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卫组织关于孕期烟草使用和
二手烟暴露的预防和管理建议 

简
版 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出版了一整

套关于“孕期烟草使用和

二手烟暴露的预防和管理建

议”。本文是该指南的简短

版本，重点关注建议和相关

评论，以及执行建议可采取

的措施。本文件由世卫组织

预防慢性非传染病/无烟运

动司和大量活跃在烟草和生

殖健康领域的国际机构和组

织合作共同编写。本指南的

补充经费和技术支持由美国

政府通过美国疾控中心和美

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提供。世

卫组织指南制定方法要求对

证据进行系统性回顾，由来

自全球所有区域和相关学

科的专家组成的小组对证据

质量进行了透明的评价，所

做决定无偏见。有关证据基

础（包括文献）和相关评

价、方法学以及所有参编个

人和机构的详细描述，在此

指南全文中可获得，指南

全文可从此网址下载：http://
www.who. int / tobacco/publ icat ions/ 
pregnancy/guidelinestobaccosmokeexpo-
sure/en/

概述

烟草是生产商蓄意谋杀其相当高比例

的消费者的唯一合法商品。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估计当前烟草使用每年导致

将近600万人死亡——每六秒钟死亡一例。

除非采取强力措施遏制烟草流行态势，预

计到2030年该数字将升至800万。

烟草分有烟型和无烟型，两种类型均

可引发对孕妇及胎儿的伤害。有烟型烟草

包括各种类型的卷烟（经加工或手卷）、

雪茄、烟斗或水烟枪（也称为水烟、水烟

壶和水烟袋子）及其他多种类型。尽管卷

烟——特别是经加工的卷烟——是全球有

烟型烟草产品的主要类型，其他类型的有

烟型烟草，诸如比迪烟和水烟枪，也常见

于某些国家。无烟型烟草是使用时不燃烧

的一类烟草制品。使用时可能通过吸吮、

咀嚼（浸泡）或嘴含等方式，对于精良的

烟草混合物还可以鼻吸。

二手烟雾包括吸烟者停吸间歇，卷烟 

（或其他烟草制品）烟头燃烧释放的烟雾

（称为侧流烟雾），以及吸烟者呼出的烟

雾（呼出的主流烟雾）。

孕期使用烟草和暴露于二手烟的
危害

烟草暴露对人类繁殖的任何阶段均有

负面影响。吸烟对男女两性的生育能力均

有损害。孕期使用烟草，包括使用无烟烟

草，会使诸如流产、死产、异位妊娠和早

产等严重妊娠结局的风险增加。孕期吸烟

妇女所分娩的婴儿更容易发生早产和低出

生体重（小于2500克）。早产和低出生体

重可能具有终生影响，因为这些幼儿在成



框1：首要原则

知晓有关使用任何类型烟草和

暴露于二手烟的危害，是每名孕妇

的一项基本权利。

每名孕妇均有权利在家庭、工

作场所及公共场所获得无烟环境。

所有针对孕期烟草使用和二手

烟暴露的干预措施均应包括：

▪	以妇女为本，并具有性别敏感
性；

▪	适宜当地文化，可被当地社会
接受；且

▪	以非评判和不歧视的方式提供
服务。

卫生中心和医院及门诊需要通

过提供无烟医疗卫生环境，并使卫

生工作者成为“无烟行为楷模”，

从而“践行其卫生工作者所传授之

道”。

人期更容易发生慢性疾病。孕期和或产后

吸烟的母亲的婴儿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的

风险更大。

用于烟草制品的家庭支出，也使得家

庭对于诸如食物、交通、住房和卫生保健

等基本需求的支出下降，因此增加孕妇及

其婴儿面临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

孕期是戒烟的一个时机

孕期是孕育新生命的过程，也是关注母

亲健康的时刻，不失为一个“宣教时机”。

同样的，这也是孕妇伴侣和家庭其他成员可

能更愿意戒烟的时机。

据估计80%的孕妇都至少参加一次产

前检查，和技术娴熟的卫生人员（医生、

护士或者助产士）接触，她们的配偶通常

会陪同参与。2010年据估计全球有1.37亿婴

儿出生，因此孕期是发现1亿余名孕妇中的

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者，并给予干预的

绝佳时机。孕期也是一个直接促进妇女的

配偶共同参与，向其解释需要保护儿童免

受烟草和二手烟危害的原因的时机。孕期

妇女仍然相对年轻和健康，因此孕期还是

鼓励妇女戒烟的时机，要让其知晓戒烟越

早，健康收益越大。

首要原则

应该遵循下列首要原则来使用本指南

所提供的建议（见框1），这些首要原则基

于《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消除

所有形式的反妇女歧视公约》以及《国际

人口与发展行动规划》所强调的人权和道

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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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评论: 
▪	 烟草使用包括使用所有类型的有烟烟草及无烟烟草。

▪	 二手烟暴露包括暴露于家庭、工作场所及公共场所中可燃烧的烟草制品。

▪	 应同时评估丈夫/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烟草（有烟型和无烟型）使用情况。

▪	 在第一次产前门诊时，医护人员应向所有孕妇询问有关（过去及现在）烟草使用情况。应在
每次产检时向具有吸烟史的孕妇询问其当前烟草使用情况。在孕妇第一次产检时，每当生活
和工作场所中出现改变时，以及开始启动二手烟暴露干预措施之时，医护人员均应向其询问
二手烟暴露情况。

▪	 在诊所启动评估前：

I. 向临床工作者和其他医护人员提供培训和资料，使其可有效地、不具批判性的开展烟草使

用评估；

II. 临床工作者和其他医护人员应该训练有素，向那些确定（过去或现在）吸烟或者暴露于二

手烟的孕妇提供帮助或者干预措施。

医护人员应在孕期尽早询问所有孕妇有关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并在每次产前门诊时均询问。

评论：

▪	 心理干预涉及行为支持，可能包括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咨询、健康教育、激励和同伴支持
或社会支持。

▪	 应该在孕期尽早向目前或曾经吸烟的孕妇提供心理干预。

▪	 针对新戒烟者的建议基于在非孕妇人群中开展研究的结果。新戒烟者可能包括孕前吸烟，在
孕期或者早孕期，在第一次产检之前自动戒烟或不再使用烟草的孕妇。

▪	 来自某些国家的新兴证据提示，使用金钱激励可能比其他措施更为有效。但是，由于证据仅
来自少量人群，具有局限性，难以将其所报告的效果推广至全球人口。

▪	 深度成瘾的吸烟者可能需要高强度的干预措施。

▪	 干预时应该向吸烟的孕妇强调戒烟可实现体重增长，这是孕妇关心的问题。

▪	 干预时应该意识到配偶吸烟状态及其针对烟草使用或戒烟的态度的影响，并做出应对。

▪	 要认识到使用烟草毫无安全程度可言；有证据提示如果不能实现戒烟，减少吸烟量也能带来
益处。

▪	 当前几乎所有干预措施均是针对经加工卷烟的使用者，但是新兴证据提示相似的心理干预策
略也可应用于其他类型烟草（无烟型烟草，水烟等）的使用者。有限的证据提示，停止使用
无烟型和其他类型的烟草可能改善分娩结局。

▪	 考虑到这些干预措施的成本效果，规划成本不应成为立即实施这些干预措施的制约因素。

向戒烟的孕妇提供心理干预

医护人员应该向所有孕妇常规提供建议和心理干预，无论其当前吸烟或刚开始戒烟。

评价孕期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



评论：

▪	 经证据搜索未发现在孕妇使用丁胺苯丙酮（bupropion）或伐尼克兰（varenicline）进行戒烟

药物治疗效果方面存在可靠证据。

▪	 	当前无足够证据可以判断，孕妇戒烟时使用药物（尼古丁替代治疗，丁胺苯丙酮，伐尼克

兰）治疗是否有效。

▪	 	当前无足够证据可以判断，孕妇戒烟时使用药物（尼古丁替代治疗，丁胺苯丙酮，伐尼克

兰）治疗是否安全。

▪	 	虑及已知孕期吸烟可导致相当大的危害，且已知来自一般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使用尼古丁替

代治疗可带来益处，确实多个国家的指南已经推荐在医学指导下对孕妇进行尼古丁替代治

疗。

对于是否使用尼古丁替代治疗作为孕妇戒烟时的支持措施，指南制定小组未提出任何建议。

指南制定小组不建议使用丁胺苯丙酮（bupropion）或伐尼克兰（varenicline）作为孕妇戒烟时的支
持措施。

指南制定小组建议，进一步开展有关孕妇戒烟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的研究。

向戒烟的孕妇提供药物治疗

评论：
▪	 卫生机构应该向使用烟草的员工提供戒烟服务。

保护孕妇免受二手烟危害（无烟公共场所）

所有医疗机构应该是无烟场所，以保护所有员工、患者和包括孕妇在内的来访者的健康。

所有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均应是无烟场所，以保护包括孕妇在内的所有人。

评论：

▪	 干预的整体目标应致力于消除来自家庭的二手烟暴露。

▪	 降低二手烟暴露的努力也有助于减少孕妇主动吸烟。

保护孕妇免受二手烟危害（无烟家庭）

医护人员应该向孕妇及其配偶和家庭成员提供有关二手烟暴露风险的信息和建议，以及在家庭中
减少二手烟暴露的策略。

如果可能，医护人员应该促使孕妇配偶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告知他们孕妇暴露于二手烟的风
险，并促进减少孕妇对二手烟的暴露，同时提供戒烟支持。



世卫组织关于孕期烟草使用和
二手烟暴露的预防和管理建议 

本指南由谁制定？
为制定这些建议，世卫组织从全球所

有区域挑选具有生殖健康、戒烟、控烟政

策、人权等领域的技术专长的人员，组建

指南制定和审核小组。合作伙伴提供技术

支持，合作伙伴包括相关领域并具有技术

专长的国家级及国际机构，包括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国

际红十字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国

际儿童紧急救助基金。终端使用对象——
卫生工作者、来自受本建议影响的社区

居民，包括一名研究土著居民健康的专

家——均参与制定小组和审核小组。

本指南供谁使用？

本指南的各项建议供下列人员使用：

▪	 诸如全科医师、家庭医师、产科医

师、内科医师、助产士、护士和其他

医护人员。

▪	 	到孕妇家庭向其提供产前保健的传统

助产士和社区卫生工作者。

▪	 	公共卫生决策者、卫生保健规划管理

者和卫生机构管理者。

如何使用本指南
在卫生系统可为医护人员提供促进

控烟环境的地方，这些建议将更为行之有

效。促进控烟环境，包括使卫生机构成为

无烟场所，向使用烟草的医护人员提供戒

烟服务，向不同级别的医护人员（内科医

生，中级、初级及社区卫生工作者，以及

没有经验的卫生工作者）提供适宜的培训

和材料，以及修改卫生系统的产前保健表

格或其他的记录工具，以增加一个核对框

或者空白处，供医护人员记录孕妇的烟草

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以及相关行动采纳

情况。

应用这些指南的特别方法：

卫生服务提供者

▪	 询问，询问并再次询问：

	— 	在孕期每次见面时均询问孕妇有关

其烟草使用情况，以及在家庭和工

作场所是否暴露于二手烟。

	— 	询问孕妇配偶是否在家吸烟。

▪	  教育：向孕妇，如果可能同时向其配

偶解释，烟草烟雾及二手烟将对其未

出生的孩子造成伤害。

▪	  记录：在孕妇的医学记录上注明其是

否正在使用烟草和/或暴露于二手烟。

▪	  行动：提供建议、宣教资料和帮助，

将其转诊，以便

	— 	帮助孕妇戒烟；

	— 	帮助其配偶确保家庭无烟。

卫生服务管理者

▪	 培训：向内科医生、助产士、护士及

其他卫生工作者提供戒烟方面的培

训。

▪	  强化：在卫生保健机构加强无烟政

策，并向员工提供戒烟支持。

▪	  支持：提供适宜的方案、工具和宣教

资料和帮助，以协助孕妇及其配偶戒

烟。

▪	  促进：提供对配偶友好的产前门诊，

制定针对吸烟的家庭成员的宣教资

料。

决策者

▪	 制定、颁布并加强在公共场所禁烟的

法律；

▪	  投入资源，以确保所有卫生机构成为
无烟场所；

▪	 	投入资源，解决孕妇使用烟草问题。



研究重点
需要通过开展基本研究和支持设计

孕期和产后干预措施的随机对照试验，弥

补已查明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存在的重大缺

口。很少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展有

关研究。此外，还缺乏关于采取有效措施

处理孕期使用替代型有烟烟草或使用无烟

烟草以及为孕妇创造无烟家庭环境的研

究。

查明孕期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

需要研究如何有效评估烟草使用情

况，重点是研究以下重要内容：

▪	 如何尽量查明孕妇使用烟草和二手烟

暴露情况？（如何询问，询问什么，

询问谁，如何记录。）

▪	 	自报评估与经生物化学方法核实的评

估。

▪	 	如何客观评估孕妇使用无烟烟草和二

手烟暴露情况？

▪	 	使用生物化学方法核实烟草使用情况

是否会影响孕期吸烟减少率和戒烟

率？

▪	 	以准确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采取生

物化学核实方法评估无烟烟草使用情

况。

▪	 	用于核实戒烟的孕期适当具体分界

点。

▪	 	用于评估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

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

向戒烟的孕妇提供心理干预

需要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针对

下述心理干预措施开展疗效和有效性研究

并研究如何实施这些措施：

▪	 	使用“5A法”（即询问、评估、指

导、协助和安排）实行简短干预。

▪	 	向孕妇反馈胎儿健康状况或衡量烟草

烟雾生物标志物的副产品。

▪	 	动机式访谈。

▪	 	为促进戒烟提供资金奖励（应急管

理）。

▪	 	能够预防在妊娠早期自动戒烟妇女在

妊娠后期或产后重新吸烟的有效干预

措施。

▪	 	针对所用各种烟草制品和针对采取干

预措施的各类卫生保健人员评估具体

心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向戒烟的孕妇提供药物治疗

▪	 	研究有助于或影响服用治疗药物的因

素。

▪	 	审查妇女采用尼古丁替代疗法的效果

（安全状况和有效性），尤其在一向

有大量孕妇采取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英

国开展这一审查工作。

▪	 	开展比较研究，比较为孕期戒烟大量

采用尼古丁替代疗法与少量采用尼古

丁替代疗法的效果。

▪	 	试验顾客偏好（顾客选用的尼古丁替

代疗法种类）。

▪	 	监测孕期采用药物治疗现况（重点是

查明妇女是否根据卫生保健人员的建

议或处方进行药物治疗以及是否在无

医嘱的情况下进行药物治疗）。

▪	 	高度依赖尼古丁的用户进行药物治疗

情况。

保护孕妇免受二手烟危害（无烟公共场所）

▪	 评估无烟公共政策对用户戒烟、二手

烟暴露和妊娠结局产生的影响。

▪	 	通过采用自报或经生物化学核实的方

法研究在公众场所、工作场所以及住

家中个人二手烟暴露情况，评估公众

遵循无烟法规情况，尤其在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中开展评估。

▪	 	评估无烟法规对无烟家庭或禁烟家庭

流行程度的影响。

简
版



*	在指南完整版中有更长的指标清单。

保护孕妇免受二手烟危害（无烟家庭）

▪	 	最好如何接触和动员孕妇的伴侣以及

其他家庭成员减少家庭成员吸烟，进

而减少孕妇在家中二手烟暴露程度。

▪	 	最好如何采用生物化学方法核实孕妇

减少二手烟暴露程度以及伴侣戒烟情

况。

▪	 	确定价廉物美的空气质量监测器和将

监测器作为干预工具鼓励减少在家中

吸烟的有效性。

▪	 	确定为有效预防家中二手烟暴露而需

干预的强度。

▪	 	如何增强卫生保健人员对检查孕妇二

手烟暴露程度重要性的认识。

评估
衡量成功与否：用于评估本指南影响

的选定指标*

全球水平

▪	 在产前门诊表格中常规记录孕妇烟草

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的国家的数量

▪	 	不同国家，不同医疗机构中使用当地

语言的宣教资料的可及性

▪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修改建议的国家指

南的数量

▪	 	有经费并得以实施的有关本议题的随

机临床试验的数量

▪	 	孕妇戒烟药物治疗相关出版物的数量

国家水平

▪	 获得评价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相关

培训的医护人员的比例

▪	 	确定孕妇的烟草使用频率（每周/每天

的使用次数）

▪	 	产前门诊表格中有专门位置，用于记

录孕妇的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

以及采取行动情况的比例

▪	 	可在产前门诊以适宜的访问间隔，获

得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情况的评估

服务的孕妇所占百分比

▪	 	（曾使用烟草）在劝诫戒烟后确实戒

烟的孕妇所占比例

▪	 	确认暴露于二手烟的孕妇所占比例

▪	 	（曾暴露于二手烟）在劝诫戒烟后报

告减少了二手烟暴露的孕妇所占比例

▪	 	为医护人员举办的有关干预服务的培

训会议的数量

▪	 	产前门诊使用当地语言的方案和工作

帮助的可及性

▪	 	国家、亚国家和地区级别是否颁布禁

烟法律

▪	 	经观察对禁烟法律的遵守率

▪	 	无烟（公立及私立）卫生机构所占百

分比

▪	 	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的烟草使用流行率

和戒烟率

世卫组织关于孕期烟草使用和
二手烟暴露的预防和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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