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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1 

秘书处的报告 

对某些食品添加剂的评价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第六十七份报告2 

2006 年 6 月 20-29 日于罗马 

主要建议 

1. 委员会就若干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的安全性提出了建议，并制定或审议了一些食
品添加剂的规格。它还提出了几项一般性建议，特别是用转基因生物生产的调味剂和
酶的安全性评估原则。 

2. 委员会评价了几种食品添加剂，对其中一些仅进行了规格方面的审议，并为其中
四种确定了可接受的每日摄入量。它还评价了四种食品污染物的健康危害并酌情确定
了可耐受的摄入量。 

3. 世卫组织将发表毒理学和相关信息概要，这构成这些复合物安全评估的基础3。粮
农组织将发表关于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剂特性和纯度的概要4。 

                                                 
1 《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条例》规定，总干事应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专家委员会会议报告，包括对各专家委

员会报告涉及问题的看法及对采取后继行动的建议。 
2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940 期，印刷中。 
3 对某些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价。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丛刊。 
4 食品添加剂规格汇编，粮农组织食品和营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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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4. 尽管所有会员国都面临着评估食品中化学品潜在危害的问题，但是只有少数国家

或区域科学机构能够评估相关毒理学和有关数据。因此，必须向会员国提供有关风险

评估的一般情况和本报告中所包括的对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剂具体评价方面的有效信

息。委员会在评价这些复合物方面达成国际共识的复杂工作意味着没有任何其它机构

对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公共卫生决策具有同等影响。 

5. 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国际专家达成共识商定对风险进行的一项科学评估确定，并在

有可能时量化食品添加剂、调味剂和食品中污染物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它强调这

一过程的复杂性，包括汇总和分析所有相关数据；解释例如一般毒性、致癌性、基因

毒性、生殖毒性和致歧性等方面的研究；推断动物研究中观察到的结果对人类的影

响；并根据现有毒理学和流行病学数据确定对人类的危害。 

6. 食品法典委员会利用专家委员会的建议确定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

仅限于已经委员会评价并确定了可接受的每日摄入量、可耐受摄入量或其它相关安全

说明的物质，从而确保国际贸易中的食物商品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会员国也使用委

员会提供的意见制定国家/区域食品安全标准。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7. 委员会对食品中的化学品进行评价是一项持续的活动。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添

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在 2006-2007 双年度安排了三次会议，两次涉及食品添加剂和污

染物，一次涉及食品中的兽药残留物。 

8. 世卫组织是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标准联合规划的一个合作伙伴，该规划的主要

机构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对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 

9. 区域办事处和世卫组织代表在向会员国提供有关食品安全管理规划的建议时也利

用委员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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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品管制 

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第三次会议的报告1 

2006 年 6 月 28-30 日于日本神户 

10.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烟草制品管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已为今后管制烟草制品成份、释放物、披露、包装和标签创造了条件并奠
定了基础。 

11. 该报告概述了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第三次会议的结果，会议注重于烟
草制品的成份和设计特征：与成瘾和吸引消费者的关系；糖果味烟草制品：研究的必
要性和建议的管制人员行动；接触烟草的生物标记和烟草烟雾引起健康影响的生物标
记；规定卷烟烟雾中 N-亚硝基去甲烟碱和 4-(N-亚硝基甲氨基)-1-(3-吡啶基)-1-丁酮的
最高限度。 

烟草制品的成份和设计特征：与成瘾和吸引消费者的关系 

主要建议 

12. 烟草制品造成的危害是其有毒释放物以及使用程度和模式的作用。使用模式又与
成瘾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相关。烟草行业的文件和专家评价显示对成份和设计进行了
大量处理以加强成瘾性和吸引力。例如，通过增加尼古丁自由基含量可加强尼古丁的
成瘾作用，而且樱桃和丁香等调味剂可用于吸引目标人群。 

13. 研究小组建议从成瘾性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方面评价烟草制品的成份和设计，以
便为这些方面的可能限制提供基础。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14.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包括维持、增加和实施关于与成瘾和吸引消费者相关
的烟草制品成份、设计和释放物的标准，从而支持为降低使用流行率和减少使用者可
能有毒摄入所做出的努力。与其它烟草控制要素和行动相结合，这种政策可导致减少
烟草使用及相关的疾病。 

                                                 
1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945 期。 



EB121/10 
 
 
 

 
4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15. 鉴于烟草制品的成份和设计特征种类繁多，世卫组织监测和研究方面的努力将需
要注重于初吸和戒断烟草对健康的影响。将需要对造成成瘾和吸引消费者并因此产生
更普遍、持久和致命使用的成份和设计特征开展研究。还将需要实现目标的时间安排
表，其中考虑到资源和能力以及随着目标的实现进行修订和制定新指标的必要性。 

糖果味烟草制品：研究的必要性和建议的管制人员行动 

主要建议 

16. 应当限制烟草制品中糖果味添加剂的使用和市场营销。研究小组的报告确认了目
前的包装风格和口味品种并为开展烟草使用戒断工作的卫生专业人员和烟草制品加工
厂商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建议。 

17. 应当要求烟草加工厂商按品牌和水平公开烟草制品中的添加剂，包括糖果味添加
剂。应禁止声称可减少健康风险。应当禁止在新的烟草品牌中使用糖果味添加剂。对
目前使用调味添加剂的烟草公司或品牌，应为有助于成瘾、初吸或增加二手烟雾接触
或者不利于戒断的任何添加剂规定限度。这些建议以及管制糖果味烟草制品的其它战
略应当成为管制烟草制品成份、释放物和设计并减轻疾病负担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18. 对烟草业内部文件的分析表明广泛使用了添加剂以改变与烟草烟雾的产生和环境
中烟草烟雾有关的观念和影响。为了公共卫生的利益，应当规定不能用糖果味添加剂
使成瘾药物更有吸引力或隐瞒使用和接触该产品的有害影响。虽然烟草公司否认把青
少年作为目标，但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糖果味添加剂是吸引年轻和无经验吸烟者的一
个显著因素。 

19. 发表的研究结果还显示使用了提供香味的新机制，例如卷烟过滤嘴中镶嵌的塑料
小丸。由于不披露香味提供技术的使用，出现了卫生方面的更多担忧并突出了香味和
添加剂的提供在产品设计中经常未被认识到的作用。这些研究结果支持政府适当管制
以确认和评价对个人和人群两者潜在危害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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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20. 鼓励管制糖果味添加剂的世卫组织政策建议将是管制烟草制品全面计划的一个关

键组成部分。世卫组织应当推动和促进研究以评价镶嵌的调味小丸等新提供机制的影

响和毒性。需要就糖果味调味剂及其它添加剂对初吸、成瘾、使用和接触的影响进行

更多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 

接触烟草的生物标记和烟草烟雾引起健康影响的生物标记 

主要建议 

21. 与烟草相关的生物标记可用于衡量烟草的化学成份和释放物接触或者接触释放物

后对人体的潜在或实际生物学危害。基因生物标记可显示吸烟者对疾病的易感性。虽

然尚无足够健全的生物标记或成组生物标记以便在管制环境中支持声称可减少风险或

危害的说法，但生物标记在有些管制情况中具有很高价值。为审批声称可戒断烟草使

用的干预措施向管制当局提供的研究结果中、支持声称可减少接触的材料中以及确定

不同产品成瘾性的研究中，应当要求有关于接触情况的生物标记，这种标记可有益于

评价或监测烟草戒断干预措施在个人层面上的有效性。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22. 自我报告吸烟状况和每日吸烟量仍然是在一般人群中为量化和确认烟草接触趋势

建议的方法，两种方法都已经过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作为疾病结果预报手段。但是，卷

烟设计方面的差异以及吸烟者个人使用模式的不同限制了自我报告作为对个人通过使

用不同烟草制品接触烟草的评估方法的准确性。生物标记为更准确地量化个人接触尼

古丁及其它特定烟草释放物的情况提供了可能性，在需要更准确地确定吸烟状况或更

精确地衡量接触强度的情况中很有价值。对不同烟草制品接触水平进行比较时，必须

谨慎地使用对一种烟草烟雾成份接触情况的生物标记衡量值推断对整体烟雾的接触或

疾病风险。 

23. 在评价政策变化对一般人群中接触情况的影响方面的具体公共政策问题时，特别

是全面或在特定场所限制吸烟是否可减少接触，也需要关于接触情况的生物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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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24. 在此烟草控制领域内，世卫组织应当带头促进和支持关于烟草接触生物标记和烟

草所引起危害生物标记的研究。 

规定卷烟烟雾中 N-亚硝基去甲烟碱和 4-(N-亚硝基甲氨基)-1-(3-吡啶基)-1-丁酮的最高
限度 

主要建议 

25. 烟草释放物含有许多毒性很大的物质，每毫克尼古丁的相对含量在现有品牌中相

差很大。不可能消除所有这些有毒物质或对降低某一种有毒物质水平可产生的风险减

少作出任何可靠的估计，但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在可能的范围内减少烟雾中有毒物质

的含量是一种有价值和合理的管制目标。该措施类似降低食品中污染物的浓度，虽然

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疾病风险会有可衡量的改变。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尽管不能确定

通过减少单一的成份可获得的效益，但很难找到理由允许一些卷烟品牌中含有高水平

的致癌物质，因为其它品牌中的含量仅达到这些水平的一小部分。 

26. 正在研究的问题是在特定市场中为烟雾的某些毒性很大的物质规定最高限度是否

可降低卷烟品牌产生的有毒物质水平。建议在最初时为烟草特有的致癌物质亚硝胺，

即 N-亚硝基去甲烟碱和 4-(N-亚硝基甲氨基)-1-(3-吡啶基)-1-丁酮，规定最高限度。 

27. 在范围广泛的各种品牌的中点为这些亚硝胺规定最高水平将很大程度地降低市场

上剩余品牌的水平。有证据说明，通过烘烤及其它加工程序的变化可很容易地降低这

些物质在烟草中的浓度。这意味着烟草加工厂商可以在短时间内方便地把所有品牌中

的水平降低到建议的最高水平之下。研究小组建议，在适当的报告阶段之后，应当禁

止进口、出口、批发和销售水平超过最高限度的品牌。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28. 至今为止，卷烟逃避了有效的产品管制，部分原因是由于吸烟的有毒影响很大。

采用建议的最高限度、取缔超过限度的品牌并禁止以符合限度为基础进行宣传，就可

对烟草释放物进行管制并降低剩余品牌烟雾中的有毒物质浓度，而且不会就吸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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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相对风险对公众造成误导。这种管制措施针对加工厂商：将鼓励它们把产品中

的有毒物质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因此这是一种产品管制战略，而不是一种减少危

害的战略。提议世卫组织应建议最高限度值。 

29. 作为下一步，正在为更完整的成份清单制定最高限度。清单将包括认为引起慢性

肺病和心血管病及癌症的成份。 

30. 由于机器检测的衡量值，尤其是烟碱和尼古丁的衡量值，被消费者错误地认为表

示接触或风险方面的差异，所以加工厂商的市场营销宣传、品牌在市场内的排名以及

关注各种品牌疾病风险的消费者的决定不应当以使用这种方法确定的衡量值为基础。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31. 随着烟草加工厂商在卷烟中使有毒物质达到较低水平的能力不断增长，可渐渐降

低最高水平以确保逐渐把产生的有毒物质减少到最低程度。预计多数国家将要求烟草

加工厂商开展烟草成份和释放物检测，并由在分析烟草成份方面有能力的独立实验室

（例如隶属世卫组织烟草实验室网络的实验室）定期进行认证。该网络要成功地弥补

烟草行业的烟草检测和研究能力，就需要得到世卫组织的持续支持。只有通过全面了

解烟草制品的特征，包括其成份、释放物和设计特征，公共卫生当局和管制机构才能

处在有效管制这些制品的地位。 

世卫组织关于与酒精消费相关问题的专家委员会 

第二份报告1 

2006 年 10 月 10-13 日于日内瓦 

主要建议 

32. 在酒精相关危害的机制以及世界范围内酒精消费近期趋势的前提下，委员会审议

了酒精消费的健康和社会后果以及酒精引起的疾病负担。在审议了现有证据（包括关

于酒精消费所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最近数据）之后，委员会提出了若干建议，强调世

                                                 
1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944 期，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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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组织在协调全球反应方面的作用以及通过国际行动和国家支持的有效机制采取全球

行动以减少酒精相关危害的必要性。 

33. 委员会还建议了对减少酒精相关危害具有牢固的依据基础和全球相关性的一系列
战略和政策方案，并强调了在国家和亚国家级进行调整和实施时应考虑到文化和法律
具体背景以及烟草问题在当地的情况。委员会建议世卫组织支持各国政府，尤其是中
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制定、实施和评价以依据为基础的国家和亚国家政策、行动计划
及规划。 

34. 在审议世界范围内酒精造成的疾病负担时，委员会建议继续对作为一种高危因素
的酒精进行对照评估，并强调需要以可比的数据、商定的定义和基于国家的对应方为
基础的一种可持久的全球酒精信息系统，以便在减少有害使用酒精所引起的公共卫生
问题方面监测进展情况。委员会还建议在信息系统中纳入关于政策、法律、条例及其
有效性的数据，并汇编和传播不同社会中实施酒精政策的实际经历。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35. 酒精消费造成的疾病负担极为显著。在许多国家，有害使用酒精造成的公共卫生
问题体现为极大的卫生、社会和经济负担。减轻酒精造成的负担正在成为国际公共卫
生的一个重点领域。通过实施证实有效的酒精战略，包括在全球级，可减少与酒精相
关的危害。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对此领域内今后的事态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36. 虽然在对酒精造成的疾病负担进行量化方面已取得巨大的进展，但关于酒精相关
危害的有些领域尚未在全球级得到足够的重视。委员会确认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若干
重点领域，包括衡量酒精造成的社会危害以及有害使用酒精对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的促进作用。 

37. 委员会强调了卫生工作者在卫生部门内外支持和实施减少酒精相关危害的有效公
共卫生政策与干预措施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建议了须进一步支持和发展的若干战略与
规划。 

38. 由于制定和实施酒精政策涉及卫生之外的其它部门，不同国家和国际机构与组织
之间必须合作解决有害使用酒精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需要评估
贸易和贸易协定对酒精政策及酒精相关危害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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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39. 关于有害使用酒精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 WHA58.26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制定关于
减少酒精有关危害的有效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建议。世卫组织将使用专家委员会的结论
和建议，制定全球和区域级的建议和规划活动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减轻烟草消费造成的
疾病负担。 

40. 世卫组织将继续和加强在实施、评价和监测酒精政策方面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支
持。应当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及其它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制定区域和全球支持性机制
的框架。 

41. 按照专家委员会的建议，酒精与公共卫生全球信息系统将以世卫组织全球酒精数
据库、区域酒精信息系统和会员国的定期报告为基础。该系统将使本组织能够监测在
全球范围内减少酒精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方面的进展情况并传播关于酒精战略和干预
措施在不同社会和环境中实施情况和有效性的信息。 

42. 实施减少有害使用酒精所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战略，需要与本组织内外的不同
规划进行协调并加强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加
强合作和交往。这将需要适当的协调机制。 

43. 世卫组织将继续与贸易、接待和酒精工业部门进行交往，以便鼓励在酒精饮料生
产、批发和市场营销的领域内实施各项战略和干预措施。在关于国际贸易和卫生的
WHA59.26 号决议的框架内，秘书处将处理国际酒精饮料贸易和贸易协定对酒精相关
危害和酒精政策的可能影响方面关注的问题。 

世卫组织药物制剂规格专家委员会 

第四十一份报告1 

2006 年 10 月 16-20 日于日内瓦 

主要建议 

44. 世卫组织药物制剂规格专家委员会审议药物质量保证方面的事态发展并协调各项
活动，导致采用建议和提供工具以确保药物及其起始材料的质量。它制定质量控制规

                                                 
1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943 期，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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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并确定国际化学参考物质，重点为基本药物和通常尚无可获得的国际质量要求、用
于治疗广大人群的药物。 

45. 在这次专家委员会会议期间，通过了与重点药物和质量控制实验室资格预审相关

的三项准则，包括联合国机构采购的药品在原则上的可接受性评估程序，联合国机构

使用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在原则上的可接受性评估程序，以及关于经资格预审产品档案

变异的指南。 

46. 通过了 12 份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专著，包括固定剂量联合制剂（阿巴卡韦口服液、

硫酸阿巴卡韦片、去羟肌苷片、去羟肌苷口服液（成人配方）、拉米夫啶口服液、拉米

夫啶片、司他夫啶胶囊、齐多夫啶胶囊、齐多夫啶静脉注射液、齐多夫啶口服液、齐

多夫啶和拉米夫啶片、齐多夫啶、拉米夫啶和阿巴卡韦片）和四种抗疟疾药物（盐酸

多西环素胶囊、盐酸多西环素片、盐酸多西环素、苯芴醇），以及四种新的国际化学参

考物质（去羟肌苷、用于系统适应性的去羟肌苷、依非伟伦和奈韦拉平）及关于剂型

专著中相关物质检测的政策说明。修订了确立、维持和分发化学参考物质的一般指导

原则，以便为次级参考标准提供更好的指导。 

47. 通过和建议了以下新的标准与准则供使用：《国际药典》，有关物质检测：剂型专

著；现有国际化学参考物质清单；确立、维持和分发化学参照物质的总方针；联合国

机构采购的药品在原则上的可接受性评估程序（修订本）；联合国机构使用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在原则上的可接受性评估程序（修订本）；以及关于经资格预审产品档案变异的

指南。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48. 专家委员会提供并由世卫组织发表的意见和建议旨在帮助国家和区域当局（特别

是药物管制当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组织、采购机构以及抗艾滋病、结核和

疟疾全球基金等主要国际团体和机构与假冒伪劣药物的问题进行斗争。世卫组织的国

际标准被用来校正区域、国家或加工厂商的标准。 

49. 尽管不总成为头条新闻，但本专家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准则、规范和术语为所有会

员国、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及区域和区域间协调努力服务并为一些重要的全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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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基础。目的是为基本药物和通常尚无可获得的国际质量要求、用于治疗广大人群

的药物质量保证提供技术和独立咨询。术语，即国际药用物质非专利名称，被使用药

物开展工作的所有人直接或间接地利用。 

50. 药物质量被过于经常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应当通过使用劣质药物影响患者的

健康，也不应当把公共或私人的资源浪费在可能无效或甚至有害的药物上。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51. 专家委员会就药物质量提供最新建议。其工作使世卫组织能够履行组织法在该领

域内规定的责任。其意见、结论和建议对世卫组织的众多活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

是，可提供及时的建议、参考标准和工具以确保药物质量。全球疟疾规划、艾滋病毒/

艾滋病规划等规划以及控制结核和国际医疗产品打假专题小组等伙伴关系使用委员会

规定的全球规范和标准。 

52. 没有本委员会在通常的严格协商过程之后通过的准则、标准、规格和新的指导文

本，资格预审规划就不可能运转。资格预审规划转而又向专家委员会提供宝贵的反

馈，并为药物管制当局的工作人员提供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联合检查与联

合管制评估活动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实际经验随后通过培训讲习班传授。 

53. 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世卫组织将继续在本组织内外促进实施药物质量保证措

施和系统。鉴于不再能够单独在国家级应对的日益全球化及其相关挑战，委员会还将

领导和协调国际努力，以确定和统一药物的明确、独立和实用标准与准则。 

54. 世卫组织将妥善使用其所有资源，以使病人能够在需要时获得优质药物。秘书处

的首要目标必须是通过提供有助于确保药物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手段向会

员国及参与提供药物的其它各方给以支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