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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南京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机动车驾乘人员
安全带佩戴情况调查
覃玉武鸣杨婕周金意
Ⅵ玛ｉｎｉａ

Ｒｏｕｔｌｅｙ

【摘要】

向全永陶然韩仁强潘晓群林萍

Ｊｏａｎ ＯｚａｌｌＩｌｅ－Ｓｍｉｔｈ

目的调查道路安全法或条例出台３年后南京市机动车驾乘人员安全佩戴情况。方法

在市区内选取４个观察点，在不同时间段对出租车、小轿车（８座以内）、厢式小货车和“皮卡”４种车型

的司机和前排乘车人安全带的佩戴情况进行观察。结果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共观察３５ ２５６辆车辆和司
机，以及１５ ７７２名前排乘车人。其中司机安全带佩戴率为４９．９％，不佩戴率和假戴率分别为４４．１％和
４．６％；乘车人安全带佩戴率为９．１％，不佩戴率９０．９％。在调整了性别、车型等因素后，３年来无论是司

机还是前排乘车人安全带佩戴率均呈现下降趋势（Ｐ＜Ｏ．０１），司机不佩戴安全带会增加前排乘车人不
佩戴的风险（０月＝８．１０，尸＜ｏ．０１）。结论现有法律或条例在司机和乘车人佩戴安全带方面并无具体
的规定，妨碍了法律或条例的有效执行。

【关键词】道路交通伤害；机动车；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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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机动车行驶时，司机和乘
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乘车人违反道路

京市４个主要路段对机动车驾乘人员安全带佩戴情
况进行观察。
对象与方法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
者５元以上５０元以下罚款。２００５年１月，江苏省出

１．观察地点：２００４年通过预试验，在南京市区市

台了《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

中心和城北选择４个观察点，选择的标准是有红绿灯

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处以５０元罚款。为了解

或交叉路口，过往车辆在观察点会减速、安全且便于观

法规出台后的执行情况，我们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在南

察最近车道车辆情况、来往车辆较多易于采集数据。

２．观察车型及对象：仅观察最靠近观察者的车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０２５４一“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ｌ
基金项目：世界银行和江苏省医学１３５重点人才研究基金
（ＲＣ２００３９０）

作者单位：２Ｉ咖９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拧制中心（罩玉、武呜、杨

道，观察的车辆包括出租车、小轿车（８座以内）、厢
式小货车和“皮卡”４种车型。观察对象为观察点目

婕、周金意、向伞永、陶然，韩ｆ＿＝强、潘晓群、林萍）；Ｍｏｎａｓｈ

标车辆的驾驶人及其前排右侧乘车人。观察表格由

ｏｚａｎｎｅ—Ｓｍｉｔｈ）

澳大利亚Ｍｏｎａｓｈ大学伤害研究中心提供，并通过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ｌ瞳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ⅥｒｇｉｎｉａＲｏｕｔＩｅｙＪ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４６０·

调查的信度和效度评价ｎ］ｏ

表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南京市机动车驾驶人安伞带佩戴情况

３．观察方法：观察人员经过培训，每两人一组，
共４组，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４—５月份，于周一、二、五
和周日对每个观察点进行观察，在规定的时间内观

察最近车道４类车型的驾乘人员安全带佩戴情况。
每天的观察分２次进行，分别在上下午的不同时间
段（６：００—１８：００）。观察人员每次观察２个４０

ｍｉｎ，

每个观察员在一个时段同时观察两种车型，在２个
４０

ｍｉｎ内，２名观察员互换观察车型。

４．观察内容：观察时记录的内容包括车型、驾驶
人和前排乘车人的性别、是否佩戴安全带，其中通过
判断年龄＜９岁者记录为儿童，另外记录当天天气、
时间段。安全带佩戴标准：①佩戴：安全带从肩膀斜
跨通过胸部，肩带与同定点之间有一定的紧张度；②
假带：虽然安全带从肩膀斜跨通过胸部，但肩带与固
定点之间没有紧张度；③未佩戴：没有使用安全带‘２１。
５．统计学分析：将调查表进行整理、编码后，在
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中录入数据，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中对数
据进行清理和统计，驾驶人和乘车人安全带的佩戴

注：将假戴和不佩戴合并，进行ｆ检验，Ｊｐ＜０．０５

情况用频数分析和＃检验，驾驶人和乘车人安全带

表２

驾驶人和乘车人佩戴安全带情况与年份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佩戴情况与年份的关系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

果

应变量ｆ赋值）

年份

０尺值（町％ｃ，）

Ｐ值

驾驶人安全带佩戴情况

２００５

ｌ

（佩戴＝０，不佩戴＝１）

２００６

２．５５（２．３９—２．７３）

＜０．Ｏｌ

２００７

３．９ｌ（３．６４—４．２１）

１．驾驶人佩戴安全带情况：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共观
察３５ ２５６辆车辆，驾驶人安全带佩戴率为４９．９％，不
佩戴率和假戴率分别为４４．１％和４．６％。２００７年观察
到的车辆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２４．４％，而安全带的佩戴

乘车人安全带佩戴情况

２００５

ｌ

（佩戴＝Ｏ，不佩戴＝１）

２００６

３．６７（３．１５～４．２７）

２００７

８．３９（６．９０＿１０．２ｎ

＜Ｏ．０ｌ

注：调整了性别、观察日、时间段、天气、观察地点和车型

率３年来呈下降趋势（Ｚ＝１８１１．５，Ｐ＜０．０１）。男性驾

假戴率较低，将假戴作为未佩戴来进行统计。

驶人是女性驾驶人的１０倍，女性驾驶人安全带佩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共观察１５ ７７２名前排乘车人，安全带

率高于男性，假戴率低于男性（）Ｃ２＝９．１，Ｐ＝０．００３）。

佩戴率为９．１％，不佩戴率为９０．９％，３年来安全带的

周一观察到的车辆数多于其他观察日，周一和周五

佩戴率呈下降趋势（ｆ＝８４６．３，尸＜０．０１）。乘车人按

驾驶人安全带佩戴率高于周二和周日（Ｚ＝９７．４，Ｐ＜

男性（８岁以上）、女性（８岁以上）和儿童（８岁及以

Ｏ．０１）。６：００—８：００时观察的车辆数少于其他时间

下）来分类，女性乘车人的安全带佩戴率高于男性和

段，安全带佩戴率低于其他时间段（）ｃ２＝３８８．６，Ｐ＜

儿童，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周一和周日乘车人安

０．０１）。晴天观察到的车辆数最多，而阴天驾驶人安

全带佩戴率高于观察日（ｆ＝１４．７，Ｐ＝Ｏ．００２），６：００—

全带的佩戴率均较高，雨天安全带佩戴率较低（＃＝

８：００时观察的乘车人少于其他时间段，安全带佩戴

５２９．７，Ｐ＜０．０１）。观察到的小桥车数量多于其他车

率也低于其他时间段（Ｙ２＝１７．１，Ｐ＝０．００４），阴天前

型，轿车驾驶人安全带佩戴率高于其他车型，出租车

排乘车人安全带的佩戴率高于其他天气（￡＝１７３．８，

驾驶人假戴率显著高于其他车型（）Ｃ２＝１０８．５，Ｐ＜

尸＜０．０１）。小桥车内的前排乘车人安全带佩戴率最

０．０１）（表１）。以安全带佩戴与否为应变量（假戴为

高，出租车最低（ｆ＝６２５．５，Ｐ＜０．０１）（表３）。以前排

不佩戴），年份为自变量，其他因素为调整因素，拟合

乘车人安全带佩戴情况为应变量，年份为自变量，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驾驶人安

他因素为调整因素，拟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显

全带的佩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表２）。

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前排乘车人安全带的佩戴率呈逐

２．前排乘车人佩戴安全带情况：由于乘车人的

年下降趋势（表２）。若以驾驶人为自变量，调整其

登堂流行瘸堂杂毒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堡堕埋ｑ墅Ｊ ＥｐｉｄｃＩｎ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４６ｌ·

他因素，结果显示，驾驶人不佩戴安全带会增加前排

上升趋势，２００２年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率为８．７９／１０

乘车人不佩戴的风险（０尺＝８．１０，Ｐ＜０．０１）（表４）。

万。占伤害死亡总数的１３．３％，是１５～５９岁组的首位

表３

项目
年份

性别

观察日

时间段

天气

车型

死亡原因№ｊ。交通违章严重和安全性保护措施执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南京市机动车前排乘车人
佩戴安全带情况

不力是道路交通伤害的主要原因口］。本次调查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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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乘车人与驾驶人佩戴安全带情况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勰搿娑燃：加咂，４一，＜ｏ．ｏ－
自变量ＤＲ值（９５％ｃ，）

４９．９％，与广州市的调查相似（４９．３％），低于南宁市的
报道（６３．８％）；而前排乘车人的安全带佩戴率（９．１％）

低于广州（３８．５％）和南宁市（３７．３％）的调查怛Ｊ。尽管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国家和省级道路交通安全法或条例
相继出台，驾驶人和乘车人安全带佩戴率仍然呈现
下降趋势。此外，驾驶人佩戴安全带行为与乘车人
呈显著正关联，与美国调查结果一致饽］。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公安部下发了《关于驾驶和
乘坐小型客车必须使用安全带的通知》，自１９９３年７
月１日起，所有小型客车在行驶时，驾驶员和前排座
乘车人都必须使用安全带，违者对驾驶员处以警告
或者５元罚款。２００４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
使用安全带只有原则上的规定，无论是国务院的行
政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是公安部门的
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都未就
此作出具体规定阳ｊ，因此也妨碍了现行法律或条例

注：尸＜Ｏ．００１；有０．５％的乘车人性别不详

鹿度量（赋值）

２００７年南京市驾驶人３年安全带正确佩戴率为

Ｐ值

（佩戴＝０。不佩戴＝１）驾驶人小佩戴安全带８．１０（６．７４～９．７４）

注：调整ｒ年份、性别、观察日、时同段、天气、观察地点和车型

的有效执行。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观察２１２名前排乘车人为８
岁以下的儿童，其安全带的佩戴率仅为９．９％，而且现
有机动车安全带是针对成年人设计的。在西方发达
国家，已普遍使用儿童约束系统保护儿童乘车安全，
而我国目前对儿童乘员的安全保护方面的研究还处

讨

论

观察结果显示，自从２００４年国家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和２００５年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出台实施
之后。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３年间，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车
人安全带正确佩戴率均逐年下降，并且不受性别、车
型、时间、天气等的影响。
安全带作为机动车防护装置，可保障驾乘人员乘
车安全圳。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规
定机动车驾乘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带，据估计，目前澳
大利亚安全带佩戴率最高，前排驾乘人员佩戴率约为
９５％，后排乘车人佩戴率为９０％；美国驾乘人员安全
带的佩戴率约为７９％；德国前排驾乘人员佩戴率为
９４％，后排乘客为９０％…。我国有研究显示，使用安全
带的死亡率（２．８％）明显低于不使用安全带的死亡率
（２０．２％），使用安全带的损伤比例（５．３％）明显低于不
使用安全带的损伤比例（９４．７％）ｂ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道路交通伤害一直呈

在起步阶段，还没有正式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法规“引。
另外，出租车驾驶人假戴现象亦应引起关注，由于观

察方法的局限性，不能排除低估假佩戴现象的可能。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