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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６个地区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驶
情况分析
赵呜

宋晓春鲍平

张新卫

【摘要Ｊ

目的

周鹏邹芸

了解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驶现状．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２０ｌＯ年９一ｉＯ月在浙江省６个县（市、区）采用拦截式调查法开展为期１周的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

驶调查。结果共调查１６４６７名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驶［血液酒精浓度（ＢＡＣ）＞ｏｍｒ，／１００ｍ１］、
饮酒驾驶（２０

ｍｌ≤ＢＡＣ＜８０ｍｅｄｌ００ ｍ１）与醉酒驾驶（ＢＡＣ≥８０

ｍｅ，／１００

ｍｇ／１００

ｍｉ）的比率分别为

】．８２％、１．０３％和Ｏ．２７％。城市地区驾驶员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的比率均高于农村地区，男性驾驶

员酒后、饮酒、醉酒驾驶的比率均高于女性驾驶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６０．２０％的酒后驾驶的驾驶
员为３５—４９岁年龄段．且随年龄增长，驾驶员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的比率均呈上升趋势。晚问２３
时至次日凌晨１时发生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的比率最高。摩托车驾驶员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的

比率分别为９．２７％、５．０１％和１．５７％，均高于其他汽车驾驶员。结论浙江省酒后驾驶情况处于相对
较低水平，但依然存在．尤其在晚间２３时至次日凌晨ｌ时的时段，发生率较高。城市地区驾驶员、男
性驾驶员以及摩托车驾驶员是酒后驾驶的高危人群，需在今后的酒后驾驶宣传教育和执法干预活
动中加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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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ｈＬ ６ ｃｏｕｎｔｌｃ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０ Ｍｉｎ９１，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ｗｅｉ’１ ｓｏＮＧ
Ｐｉｎ毒，

Ｘ洒－ｃｈＬ矗，ＢＡＯ

ｚＨｏＵ

Ｑ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谊曲ｋ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ｃＨ９１。ｚｏＵ Ｙｕｎｊ．、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删ｅｎｔｉｏｎ，肌州ａｎｇ Ｐ删ｉｎｃｉａ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唧旭眦ｉｏｎ，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 １ ００５ 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Ｐｕｂｔ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ｅｙｉｎｃｅ；３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矗☆瑁ａｕｔｈｕｒ：Ｚ黝０艇阳，Ｅｍａｉｌ：ｍｚｈａｏ＠ｃｄｃ，ｚｊ．ｃ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ａ ｇｒａｎｔ疗ｏｍ ｔｈｅ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０－２０１』ＣｈｉｎⅡ俑Ｈ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ＷＰＣＨＮｌ００３５６６）．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ｍｏｎｇ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ｒｕｎｋ，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ｈａｖｉｎ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ｏ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Ｒｉｎｇ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 ６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Ｚｈｅｉ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叭Ｏ．

７－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１ ６ ４６７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ｈｏｌ【ｂｌｏｏｄ ａｔｃｏｈ０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Ｇ）＞０ ｍ∥ｉ００ ｍｌ Ｊ，ｈａｙ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２０ ｍｅ，／１００ ｍＩ≤ＢＡＣ＜８０ ｍｇ／１００ ｍ１）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ｉｄ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ｄｒｕｎｋ（ＢＡＣ≥８０ ｍｇ／１００咖）＋ｗｅｒｅ
１．８２％，１．０３％ａｎｄ ０．２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ｈａｖ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ｄｒｉｎｋ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ｕｎｋ．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ｕｒｂａ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鲥ｖｅｒ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ｂｏｖｅ ｓａｉｄ

ａｓ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ｖ

ｍ曲ｅｒ ｔｈ柚

ｗｅｌｌ．６０．２０％ｏｆ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０１．ｗｅｒｅ ３５ ｔｏ ４９ ｙｅａｒ－ａ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ａｌＩ ｉｎｅ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ｔｅｓ

２３：００ ＰＭ ａｎｄ １

ｒ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ｇｅ．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ｂｏｖ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ｒｅｅ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ｔ

００ ＡＭ．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ｍｏｔｏｒｃｙｃｌｉｓｔ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ｔｅｒｎｓ．ａｓ ９．２７％，５．０１％ａｎｄ １．５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ｅｌｎｓｉｏ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０１ ａｍｏｎｇ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ｓｔｉｌＩ

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

ＰＭ ａｎｄ ｌ：００ ＡＭ．Ｄｒｉ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ｂｅｉｎｇ ｍａｌｅ

ｏ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３：００
ｍｏｔｏｒｃｙｃｌｉ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ｐ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Ｂｌｏｏｄ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０６
基金项目：中冈／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卫生技术合作项目（ＷＰＣＨＮ］００３５６６）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１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科（赵呜、张新卫）；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宋晓春、周鹏）；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鲍平．邹芸）
通信作者：赵鸣．Ｅｍａｉｌ：ｍｚｈａｏ＠ｃｄｃ．ｚｊ／－．１ｉ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１２２５·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道路交通伤害是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的重要

６．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件进行数据

伤害类型之一。根据浙江省死因监测系统数据显

录入，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５．０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和相关统计

示，２００９年浙江省居民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死亡率为

学分析。

１７．０１／１０万，仅次于意外跌落，居人群损伤与中毒所

结

致死亡原因的第２位。酒后驾驶是道路交通伤害的

果

重要危险因素，酒后驾驶的机动车驾驶员发生交通

１．人口学特征：６个项目点共１６ ４６７名机动车

事故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未饮酒者…。为了解浙江省

驾驶员接受酒后驾驶调查（表１）。男女性别比为

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驶现状，为开展针对性干预措
施提供依据，２０１０年９—１０月在６个县（市、区）开展

６．３６：１（男性１４ ２３１名，女性２２３６名）；其中１８～３４
岁组４３．８９％，３５～４９岁年龄组５１．１０％，男女性年龄

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职业驾驶员为
９１．１２％，职业驾驶员中男女性比例分别为９．７７％和

对象与方法

３．２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查车辆类型８４．１０％为

１．研究现场：根据地域及地区经济水平，选择湖
州市、嘉兴市、宁波市海曙区和鄞州区、新昌县、桐乡

小型汽车，６．０６％为小型货车，１．４１％为出租车，
８．１３％为摩托车。

市为项目点。其中湖州、嘉兴市和海曙区为城区，鄞
州区、新昌县和桐乡市为农村。每个项目点根据地
理位置和实际情况选择３个有代表性的调查点。
２．调查对象：选择机动车驾驶员作为酒后驾驶
调查对象。机动车类型包括出租车、小型汽车、小型
货车、摩托车等，不包括大型车辆。

表１浙江省６地区机动车酒后驾驶调查的
驾驶员人口学特征

特征＿孺＿蕊＿焉ｆ值Ｐ值
合计

男性

ｉ丝ｊ

女性

ｉ丝２

ｉ丝２

年龄（岁）

１９９．３７ ０．００

１８～

７ ２２８

４３．８９

５ ９６７

４１．９３

１２６ｌ

５６．４０

３．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职业、自报饮酒情

３５～

８ ４１５

５１．１０

７４８ｌ

５２．５７

９３４

４１．７７

况、现场酒精检测值、车辆类型等。根据《车辆驾驶

５０—

８１６

４．９６

７７５

５．４５

４１

８

０．０５

８

０．０５

１ ４６３

８．８８

１ ３９１

９．７７

７２

３．２２

１５ ００４

９１．１２

１２ ８４０

９０．２３

２１６４

９６．７８

出租车

２３３

１．４１

２１４

１．５０

１９

Ｏ．８５

小型汽车１３

８４９

８４．１０

１１ ７３１

８２．４３

２１１８

９４．７２

小型货车

９９８

６．０６

９６１

６．７５

３７

１．６６

１ ３３８

８．１３

１ ２７６＆９７

６２

２．７７

其他４９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ＧＢ
１９５２２—２００４），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
（ＢＡＣ）≥２０ ｍｇ／１００ ｍｌ（＜８０

６５

职业
非职业

为定义为饮酒驾驶，≥８０ ｍｇ／１００ ｍｌ定义为醉酒驾

车辆类型

驶。本研究将车辆驾驶人员ＢＡＣ＞０

ｍｇ／１００

ｍｌ的

驾驶行为定义为酒后驾驶。
４．调查方法：采用现场拦截调查法。选择１周
时间开展连续调查（周一至周日），每天调查４个时
间段，每个时间段为２ ｈ，分别为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８３
０．００

驾驶情况

ｍ１）的驾驶行

ｍｇ／１００

Ｏ

摩托车

１０２．５５ ０．００

２２２．３４ ０．００

４９

０．３５

注：男女性驾驶员比较，Ｐ＜０．０５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２１：００－－２３：００及２３：００至次日１：００。

２．酒后驾驶情况：

根据需要，每个项目点选择调查员和交警若干，分为

（１）人群分布：１６ ４６７名驾驶员中有２９９名

４个调查小组，每组人员由交警和调查员组成。运

（１．８２％）为酒后驾驶，饮酒和醉酒驾驶的比率分别为
１．０３％和０．２７％。男女性驾驶员酒后、饮酒、醉酒驾

用随机数字法确定每组调查员每个调查日开展调查
的具体现场调查点和调查时间段。由交警负责在调
查点拦截符合调查对象的机动车辆，采用警用呼气
式酒精测试仪对机动车驾驶者进行酒精检测并记录

驶的比率分别为０．５８％和０．０９％、１．１８％和０．０９％、
０．３ｌ％和０．０４％（表２）。男性驾驶员酒后、饮酒、醉酒
驾驶的比率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９９

于信息表，对通过呼气测得ＢＡＣ＞，８０ ｍｇ／ｔ００ ｍｌ的
驾驶者，须前往医疗机构抽取血样确定，并作为最终

名酒后驾驶者中，有６０．２０％为３５～４９岁年龄段。各
年龄段驾驶员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比率的差异均

检测值记录。由调查员完成其他信息的收集。

有统计学意义。随驾驶员年龄增长，酒后、饮酒和醉

５．质量控制：每名调查员和交警均经培训，并开
展１５ ｍｉｎ的预调查。每日调查结束后由专人负责检

查记录完整情况。

酒驾驶的比率均呈上升趋势（分别为ｚ２＝２６．５２，ｆ＝
１２．９４，ｘ２＝１０．２９，均Ｐ＝０．００），≥５０岁年龄组酒后、
饮酒和醉酒驾驶的比率均最高，分别为３．２７％、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表２浙江省６地区机动车驾驶员洒后驾驶比率（％）分布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璺里

驶的比率均高于职业驾驶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
别为ｆ＝１１．５５，ｆ＝９．０５，均Ｐ＝０．００），而醉酒驾驶比
率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１．７２，Ｐ＝０．１９）。
（２）时间分布：一周时间内以周二和周日查出酒
后驾驶比率较高，分别为２．１２％和１．９４％；周日和周
二查出饮酒驾驶的比率较高，分别为１．２０％和
１．１６％；周二和周一查出醉酒驾驶的比率较高，分别
为０．４３％和０．３４％。按Ｅｌ期分布酒后、饮酒和醉酒驾
驶的比率存在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ｃ２＝
２．５２，Ｐ＝０．８７；）【２＝２．２３，Ｐ＝０．９０，Ｘ ２＝４．３３，Ｐ＝

０．６３）。每日４个时间段发生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

比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其中２３时至次日
凌晨１时发生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的比率均最高，
分别为０．７９％、ｌ ３３％和０．４２％。
（３）车辆类型分布：不同类型车辆驾驶员酒后驾
驶情况不尽相同。摩托车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的
比率分别为２．６９％、５．０１％和１．５７％，均高于其他车辆
（分别为）ｃ ２＝４５５．８５，）ｃ２＝２２７．２４，）［２＝８９．７９，均Ｐ＝

０．００）。其他三类车辆驾驶员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
的比率存在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采用精确法，分
别为Ｐ＝０．５４，Ｐ＝０．６０，Ｐ＝０．７９）。

注：括号内数据为人数

（４）地区分布：城乡地区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

１．７０％和Ｏ．８５％。非职业和职业驾驶员酒后、饮酒和

的比率分别为Ｏ．４１％、１．８９％、０．４６％和０．５７％、Ｏ．５０％、

醉酒驾驶的比率分别为１．９３％和０．３８％、１．１１％和

０．１ｌ％，城市高于农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
３）。城市地区６８．３９％的酒后驾驶员其ＢＡＣ值在

Ｏ．２７％、Ｏ．２９％和０．０７％，非职业驾驶员酒后和饮酒驾

表３浙江省调查点城乡地区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驶率（％）

注：括号内数据为人数；一为ｆ值使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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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２０—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之间，农村地区则４６．４０％酒后驾
驶员其ＢＡＣ值在１。２０ ｍｇ／１００ ｍｌ，城乡酒后驾驶员
ＢＡＣ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８．８８，Ｐ＝
０．００）。城市男性驾驶员酒后、饮酒和醉酒驾驶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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