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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1 

总干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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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份报告，虚拟会议2，2020 年 6

月 1日至 12日3 

主要建议 

1. 该报告载有专家委员会对六种食品添加剂（鼠灰链霉菌产 5´-腺苷单磷酸脱氨酶、

大肠杆菌中表达的球形节杆菌产 D-阿洛酮糖 3-差向异构酶、碳水化合物衍生富里酸、

栀子蓝（栀子苷-甘氨酸）、爪哇毛霉脂肪酶和萤光假单胞菌表达的磷脂酰肌醇特异性磷

脂酶 C）的技术、毒理学、流行病学、发生率和膳食暴露数据的评价。委员会还评估了

一组食品添加剂（蔗糖脂肪酸酯和蔗糖酯类低聚物）的膳食暴露情况。 

2. 委员会评估了两组调味剂的安全性，并修订了 12 种调味剂的规格。由于这些调味

剂的安全性评价尚未完成，已为三种调味剂拟订了暂定规格。 

3. 修订了以下食品添加剂的规格：硬脂酸镁、聚乙烯醇和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4. 委员会的评估、建议和意见将由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讨论，以便就安全使用这些

食品添加剂向各国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并在必要时确定和建议适当的风险管理和风险缓

解措施，以减少人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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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专家委员会报告影响的看法及下一

步行动建议的专家委员会会议报告， 
2 从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协调。 
3《世卫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1027 期（印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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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卫组织将在《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丛刊》中发表关于这些化合物安全性评估所依

据的毒理学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详细专著1。粮农组织发表了关于食品添加剂特性和纯度

的摘要。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6. 委员会通过依据国际共识进行的科学风险评估确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量化接触食

品中的化学品（在此涉及接触食品添加剂，包括调味剂）的公共卫生意义。如果确认存

在卫生关切，则会提出明确建议，由各国政府或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规划

（即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采取行动。 

7. 食品法典委员会在制定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及其他指导文件和建议时会利用委员会

的建议。这些标准以科学为基础，仅针对委员会已经评价过的物质。这确保在国际上交

易的食品商品符合严格安全标准，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并确保食品贸易中的公平做法。 

8. 在制定国家或区域食品安全标准时，会员国也直接审议委员会提供的咨询意见。 

9. 委员会的工作在其复杂性方面以及在就这些化合物的评价达成国际科学共识方面

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并对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全球公共卫生决策产生独特影响。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10. 委员会对食品中化学品进行评价是一项持续活动。2018-2019 双年度，委员会举行

了两次关于食品添加剂的会议2。除第八十九次会议外，2020-2021 双年度还计划再举行

一次会议。 

11. 世卫组织是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规划的合作伙伴。该规划的主要机构

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为履行其职能确保关于食品添加剂、食品中污染物和食品中兽药残

留的国际标准和建议有合理的科学依据，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对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至

关重要。 

12. 世卫组织在国家、领地和地区的办事处主任以及各区域办事处在向会员国提供有关

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时也利用专家委员会的评价。 

                                                 
1 某些食品添加剂安全性评估。《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丛刊》，第 80 期。第八十七次会议毒理学专著（编写中）。 
2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who.int/foodsafety/areas_work/chemical-risks/jecfa/en/（2020 年 10 月 5 日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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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准化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第七十一份报告，虚拟会议1，2020年 8月 24日至 28日2 

13.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审议包括疫苗、生物治疗制剂、血液制品和相关物质及体外

诊断制剂在内用于人类医学的生物制品领域的发展。它协调各项活动，以便：(a)通过世

卫组织指南和建议，以确保这些物质的质量、安全性和功效；(b)确定世卫组织的国际标

准和其他参照物质3。 

14. 使用国际参照物质指定用于预防或治疗的生物制品的活动，或确保质量控制或诊断

程序的可靠性，可以对全世界的数据进行比较。 

15. 这次例外会议是在委员会 10 月份年度会议之外举行的。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一系列

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紧急生物标准化问题。 

主要建议 

16. 根据国际合作实验室研究结果，委员会建议制定两个新的世卫组织国际参考标准和

一个替代的世卫组织国际参考标准。此外，委员会还批准了 4 项关于未来新的或替代参

考标准的提案，其中 2 项与 COVID-19 大流行有直接关系。 

17. 委员会还建议通过两项世卫组织书面标准： 

⚫ 质粒脱氧核糖核酸疫苗的质量、安全性和功效指南（取代《世卫组织技术报告

丛刊》第 941 期附件 1）；以及 

⚫ 修订《世卫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1016 期附件 4，《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生产

和质量控制指南》。 

18. 显然，需要有针对 COVID-19 的更多书面和测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信使核糖核

酸疫苗是大流行期间首批进入临床开发的候选疫苗之一，因而需要提供监管指导。由于

生产和评价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方式存在重大差异，委员会认为不宜将这种指导纳入会

议推荐采用的上述世卫组织质粒脱氧核糖核酸疫苗指南。委员会反而建议编写一份关于

评价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监管考虑的单独文件，并随着更多科学和临床数据的出现而不

                                                 
1 由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协调。 
2《世卫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1028 期（印刷中）。 
3 世卫组织国际参照制剂最新清单可见 http://www.who.int/bloodproducts/catalogue/en/（2020 年 10 月 7 日访问）。 

http://www.who.int/bloodproducts/catalogue/en/
http://www.who.int/bloodproducts/catalogue/en/
http://www.who.int/bloodproducts/catalog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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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新。委员会进一步建议在该文件中列入一个附录，以涵盖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

病毒 2（SARS-CoV-2）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特有的问题。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19. 将编码免疫原的质粒脱氧核糖核酸直接导入人体的疫苗（称为质粒脱氧核糖核酸疫

苗或脱氧核糖核酸疫苗）正处于临床研究的高级阶段。鉴于这种技术有潜力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新发重点病原体，且应对当前 COVID-19 大流行也迫切需要候选疫苗，当

务之急是提供一份最新的世卫组织书面标准，以推动对此类疫苗的国际监管趋同。委员

会建议通过的上述指南列出确保人用质粒脱氧核糖核酸疫苗质量、安全性和功效的指导

原则。 

20. 在 2018 年会议上，委员会建议通过世卫组织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

指南。指南公布后，脊灰疫苗生产商要求世卫组织考虑允许在一些关键领域使用更灵活

的针对特定设施的基于风险方法。经与世卫组织封存咨询小组协商，委员会随后建议修

订该指南。在详细讨论经修订案文对疫苗生产商的解释和影响之后，建议世卫组织通过

拟议的修订。指南经修订部分将允许针对具体设施进行风险评估，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平

衡疫苗生产设施向社区重新引入脊灰病毒的风险和确保全球脊灰疫苗供应作为消灭脊

灰关键组成部分的需要。 

21. COVID-19 大流行对许多国家的血液和血液成分供应造成了不利影响。委员会获悉

世卫组织关于在大流行期间维持安全、充足血液供应以及关于安全采集 COVID-19 恢复

期血浆的最新临时指导文件。有证据表明，用这种血浆治疗患者可能有效。必须对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中和抗体的滴度进行标准化，以促进一致治疗。委员会强烈

认为，一旦建立了适当的世卫组织国际标准，应立即用国际单位对 COVID-19 恢复期血

浆中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抗体滴度进行标定（见下文）。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22. 委员会听取了关于 COVID-19 疫情对世卫组织疫苗和生物治疗药物工作影响的简

报。世卫组织在其网站上列出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疫苗标准化指导原则，

解释了世卫组织现行书面标准如何就这类疫苗的开发、生产和评价提供有用指导和信

息，以及有关相关计量标准可得性的信息。 

23. 在审查了目前用于开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候选疫苗的各种疫苗平台

以及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挑战之后，委员会确定需要制定书面和计量标准，以

支持此类疫苗的开发和生产。特别需要在抗体检测的设计、验证和标准化比较方面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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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还需要在细胞免疫反应的测量和标准化方面提供指导，特别是在安全问题方面。

此外，目前没有关于确保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疫苗或更广泛地说基于核糖核

酸平台的任何疫苗的质量、安全性和功效的具体指南。 

24. 会议还批准了关于制定两个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标准的提案，即首个针对

核酸扩增技术检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核糖核酸的世卫组织国际标准和首

个世卫组织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免疫球蛋白国际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临床

治疗和控制暴发必不可少的标准化诊断分析所急需的。第二个对开展以下工作不可或

缺：(a)用于测量接种疫苗引起的抗体反应的标准化分析；(b)诊断之前发生的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暴露；(c)标准化 COVID-19 恢复期血浆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 2 抗体含量。 

25. 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补充或替代目前推荐的检测生物制品中不定病毒的方法正变

得越来越重要。向委员会提出了两项就利用高通量测序在生物制品中检测不定病毒拟定

参考标准的建议。这些建议表明，高度复杂的检测技术迅速发展，正日益影响到本委员

会的工作，从而也影响到世卫组织的工作。 

烟草制品管制 

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第十次会议的报告，虚拟会议1，2020年 9月 28日至 10

月 2日2 

26. 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发表一系列报告，为烟草制品管制提供科学依据。

这些是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符合 WHA54.18（2001 年）、WHA53.17（2000 年）和 WHA53.8

（2000 年）号决议3。根据《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9 条和第 10 条4,5、《世卫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相关决定以及世卫组织提交缔约方会议的相关报告6,7，

研究小组的这些报告提出了管理尼古丁和烟草制品，包括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电子非

尼古丁传送系统和加热烟草制品等新产品的循证方法。 

                                                 
1 由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协调。 
2《世卫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1029 期（筹备中）。 
3《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文本见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42811（2020 年 11 月 2 日访问）。 
4 FCTC/COP7(9)号决定（2016 年）（https://www.who.int/fctc/cop/cop7/FCTC_COP7_9_EN.pdf，2020 年 11 月 2 日

访问）。 
5 FCTC/COP6(9)号决定（2014 年）（https://apps.who.int/gb/fctc/PDF/cop6/FCTC_COP6(9)-en.pdf，2020 年 11 月 2

日访问）。 
6 文件 FCTC/COP/7/11（2016 年）（https://www.who.int/fctc/cop/cop7/FCTC_COP_7_11_EN.pdf，2020 年 11 月 2

日访问）。 
7 文件 FCTC/COP/6/10 Rev.1（https://apps.who.int/gb/fctc/PDF/cop6/FCTC_COP6_10Rev1-en.pdf，2020 年 11 月 2

日访问）。 

https://www.who.int/fctc/cop/cop7/FCTC_COP7_9_EN.pdf
https://www.who.int/fctc/cop/cop7/FCTC_COP7_9_EN.pdf
https://www.who.int/fctc/cop/cop7/FCTC_COP7_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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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研究小组第十次会议讨论了关于以下领域的九份背景文件：加热烟草制品中的毒

物：暴露、健康影响和对风险降低说法的审查；加热烟草制品的吸引力和成瘾潜力：对

认知和使用的影响及相关影响；加热烟草制品的可变性；考虑因素和影响；加热烟草制

品对应的监管措施，包括国家办法、监管障碍和监管考虑因素；探讨可用于量化个人健

康风险的方法和将这些方法应用于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评价人口健康影响和对监管的

影响；与传统香烟相比，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尼古丁暴露量估计；新型和新兴尼古丁

和烟草制品及传统产品的香味；加热烟草制品的使用：烟草制品的转换和双重及多重使

用；全球新型和新兴尼古丁和烟草制品销售、促销及相关影响的格局。此外，研究小组

还讨论了两篇远景扫描论文：烟草植物中的尼古丁形态、化学修饰及其对电子尼古丁传

送系统的影响；使用电子烟产品导致的肺损伤。这些文件提供的信息将更新知识，促进

对尼古丁和烟草制品的管制，以便为全球一级的政策提供信息。 

28. 研究小组审查了缔约方会议 2018 年第八届会议通过关于新型和新兴烟草制品的 

FCTC/COP8/(22)号决定通过公约秘书处向世卫组织提出的请求1。拟定第 27 段所提及加

热烟草制品背景文件时参考了该决定以及烟草制品管制领域的其它新出现问题。会员国

已要求在这些领域提供技术支持，以便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经与研究小组成员协

商，世卫组织研究小组秘书处邀请了相关领域专家。除起草背景文件和参与讨论外，这

些专家还在其背景文件中提供了关于尼古丁和烟草制品管制的最新经验数据。研究小组

第十次会议的报告（这将是研究小组关于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基础的第八份报告）将有助

于指导会员国采取最有效循证手段，弥补烟草控制领域的管制差距，并协助制定烟草制

品协调监管框架。此外，报告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领域，重点是各国的监管需求，形成

了确保继续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的策略。 

主要建议 

29. 向决策者和所有其他感兴趣各方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点： 

(a) 继续重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概述的减少烟草使用的循证措施，并

设法避免因加热烟草制品等新型烟草制品促销而分散对这些行动的注意力； 

(b) 利用现有烟草制品条例来管制加热烟草制品（包括所用装置），并考虑扩大现

有条例的范围，因为烟草业可能利用这些条例中的漏洞，包括在目前不能合法获得

这些烟草制品的国家； 

                                                 
1 FCTC/COP8(22)号决定（2018 年）（https://www.who.int/fctc/cop/sessions/cop8/FCTC__COP8(22).pdf，2020 年 11

月 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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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国家法律范围内酌情对加热烟草制品（包括烟具）适用最严格的烟草管制条

例，其中要考虑到需要高度保护人类健康； 

(d) 禁止所有生产商和相关团体宣称加热烟草制品比其他产品危害少，或将加热烟

草制品描述为戒烟的适当方法，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这些产品，除非出现强有力的

独立证据支持改变政策； 

(e) 确保公众充分了解使用加热烟草制品的相关风险，包括传统香烟和其他有烟烟

草制品两用的风险，以及怀孕期间使用这些产品的风险；纠正错误观念，反击错误

信息，并澄清减少接触并不一定意味着减少危害； 

(f) 依靠独立数据，支持继续就加热烟草制品的公共卫生影响开展独立研究，同时

对烟草业资助的数据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读，包括但不限于关于加热烟草制品的排

放和毒性以及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相关接触和影响的研究数据； 

(g) 要求烟草制造商每年向适当监管机构最少披露一次所有产品资料，包括产品设

计、化学成分、总尼古丁含量、尼古丁形式、毒性、其他产品检测结果以及检测方

法；对产品做出任何修改均需更新相关报告； 

(h) 禁止一切与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电子非尼古丁传送系统和加热烟草制品商业

营销有关的活动，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以及由烟草业资助、与烟草业有关的组

织开展的活动； 

(i) 禁止使用者可以控制器件功能和液体成分的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和电子非尼

古丁传送系统（即开放系统）； 

(j) 禁止销售比传统香烟更容易被滥用的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例如限制尼古丁的

排放率或/流量；以及 

(k) 禁止在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及电子非尼古丁传送系统中添加尼古丁以外的药

理活性物质，例如大麻和四氢大麻酚（在合法地区）。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30. 研究小组的报告提供了有益指导，有助于理解有关新型和新兴尼古丁和烟草制品的

研究和证据，特别是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电子非尼古丁传送系统和加热烟草制品。报

告着重说明这些产品和（或）功能对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公共卫生影响，包括；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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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潜力、认知和使用、吸引力、在启动和停止吸烟方面的潜在作用；营销，包括促销

策略和影响；关于减少危害的宣称；产品的可变性；对个人和人口健康风险的量化；对

应监管措施和一些国家的经验；对控烟工作的影响；以及研究差距问题。上文概述的研

究组建议直接针对这些产品进入若干市场导致成员国面临的独特监管挑战。此外，该报

告将帮助会员国更新其关于新型和新发尼古丁和烟草制品的知识，并帮助制定有效的尼

古丁和烟草制品监管策略。 

31. 研究小组的组成十分独特，包括监管、技术和科学专家。他们浏览和提炼复杂的数

据和研究，将其综合为政策建议，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这些

建议促进监管工作的国际协调，采用产品监管方面的最佳做法，加强世卫组织所有区域

的产品监管能力建设，根据可靠的科学为会员国提供现成的资源，并支持各缔约方落实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32. 该报告履行了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问题研究小组的任务，即向总干事提供关于烟

草制品管制的科学可靠的循证建议1，这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烟草控制领域，会员国在这

一领域面临复杂的管制挑战。研究小组的审议结果和主要建议将提高会员国对电子尼古

丁传送系统、电子非尼古丁传送系统和加热烟草制品的了解。该报告对产品监管知识体

系还将发挥重要作用，为世卫组织健康促进司内烟草规划工作提供信息，特别是向会员

国提供技术支持。它还将通过世卫组织全球烟草监管机构论坛会议和通过全球烟草监管

机构论坛的 EZCollab 网络分享信息，帮助向会员国和监管机构通报最新情况。《世卫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将按照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的要求，通过一份关于新型

和新兴烟草制品研究和证据的综合报告2予以更新。综合报告将包括研究小组第八份报

告的主要信息和建议。所有这些都应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3.a（即强化

落实《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33. 请执委会注意本报告。 

 

 

=      =      = 

                                                 
1 2003 年 11 月，总干事正式决定将之前的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地位从科学咨询委员会改为研究小组。 
2 见 FCTC/COP8(22)号决定，第 2(a)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