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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毒品政策分析中的计量问题*
Martin Bouchard
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犯罪学学院助理教授

很高兴对《麻醉品公报》的本期专刊作简要介绍。本期内容由选自
2009 年 3 月 2-3 日维也纳国际毒品政策研究协会（以下简称“研究
协会”
）第三次年度会议的若干论文组成。一直以来，研究协会各次
会议的组织者不仅通过这类刊物发布其会议上有关毒品政策问题的
重要论文，而且还通过这类刊物激励人们致力于高水准的政策研究。
选自头两次会议的若干论文刊登在《当代药物问题》
（第 35 卷第 2/3
期，2008 年）和《国际毒品政策杂志》
（第 20 卷第 6 期，2009 年）上。
这些专刊的出版为了解该领域的动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本期《公报》也不例外。研究论文的入选数量较少，
但每篇论文都很好
地代表了研究协会各次会议上所宣读研究论文的质量和多样性。例如，
列入本期《公报》的文章有助于理解毒品和犯罪之间的关系（Wilkins
、
（无 组 织 与）有 组 织 的 毒 品 市 场（Costa Storti 和 De
和 Sweetsur）
Grauwe）
、
公共支出问题（Vander Laenen、Vandam 和 De Ruyver）和毒品
政策评价中的吸毒流行率（Mascioli 和 Rossi）
，以及药物危害指数的
编制（Attewell 和 McFadden）—— 该问题一直是维也纳专题研讨会所
关注的对象。尽管本文集重点说明了毒品政策分析中所采用的各种
方法，但所有作者都对改进政策分析中的度量和指标表示了关注。
有理由认为，
计量问题将成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本专刊首先刊载了 Mascioli 和 Rossi 关于意大利吸毒流行率计量
问题的文章（
“毒品政策评价中用于估计流行指标的记录 -重新记录
法”
）
。作者采用了记录 -重新记录法——这种方法确实可有效计量
*作者想对 Melissa Tullis 和 Peter Reuter 的慷慨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还感谢各位
审稿人，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本期专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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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环境和背景下的吸毒人数，相对于以往研究而言，具有以下新颖
之处 ：第一，该方法采用了囊括由 2007 年意大利警署查明的所有
吸毒者个人的单一成套数据，可避免多重成套数据记录 -重新记录
研 究 中 所 出 现 的 记 录 匹 配 问 题。 第 二， 流 行 程 度 的 估 计 采 用 了
三种不同的方法（所有方法的假设都略有不同），有助于获得适当
的三角测量结果。第三，可提供按照男性、女性和八个不同年龄组
（包括青少年组）开列的估计数。结果发现，20-24 岁及 25-29 岁年
龄组的流行率最高，但青少年吸毒者的记录和重新记录比率最高。
换言之，青少年吸毒者的查出和登记比率高于其他年龄组的吸毒
者。这些结果对决策者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根据警方记录做出的
估计。
第二篇文章名为“欧洲公共禁毒支出研究：可能性与局限性”，由
Vander 等人撰写，该文通过分析公共支出概念，提出了基于政府方
的计量问题，同时对公共权力机关毒品政策实际支出方式和支出
数目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首先对公共支出（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
支出）、私人支出（个人和私营组织支出）和外部支出（与吸毒后果
有关的支出）进行了重要的区分。本文作者一致认为这三类支出
构成了一个社会中各类药物的总体社会成本。在明确了各种概念
之后，作者开始介绍公共支出估计的必要步骤。通过审视欧洲公共
支出研究的方法框架，他们确定了五个步骤 ：界定研究范围（合法
和 / 或非法药物？）、确定负责毒品政策的主要参与者、收集数据
（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法？）和公共支出分类（预防、治疗、执法等），
最后，根据所收集数据来计算实际支出。该文对于从事公共支出
估计工作的研究人员很重要。
Attewell 与 McFadden 的 文 章 名 为“ 禁 毒 执 法 收 益 计 量 ： 编 制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药物危害指数”，该文接着上一篇文章继续进行
探讨。作者对澳大利亚药物危害指数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评述，同时
探讨了该指数作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业绩指标的效用。文章提出
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执法机构旨在预防非法药物进口的行动有效吗？
更重要的是，什么业绩指标可对这一问题做出适当回答？这类工作
难免要作出各种假设，本文作者作出这样的重要假设 ：边境查获的
毒品不会到达吸毒者，因此，与这些吸毒有关的成本本来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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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按照这种定义，药物危害指数可为联邦禁毒执法所花的每一
澳元估计出明确的投资回报。在涉及国际合作伙伴的活动中，投资
回报尤其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查获更大宗毒品的可能性最大。
与 吸 毒 有 关 的 最 大 危 害 之 一 是 涉 毒 犯 罪 增 加，Wilkins 与
Sweetsur 的文章（“新西兰被警方拘留者中甲基苯丙胺吸食天数与
获得性犯罪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这一问题，该文
借鉴了新西兰有关被拘留者的“被逮捕人员药物滥用监测”(ADAM)
调查，重点关注了特定毒品（甲基苯丙胺）及其与两项谋财犯罪
（财产类犯罪和毒品交易罪）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几个重要特征
值得注意。首先，主要因变量（犯罪收入）远比所存在的罪行或者
所犯罪行数量更能说明涉嫌犯罪情况（和犯罪得逞情况 [1]），而且
更有可能与吸毒水平直接相关 [2]。Wilkins 和 Sweetsur 发现，甲基
苯丙胺吸食天数是预测财产类犯罪和毒品交易收入的最有效指标。
其次，作者对收入水平方面其他重要决定因素（包括使用大麻和
酒精的频率）的影响进行了监督。他们发现，略有不同的预测指标与
财产类犯罪和毒品交易的收入水平有关，而且大麻和酒精使用情况
显然只与前者而非后者有关。这对毒品政策的寓意很明确：预防吸食
甲基苯丙胺问题（尤其是严重吸食甲基苯丙胺问题）显然可以减少
犯罪。
本期《公报》专刊的最后一篇文章名为“构建无组织犯罪模型 ：
大麻市场”，尽管作者的重点和分析全然不同，但也涉及了金钱问题。
Costa Storti 和 De Grauwe 对工业国大麻市场的结构进行了引人入胜
的经济分析。他们首先强调了大麻市场相对于可卡因或海洛因市场
而言的某些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分散，而这造成大麻
生产者邻近使用者（该特点是新近发现的）。作者的目的是要建立
一个能够考虑到这些特点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
存在垄断性竞争，换言之，有很多潜在供应商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
市场中相互竞争，在这个市场中，卖方要比买方更了解货品质量。
在构建了一个能够考虑到这些特征的模型后，作者通过该模型对
两种现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报酬变化和查获毒品的数量变化。两种
情况对市场产生了略微不同的影响，但都带来了同样的总体影响 ：
供应商规模下降，但数量增加，这导致了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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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Costa Storti 和 De Grauwe 的模型得出了以前在其他背景
下所得出的结论 [3, 4] ：在越过某个门槛后，执法力度的加大可能会
使回报减少，因为将产生更大数量的目标，这些目标越来越难以发现。
参考文献
1. Carlo Morselli and Pierre Tremblay, “Criminal achievement, offender networks and
the benefits of low self-control”, Criminology, vol. 42, No. 3 (2004), pp. 773-804.
2. Christopher Uggen and Melissa Thompson,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ill-gotten gains: within-person changes in drug use and illegal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9, No. 1 (2003), pp. 146-185.
3. Martin Bouchard, “On the resilience of illegal drug markets”, Global Crime, vol. 8,
No. 4 (2007), pp. 325-344.
4. Mark A.R. Kleiman, “The problem of replacement and the logic of drug law enforcement”, FAS Drug Policy Analysis Bulletin, No. 3, 1997.

毒品政策评价中用于估计流行指标的记录 -重新记录法
F. Mascioli*
罗马第一大学统计学副教授
C.Rossi*
罗马第二大学医学统计学教授
摘要
本文对单一来源情况下的若干记录 -重新记录法进行了比较，
以便从人口规模上，对意大利那些可能会由于个人使用毒品而被
依法登记的吸毒者做出估计。在意大利，将这种方法用于这一特定
人群还是首次。数据集以 2007 年的警察登记数据为基础，由意大利
内政部提供。为提议一个可用来评价减少需求政策影响的手段，
本文对较年轻年龄组（20 岁以下）的流行率估计予以了特别关注，
对于该年龄组来说，流行率很可取代发生率 ；实际上，有关发生率
的各种指标在评估政策措施的影响上较为有效，但却在估计上颇为
不易。
关键词： 记录 -重新记录；截尾泊松模型；异质性；流行率；发生率；
校准。

导言

记录 -重新记录法历来被用了确定未知动物种群的规模。但可更广
使用这种办法，如：可用来估计某种疾病患者的总体规模或者某个因
涉嫌非法活动而难以确定的子群（子总体）规模。
吸毒者就是这类隐匿人群之一。很多国家都利用现有行政数据库
来估计该人群的规模，这对于评估各级政府各种禁毒政策的影响很
重要。但非法药物市场的新趋势对传统方法和定义提出了挑战，其中
*开放社会学会为本文提供了部分支持。作者谨此对各位评论人员深表谢意，感谢
他们对本文提出的有益意见和建议，另外还要感谢 Daria Scacciatelli 给数据分析提供的
宝贵支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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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问题是要为数据生成程序建模，以便对卷入某一过程的特定
子群做出估计。实际上，不同档案记录的是不同子群的吸毒者。每个
国家的数据生成程序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毒品法及其执行情况，
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措施。由于实施了各种法律和政策，
各个隐匿的子群开始得到曝光，并且有可能将其登记在数据库中，这
意味着，各种估计方法也许只能用来度量与现有数据库有关的这类
子群的规模。为更好地说明和估计问题的程度，可采用外部资料。
公共卫生领域的很多记录 -重新记录文稿都采用具有两个或多个
数据来源或列表的建模法 [1-5]。在吸毒领域，这些来源通常包括医院、
警方、家庭医生等。如果对象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合中确定的，
那么隐匿总体的估计将以所得数据集之间的重叠度为基础。
另一方法采用在观察期间重复登录的单一列表 [6-11]。这种方法
的第一步是计算同一吸毒者的重复登录数，然后通过抽样努力估计
出各缺失单位的频数，这需采用研究期间这种列表中那些曾被一次、
两次、
三次或更多次查出的人数资料。如果能找到适合这类数据的适当
截尾计数模型，则有可能对列表中未观察到的零登录频数做出估计。
在重点关注吸毒者这一总体时，警方记录可提供个人曾被查出的次数；
从未被查出过的吸毒者将不会出现在警方记录中。各种计数模型有所
不同，这表现为设定计数分布的方式不同。
与多列表方法不同的是，单一列表法对数据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
尤其是这种方法可避免采用不同来源所带来的匹配问题。在文献中，
这种计数法通常被归类为“记录 -重新记录模型”
。旨在考察多列表
之间重复记录情况的研究不同于在单一列表内考察重复记录情况的
研究。在非法药物问题研究领域，单一列表法一直用来估计特定
吸毒者子群中的流行度，如：鹿特丹的鸦片使用者 [12]、西澳大利亚州
鸦片使用者 [13]、苏格兰的注射毒品者 [14]、曼谷的海洛因和甲基
苯丙胺使用者 [15]、巴塞罗那有问题的可卡因使用者 [16]，以及荷兰
有问题的吸毒者 [17]。
本文将介绍单一数据来源范围内多重记录模型的特殊应用，目的
是对那些有可能会因为个人使用毒品而被登记的吸毒者总体规模做出
估计。这一总体是依靠意大利现有法律框架“生成”的，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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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 1990 年 10 月第 309 号总统令第 75 条 (D.P.R. 309/90)“生成”
的，该条禁止持有所有类型的毒品。1 相对于其他行政数据库而言，
由此产生的数据库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跟踪毒品市场的最新趋势，其他
行政数据库通常用来估计“有问题的吸毒者总体”2 或有问题的其他
子群，可通过住院资料、因涉毒犯罪遭到逮捕、监禁、涉毒死亡之类
的资料获得这类数据。下图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其中也报告了用于
比较的供应方指标，这类指标显示了类似的行为 ；本例是指可卡因
市场的最新趋势。这里研究的人口一般比其他数据库报告的人口年轻。
使用的药物主要是 ：大麻（约 70%）
、可卡因（约 20%）和合成药物
(4%)，在意大利，有问题的吸毒人群主要使用鸦片剂（70% 以上）或
可卡因（约 15%）
。该人群一般不涉及犯罪行为（获得性犯罪或毒品
交易）
，有关这一特定人群的估计数更加有利于同人口普查所得估计
数进行比较，以便对用于尽早发现吸毒者的毒品法第 75 条实施情况
及其效力进行评价。第 75 条的目的是劝阻吸毒者和进行二级预防。
图一 .

意大利近几年（2000-2006 年）可卡因供需相关指标（在个人使用上
进行登记的吸毒者）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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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登记为可卡因使用者的指数
涉及可卡因的行动的指数
查获可卡因的指数（公斤）
1

持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行为将受到行政处分。最大限额毒品数量是个人持有毒品
和贩毒之间的决定性门槛。如果首次发现一个人非法持有毒品，通常不会对其实施行政
处罚，但他会受到长官的警告和关于禁止使用的正式要求。
2

根据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的定义“问题毒品的使用”一词是指“使用注射式
毒品或长期 / 经常使用类鸦片、可卡因和 / 或安非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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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将简单介绍数据来源和方法的主要特点，第三节将介绍
数据生成模型，第四节将以图表的形式对结果进行总结，第五节将
得出结论，并将扼要介绍更多最新动态。
研究纲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应用记录 -重新记录法，根据现行法律，估计 2007 年
期间意大利那些有可能会因为个人持有毒品而被登记的吸毒者流行率。3
数据集由意大利内政部提供，包含各种列联表，表中列有 2007 年
由警方查明的有关个人的汇总数据，按性别、年龄和该年期间的
登记次数（一次或一次以上）划分。还提供了警方登记所在地理
区域（区）的信息。个人可在观察期的任何时间被查出。在研究中，
个人是指那些被明确查明和登记的个人。
该 过 程 涉 及 单 一 来 源 的 记 录 -重 新 记 录 分 析， 其 中 对 三 种
不同的估计式进行了比较。这三个估计式通过截尾泊松模型产生。
首 先 是 古 典 Horvitz-Thompson 估 计 式 [18]， 而 其 他 两 个 则 分 别 由
Zelterman[19] 和 Chao[20, 21] 开发，这两个估计式纳入了未观测到
的异质性，放宽了对记录概率同质性所持的假设。进行这种比较的
理由是，每个估计式都基于不同的假设，对这些假设的任何违反
都有可能使估计失效。
为解释所观察到的异质性，还考虑了分别按年龄组和性别或
兼顾两者进行分层。地理协变量将在以后的论文中分析，因为所
获得的分组规模（包括所有可观察到的协变量 ：年龄、性别和地理
区域）不允许进行统计分析。已计算了三个估计式的方差和相关
置信区间。另外，还讨论了所应用的该方法的局限性。

数据生成模型：零-截尾泊松模型

警方记录用来推导计数数据，以了解每个吸毒者被查出的频繁程度
（一次或一次以上）
，在研究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存在被一再
3

见 www.emcdda.europa.eu/html.cfm/index44943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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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的人员。我们不知道被查出次数为零的人员数量 n0 有多少（这类
人员指那些没被查出但被查出概率为正的人员，因为它们属于目标
人群）
，但可以根据所观察到的频数 n j ( j > 0) 来估计他们的数量，
这需要假设 n j 是由截断值小于 1 的泊松分布产生。这样，通过将
n0 的估计值 n̂0 加到已查明吸毒者的人数中，或通过校准，将能
估计出目标吸毒者的隐匿人口规模。
假 设 n1 , n2 ,..., nk 为 个 人 在 被 考 察 期 间 被 查 出 1, 2, ..., k 次 的
频数，其中 k 代表被观察到的最大次数，假设 p1 , p2 ,..., pk 为发现个人 1,
2, ..., k 次的相关概数。另外，还用 n 代表查出的不同个体的数量，
m 代表查出的总数， N 代表可能被查出的吸毒者总体规模。那么
k

n = ∑ni , m =
i =1

k

∑in ,
i

N = n0 + n1 + ... + nk ȡ

i =1

如果 p0 为已知，
则可采用 Horvitz-Thompson 估计式 Nˆ = n (1 − p0 )
来估计吸毒者的总体人口，这代表了警方查明的被观察案件数，数据
按照被列入数据库的概率进行了调整。可将这种估计方法视为一种
校准法。
如果 p0 是未知的，不同方法会导致 p0 和 N 的估计值不同。
我们将重点介绍文献中建议的三种不同估计式，但不提供更多细节。
这些估计式得自基于泊松分布的数据，其假设如下：
(a) 统计总体是闭合的；
(b) 在研究期间个人被观察和再次被观察到的概率是不变的；
(c) 被考察的统计总体具有同质性。
第一个假设又称闭合假设，这种假设指出，在研究期间，真实
的统计总体规模 N 不受移民、出生和死亡的影响。在这个特定的
研究中，我们选择的研究期间为一年，因为我们想估计一年的流行率。
将研究期间缩短是解决封闭假设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我们而言，很难
看到吸毒者的总体规模会在一年内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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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是假设（再）记录概率不变，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在
对个人进行登记之后其行为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显然，就数据产生过
程而言，这种假设是限制性的。同样，处理这种假设的方法之一是，
研究期应当尽可能短一些，但不能太短，否则再记录数据很可能为零。
最后，同质性假设要求对两个不同个体进行观察和再次进行观察
的概率不应差别太大。从理论上讲，这种假设应该不会引起太多问题。
这里考虑的 Chao 和 Zelterman 的估计式都相当稳健，因为在存在异质性
的情况下，两者都会低估总体的实际规模 [21, 22]。因此，如果异质性
被怀疑，那么可以假定估计数将处于统计总体实际规模的“下限”[23]。
也可以对数据集进行分层，对更具同质性的人群进行子群分析，
然后将这些估计数汇集为一个单一的估计数 N。
在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所有估计式都将会低估 N，因此，使用
回归类估计式和引进更多的协变量应该能给 N 带来较高的估计值。

泊松同质化之下的 Horvitz- Thompson 估计式

传统方法假设每个个体的计数是由基于参数 l 的同一个泊松分布
产生的。这样，如果将零截尾泊松分布的可能性最大化，将能估计
出参数 l 。 l 的估计数 l̂ 可带来估计式 pˆ 0 = e−lˆ ，从而使 HorvitzThompson 估计式变为 Nˆ HT = n (1 − pˆ 0 ) 。方差 N̂ HT 可据此得出 [8]。
为估计 l ，还可采用另一个方法，该方法需要通过完整数据框架
内的期望最大化算法（EM 算法）
，将泊松密度的似然函数最大化 [24]。
在选定的准确度水平上，应用于我们的数据的两种方式都带来了估计
值相同的 l 。可采用标准方法，通过对数似然函数得出 l̂ 的方差。
列入异质性：Zelterman 和 Chao 的估计式

查出概率同质性的假设在实践中很少见。简单的泊松模型不够灵活，
无法捕捉到统计总体的异质性，并且一般会低估统计总体的规模。

用于估计流行指标的记录 - 重新记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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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terman 建议只使用频数 n j 从零截断计数分布中来估算 p0 ，
n
其中 j 通常选为 1 或 2。所建议的估计式由 Nˆ Z = 1 − exp(−2 n / n )
2

1

给出，经证明，该估计式对于防止模型错误设定问题具有稳健性。
可为 N̂ Z 找到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差公式 [25, 26]。
Chao 建议了一个基于混合泊松模型的统计总体估计式。Chao 的
估计式由 Nˆ C = n + n12 / (2n2 ) 给出。所提供的是下限统计总体规模，
因而允许人口的异质性。
如前所述，可推导出 N̂ C 的方差公式 [25，26]。
为采用 Chao 和 Zelterman 的估计式， n2 将通过基于 l̂ 的多重
插补求得，因为意大利内政部的数据集只能提供 n1 和 n>1 。4
这两种估计式主要基于较低的频数类别（n1 和 n2）
。很少（一次
或两次）被查出的人们有可能更接近那些从未被查出的人们而非
那些经常被查出的人们。此外，如果存在异质性，即 ：如果相对于
极少被查出的人们而言，经常被查出的人们可能会形成一个不同的
子群，那么将重点放在较低频数类别上可使估计式具有稳健性。就
经常被查出的人们而言，两种估计式都压低了其影响的权重，因此，
如果存在异质性，其影响也很可能较微小。在实践中，曾为这三个
估计式假设的基本条件以及先前讨论的基本条件不太可能成立。
如果研究期间很短，则闭合假设可以得到控制。一般而言，一年
的研究期间能令人满意，但六个月的期间可能会更好，一旦有充分
的数据可用，则将会在未来的研究中采用这个期间。
常数（再）记录概率难以控制。如果吸毒者在被查出后改变其
行为，并由此导致其被查出的概率下降或增加，那么将会扰乱泊松
分布的独立结构。如前所述，处理这一假设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保持
尽可能短的研究期间。但是，使用 Chao 和 Zelterman 的估计数可将
这类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还可确定一个广义模式，但首先要在吸毒
者中间进行调查，以获取适当的信息。5
4

意大利内政部提供的数据没有说明个人被登记在册的次数，因此，根据现有数据
对数据生成程序进行了调整。
5

2010 年意大利将为此进行某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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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存在空间变异问题。在国家一级，如果在有些地区，警方
查出吸毒者的可能性较小，则对整个国家采用数据拟合模型可能是
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能，应按地理区域对统计总体进行
分层。6
事实上，使用记录 -重新记录法来估计吸毒流行率的方法一般
在地方一级的效果要比国家一级的效果好，因为这能最大限度地
减少异质性问题 [27]。
协变量信息

就协变量形式观察到的异质性而言，一种方法是对统计总体进行
分层，然后将估计数汇集为一个单一的估计数 N 。这样，具有不同
特点的人可有不同的泊松参数。男性被查出的概率可能不同于女性，
较年轻的吸毒者被查出的可能性也有可能较小。
在本研究中，诸如年龄和性别之类的人口变量将被视为重要的
协变量。如果纳入所有相关的协变量，则估计式一般较少发生偏差，
而且会更准确，但如果各层包含的数据太少，则可能会出现统计问题，
估计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因此，某些折中是必要的。
置信区间

为三个估计式估计方差后，将能根据下列常规公式，为 N 计算 95%
的置信区间：Nˆ ±1.96 var( Nˆ ) 。
为改善这三个估计式的置信区间，采用了 Chao[20] 建议的对数
变换。记录 -重新记录研究产生的估计数是一个过程中的最后阶段，
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可能会有误差发生。置信区间只考虑了抽样
变异情况，而没有考虑到在可能违反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不
确定性。为计算三个估计式的方差，采用了 van der Heiden 等人 [8]
以及 Böhning[26] 提出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将方差分为两部分 ：从
统计总体 N 中抽取 n 个单位所获得的二项式方差，以及对模型参数
进行估计所获得的方差。
6

最近在地方一级进行的分析表明，协变量“地区”的影响可能大于本文所使用的
年龄和性别协变量。为目标统计总体求得的估计数为 558 000（Horvitz-Thompson 点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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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可用数据是指那些已被警方查明持有一定数量“仅供个人使用”
的毒品的对象。7 在下表中，报告了有关 l 和 N 的数据和各种
估计值。
表 1 列出了可用数据，数据按性别和年龄划分，来自内政部向
国民议会提供的 2007 年年度报告。各年龄组被查出的人数有明显
差异，
20-24 岁年龄组被查出的人数最多。另外，
还列出了 l 的估计数。
必须指出，在每个年龄组中，女性的再记录率 (n>1 n1 ) 和 l
估计值要低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人口被查出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同样的现象出现在 Rossi 和 Ricci 分析的另一组有关毒贩子的数据
集中 [28]。

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登记数据，以及 l 的点估计值

表 1.

数据

估计值
男性

年龄
（岁）

再记录率
(%)

l̂

n1

n>1

n

411

16

427

3.89

0.076

15-17

1 918

65

1 983

3.39

0.067

18-19

3 823

135

3 958

3.53

0.069

20-24

6 916

237

7 153

3.43

0.067

25-29

3 894

86

3 980

2.21

0.043

30-34

2 262

52

2 314

2.30

0.045

35-39

1 543

41

1 584

2.66

0.052

>39

1 195

31

1 226

2.59

0.051

合计

21 962

663

22 625

—

—

无年龄
协变量

21 962

663

22 625

3.02

0.059

<15

7

见 www.emcdda.europa.eu/publications/country-overview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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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登记数据，以及 l 的点估计值（续）
数据

估计值
女性

年龄
（岁）

n1

<15

n>1

n

估计值
(%)

l̂

39

1

40

2.56

0.050

15-17

137

3

140

2.19

0.043

18-19

267

5

272

1.87

0.035

20-24

649

10

659

1.54

0.030

25-29

381

6

387

1.57

0.031

30-34

206

3

209

1.46

0.029

35-39

139

3

142

2.16

0.042

>39

107

1

108

0.93

0.018

合计

1 925

32

1 957

—

—

无年龄
协变量

1 925

32

1 957

1.66

0.032

基于 Horvitz-Thompson 估计数的置信区间（见表 2）可以两种方式计算：
要么在进行对数变换后，运用公式 Nˆ ±1.96 var( Nˆ ) ，要么将 l 的
95% 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代入公式 pˆ 0 = e−lˆ 中。在这两种情况下，
区间都不是对称的，这说明， N̂ 必须为非负值，并且很可能会右偏。
表 2.

Horvitz-Thompson 估计数的准确性
HorvitzThompson
l 的置信区间

N̂ HT

N 的置信区间

从 l 区间计算的
N 的置信区间

95% 置信区间

95% 置信区间

男性
年龄（岁）

95% 置信区间

15 岁以下

(0.071, 0.081)

5 835

(3 685, 9 401)

(5 485, 6 234)

15-17 岁

(0.065, 0.069)

30 600

(24 203, 38 837)

(29 714, 31 542)

18-19 岁

(0.067, 0.071)

59 364

(50 414, 70 038)

(58 138, 60 645)

20-24 岁

(0.066, 0.068) 110 378

(97 530, 125 051) (108 671, 112 141)

25-29 岁

(0.042, 0.044)

94 562

(76 905, 116 495)

(92 583, 96 630)

30-34 岁

(0.044, 0.046)

52 588

(40 362, 68 742)

(51 156, 54 104)

用于估计流行指标的记录 - 重新记录法

15

35-39 岁

(0.050, 0.054)

31 260

(23 246, 42 240)

(30 242, 32 352)

39 岁以上

(0.049, 0.053)

24 657

(17 557, 34 845)

(23 748, 25 642)

— 409 244

—

(404 753, 412 013)

合计
无年龄协变量

(0.058, 0.06) 394 898

(379 028, 440 084) (391 423, 398 438)
女性

95%
置信区间

年龄
（岁）

15 岁以下
15-17
18-19 岁
20-24 岁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39 岁以上
合计
无年龄协变量

(0.039, 0.061)
(0.038, 0.048)
(0.032, 0.038)
(0.028, 0.032)
(0.029, 0.033)
(0.026, 0.032)
(0.037, 0.047)
(0.016, 0.02)
(0.031, 0.033)

95%
置信区间

3
7
22
12
7
3
6
63
62

820
326
908
298
678
312
452
054
478
140

(187, 4
(1 225, 9
(3 519, 18
(12 337, 40
(5 997, 27
(2 648, 20
(1 270, 9
(1 254, 30

189)
500)
223)
755)
317)
894)
862)
950)
—
(44 317, 87 461)

95%
置信区间

(677, 1
(2 987, 3
(7 308, 8
(21 177, 23
(11 860, 13
(6 684, 8
(3 102, 3
(5 350, 6

043)
756)
618)
546)
621)
073)
895)
975)
—
(60 290, 64 109)

在 表 3 中， 列 出 了 估 计 记 录 率 (n N HT ) 、 估 计 记 录 指 数（ 根 据
ˆ = n Nˆ HT 界定）
CapI
ˆ ±1.96σˆ (CapI
ˆ )) 的 95% 置信区间。
，以及 CapI ( CapI

除了某些较年轻的年龄组外，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估计记录指数大多数
都有明显差异。
表 3.

根据 Horvitz-Thompson 估计数推导记录率
男性

年龄
（岁）

N̂ HT

估计的记录率

估计的记录指数

记录指数
95%
置信区间

15 岁以下
15-17 岁
18-19 岁
20-24 岁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39 岁以上
合计

5
30
59
110
94
52
31
24
409

835
600
364
378
562
588
260
657
244

7.32
6.48
6.67
6.48
4.21
4.40
5.07
4.97
5.53

0.27
0.25
0.26
0.25
0.21
0.21
0.23
0.22
0.24

(0.24,
(0.24,
(0.25,
(0.25,
(0.2,
(0.2,
(0.21,
(0.21,
(0.23,

0.31)
0.27)
0.27)
0.26)
0.21)
0.22)
0.24)
0.24)
0.24)

无年龄协变量

394 898

5.73

0.24

(0.23,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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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根据 Horvitz-Thompson 估计数推导记录率（续）
女性

年龄
（岁）

N̂ HT

95%
置信区间

估计的记录率

估计的记录指数

820

4.88

0.22

(0.13, 0.32)

15-17 岁

3 326

4.21

0.21

(0.16, 0.25)

18-19 岁

7 908

3.44

0.19

(0.16, 0.22)

20-24 岁

22 298

2.96

0.17

(0.15, 0.19)

25-29 岁

12 678

3.05

0.17

(0.15, 0.2)

30-34 岁

7 312

2.86

0.17

(0.14, 0.2)

35-39 岁

3 452

4.11

0.2

(0.16, 0.25)

39 岁以上

6 054

1.78

0.13

(0.1, 0.17)

合计

63 849

3.07

0.18

(0.16, 0.19)

无年龄协变量

62 140

3.15

0.18

(0.17, 0.19)

15 岁以下

为更好地检查这种性别影响，计算了每个年龄组的性别比值比（见
表 4）
。p 值显示，每个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
表 4.

男性与女性比值比的推导
男性 : 女性比率

年龄
（岁）

查明人口

估计人口

比值比
（男性 : 女性）

p值

15 岁以下

10.68

7.11

1.58

0

15-17 岁

14.16

9.20

1.57

0

18-19 岁

14.55

7.51

2.00

0

20-24 岁

10.85

4.95

2.27

0

25-29 岁

10.28

7.46

1.40

0

30-34 岁

11.07

7.19

1.56

0

35-39 岁

11.15

9.05

1.24

0

39 岁以上

11.35

4.07

2.88

0

合计

11.56

6.35

1.86

0

为考虑未观察到的异质性，计算并比较了 Chao 和 Zelterman 的总体
规模估计值（见表 5）
。正如所料，Zelterman 的估计值始终大于 Chao
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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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 和 Zelterman 的估计值
男性

年龄
（岁）

15 岁以下

n

插补的
n2

Chao

95%
置信区间

Zelterman

427

13

6 924

15-17 岁

1 983

58

18-19 岁

3 958

130

20-24 岁

7 153

209 121 581 (106 490, 138 970) 121 962 (108 009,137 845)

25-29 岁

3 980

78 101 180

30-34 岁

2 314

47

56 746

(42 918, 75 284) 56 849

(43 792, 74 016)

35-39 岁

1 584

36

34 651

(25 225, 47 835) 34 744

(26 027, 46 569)

39 岁以上 1 226

27

27 671

(19 201, 40 133) 27 749

(19 979, 38 736)

442 620

— 443 608

—

合计

22 625

无年龄
协变量

22 625

(4 147, 11 775)

95%
置信区间

6 966

(4 497, 10 932)

33 696

(21 249, 43 429) 33 789

(26 867, 42 638)

60 171

(50 902, 71 270) 60 199

(50 907, 71 334)

(81 380, 126 040) 101 350 (82 559, 124 636)

587 422 566 (390 700, 457 190) 423 431 (393 226, 456 098)
女性

年龄
（岁）

n

插补的
n2

Chao

95%
置信区间

Zelterman

95%
置信区间

15 岁以下

40

1

820

(190, 4 085)

820

(176, 4 292)

15-17 岁

140

2

4 832

(1 457, 16 854)

4 865

(2 031, 11 951)

18-19 岁

272

3

12 154

(4 362, 34 793) 12 241

(6 109, 24 813)

20-24 岁

659

8

26 984

25-29 岁

387

5

14 903

30-34 岁

209

3

35-39 岁

142

39 岁以上

108

合计

1 957

无年龄
协变量

1 957

(13 939, 52 847) 27 062 (15 537, 47 400)
(6 580, 34 413) 14 939

(7 365, 30 736)

7 281

(2 632, 20 850)

7 282

(2 606, 21 071)

2

4 972

(1 498, 17 342)

5 006

(2 074, 12 386)

1

5 832

(1 209, 29 861)

5 833

(1 155, 31 395)

— 78 048

—

77 778
25

70 580

(48 820, 102 450) 70 747 (51 045, 98 335)

Chao 和 Zelterman 的估计值均大于 Horvitz-Thompson 估计值（30-34
岁以及 39 岁以上女性年龄组这两个子群的估计值除外）（见表 6）。
如果考虑到所观察到的异质性，则可以求得更好的估计值，如果
忽略异质性（尤其是年龄），将会产生低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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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统计总体三组估计值的比较
点估计
男性

年龄
（岁）

Horvitz- Thompson

Chao

Zelterman

15 岁以下

6 924

5 835

6 966

15-17 岁

33 696

30 600

33 789

18-19 岁

60 171

59 364

60 199

20-24 岁

121 581

110 378

121 962

25-29 岁

101 180

94 562

101 350

30-34 岁

56 746

52 588

56 849

35-39 岁

34 651

31 260

34 744

39 岁以上

27 671

24 657

27 749

合计

442 620

409 244

443 608

无年龄协变量

422 566

394 898

423 431

Horvitz- Thompson

Zelterman

女性
年龄
（岁）

15 岁以下

Chao

820

820

820

15-17 岁

4 832

3 326

4 865

18-19 岁

12 154

7 908

12 241

20-24 岁

26 984

22 298

27 062

25-29 岁

14 903

12 678

14 939

30-34 岁

7 281

7 312

7 282

35-39 岁

4 972

3 452

5 006

39 岁以上

5 832

6 054

5 833

合计

77 778

63 848

78 048

无年龄协变量

70 580

62 140

70 747

表 7 列出了同一年龄组中每 1,000 名居民的流行率。对于第一个
和最后一个年龄组，基准人群为 12-14 岁年龄组和 40-54 岁年龄组。
18-19 岁男性和女性年龄组的相对流行率最高。这反映了该目标人群
的特点，该人群与有问题的吸毒者人群截然不同，根据估计，后者的
年龄通常要大得多。

用于估计流行指标的记录 - 重新记录法

表 7.

19

每 1,000 名居民中 N 的估计值
男性

年龄
（岁）

Horvitz- Thompson

Chao

Zelterman

15 岁以下

5.98

5.04

6.02

15-17 岁

37.11

33.70

37.22

18-19 岁

99.44

98.11

99.49

20-24 岁

76.77

69.70

77.02

25-29 岁

54.38

50.82

54.47

30-34 岁

24.77

22.95

24.81

35-39 岁

14.30

12.90

14.34

39 岁以上

4.33

3.86

4.34

女性
年龄
（岁）

Chao

Horvitz- Thompson

Zelterman

15 岁以下

0.75

0.75

0.75

15-17 岁

5.63

3.87

5.67

18-19 岁

21.33

13.88

21.48

20-24 岁

17.68

14.61

17.73

25-29 岁

8.21

6.98

8.23

30-34 岁

3.25

3.26

3.25

35-39 岁

2.09

1.45

2.11

39 岁以上

0.90

0.94

0.90

内政部提供的数据表还列出了那些在 2007 年被发现过一次或
多次，但在过去几年中只是首次被发现的目标（表 8）。由于每个
年龄组被登记在册的女性只有少数或者为零，所以可以只对全体
女性计算 N̂ HT 。这些再次被发现人员的再记录率和（基于 N̂ HT ）估计
的记录率都远远高于那些在 2007 年被首次发现的人员（表 1 和表 3）。
这说明，被观察到的至少是两个不同吸毒者子群的混合体 ：一个是
“老的”吸毒者，即 ：2007 年之前有可能被首次发现的吸毒者 ；另
一个是“新的”吸毒者，即：2007 年有可能被首次发现的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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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以前被发现过 2007 年又再次被发现的目标，按性别开列（男性还按年龄开列）
男性

年龄
（岁）

n1

n>1

n

再记录率
(%)

N̂ HT

估计的记录率
(%)

15 岁以下

11

1

12

9.09

77

15.58

15-17 岁

80

6

86

7.50

657

13.08

18-19 岁

464

45

509

9.70

3 086

16.49

20-24 岁

2 095

144

2 239

6.87

18 353

12.20

25-29 岁

1 792

120

1 912

6.70

15 698

12.18

30-34 岁

1 197

86

1 283

7.18

9 835

13.05

35-39 岁

920

61

981

6.63

8 059

12.17

39 岁以上

556

28

584

5.04

6 145

9.50

7 115

491

7 606

6.90

61 910

12.29

合计

女性

合计

n1

n>1

n

再记录率
(%)

N̂ HT

估计的记录率
(%)

214

14

228

6.54

1 875

12.16

在对两个样本和两个被估计总体的年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时，发现
了 明 显 的 非 同 质 性（ 表 9）。 在 估 计 2007 年 之 前 被 首 次 发 现 的
女性总体时，需要将 N̂ HT = 1875 按比例地分配到所观察到的年龄
分布中。
表 9.

被登记样本和被估计总体的年龄分布 (%)
被登记样本

被估计总体

2007 年首次被登记 以前年份首次被登记 2007 年首次被登记 以前年份首次被登记
年龄（岁） （样本量：24, 582） （样本量：7, 834） （总数：473, 092） （样本量：63, 785）

15 岁以下

1.90

0.15

1.41

0.12

15-17 岁

8.64

1.10

7.17

1.03

18-19 岁

17.21

6.61

14.22

4.95

20-24 岁

31.78

29.28

28.04

29.48

25-29 岁

17.77

25.16

22.67

25.37

30-34 岁

10.26

16.85

12.66

15.90

35-39 岁

7.02

12.96

7.34

13.07

39 岁以上

5.43

7.89

6.49

10.07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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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子群头三个年龄组的被登记对象有着明显不同的行为，这
说明较年轻群体（不足 20 岁）的流行率估值可用来代替同年龄组
的发生率。众所周知，在评价毒品政策时，发生率要优于流行率。
遗憾的是，这些比率难以估计，就近几年和没有问题的吸毒者而言，
尤其如此 [29]。因此，能够估计这些年龄组的流行率是非常宝贵的。
事实上：
"

现有方法只能对阿片剂使用发生率的历史趋势做出估计。

"

估计兴奋剂和新毒品的最新趋势更能引起决策者的兴趣。

"

不能采用适用于 （历史） 阿片剂使用者的方法和数据集来确定
新趋势。

"

可采用年龄信息根据流行率估计数来估计发生率。

"

可 利用 首次吸毒者的有条件年龄分布将流行个案数分配到
各年中，然后估计发生率。

换言之，需要对流行个案做出回溯性估计，以估计发生率。

结论和进一步发展情况

为校准和评估毒品政策，对吸毒者的总体进行估计必不可少，目前，
欧洲对计算这些估计数的兴趣正变得日益浓厚。在欧洲，除了有问题
吸毒者这种特殊情况外，吸毒者总体并没有引起许多采用记录 -重新
记录法的研究。
本研究将针对意大利那些有可能被查出的吸毒者，首次尝试着对
这一特定子群的各类数据做出估计，因此，结果难免会有某种局限性。
分析所提供的是初步研究结果，因而应被视为一种尝试性研究。
为采用管制措施、管理现有资源和确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有
必要尽可能准确地了解吸毒者总体规模目前被低报的程度。
估计式 N̂ Z 和 N̂ C 的基本假设似乎很切合实际，但我们不肯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变的再记录假设是否适用于每个人。违反这一
假设将会对结果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对于采用一整年的数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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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短时间区间（如，6 个月）内的各种模式进行分析可能会做出
更好的估计。通过经典的截尾泊松分析，可以认为时间长短会对流行
率估计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欧洲大多数流行率估计都采用了一年的
期间。
可用来估计流行率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数据的性质。
尽管方法的选择应具有灵活性，但也许有些方法所做出的估计要比
其他方法更具有稳健性，因此我们将对三种不同方法进行比较，以
选取最佳估计。
Chao 和 Zelterman 的估计式对每个年龄组和全部人口做出了大致
相同的 N 值估计。 N̂ Z 的估计略大一些。作为一种“上限”估计式，
这是预料中的情况。
Chao 和 Zelterman 估计式的表现要好于 Horvitz-Thompson 估计式，
后者不能处理异质性问题。统计总体中的异质性假设不会严重影响
N̂ C 和 N̂ Z 稳健的估计式，但会导致基于 N̂ HT 的真实 N 值被低估。
截尾泊松估计式只能对被查出概率可能为非零的人群规模做出
估计。因此，基于这些估计式的结果不能普遍适用于吸毒者的全部
人口。根据最近一次的总人口调查，8 2007 年意大利吸毒者的估计
人口大约为 300 万（其中 250 万为吸食大麻者），因此，可以说，至少
有 80% 的吸毒者人口被发现的概率为零。
在意大利，难以将具有兼容标识符的各数据来源组织起来。此外，
不同数据来源一般对应于不同的目标人口，基于相关法律第 75 条的
数据库与那些一般可用来估计有问题吸毒者人口的其他数据库之间
没有同质性。
有关吸毒流行率的本研究以单一数据来源为基础，因而比较准确，
因为多重数据来源所查出的目标人口可能存在着重复问题。各对象
之间在存在着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的异质性时，基于混合模型的估计式
是对 Chao 和 Zelterman 估计式的一种改善，这可显示意大利数据的
8

见 www.governo.it/GovernoInforma/Dossier/relazione_droga_2008/relazione_
droga_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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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方向。列入更多的协变量（如，地理、行为、主要毒品、吸食
多种毒品等）也可带来更准确的估计结果。在地理分层基础上对这些
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协变量可能比性别和年龄更重要。
目前，正在对大都市数据和小城市 / 地区数据分别进行分析，以
纳入与都市地区和小地区生活方式有关的潜在信息。有关吸食主要
毒品的信息，也得到了考虑。
未来的工作还应集中于开发带兼容标识符的数据来源，这样
记录 -重新记录研究就可以考察多种来源的共有重复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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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公共禁毒支出研究：可能性与局限性
F. Vander Laenen
比利时根特大学国际刑事政策研究学院，教授
L.Vandam
比利时根特大学国际刑事政策研究学院，科学研究员
B. De Ruyver
比利时根特大学国际刑事政策研究学院，教授
D.Lievens
比利时根特大学国际刑事政策研究学院，科学研究员
摘要
有关公共支出的研究正日益增多，因为毒品政策评估已越来越
重要。公共支出是政府努力解决毒品问题的重要指标。
公共支出研究以及现有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比较带来了挑战。本文
将对各项公共支出研究中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进行评述，并对各种
公共支出和社会成本模型进行比较，以确定其适用范围。此外，对
与毒品有关的预算，还讨论了研究这类问题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并
为估算毒品方面的公共支出提出了可行方法。

导言

自 199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有关毒品政策和政策方案的评价正变得
日益重要。评价毒品政策的一个基本步骤是估算公共支出，因为
这样才有可能评价政府在毒品政策领域所做努力。
在加拿大和美国，研究禁毒公共支出由来已久 [1-9]。自 2000 年代
之 初 以 来， 这 一 研 究 主 题 的 重 要 性 也 日 益 受 到 欧 洲 研 究 人 员 和
决策者的认可 [10, 11]。2000-2004 年欧洲联盟毒品问题行动计划指出，
展开评价的做法是欧洲对毒品现象所持做法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 (EMCDDA) 应当是这类评价工作的一个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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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员。自 2001 年以来，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一直在强调
欧洲联盟成员国研究毒品政策方面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在 2005-2008
年期间以及 2009-2012 年期间，欧洲联盟有关毒品问题的大多数近期
行动计划中，公共支出的估算已成为特别关注点之一。
瑞典 [12] 和卢森堡 [13] 公布了欧洲联盟公共禁毒支出的首批
研究。自此以后，荷兰 [14]、比利时 [15, 16]、法国 [17] 和德国 [18]
也相继进行了各项研究。在各国进行公共支出研究的同时，一些研
究已经尝试着对所有欧洲联盟成员国的公共禁毒支出进行比较 [19,
20]。2004 年，Reuter、Ramstedt 和 Rigter 为整个欧洲联盟毒品政策
的公共支出提出了估算原则 [21]。
研究公共支出，尤其是对欧洲联盟各国现有研究方法和结果的
比较带来了挑战。现有研究所采用的公共支出定义各不相同，因此，
分析的对象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
本文旨在理清目前欧洲联盟公共支出研究中的混乱问题。因此，
将对欧洲有关毒品政策的公共支出研究中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进行
评述，这项工作也许能够促进欧洲联盟循证政策的制定。

方法

本文旨在阐明公共支出概念，并对欧洲联盟目前在计算毒品政策公共
支出方面所采用的各种方法进行考察。为此，作者利用搜索引擎和
在线科学数据库，搜索了欧洲有关公共支出估算的各项研究，其中
利用了科学网、PubMed 和社会学文摘的数据库。此外，还收集了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资料。在检索数据库
时，采用了“公共支出”
、
“公共支出研究”
、
“公共禁毒支出”
、
“毒品
政策公共支出”
、
“预算”
、
“支出”
，以及“毒品”和“药物”等词。
没有确定时段。重点关注了欧洲国家有关公共支出估算方面的各项
研究。
搜索后发现了 10 项有关公共支出的研究 [12-21]。表 1 对本文
评述的各项研究做了总结。

比利时

De Ruyver、Casselman 和
Pele（2004 年）

欧洲联盟

荷兰

Rigter（2004 年）

Postma（2004 年）

瑞典

欧洲联盟

Kopp 和 Fenoglio（2003 年）

Ramstedt（2004 年）

卢森堡

所研究的国家

欧洲的十项公共支出研究

Origer（2002 年）

研究

表 1.

非法药物

非法药物

非法药物

非法药物

非法药物

非法药物

研究范围

结果，公共支出划分

(b) 预防和研究、治疗、执法、
疾病成本。

(a) 自下而上法和自上而下法。

(b) 研究 / 流行病学、预防、治疗、
执法、政策。

(a) 自下而上法和自上而下法。

(b) 预防、治疗、减少伤害、
执法

(a) 自上而下法。

(b) 预防、治疗、减少伤害、执法。

(a) 自上而下法。

(b) 卫生保健和执法。

(a) 自下而上法

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毒品支出
信息，但目前很多国家都缺乏
这类信息。

研究 / 流行病学：1% ；
预防：4% ；治疗：38% ；
执法：54% ；政策：3%。

按照荷兰的毒品政策，执法支出
远大于预防、治疗和减少伤害的
合并支出。

治疗：24% ；执法：75% ；
预防：1% ；减少伤害：0%。

卫生保健：25-30% ；
执法：70-75%。

减少需求和伤害：59% ；减少
供应：39% ；研究：1% ；欧洲
(b) 减少需求和伤害、减少供应、
联盟禁毒预算：1%。
研究、欧洲联盟禁毒预算。
(a) 自上而下法。

方法学
(a) 收集数据
(b)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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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比利时

德国

Kopp和Fenoglio（2006年）

De Ruyver 等人（2007 年）

Mostardt 等人（2010 年）

欧洲联盟

所研究的国家

欧洲的十项公共支出研究（续）

Reuter、Ramstedt 和
Rigter（2004 年）

研究

表 1.

非法药物

非法药物

非法药物、酒精
和烟草

非法药物

研究范围

(b) 按政府职能部门分类
(COFOG)。

(a) 自上而下法。

(b) 预防、治疗、执法及其他。

(a) 自下而上法和自上而下法。

(b) 根据不同部委和警察机关
分类。

(a) 自上而下法。

(b) 预防、治疗、减少伤害、
执法

(a) 自上而下法。

方法学
(a) 收集数据
(b) 分类

公共秩序和安全：65-70% ；
卫生：30-35% ；
普通公共服务：<1%。

预防：3.82% ；治疗：39.58% ；
执法：56.24% ；其他：0.36%。

非法药物：80.24% ；酒精：
15.08% ；烟草：4.69%。

当前支出估计数的精确度很差。
不同国家支出估计数的比较缺乏
可信度。

结果，公共支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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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对欧洲公共支出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可以明显看出，欧洲
联盟各国对“公共支出”的理解各不相同。有的互换使用截然不同
的概念，有的用词相同但定义和解释却有很大差异 [20]。

所评述的欧洲研究中公共支出的定义

毒品现象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健康（如流行病学、预防和治疗）和
法律问题、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和安全问题（如使用和贩卖毒品、与
毒品有关的公害等）以及经济问题（例如，丧失生产力和旷工等）。
所有这些不同问题都会给个人和社区带来成本 [15]。其中部分成本
是由毒品方面不同政策领域的主管机关承担的。公共支出的关键
要素是公共机关为毒品政策提供资金 [13, 16, 17]。欧洲有关公共
支 出 的 各 项 研 究 采 用 了 不 同 的 概 念 和 定 义 来 界 定“ 公 共 支 出 ”
一词。为了对整个欧洲的公共支出进行比较，重要的是要明确所
采用的概念框架。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界定哪个支出领域是在给定
公共支出研究的范围之内的，哪个是在这类研究的范围之外的。这
意味着，公共支出分析要从毒品政策不同方面的不同主管机关视角
着手 [16, 20]。
Kopp 和 Fenoglio [17] 以 及 Origer [13] 所 指 的 支 出 是 指 来 自
公共机关并且用于毒品政策不同政策部门（执法、治疗、预防）的
支出。
按照 Kopp 和 Fenoglio 以及 De Ruyver 等人的界定，
“禁毒预算”
与毒品政策的公共支出是同义的 [16, 19, 22]。这些作者对各级主管
机关的禁毒预算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在估算公共支出时，有
必 要 将 各 级 主 管 机 关（ 国 家、 地 区 和 地 方 主 管 机 关 ） 列 入 考 虑
范围，因为欧洲国家各自的国家结构不同，每个国家对毒品问题主管
机关的划分不同，这些机关分布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流行病学、
预防、治疗、执法）
。例如，鉴于法国和德国不同的国家结构，如果
只考虑到源于国家政府的支出，将无法对这两个国家的公共支出进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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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哪些构成毒品政策的公共支出时，
关键标准是要看支出是否
与毒品政策行动直接相关 [12, 13, 15, 16, 20]。可将这类支出描述为
投资，
或者公共机关为采取以实施毒品政策为明确或直接目的的行动而
分配的预算额度。Postma 指出，公共支出是一种“直接成本，如，预防、
研究、
治疗、
康复、
执法支出和疾病成本”[20, 第 9 页 ]。Ramstedt 将公共
支出界定为：
“特定支出”
，或者“为了在毒品方面取得某种结果或实现
[……] 预防目的而采取的行动直接涉及的各种支出”[12，第 330 页 ]。
Origer 只将公共支出界定为直接成本，
而没有列入间接成本和间接后果
所带来的成本 [13]。De Ruyver 等人则将这类支出界定为“明确或直接
列明将用于毒品政策行动的各项支出”[16，
第 5 页 ]。
因此，欧洲大多数公共支出研究都没有列入与毒品后果有关的
。
各项支出 [13, 15, 16, 17]。被排除在外的这些支出又称“外部支出”
外部支出有两类 ：(a) 不以毒品政策行动为明确目的但为毒品政策
提供间接支持的外部支出（如盗窃等涉毒犯罪支出 ；如治疗因使用
污染针头而感染的各种疾病等与毒品有关的治疗支出）；以及 (b) 与
丧失生产力和旷工有关的外部支出。
但 有 些 作 者 还 纳 入 了 某 种 程 度 的 外 部 支 出。 正 如 Reuter、
Ramstedt 和 Rigter（2004 年）以及 Postma（2004 年）所引述的那样，
Ramstedt 与 Rigter 都 列 入 了 毒 品 问 题 所 带 来 的 特 定 后 果 [20, 21]。
Postma 在其分析中列入了与毒品有关的疾病成本（如，各种感染病、
心脏病、逆转录病毒和精神障碍）
。在 Ramstedt（2004 年）和 Rigter
（2004 年）的研究中，与毒品后果有关的各种支出限于涉毒犯罪（如，
盗窃、抢劫和贩毒罪）和治疗 [12, 14]。Ramstedt 明确指出，除了
估算“各种特定支出”外，他还考虑了“更广义的成本定义，该定义
将支出界定为与毒品政策有关，但却没有专门将其界定为与毒品有关
（如，吸毒者中间的其他犯罪行为或发病问题）”[12，第 330 页 ]。
显然，就那些列入外部支出的研究和那些没有列入外部支出的
研究而言，如果前者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支出的金额，则两类
研究的比较是无意义的。
外部支出概念并非总是出现在各项研究中。这类研究可能更
倾向于间接提及外部支出，也就是指出 ：各政府机构和公共机关的
禁毒预算是公共支出的关键内容，因此，不包括那些不属于禁毒
预算计算范畴的支出 [12, 14, 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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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共支出的定义，私人支出不在公共支出的研究范围内。
私人支出是指个人和私人组织的支出，如：吸毒者的支出和慈善基金
的支出 [14-16]。
欧洲公共支出研究对公共支出的定义有一部分需要区分公共
支出分析和社会成本分析。公共支出是毒品问题社会成本的要素
之一。公共支出、私人支出和外部支出之和构成了一个社会中毒品
问题的社会总成本（见表 2）[13, 15-17, 22, 23]。
表 2.

公共支出概念

公共支出 +

私人支出 +

公共机关在毒品政策行动
上的直接支出，如，街头
工 作、 预 防 工 作、 戒 毒
治疗、为吸毒者提供辅导、
针对（原）吸毒者的回归
社会方案（就业）；人员
支出，如 ：毒品调查队的
警 官、 稽 查 贩 毒 的 海 关
官员以及处理毒品案件
的治安法官 ；毒品协调员
支出 ；研究支出 ；每年向
欧洲理事会蓬皮杜小组
提供的资助。

个人和私营组织
支出，如 ：吸毒者
的 支 出、 未 得 到
公共机关补贴的
私营组织的支出
以及慈善基金的
支出。

外部支出

= 社会成本

与吸毒后果有关的 以社区为代价
支出，如 ：与毒品 的 毒 品 问 题
危 害 有 关 的 支 出、 总支出。
涉 毒 犯 罪（ 如，
吸毒者的偷窃、抢
劫、贩毒罪）支出、
使用污染针头所
致传染病的治疗
支 出、 通 过 吸 毒
感 染 上 的 疾 病
（ 如， 艾 滋 病 和
肝 炎 ） 的 治 疗
支出、因丧失生产
力和旷工而引起的
支出。

被评述的欧洲研究的方法框架

下文将根据所评述的研究，介绍各种方法在估计公共支出时所采取
的步骤。如前所述，各方法的步骤和所做出的选择因研究不同而
不同。
步骤一 .

界定研究范围

在所评述的公共支出研究中。研究范围限于非法药物，唯一例外的
是 Kopp 和 Fenoglio 的研究 (2006)，他们还关注酒精和烟草问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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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理由扩大研究范围，将合法药物列入公共支出研究 [24]。
第一，毒品现象是一个健康问题。只有从司法 -犯罪学的角度来看，
才有必要对合法和非法药物之间进行区分。第二，至于毒品给社会
带来的总成本计算，研究显示，这方面的成本更多地与酒精问题有关，
其次是烟草，最后是非法药物 [23, 25, 26, 27]。
步骤二 .

确定负责毒品政策的主要参与者

在公共支出研究中，需要了解支出来源。为此，必须确定毒品政策的
主要参与者。
这意味着要确定毒品政策各领域的各个主管机关。这一点很
重要，因为每个国家的特定国家结构和政府结构不同 [15, 16, 19]。
所评述研究考虑到了特定的国家和政府结构，并对负责各政策领域
的不同公共机关在毒品政策方面的支出进行了分析。
除确定那些参与毒品政策的公共机关外，还可确定在毒品领域
开展工作的各种组织。一旦确定这些组织后，可收集相关资料，了解
私营（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组织的资金状况和负责其支付的公共
机关。确定了这些组织的只有 Kopp 和 Fenoglio（2003 年），以及 De
Ruyver 等人 [15, 16, 19] 的研究。
步骤三 .

收集数据：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

一旦了解支出来源，便可着手收集有关预算的数据。为此，采用了
两种分析方法 ：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自上而下法首先从毒品
政策领域各公共机关的现有资源或总体预算开始。然后收集有关
公共机关禁毒预算的数据，并对公共行政机构的预算额度进行分析
[15, 16, 20]。自上而下法的优点在于不依靠二手数据 ：各种预算可
直接检索和分析。
自下而上法首先从工作现场的活动着手，将资金流一直追溯到
公共机关的拨款。然后以私营（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组织的资金
情况和年度报告为基础，以针对这些组织的问卷和采访为补充 [15,
16]，对数据进行研究。自下而上法有助于详细查明工作现场的现有
活动以及负责支付的公共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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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相结合的优势是可以进行核查：利用
从现场项目参与者那里检索到的数据，可以复查和完成基于自上而
下法所收集的数据。
大多数公共支出研究都采用自上而下法。只有 Kopp 和 Fenoglio
的研究采用了自下而上法（2003 年）[19]。将两种方法相结合的
只有比利时的 De Ruyver 等人的研究 [15, 16]。
步骤四 .

公共支出分类

为了解支出来源及其预期目的，需要对支出进行分类 [21]。
如同公共支出的定义，在所评述的各项研究中，基于毒品政策
门类的分类存在着差异。
在 Ramstedt（2004 年 ）
、Rigter（2004 年 ） 和 Reuter、Ramstedt
与 Rigter（2004 年）的公共支出研究中，支出是根据常规毒品政策
领域或门类进行分类的：
“预防”
、
“治疗”
、
“减少伤害”和“执法”[12,
14, 21]。Postma（2004 年）采用了预防、治疗和执法这些门类，但
还补充了一个门类 ：疾病成本 [20]。Kopp 和 Fenoglio（2003 年）的
研究只对卫生保健类支出和执法类支出进行了区分 [19]。Origer 与
Mostardt 等人的研究没有按照常规的毒品政策领域对支出进行分类
[13, 18]。Origer 在对公共支出进行分类时，采用了旨在减少需求和
伤害的支出、旨在减少供应的支出、研究支出和欧洲联盟禁毒预算支出
这些类别 [13]。Mostardt 等人采用了政府职能分类 (COFOG)，* 因此
对一般公共服务、公共秩序和安全、卫生和社会保护进行了区分 [18]。
De Ruyver 等人的研究没有将减少伤害支出列为一个独立门类，
而 是 将 其 归 入“ 治 疗 ” 门 类 中 [15, 16]。Rigter（ 正 如 Reuter、
Ramstedt 和 Rigter（2004 年）在其研究中所引述的那样）强调指出，
难以对“减少伤害”做出界定，而且列入预防和治疗门类的某些政策
行动与减少伤害门类的行动重叠 [21]。此外，并不总是能够从治疗
方案中将减少伤害的部分分离出来 [28]。例如，低门槛的美沙酮维持
治疗方案就属于这种情况。至于没有单独研究减少伤害门类的政治
*政府职能分类 (COFOG) 是对广义政府单位通过一系列支出所实现的职能或社会
经济目标进行的详细分类。该分类用于欧洲联盟内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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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从毒品政策目的或公共机关的意图中找到。例如，在瑞典的
禁毒预算中，没有任何有关减少伤害的数据可用，因为所追求的目标
是一个没有毒品的社会，因此，减少伤害作为一种结果是受到明确排斥
的 [29]。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旨在减少伤害的任何特殊方案。
Reuter、Ramstedt 和 Rigter（2004 年）建议，将常规门类划分为
更细的类别可能有一定的用处，他们指出，执法支出可以按刑事
司法系统的不同层级进行分类 [21]。比利时 De Ruyver 等人的两份
研究根据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同层级列出了执法支出的结果 [15, 16]。
被评述的所有其他研究都列入了在各级刑事司法系统所收集的支出
数据，但没有分别列出结果。
有些支出不能归于常规政策门类，因为支出目的不能与其中任何
一个门类的目的相对应 [15, 16, 29]。在比利时 De Ruyver 等人的研究
，设立了一个“其他”类别。这仅是一个杂项门类，
中（2007 年）
用于那些不能列入常规门类的支出。如，毒品协调员支出、与门类
无关的研究及政策支出 [16]。
各项研究对不同政策门类中类似支出的分类也有不同。Kopp
和 Fenoglio（2003 年）指出，有关被拘留者的治疗可能会在一国被
列在“治疗”之下，而在另一国则列在“执法”之下 [19]。在 Rigter
（2006 年）的研究中，有关狱中吸毒者治疗方案的支出被列入“治疗”
门类 [30]。在所评述的其他研究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监狱治疗是
属于治疗门类还是执法门类。Rigter（正如 Reuter、Ramstedt 和 Rigter
（2004 年）在其研究中所引述的那样）提到了有关社会凝聚力和
公共安全的支出 [21]。该支出旨在保护社区不受吸毒者和毒贩的危害。
Rigter 将该项支出列在“治疗”门类，不过，他承认，这类支出原本
可以列在“执法”下。为了确定支出所属门类，首先需要确定该支出
的预期目的。根据这种推理，应将被拘留者的治疗支出列入治疗门类。
步骤五 .

计算数据

打算用于非法药物问题的绝大部分支出都包含在更广泛政策领域的
支出中。Kopp 与 Fenoglio 发现，欧洲联盟 90% 的禁毒预算都作为
那些不是专门处理毒品问题的机构的支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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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支出专门用于非法药物问题方面的行动计划，如 ：注射器
交换计划。为估算这类支出，无需进行额外计算，因为所得结果属于
毒品方面的支出。
毒品政策方面的公共支出通常包含在具有更广泛目标的政策
项目中，因此，除了专门用于毒品政策的支出外，重要的是还要列入
用于更广泛政策领域的支出。例如，在司法部的预算中，用于处理
毒品犯罪问题的支出部分必须从刑事司法系统总预算支出中分离出来
[19, 23]。在这方面，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提到了“标示”支出和
“未标示”支出 [31]。
被评述的所有研究都尝试对这两类公共支出进行估计。不过，
所有
研究都强调难以对那些包含在更广泛预算体系中的支出进行计算。
需要采用重新分配系数将包含在更广泛预算体系中的支出分离
出来。Kopp 和 Fenoglio 指出，没有任何通用的方法可用来确定重新
分配系数。这种分配系数的确定取决于具体情况（要以登记系统、
年度报告、与工作现场的联系等信息为依据）[32]。需要采用一种
重新分配系数，例如，在促进健康领域，为了将非法药物方面的
公共支出从这类预算中分离出来，要用预防使用非法药物的项目数
除以预防项目总数，由此得出的百分比反映了非法药物预防项目
所占的比例，但在估算用在所有药物上的支出时，不管药物是否
合法，在促进健康领域都无需采用重新分配系数。需要采用重新
分配系数的另一例子是估算警察、司法和海关部门的执法支出。可
将重新分配系数表述为违反毒品法的犯罪与犯罪总数之比。例如，
在 De Ruyver 等 人（2007 年 ） 的 研 究 中， 执 法 部 门 中 当 地 警 方 与
毒品相关的支出计算为 [16] ：

当地警方总预算 x

“麻醉药物”犯罪的
登记数
所有犯罪的登记数

在这种情况下，要用当地警方总预算乘以重新分配系数，即 ：毒品
类犯罪的登记数与所有犯罪的登记数之比。根据该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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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当地警方在毒品政策方面的公共支出。在这种方法中，需要
计算警务人员花在刑事案件上的工作时间占了多大比例，以便计
算 出 他 们 花 在 违 反 毒 品 法 案 件 上 的 工 作 时 间 所 占 的 比 例 [15, 16,
23]。基于重新分配系数的方法可确保所动用的全部资源（人员、
开 销、 设 备 和 行 动 ） 都 能 被 考 虑 在 内 [33]。 该 方 法 的 缺 点 是 其
间接地假设所有活动的单位支出都是相同的（如，与某个吸毒者
有关的支出等于其他病人的支出，某个毒品案件的支出等于其他类型
案 件 的 支 出 ）， 它 忽 略 了 各 活 动 单 位 的 支 出 差 异 [12, 21]。 因 此，
有必要研究为治疗吸毒者和其他病人而投入的工作小时是否具有
可比性 [16]。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无法采用重新分配系数，因为没有详细的
预算数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单位支出进行计算 [16]。例如，
在衡量吸毒者住院治疗在非药物服务方面的公共支出时，可采用这种
计算方法，也就是用住院治疗的日平均支出乘以吸毒者的平均住院
天数。但应慎用这种方法，因为研究人员对单位支出的计算取决于
相关的机构 / 参与者，这样数据的可靠性可能会受到质疑。其次，
单位支出的计算限于人员支出。
被评述的所有研究都采用重新分配系数来估算用于更广泛政策
领域的支出。在没有详细数据可用时，研究则采用单位支出。两种
方法都有缺点，因此，只能将结果视为公共支出的估计值。
讨论

在欧洲，公共支出研究的势头正在增强，因为人们已日益认识到毒品
政策评价的重要性。公共支出可表明政府用于毒品政策的资源，
还可表明相关预算是否反映了政府在该毒品政策上的优先事项。禁毒
预算研究并不能让研究人员对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毒品消费水平（或其
变化）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让我们了解政府所确定的优先事项。通过
禁毒预算，可以了解毒品领域的公共支出水平和这些支出的构成（也
就是公共机关确定的所谓“政策组合”
）
，从而还可以了解非法药物
政策各门类（预防、
治疗和执法）之间的现有平衡状况。
例如，
“2001 年
比利时联邦毒品政策说明”将预防作为毒品政策的优先事项，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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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疗，最后是执法。实际上，在公共支出方面，公共支出研究
显示的结果正好相反 ：执法支出的比重最大，其次是治疗，然后是
预防 [15, 16]。
此外，对不同国家的禁毒支出进行比较可能对一国政府有用。
例如，如果问题吸毒者的治疗支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应支出而言
显得过高，则可能需要改进该国毒品政策的效能 [28]。
因此，可利用公共支出研究的结果来修订公共支出或使公共
支出合理化。公共支出研究是满足循证政策要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迈向成本 - 效益研究的第一步。准确估计公共支出能使政府更有效
地利用禁毒预算来实施各项战略 [3]。
研究毒品问题上公共支出的方法很复杂，因为要涉及不同政策
领域（预防、治疗和执法）和不同层级的政府（地方、地区和联邦）。
理想的做法是结合采用两种分析方法 ：通过自上而下法分析私营和
公共组织的资金来源，同时采用自下而上法分析工作现场的活动。
为计算公共支出，必须对明确标示为毒品相关支出的支出和未标示
为毒品相关支出的支出进行区分。
公共支出研究具有一些严重的局限性。第一，公共支出研究
质量取决于可用数据的质量和及时性。例如，Rigter（2006 年）的
研 究 对 2003 年 荷 兰 的 毒 品 政 策 支 出 进 行 了 计 算 [30]。 在 对 检 察
机 关、 法 院 和 拘 留 方 面 的 毒 品 支 出 进 行 估 算 时， 部 分 采 用 了 旧
数据。作者采用了在导致法院做出拘留裁决的案件总数中违反《鸦片
法 案 》 的 犯 罪 比 重， 而 违 反《 鸦 片 法 案 》 的 犯 罪 的 登 记 期 为
1997-2001 年。
第二，禁毒预算的构建很脆弱，容易因为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重要的是要统一采用一种单一、明确的方法，在对不同时期或者
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时，尤应如此 [3]。方法上的细小变动（如，条件
变化，或重新分配系数的变化）可能会因为对结果变化的错误解释，
而最终得出公共支出增加或减少的结论——尽管禁毒预算没有任何
实际变化 [34]。例如，De Ruyver 等人在其第二次研究（2007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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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第一次研究（2004 年）中用于估算执法公共支出的方法进行了
修改 [15, 16]。其 2007 年研究中的支出不再限于人员费用，因为
为了得出更准确的结果，还考虑了投入和运作的费用。这样，执法
公共支出在两年期内似乎增长了 64%。但所报告的增长归因于方法
的改变，而并非公共支出的实际增加。
第三，公共支出有两类：专门用于毒品政策的支出和用于更广泛
政策领域的支出。为计算一般预算中所含的毒品政策支出（大约
有 90% 的毒品总预算来自一般预算），有必要用重新分配系数乘以
所得金额，或者计算单位支出。两种方法都有缺点，因此，所得结果
只不过是对公共支出做出估计。尤其应慎用单位支出法，因为为了
计算单位支出，研究人员必须采用有关机构 / 参与者提供的数据，
因而数据的可靠性可能受到质疑。
此外，公共支出研究无法做出全面的政策评价。这些研究本身
不是对政策的可靠衡量。为进行政策评价，需要有详尽的计划，明确
列出各种目标、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要点、预算和时限。政策计划
最好以证据为基础，即采用吸毒和吸毒者群体（包括问题吸毒者）
新趋势方面的流行病学数据 ；预防、早期干预和治疗举措未充分覆盖
的目标人群数据；评价和有效性研究方面的数据。
最后，研究公共支出，尤其是微妙问题（如，毒品）方面的公共
支 出 可 能 会 有 风 险 [35]。 公 共 当 局 显 然 关 心 和 有 兴 趣 了 解 这 类
研 究 的 结 果。 他 们 希 望 结 果 是 积 极 的， 也 就 是， 希 望 结 果 说 明
他们正在将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到他们所希望的毒品政策优先事项
上。反之，他们不希望将资金投入到那些他们不希望毒品政策与之
有联系的政策领域。从瑞典的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后一种情况 ：
尽管国内存在旨在减少伤害的战略，但却没有在预算结果中单独加以
报告。
公共支出研究多数由公共机关启动和供资，这要求研究人员在
获取和列示这些研究结果时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因此，欧洲毒品
和毒瘾监测中心倡议为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确定一个统一的公共
支出计算方法，这一倡议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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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执法收益计量：编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药物危害指数
Robyn G. Attewell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国际审计和业务分析部，澳大利亚
Michael McFadden
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澳大利亚
摘要
本文将介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药物危害指数的历史发展情况，
以及在评价各种旨在打击非法药物进口到澳大利亚的战略方针中
这种指数的应用。该指数囊括了边境缉获毒品对澳大利亚社区的潜
在价值，代表了被缉获毒品如果到达社区之后，原本可能带来的以
澳元计的危害值。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对使用非法药物的成本，
以及毒品类型、生产、供应和消费的变化进行估计的文献越来越多，
在这个时期，指数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据估计，对联邦禁毒执法
每投入 1 澳元就会给澳大利亚社区带来大约 5 澳元的收益。毒品
政策战略（包括与其他机构以及重点关注严重犯罪的机构进行合作）
则实现了较高回报。
关键词： 收益 - 成本分析；评价；危害指数；非法药物；执法；绩效

背景

关于制定非法药物进口方面的警务绩效指数，其最初动力来自政府
问责报告的要求。根据该要求，澳大利亚所有联邦机构都应确定
和报告其活动的预期结果。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澳警局）要求对
社会影响进行衡量，概述其毒品调查行动的潜在效应。
澳警局的联邦执法权限涉及广泛的国家利益，其联邦执法任务
包括边境犯罪（如，毒品进口和偷运人口）、经济犯罪（包括诈骗、
洗钱、税务犯罪、身份信息犯罪和腐败）和网络犯罪（包括网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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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剥削）。澳警局其他方案涉及反恐、航空安全和高官保护之类
的活动，而国际部署组则提供能力建设方案和在太平洋地区和其他
地区的离岸执法行动计划。普通社区警务则由澳大利亚各州和各
领地的单独执法机构负责。但澳大利亚首都特区例外，该地的这类
服务由澳警局通过其与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政府之间的服务合约提供。
因此，本文所指的执法活动主要是防止大、中规模非法药物及其
前体进口到澳大利亚，而不是国内毒品的生产、贩运或持有。
本文将大致介绍澳警局制定的禁毒执法绩效指标“药物危害
指数”(DHI) ——从初始形式、较简单形式 [1, 2] 一直到最新的增强
型指数，在此过程中，将首次介绍澳警局最新版药物危害指数的结果，
包括为提高指数准确性而在方法上做出的一些修订。该版对以前各版
药物危害指数进行了重大改进，并通过采用相对危害等级 [3]，涵盖了
更 广 泛 的 毒 品（ 如， 镇 静 剂 ）
。 另 外， 还 包 括 了 纯 度 调 整 内 容，
以及对前体化学品的潜在危害进行的单独分析。其他药物危害指数
大多忽略了前体化学品。本文还更新了过去有关禁毒执法评价的
收益 -成本分析，以前分析采用的是以往版本的药物危害指数，以及
规模较小和不是那么新的缉毒和犯罪数据 [1, 4]。从警务的角度来看，
重要的是流向禁毒执法的资金是合理的。

药物危害指数法

澳 警 局 最 初 的 药 物 危 害 指 数 是 这 类 指 数 中 的 第 一 个， 随 后 是 由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6] 和新西兰 [7] 的其他指数。所有指数都
属于概括性度量指标，用来比较国内或国际的政策结果 [8]。但各自
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存着差异。联合王国指数集中关注的是一套可衡量
指标，这些指标涉及毒品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基年（1988 年）指数
设为 100，然后根据该点将不同水平的危害绘在图上。因此，该指数
属于衡量危害的相对指标而非绝对指标。澳警局和新西兰指数采用
了同样的方法，唯一差别在于澳警局对社区中使用毒品的经济成本
进行了独立估计 [9, 10]，而新西兰的研究则开发了自己的度量指标。
两种形式的度量指标都从经济角度对绝对危害水平做出了估计，两者
都由各自的执法机构用于绩效报告中。差异在于 ：新西兰通过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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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法计算每个相关毒品类别中的吸食多种毒品者，以解决重复计算
危害的问题。澳大利亚则采用自上而下法，在总量一级对危害进行
细分，来避免这一问题。如果希望了解吸毒者一级的危害，该问题
依然重要。
澳警局药物危害指数的基本想法是 ：在澳大利亚边境缉获毒品的
主要好处是可防止毒品进入社区，因此可避免与使用这些毒品有关的
各种费用。澳警局药物危害指数的定义并不复杂，即为 ：缉获每公斤
毒品所避免的澳元危害估计值（以 c 表示）乘以缉获毒品的公斤数
（以 w 表示）
。但各类毒品的相对危害不同，因此，需要对每类毒品重复
计算该指数，然后将各类毒品的结果加总。其数学公式可表述如下：
DHI = Si ciwi
其中，i = 1,...,n, n 是毒品的种类数，ci 和 wi 为毒品种类 i 的成本和
缉获毒品的重量。
开发药物危害指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是因为不仅
需要对每公斤毒品的社会成本做出最有效、最准确和最新的估计，而且
需要选择最适合使用这些估计值的最为适当全面的各类毒品。澳警局
药物危害指数于 2001 年首次制订，2003 年修订，2007 年予以临时
调整，2009 年进行了另一次重大修订（见表 1）
。

表 1.

2001-2009 年期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药物危害指数的制订情况

药物危害
指数
版本

基本
源数据的
年份

2001 年

2003 年

毒品类别

纯度调整

前体转换

主要局限性

1999 年

海洛因
可卡因
安非他明
大麻

是

否

基于街头毒品价值，
而非基于澳大利亚的
社会成本估计值

1998 年

阿片剂
安非他明
大麻

否

否

基于 1998 年的源数据；
安非他明危害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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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2009 年期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药物危害指数的制订情况（续）

药物危害
指数
版本

基本
源数据的
年份

2006 年

2009 年

毒品类别

纯度调整

前体转换

主要局限性

1998 年

阿片剂
安非他明
大麻
前体

否

名义

基于 1998 年源数据；
不包括镇静剂，仅在
名义上列入前体

2004 年

阿片剂
安非他明
可卡因
大麻
前体
镇静剂

是

是

基于 2004 年的源数据；
通过推断来估计某些
毒品的成本

2001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

在有关滥用药物的社会成本方面，澳大利亚缺乏全面的估计数，因此最初
的指数采用了街头毒品价格（转换为每公斤毒品的成本）
。McFadden
等人 [1] 认为可用街头价格取代经济价值，因为美国采用这些不同度量
指标的不同研究的估计值相差不到 5%。因此，在得出澳大利亚海洛因、
可卡因、安非他明和大麻的街头价格，并对边境缉获毒品与街头毒品
之间的纯度差异进行调整后，这些价格被用于药物危害指数公式中。
2003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

2003 年的主要改进是将澳大利亚的社会 - 成本数据作为指数基础。
详情载于 McFadden（2006 年）[2]。在针对各类毒品计算每公斤的
危 害 值 时， 要 用 来 自 Collins 和 Lapsley（2002 年 ）[9] 的 年 度 毒 品
危害总成本除以来自澳大利亚各项调查的年度毒品消费估计总值 [11,
12]。Collins 和 Lapsley 的研究是由联邦健康和老龄问题部委托进行
的一系列研究之一，旨在衡量滥用药物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总值
是将各个有形和无形成本的分项估计值相加得到的（图一）。犯罪是
最大的一项成本，占总值的 39%。McFadden（2006 年）[2] 将分项
成本按毒品类型（阿片剂、兴奋剂和大麻）划分，以计算出这三类
毒品中每类毒品的社会成本总值。除以消费估计值后，得出每公斤
的 估 计 值， 阿 片 剂 大 约 为 100 万 澳 元， 兴 奋 剂 大 约 为 9 万 澳 元，
大麻大约为 2.5 万澳元（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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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999 年澳大利亚非法药物使用方面有形和无形社会危害成本的
分布

苦痛
丧生

劳动力
卫生保健
道路事故

资源

有形
无形
犯罪

资料来源 ：David J. Collins 和 Helen M. Lapsley，
“成本计算 ：1998- 1999 年澳大利亚滥用
药物的社会成本估算”，专论丛书，第 49 期（堪培拉，联邦健康和老龄问题部，2002 年）。
注：资源类别包括滥用性消费所使用的资源。

图二 .

在有关各类毒品的各版药物危害指数中，每公斤毒品的估算社会成本

2003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

2007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

2009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

1 200 000
1 000 000

澳元

800 000
600 000
400 000
200 000
0
阿片剂

兴奋剂

可卡因

注：2009 年以前，可卡因与兴奋剂列在一起。

大麻

前体

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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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

2006 年进行了一次临时更新，因为同行评议和文献评审结果显示，与
海洛因有关的危害被高估，而与安非他明有关的危害则被低估。因此，
采用了事后由 Moore（2007 年）公布的相对权数对海洛因和安非他明
的权数进行了调整 [13]，
但总体危害估计与 Collins 和 Lapsley
（2002 年）
的估计仍然一致 [9]。结果载于图二。

2009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

促使最近进行评审的主要因素包括：有了新来源的数据（从 1998 年至
2004 年的更新数据）；需要对以前未曾列入，但在澳警局近几年的毒品
查获中日显突出的另一类毒品（镇静剂）进行评价，以了解其影响情况。
尽管 Collins 和 Lapsley 系列 [10] 有了更新，但指数仍以 Moore [13]
为基础，因为分别对各类毒品的社会成本作了估计，并对 Collins 和
Lapsley 的其他局限性进行了处理。Moore 还对毒品消费做出了估计，
但估计结果与 2007 年国家禁毒战略住户调查统计所观察到的趋势不
一致 [14]，因此，各类毒品总消费的计算方式类似于药物危害指数
以前版本所采用的方式。在根据 2007 年国家禁毒战略住户调查 [14]
和人口普查 [16] 对澳大利亚非法药物使用者总数进行估计时，采用
了《2007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15] 所估计的平均消费数据。由于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的消费数据是纯毒品数据，因此数值按照
澳警局边境缉获毒品的一般纯度进行了调整。
前一种方法的延伸做法是 ：采用源自 Nutt 等人 [3] 的相对危害
评级数据，根据现有部分毒品（海洛因和安非他明）的每公斤社会
成本估计值来推断同一类别或类似类别的其他毒品。在该项工作中，
来自医疗、科学和司法领域的专家小组采用四分制对特定毒品三个
方面（身体伤害、依赖、社会危害）的危害进行评级。为了取得各
毒品的总体评级数据，本文作者计算了三类危害的平均值。在推断
时，将海洛因作为阿片剂的基准，而将安非他明作为兴奋剂和镇静
剂的基准。最后，计算同一类别的毒品的社会成本估计值加权平均数，
计入最终拟议的药物危害指数类别——权数按澳大利亚吸毒流行率
计算（见表 2 和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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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毒品类别经推断和合计从毒品每公斤初始社会成本（估计 1）得出
2009 年版药物危害指数所用最终值（估计 3）

毒品类别 所关注的毒品

每公斤的社会
每公斤的社会
每公斤的社会
成本：估计 1a
成本：估计 2b 吸毒流行率 成本：估计 3c
（澳元）
相对危害率
（澳元）
(%)
（澳元）

阿片剂

1 148 914

2.77/2.77

1 148 914

0.2

街头美沙酮

1.94/2.77

802 307

0.05

丁丙诺啡

1.58/2.77

653 169

0.05

1.66/1.66

333 472

2.3

麦角酰二乙胺

1.23/1.66

246 421

0.6

替甲基苯丙胺
（“摇头丸”）

1.09/1.66

218 966

3.5

可卡因

可卡因

2.30/1.66

461 369

1.6

461 000

镇静剂

巴比妥类

2.08/1.66

417 844

0.1

336 000

氯胺酮

1.74/1.66

350 212

0.2

羟基丁酸钠

1.12/1.66

224 323

0.1

1.33/1.33

7 658

9.1

兴奋剂

大麻

海洛因

安非他明

大麻

333 472

7 658

1 009 000

263 000

8 000

a
估计 1 以总成本和估算的总消费为基础，其中，
“总成本”见 Tim Moore，
“估算每位吸毒者
吸食每克大麻、可卡因、阿片剂和安非他明的社会成本”，毒品政策建模方案专论丛书，第 14 期（悉尼
国家毒品与酒精问题研究中心，
2007 年）
，
“估算的总消费”见《 2007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联合国
首次
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07.XI.5）
和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所《 2007 年国家禁毒战略住户调查：
结果》，毒品问题统计丛书，第 20 期，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所书目号：PHE 98（堪培拉，2008 年）。
b
估计 2=估计1x相对危害率（根据平均危害得分计算，
得分数据源自David Nutt等人的文章——
“确定合理的等级，
估计毒品滥用的危害”
《柳叶刀》
，
第 369 卷第 9566 期（2007 年）
，
第 1047-1053 页）
。
c
估计 3= 同一毒品类别中估计 2 的加权平均数，权数以澳大利亚（14 岁或以上人员）近期
使用毒品的流行率为基础（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所《 2007 年国家禁毒战略住户调查 ：首次结
果》，毒品问题统计丛书，第 20 期，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所书目号：PHE 98（堪培拉，2008 年）
（四舍五入至千元）
。

另一个进步是对前体的估计更准确，以前赋予前体的权数与兴奋剂
的权数相同。在根据以下公式进行估计时，采用了将前体合成为
最终产品 [17] 的换算率来计算安非他明的常见前体、麻黄素和伪
麻黄碱的成本（换算率为 0.70），以及替甲基苯丙胺（“摇头丸”）
前体的成本（换算率为 0.10）：
每公斤前体的成本 = 每公斤产品的成本 × 换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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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采用基于（表 2 所述的）流行率的权数，计算这两个估计值的加权
平均数，从而得出每公斤前体最终的平均社会成本（208,000 澳元）。
药物危害指数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图二显示了药物危害指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基本毒品类别相对
权重的变化。在所有版本的指数中，海洛因的权重最大，而大麻的权重
则最小。在最近版本的指数中，可卡因的相对权重很高，这是因为在
Nutt 等人 [3] 有关毒品的三项危害中，可卡因的排名很靠前。McFadden
（2006 年）[2] 详细比较了对 1987 年至 2003 年期间澳警局缉获的毒品
采用 2001 年版本和 2003 年版本所带来的影响。其结论是，结果相似
（仅相差 3%）
，年度值的趋势相似。最近进行的重新评审发现，影响比
以前大了，但这主要与 2008 年所缉获的大量羟基丁酸钠 (GHB) 有关。
利用澳警局 2007 年的药物危害指数进行估计时，1999 年 7 月至 2008 年
12 月澳警局缉获的毒品给社区共节省了 78 亿澳元，但利用澳警局 2009
年的药物危害指数进行估计时，则该数据增长到 101 亿澳元，增加了
30%。成本细分数据显示，在这 30% 的增长中，有 15% 与镇静剂的列入
有关，2% 与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有关，13% 与成本估计的变化有关。
投资回报法

收益 - 成本分析可用来量化一个方案的经济绩效。首先，估计收益和
成本的金额，然后按照比率（收益与成本之比）或差幅（收益与成本
之差）加以比较。两者之比称为“投资回报”
，指每一元支出所实现
的回报。两者之差称为“净现值”
，是扣除成本后的净回报。
在 评 价 澳 警 局 1999/2000 年 至 2000/2001 年 期 间 [1] 以 及
2000/2001 年 至 2004/2005 年 期 间 [4] 的 禁 毒 执 法 情 况 时， 采 用 了
这类分析。此处又再次进行了这类分析，分析时采用了更全面的数据
集，
包括从 2000 年 7 月至 2008 年末这一期间的所有毒品调查数据（见
表 3 和图二与图三）
。鉴于毒品市场的多变性和对执法机构的责任
要求，
最好对禁毒执法方案的投资回报进行连续估计。但由于数据收集
和估计工作的复杂性，努力定期进行这种重新评审会更实际一些。
在等式的收益一边，采用了各版药物危害指数，以便根据已缉获
毒品数据估计调查工作的直接影响。在本研究中首次使用了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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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药物危害指数。McFadden（2009 年）[4] 在直接影响中加列了 10%
的威慑收益，以反映成功起诉毒品进口案件所带来的正面威慑价值。
法院判处罚金的情况也被列入当前的分析中，但这不足总收益的 1%。
在等式的成本一边，初始分析只列入了对澳警局、澳大利亚海关和
边境保护署的警务和边境管制估计成本。在扩大后，还列入了法律
成本（检察长费用和法庭费用）和监狱成本（以生产力委员会对
囚犯估计的每人每天费用为基础）[4]。警务成本和监狱成本是成本
的主要组成部分（见图三）。
表 3.

2000-2008 年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的 4,579 起毒品调查案件有关的
禁毒执法行动中，成本、收益、净现值和投资回报的估计值
成本
案件

收益

净现值

（单位：百万澳元）

投资回报
（澳元）

4 579

647.5

3 423.8

2776.3

5.30

国内合作伙伴

3 039

357.8

1 940.0

1 582.3

5.40

国际合作伙伴

140

24.5

277.2

252.7

11.30

影响力：大至很大

1 257

356.4

2 911.5

2 555.1

8.20

影响力：小至一般

3 314

231.7

512.3

280.6

2.20

澳警局所有案件
子集涉及：

图三 .

Prisons

Legal

Customs

AFP

2000-2008 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毒品调查成本各分项的分布情况

监狱
38%

澳警局
43%

海关
7%

法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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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的结果

投资回报总值为 5.30 澳元，这与较早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McFadden
等人 2002 年的结果为 5.20 澳元 [1]，McFadden2009 年的结果为 5.80
澳元 [4]）
。还评价了与该期间有关的专项警务战略，也就是将分析
限于那些受政策影响的案件，如涉及国内或国际合作伙伴的案件，或
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犯罪案件（见表 3 和图四）
，然后重新进行投资
回报。例如，在 4,579 起案件中，有 3,039 起是由海关和边境保护署
提交给澳警局的。这些案件带来的投资回报估计值为 5.40 澳元，而
总体估计值则为 5.30 澳元。与政策有关的每项估计都对应于一个大于
总体估计值的回报，这为旨在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的建议提供了依据。
图四 .

2000-2008 年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4,579 起毒品调查案件有关的
禁毒执法行动投资回报估计值

投资回报

0

2

4

6

（澳元）

8

10

12

澳警局所有毒品调查案件
子集涉及：
国内合作伙伴
国际合作伙伴
影响力：大至很大
影响力：小至一般

讨论

澳警局药物危害指数简单明了，也就是按各类毒品的缉获权重对
社会成本进行汇总，这就让人不易了解编制一个准确有效指数的
难度。对非法药物社会成本做出的估计只有在源数据被收集的期间和
地区才是真正适用的。但考虑到这类研究所涉及的费用，
不太可能进行
一年一次的研究。消费估计也受到类似限制。此外，消费估计极其
困难，在问及非法活动时，始终会存在着无答复和低估问题。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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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局限性包括假设从权重看危害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变的。对毒品
依赖者和市场供应进行调整可解决这些问题。还应对生产合成毒品
相关成本（见关于使用甲基苯丙胺经济成本的近期报告）[18] 等相关
环境成本以及估算过程中统计是否准确所作估算给予一定的考虑）
。
Roberts、Bewley-Taylor 和 Trace [19]、Reuter 和 Stevens [20] 以及
Ritter [8, 21] 对一系列与构建、使用和解释药物危害指数难题有关的
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不在本文范畴的一些问题。对澳警局药物危害
指数批评最多的是，该指数假设所缉获的每公斤非法药物都相当于有
一公斤非法药物没有被消费，通过减少这种消费给健康和社会带来了
相应的收益。有人认为，非法药物随时可以在街上找到替代品，缉获
大量毒品的最佳预期后果很可能就是短期的毒品短缺。
该问题的第一点
就是定义问题。药物危害指数一直被定义为 ：如果被缉获毒品到达
社区，社区原本会因此受到的危害。因此，药物危害指数所衡量的是
通过缉获毒品可能避免的危害，因而不是对消费减少做出的直接衡量。
实际上，正如批评家所言，在供应过多的情况下，缉获毒品所带来的
实际影响可能非常小，而在供应减少的情况下，缉获毒品所带来的
影响可能会远远超过药物危害指数所预计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
大多数高水平危害估计值（如，病因分值）都是跨时间和地点的平均
值，因此，其对特定伤害情形的适用性将始终受到限制。药物危害
指数显然属于这一类度量指标。第二点与毒品供应及其生产有关。就
个别毒品而言，供应显然有波峰和波谷，其中有些情况会持续一段
时间；如，
自 2000 年以来，
澳大利亚的海洛因供应一直不足。根据经验，
没有任何公布的证据表明，毒品可以随意地摆在街上，药物危害指数
当然就会假设执法活动会对非法药物供应产生影响。已公布的证据为
该假设提供了支持。Smithson 等人 [22] 在其唯一的大规模时间序列
分析中指出，就长期而言，边境缉获海洛因的数量和规模与地方社区的
海洛因供应之间呈负相关。应该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的特点是，该国
是岛国入境点较少，为毒品贩运的终点而非过境点，该情况可能会
限制这些结果在其他国家的适用性。
结论

有关社会成本的数据很少，跟踪不断变化的非法药物情况也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这些问题致使药物危害指数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药
物危害指数作为澳警局的一项绩效指标，依然具有很大的效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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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最初目的是作为一种报告和问责手段，但由于其在效益 -成本
分析中的应用，该指数也成了澳警局在禁毒执法中监测和完善特定
行动战略的基本手段之一。除执法领域外，该指数还可能有其他
应用领域，例如，可用来评价戒毒治疗方案——这方面的收益与
消费减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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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被警方拘留者中甲基苯丙胺吸食天数与
获得性犯罪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C.Wilkins 和 P. Sweetsur*
新西兰奥克兰梅西大学社会和卫生成果研究及评价中心
摘要
甲基苯丙胺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本文将考察
新西兰被警方拘留者中吸食甲基苯丙胺与获得性犯罪之间的统计
关系。吸食大麻和甲基苯丙胺都与卷入获得性犯罪有关。与社会和
经济劣势有关的很多人口变量都可用来预测卷入财产犯罪的情况。
25 岁以下被监禁人员的数据可用来预测卷入毒品交易的情况。研究
发现，在新西兰被拘留者中，甲基苯丙胺吸食天数与财产犯罪和
毒品交易所获收益的多少一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这些发现显示，
在犯罪倾向明显的个人中间，频繁吸食甲基苯丙胺可能是造成获得
性犯罪增加的一个原因。为这类罪犯提供戒毒治疗，可能会减少
获得性犯罪。需要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便为政策方案
提供更明确的信息。
关键词： 甲基苯丙胺；大麻；财产犯罪；毒品交易；被拘留者；新西兰

*作者在此感谢 Jonathan Caulkins 教授和一位匿名审阅人对本文草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文的分析由新西兰国家毒品政策自主基金资助，该基金由新西兰机构间毒品问题委员会
和新西兰毒品政策部长级委员会共同管理。用于分析的数据来自全国试点以及 2006 年和
2007 年新西兰被逮捕人员滥用毒品问题监测（以下简称“新西兰监测”
）方案。新西兰
监测方案由新西兰警局提供资金。作者还要感谢新西兰警局，他们为本分析提供了
“新西兰监测”数据。本文观点并不一定是新西兰警局的观点。
“新西兰监测”由
“卫生成果国际”组织进行，作者感谢他们在“新西兰监测”数据库方面提供的帮助。
作者还要感谢所有致力于“新西兰监测”研究的受访人员以及同意接受采访的所有被
警方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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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目前，甲基苯丙胺是很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和地区
（包括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都关注的一种毒品 [1-7]。在对澳大
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经常吸食甲基苯丙胺的人员进行研究后发现，
有很高比例的人员称其最近卷入了财产犯罪和毒品交易 [2, 8-10]。
新西兰警局认为，2000 年代初期入室行窃、抢劫和盗车现象增加是
因为在新西兰甲基苯丙胺吸食现象增加，某些吸毒者需要找钱来买
毒品 [11]。新西兰的甲基苯丙胺问题会带来经济成本 [10]，而甲基
苯丙胺可能会使某些吸食者产生依赖 [12,13]，这意味着频繁吸食甲基
苯丙胺很可能会驱使吸毒者实施获得性犯罪。但在犯罪倾向明显的
个人中间，吸食甲基苯丙胺和获得性犯罪之间的统计关系还有待
详细探讨。
过去，有关吸毒和获得性犯罪关系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海洛因上，
更近一些时候，则集中在可卡因上 [14-19]。很多研究都发现，每日
或差不多每日吸食海洛因和可卡因的人员实施获得性犯罪的可能性
明显高于较少吸食这类毒品的人员或非吸毒人员 [14, 17, 19-21]。
例如，Johnson 等人 [21] 发现，每日吸食海洛因的人员每年实施获得
性犯罪的可能性大致是不经常吸食海洛因人员（即：每周吸食海洛因
的次数不超过两天）的两倍。一些研究采用由吸毒者自报获得性
犯罪收益，来说明获得性犯罪的影响，探讨吸毒和获得性犯罪之间
的关系 [20-22]。Collins 等人 [20] 发现，每日吸食海洛因的人前一年
的非法所得要比非海洛因吸食者多 8,426 美元，每日吸食可卡因的人
前一年的非法所得要比非可卡因吸食者多 7,206 美元。
研究人员早就发现了吸毒和犯罪之间的统计关系，只是这两个
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尚不明朗（见 14, 19, 36，以及
41-43）
。在解释吸毒和获得性犯罪之间的统计关系时，通常采用四个
主要的理论模型。第一个模型称为“毒品 -犯罪模型”，吸毒会导致
获得性犯罪，因为吸毒者要通过获得性犯罪购买昂贵的毒品。第二个
模型称为“犯罪 -毒品模型”，罪犯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鼓励严重吸毒
行为的资金、同伴和休闲时间。第三个模型称为“共因模型”，该
模型认为，吸毒和获得性犯罪通过共同的心理因素或社会经济因素
相关联，如 ：学历低、失业或住房条件差之类的因素。第四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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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巧合模型”或“虚假模型”，该模型认为吸毒和犯罪之间根本
没有因果关系，而只是存在于一种有问题行为的联系中。
新西兰地处偏僻，人口稀少，边境管制行之有效，因而形成了
一种十分不同于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吸毒文化 [23]，其主要差异
在于 ：几十年以来，新西兰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供应一直不足，因此，
这类毒品的使用一直较少 [23-25]。相反，
大麻的使用在新西兰很普遍，
因为其气候和环境适于种植大麻，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出于商业
目的而非法种植大麻的规模一直很大 [24, 26]。近几年中，新西兰
出现了使用甲基苯丙胺的情况 [5, 25]。由于可采用本地原料在国内
的小“厨房”实验室生产甲基苯丙胺，因而甲基苯丙胺供应量有所
增加 [27]。针对新西兰经常吸食甲基苯丙胺人员的研究发现，这些
吸毒者还大量使用大麻和酒精 [10]。新西兰警方已将酒精和大麻
列为导致新西兰犯罪倾向明显的个人的犯罪行为的因素 [28, 29]。
本研究旨在根据对新西兰被警方拘留者的抽样调查，探讨吸食
甲基苯丙胺与获得性犯罪之间的统计联系。有关毒品与犯罪的现有
文献发现，每日吸食海洛因和可卡因与从获得性犯罪中获得较高
收益有关，我们将根据这一发现，调查每日吸食甲基苯丙胺与获得性
犯罪所获收益水平之间的关系。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吸食甲基苯丙胺
和获得性犯罪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设法对新西兰那些可能与获得性
犯罪有关的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包括大麻和酒精的大量使用。
我们的研究问题如下 ：(a) 相对于不吸食甲基苯丙胺的被警方
拘留者而言，吸食甲基苯丙胺的被拘留者是否更有可能卷入财产
犯罪和毒品交易？ (b) 吸食甲基苯丙胺天数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从
财产犯罪和毒品交易中所得收益的多少？

方法

分析采用了新西兰被逮捕人员滥用毒品问题监测（以下简称“新西兰
监测”
）研究方案得到的数据 [30, 31]，该方案根据美国被逮捕人员
滥用毒品问题监测方案制订 [ 见 32-34]。按照“新西兰监测”框架，
对在警察局被关押时间不足 48 小时的人员进行采访，以了解他们
的 吸 毒 情 况 和 相 关 活 动 [30, 31]。
“新 西 兰 监 测”方 案 是 在 新 西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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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地 区 的 四 个 警 察 局 实 施 的（Whangarei、Henderson、Hamilton 与
Dunedin）
。
“新西兰监测”研究的潜在参与者包括在接受采访时若干警方
看守所拘留时间不足 48 小时的一些被拘留者。采访是在各地进行的，
每周一次，总共为时 12 个月。采访者每周轮流进行四次采访，每次
3 小时。国家项目经理对轮班次数做出安排，以确保全面覆盖，一年
各季每周各天均能顾及。有关各采访点采访天数和次数的简表见
“新西兰监测”年度报告附件 [ 见 30]。出于伦理、务实性和安全
方面的考虑，某些类别的被拘留者被认为不适于参与研究，其中包括：
17 岁以下的人员；因酒精、毒品或药物治疗而处于麻醉状态的人；有
精神健康问题的人 ；因英文水平差而不能完成采访的人 ；有暴力行为
的人 ；被关押时间超过 48 小时的人。采访者以平民研究员的身份向
有资格接受采访的被拘留者解释研究目的和所用保密措施。此外，在
采访前，他们还向接受采访的被拘留者提供一份有关其研究的信息表。
采访是在警方看守所一间远离警员的密室中进行的。研究中采用的
伦理程序获得新西兰多个地区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本分析借鉴了 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9 月“新西兰监测”国家
试点阶段所进行的采访。共有 2,681 名被拘留者有资格参与这一期间
的研究，其中有 2,164 人同意接受采访。在这一期间接受采访的被
拘留者中，
只有 38 人在过去 30 天内使用过海洛因、
吗啡或美沙酮的天数
超过两天。在接受抽样调查的被拘留者中，经常吸食阿片剂的人数
很少，不足以对使用阿片剂与获得性犯罪之间的联系进行任何有意义
的分析，因此，为本分析之目的，将从抽样调查中剔除这部分人员。
措施

吸毒

要求受访者回答他们在过去 30 天中究竟有多少天使用过各类毒品。
收入来源

要求受访者回答他们在过去 30 天中的所有收入来源，并向受访者
宣 读 了 14 种 潜 在 的 合 法 和 非 法 收 入 来 源 以 供 选 择。 然 后 要 求 被

新西兰甲基苯丙胺吸食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63

拘留者对其在过去 30 天中从某个来源获得的新西兰元的数额做出
估计。
人口变量

向受访者收集了一系列人口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目前婚姻
状况、学历、目前就业状况、目前住房状况和入狱史。

分析

回归模型

主要兴趣是考察吸食甲基苯丙胺和获得性犯罪之间的关系，但甲基
苯丙胺吸食者通常也使用大量的大麻和酒精 [10, 35]，因此需要对
这些物质可能会对获得性犯罪带来的影响进行控制，并对那些可能与
获得性犯罪有关的人口变量进行控制，如 ：低学历和失业。分析采用
了严格的检查程序，以确保模型中只列入与获得性犯罪有关的变量，
而且没有将任何高度相关的预测变量纳入任何一种模型。
建立了两类回归模型。第一类旨在根据过去 30 天使用酒精、大麻
和甲基苯丙胺的情况和人口变量预测过去 30 天卷入财产犯罪和毒品
交 易 的 情 况。 第 二 类 回 归 模 型（一 种“因 子 方 差 分 析”模 型）旨 在
根据过去 30 天使用酒精、
大麻和甲基苯丙胺的天数和人口变量预测过去
30 天从财产犯罪和毒品交易中所获收益（新西兰元）
。这些模型仅列入
那些在过去 30 天中曾从财产犯罪或毒品交易中获得收益的被拘留者。
列入模型的吸毒变量是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甲基苯丙胺、大麻和
酒精的天数。使用甲基苯丙胺、大麻和酒精的天数在分为四类后列
入后来的模型中：零（0 天）、少（1-2 天）、中（3-19 天）、多（20-30
天）。有关毒品和犯罪的现有文献提供了这四个类别的定义，其分析
发现，每日或几乎每日使用海洛因和可卡因的人（即 ：在过去一个
月中使用超过 20-30 天的人）实施获得性犯罪的次数更多 [14, 17,
19-20]。分类的另一端是少量使用，该类别所包含的只是偶尔或很少
使用的人（即 ：在过去一个月中使用过 1-2 天）。分析对甲基苯丙胺、
大麻和酒精使用天数在被拘留者中间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并
找到了符合逻辑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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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将 获 得 性 犯 罪 分 为 两 类 ： 财 产 犯 罪 和 毒 品 交 易。 财 产
犯 罪 类 别 包 括 过 去 30 天 中 通 过“ 入 店 行 窃 ”、“ 入 室 行 窃 ”、
“偷车”、
“偷窃”和“抢劫”获得的新西兰元收益。“毒品交易”类别
包括过去 30 天从“毒品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分析将获得性犯罪的
收益分为四类，以列入后来的模型 ：无收益（0 新西兰元）；低收益
（1-100 新西兰元）；中等收益（101-1,000 新西兰元）；高收益（1,001
及以上新西兰元）。在对犯罪收益进行分类时，广泛了解并考虑了
新西兰的平均收益，即在被拘留者中考察了来自财产犯罪和毒品
交易的新西兰元的收益，并找到了符合逻辑的分界点。高收益类别
代表了获得性犯罪所带来的大量收益（即：每周超过 250 新西兰元），
而低收益类别则意味着来自获得性犯罪的收益非常少（即：每周不足
25 新西兰元）。
列入模型的人口变量如下 ：性别、年龄、种族（即 ：毛利人、1
欧洲人、太平洋岛国人或其他）
、婚姻状况、学历、失业状况 / 疾病
补助领取者、住房类型，以及是否在过去 12 个月中遭到监禁。
首先纳入了吸毒类别和人口变量，以便预测过去 30 天中从财产
犯罪和毒品交易中所获新西兰元的数额。最初测试的是过去 30 天中
吸毒和人口变量是否会对过去 30 天获得性犯罪的新西兰元收益产生
任何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随后采用 Tukey 多重比较程序，测试了
过去 30 天中基于毒品使用天数的各组别之间在获得性犯罪所获
新西兰元收益方面的差异。由于获得性犯罪所获新西兰元收益高度
偏离，所以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以便利分析。几何平均数是通过对
对数均值进行逆变换求得的。另外，还通过 Tukey-Kramer 调整对
毒品使用组别之间的多重比较进行了控制。所有金额都按新西兰元
报告，所有分析都采用了 SAS。
结果

人口统计

在被拘留者样本中，男性占压倒性多数 (87%)，样本平均年龄为 27
岁（中位数年龄为 24 岁，范围在 17-74 岁之间）
，毛利人占很高比例
1

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土著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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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表 1）
。在被拘留者样本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员为失业者或
疾病补助领取者 (42%) ；很多被拘留者都没有完成高中义务教育
(46%) 而且都生活在临时住所中 (59%)。在过去 12 个月中，其中有些
人曾遭监禁 (18%)。
表 1.

被拘留者样本（n=2,126）按若干人口变量列示的比例

人口变量

年龄（中数）

27 岁

性别
男性
女性

87%
13%

种族
欧洲人
毛利人
太平洋岛国人
其他

37%
50%
5%
8%

婚姻状况
单身（从未结过婚）
已婚 / 事实婚姻
分居 / 离婚 / 丧偶

60%
32%
8%

学历
未上过学
未完成高中义务教育
已完成高中义务教育
接受过高等教育

5%
41%
34%
20%

就业状况
失业或领取疾病补助
全职就业
兼职就业
学生
全职父母或退休

42%
33%
12%
8%
5%

住房类型
住在自有住房中
住在其他人的住房中
住在活动住房或寄宿公寓中
露宿街头
住在监狱中

40%
53%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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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情况

到目前为止，酒精、大麻和甲基苯丙胺是被拘留者在前一个月中最
常用的毒品（表 2）：该期间有 81% 的被拘留者曾饮过酒，
69% 的人员
曾使用过大麻，20% 的人员曾使用过甲基苯丙胺。在过去 30 天中，
样本中只有 8% 的人使用过酒精、大麻或甲基苯丙胺之外的毒品。在
过去 30 天中，被拘留者使用可卡因或海洛因的很少，两者都不足 1%。
表 2.

在过去 30 天中被拘留者样本中（n=2,126）使用毒品的情况

毒品类型

酒精
大麻
甲基苯丙胺
迷幻剂
安非他明
“摇头丸”
（替甲基苯丙胺）
镇静剂
可卡因
海洛因
美沙酮
a

在过去 30 天中
用过 (%)

在过去 30 天中
有 20 天以上的时间
用过 (%)

在过去 30 天中的
平均使用天数 a

81
69
20
7
5

11
33
4
<1
1

8
17
10
3
6

5
2
<1
<1
<1

0
<1
0
0
0

2
6
4
2
1

自称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过毒品的人使用毒品的平均天数。

各类毒品的使用天数有一些差异。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过甲基
苯丙胺的被拘留者使用天数平均为 10 天（中位数 =5 天，标准差 =10
天）。在被拘留者样本中，有 4% 的人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甲基苯丙胺
的天数为 20 天或 20 天以上（即 ：每天或几乎每天使用）（表 2）。
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过大麻的被拘留者使用天数平均为 17 天（中位
数 =15 天，标准差 =12 天）。在被拘留者样本中，有 33% 的人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大麻的天数为 20 天或 20 天以上。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
过酒精的被拘留者使用天数平均为 8 天（中位数 =4 天，标准差 =8 天）。
在被拘留者样本中，有 11% 的人在过去 30 天中喝酒的天数为 20 天
或 20 天以上。在过去 30 天中，只有大约 1% 的被拘留者使用迷幻剂、
安非他明或镇静剂的天数为 20 天。没有任何被拘留者在过去 30 天
中使用“摇头丸”
、可卡因、海洛因或美沙酮的天数为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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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犯罪的非法收益

在过去 30 天中，在参与研究的被拘留者中，有 11% 的人曾从毒品
交易中获取收益，10% 的人从财产犯罪中获得收益，3% 的人同时从
财产犯罪和毒品交易中获取收益，在过去 30 天中，通过获得性犯罪
赚取的新西兰元收益有很大差异 ：被拘留者从财产犯罪中获得的
收益平均为 2,338 新西兰元（中位数 =500 新西兰元 ；标准差 =5,408
新西兰元），其中有 4% 的人获得了超过 1,000 新西兰元的收益 ；从
毒品交易中获得收益的被拘留者平均获得了 4,665 新西兰元的收益
（中位数 =500 新西兰元；标准差 =19,384 新西兰元），其中有 3% 的人
获得了超过 1,000 新西兰元的收益。
表 3 列出了被拘留者样本中，那些在过去 30 天中从财产犯罪和
毒品交易中获得收益的人在按照过去 30 天中是否使用过毒品或其他
人口变量划分时所占的比例。在过去的 30 天中，相对于那些未使用
过大麻的人而言，那些曾使用过大麻的人中有较大比例的人曾从
财产犯罪中获取过收益（前者为 3%，后者为 14%，p<0.0001）。在
过去的 30 天中，相对于那些未使用过甲基苯丙胺的人而言，那些
曾使用过甲基苯丙胺的人中有较大比例的人曾从财产犯罪中获取过
收 益（ 前 者 为 8%， 后 者 为 23%，p<0.0001）。 在 过 去 的 30 天 中，
相对于那些未饮酒的人而言，那些曾饮酒的人也更有可能从财产
犯罪中获取收益（前者为 8%，后者为 12%），不过两者的差异只是
具有统计意义 (p=0.0445)。从财产犯罪中获得收益的较高流行率也
与一系列的人口变量相关，包括 ：25 岁以下人员、毛利人、失业者、
疾病补助领取者、学历低、单身、在过去 12 个月被监禁过。
在过去 30 天中，相对于那些未使用过大麻的人而言，那些曾
使用过大麻的人中有较大比例的人曾从毒品交易中获取过收益（前者
为 3%， 后 者 为 14%，p<0.0001）。 在 过 去 的 30 天 中， 相 对 于 那 些
未使用过甲基苯丙胺的人而言，那些曾使用过甲基苯丙胺的人中有
较大比例的人也曾经从毒品交易中获取过收益（前者为 7%，后者
为 25%，p<0.0001）。在过去 30 天中卷入毒品交易的较高流行率也与
25 岁以下人员、失业者或疾病补助领取者、学历低、在过去 12 个月
被监禁过等变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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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在被拘留者样本中（n=2,126）
，过去 30 天里卷入财产犯罪和毒品
交易的情况：按过去 30 天中的吸毒情况和人口变量开列
在过去 30 天中
卷入财产犯罪
%

在过去 30 天中
卷入毒品交易

p值

%

p值

0.0445

11

0.1797

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毒品的情况
饮过酒

12

未饮过酒

8

用过大麻

14

未用过大麻
用过甲基苯丙胺
未用过甲基苯丙胺

9
<0.0001

3
23

14

<0.0001

3
<0.0001

8

25

<0.0001

7

人口变量
男性

11

女性

13

25 岁以下

14

25 岁以上

7

毛利人
非毛利人
失业或领取疾病补助
未失业或不领取疾病补助
学历低
学历不低
生活在临时住所中
并非生活在临时住所中
单身
并非单身
在过去 12 个月中被监禁过
在过去 12 个月中未被监禁过

14

0.3167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9

0.0817

12

0.0312

12

0.0275

9
<0.0001

11

0.1846

9
0.0225

9
19

12

9

6
12

0.0001

9

8
14

13
8

8
14

0.8064

11

8
15

10

11

0.0578

9
<0.0001

17
9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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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获得性犯罪

在过去 30 天中那些曾使用过甲基苯丙胺和大麻的被拘留者更有可能
在同一期间内卷入财产犯罪，这种可能性是非甲基苯丙胺和吸食
大麻者的 3 倍（表 4）。在过去 30 天中卷入财产犯罪的较高可能性也
与毛利人、生活在临时住所中、失业者、疾病补助领取者、学历低、
在过去 12 个月被监禁过等变量有关。
在过去 30 天中那些曾使用过甲基苯丙胺的被拘留者更有可能在
同一期间内卷入毒品交易，这种可能性是非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 4 倍。
在过去 30 天中卷入毒品交易的较高可能性也与 25 岁以下人员、在
过去 12 个月被监禁过等变量有关。
表 4.

在过去 30 天中，被拘留者（n=2,126）可能卷入财产犯罪和毒品交易
的比值比
财产犯罪

毒品交易

比值比

p值

比值比

p值

酒精

1.44

0.0852

1.32

0.1912

大麻

3.00

<0.0001

2.93

<0.0001

甲基苯丙胺

3.24

<0.0001

4.19

<0.0001

男性

0.72

0.1435

0.94

0.7983

25 岁以下

2.17

<0.0001

1.89

0.0002

毛利人

1.59

0.0030

1.19

0.2582

失业或领取疾病补助

1.54

0.0048

1.08

0.6128

学历低

1.45

0.0152

1.13

0.4189

生活在临时住所中

1.85

0.0006

0.86

0.3636

单身

0.91

0.6047

1.05

0.7466

在过去 12 个月中被监禁过

1.61

0.0051

1.51

0.0174

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毒品的情况

人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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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获得性犯罪的新西兰元收益

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大麻的天数和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天数以及毛利人
等变量都与过去 30 天中来自财产犯罪的新西兰元收益的多少相关
（表 5）
。饮酒天数也与来自财产犯罪的收益多少相关，但略低于 0.05%
的分界点。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天数以及在过去 12 个
月中曾经入狱等变量与过去 30 天中来自毒品交易的新西兰元收益
多少有关。对于过去一个月中来自毒品交易的新西兰元收益多少
来说，不足 25 岁这一变量差不多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表 5.

在过去的 30 天中，那些曾从财产犯罪和毒品交易活动中获得收入的被拘
留者使用毒品的天数与来自这类活动的新西兰元收益多少之间的统计关系
在过去 30 天中来自
财产犯罪的新西兰元
收入水平（ n=227)

在过去 30 天中来自
毒品交易的新西兰元
收入水平（ n=213)

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酒精的天数

p=0.0423

p=0.5619

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大麻的天数
在过去 30 天中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天数

p=0.0055
p<0.0001

p=0.7566
p<0.0001

男性
25 岁以下
毛利人

p=0.0942
p=0.4743
p=0.0056

p=0.5145
p=0.0669
p=0.1827

失业或领取疾病补助

p=0.5689

p=0.6964

学历低

p=0.5738

p=0.7746

生活在临时住所中

p=0.7136

p=0.3116

单身

p=0.1646

p=0.9856

在过去 12 个月中被监禁过

p=0.7573

p=0.0331

27.3%

31.9%

解释性变量

R2

表 6 按照吸毒情况和人口变量，列出了过去 30 天中从财产犯罪和
毒品交易中获取新西兰元收益的（几何）平均数。如前所述，我们
对各类毒品的所有毒品使用组别之间在获得性犯罪收入方面的差
异进行了测试。相对于饮酒天数为中（在过去 30 天中饮酒天数为
3-19 天）的被拘留者而言，饮酒天数多（在过去 30 天中饮酒天数
为 20-30 天）的被拘留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财产犯罪所得新西兰元
收入（前者为 464 新西兰元，后者为 1,142 新西兰元，p=0.0287）。在
饮酒天数为中等的人与饮酒天数少（在过去 30 天中饮酒天数为 1-2
天）的人之间，来自财产犯罪的新西兰元收益差异不具有统计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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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两者分别为 464 新西兰元和 542 新西兰元，p=0.9499）。过去
30 天中在饮酒天数为中等的人与不饮酒的人之间，来自财产犯罪
的新西兰元收益差异也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两者分别为 464
新西兰元和 444 新西兰元，p=0.9994）。相对于使用大麻天数为中等
的被拘留者而言，使用大麻天数多的被拘留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财产
犯罪所得新西兰元平均收益（两者分别为 362 新西兰元和 1,006 新西
兰元，p=0.003）
。在使用大麻天数多的人与使用大麻天数少的人之间
或与不使用大麻的人之间，来自财产犯罪的新西兰元收益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前两者分别为 1,006 新西兰元和 552 新西兰元，
p=0.4809 ； 后 者 为 635 新 西 兰 元，p=0.6468）。 相 对 于 不 使 用 甲 基
苯丙胺的被拘留者而言，使用甲基苯丙胺天数多的被拘留者报称
财产犯罪所得新西兰元收益相对较高（两者分别为 265 新西兰元
和 1,841 新西兰元，p<0.0001）。相对于不使用甲基苯丙胺的被拘留
者而言，使用甲基苯丙胺天数为中等的被拘留者也报称财产犯罪
所得新西兰元收益较高（两者分别为 265 新西兰元和 646 新西兰元，
p<0.0293）
。在使用甲基苯丙胺天数少的人与不使用甲基苯丙胺的人
之间，
来自财产犯罪的新西兰元收益差异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两者
分别为 405 新西兰元和 265 新西兰元，p=0.5709）。被拘留的毛利人
所报告的来自财产犯罪的平均新西兰元收益高于被拘留的非毛利人
（两者分别为 826 新西兰元和 432 新西兰元，p=0.0056）。
表 6. 在过去 30 天中，从财产犯罪和毒品交易中获取收益并且使用毒品天数为
少（1-2 天）
、中（3-19 天）
、多（20-30 天）或零 (0) 的被拘留者从这些活动
中获得的新西兰元收益的（几何）平均值，
按毒品类型和人口变量开列
财产犯罪
在过去 30 天中
获取收益的
新西兰元
几何平均值
（单位：新西兰元）
( n=227)

毒品交易

95%
置信区间

在过去 30 天中
获取收益的
新西兰元
几何平均值
（单位：新西兰元）
( n=213)

95%
置信区间

过去 30 天的使用量，按毒品类型开列，其中：零 =0 天；少 =1- 2 天；中 =3- 19 天；
多 =20- 30 天
酒精
零
少
中
多

444
542
464
1 142

(228,
(302,
(274,
(595, 2

864)
974)
785)
191)

1 076
859
813
1 333

(539,
(452,
(449,
(620,

2
1
1
2

149)
632)
471)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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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续）
财产犯罪
在过去 30 天中
获取收益的
新西兰元
几何平均值
（单位：新西兰元）
( n=227)

毒品交易

95%
置信区间

在过去 30 天中
获取收益的
新西兰元
几何平均值
（单位：新西兰元）
( n=213)

95%
置信区间

大麻
零

635

(297, 1 359)

988

(455, 2 144)

少

552

(245, 1 240)

861

(286, 2 585)

中

362

(197, 662)

949

(519, 1 735)

多

1 006

(652, 1 551)

1 240

(763, 2 015)

零

265

(167, 419)

345

(199, 597)

少

405

(207, 792)

501

(223, 1 123)

中

646

(337, 1 236)

1 134

(599, 2 148)

1 841

(865, 3 919)

5 111

(2 491, 10 487)

795
450

(507, 1 245)
(242, 834)

886
1 130

(576, 1 361)
(546, 2 339)

25 岁以下

544

(341, 868)

778

(464, 1 302)

25 岁以上

657

(388, 1 111)

1 287

(730, 2 270)

826

(528, 1 293)

1 188

(722, 1 953)

432

(258, 723)

843

(447, 1 487)

失业或领取疾病补助

560

(356, 882)

954

(569, 1 598)

就业

638

(385, 1 057)

1 050

(611, 1 805)

甲基苯丙胺

多
人口变量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种族
毛利人
欧洲人 / 太平洋岛国
人 / 其他
就业状况

学历
低

638

(395, 1 031)

1 037

(602, 1 787)

高

560

(345, 909)

965

(574, 1 623)

568
629

(365, 882)
(358, 1 106)

874
1 145

(526, 1 454)
(650, 2 017)

住所类型
临时住所
租赁住所或自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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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犯罪
在过去 30 天中
获取收益的
新西兰元
几何平均值
（单位：新西兰元）
( n=227)

婚姻状况
单身
已婚/事实婚姻（同居）
/ 离婚 / 分居 / 丧偶

毒品交易

95%
置信区间

在过去 30 天中
获取收益的
新西兰元
几何平均值
（单位：新西兰元）
( n=213)

95%
置信区间

503

(312, 809)

1 003

(604, 1 665)

711

(429, 1 176)

998

(564, 1 767)

近期入狱史
在过去 12 个月中
曾经入狱

622

(360, 1 075)

1 345

(733, 2 467)

在过去 12 个月中
不曾入狱

574

(371, 889)

744

(465, 1 192)

相对于不使用甲基苯丙胺的被拘留者而言，
使用甲基苯丙胺天数多
的被拘留者报称毒品交易所得新西兰元平均收益较高（两者分别为 345
新西兰元和 5,111 新西兰元，p<0.0001）
。相对于不使用甲基苯丙胺的被
拘留者而言，使用甲基苯丙胺天数为中等的被拘留者也报称毒品交易
所得新西兰元平均收益较高（两者分别为 345 新西兰元和 1,134 新西兰
元，p=0.0012）
。在使用甲基苯丙胺天数少的人与不使用甲基苯丙胺的人
之间，
来自毒品交易的新西兰元收益差异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两者
分别为 501 新西兰元和 345 新西兰元，p=0.7822）
。前一年曾入狱的
被拘留者报称来自毒品交易的新西兰元收益值高于前一年未曾入狱
的被拘留者（两者分别为 1,345 新西兰元和 744 新西兰元，p=0.0331）
。
讨论

我们的分析首次根据新西兰被警方拘留者样本对使用甲基苯丙胺和
获得性犯罪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本分析重点关注频繁吸食
甲基苯丙胺对犯罪倾向明显者人群的获得性犯罪水平所产生的影响，
考察了在过去 30 天中吸食甲基苯丙胺的天数与过去 30 天中来自获得性
犯罪的新西兰元收益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过去 30 天中使用酒精和
大麻的天数以及与新西兰获得性犯罪有关的其他人口变量进行了控制。
结果发现前一个月使用大麻和甲基苯丙胺的情况都与前一个月
卷入获得性犯罪的情况有关。在新西兰，与社会经济劣势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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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变量也与卷入财产犯罪的情况有关，这些变量包括 ：是毛利人、
失业、低学历、生活在临时住房中、在过去 12 个月中曾经入狱。在
过去 30 天中，酒精、大麻和甲基苯丙胺使用天数多的情况（换言之，
在过去 30 天中，这些毒品的使用天数介于 20-30 天之间）都与来自
财产犯罪的较高新西兰元收入有关。甲基苯丙胺使用天数与来自
财产犯罪的新西兰元收入之间具有最强的相关度，而且几乎总是为
正相关。
在 过 去 30 天 中 使 用 甲 基 苯 丙 胺 的 天 数 以 及 在 过 去 12 个 月
中曾经入狱都与过去 30 天中来自毒品交易的较高新西兰元收益
有关。同样，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天数与来自毒品交易的新西兰元
收益水平之间具有最强的相关度，而且几乎总是为正相关。这些
发现说明，频繁使用甲基苯丙胺与犯罪倾向明显者获得性犯罪程度
较高之间具有相关性。研究结果与以前研究的结果大体一致，即 ：
每日吸食海洛因和可卡因与获得性犯罪程度较高之间有很强的相关
性 [14, 17, 19-21]。
我们承认，分析有很多局限性。第一，被拘留者样本不能代表
新西兰更广人群中的吸毒者。在被拘留者样本中犯罪倾向明显者
所占比例很高，这些人往往属于具有劣势背景的人员。
第二，被拘留者样本可能无法代表新西兰的总体被拘留者。采访
处于麻醉状态的人员、有暴力行为的人或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是
不切实际或不道德的。不适合接受采访的这些被拘留者可能不同
于 适 合 接 受 采 访 的 被 拘 留 者。 有 关 被 拘 留 者 的 调 查 往 往 不 包 括
那些因为使用酒精和毒品而处于严重麻醉状态中的人、有精神健
康问题的人，或有攻击行为的人，这些因素似乎是本方法的固有
局限性。基于这些标准而被剔除的被拘留者吸毒程度很可能高于
被采访者。
第三，分析采用的所有数据都以样本中的个人所呈报的信息为
基础。各项研究在将自报的吸毒信息的有效性与基于尿液分析和
头发样本的毒品测试结果之间进行比较后发现，尽管人们往往会
少报其吸毒情况，但自报情况总体还相当不错 [36-38]。为鼓励被
拘留者准确提供真实信息，
“新西兰监测”研究采用了很多办法。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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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采访人会说明自己的平民研究员身份，并对研究所采取的
保密措施进行解释。被拘留者会收到一份由新西兰警局局长和研究
负责人签署的信息单，保证将对采访内容予以保密，而且不会用于
任何法律程序。采访人会告诉被采访者，将笼统概述所得结论，而
不会指名道姓。为让被拘留者尽可能准确地回忆吸毒和犯罪行为的
细节，研究期限限制在过去 30 天。
第四，
“新西兰监测”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设计，这意味着我们
只能对所发现统计联系的因果关系做出有限推断。纵向研究设计对
吸毒与犯罪开始和强化的年龄进行了考察，这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
吸毒与犯罪之间在时间上的演讲情况 [ 见 14, 36]。有关毒品与犯罪
研究的总结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因果路径可以对吸毒与犯罪
之间的统计联系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吸毒子群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
因果联系 [14, 19, 36]。在没有其他合法收入手段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犯罪倾向明显的个人加大其获得性犯罪行为可能是赚钱支付昂贵的
吸毒费用的最简便方式。
研究对政策的意义在于：鼓励每天都纵酒和吸食大麻与甲基苯丙胺
的获得性犯罪人员接受戒毒治疗，可能会减少获得性犯罪。刑事司法
制度可采取强有力的制度性激励措施，鼓励吸毒罪犯接受并持续进行
治疗（即 ：避免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如监禁）
，这可能是吸毒
罪犯获取戒毒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 [39, 7]。对海洛因吸食者接受
戒毒治疗和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有效性所进行的各项研究显示，在使用
毒品前犯罪较多的人可能会在接受戒毒治疗后继续实施某种程度的
犯罪，但在吸毒前犯罪较少的人可能会在接受戒毒治疗后大大减少
其获得性犯罪 [36, 39, 40]。
本分析首次试图对使用甲基苯丙胺和获得性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
详细考察。我们承认，为了解这种关系，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
对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经常吸食甲基苯丙胺人员进行研究。可通过
纵向研究设计更清楚地揭示使用甲基苯丙胺和获得性犯罪之间在时间
上的因果关系。对青少年犯罪采取比本分析更好的度量指标也可更好
地理解青少年发展问题在吸毒和刑事犯罪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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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无组织犯罪模型：大麻市场
Cláudia Costa Storti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里斯本
Paul De Grauwe
天主教鲁汶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比利时鲁汶
摘要
大麻市场的特点是存在着两股互相对立的力量。一种是基于
技术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带来更多的生产者（竞争），另一
种则源于卖方和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最小化行为，这种
力量会带来垄断格局。由于存在竞争和垄断这两股力量，我们对
大麻市场采用了垄断性竞争模型。本文将分析该市场如何受到实物
支付方式以及缉获概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两个因素都会导致
毒贩数量的增加和贩毒集团规模的缩小。
*
关键词： 非法药物；大麻；毒品政策；垄断性竞争

导言

在过去二十年，几大非法药物市场（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
零售价格已大幅下降。图一显示的是有关可卡因和海洛因的证据。
有关大麻的证据期限较短（见图二），但其主要趋势得到了其他来源
相关证据的证实 [1]。
尽管有此相似性，但在这些不同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有
很大差异。第一个差异与其生产特点有关。可卡因和海洛因市场的
特点是，原材料（古柯和罂粟）的生产区域很集中。过去数十年，
全球化趋势又加剧了这一集中性 [2]。大麻市场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
*谨此感谢 Jon Caulkins 以及国际毒品政策研究协会第三次年会的其他参与者，感谢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意见和建议。本文的观点仅代表我们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反映
了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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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大麻生产的技术革命，大麻作物正越来越多地在严格控制的
条件下进行室内生产 [3]。这提高了大麻生产力，并分散了大麻的
生产，如今，几乎每个国家都能生产大麻。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
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风险也降低了。
可卡因和海洛因市场与大麻市场之间的第二个主要差异与公共
政策有关。过去数十年中，与可卡因和海洛因市场相比，大麻市场
获益于个人吸食大麻所受到的处罚较轻。1 惩罚程度上的这种差异
可能是因为社会对大麻的排斥程度要比可卡因和海洛因轻。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将试图把握大麻市场的基本特点，以更好地
理解该市场的运行方式，并对所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做一些阐释。
本文第二部分将列出该理论模型所赖以存在的主要假设。第三
部分将介绍该模型和由此得出的主要结果。第四部分将探讨执法
政策如何影响大麻市场结构。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图一 .

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零售价格

(a) 大麻零售价格（剔除了通胀因素的零售价格，指数：2002 年 =100 欧元，2002-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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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洲药物及药物致瘾监测中心统计公报（2009 年）

1

Room 等人 [4] 非常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禁止大麻的众多制度。作者认为，尽管很多
国家都对吸食大麻采取了旨在放松管制的改革，但解决大麻供应问题的国家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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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卡因和海洛因的零售价格（2007 年剔除了通胀因素的零售价格，美元 / 克，1990-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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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9 年世界毒品报告》 , pp215, 200

主要假设

运算时的主要假设是 ：大麻零售市场以垄断性竞争为其特点。类似
分析见 Costa Storti 和 De Grauwe [2]。垄断性竞争格局源自两股不同
的力量。第一股力量带来了会导致更多竞争的动力，第二股力量
加剧了垄断格局。
加剧竞争的力量源自两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因素与技术发展
有关，技术发展使消费国可在国内从事低成本和低风险的大麻种植。2
第二股力量与执法活动的影响有关，执法活动促使贩毒组织的规模
缩小，因为大型组织更容易暴露和受到处罚 [10-12]。结果，这些
因素往往会带来一个由众多卖家组成的市场格局，而这反过来又会
加剧竞争。
2

有关欧洲室内大麻生产的情况，见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 2008 年的年度报告 [5]。
Wouters 介绍了荷兰的大麻生产现象，最近，荷兰已从重要的大麻脂进口国成为主要的
大麻生产国 [6]。Decorte 介绍了比利时的情况 [7]。根据 Potter 的估计，在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消费的大麻中，60% 是国内生产的 [8]。Hough 等人在分析了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情况之后认为，尽管难以获得关于该国国内种植情况的准确数据，但本国
种植在不断增加，而且与进口大麻形成了竞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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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垄断的力量与毒品买家与卖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关，
即 ：尽管两者都没有完整的信息，但卖家却比买家更了解毒品质量
（效力）。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市场失灵 ：优质毒品往往会消失，
剩下的只有劣质毒品。3 但如果同一买家和卖家之间通过多次交易，
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则可部分克服这种市场失灵问题。为尽量
减少被警察缉获的风险，也需要相互信任。
信任反过来会在零售市场中建立一种网络格局，这有助于交流
有关毒品质量和卖家 / 买家可靠性的信息。一旦获得信任，卖家便
可以收取质量溢价。结果，价格将超过边际成本，而市场将更接近
垄断格局。
经济学家和很多犯罪学家已对大麻市场网络环境中的信任关系
作了介绍 [10, 11, 14,16-23]。正如 Caulkins 和 Pacula 依据美国住户
人口调查所强调的那样，有 82% 的大麻吸食者是从朋友那里获得
毒品的，11% 是从亲戚处获得的 [19]。只有 7% 是从陌生人那里购买的。
在免费获得大麻的人员中，从朋友或亲戚那里获取大麻的吸毒者
比率最高 (93%)，在最近通过购买或交换其他商品获取大麻的人
当中，这一比率也很高，两者分别为 83% 和 86%。该文献对这种信任
关系提供了全面的介绍和证据。方框 1 是有关最近出版的文献的简单
综述。
至于与贩毒有关的风险，Pearson 与 Hobbs 还观察到，毒贩认为
大麻市场的风险比可卡因或海洛因市场的风险小 [18]。这似乎与
对大麻交易司法处罚较轻有关。因此，大麻贩子不愿意成为销售
多种毒品的毒贩，因为如果被抓获，这种毒贩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正如 Caulkins 和 Pacula 所强调的那样，大麻的街头市场不同于
可卡因和海洛因的街头市场，因为大麻贩子更有可能独自活动，而
不大会参与有组织的经营活动。他们还往往会在室内进行销售并且
卷入推介网络 [19]。

3

Akerlof[13] 首次对“伪劣品问题”作了经典分析。最近的一些研究对该问题进行
了分析（Caulkins 和 Reuter [14]、Pacula 等人 [15]，以及 Stevenson [16]）
。

构建无组织犯罪模型：大麻市场

方框 1.

83

大麻的分销：对证据的选择性调查

根据美国 2007 年的“全国吸毒与健康问题调查”，美国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对
吸毒者在过去一年中通过以下方法获取大麻的百分比进行了估计：免费获取或分享
大麻的占 53% ；购买的占 43% ；种植的占 1% [22]。
依据美国的住户调查，Caulkins 和 Pacula 发现有很大比率的吸毒者 (57.8%)
是免费获得大麻的。他们还指出，在过去 12 个月免费获得大麻的吸毒者当中，
大部分人在过去一年自报的吸食大麻天数中占有较小的比重 (13.5%)[19]。
应该记住的是，住户调查结果可能会有偏差，因为这种调查不包括有问题的
吸毒者、被监禁者和暂时无家可归者以及其他人。
Werse 在法兰克福地区的成人当中进行了一项有关娱乐性吸毒情况的学校
调查和研究，其结论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毒品是通过非货币方式分销的，主要是
一起抽大麻。* 朋友和熟人占了大麻脂和大麻实际销售的大部分，而街头毒贩在经常
吸毒者中所起的作用很小。经常吸毒者通常通过向朋友兜售少量的毒品来满足
自己的毒品需要。频繁吸毒者可通过出售毒品来满足其自用毒品的资金需求 [23]。
Coomber 和 Turnbull 介绍了英格兰青少年人口中大麻的社会供应情况 [24]。
Potter 强调，在联合王国，由于受访者很难承认深层的非法活动，所以给出的
答复存在明显偏差——要么忽略吸毒者自身的交易，要么倾向于将毒贩视为朋友。
此外，甚至在获取了金钱利润时，受访者也往往不愿意将自己视为毒贩 [8]。
Toufik、Legleye 和 Gandilhon 对法国市场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为了能够
被大麻吸食者所接受，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自己不被视为大麻毒贩。该研究对
法国大麻获取方法和吸毒频率进行了分析。同样，大部分人 (60%) 是免费获取的，
33% 的人是购买的，其余的是自己种植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吸毒者的类别，这些
比率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经常吸毒者当中，免费获取大麻的只占 25%，购买
大麻的占 62.2%，种植大麻的占 12%。在每日吸毒的人当中，以上比率分别为 ：
20.5%、62.8% 和 16.7%[20]。
该研究的调研结果可用来更加深入地分析整个市场中所谓的“免费”大麻量。
即使免费吸食大麻者的数量相当大，免费消费的大麻量实际上也不会那么大，因为
频繁吸食大麻者一般必须购买大麻。因此，实际购买的大麻量要远远大于统计
数据在没有对流行状况加以区分时所显示的数量。
在荷兰，
“全国学校调查”要求年轻的大麻吸食者回答其获取大麻的途径。其中
最常见的答复是来自朋友和亲戚 (67%)，其后依次是咖啡店 (35%) 和毒贩 (12%)。
但被拘留者和辍学者则称他们最有可能从咖啡店获取大麻。

*

应慎重看待该结论。我们认为一起抽大麻不等于免费抽大麻。这种情况应视为集体购买，

很可能有数量折扣，但大麻仍然是要付费的。集体购买通常属轮流购买，也就是，由不同
吸毒者在不同时间负责购买大麻。因此，大麻的购买费用是由大麻吸食人群共同分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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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模型在表示供应商的地方市场权力时，
假设每个“上级毒贩”或供应商
所出售的大麻都面临着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假设零售市场中有 n 个
大麻供应商。从长远来说，供应商数量是通过施加一个长期非营利
条件自发确定的。
假设上级毒贩雇用下级毒贩。后者可通过两种方式取得报酬 ：
第一种是按每个工时的标准工资取得报酬，第二种是由上级毒贩
支付实物报酬（如，一定数量的大麻）
。该假设是以经验证据为基
础的，经验证据显示，吸食的部分毒品是免费获得的，吸毒者通过
贩卖大麻来为自己吸毒获取资金（见方框 1）。
因此，我们假设有两类报酬，然后分析这两类报酬的不同组合是
如何影响大麻市场的。
供应商利润 i ( pi ) 定义如下：
πi = pi xi − [(1 − γ )w + γ ui ]li − [θi pm + (1 − θi ) pd ] xi

(1)

其中 xi 为 i 出售的大麻数量；pi 为收取的价格；li 为供应商 i 所雇下级
毒贩的数量；w 是向所有“下级毒贩”支付的同等工资。工资包括
用来补偿相关暴力风险、监禁风险和处罚的风险溢价。（影响这种
风 险 溢 价 的 因 素 分 析，见 Kugler、Verdier 和 Zenou 的 研 究 以 及
Mansour、Marceau 和 Mongrain 的 研 究（2006 年）[25, 26]。） 我 们
将把这种风险溢价视为外生溢价。报酬的第二部分 ui 为实物报酬
（大麻）。与工资相反，这部分报酬是针对供应商 i 的。定义 (1) 中的最后
一项是“原始”大麻成本。上级毒贩可在进口市场中（单位成本 pm）
购买或在国内市场中（单位成本 pd）购买大麻。毒贩 i 业务中的大麻
进口部分用 qi 表示。假设该部分是针对毒贩 i 的。还假设它是外生的。4
但在下文的结论中，我们将提出它是如何受到执法影响的问题。
实物报酬 ui 的定义如下：
ui =
4

mi xi
li

(2)

如导言中所述，
技术发展使得人们有可能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在室内种植大麻作物。
因此，
各处的 qi 都会下降，
从而使大麻生产日益具有国内性。见 Clements 和 Zhao [1, 第 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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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i 指大麻总产量中留作下级毒贩报酬的部分。因此，ui 是供应
商 i 支付给下级毒贩的大麻金额。
假设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线性法来说明企业 i（“上级毒贩 i”）对
下级毒贩或雇员的需求：
(3)

li = α + β xi

其中，a 为建立分销流程所需要的定额劳动力。之所以会产生这种
固定成本，是因为上级毒贩就像商业企业家一样，需要通过其支配的
大量雇员来控制各级组织和执行内部纪律（芝加哥贩毒团伙的组织
方式，见 Levitt 和 Venkatesh 的研究 [27]）
。bi 指出售一个单位毒品所
1

需要的毒贩数量（边际劳动力投入系数）
。即 ： b 指毒品销售中下级
毒贩的边际生产率。
效率的提高可提高毒品交易的边际生产率。相反，加大执法力度
可能会降低毒品交易的边际生产率。即：当被逮捕毒贩的数量上升时，
将需要雇用更多的毒贩来贩卖同样数额的毒品。
在分析利润最大化的大麻供应前，一种有用的做法是列出由
两种不同报酬方案所带来的隐性成本构成。为此，我们将确定不同
的 g 值，并区分三种情况：
(a) g = 0，即：报酬只包括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成本 (AC) 和边际成本 (MC) 可表示为：
AC = β w +

αw
+ pC
xi

MC = b w + pC

其中

pC = q pm + (1 − q ) pd

图二 (a) 显示了平均成本 (AC) 和边际成本 (MC)。在基于工资的
通常报酬方式下，平均成本的斜率为负，并逐渐接近边际成本。
(b) g = 1，即：报酬仅为实物形式。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平 均 成 本 (AC) 和 边 际 成 本 (MC) 可 表 示 为 ：
AC = MC = mi + pC 。图二 (b) 显示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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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

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

(a) 只包括现金报酬
AC, MC

AC

β w + pC

MC

xi
(b) 只包括实物报酬
AC, MC

µ + p =MC = AC

xi

最后，图三显示了混合报酬制，其中 g = 0.5。
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可表示为：

αw 
 + 0.5µ + pC
AC = 0.5β w +

xi 

MC = 0.5(β w + µ) +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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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报酬制下，平均成本曲线的位置更接近边际成本曲线。
当 g 增加时，平均成本曲线更接近边际成本曲线，当 g =1 时，两者
相重合。
图三 .

混合报酬制下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
AC, MC

AC

0.5(βw+µ)+ pC

MC

xi

现在分析大麻的最佳供应。为此，首先将 (2) 和 (3) 带入 (1)，得：
πi = pi xi − (1 − γ )w(α + β xi ) − γµi xi − pC xi

(4)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由以下表达式给出：
pi =

η
[(1 − γ )β w + γµi + pC ]
η −1

(5)

其中，h 是对供应商 i 的毒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以绝对值表示）。
需要强调的是，价格弹性 h 衡量的是一个典型吸毒者对供应商
i 的要价变化做出的反应——假设其他供应商的价格不变。因此，该
价格弹性不同于大麻总需求的价格弹性。在此，将后者称为市场
弹性，以 e 表示。市场弹性 e 衡量的是 ：当所有毒品供应商的毒品
价格发生变化时，
吸毒者改变其毒品需求的程度。经验证据显示，这种
市场弹性的绝对值介于 0-1 之间（见方框 2 有关经验证据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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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采用的价格弹性 h 大于市场弹性 e，因为它还反映了消费者从
一个毒贩转向另一个毒贩的可能性。毒贩数量越多，相对于市场
弹性 h 而言的替代弹性 e 就越大。因为更多毒贩的存在增加了替代
的可能性。我们将假设毒贩数量足以使 h >1（以绝对值表示）。可以
证明的是，为了让垄断性竞争模型保持均衡，需要 e<h，这一条件容易
满足 [28]。

方框 2.

大麻需求的价格弹性

有关毒品消费的估计数质量较差，因此有关大麻价格弹性的研究数量有限。现有的
大多数研究都以“参与弹性”为重点。即 ：研究估计的是毒品价格变化时，流行率
将会如何变化，至于实际使用的毒品量是如何变化的，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因此，
现有估计数衡量的是当大麻价格变化 1% 时，吸毒者数量变化的百分比。此外，
这些估计数没有通过调整大麻效力的差异来修正价格。
Nisbet 和 Vakil 根据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学生人群对大麻的价格弹性做出了
估计。得出的值介于 0.7 和 -1.0% 之间 [29]。
Saffer 和 Chaloupka 采 用 了 1998 年、1990 年 和 1991 年 美 国 有 关 毒 品
滥用情况的全国住户调查（不包括在校大学生和囚犯以及无家可归者）。被剔除
的人群只占总人口的 2%，但正如作者所述，吸毒最频繁的人员就在这 2% 的
人 口 中。 在 用 大 麻 合 法 化 的 效 应 代 替 大 麻 价 格 下 降 时， 他 们 得 出 的 结 论 是，
大麻合法化使过去一个月的参与率增加了大约 8.4%，使过去一年的参与率增加
了 7.6% [30]。
在这方面，Pacula 对高中高年级学生前一年的参与弹性进行了估计。在对
各州特定条件的影响加以控制的情况下（美国有些州对吸食大麻的许可度要比
其他州宽松），如果忽略时间效应，过去一年的参与弹性为 -0.33，但如果输入
时间的平方，则参与弹性只有 -0.69[31]。
Desimone 和 Farrelly 发现，在分析美国成人或青少年的大麻需求时，大麻
价格变化对吸毒的影响不同（1990-1997 年全国毒品滥用问题住户调查）。成人
行为对大麻价格水平的反应很明显，这说明在大麻消费中收入效应可能很突出。
至于青少年对大麻毒品的需求，作者在解释这类行为时，提到了两个不同的因素。
首先，某些青少年可能用父母的钱购买毒品，因此其保持了相对不变的吸毒水平。
其次，毒贩发现，送一些毒品给初次吸毒的年轻人是有利可图的，这可让他们
“上钩”，从而能在以后按较高的价格向他们收费。总之，这些作者发现，大麻
需求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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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man 在其结论中指出，大麻参与率的趋势显示，年轻大麻吸食者的
人数会随着大麻实际价格的下降而上升。根据他的估计，美国 1975-1992 年期间
参与率下降中的 70%、1997 年以前后续增长中的 60%，以及 1997 年以后下滑
中的将近 60% 都与大麻实际价格的巨大波动有关。他还根据医院急诊室的各种
就医比率以及有关被逮捕者的各种比率对价格弹性进行了估计。根据这些比率，
他认为大麻参与率对价格的反应为负相关 [33]。
Bretteville-Jensen 和 Biorn 采 用 了 奥 斯 陆 某 个 针 具 交 换 服 务 中 心 附 近 的
2 500 个采访样本，以检验这些数据在以下四个不同模型中是如何表现的 ：处理
交易 / 非交易的切换回归法；考察价格反应“扭结”的样条函数；动态成瘾模型；
以未观测到的异质性为重点的伪面板数据 [34]。尽管该文只关注了吸食海洛因和
安非他明所需注射器的弹性，但在分析大麻时也应考虑其中的某些结果。首先，
各模型有关毒贩和非毒贩的估计数很不相同，这说明，毒贩对价格的反应正如所
预料的那样，远远不如非毒贩那么敏感。尽管这一结果一直未能在大麻市场中
得到检验，但似乎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一结果转用于大麻市场，其原因有两个：首先，
价格的上升会增加毒贩的收入。其次，毒贩所面临的价格波动很可能小于最终
使用者，在室内种植大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第二个结果是成瘾者如何对收入变化做出反应。Bretteville-Jensen 和 Biorn
的结论是，甚至海洛因成瘾者（戒毒痛苦很大）都会对收入变化做出反应。因此，
成瘾者对毒品价格变化的反应可能大于预期反应，这与收入效应有关，因为成瘾者
的毒品消费在其支出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
Clements 对澳大利亚大麻消费的价格弹性进行了估计，该估计考虑了酒精
替代饮料及其交叉价格弹性。他在结论中指出，大麻价格弹性介于 -0.8 和 -0.77
之间，具体情况取决于酒精和大麻群组需求的特有价格弹性值，因为它们在很大
程度上是负相关的。根据作者的估计，大麻的收入弹性接近 1.2 [35]。
Chaloupka 也 指 出， 大 麻 价 格 上 升 会 减 少 大 麻 的 使 用 [36]。Van Ours 和
Williams 分析了在“毒品生涯”的不同阶段（即：初吸阶段和戒毒阶段）中，吸食
大麻者是如何对价格做出反应的。他们在 1985-2001 年这一样本期间对澳大利亚
12-52 岁人口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以下结论：刚开始吸食大麻时对价格的反应敏锐；
价格弹性估计在 -0.47 至 -0.55 之间。但他们得出的可靠结果显示，初吸阶段的大麻
价格较低。此外，
他们的结果还显示，
在戒毒行为中，
价格不太可能发挥明显作用 [37]。
总之，这些实证研究显示，市场弹性（我们以 e 表示）或许很大，可能介于
0 与 1 之间（绝对值）。

在等式 (5) 中，我们对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部分采用了典型的
加价条件。边际成本等于 (1− γ )β w + γµi + pC ，由三部分组成 ：工资
成本、实物报酬成本和大麻成本。加价部分为： h > 1 。
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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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 (5) 可用来衡量大麻零售价格外因变化的影响。工资上涨
（例如，由于风险溢价上升）和实物报酬成本的增加会对毒品价格的
加价部分产生放大效应，即：
∂pi
η
=
(1 − γ )β
∂w η − 1

与

∂pi
η
=
γ
∂µi η − 1

(6)

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效应适用于短期。从长期来说，毒品供应商
的 利 润 会 因 为 新 供 应 商 的 进 入 所 带 来 的 竞 争 而 减 少。 长 期 均 衡
通过施加零利润条件 πi = 0 得到。我们还施加一个对称均衡条件，即：
各毒品供应商之间的价格和数量是相同的。这有助于关注不带下标
的典型毒品供应商，即：典型的上级毒贩。
设等式 (4) 中的 πi = 0，去掉下标 i，则长期均衡条件为：
p x − (1 − γ )w(α + β x ) − γµ x − pC x = 0

重新整理后得：

p =

(1 − γ )w(α + β x )
+ γµ + pC
x

(7)

(8)

或

p =

(1 − γ )wα
+ (1 − γ )wβ + γµ + pC
x

(9)

可以看出，这相当于设定价格等于平均成本。
可推导出工资或实物报酬变化的长期效应。得到：
α
 与 ∂p = γ
∂p
= (1 − γ )  + β 
∂µ
 x

∂w

(10)

根据观察，两种报酬方案的影响有很大差别。在工资报酬方案中，
工资成本上升对价格的影响随着毒品销售规模的增大而下降；而在实
物报酬方案中，实物报酬提高对价格的影响保持不变，而且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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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无关。这意味着在工资报酬方案中，供应商具有实现规模经济
的动机，即：增加供应，以便从下降的平均成本中获利。在实物报酬
的情况下则无这样的动机。
最后，在该模型末尾处，我们引入一个条件：大麻的需求与供应
相平衡。总需求等同于典型消费者的消费 (c) 乘以人数 L（流行人数），
即：cL。在均衡的情况下，cL = x。将这一表达式带入 (8) 中：
p =

(1 − γ )wα
+ (1 − γ )wβ + γµ + pC
cL

(11)

等式 (5) 和 (11) 全面描述了模型的均衡状况。这两个等式决定了
零售价格 (p) 和毒品消费 (c) 的均衡值（分别为短期和长期）。
图四显示了等式 (5) 和 (11) 所表示的短期和长期均衡点。PP 线
为等式 (5) 中短期情况的图示。假设零售需求曲线为线性曲线。则弹
性 h 随着 c 值的增加而下降，即：吸毒越多，毒品需求对价格变化的
敏感度就越小。需求曲线的这一特点与显示吸毒天数多的人会成瘾
（依赖毒品）以致其需求对价格的敏感度较低（见方框 2）的实际情
况是一致的。由此得出的 PP 是一条斜率为正的曲线。正斜率说明，
随着毒品消费的增加，毒品供应商的市场权力也增大了，供应商就
可以加价，从而推高零售价格。
QQ 线是长期均衡条件 (11) 的图示。负斜率（可以很容易地从等
式 (11) 中看出）表示的是 ：QQ 是从平均成本曲线推导的。因此，随
着消费的增加，毒品供应商能够“向下移动”其平均成本曲线。从
长期来说，这会带来零售价格的下降。
PP 和 QQ 线的交点是典型吸毒者的价格和消费均衡值。在这一
点上，同时满足短期和长期均衡条件。尽管，在每个时间点上，可
以认为满足短期均衡条件，但对于长期均衡条件来说则不然。以下
几节将分析外生变量的变化将会如何影响这一交点，即：这些冲击将
如何影响短期和长期均衡点。但我们不会对长期均衡点如何形成进
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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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

零售市场的均衡

p

Q

P

p1
Q
P

c1

c

报酬方案和市场结构

本模型用来分析实物报酬和工资报酬结构的变化将会对均衡状况
产生怎样的影响。图五显示了 g（即 ：与工资报酬相比，实物报酬的
相对重要性）增加时，短期和长期均衡点会受到怎样的影响。g 增加
所带来的影响是：长期 QQ 线（平均成本曲线）变得更加扁平，而且
会向下移动 (Q’Q’)。这一点可以从等式 (11) 中看出。结果，（典型
消费者）对个别供应商所供毒品的均衡消费水平下降了，价格也下降
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典型消费者会减少吸毒，而是意味着如今有更多
的大麻供应商可供选择，其中每个供应商的规模都缩小了。换言之，
在新的均衡点，将会有更多的大麻供应商，但供应商的规模缩小了。
为了说明后者，我们用等式 (5) 和 (11) 来描述短期和长期均衡。然后
求解 x（记住 x = cL）。这可得出典型生产者最佳规模的表达式：
x=

(1 − γ )(η − 1)wα
(1 − γ )wβ + γµ + pC

(12)

可以看出，g ® 1, x ® 0 。与该结果相对的是企业数量趋于无穷大。
后者可显示如下。工人可分为属于大麻行业的工人和不属于大麻
行业的工人。
L = LC + L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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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为总人口，LC 为大麻行业的工作人口，LL 为法律部门
的工作人口。
N

N

i =1

i =1

L = ∑ li + LL = ∑ (α + β xi ) + LL = N (α + β x ) + LL

(14)

由此， N = L − LL

(15)

α + βx

从 (15) 可以得出，x 下降时，大麻供应商数量 N 将增加。此外，
在实物报酬制下（即：g = 1）
，固定成本 a 被舍去，这样 g → 1, N → ∞ 。
因此，只包括实物报酬的制度会带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图五 .

增加实物报酬的效应

p

Q

P

Q’

Q
Q’

c

可利用该模型分析重要的政策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分析缉获毒品
是如何影响零售市场的。
缉获毒品的影响

缉获毒品的建模方式如下。在等式 (1) 中引入零售市场中某个百分比
的毒品将被缉获的概率。供应商 i 的利润重新定义如下：
πi = pi xi (1 − s) − [(1 − γ )w + γ ui ]li − pC x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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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表示供应商 i 所供毒品被缉获的概率。假设分销到下级毒贩
的毒品没有被缉获，因为这些没有到达零售市场而是被毒贩所消费。
注意，应将现在的 πi 解释为预期利润。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由下式给出：
pi =

η  1 
[(1 − γ )β w + γµi + pC ]

η − 1 1 − s 

(17)

该等式的解释与 (5) 相同，即 ：所描述的是短期均衡。从 (17) 中
可以观察到，当缉获概率提高时，上级毒贩会提高零售价格。由于
存在加价 (

h
)，所以价格上涨将是缉获毒品概率增加的倍数。但
h -1

当消费者对涨价更加敏感时（当 h 增大时，也就是当成瘾水平减小
时）
，这种涨幅会小一些。还应注意的是，加价 (

h
) 可反应出
h -1

缉获概率增加所引起的较高预期成本。
现通过施加零利润条件 πi = 0 来获得长期均衡。由此得出：
 1   (1 − γ )wα


p = 
+ (1 − γ )wβ + γµ + pC 
1 − s  

x

(18)

由于在 x(1-s) = cN 均衡中，(17) 成为：
 1 
wα
p = 
(1 − γ )wβ + γµ + pC ] + (1 − γ )
1 − s [
cN

(19)

现在可分析缉获概率因更严厉执法而发生变化时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将在图六中采用与图五一样的图解法来说明这一问题。s 的增加
会使曲线 PP 和 QQ 都向上移。但可以证明，曲线 PP 向上移动的幅
度大于 QQ 曲线。可在等式 (17) 和 (19) 中通过取 p 关于 s 的偏导数
看出这一点。
从等式 (17) 得：



∂p
η  1 
=
((1 − γ )wβ + γµ + pC )

∂s η − 1 (1 − s)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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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γ )wβ + γµ + p )
C
(1 − s)2 




从等式 (19) 得：∂p = 
∂s

1

(21)

可以看出(20)>(21)，
这说明曲线PP上移幅度大于曲线QQ（见图六）
。
我们的结论是：缉获概率的增加会提高毒品的零售价格，减少吸
毒数量（c 下降）。后一种效应产生的原因是吸毒者对涨价敏感。还
应注意的是，当价格上升和吸毒下降时，价格弹性 h 上升。
从长期来说，缉获毒品会对市场结构产生值得注意的影响。根
据模型预测，缉获毒品的上升会减少 c 。按照等式 (15)，这意味着 N
也会上升（假设 x = cL）。这样，缉获毒品的上升会增加上一级的毒
贩数量，这些毒贩的规模都较小。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法（缉获毒品）
可改变市场结构，即：会带来数量更多但规模更小的贩毒组织。结果，
毒品交易业务的垄断程度会减轻，而竞争会更加激烈。

图六 .

缉获毒品概率增加所产生的效应
P’

p

Q

Q’

P

p2
p1

P’
Q

Q’

P

c2 c1

c

大麻进口风险

在很多国家，大麻进口都会面临着比国内生产更严厉的执法。经验
研究显示，室内种植大麻是减少或避免被抓风险的一种方法，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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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要比国内生产（通常为小规模的室内生产）更容易被查获 [7]。
进口需要经过长途运输、想出各种藏匿办法和逃避边境管制。此外，
对种植大麻的刑事处罚依然不明确 5* 或不存在，因此，欧洲某些执法
机构仍然没有对稽查室内生产予以重视。有时会将室内生产视为
小规模种植问题，相对于所缉获的大麻数量来说，稽查小单位大麻
种植的成本太高。
这一特点将按以下方式建模。我们将大麻价格定义为进口大麻
价格和国产大麻价格的加权平均数：
pC = q pm + (1 − q ) pd

现假设进口价格 pm 具有风险溢价 r，后者是边境管制严格程度
的函数：
pm = p ’m + r

将该式代入短期和长期均衡条件 (5) 和 (11) ：
η
[(1 − γ )β w + γµi + θ( p ’m + ρ) + (1 − θ) pd ]
η −1

(22)

(1 − γ )wα
+ (1 − γ )wβ + γµ + θ( p ’m + ρ ) + (1 − θ ) pd
cL

(23)

p =

p =

取 p 关于 r 的导数得出下列两个表达式：
dp
η
=
θ
dρ η −1

及

dp
=θ
dρ

所得定性结果与前节相同，即 ：短期曲线 PP 和长期 QQ 曲线都
上移，但曲线 PP 的移动幅度大于曲线 QQ。因此，零售价格上涨，
典型吸毒者的消费下降。市场结构效应的定性结果也相同。
应该强调的是，为完成前述分析，需要分析风险溢价将会如何
影响进口比重 q。我们设 q 不变，但风险溢价显然很可能会导致向

5

西班牙情况见 Gamella 和 Rodrigo（2004 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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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国内大麻转变，从而减少 q。这一问题将留待以后研究。还应
注意的是，已观察到欧洲消费者和毒贩转而偏好室内生产。6
总之，经验证据和现有研究显示，有一种外生动力会带来 q 的
减少，促使在未来通过发展室内种植以取代进口大麻。
结论

本文首先从大麻市场可能具有两股对立力量的特点这一观点出发来
建立大麻市场的模型。第一股力量会带来更多的竞争。技术发展使
生产者数量有可能大幅增加。此外，如今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生产
大麻。所有这些都会加剧竞争。第二股力量与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有关，会导致垄断格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要发展
一种基于信任的网络。信任反过来又有助于卖方收取高于边际成本
的溢价。
由于存在着竞争和垄断这两股力量，我们采用了垄断性竞争
模型，并利用该模型来分析大麻市场的运行方式。研究的问题之一
是：大麻市场普遍采用的实物报酬将会如何影响市场结构。我们对此
得出了以下结论：实物报酬往往会增加卖家数量和减少他们的规模。
我们还分析了大麻被缉获概率是如何影响市场结构的。模型显示，
提高大麻缉获概率会改变市场结构，即：会带来数量更多但规模更小
的贩毒组织。结果，毒品交易活动的垄断程度会降低，而竞争会更加
激烈。

6

根据犯罪学和人种学研究的报告，有一系列因素可证明这种偏好发生变化的合理
性 [7, 8]。第一，技术发展有助于引进日益高端的种植设备，而且所需要的技术诀窍可
通过广泛的途径获得，如 ：通过互联网或专业杂志。第二，可广泛获得经过尝试和检验
的优良品系的大麻。第三，用于生产大麻植物的种子和设备很便宜。两者都可以在网店
购买，或者在合法的园艺店购买（如，某些原料）
。第四，如果布局合理，生产无需太多
空间。第五，消费者似乎偏向于国内大麻生产，因为质量会更好（认为国内的大麻是
健康的有机大麻）而且效力能得到更好的控制。从需求方来说，吸食大麻者对草本大麻
的喜欢程度胜于大多通过进口的大麻脂。最后，吸毒者和毒贩喜欢自己生产大麻植物。
这样，既可减少外部市场波动对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可较少地卷入非法迂回路径。此外，
相对于海外生产而言，本地生产还可减少大麻贩运的中间环节。这可提高国内毒贩的
利润率。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大麻植物的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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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调查显示，相对于进口而言，国内大麻生产的重要性日增。
最近的生产结构很可能减少了处罚机关和执法机关对稽查这些
小规模生产“厂家”的兴趣，同时又使旨在打击大麻贩运的执法
目标不再那么有效。为证实该结果，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这些因素使垄断性竞争成为市场结构的主流，由于若干因素的
缘故，竞争正变得日益激烈。一个因素是提供给下级毒贩 / 交易商
的实物报酬 ；另一个因素是在重要的消费地区，如美国和欧洲，最近
出现了从进口大麻转向国产大麻的趋势。两个因素都有助于小规模
生产和分销体系的发展。因此，执法行动的难度会加大。
本文的模型很简单，是从大麻市场的某些专有特征中提炼出来
的。为使模型更切合实际，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我们希望所开发的
模型在更高端的同时，保持足够的简易性，否则模型很快将会失去
其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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