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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进一步

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

别达到30%及以上和80%及以上”的控烟行动任务。吸烟警

示信息（Smoking warning messages）宣传是一种最常用的控烟

途径。在我国，烟盒上也标识了吸烟警示信息，如“吸烟有害

健康”“尽早戒烟有益健康”。研究者将强调吸烟或不戒烟带

来危害的警示语称为损失框架吸烟警示信息，另一种强调戒

烟或不吸烟带来益处的警示语称为收益框架吸烟警示信

息。研究发现，收益框架吸烟警示信息的控烟效果优于损失

框架，该效应称为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1]。本文欲对吸烟

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进行梳理，从而为

我国科学且有效地开展控烟工作提供依据。

1 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发现

在健康行为研究中，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与健康有关的警

示信息存在框架效应。在吸烟研究领域，Schneider 等人

（2001）最早发现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后续诸多研究结果

支持了该效应的普遍性。

首先，以健康结果为收益或损失内容的诸多研究表明了

吸烟警示信息存在框架效应。Schneider等人（2001）在实验

中设置的收益框架吸烟警示信息类似于“如果你戒烟，你将

会看上去很健康”，损失框架类似于“如果你吸烟，你将会变

得很不健康”。结果发现，接受收益框架吸烟警示信息的吸

烟者在后续一个月内吸烟量显著少于接受损失框架的吸烟

者[1]。后续研究者采用宣传手册形式呈现[2]或手册视频相结

合的形式呈现[3]吸烟警示信息，均发现收益框架下的戒烟意

向或戒烟效果高于损失框架。最近研究也表明，与损失框架

相比，收益框架会导致吸烟者产生更积极的戒烟态度和更强

的戒烟意愿[4]。

研究以社交形象和金钱消费为得失内容，同样发现吸烟

警示信息存在框架效应。有研究将收益框架设置为“如果青

少年对吸烟说不，他们将拥有更积极的社交形象”，损失框架

设置为“如果青少年吸烟，他们将会不受大家欢迎”，结果发

现，被试在接受收益框架后的排斥吸烟态度更强烈[5]。还有

研究关注聚焦金钱得失的吸烟警示信息，结果发现收益框架

条件下被试停止吸烟的持续时间更长[6]。

2 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影响因素

尽管诸多研究表明吸烟警示信息收益框架的控烟效果

优于损失框架，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该效应受到吸烟者个体特

征和警示信息特征的影响。

2.1 吸烟者个体特征
尼古丁依赖是吸烟者最主要的特征。研究表明低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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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依赖者存在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而高尼古丁依赖者出

现相反效应。有研究将收益框架设置为“戒烟会让你省钱和

改善健康”，损失框架设置为“吸烟让你费钱和损害健康”，结

果发现，对于低尼古丁依赖者，收益框架更有助于增强戒烟

意向；对于高尼古丁依赖者，损失框架更有助于增强戒烟意

向[7]。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对于低尼古丁依赖者，收益框架更

有助于增强排斥吸烟的态度，而对于高尼古丁依赖者，损失

框架更有助于增强排斥吸烟的态度[8]。

一些研究表明效能感会调节框架效应[9]。有研究以文本

形式呈现吸烟警示信息，结果发现，对于低戒烟自我效能感

吸烟者，接受损失框架和收益框架的戒烟动机无显著差异；

而对于高戒烟自我效能感吸烟者，接受损失框架的戒烟动机

高于接受收益框架[10]。还有研究以文本与图片相结合的形

式呈现吸烟警示信息，结果发现，对于低戒烟自我效能感吸

烟者，吸烟警示信息存在框架效应，而对于高戒烟自我效能

感吸烟者，出现相反结果[11]。

有研究表明处于戒烟不同阶段的吸烟者，吸烟警示信息

框架效应有所不同。有研究依据行为改变阶段模型（Trans⁃
theoretical Model, Stages of Change）将吸烟者划分为三类，结

果发现，对于处于戒烟前意图期的吸烟者，收益框架比损失

框架更有助于提高戒烟动机，而对于处于戒烟意图期与准备

期的吸烟者，损失框架比收益框架更有助于提高戒烟动机
[12]。还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对于计划未来 3个月内和 1个月

内戒烟的吸烟者，损失框架比收益框架更有助于提高戒烟动

机[13]。总体上说，戒烟意向低的吸烟者存在吸烟警示信息框

架效应，而戒烟意向高的吸烟者出现相反效应。

2.2 吸烟警示信息特征
首先，研究者探讨信息内在特征对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

应的影响。有研究区分吸烟警示信息中损失或收益的主体，

发现了警示主体对框架效应的影响。研究者以夫妻为被试，

将吸烟警示信息的主体设定为“我们”或“我”，比如，“吸烟会

增加我们（或我）患癌症的可能”。结果表明，主体为“我们”

时，收益框架被试的戒烟意愿高于损失框架，而主体为“我”

时，出现相反结果[14]。还有研究者将吸烟警示信息的主体设

定为朋友和自己，结果发现，主体为朋友的收益框架对抑制

被试吸烟程度强于主体为自己的警示信息[15]。

时间参照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16-18]。研究表明吸

烟警示信息的框架效应受到了时间参照的影响。研究者根

据吸烟或戒烟产生影响的时间区分了近期作用（如“吸烟容

易让人成瘾”）和远期作用（如“吸烟容易让人得肺癌”），结果

发现，信息框架和时间参照对吸烟者戒烟态度影响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而对戒烟意向影响的交互作用显著，近期作用条

件下的警示信息框架效应比远期作用条件更大[4]。

其次，研究者深入探讨信息呈现形式和载体特征对吸烟

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影响。有研究者将警示信息的叙述形

式分为非叙述性（指警示语以短句的形式呈现）和叙述性（指

以叙述故事的形式呈现），结果发现，以非叙述性表达的收益

框架警示信息对戒烟意愿的作用强于损失框架，而以叙述性

表达的警示信息，出现相反的效应[19]。还有研究者设计两类

陌生品牌烟盒包装（有商标烟盒和无商标烟盒），并将吸烟警

示信息印于烟盒包装上，结果发现，对于无商标烟盒包装，接

受收益框架的被试戒烟动机高于损失框架，而对于有商标烟

盒包装，未出现框架效应[20]。

3 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

3.1 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解释框架效应的经典理论

[21]。该理论指出，当面对“有风险的大损失”和“较确定的小

损失”这两个选项时，个体会偏爱风险，倾向于选择有风险的

大损失；当面对“有风险的大收益”和“较确定的小收益”时，

个体规避风险，倾向于选择确定的小收益。对于预防性健康

行为而言，行为的实施意味着减少疾病风险以及改善自身健

康，这是比较确定的收益。面对收益，个体产生规避风险倾

向，倾向于选择较确定的收益选项[22]。停止吸烟对吸烟者而

言意味着减少疾病，其健康结果较确定。在面对收益框架的

吸烟警示信息时，吸烟者更加明确戒烟带来的健康结果，产

生规避风险倾向，倾向于选择戒烟。而在面对损失框架的吸

烟警示信息时，吸烟者并未体验到收益，甚至有吸烟者在面

对吸烟危害健康这一损失信息时产生偏爱风险的倾向，因而

未倾向于选择戒烟。因此，吸烟警示信息收益框架的控烟效

果优于损失框架。

3.2 调节定向理论
调节定向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认为个体的需

要状态会影响其自我调节偏向[23]。有着安全需要的个体，会

产出预防定向，自我调节以“弊害”为主，更加关注消极结

果。他们在获得积极信息时，更多体验到平静和放松；而在

获得消极信息时，更多体验到焦虑。有着发展需要的个体，

会产生促进定向，自我调节以“趋利”为主，更加关注积极结

果。他们在获得积极信息时，更多感到愉快；而在获得消极

信息时，更多感到沮丧。国内最近有研究发现决策框架和调

节定向共同影响着个体的模糊规避。在积极框架下，预防定

向者比促进定向者更倾向于规避模糊；而在消极框架下,两
者都寻求模糊[24]。当吸烟者看到收益框架的吸烟警示信息

时，会产生发展需要和促进健康定向，更加关注戒烟的积极

结果并产生愉快体验。而当吸烟者看到损失框架的吸烟警

示信息时，会产生安全需要和预防定向，更多关注吸烟的消

极结果并体验到焦虑。相比较而言，前者更有利于提高吸烟

者戒烟意向，因而产生了收益框架优于损失框架的框架效应。

3.3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前景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可用以解释吸烟警示信息框

架效应，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不仅可解释该效应的存在，还可解释其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认为个体信息加工存在两种不同方式：

中心路径加工和边缘路径加工[25]。当精细加工可能性高时，

中心路径加工发挥主导作用，它强调个体对信息进行精细加

工，占用较多认知资源。当精细加工可能性低时，边缘路径

加工则发挥主导作用，它强调个体通过快速的方式加工信

··25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1 2021
息，占用较少认知资源 [26]。一般认为，负性信息（如损失框

架）加工比正性信息（如收益框架）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27]。

因此，当通过中心路径加工时，损失框架信息得到较充分加

工，这使得损失框架信息对个体影响大于收益框架；当通过

边缘路径加工时，损失框架信息难以充分加工，而收益框架

信息可得到较好加工，这使得收益框架信息对个体影响大于

损失框架。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也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证

据的支持[28]。

一般情况，个体倾向于采用边缘路径加工，因而吸烟警

示信息框架效应较普遍存在。然而，框架效应也会随着个体

采取不同加工方式而改变。对于吸烟者，戒烟动机较强者对

戒烟行动有较周密思考，倾向于采取精细的中心路径加工方

式，对损失框架信息加工更充分，可能会出现与吸烟警示信

息框架效应相反的结果。比如，有实证研究表明，被试阅读

能够唤起强烈动机的信息后倾向于采取中心路径加工，反之

则采取边缘路径加工[29]。还有研究发现，对某健康危险行为

的风险感知越高，个体在损失信息框架下更倾向于采用中心

路径加工[30，31]。相反，戒烟动机弱的吸烟者较少考虑详细的

戒烟计划，对吸烟警示信息的处理动机也较弱，往往会采用

边缘路径加工，出现收益框架信息的影响大于损失框架信息

的框架效应。

4 展 望

4.1 理论展望
已有大量研究支持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存在并考

察了其影响因素，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考察该效应的适用性

以及发展针对性的理论解释。

吸烟行为受到渴求状态和社会性因素影响较大，已有研

究还未考察这两方面对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影响。首

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烟盒包装往往附于吸烟相关疾病的图

片，这有助于引发吸烟者厌恶情绪从而降低吸烟渴求[32]。该

渴求状态的改变，可能会影响个体对收益框架和损失框架的

加工过程。其次，很多成瘾行为往往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

响[33，34]。感知重要他人吸烟或戒烟、重要他人提供戒烟社会

支持或批评指责等都是影响吸烟者戒烟意愿的重要变量
[35]。在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吸烟者可能更加关注吸烟警

示信息，对其加工更加充分，这可能会影响吸烟警示信息的

框架效应。

前景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吸烟警示信息的框架效应，然而它们还未针对

吸烟行为的特殊性进行解释，尤其是从吸烟者渴求[36]、内隐

态度[37]与社会影响因素[38]的角度认识框架效应。对这三方面

因素影响框架效应的探讨有助于拓展前景理论、调节定向理

论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建构综合信息客体、主体、环境

等因素的理论模型提供支持。

4.2 实践应用展望
根据以往实证研究结果，未来的戒烟干预实践还需进一

步推广收益框架的吸烟警示信息，发挥收益框架的劝说效

果。有研究表明，患者更喜欢医护人员提供积极框架信息
[39]，而医护人员在劝说吸烟者戒烟时往往采用损失框架的吸

烟警示信息，而较少采用收益框架[40]。而公众也更普遍认为

损失框架的信息更有效并且更偏向选择损失框架信息进行

劝说[41]。这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个体的框架选择偏好，

推动收益框架的戒烟信息使用。

另外，在应用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时要注意吸烟者特征和

信息传递情境。未来的戒烟干预方案需要先了解吸烟者的

尼古丁依赖程度、戒烟自我效能感、戒烟意向等特征。比如，

对于在这些方面程度较低者，采取收益框架进行劝说；对于

较高者，采取损失框架进行劝说。在采用收益框架进行劝说

时，采用主语为“我们”的警示语；在采用损失框架进行劝说

时，采用主语为“自己”的警示语[42]。总之，未来的控烟工作

需结合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的规律开展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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