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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中国卷烟健康警示和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图形和文字方式健康警示，评估中国卷烟

健康警示的效果。

方法：在4个中国城市（北京、上海、昆明和

银川）选择1169名研究对象（成年吸烟者、成

年非吸烟者和青少年），分别观看卷烟包装盒

上的10组健康警示，其中包括：（a）当前中国

的文字警示，占烟盒正/反面30%的面积（2008
年10月采用）；（b）中国2008年10月前使用

的位于烟盒侧面的文字警示；（c）4组图形方

式烟盒健康警示，覆盖烟盒正/反面50%面积，

包括加拿大的肺癌图片，新加坡的口腔疾病图

片，香港的坏疽图片和欧盟的动脉阻塞图片；

以及（d）同样4组警示但是去掉其中的图片仅

保留文字。研究对象分别为10组警示评分、排

序，具体指标包括每个警示促使吸烟者戒烟和

防止青少年吸烟的效果如何。

结果：两种中国警示评分情况最差，新版警示

仅略好于旧版。图形方式健康警示在排序和评

分上普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而4种国外文字警

示居中。结果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城市和性别

之间都具有一致性。

结论：（1）根据评分，图形方式的警示远比同

样的没有图形的警示更有效；（2）中国2008
年采用的新版健康警示与此前的旧版相比有效

性仅仅略有提高，但是仍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和

地区同类型的文字警示。结合以人群为基础的

评价研究，本研究结果表明图形方式的警示可

以显著提高中国健康警示的效果。烟草产品包

装上的健康警示是向公众提供关于烟草使用危

害宣传和教育的重要途径。1

健康警示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1条的中心内

容，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卫生条约，到2010
年8月为止，已在171个国家批准生效，覆盖全

世界超过85%的人口。第11条规定警示至少要

占包装正反面30%的面积，要有多个版本的警

示进行轮换，包装上必须印有产品成分信息。

除了这些基本要求外，《公约》还建议健康警

示占据包装表面积的50%，要包括图片内容和

明显的边界，以使得健康警示更加醒目，同

时要把警示位置放在包装的上部。这些建议

都涵盖在2008年11月第三次成员国大会通过的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实施

准则》当中。2

中国现有3亿多吸烟者。2005年10月中国

正式批准了《公约》，并慢慢开始逐步履约。

直到2008年10月，中国用的还是放在烟盒侧面

的而不是正面的，很小的文字方式健康警示， 

内容仅一句话：“吸烟有害健康”。
2008年10月，中国对这个健康警示进行了

改进。图1是新旧两版健康警示的对照。新版健

康警示具有下列特征：（1）占据正反两面30%
的面积，但是在设计上没有任何元素将健康警

示与包装其它部分的设计区分开；（2）健康警

示位于烟盒的下部而非上部；（3）健康警示

内容包括两条非常笼统的信息：“吸烟有害健康

（smoking is harmful to your health）”和“戒烟

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quit[ting] smoking early 
reduces health risk）”，而不是关于吸烟具体危

害的信息；（4）信息轮换仅仅是对第二条信息

内容稍加修改：“尽早戒烟有益健康”，第一条

信息内容始终保持不变；（5）背面的两条信息

和正面完全一样，但是全英文的（英文版警示

当中有一个语法错误；上面的逐字翻译当中已

作改正）。

尽 管 国 际 烟 草 控 制 政 策 评 估 项 目 

（ITC项目）所做的评估研究已经展示了图形方

式健康警示相对于文字警示在人群层面上的有

效性1 3-8，但是这些评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都没

有办法实现对单个健康警示之间的更加细微的

比较。其它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实验性研究

尤其适合用于确定具体的单个健康警示的相对

有效性。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Peters等人9开展

的研究。在该研究中，将美国吸烟者和非吸烟

者暴露于加拿大的图形方式健康警示或者美国

的文字方式健康警示。Peters等人发现，加拿

大图形方式健康警示引起了明显更大的负面反

应，同时被注视时间也比美国健康警示显著增

长。此类实验性研究对于检验健康警示具体特

征的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尚处于策划阶

段的国家的健康警示设计工作将很有价值。

本次研究的目的旨在比较三组中国群体 

（成年吸烟者、成年非吸烟者和青少年）对中

国新旧两版健康警示与四组来自其他国家和地

区（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和欧盟）的健康警

示的感知，其中既包括原版警示，也包括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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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文字内容但去除了图片内容的健康警示。研究对象从一

系列与公共卫生目的直接相关的重要方面，对10组健康警示

进行了评分和排序，其中包括对促使吸烟者戒烟的认知有

效性和防止青少年开始吸烟的认知有效性。为检验地区间

差异，本次研究共纳入了四个城市：北京、上海、昆明和银

川。本次研究开展的时间是2009年1月至2月。所有四城市

的报告都显示，到研究开展时为止，旧版的健康警示已经全

部或几乎全部被新版健康警示取代了。

方法
研究对象和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共1169人，参加研究的时间是2009年1月至2月。

本次研究设计为：城市（4：北京、上海、昆明、银川）×

性别（2）×研究对象人群（3：成人吸烟者、成人非吸烟

者、青少年（13-17岁））。表1是此次研究的研究设计和各

组的研究对象人数。表2是成年吸烟者和青少年两个研究对

象人群的描述性数据。成年吸烟者对于现有健康警示的反

应都提示这些警示缺乏影响力：仅28%到46%报告“经常”或
者“非常频繁”地注意到这些警示，仅9%到13%报告这些警

示“经常”或者“非常频繁”地让他们考虑吸烟的健康风险。

研究对象由每个城市当地居委会负责人和/或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CDC）人员负责招募，招募过程在全市居委

会和当地学校进行。

展示材料

我们制作了10组中文健康警示图片，包括旧版的中国健康警

示（位于烟盒侧面）和新版中国健康警示（占烟盒正面面积

30%）。我们从四个有图形方式烟盒健康警示的国家各选择

一个图形方式健康警示制作了高清晰度健康警示图片（加拿

大：肺癌；新加坡：口腔疾病；香港：坏疽；欧盟：动脉阻

塞）。我们将其中的文字内容全部翻译成了中文。我们分别

去掉了四组警示中的图片内容，制作了对应的纯文字版本。

我们使用电子图像软件将做好的健康警示放到一个烟

盒包装图片里，使制成的图片与FCTC第11条实施准则一致：

占据包装上部50%的面积，使用黑色粗线条边框与背景区分

开。所有10组图片（新旧版本的中国健康警示和另外8组合

成健康警示）都使用同一品牌（中华）的烟盒作为背景，以

保持图像一致性。

10组图像随机分配1到10的编码，便于区分，供研究对

象评分和排序。使用相片纸打印标号编码的烟盒图片。每

幅烟盒图片尺寸约为57×90mm，同实际的烟盒尺寸（约

55×88mm）几乎完全一样。

图2是所有10组图片。

测量方法

健康警示调查前问卷每位研究对象首先填写一份简短的问

卷，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信息（如年龄、性别等）和

对于吸烟的各种态度和看法。吸烟者另外填写一些关于其

吸烟史和当前吸烟情况（如每日吸烟量）的信息，问卷采

用ITC中国调查的标准用语。（见http://www.itcproject.org/
research/surveys/itcchina）。

翻译任务

设计翻译任务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研究对象是否能够理解

烟盒背面的健康警示。正如前面介绍的，烟盒背面的健康警

示内容是全英文的。第一句是新版中国健康警示的第一条信

息：“Smoking is harmful to your health”，第二句是烟盒包装

健康警示的第二条信息：“Quit smoking early is good for your 
health”（这句有语法错误的信息与中国使用的健康警示原

文一致）。翻译任务被安排在研究对象接触上述各健康警示

之前，这样一来，研究对象就不会得到任何翻译答案提示。

健康警示评分任务

每位研究对象针从两个方面对10组健康警示进行评分：

（a）每种警示促使吸烟者戒烟的效果如何？（b）每种警

示防止青少年吸烟的效果如何？研究对象使用5分等级进行

评分，其中：5=极其有效，4=非常有效，3=有些效果， 

2=有点效果，1=完全无效（调查内容还涉及了其它的评分

任务，如情绪反应和真实度评分，不在本文分析范围内）。

健康警示排序任务

每位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对10组健康警示进行排序：（a）
促使吸烟者戒烟；（b）防止青少年开始吸烟；（c）向公众

传达吸烟危害；（d）展示中国政府对于减少吸烟是严肃认

真的。

研究论文

图1.中国境内卷烟包装上旧的健康警示（2008年10月以前）

和新的健康警示（2008年10月以后）

 

成年吸烟者

 

成年非吸烟者

青少年 

 (13-17 years)

城市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合计

北京  55  40  39  47  51  45  277
昆明  50  50  46  50  50  50  296
上海  51  52  47  50  50  50  300
银川  50  48  48  50  50  50  296
合计 206 190 180 197 201 195 1169

表1. 研究设计及研究对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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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中使用的健康警示图片，包

括中国新旧健康警示。注：每张图片

下的数字是为其分配的随机序号。

成年吸烟者

特征 北京 (n = 95) 上海 (n = 103) 昆明 (n = 100) 银川 (n = 98) 统计学检验

年龄
18–29 63% 60% 49% 48% χ2(9) = 11.6 p = 0.24
30–39 13% 13% 22% 20%
40–49 12% 17% 14% 20%
50+ 13% 10% 15% 11%

家庭月收入
< 3000元 44% 36% 48% 43% χ2(9) = 17.8 p = 0.038
3000–6999元 35% 29% 29% 28%
7000+元 12% 15%   6% 4%
无应答 9% 20% 17% 25%

每日吸烟者 83% 79% 79% 78% χ2(3) = 1.1 p = 0.78
每日吸烟量，均数（方差） 12.5 (7.9) 12.1 (8.1) 11.1 (8.3) 10.4 (8.2) F(3,387) = 1.3 p = 0.29
曾经尝试戒烟 61% 52% 61% 63% χ2(3) = 2.9 p = 0.41
早期吸第一支烟的时间

< 5分钟 26% 22% 22% 18% χ2(9) = 4.6 p = 0.87
5-30分钟 33% 27% 35% 30%
31-60分钟 15% 21% 18% 21%
> 60分钟 25% 30% 25% 31%

对自己烟瘾的评价：报告 

“有一些”或“很大”的百分比

87% 77% 86% 84% χ2(3) = 4.9 p = 0.18

吸烟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你的健康：

报告“有些”或“很大”的百分比

34% 30% 51% 57% χ2(3) = 21.0 p = 0.0001

你是否担心吸烟会损害你今后的健康：报

告“有些”或“很大”的百分比

36% 40% 62% 63% χ2(3) = 24.6 p < 0.0001

看到烟盒上的健康警语的频率：报告“经

常”或“非常频繁”的百分比

32% 46% 38% 28% χ2(3) = 8.2 p = 0.04

健康警语在多大程度上是你考虑到吸烟对

健康的危害：报告“很大”的百分比

9% 11% 12% 13% χ2(3) = 0.8 p = 0.86

青少年

特征 北京 (N=96) 上海 (N=100) 昆明 (N=100) 银川 (N=100) 统计学检验

年龄，均数（方差） 15.4 (0.6) 14.5 (1.3) 14.9 (1.9) 15.7 (1.0) F(3,392) = 17.4 p < 0.0001
吸烟状态

从未吸烟 98% 90% 79% 85% Non-daily versus daily:  
χ2(3) = 5.9 p = 0.12过去吸烟者 2% 9% 11% 10%

偶尔吸烟者 0% 1% 5% 4%
每日吸烟者 0% 0% 5% 1%

表2. 成年吸烟者和青少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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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警示调查后问卷

向所有研究对象询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认为烟盒上

提示的健康信息的数量是应该更多，更少还是保持不变？” 
答案分类包括“更少”、“保持不变”和“更多”第二个问题

是：“你认为政府应该将图片作为香烟包装上健康警示的一

部分吗？” 答案包括“是”和“否”。

调查过程

四个城市的当地CDC人员负责招募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以小

组形式在会议室和居民区的学校等场所参加调查。当进入实

验阶段时，研究对象被安排坐在桌前，彼此之间保持适当

距离，以确保各自答案保密。实验员（一名受过训练的当

地CDC人员）按照一份书面说明宣读每个实验部分的指示说

明。四个城市所有的实验过程均采用同样的说明。

在完成健康警示调查前问卷和翻译任务后，实验员请每

位研究对象拿起面前桌上的信封。信封内是10张健康警示的

图片，这些图片按照图2所示方式，随机从1到10编号。实验

员依次进行健康警示排序任务、健康警示评分任务和健康

警示调查后问卷。然后实验员向研究对象做口头总结，并发

给他们一份书面反馈表。最后，向每位研究对象发放20元
钱，作为对其参与研究的补偿。

研究程序和所有实验材料，包括图片和问卷都经过了中

国CDC伦理审查委员会和滑铁卢大学研究伦理办公室的伦理

学审批。

数据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使用卡方检验

分析差异。评分数据采用混合模型分析，采用事后比较检验

单个健康警示之间的差异。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以确定评

分和排序之间的一致程度。所有分析过程均采用SAS V.9.1软
件完成。

结果
健康警示有效性评分图3是所有研究对象对10组健康警示在

促使吸烟者戒烟方面的有效性评分均值。上斜线柱代表的是

4组图形方式的健康警示，实心柱代表的是4组非中国的文

字健康警示，下斜线柱代表的是中国的2组健康警示（新旧

两版警示）。

10组健康警示的有效性均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F（9,10 278)=785.32, p<0.0001）。任何两个健康警示均

数之间0.10分的差异在0.05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0.13分的

差异在0.01水平上有意义，0.17分的差异在0.001水平上有 

意义。

我们首先观察各种警示大类，所有4组图形方式的健

康警示在促进吸烟者戒烟方面的有效性得分最高，而后

是4组非中国的文字方式警示，二者之间差距达约0.5分
（p<0.0001），最后是2组中国的文字健康警示，与上一组

之间差距高达0.6分（p<0.0001）。

对不同图形方式健康警示之间进行比较，加拿大肺癌警

示得分最高，然后是新加坡的口腔疾病警示、香港的坏疽警

示，最后是欧盟的动脉阻塞警示。相邻两个警示之间的差距

均具有0.05级的显著性。在所有文字方式的健康警示中，加

拿大肺癌警示得分最高，接着是欧盟的动脉阻塞警示、香

港的坏疽警示，最后是新加坡的口腔疾病警示。最后，新

版的中国健康警示得分显著高于旧版警示（p<0.05），但是

得分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分最低的文字方式警示

（p<0.0001）。

图4为在防止青少年吸烟方面有效性的评分均数。结果

的基本模式完全一样。10组健康警示的评分完全重复了前面

的顺序，其中，只是加拿大肺癌图形方式健康警示和新加 

坡口腔疾病图形方式警示之间的差异在0.05水平上不具有显

著性。

图3. 不同健康警示在促使吸烟

者戒烟方面的有效性评分均值

（所有调查对象）

Tobacco Control 2010;19(Suppl 2):i69-i77. doi:10.1136/tc.2010.036483i72



研究论文

我们采用混合模型方差分析确定评分变化是否符合研究

设计当中因素的函数。结果对促使吸烟者戒烟和防止青少

年吸烟基本上是一样的：（a）各城市之间、研究对象人群 

（吸烟者、非吸烟者、青少年）以及不同性别之间无差异；

（b）警示具有很大的作用（p<0.0001）；（c）警示和城市

（p<0.0001）、警示和对象人群（p<0.0001）以及警示×性

别（p=0.017）之间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存

在的原因几乎完全是因为4组图形方式健康警示之间有效性

评分的差异和四组非中国文字方式健康警示有效性评分之间

的差异，而不是来自图形警示、文字警示大类之间的城市、

对象人群或者性别差异。评分基本顺序在各亚组（性别、城

市、对象人群）当中均未发生变化：4组图形警示有效性得

分总是远高于4组非中国文字警示，而4组非中国文字警示

得分也总是远高于2组中国警示。2组中国健康警示总是10组
警示当中得分最低的。

由于样本规模大，即便很小的均数差异也可以产生统

计学意义。为了展示新版中国警示和其它警示之间效应差

别的大小（与样本规模无关），我们计算了（a）新版中国

警示同得分最低的外国文字警示之间差异的Cohen’s d值和

（b）新版中国警示同得分最低的外国图形警示之间差异的

Cohen’s d值。对于健康警示是否促使吸烟者戒烟的有效性

得分，新版中国警示和得分最低的外国文字警示（新加坡的

口腔疾病警示）间的差异对应d=0.47，接近“中等”效应量的

基准值“0.5”；而新版中国警示和得分最低的外国图形警示 

（欧盟的动脉阻塞警示）之间差异对应d=1.36，远高于“高”
效应值的基准值“0.8”。针对防止青少年吸烟方面两组差异

的Cohen’s d值情况非常相似，分别是0.45和1.27。新版中国

警示和其它任何文字或者图形方式健康警示之间的所有比较

得出的效应量将更高。这些效应量计算结果表明新版中国警

示同研究中使用的其它国外警示，特别是图形警示之间在有

效性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健康警示有效性排序

排序任务的结果与评分任务结果完全一样。研究对象从两个

方面对10组警示进行了排序和评分。图5是健康警示促使吸

烟者戒烟有效性的排序均值，可以看出其中的模式几乎与图

3的评分均值完全一样。

图6为防止青少年吸烟的有效性的排序均值。尽管在4
组图形方式健康警示的内部顺序上有些许差别，如新加坡口

腔疾病警示排序最高，这与图4的评分均值有所差异，但是

总体的警示三级顺序关系依然明显存在。中国警示和其它 

文字警示之间的排序均值差距甚至比评分均值的差距更为 

明显。

我们采用计算每位研究对象排序和评分的对象内相关性

对排序和评分任务间的相似性进行了量化。在促进吸烟者戒

烟方面，排序和评分间的相关性均值为0.732；在劝说青少

年不开始吸烟方面为0.704。
作为图形警示和新版中国警示之间差异一致性的体

现，59%的研究对象将新加坡图形警示排序为防止青少年

吸烟最有效或者第二有效的警示。相较之下，81%的研究对

象将新版中国警示排序为效果最差或者倒数第二差的健康 

警示。

图7是从健康警示向公众传达吸烟危害的有效性排 

序均值。图8是展示中国政府对于减少吸烟的认真态度的排

序均值。尽管在某些级内存在细微的排序差异，对于这两个

指标结果也出现了同样的三级分化。

关于中国烟盒健康警示应当包括哪些内容的观点

在研究过程结尾询问研究对象对于中国烟盒健康警示 

应当包含哪些内容的看法。将近四分之三的研究对象 

（74.4%）都表示烟盒上应当包括更多的健康信息。仅有

6.0%说烟盒上应该减少健康信息，19.6%说烟盒上的信息量

应当和现在“保持不变”。认为应该增加信息量的观点比例在

昆明（77.7%）、银川（76.0%）和上海（75.5%）较高，在

北京相对较低（67.6%）（各城市与北京比较：p<0.035）。

同时，这一比例在青少年当中最高（81.5%），而后是成年非

吸烟者（77.5%），在成年吸烟者当中最低（64.2%）。青少

年和非吸烟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与预期的一样，二者都比

成年吸烟者显著更高（p<0.001）。然而，应当注意的是，

大多数成年吸烟者仍然是希望增加烟盒上的健康信息的。

图4. 不同健康警示在防止青少

年吸烟方面的有效性评分均值

（所有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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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80.7%的研究对象表示烟盒健康警示应当包含

图片内容。这一比例在成年非吸烟者（86.1%）当中显著高

于青少年（78.9%）和成年吸烟者（77.4%），后两者与非

吸烟者比较：p<0.025。这一比例在昆明（87.2%）和银川

（86.1%）较高，在北京（77.6%）和上海（71.8%）相对较

低；北京和上海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都显著低于银

川和昆明（p<0.007）。

英文警示信息的理解率

表3是能够正确翻译烟盒背面两句英文警示信息的研究对象

比例数据。在所有成年吸烟者（这一人群接触这些健康警示

的可能性更大）当中，仅有26.8%能够正确翻译“smoking is 
harmful to your health”，仅10.1%能够正确翻译“quit smoking 
early is good for your health”。跟预期一样，青少年当中能够

翻译这些英文信息的比例更大（p<0.0001），但是能够正确

翻译第二句的青少年比例也不到一半（47.7%）。

讨论
本实验研究覆盖了四个中国城市多种类型人群，研究结果有

力地支持了两个结论：第一，图形方式健康警示比文字方式

警示更加有效；第二，新版的中国健康警示效果不如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文字警示。这些有力结果在三个研究对象人群 

（成年吸烟者、成年非吸烟者和青少年），不同城市和性

别，以及其他不同层面之间的有效性测定都具有很高的 

一致性。

就健康警示主要目的核心，即有效宣传吸烟危害而言，

本研究的两个结论得到了支持。众多健康宣传实践都表明，

如果信息能够采用形象的，非常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展示方

式提供关于危害的具体的信息，其效果则更加有力。10 11 到
2010年2月为止，一共有35个国家采用了图形方式的健康警

示12，内容描绘了相当多的吸烟具体危害，包括肺癌、心脏

病、中风、口腔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慢阻肺，如肺气

图5. 不同健康警示在促使吸烟

者戒烟方面的有效性排序均值

（所有调查对象）

图6. 不同健康警示防止青少年

吸烟有效性的排序均值（所有

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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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和阳痿13。所有这些危害都已经得到了研究明确证实，

其中有的已经得到世人公认多年，因此，将它们编排进健康

警示是没有争议的，同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中

国关于吸烟具体危害的知识水平较低14，ITC四国调查（加拿

大、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结果显示健康警示对提高吸烟

健康危害的知识水平3和烟草烟雾成分知识水平4 15 具有有益

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力的预测结论，即使用

此类包含具体危害的健康警示将可以成为提高中国公众知识

水平的一个有效且低成本的方法。

本次研究结果明确指出，中国2008年10月采用的健康

警示并没有明显加强。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中国烟盒健康警

示，在10组警示中都无一例外地在排序和评分上垫底，其中

新版中国警示的有效性仅仅比放在烟盒侧面的旧版警示略高

一点点。在烟盒背面使用英文警示信息的做法被证明无效：

将近四分之三的成年吸烟者无法翻译文字警示中的第一句信

息，将近90%不能翻译第二句。这一结果支持了一个基本原

则，即各国不应采用外语向本国国民展示重要的健康信息。

本次研究结果同时还显示，中国民众希望政府使用更加

有力的健康警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烟盒包装上增加更

多的健康信息，同时甚至更多人还希望健康信息当中使用

图片内容。——即便是在吸烟者当中亦如此！值得注意的一

点是，研究对象是在看了我们为本研究制作的图形方式健康

警示之后给出上述答案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是基于实

实在在的实例，而不是纯粹的抽象概念的。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昆明位于中国烟草产业的中心，却有四个城市当中最大

比例的研究对象希望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健康警示。

局限性

本次实验在询问研究对象关于健康警示的看法前仅给予了有

限的接触，因此对于健康警示出现在烟盒上时的实际影响并

图7. 不同健康警示向公众传达

吸烟危害的有效性排序均值 

（所有调查对象）

图8. 不同健康警示展示中国政

府对于减少吸烟的认真态度的

排序均值（所有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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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调查研究和部分实验研究都指出，在健康警

示中使用图片可以有效促使受众考虑吸烟健康风险，

产生戒烟意图和实际戒烟行动。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

外的都是在高收入国家开展的。

这是第一项探讨图形方式健康警示在中国可能的效果

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实现对同一健康警示

加入和去掉图片内容后的具体比较，结果证实了图形

方式健康警示的优越性。研究结果在不同的城市、性

别、吸烟状况和年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对

中国新版（2008年10月）和旧版健康警示的纳入使

得我们可以将中国实际使用的健康警示与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警示进行一个具体比较。中国的两个健康警

示都在有效性方面得分最低，其中新版警示仅比旧版

有效性得分略高一点点。总地来说，本次研究支持如

下结论：中国政府2008年10月对旧版健康警示的升

级仅仅起到了很小的提高作用，而图形方式健康警

示，如已经在其他35个国家使用的警示可以带来显著

的提高。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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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同样，应变量指标也不是在接触现实中的图形方式

健康警示后的实际风险认识和对吸烟相关疾病、戒烟意图和

吸烟/戒烟行为的个人看法。那种现实世界的实验将非常困

难或者根本不能实现。不过，本次研究对于图形方式健康警

示优越性的结果却同其它实验研究结果（如Peters等人9）和

多个国家的ITC项目健康警示人群评价结果是一致的。1 3-8

此次实验仅针对城市地区开展，因此结果可能不能代表

农村地区的情况。但是，鉴于中国农村地区的识字率和英文

知识水平更低，我们有理由预测对于图形方式健康警示优越

性和英文警示信息理解率低这两个结论在农村地区不仅成

立，而且还会更加显著。

结论

据估计，2005年中国烟草流行共导致673000例死亡，中国

在批准FCTC时承诺开展烟草控制。有力的健康警示是全面控

烟措施的基础之一，因为健康警示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公众宣

传烟草产品的危害，其采用的方法将提高吸烟者戒烟的可能

性，降低青少年开始吸烟的几率。

本次实验研究的结果进一步增添了对于图形方式烟盒健

康警示优越性的证据，强调了有力的图形警示在综合性烟草

控制方案当中的重要性。不过同时此次研究也展示了到目前

为止中国在健康警示方面进展甚微。

注：本文报道的部分结果仅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

上以中文形式发表过，索引如下：Jiang, Y., Fong, G.T., Li, 
Q., Hammond, D., Quah, A.C.K., Yang, Y., Driezen, P., & Yan, M. 
(2009). 2008年中国烟盒包装健康警示效果评估，中国健康

教育（中文），25, 411-41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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