雾的指标，国外对餐厅等其

学意义。

他公共场所烟草烟雾浓度检测都用室内细颗粒物浓
讨

论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已是大势所趋。世界卫生组

度代表。但本研究采用的是室内外空气中细颗粒物
的浓度差，充分考虑了中国城市尤其是北京地区的
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浓度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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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表明，室内烟草烟雾浓度随着吸烟人

数增加而增加，即餐厅里每增加一个吸烟者，其室内
细颗粒物就会增加一定浓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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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餐厅内实行严格的全面禁止吸烟措施，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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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１）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
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
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
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２）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ｊ±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
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
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３）统计学分析方
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

用ｆ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选
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ｘ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
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
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４）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０．０５（或Ｐ＜０．叭）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ｆ＝３．４５，ｘ２＝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ｌ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ｌ。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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