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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加热烟草制品？ 

     加热烟草制品（HTPs）在加热烟草或激活含有烟草的装置时产生含有尼古丁和有毒化学

物质的气雾。吸烟者在吮吸或抽吸相关装置的过程中吸入这些气雾。这些气雾含有尼古丁这一

高度成瘾物质以及往往带有香味的非烟草添加剂。烟草制品可能是特别设计的卷烟（如“heat 
sticks”和“Neo sticks”），也可能是烟弹或板烟。 

     较新型的加热烟草制品包括低温和高温产品、含烟草和液体的混合电子装置、碳头装

置、使用金属网状微孔加热预填充和预密封的液体容器，以及允许用户调整温度和管理气雾

和气味的装置。一些产品在开发中，一些产品为新技术产品。

加热烟草制品：

• 含有烟草，为烟草制品；

• 无助于吸烟者戒烟；

• 释放的有毒物质与卷烟烟雾中的有毒释放物相似，其中许多释放物为致癌物质；

• 抽吸者接触有毒释放物（其中一些释放物是加热烟草制品特有的物质），并且可

能会使周围的人接触这些有毒释放物；

• 含有有毒物质，所含有毒物质一般低于传统卷烟，但一些有毒物质含量较高，并

且含有烟草烟雾中没有的、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新物质

• 与传统卷烟相比，有毒物质含量虽低，但不一定会降低健康风险；

• 含有尼古丁这一高度成瘾物质，其尼古丁含量类似于传统卷烟水平，尼古丁危害

健康，特别是危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 使用加热烟草制品和接触其释放物对健康的长期影响不明，鉴于目前关于其相对

风险和绝对风险的独立证据不足，需要进行独立研究，查明它们对使用者及其周

围的人的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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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列举一些加热烟草制品？

 例如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的iQOS，
日本国际烟草公司的Ploom TECH，英美烟草

公司的Glo，PAX Labs公司的PAX。

加热烟草制品如何操作？ 

    为产生含有尼古丁的气雾，加热烟草制

品使用电池供电加热系统将烟草（有时烟草

与液体混合在一起）加热，温度低于传统卷

烟温度（通常低于600℃）。加热系统装置

可以是外部热源，通过加热特制卷烟将尼

古丁雾化（例如iQOS和Glo），也可以是通

过内置密封系统直接加热烟草使尼古丁雾化 

（例如Ploom和Pax）。加热装置需要充电。

使用者不时经口吸入气雾，气雾遂进入体内。 

 

 

加热烟草制品已在哪里上市？

 截至2019年7月，加热烟草制品在世卫组

织六个区域四十多个国家销售i。在法律明确

禁止加热烟草制品的市场中，也可见到这些

产品。营销渠道包括互联网、促销活动、旗

舰店、超市、购物中心、社交媒体等。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市场是特别营销对象1。

i  例如，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的iQOS销售市场有：安道
尔、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
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
麦、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
利、意大利、以色列、日本、哈萨克斯坦、大韩民国、拉脱
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荷兰、新西
兰、巴勒斯坦、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
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士、乌克兰
和联合王国。

加热烟草制品是不是电子尼古丁传送
系统（ENDS）？

 不是。不应将加热烟草制品与电子烟/电

子尼古丁传送系统混为一谈。加热烟草制品通

过加热烟草产生尼古丁，它不是烟草业和相关

行业常说的“电子雾化器”。电子烟/电子尼

古丁传送系统是对含有尼古丁的液体加热，它

们不含烟草。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称为电子非

尼古丁传送系统（ENNDS）。

加热烟草制品比传统烟草更安全吗？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加热烟草制品的危

害小于传统烟草制品。加热烟草制品含有卷

烟烟雾中没有的化学物质，可能会危害健康。

对行业数据的独立评估结果表明，所含的20种
有害的和潜在有害的化学物质明显高于烟草烟

雾所含的有害物质2。此外，这些产品相差很

大，所释放的一些有毒物质是人类致癌物质。 

 除了烟草业资助的研究外，一些独立的

研究项目也显示，与通常卷烟相比，有害和

潜在有害成分（HPHCs）的形成量和暴露量

大幅减少3。对行业数据进行的独立审查得出

了同样的结论4,5,6。但接触程度与健康影响之

间的关系很复杂，对这些有害化学物质的接

触量减少并不意味着这些化学物质无害，也

不意味着降低了人类风险。根据送交一些监

管机构的材料，产业界未能证明这些产品将

减少烟草相关疾病。加热烟草制品还会释放

出容易进入肺部并可能损伤肺组织的微粒7。

目前，并无足够证据证实加热烟草制品的危

害小于传统卷烟。需要开展更多的独立研究

来查明这类制品是否能够降低风险或减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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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接触二手烟草烟雾而言，加热烟草
制品是否安全？

 加热烟草制品会释放有害或潜在有害的

二手物质，但关于这些物质的影响，目前尚

无足够证据8。需要进行独立研究，以评估周

围暴露于这些物质的人面临的风险。

 
目前关于加热烟草制品的研究结果有
哪些知识缺口？

 这一代加热烟草制品上市时间不长，

其潜在影响尚未得到研究，因此存在很大知

识缺口。关于其吸引更多年轻人吸烟的潜力 

（“门户效应”）或是否会与其它传统烟草

制品和电子烟并用，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

应在今后独立研究中探究这些影响以及加热

烟草制品的安全性和风险。

加热烟草制品是如何监管或进行监管
分类的？

 一些国家禁止加热烟草制品；一些国家

将其归为新型烟草制品、烟草制品、无烟烟

草制品或电子烟。美国作为不燃烧卷烟对其

进行监管。一些国家还将其细分为多个类别

（例如，一些国家将加热装置与加热烟草制

品消费品分开）。

应该如何监管加热烟草制品？

 应根据世卫组织指导意见 9以及《世

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届会议

关于新型和新增烟草制品的有关决定作

为烟草制品管制加热烟草制品 10。我们敦

促监管机构在现有证据基础上采取行动。 

 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是，包括使用加热

烟草制品在内，所有形式的烟草使用都有害。

烟草本身具有毒性，即使是天然形式也含致癌

物质。因此，根据《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和国家法律，应该像对所有其他烟草制品

一样，对加热烟草制品采取政策措施和监管措

施。《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届缔

约方会议的决定强化了这一点。我们鼓励各国

尽可能对加热烟草制品适用《世卫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的规定。国家还可优先考虑采 

取减少烟草需求措施，例如采取MPOWER措
施11。

接下来应如何采取行动？

 世卫组织通过其烟草制品监管合作中心、

各技术小组（例如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

究小组等）、世卫组织烟草实验室网络以及

其他各种渠道，继续监测研究情况和收集证

据。世卫组织还持续监测市场动态和行业活

动。此外，世卫组织将改进全球有关监督机

制，确保有效监测和评估加热烟草制品。这

些活动将有助于世卫组织努力协助会员国制

定对这些产品的有效监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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