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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评估卷烟图形警示标识（GWL）对吸烟

率的影响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监管影响分析（RIA）的一项关键指标，也是

制定监管细则过程中法律要求的一部分。然而

，有关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影响的证据却很

稀缺。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批判性分析在FDA监管影

响分析中所采用的评估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

影响的方法，并推荐新的研究方法，评估加拿

大在采用图形警示标识后，全国成人吸烟率所

受到的影响。

方法   以美国为对照组，应用类实验研究方法

测量加拿大在2000年后实行图形警示标识的

影响。

结果   我们发现，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在采用

图形警示标识后吸烟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我

们的分析表明加拿大在采用图形警示标识后，

吸烟率下降了2.87-4.68个百分点，相对降幅

12.1-19.6%；其效果比FDA所评估的只是下

降了0.088个百分点大33-53倍。此外，我们

证明了FDA对此影响的评估是有缺陷的，因为

该评估方法对变量选择、模型设定和分析时间

段的变化高度敏感。

结论   在卷烟包装上采用图形警示标识可以降

低吸烟率。应用我们对加拿大图形警示标识的

分析，我们估计如果美国在2012年时实行了图

形警示标识，到2013年美国的成人吸烟者将会

减少530-860万人。我们的分析证明了FDA评
估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影响所采用的方法是

有缺陷的。在该方法成为标准之前纠正这些问

题，对FDA能有效监管烟草产品具有关键意义

。

前言
2009年颁布的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案

（FSPTCA）赋予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监管烟草产品生产、分配、销售和市

场营销的权利。该法案的关键条款之一是要求

在卷烟和无烟烟草产品上采用更突出的警示标

识。法案特别要求采用图形警示标识（GWL）
，而且标识要覆盖卷烟包装正反面的二分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1条所推荐的最低百分比）（出版号111-31 
§201(a), 123 至 1776, 1842-45. 2009）

2011年6月，也就是在FSPTCA成为法律

两年后，FDA发布了第一项有关图形警示标识

的监管条例，但此条例被烟草业质疑并随后被

美国上诉法院推翻（请参看图1，FDA之图形

警示标识条例相关事件时间表）。法院否决

FDA监管条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未提供“丝

毫证据”证明图形警示标识能“减少美国吸烟

者数量”（RJ Reynolds Tobacco Co v FDA, 
696 F3d 1205, 1219, DC Cir 2012）。

虽然法院作出了如此判决，但是事实

上已经有许多文献详尽记载了警示标识，

尤其是大而醒目的图形警示标识的有益影

响 [1,2]。有研究证实卷烟包装上大的图形警

示标识对于吸烟者和非吸烟者都是一项重

要的健康信息来源 [3]。图形警示标识降低

了卷烟包装的吸引力，使人们增加了对吸

烟相关风险的健康知识、意识和认知 [5-11]， 

强 化 了 戒 烟 意 愿 [ 5 ]， 鼓 励 戒 烟 [ 4 , 7 - 9 , 1 2 ]， 

增加了戒烟热线的应用[13]，预防复吸[14]，抑制

了吸烟尝试[4,7,8]，并且降低了成为吸烟者的几

率[12]。

虽然有关图形警示标识的有效性的研究成

果很多，但至今这些证据更注重对个体而非群

体水平的影响，而且对有效性的验证更多的是

采用吸烟行为的远端而非近端指标。另外，有

关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影响的证据有限。这

些有限的证据对于与FDA提出的图形警示标识

有关的法律和政策的争论产生了关键影响，尤

其是上诉法院没有认识到其自身所采用的大量

证据来自个体水平的研究成果而轻视了来自于

FDA的不充分的对群体水平研究的证据。

作为条例制定过程的一部分，法律要求

FDA评估与其提出的条例有关的所有成本和收

益（即监管影响分析），并且在需要监管手段

时选择能产生最大净收益的方法。准确评估图

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影响是FDA监管影响分

析的一项关键指标。在进行图形警示标识条例

的经济分析时，FDA依赖于加拿大的经验来评

估图形警示标识对美国吸烟率的影响。FDA首
先比较了1991年到2009年加拿大和美国实际

以及推算出来的吸烟率变动趋势，在估算吸烟

率时考虑了加拿大在2000年实行图形警示标

识之前两国经调整通货膨胀后卷烟税变化的影

响。两国2001年到2009年推算吸烟率和实际吸

引用建议： 
Huang J, Chaloupka FJ, 
Fong GT. Tob Control 
2014;23:i7–i12.

原创论文

Huang J, et al. Tob Control 2014;23:i7–i12. doi:10.1136/tobaccocontrol-2012-051170 i7

    更多资料仅发布于
网上，如需参考请浏览
在线杂志（http://dx.doi.
org/10.1136/tobaccoco 
trol-2013-051170）

1Health Policy Center,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USA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Waterloo,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3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System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4Ontario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Toronto, Ontario,
Canada  

通讯作者:
Dr Jidong Huang 
地址：
Health Policy Center,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1747 West 
Roosevelt Road, Chicago, 
IL 60608, USA 
电子邮箱：
jhuang12@uic.edu

2013年5月28日收稿

2013年10月7日修订

2013年10月15日接受

2013年11月11日在线优

先发表

t



烟率的差异假定为加拿大采用图形警示标识所致。FDA估

算得出，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下降的影响为0.088个百分

点，相当于美国吸烟率相对降幅0.4%。

FDA的方法存在几个主要问题（参看表1对这些问题的

总结）。首先，FDA使用了卷烟消费税而非吸烟者实际支

付价格来量化卷烟价格对吸烟率产生的影响。卷烟消费税、

官方卷烟价格指数和吸烟者实际支付价格可能变动的方向不

同。控制卷烟税可能会导致过多（过少）的评估税收变化对

吸烟率差异化下降的影响，从且减弱（增强）所估算的图形

警示标识影响。另外，FDA的方法没有采用统计上的显著性

检验来检验采用图形警示标识后造成的吸烟率变化的统计显

著性；因此，所估算出的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是否与0有统

计上的显著差异无法得到确认。最重要的是，FDA的方法不

允许采用因果关系解释图形警示标识影响。

FDA方法存在的这些问题可能已经严重影响了对图形警

示标识对吸烟率的影响的估算，这就需要一次周密合理的复

检。本文中，我们批判性地分析了FDA在估算图形警示标识

对吸烟率的影响时所使用的图形警示监管影响分析中的方

法。本文应用类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加拿大在实施图形警

示标识前后吸烟率的变化，并与仍未实施图形警示标识的美

国的数据相比较，为不断增加的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的证据

锦上添花。

方法
双重差分模型

为检验实施图形警示标识对全国成人吸烟率的影响，我们

援用FDA的方法，使用1991-2009年美国和加拿大成人吸

烟率的数据，即加拿大自2000年引入图形警示标识前后

9年的时间。以加拿大为实验组（2000年后受图形警示标

识影响）、美国为对照组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采用类实验

方法的例子—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研究者普遍用该方法来

评估导致政策改变的因果效应[15]。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及其

在随机化方面的优势已被很好的证明[16-18]。类实验方法在

这种情形下尤为适用，因为在该案例中，人群样本和司法

管辖区域在实行图形警示标识之前并不能被随机化。

FDA专注于加拿大实施图形警示标识的经验的原因有三

方面：第一，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与美国在文化和

地理上都更具有可比性；第二，加拿大是首先实行图形警示

标识的国家之一，因此能提供更多可供检验的数据点；最

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的类似政策相比，加拿大图形警

示标识政策与FDA在图形警示标识条例里提出的监管规定更

为相似（参考FDA最终条例）。为分析FDA的分析方法，我

们也专注于分析加拿大的吸烟率数据，以便与美国的数据相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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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FDA图形警示标识（GWL）监管影响分析的缺陷

1 FDA使用了卷烟消费税而非吸烟者实际支付价格，

这减弱了所估算的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影响

加拿大 美国

调整通货膨胀后的平均卷烟

税（2001-2009年）
上升123% 上升117%

调整通货膨胀后的 

平均官方卷烟价格指数

（2001-2009年）

上升 64% 上升42%

吸烟者实际支付的平均卷烟

价格（2002-2011年）
下降 4% 上升25%

2 在预测美国和加拿大吸烟率时，FDA没有利用整个研

究时期（1991-2009年）所有能获得的数据点

3 无法确认所估计出的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是否与0有
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4 FDA的方法不允许采用因果关系解释图形警示标识

影响。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图1  FDA图形警示标识条例和相应法院裁决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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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2日
国会通过家庭预防吸烟和烟草控
制法案（FSPTCA）授权FDA监管

烟草产品。

2011年8月16日
5家烟草公司起诉FDA，认为其
新颁布的图形警示标识条例触
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2011年6月22日
FDA发布了卷烟包装和广
告警示条例的最终版本，
要求实施图形警示标识。

2012年8月24日
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裁
定图形警示标识侵犯了烟草
公司的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
权利，因此是违宪的。

2013年3月15日
司法部宣布其不会对特
区巡回上诉法院的
裁决提出上诉。

2012年2月29日
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的联
邦法官作出有利于烟草公司
的判决，阻止FDA实施图形
警示标识条例的各项要求。

2012年9月22日
原定图形警示标识生效日期。

2012年12月5日
华盛顿特区巡回上
诉法院驳回FDA的
要求所有法官重新
审理此案件的请求。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本文中，我们应用了一种特殊的类实验设计——双重差

分（DD）模型，以评价、估计并检验图形警示标识对全国

成人吸烟率的影响。一般的DD模型形式如下：

结果 = β1实验组 + β2政策改变后

         + β3实验组 × 政策改变后

         + β4X + e
(1)

“实验组”为0-1变量，1代表服从于被检验政策的辖区或

者个体（此例中为图形警示标识）。估计系数β1代表实验组

（加拿大）和未实施政策的对照组（美国）之间的区别。 

“政策改变后”是一个二分类变量，1代表实施政策后观测

到的数据。估计系数β2代表政策前和政策后时间段的区别。

关键的参数为β3，实验组和政策改变后指标间的交互项。它

代表政策在实施后对实验组的估计影响。最后，X为控制变

量的向量（此例中为卷烟价格），e为异质误差项。

双重差分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的

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不影响估计。这与我们的分析是相关的，

因为尽管美国和加拿大有相似性，但他们仍存在主要区别。

模型说明

为说明我们的方法和FDA的方法的区别，我们依据以上陈列

的一般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以下的方程，其中使用了FDA用
过的同时期吸烟率数据。

ln（吸烟率）=  截距+β1加拿大+β2图形警示标识后

+β3加拿大 × 图形警示标识后

+β4ln（消费税/价格指数）

+β5ln（趋势）+误差

(2)

方程（2）的因变量是全国吸烟率的自然对数形式。加拿大

的吸烟率取自加拿大卫生部的多项调查（包括一般社会调

查、加拿大吸烟调查、全国人口健康调查和加拿大烟草使用

监测调查），时间是从1991年-2009年，人口覆盖15岁及以

上人群。美国的吸烟率数据来自1994年-2009年的全国健康

调查，人口覆盖18岁及以上人群。我们的分析中使用的吸

烟率取自FDA最终条例中的表4。
方程（2）中，“加拿大”为二分类变量，1代表加

拿大，为实验组，0代表美国，为对照组。“图形警示标

识后”为二分类变量，1代表2000年以后的时间段，0反
之。“加拿大×图形警示标识后”是实验组（加拿大）和图

形警示标识后时间段的交互项。β3表示采用图形警示标识后

图形警示标识对实验组（加拿大）的影响。“趋势”是月份

趋势变量，用于衡量吸烟率的时间趋势，其建立基于在每个

国家进行关键调查的特定月份。该变量自1991年1月开始取

值为1，然后每个月增加1。该分析所用数据请参见在线发

表的补充附录1.

卷烟税/价格的控制

卷烟税/价格是影响吸烟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9,20]；因此在

评价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时首先要控制它们对吸烟率的影

响。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三种替代测量指标来测量

卷烟税/价格的影响。第一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经调整通货

膨胀后的卷烟消费税。此变量是加拿大联邦和省/特区卷烟

消费税率之和的人口加权平均值，及美国联邦和经人口加权

的州卷烟消费税率之和的平均值。它覆盖了1991年-2009年
整个研究时期。

控制卷烟消费税而非价格，忽略了税率、零售价格和消

费者实付价格之间复杂的关系，可能导致在估算图形警示标

识影响的过程中存在偏差。为了解释这些复杂关系，我们使

用了两种替代价格指标。首先，运用了官方卷烟价格指数。

美国官方卷烟价格指数来自劳工统计局汇编的每月烟草和烟

草产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按总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校正以控

制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且这是针对美国烟草调查的按月份所

建立的平均烟草价格指数。加拿大官方卷烟价格指数的建立

来自加拿大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有关卷烟的部分。该指数

根据加拿大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了校正，并平均到加

拿大吸烟调查所覆盖的月份。官方价格指数也覆盖了1991
年-2009年整个研究周期。卷烟税和官方价格指数在2002年
1月都被正态化并指数化为1。美国卷烟税和价格变量按美

国美元和加拿大加元之间的汇率正态化到加拿大水平。

考虑到吸烟者可能会获取未上税的卷烟，以及可以选择

低价卷烟品牌，官方的卷烟价格数据可能不能反映吸烟者实

际支付的价格。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修正了官方价格指

数以体现吸烟者实际支付价格。该价格数据来源于国际烟草

控制政策评价项目（ITC）2002年-2009年间在加拿大和美

国的多轮调查所收集的自报价格。ITC项目的烟草价格经通

货膨胀校正，成为调查每个国家吸烟率的月份期间的平均价

格。与其他两个价格指标类似，它也在2002年11月正态化

并指数化为1。在我们的分析中，最后一项测量指标是建立

在结合官方价格指数（1991-2001）和ITC项目价格（2002-
2009）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关键假设之一是加拿大吸烟率相

对于美国的下降是由于图形警示标识的作用，因为我们并

没有控制两国可能对吸烟率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比如烟

草控制政策的变化以及其他随时间产生变化的因素。方程 

（2）也假设两个国家在吸烟方面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但

是该假设有可能是不确切的。为了放宽这个假设，我们重新

估计了方程（2），加入了一个趋势和“加拿大”变量的交

互项，以衡量两国不同的趋势影响。

研究结果
表2显示了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估计影响。模型1控制

了卷烟税，模型2控制了官方卷烟价格，模型3控制了吸烟

者实际支付价格。模型4、5、6与模型1、2、3相类似，但

是考虑了两个国家的不同趋势。

表2的第一行显示了对β3的估计值，即2000年在加拿大实

施图形警示标识后的影响。在所有模型里它们都具有统计显

著性，系数的取值范围从-0.13到-0.22。这些估计表明图形警

示标识降低了加拿大的吸烟率，程度从12.1%（e-0.13-1）到

19.6%（e-0.22-1）。模型结果显示：如果美国实行了类似加

拿大的措施，推行了图形警示标识，以2001年前美国的吸烟

率23.9个百分点为起点，美国的吸烟率有可能降低2.87-4.68个
百分点。我们所估计的美国吸烟率下降程度比FDA所估计的

下降0.088个百分点大了33-53倍。2011年美国成人吸烟者的

人数为4380万，我们的模型结果显示：如果2012年美国实行

了图形警示标识，2013年美国成人吸烟者将能减少580-860万
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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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说明了FDA方法的缺点及其估计结果的不稳健性。

我们首先复制FDA的方法（模型A），接着我们以官方价格

指数代替卷烟税以修正FDA的模型（模型B），以吸烟者实

际支付价格代替卷烟税以修正模型（模型C），以及应用了

两国从1991年-2009年整段时间的数据的模型（模型D-F）
，而非像FDA那样只用了2001年以前的数据。表2的结果显

示，基于FDA方法的估计在各模型间差异相当大。各模型

间不仅影响的数量级在变化，而且方向都在变化。更重要的

是，由于FDA的方法不能进行统计上的检验，根本无法确定

图形警示标识的估算影响是否与0有统计上的差异，更不能

进行因果解释。我们对FDA的复制分析（模型A）与FDA的
分析有少许不同，可归结于三个原因。第一，加拿大联邦消

费税在不同省/特区间有所差异，FDA没有详细说明他们如

何建构加拿大联邦税率。我们把省/特区人口加权平均数作

为加拿大的联邦税率。第二，构建年度税率时，我们考虑了

税率的生效日期。FDA最终条例没有提供有关年度税率如何

构建的信息。第三，最终条例里没有关于样本的趋势变量是

如何根据为期两年的调查进行构建的信息。我们运用了中点

方法。尽管有这些小的差异，我们的复制模型（模型A）的

估计参数的数量级以及它们的标准差十分接近FDA的估计

（参看在线附录2和3）。

结论及讨论
自2000年加拿大在卷烟包装上采用图形警示标识以来，有

超过40个国家已经采用了类似的醒目的图形健康警示信息
[22]。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者的一系列的

影响，包括健康知识、风险认知、戒烟意向、戒烟尝试、戒

烟热线的使用、卷烟消费和卷烟复吸[12]。此研究进一步补充

了以上研究成果，即通过检验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影响

证明其有效性。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分析指出了FDA在图形警示标识

监管影响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上的几个严重缺陷。我们的

分析显示加拿大采纳图形警示标识使得成人吸烟率降低了

12-20%，比FDA的估算大33-53倍。另外，我们的估算显示

如果美国在2012年实施了类似的图形警示标识，2013年美

国成人吸烟者将可减少530-680万人。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最

近个体水平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是有可比性的[12]，也与针对

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的模拟模型预测的结果一致[23]。与那些

关注中期结果的研究（比如风险认知或者戒烟意向）相比，

直接检验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影响使得我们可以量化图

形警示标识对一个国家吸烟者数量的影响，而这对政策制定

者来说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类实验方法使

得对于图形警示标识于吸烟率可能的因果影响的推论得以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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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图形健康警示标识的影响

Ln(吸烟率)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加拿大 & GWL后交互项 -0.145*** -0.163*** -0.181*** -0.129* -0.181** -0.219***
(0.0367) (0.0425) (0.0455) (0.0644) (0.0722) (0.0750)

加拿大0-1变量 0.229*** 0.137*** 0.128*** 0.319 0.0405 -0.0833
(0.0389) (0.0320) (0.0343) (0.290) (0.317) (0.332)

图形警示标识0-1变量 0.00610 -0.0257 -0.0478 -0.00430 -0.0133 -0.0194
(0.0332) (0.0366) (0.0385) (0.0474) (0.0550) (0.0590)

ln(月趋势) -0.114*** -0.101*** -0.0994*** -0.0972 -0.120* -0.142*
(0.0175) (0.0196) (0.0216) (0.0578) (0.0667) (0.0701)

ln(消费税指数) -0.172*** -0.178***
(0.0450) (0.0491)

ln(价格指数 不包含ITC价格) -0.135** -0.130*
(0.0612) (0.0649)

ln(价格指数 包含ITC价格) -0.0715 -0.0623
(0.0709) (0.0732)

加拿大 & 趋势交互项 -0.0197 0.0218 0.0479
(0.0628) (0.0711) (0.0746)

截距 3.511*** 3.540*** 3.573*** 3.429*** 3.631*** 3.769***
(0.0789) (0.0913) (0.0967) (0.274) (0.308) (0.320)

观察值 29 29 29 29 29 29
R2 0.942 0.921 0.909 0.942 0.922 0.910
估计的加拿大吸烟率相对下降值 13.5% 15.0% 16.6% 12.1% 16.6% 19.6%
估计的美国吸烟率百分点下降值 

 (2001年前 基准=23.9%)
3.11 3.59 3.97 2.87 3.97 4.68

括号内为标准差。

*p<0.10, **p<0.05, ***p<0.01。
GWL, 图形警示标识; ITC, 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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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估计图形健康警示标识的影响：分析FDA的方法

加拿大*
FDA
的方法

模型 A
添加卷烟

税的复检

模型 B
添加官方价格

指数的复检

模型 C
添加实付价

格的复检

模型 D
应用所有添加

卷烟税的样本

模型E
应用所有添加官方

价格指数的样本

模型 F
应用所有添加实

付价格的样本

加拿大未能解释的吸烟率

2001年以前时期

均值
0.129 0.079 0.050 0.050 0.072 0.041 0.136

2001年以后时期

均值
-0.501 -0.253 -0.116 -0.812 -1.777 -1.194 -1.574

差值(后 – 前) -0.630 -0.332 -0.165 -0.861 -1.849 -1.234 -1.711

美国† FDA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模型E 模型F
美国未能解释的吸烟率

2001年以前时期

均值
0.000 0.000 0.085 0.112 0.125

2001年以后时期

均值

-0.010  0.001 

-0.552 -0.475 -1.485 -1.686 -0.044 -0.061 -0.069

差值 (后 – 前) -0.541 -0.476 -1.485 -1.686 -0.130 -0.173 -0.194
（加拿大差值 – 

美国差值）
FDA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模型E 模型F

图形健康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估计影响

-0.089  0.144 1.320 0.825 -1.719 -1.061 -1.516
*加拿大估计/预测吸烟率见在线附录4。
†美国估计/预测吸烟率见在线附录5。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我们的研究存在几点不足。第一，我们没有考虑到加拿

大和美国在其它控制烟草措施上的不同，比如无烟环境政

策、市场限制和反吸烟媒体运动。这些控制烟草政策对我们

估算的影响取决于两国执行这些政策的力度和实施情况。如

果在我们的研究期间，加拿大和美国所执行的政策类似，那

么它们对我们的图形警示标识影响的估算结果没有影响。如

果一个国家的政策相对于另外一个国家更强一些，比如加拿

大的控烟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我们的分析结果有可能是高估

了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效果；或者如果反过来，有可能低估

了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效果。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解释双

重差分模型对图形警示标识影响的估算。 

虽然存在高估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在2000年之后，美

国推行的其它的控烟政策的强度和实施力度即使不比加拿大

大，也与加拿大具有可比性。比如，加拿大烟草法案除了

引入图形警示标识，还涉及广告和促销的禁令。2001年至

2008年美国至少41个州，外加哥伦比亚特区，制定或者充

分强化了关于烟草广告和促销、涉及青少年接触卷烟的途径

或免费样品和配送的法令[24]。类似的，2001年加拿大开展

了一项以减小烟草相关死亡和疾病为目标的公共教育、服务

延伸和大众媒体宣传活动，而美国传统基金会在2000年开

始开展了一项全国性广告宣传活动——“Truth”运动——

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旨在劝阻青少年吸烟。在过去的十

年里，加拿大在保护公众免受二手烟危害方面有了显著的

进展，从21世纪伊始时的只有5%的加拿大人免受二手烟危

害，到2009年加拿大所有的省和地区都建立了禁止室内公

共场所和工作场所二手烟的保护性立法。在同一时期的美

国，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的26个州和超过500个
地区在酒吧、餐厅和工作场所实行了全面禁烟政策。另外，

我们估计的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影响是2001年-2009年
这段时间的平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形警示标识的影响

可能会削弱，因为吸烟者习惯了该标识后，对图形警示标识

的新鲜感逐渐消失[25]。考虑到加拿大和美国其它烟草控制政

策和其它影响吸烟率的因素，以及图形警示标识随时间变化

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改进我们的分析。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我们的研究证明在卷烟包装上采用

大的图形警示标识能降低吸烟率。我们的调查结果对最近

FDA进行的有关图形警示标识的监管影响分析有直接的关联

和指导意义。这些调查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涉及到美国图

形警示标识的状况，而在美国法院支持烟草业对实施图形警

示标识所提出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法院对烟草业一方的

观点的支持源自于缺乏科学证据来表明图形警示标识可以降

低吸烟率，而法院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FDA自身不完

整的对图形警示标识在加拿大的影响的分析。

我们的分析显示FDA评价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影响的

方法是有缺陷的。FDA的估算对变量选择、模型设定和所用

时间段的变化高度敏感，而且不能在统计上检验图形警示标

识的影响。本研究证明了FDA分析的不足，而且表明如采用

一个更恰当的分析方法就能够揭示图形警示标识对成年人吸

烟率在统计上有显著的以及在实践上有重要的影响。

与我们的估计以及近期应用个体水平数据和模拟方法进

行的估算相比，FDA的监管影响分析明显低估了美国在采用

图形警示标识后对降低吸烟率的影响。如果FDA在图形警示

标识分析中采用的假设和方法成为标准，继续采用FDA的这

种经济分析方法可能导致低估FDA未来颁布的有关烟草产品

法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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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无法复制FDA的结果这一事实，显示了FDA
在研究方法和制定法规过程中严重缺乏透明度和完备性，这

需要其更好的文献记录，包括对数据来源、变量构建和所使

用的分析模型的更详细的描述。在该方法成为标准之前校正

这些问题，对于FDA有效地监管烟草产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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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关卷烟图形警示标识（GWL）影响的论著很

丰富，但是只有有限的证据涉及它们对吸烟率的影

响。本文进一步补充了不断增多的此方面研究的证

据，即通过检验图形警示标识对吸烟率的影响证明

其有效性。

 本研究证明卷烟包装采用大的图形警示标识降低了吸

烟率。而且，我们的分析显示FDA估算图形警示标识

对吸烟率影响的方法不完整。

t
t

本文贡献

Huang J, et al. Tob Control 2014;23:i7–i12. doi:10.1136/tobaccocontrol-2012-051170i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