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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伤害监测工作执行报告

本报告首先概述了产品伤害监测的背景，对产品伤害相关概念进行了

界定，为产品伤害数据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产

品伤害监测系统①的目的、方法与内容，并总结了２０１２年度我国国家产品

伤害信息监测系统 （ＮＩＳＳ）试点规模、数据编码的阶段性成果。

１１　产品伤害监测概述

１１１　背景
随着现代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技术构成日益复杂，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极大改善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因产品缺陷或使用问题导致的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伤害也日渐

增多。产品伤害的高发病率和高致残率消耗着大量的卫生资源，给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沉

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安全问题，预防与控制产品伤害的迫切

性日益凸显。

产品伤害监测是预防与解决产品伤害的前提与基础，建立以医院为基础的产品伤害监测系统，是

收集有关产品伤害信息的有效途径之一。发达国家／地区建立的与消费品有关的伤害监测系统，如美国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ＣＰＳＣ）建立的国家电子伤害监督系统 （ＮＥＩＳＳ）、欧盟委员会建立的欧洲伤

害数据库 （ＩＤＢ）、欧洲家庭和休闲事故监督系统 （ＥＨＬＡＳＳ）、英国皇家事故预防协会 （ＲｏＳＰＡ）设立

的家庭事故监督系统 （ＨＡＳＳ）和休闲事故监督系统 （ＬＡＳＳ）等，为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进行产品安

全管理，制定消费者安全政策，评估政策效果，消除产品安全隐患等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ＮＥＩＳＳ是产品伤害监测系统的典型代表。为了便于获取消费者产品伤害信息，支持产品缺陷调查，

ＣＰＳＣ于１９７０年开始建设基于急诊科样本的ＮＥＩＳＳ，通过ＮＥＩＳＳ编码表单 （见附录３），从全美设置急

诊部门的５３００家医院中选取１００家样本医院采集数据，采集方式包括急诊科日常监测、急诊科特别监

测、电话跟踪与现场调查等。ＮＥＩＳＳ可按照时间范围、产品种类、年龄段、诊断病种、事发场所、身

体部位等评估全国范围内急诊室所处理的与产品有关的受伤情况的总数。ＮＥＩＳＳ数据用途广泛，一方

面通过新闻发布产品伤害估计数提高消费者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特定产品的伤害模式，为 ＣＰＳＣ

产品召回、制定产品安全标准提供支持。在过去的３０多年中，ＣＰＳＣ利用 ＮＥＩＳＳ监测到的产品伤害信

息，通过缺陷调查和产品召回、伤害预防等工作，将与消费品相关的死亡和伤害率降低了３０％。

我国产品伤害监测工作起步于２００７年，在国家质检总局与卫生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质检总局缺

陷产品管理中心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ＤＰＡＣ）提出了建设我国产品伤害监测系统

的设想，并于同年８月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ＣＮＣＤ）合作，开始探索建立以医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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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产品伤害监测系统包括国家产品伤害信息监测系统 （ＮＩＳＳ）、产品伤害专项信息电话回访、产品伤害专项调查等。



基础的国家产品伤害信息监测系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ＮＩＳＳ）。由于产品伤害监测的

重要性，２００８年获得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支持。ＤＰＡＣ积极推进 ＮＩＳＳ建设，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３１日，ＮＩＳＳ试点规模已覆盖１１地３２家医院，样本医院的产品伤害数据基本实现按周上报。

１１２　定义
产品伤害监测涉及的基本概念包括产品、伤害、产品伤害、伤害监测与产品伤害监测，具体含义如下：

产品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

伤害指突然间或短暂地遭受到不可耐受的能量作用而导致的人体损伤；

产品伤害指因在家庭、学校、体育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等供消费者使用或消费的各类

消费品 （如汽车、玩具、家用电器、体育用品等）造成的、非故意的各种伤害的总称。

产品伤害包括：

●汽车安全气囊在碰撞后不能弹出，导致驾驶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电动车前叉突然断裂导致消费者跌倒受伤；

●摩托车刹车片脱落卡住前轮，导致驾驶员发生机动车车祸；

●学步车车身防撞间距不合理，致使儿童从学步车跌落；

●儿童吸入气球碎片，导致窒息死亡；

●门锁设计不合理，导致消费者手部受伤；

●燃气热水器泄露，导致消费者一氧化碳中毒；

●游泳圈漏气，导致儿童溺水身亡；

●消费者在使用电水壶时被烫伤；

……

伤害监测是指持续、系统地收集、分析、解释和发布卫生相关信息。

产品伤害监测指从样本医院持续、系统地收集与产品有关的伤亡数据，并对产品伤害数据进行分

析的活动。

１２　我国产品伤害监测系统建设

１２１　目的
随着产品质量问题日趋国际化与政治化，我国开始逐渐认识到产品伤害的严重性以及伤害预防与

控制的迫切性，加快产品伤害监测系统建设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国务院 《关于印发质量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２〕

９号）中提出：“质检、卫生等部门共同建立产品伤害监测系统，收集、统计、分析与产品相关的伤害

信息，评估产品安全的潜在风险，及时发出产品伤害预警，为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及企业等制定防范

措施提供依据。”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２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２〕２７号）中提出：“开展产品伤害监测试点。研究建立产品伤害监测系统，收集、统

计、分析与产品相关的伤害信息，评估产品安全的潜在风险，及时发布产品伤害预警。”

我国产品伤害监测旨在通过产品伤害监测掌握产品伤害事故的总体数量、分布特征与变化趋势，

了解事故发生方式与原因，为评估产品安全状况、制定产品安全管理政策提供支撑。目前，我国产品

伤害监测的直接目的是发掘产品可能在设计、制造、标识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为消费者购买或使用产

品提供风险预警，同时为缺陷调查与产品召回的实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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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内容
我国产品伤害监测系统的监测内容由三部分组成，ＮＩＳＳ、产品伤害专项信息、产品伤害专项调查。

目前，我国产品伤害监测系统监测内容主要来源于 ＮＩＳＳ和产品伤害专项信息电话回访，ＮＩＳＳ具体监

测内容包括患者基本情况、伤害基本情况、伤害临床信息、伤害物品情况等４类监测项，各监测项的

监测内容与分类具体包括：（１）患者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户籍、文化程度、

职业等；（２）伤害基本情况：伤害发生原因、伤害发生地点、伤害发生时活动等；（３）伤害临床特

征：伤害性质、伤害部位、伤害程度、伤害临床诊断、伤害结局等；（４）产品相关信息①：伤害涉及

物品的产品大类、产品小类、产品名称、产品品牌等。

２０１２年，ＤＰＡＣ主要针对燃气热水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等进行了电话回访。其中，燃气热水

器回访范围为深圳、珠海等地的６家医院，回访案例９３个，回访内容包括燃气热水器购买使用概况、

燃气热水器事故回访情况两部分，其中，燃气热水器购买使用概况回访成功１１个，回访内容为产品来

源、产品品牌、消费者是否熟悉产品操作、产品运行情况、产品使用时间 （年）、产品维修情况等；

燃气热水器事故回访成功９个，回访内容包括事故原因、事故发生地点、安装位置、产品可能故障部

件、身体状态与天气情况等。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回访范围为深圳、珠海等地的６家医院，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产品伤害共涉

及５８８个案例，实际回访４２４个案例。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回访成功５８个，电动摩托车事故回访成

功１５个，回访内容包括事故原因、事故发生地点、产品可能致伤原因、身体状况、天气情况；电动自

行车购买使用概况回访成功５８个，电动摩托车购买使用概况回访成功１５个，回访内容包括产品来源、

产品品牌、是否熟悉产品操作、产品运行情况、使用时间 （年）、维修情况。

１２３　方法
我国产品伤害监测核心信息通过ＮＩＳＳ从样本医院收集；产品伤害专项信息根据不同时期产品质量

管理的工作重点具体确定，通过电话回访收集信息；产品伤害专项调查作为信息补充渠道，对特别重

要的产品质量情况组织小范围的专门调查，以深入了解与某类 （种）产品相关伤害的详细信息。

ＮＩＳＳ使用由ＤＰＡＣ与ＮＣＮＣＤ统一制定的 《全国产品伤害监测报告卡》（见附录１）采集，当患者

被医院诊断为伤害首诊患者时，由医院医生／护士填写产品伤害监测报告卡，每周由样本医院确定专人

（医院防保科）负责收集填写完毕的产品伤害监测报告卡，并检查报告卡的填报质量，必要时进行补

填和修改；县／区级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中心确定专人负责每两周一次收集医院产品伤害监测报告卡，

并将卡片信息录入数据库；省／市级疾控中心或慢性病防治中心每月一次上报ＮＣＮＣＤ，ＮＣＮＣＤ将卡片

扫描件 （每周一次）、数据库 （每周一次）转交ＤＰＡＣ。

为提高ＮＩＳＳ产品伤害数据采集质量，国家、项目试点所在省／市、县 （区）各级疾控中心／慢病防

治院及现场医院分别成立项目工作组，并对培训、监测对象确认、报告卡填写、数据管理等制定统一

的质量控制方案。同时，各级项目组定期开展漏报、错报、漏录、错录调查，评估 ＮＩＳＳ的运行情况，

保证数据质量。

１２４　试点规模
ＮＩＳＳ项目试点的选择，兼顾城乡、地理分布及经济发展的差异，并结合当地伤害预防控制工作基

础。２００７年，首先选取浙江省常山县、广东省深圳市共６家医院作为试点，开展产品伤害监测活动。

２００８年， “我国产品伤害调查”项目获得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支持 （２００８ＦＹ２４０３００）。

２００９年４月，将厦门市的２家医院纳入监测试点，样本医院数增至８家。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将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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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ＩＳＳ将伤害相关物品称为 “产品”，美国ＮＥＩＳＳＣｏｄｉｎｇＳｈｅｅｔ中使用 “Ｐｒｏｄｕｃｔ”、欧盟 ＩＤＢ数据库使用 “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ｏ
ｄｕｃｉｎｇｉｎｊｕｒｙ”、英国家庭与休闲事故系统使用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江苏省南京市、广东省珠海市、河北省藁城市、山东省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四川

省成都市、湖南省株洲市等地２４家医院纳入监测试点，至此产品伤害监测试点达到３２家样本医院

（见图１－１）。２０１２年，３２家医院产品伤害数据的周报送量达到了１２９８７例。

图１－１　我国产品伤害监测点分布图

１２５　数据编码
为指导产品伤害数据的采集工作，提高产品伤害数据统计分析的效率，ＤＰＡＣ以 “与行业大类一

致、产品分类唯一”为原则，根据产品的材质属性、用途属性等，参考借鉴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

会 （ＣＰＳＣ）发布的 《ＮＥＩＳＳ编码手册》、欧盟发布的 《欧盟ＩＤＢ编码手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局发布的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制定了 《伤害监测产品分类代码》，历经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两次制

修订，目前包括产品大类与产品小类二级编码，具体分类见附录２。

为提高ＮＩＳＳ系统数据分析功能，２０１２年，ＤＰＡＣ根据综合统计分析需求，为 ＮＩＳＳ新增数据交叉

与对比分析功能，以支持产品伤害分析报告的编写。为提高产品伤害监测报告的利用率，ＤＰＡＣ着重

开展了大批量数据过滤编码建设，增加了产品别名和标准名称数据库，扩展了编码后数据分析深度和

广度，从而将编码效率提升至７０％左右。同时，加大回访调查系统建设力度，于２０１２年完成系统功能

设计，力争２０１３年投入使用。此外，开展了针对消费者电话、网络、电子邮件等投诉以及新闻剪报等

伤害信息特点、内容、形式的研究，为扩展伤害数据源和系统规划建设提供了支撑。

２０１２年，ＤＰＡＣ围绕ＮＩＳＳ建设开展了 “产品伤害数据关联分析模型研究”，从产品伤害数据编码

分析技术、产品伤害关联规则、产品伤害数据关联分析模型的建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针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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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产品伤害数据信息，进行抽取、转换、分析和模型化处理，识别出有

效的、有代表性的、易理解的信息，构建产品伤害关联规则，实现对特定伤害案例的捕捉、分析、判

断，支持后续重点监测和回访调查工作的启动和开展，为产品伤害统计、产品伤害预警和产品召回提

供数据支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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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类别产品伤害数据分析报告

本报告对汽车、玩具、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家用电器、家用日用品和

家具等６个主要类别产品２０１２年度有效产品伤害监测数据展开分析，具体

包括产品特征、伤害特征、伤患特征、环境特征四个层面，并根据主要分

析结论，为消费者购买或使用相关产品提出消费提示。

３１　概述

国家产品伤害信息监测系统监测产品包括汽车、玩具、家用电器等多个产品大类。根据目前产品

安全监管工作重点，结合产品伤害人次与产品伤害程度等指标，本报告选择汽车、玩具、其他交通运

输设备、家用电器、家用日用品和家具等６个产品大类作为主要类别产品进行重点分析。随着产品安

全工作重点的调整，国家产品伤害信息监测系统的不断建设与完善，后续报告中主要类别产品的范畴

也将不断调整。

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主要类别产品构成比例比较 （见图３－１）的统计表明：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大类在２０１２年构成比例激增；

●汽车产品大类构成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家具产品大类构成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

●家用日用品、家用电器与玩具产品大类的构成比例稳定。

图３－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主要类别产品构成比例比较

２０１２年度主要类别产品伤害程度分布如图３－２所示。其中：

●汽车：轻度产品伤害８６２７人次，中度产品伤害２８７０人次，重度产品伤害４５８人次；

●玩具：轻度产品伤害３２人次，中度产品伤害５人次，重度产品伤害０人次；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轻度产品伤害１１８００人次，中度产品伤害３５７４人次，重度产品伤害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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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家用电器：轻度产品伤害１２３人次，中度产品伤害８４人次，重度产品伤害５人次；

●家用日用品：轻度产品伤害５６４８人次，中度产品伤害１０１３人次，重度产品伤害２２人次；

●家具：轻度产品伤害２１１６人次，中度产品伤害３１５人次，重度产品伤害８人次。

图３－２　主要类别产品伤害人次分布

２０１２年度主要类别产品伤害程度比例如表３－１所示。其中：

●汽车：轻度比例为７２１６％，中度比例为２４０１％，重度比例为３８３％；

●玩具：轻度比例为８６４９％，中度比例为１３５１％，重度比例为０００％；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轻度比例为７５５０％，中度比例为２２８７％，重度比例为１６３％；

●家用电器：轻度比例为５８０２％，中度比例为３９６２％，重度比例为２３６％；

●家用日用品：轻度比例为８４５１％，中度比例为１５１６％，重度比例为０３３％；

●家具：轻度比例为８６７６％，中度比例为１２９１％，重度比例为０３３％。

表３－１　主要类别产品伤害程度构成比例

产品大类 轻度 中度 重度

汽车 ７２１６％ ２４０１％ ３８３％

玩具 ８６４９％ １３５１％ ０００％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 ７５５０％ ２２８７％ １６４％

家用日用品 ８４５１％ １５１６％ ０３３％

家具 ８６７６％ １２９１％ ０３３％

家用电器 ５８０２％ ３９６２％ ２３６％

３２　汽车

３２１　产品特征分析
根据我国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２００１）、《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１２），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

要用于载运人员和 （或）货物、牵引载运人员和 （或）货物及其他特殊用途、专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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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２００１）和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汽车分为以下７类：大中型客车、小型客车、轿车、载货汽车、汽车挂车、车

载零部件及附件、其他。

２０１２年度监测到汽车产品伤害１１９５９人次，排名前三位的汽车产品小类为：

●轿车，７４９３人次，占６２６６％；

●大中型客车，２６８６人次，占２２４６％；

●载货汽车，１０６８人次，占８９３％。

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产品小类分布见图３－３所示。

图３－３　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产品小类分布

３２２　伤害特征分析
（１）伤害发生原因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机动车车祸，１１３１０人次，占９４５７％；

●钝器伤，２５８人次，占２１６％；

●非机动车车祸，１９１人次，占１６０％。

汽车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见图３－４。

对导致机动车车祸的汽车产品小类分布的统计见图３－５表明，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汽车产品小

类为：

●轿车，７２７４人次，占６４３１％；

●大中型客车，２５３６人次，占２２４２％；

●载货汽车，１０１８人次，占９００％。

（２）伤害部位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多部位，３５０１人次，占２９２８％；

●头部，３０２４人次，占２５２９％；

●下肢，２７０３人次，占２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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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汽车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图３－５　导致机动车车祸的汽车产品小类分布

汽车产品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６。

对汽车产品小类产品伤害部位的统计分析见图３－７。

２０１２年度轿车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多部位，２１３３人次，占２８４７％

●头部，１９０１人次，占２５３７％；

●下肢，１８０８人次，占２４１３％。

２０１２年度大中型客车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多部位，９２１人次，占３４２９％；

●头部，６３１人次，占２３４９％；

●下肢，５３５人次，占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年度载货汽车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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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　汽车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头部，３２１人次，占３００６％；

●多部位，３１０人次，占２９０３％；

●下肢，２０５人次，占１９１９％。

图３－７　轿车、大中型客车和载货汽车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３）伤害性质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８６５５人次，占７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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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１３１９人次，占１１０３％；

●锐器伤、开放伤，７２３人次，占６０５％。

伤害性质分布见图３－８。

图３－８　汽车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对汽车产品小类产品伤害性质的统计 （见图３－９）。

图３－９　轿车、大中型客车和载货汽车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２０１２年度轿车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５４３４人次，占７２５２％；

●骨折，８５０人次，占１１３４％；

●脑震荡、脑挫裂伤，４４３人次，占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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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度大中型客车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２０１７人次，占７５０９％；

●骨折，２４０人次，占８９４％；

●锐器伤、开放伤，１７３人次，占６４４％。

２０１２年度载货汽车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７４２人次，占６９４８％；

●骨折，１３６人次，占１２７３％；

●脑震荡、脑挫裂伤，７２人次，占６７４％。

３２３　伤患特征分析
（１）年龄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伤患年龄组为：

●２５岁～４４岁，５２９２人次，占４４２６％；

●４５岁～６４岁，３１２２人次，占２６１０％；

●２０岁～２４岁，１４９４人次，占１２４９％。

０～４４岁伤患累计占比６８４３％，是主要受伤害人群。

伤患年龄分布见图３－１０。

图３－１０　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年龄分布

为解释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年龄分布特征，对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与交通事故伤

亡人数在各年龄段所占比例进行比较分析，产品伤害相关伤患与交通事故伤亡人员年龄分布趋势基本

吻合，但在２１岁至３０岁年龄段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比例明显高于交通事故伤亡人员在该年龄段的比

例 （见图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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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１　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与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在各年龄段所占比例比较①

（２）性别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性别分布 （见图３－１２）。

●男性，７１５４人次，占５９８２％；

●女性，４８０５人次，占４０１８％。

图３－１２　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性别分布

为解释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年龄分布特征，对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与交通事故伤

亡人数性别比例进行比较分析表明，产品伤害相关伤患与交通事故伤亡人数中，男性比例均高于女性，

且交通事故伤亡人数中男性比例高于产品伤害相关伤患中男性的比例 （见图３－１３）。

３２４　伤害环境分析
（１）伤害发生时间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发生月份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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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３　汽车产品伤害相关伤患与交通事故伤亡人数性别比例比较

●１１月，１２００人次，占１００３％；

●１２月，１１５５人次，占９６６％；

●３月，１１２９人次，占９４４％。

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见图３－１４。

图３－１４　汽车产品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

（２）伤害发生地点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伤害发生地点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公路／街道，１１１６４人次，占９３３５％；

●公共居住场所，３０８人次，占２５８％；

●学校与公共场所，２３２人次，占１９４％。

伤害发生地点分布见图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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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５　汽车产品伤害发生地点分布

３２５　主要结论与消费提示
（１）２０１２年，汽车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汽车产品小类为轿车、大中型客车和载货汽车；其中，

轿车产品伤害占６２６６％，大中型客车产品伤害占２２４６％；最主要的汽车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机动车

车祸，轿车、大中型客车和载货汽车是导致机动车车祸最多的三个汽车产品小类。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驾驶或乘坐汽车过程中，特别是驾驶或乘坐轿车和大中型客车过程中，应

注意行车安全。驾驶人员在驾驶过程中应系好安全带，并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驾驶、无证

驾驶、闯红灯等行为，乘坐者应系好安全带，儿童乘坐时应加装儿童安全座椅。

（２）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轿车产品伤害部位为多部位、头部和下肢；排名前三位的轿车产品伤

害性质为挫伤、擦伤，骨折，脑震荡、脑挫裂伤。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驾驶或乘坐轿车过程中，轿车产品伤害可能导致多部位受伤。为预防产品

伤害，驾驶员与乘坐者均应系好安全带；并可在车上预备治疗擦伤的药膏，当轿车导致消费者骨折或

受到脑震荡、脑挫裂伤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３）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大中型客车产品伤害部位为多部位、头部和下肢；排名前三位的大中

型客车产品伤害性质为挫伤、擦伤，骨折，锐器伤、开放伤。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驾驶或乘坐大中型客车过程中，大中型客车产品伤害可能导致多部位受伤。

为预防产品伤害，驾驶员应系好安全带，乘客座椅配有安全带的应及时佩戴，乘客行李要按要求存放，

乘客在车中行走时要扶好；此外，可在客车上预备治疗擦伤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急救包。

（４）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载货汽车产品伤害部位为头部、多部位和下肢；排名前三位的伤害性

质为挫伤、擦伤，骨折，脑震荡、脑挫裂伤。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驾驶或乘坐载货汽车过程中，载货汽车产品伤害可能导致头部受伤，为预

防产品伤害，驾驶员与乘坐者均应系好安全带，并禁止超载行驶；此外，可在载货汽车上预备治疗擦

伤的药膏，当载货汽车导致消费者骨折或受到脑震荡、脑挫裂伤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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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玩具

３３１　产品特征分析
根据 《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玩具是指设计或预定供１４岁以下儿童玩耍，经过加工制作并用

于销售的产品；但生产者明示不供儿童玩耍的除外。

根据ＣＣＣ（３Ｃ）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玩具产品目录，玩具分为童车类、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

具、弹射玩具、娃娃玩具。

２０１２年度监测到玩具产品伤害３７人次，玩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分布如图３－１６所示。其中：

●童车类，２８人次，占７５６８％；

●塑胶玩具，９人次，占２４３２％。

图３－１６　玩具产品伤害相关产品小类分布

３３２　伤害特征分析
（１）伤害发生原因

２０１２年度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跌倒／坠落，１５人次，占４０５４％；

●钝器伤，７人次，占１８９２％；

●其他，６人次，占１６２２％。

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如图３－１７所示。

对玩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发生原因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１８）表明，排名前三位的童车类产品伤

害发生原因为：

●跌倒／坠落，１５人次，占５３５７％；

●钝器伤，５人次，占１７８６％；

●其他，５人次，占１７８６％。

２０１２年度塑胶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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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７　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非机动车车祸，４人次，占４４４４％；

●钝器伤，２人次，占２２２２％；

●烧烫伤，２人次，占２２２２％。

图３－１８　童车类和塑胶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２）伤害部位

２０１２年度玩具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头部，２５人次，占６７５７％；

●下肢，５人次，占１３５１％；

●上肢，４人次，占１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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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１９。

图３－１９　玩具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对玩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部位的统计分析见图３－２０。

２０１２年度童车类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头部，１８人次，占６４２９％；

●下肢，５人次，占１７８６％；

●上肢，３人次，占１０７１％。

２０１２年度塑胶玩具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头部，７人次，占７７７８％；

●上肢，１人次，占１１１１％；

●消化系统，１人次，占１１１１％。

图３－２０　童车类和塑胶玩具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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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伤害性质

２０１２年度玩具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１９人次，占５１３５％；

●锐器伤、开放伤，８人次，占２１６２％；

●其他，４人次，占１０８１％。

伤害性质分布见图３－２１。

图３－２１　玩具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对玩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性质的统计分析见图３－２２。

图３－２２　童车类和塑胶玩具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２０１２年度童车类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１７人次，占６０７１％；

●锐器伤、开放伤，７人次，占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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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说明，２人次，占７１４％。

２０１２年度塑胶玩具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其他，３人次，占３３３３％；

●挫伤、擦伤，２人次，占２２２２％；

●烧烫伤，２人次，占２２２２％。

３３３　伤患特征分析
（１）年龄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玩具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伤患年龄组为：

●０～４岁，２１人次，占５６７６％；

●５岁～１４岁，８人次，占２１６２％；

●６５岁以上，４人次，占１０８１％。

０～１９岁伤患累计占比８１０８％，是主要受伤害人群。

伤患年龄分布见图３－２３。

图３－２３　玩具产品伤害相关伤患年龄分布

（２）性别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玩具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性别分布见图３－２４。

●男性，１５人次，占４０５４％；

●女性，２２人次，占５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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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４　玩具产品伤害相关伤患性别分布

３３４　伤害环境分析
（１）伤害发生时间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玩具产品伤害发生月份为：

●５月，６人次，占１６２２％；

●４、１０、１２月，产品伤害均为５人次，占１３５１％。

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见图３－２５。

图３－２５　玩具产品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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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伤害发生地点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地点为：

●家中，２４人次，占６４８６％；

●未说明，５人次，占１３５１％；

●公共居住场所，５人次，占１３５１％。

伤害发生地点见图３－２６所示。

图３－２６　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地点分布

３３５　主要结论与消费提示
（１）２０１２年，玩具产品伤害主要伤患为０岁～１４岁儿童；玩具产品伤害涉及童车类和塑胶玩具两

个玩具产品小类。

消费提示：０岁～１４岁儿童在使用玩具时，家长应加强看护，特别要加强对于童车类和塑胶玩

具产品伤害的预防，如选购配置有安全装置的玩具产品。

（２）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童车类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跌倒／坠落，钝器伤和其他；排名前三位

的童车类产品伤害部位为头部、下肢和上肢；排名前三位的童车类产品伤害性质为挫伤、擦伤，锐器

伤、开放伤和未说明。

消费提示：儿童使用童车类玩具时，家长应加强看护，防止儿童从童车类玩具，如学步车、童

车等中等跌倒／坠落；尽可能选择车身防撞间距合理、配置楼梯和台阶跌落保护装置等安全型童车类产

品；并可在家中预备治疗擦伤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急救包，并做好及时到医院就诊的准备。

（３）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塑胶玩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非机动车车祸，钝器伤和烧烫伤；排名

前三位的塑胶玩具产品伤害部位为头部、上肢和消化系统；排名前三位的塑胶玩具产品伤害性质为其

他，挫伤、擦伤和烧烫伤。

消费提示：儿童玩耍塑胶玩具时，家长应提高看护意识，要特别注意可能造成非机动车车祸、

钝器伤和烧烫伤的产品，如气球、塑料珠等，避免儿童吞食气球、防止玩具枪弹珠射入眼睛等；并可

在家中预备治疗擦伤的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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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

３４１　产品特征分析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指除汽车外，由动力装置、人力或畜力驱动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如摩托车、

电动车、自行车等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其他交通运输设备

分为以下３类：非机动车及零部件、摩托车、其他。

２０１２年度监测到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１５６３２人次，其中：

●非机动车及零部件，９４５０人次，占６０４５％；

●摩托车，６１５０人次，占３９３５％；

●其他，３２人次，占０２０％。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小类产品分布见图３－２７。

图３－２７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相关产品小类分布

３４２　伤害特征分析
（１）伤害发生原因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

●非机动车车祸，８２９３人次，占５３０５％；

●机动车车祸，６２１２人次，占３９７４％；

●跌倒／坠落，９２１人次，占５８９％。

伤害发生原因分布见图３－２８。

对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小类产品伤害发生原因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２９）表明，２０１２年度排名

前三位的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

８３

① 目前尚无对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的权威定义，本定义由 ＤＰＡＣ内部界定，有待进一步完善；如读者有更科学权威的定义，
可向ＤＰＡＣ提供参考。



图３－２８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图３－２９　摩托车、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非机动车车祸，７４３０人次，占７８６２％；

●机动车车祸，１１２１人次，占１１８６％；

●跌倒／坠落，７５８人次，占８０２％。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摩托车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

●机动车车祸，５０８９人次，占８２７５％；

●非机动车车祸，８６０人次，占１３９８％；

●跌倒／坠落，１４８人次，占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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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伤害部位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部位为：

●下肢，４２９６人次，占２７４８％；

●多部位，３８３１人次，占２４５１％；

●头部，３７９７人次，占２４２９％。

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３０。

图３－３０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对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小类产品伤害部位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３１）表明：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部位为：

图３－３１　摩托车、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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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２７７５人次，占２９３７％；

●多部位，２４３８人次，占２５８０％；

●头部，２０１３人次，占２１３０％。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摩托车产品伤害部位为：

●头部，１７６９人次，占２８７６％；

●下肢，１５１６人次，占２４６５％；

●多部位，１３８９人次，占２２５９％。

（３）伤害性质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性质为：

●挫伤、擦伤，１１３１５人次，占７２３８％；

●骨折，１４６４人次，占９３７％；

●锐器伤、开放伤，１２８５人次，占８２２％。

图３－３２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对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小类产品伤害性质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３３）表明：

２０１２年度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７３１２人次，占７７３８％；

●骨折，７００人次，占７４１％；

●锐器伤、开放伤，５７９人次，占６１３％。

２０１２年度摩托车产品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３９９１人次，占６４８９％；

●骨折，７５８人次，占１２３３％；

●锐器伤、开放伤，６９８人次，占１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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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３　摩托车、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３４３　伤患特征分析
（１）年龄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伤患年龄组为：

●２５岁～４４岁，６６７９人次，占４２７３％；

●４５岁～６４岁，３５７３人次，占２２８５％；

●２０岁～２４岁，２２２６人次，占１４２４％。

０～４４岁伤患累计占比７３００％，是主要受伤害人群。

伤患年龄分布见图３－３４。

图３－３４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相关伤患年龄分布

（２）性别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性别分布见图３－３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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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９７２０人次，占６２１８％；

●女性，５９１２人次，占３７８２％。

图３－３５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相关伤患性别分布

３４４　伤害环境分析
（１）伤害发生时间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发生月份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４月，１４９６人次，占９５７％；

●３月，１４４３人次，占９２３％；

●１１月，１４４０人次，占９２１％。

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见图３－３６。

（２）伤害发生地点

２０１２年度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发生地点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公路／街道，１４７９７人次，占９４６６％；

●公共居住场所，４７０人次，占３０１％；

●家中，９７人次，占０６２％。

伤害发生地点分布见图３－３７。

３４５　主要结论与消费提示
（１）２０１２年，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产品小类为非机动车及零部件，摩托车和

其他。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驾驶或乘坐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时，应加强对于非机动车及零部件，摩

托车产品伤害的预防措施，如注意行车安全、佩戴防护用具等。

（２）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非机动车车祸、机动车车祸和

跌倒／坠落，其中，非机动车车祸导致的伤害占４７５３％；排名前三位的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部

位为下肢、多部位和头部；排名前三位的非机动车及零部件产品伤害性质为挫伤、擦伤，骨折和锐器

伤、开放伤；其中，挫伤、擦伤占４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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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６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

图３－３７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产品伤害发生地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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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驾驶或乘坐非机动车时，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杜绝超速行驶、闯红灯、逆

向行驶等行为。

（３）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摩托车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机动车车祸、非机动车车祸和跌倒／坠落；

其中，机动车祸导致的伤害占３２５６％；排名前三位的摩托车产品伤害部位为头部、下肢和多部位；排名

前三位的摩托车产品伤害性质为挫伤、擦伤，骨折和锐器伤、开放伤；其中，挫伤、擦伤占２５５３％。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驾驶或乘坐摩托车时，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杜绝酒后驾驶、超速行驶、闯

红灯等行为；在驾驶或乘坐摩托车时，佩戴头盔做好头部的防护；并可在摩托车尾箱中预备治疗擦伤

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急救包等。

３５　家用电器

３５１　产品特征分析
根据 《家用电器产品召回管理 （征求意见稿）》，家用电器产品是指提供给消费者供其家用或类似

环境使用的，依靠电流或电磁场工作的产品，包括电线电缆、电路开关及保护或连接装置等产品。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家用电器分为以下１２类：照明光源、

灯具、家用制冷电器具、家用通风电器具、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家用美容、保健

电器具、家用视听设备、信息技术设备、照摄像产品、其他家用电器和电器附件。

２０１２年度监测到家用电器产品伤害２１２人次，其分布见图３－３８，其中：

图３－３８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相关产品小类分布

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家用电器产品小类为：

●家用通风电器具，８４人次，占３９６２％；

●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６８人次，占３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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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厨房电器具，２１人次，占９９１％。

３５２　伤害特征分析
（１）伤害发生原因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电器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钝器伤，７７人次，占３６３２％；

●中毒，５５人次，占２５９４％；

●刀／锐器伤，３８人次，占１７９２％。

伤害发生原因分布见图３－３９。

图３－３９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对家用电器产品小类产品伤害发生原因的统计分析见图３－４０表明，２０１２年度家用通风电器具产

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钝器伤，４９人次，占５８３３％；

●刀／锐器伤，２９人次，占３４５２％；

●其他，５人次，占５９５％。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中毒，５５人次，占８０８８％；

●烧烫伤，１０人次，占１４７１％；

●钝器伤，２人次，占２９４％。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钝器伤，７人次，占３３３３％；

●烧烫伤，７人次，占３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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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锐器伤，５人次，占２３８１％。

图３－４０　家用通风、清洁卫生和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２）伤害部位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电器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上肢，８９人次，占４１９８％；

●头部，３８人次，占１７９２％；

●全身广泛受伤，２３人次，占１０８５％。

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４１。

图３－４１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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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３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脑震荡、脑挫裂伤，６人次，占８８２％。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烧烫伤，８人次，占３８１０％；

●锐器伤、开放伤，７人次，占３３３３％；

●挫伤、擦伤，４人次，占１９０５％。

家用通风、清洁卫生和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性质分布见图３－４４。

图３－４４　家用通风、清洁卫生和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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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　伤患特征分析
（１）年龄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电器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伤患年龄组为：

●２５岁～４４岁，９３人次，占４３８７％；

●２０岁～２４岁，４３人次，占２０２８％；

●１５岁～１９岁，２６人次，占１２２６％。

０～４４岁伤患累计占比８６３２％，是主要受伤害人群。

伤患年龄分布见图３－４５。

图３－４５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相关伤患年龄分布

（２）性别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电器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性别分布见图３－４６，其中：

图３－４６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相关伤患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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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用电器产品小类产品伤害部位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通风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下肢，６３人次，占７５００％；

●头部，１５人次，占１７８６％；

●多部位，４人次，占４７６％。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呼吸系统，２２人次，占３２３５％；

●其他，２１人次，占３０８８％；

●消化系统，１０人次，占１４７１％。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下肢，１１人次，占５２３８％；

●躯干，７人次，占３３３３％；

●头部，２人次，占９５２％。

家用通风、清洁卫生和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４２。

图３－４２　家用通风、清洁卫生和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３）伤害性质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电器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锐器伤、开放伤，６１人次，占２８７７％；

●挫伤、擦伤，５８人次，占２７３６％；

●器官系统损伤，４６人次，占２１７０％。

伤害性质分布见图３－４３。

对家用电器产品小类产品伤害性质的统计分析表明，２０１２年度家用通风电器具产品伤害性质中排

名前三位的为：

●锐器伤、开放伤，４０人次，占４７６２％；

●挫伤、擦伤，３５人次，占４１６７％；

●骨折，８人次，占９５２％。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器官系统损伤，４６人次，占６７６５％；

●烧烫伤，１０人次，占１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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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男性，１２５人次，占５８９６％；

●女性，８７人次，占４１０４％。

３５４　伤害环境分析
（１）伤害发生时间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电器产品伤害发生月份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１月，２５人次，占１１７９％；

●３月，２４人次，占１１３２％；

●６月，２４人次，占１１３２％。

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析见图３－４７。

图３－４７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

（２）伤害发生地点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电器产品伤害发生地点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家中，１１６人次，占５４７２％；

●工业和建筑场所，５４人次，占２５４７％；

●贸易和服务场所，２２人次，占１０３８％。

伤害发生地点分布见图３－４８。

３５５　主要结论与消费提示
（１）２０１２年，家用电器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产品小类为家用通风电器具，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

和家用厨房电器具；排名前三位的产品伤害发生地点为家中、工业和建筑场所、贸易和服务场所，其

中，５４７２％的伤害发生于家中。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家中使用家用电器时，应加强对于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和家用厨房电器具

产品伤害的预防措施，如安装防护装置或使用时佩戴防护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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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８　家用电器产品伤害发生地点分布

（２）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家用通风电器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钝器伤，刀／锐器伤和其他；排

名前三位的家用通风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为下肢、头部和多部位；排名前三位的家用通风电器具产品

伤害性质为锐器伤、开放伤，挫伤、擦伤和骨折。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使用家用通风电器具时，要特别注意可能造成钝器伤的产品，如电风扇等，

做好产品伤害预防措施，如通过使用风扇防护罩等避免扇叶对消费者的伤害；可在家中预备治疗擦伤

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急救包，并可适当了解骨折的应急处理知识。

（３）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中毒，烧烫伤和钝器伤；排

名前三位的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为呼吸系统、其他和消化系统；排名前三位的家用清洁

卫生电器具产品伤害性质为器官系统损伤，烧烫伤和脑震荡、脑挫裂伤。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使用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时，要特别注意可能造成中毒和烧烫伤的产品，

如热水器、电熨斗等；当发生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产品伤害时，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如燃气热水器

泄漏时，要注意保护呼吸系统，如立刻打开门窗、屏住呼吸尽快撤离伤害事故发生地，并做好及时到

医院就诊的准备。

（４）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家用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钝器伤，烧烫伤和刀／锐器伤；

排名前三位的家用厨房电器具产品伤害部位为下肢、躯干和头部；排名前三位的家用厨房电器具产品

伤害性质为烧烫伤，锐器伤、开放伤和挫伤、擦伤。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使用家用厨房电器具时，要特别注意可能造成钝器伤，烧烫伤和刀／锐器伤

的产品，如煤气瓶、热水壶、抽油烟机等，做好产品伤害预防措施，如在换煤气时要佩戴手套、在安

装抽油烟机时选择合理的位置、避免接触正在工作中的热水壶等，并可适当了解烧烫伤的应急处理方

式，如较轻的烧伤可以用大量流水持续冲洗降温等；可在家中预备治疗擦伤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急

救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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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家用日用品

３６１　产品特征分析
家用日用品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生活必需品，如剪刀、扫帚、碗筷、温度计、棉签、眼镜、

毛巾
!

肥皂
!

暖水瓶等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家用日用品分

为以下８类：一次性纸卫生用品，日用橡胶制品，日用塑料，日用陶瓷制品，日用搪瓷制品，手工工

具、五金制品，眼镜，日用杂品。

２０１２年度监测到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６６８３人次见图３－４９，其中，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家用日

用品产品小类为：

●手工工具、五金制品，５８２５人次，占８７１６％；

●日用陶瓷制品，６９０人次，占１０３２％；

●日用杂品，９９人次，占１４８％。

图３－４９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相关产品小类分布

３６２　伤害特征分析
（１）伤害发生原因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刀／锐器伤，５７４１人次，占８５９０％；

●跌倒／坠落，６１４人次，占９１９％；

●钝器伤，２５９人次，占３８８％。
伤害发生原因分布见图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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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０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对家用日用品产品小类产品伤害发生原因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５１）表明，２０１２年度手工工具、

五金制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图３－５１　手工工具、五金制品，日用陶瓷制品和日用杂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刀／锐器伤，５６０４人次，占９６２１％；

●钝器伤，１５７人次，占２７０％；

●坠落／跌倒，４１人次，占０７０％。

２０１２年度日用陶瓷制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坠落／跌倒，５４２人次，占７８５５％；

●刀／锐器伤，１０８人次，占１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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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器伤，３９人次，占５６５％。

２０１２年度日用杂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钝器伤，３６人次，占３６３６％；

●刀／锐器伤，１９人次，占１９１９％；

●烧烫伤，１９人次，占１９１９％。

（２）伤害部位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上肢，５３３３人次，占７９８０％；

●下肢，５５２人次，占８２６％；

●头部，５１５人次，占７７１％。

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５２。

图３－５２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对家用日用品产品小类产品伤害部位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５３）表明，２０１２年度手工工具、五金

制品产品伤害部位排名前三位的为：

●上肢，５１２６人次，占８８００％；

●下肢，３２７人次，占５６１％；

●头部，２３０人次，占３９５％。

２０１２年度日用陶瓷制品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下肢，２０３人次，占２９４２％；

●头部，２０２人次，占２９２８％；

●上肢，１６４人次，占２３７７％。
２０１２年度日用杂品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头部，４０人次，占４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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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３４人次，占３４３４％；

●下肢，１２人次，占１２１２％。

图３－５３　手工工具、五金制品，日用陶瓷制品和日用杂品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３）伤害性质

２０１２年度排名前三位的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性质为：

●锐器伤、开放伤，５２８３人次，占７９０５％；

●挫伤、擦伤，９６０人次，占１４３６％；

●扭伤／拉伤，１９５人次，占２９２％。

伤害性质分布见图３－５４。

图３－５４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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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用日用品产品小类产品伤害性质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５５）表明，２０１２年度排名手工工具、

五金制品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锐器伤、开放伤，５０９２人次，占８７４２％；

●挫伤、擦伤，５７４人次，占９８５％；

●扭伤／拉伤，５３人次，占０９１％。

２０１２年度日用陶瓷制品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３１６人次，占４５８０％；

●锐器伤、开放伤，１４７人次，占２１３０％；

●扭伤／拉伤，１３６人次，占１９７１％。

２０１２年度日用杂品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３８人次，占３８３８％；

●锐器伤、开放伤，２４人次，占２４２４％；

●烧烫伤，２０人次，占２０２０％。

图３－５５　手工工具、五金制品，日用陶瓷制品和日用杂品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３６３　伤患特征分析
（１）年龄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伤患年龄组为：

●２５岁～４４岁，３０８７人次，占４６１９％；

●４５岁～６４岁，１３２４人次，占１９８１％；

●２０岁～２４岁，９６６人次，占１４４６％。

０岁～４４岁伤患累计占比７５１０％，是主要受伤害人群。

伤患年龄分布见图３－５６。

（２）性别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性别分布见图３－５７。其中：

●男性，４１６３人次，占６２２９％；

●女性，２５２０人次，占３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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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６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相关伤患年龄分布

图３－５７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相关伤患性别分布

３６４　伤害环境分析
（１）伤害发生时间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发生月份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５月，７３１人次，占１０９４％；

●４月，６６１人次，占９８９％；

●３月，６４３人次，占９６２％。

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见图３－５８。

（２）伤害发生地点

２０１２年度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发生地点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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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８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

●家中，４０９２人次，占６１２３％；

●工业和建筑场所，９１３人次，占１３６６％；

●贸易和服务场所，６２１人次，占９２９％。

伤害发生地点分布见图３－５９。

图３－５９　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发生地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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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　主要结论与消费提示
（１）２０１２年，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产品小类为手工工具、五金制品，日用陶瓷制品

和日用杂品；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家用日用品产品伤害发生在家中。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家中使用家用日用品时，应加强对于手工工具、五金制品，日用陶瓷制品

和日用杂品产品伤害的预防措施，如使用时佩戴手套或为产品安装防护装置等，有条件的消费者可直

接购买自带安全装置的产品。

（２）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手工工具、五金制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刀／锐器伤，钝器伤和坠落／

跌倒；其中，刀／锐器伤占８３８５％；排名前三位的手工工具、五金制品产品伤害部位为上肢，下肢和

头部；其中，上肢占７６７０％；排名前三位的手工工具、五金制品产品伤害性质为锐器伤、开放伤，

挫伤、擦伤和扭伤／拉伤，其中，锐器伤、开放伤占７６１９％。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使用手工工具、五金制品产品时，要特别注意可能造成刀／锐器伤的产品，

如菜刀、剪刀、水果刀、螺丝刀等，做好产品伤害预防措施，如尽量使用带防护装置的刀具，在使用

螺丝刀、锯子等工具时佩戴手套等；同时在家中可常备锐器伤、开放伤的应急处理包。

（３）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日用陶瓷制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坠落／跌倒、刀／锐器伤和钝器伤；

排名前三位的日用陶瓷制品产品伤害部位为下肢，头部和上肢；排名前三位的日用陶瓷制品产品伤害

性质为挫伤、擦伤，锐器伤、开放伤和扭伤／拉伤。

消费提示：在使用日用陶瓷制品 （如地板砖、碗）时，应防止跌落或跌倒的发生；如尽量选择

具有隔热效果的护边碗、铺设防护或防滑地垫、选用摩擦力较大的地板砖等，防止日用陶瓷制品造成

挫伤、擦伤等伤害；消费者可在家中预备治疗擦伤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急救包等。

（４）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日用杂品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钝器伤、刀／锐器伤和烧烫伤；排名前

三位的日用杂品产品伤害部位为头部、上肢和下肢；排名前三位的日用杂品产品伤害性质为挫伤、擦

伤，锐器伤、开放伤和烧烫伤。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使用日用杂品时，要特别注意可能造成钝器伤的产品，如棉签、扫帚、指

甲钳等；做好产品伤害预防措施，如使用棉签时可将棉签头拽蓬松，以防缠绕过紧的棉棒划伤耳道；

避免用扫帚打闹、购买安全指甲钳等，防止被产品挫伤、擦伤，或受到锐器伤、开放伤；消费者可在

家中预备治疗擦伤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急救包。

３７　家具

３７１　产品特征分析
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与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家具指用木材、金

属、塑料、竹、藤等材料制作的，具有坐卧、凭倚、储藏、间隔等功能，可用于住宅、旅馆、办公室、

学校、餐馆、医院、剧场、公园、船舰、飞机、机动车等任何场所的各种器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家具分为以下３类：家用家具、办公家具、其他家具。

２０１２年度监测到家具产品伤害２４４０人次，家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分布见图３－６０，其中：

●家用家具，２４３４人次，占９９７５％；

●办公家具，６人次，占０２５％。

３７２　伤害特征分析
（１）伤害发生原因

２０１２年度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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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０　家具产品伤害相关产品小类分布

●钝器伤，１５７５人次，占６４５５％；

●跌倒／坠落，７４３人次，占３０４５％；

●刀／锐器伤，７９人次，占３２４％。

伤害发生原因分布见图３－６１。

图３－６１　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对家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发生原因的统计分析见图３－６２，２０１２年度家用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

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钝器伤，１５７１人次，占６４３９％；

●跌倒／坠落，７４１人次，占３０３７％；

●刀／锐器伤，７９人次，占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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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２　家用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２）伤害部位

２０１２年度家具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头部，１０４６人次，占４２８７％；

●上肢，８０８人次，占３３１１％；

●下肢，３０９人次，占１２６６％。

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６３。

图３－６３　家具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对家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部位的统计分析表明，２０１２年度家用家具产品伤害部位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头部，１０４０人次，占４５１４％；

●上肢，８０８人次，占３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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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３０９人次，占１３４１％。

伤害部位分布见图３－６４。

图３－６４　家用家具产品伤害部位分布

（３）伤害性质

２０１２年度家具产品伤害性质中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１４７７人次，占６０５３％；

●锐器伤、开放伤，６６１人次，占２７０９％；

●骨折，１２７人次，占５２１％。

伤害性质分布见图３－６５。

图３－６５　家具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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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具产品小类产品伤害性质的统计分析 （见图３－６６）表明，２０１２年度家用家具产品伤害性质

排名前三位的为：

●挫伤、擦伤，１４７２人次，占６０３３％；

●锐器伤、开放伤，６６１人次，占２７０９％；

●骨折，１２７人次，占５２１％。

图３－６６　家用家具产品伤害性质分布

３７３　伤患特征分析
（１）年龄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具产品伤害排名前三位的伤患年龄组为：

●２５岁～４４岁，７１６人次，占２９３４％；

●０岁～４岁，５０２人次，占２０５７％；

●５岁～１４岁，４４６人次，占１８２８％。

０岁～４４岁伤患累计占比８１６８％，是主要受伤害人群。

伤患年龄分布见图３－６７。

（２）性别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具产品伤害相关伤患的性别分布见图３－６８，其中：

●男性，１４８５人次，占６０８６％；

●女性，９５５人次，占３９１４％。

３７４　伤害环境分析
（１）伤害发生时间分析

２０１２年度家具产品伤害发生排名前三位的月份为：

●１１月，３５８人次，占１４６７％；

●１２月，２５６人次，占１０４９％；

●９月，２３９人次，占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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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７　家具产品伤害相关伤患年龄分布

图３－６８　家具产品伤害相关伤患性别分布

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见图３－６９。

（２）伤害发生地点

２０１２年度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地点排名前三位的为：

●家中，１６３０人次，占６６８０％；

●公共居住场所，２３３人次，占９５５％；

●学校与公共场所，２０７人次，占８４８％。

伤害发生地点分布见图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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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９　家具产品伤害发生时间 （月）分布

图３－７０　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地点分布

３７５　主要结论与消费提示
（１）２０１２年，家具产品伤害涉及家用家具和办公家具两个产品小类，家用家具产品伤害占家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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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伤害的９９７５％；其中，６６８０％的家用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在家中。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家中使用家用家具时，应加强对于家用家具产品伤害的预防措施，如安装

防护装置等。

（２）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家用家具产品伤害发生原因为钝器伤、坠落／跌倒和刀／锐器伤；其

中，钝器伤造成的产品伤害占６４３９％，跌倒／坠落造成的产品伤害占３０３７％。

消费提示：消费者对于可能造成钝器伤与跌倒／坠落伤害的家用家具，如门、桌椅、柜子、床

等，要特别注意其摆放安置，并在使用过程中做好防护措施，如安装玻璃门保护条、木门或玻璃门护

角、桌角保护套、座椅板凳或柜子保护条、床脚保护垫等。

（３）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家用家具产品伤害部位为头部，上肢和下肢；其中，头部伤害占

４５１４％，上肢伤害占３５０７％。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家用家具使用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将手等伸入门缝、桌子或柜门缝中，以

免被夹伤；当不慎摔倒时，要优先用双手护头，减轻家用家具对头部的产品伤害。

（４）２０１２年，排名前三位的家用家具产品伤害性质为挫伤、擦伤，锐器伤、开放伤和骨折；其

中，挫伤、擦伤占６０３３％；锐器伤、开放伤占２７０９％。

消费提示：消费者可在家中预备伤口消毒专用酒精、创可贴，治疗擦伤的药膏、包扎用三角巾

急救包等，及时处理家用家具产品造成的轻度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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