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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咨询委员会（SACTob）的
建立旨在针对实现协调的烟草制品管制框架方面有效和以证据为基础
的手段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对会员国科学上合理的建议。委员会由产
品管制、戒烟和烟草成分与释放物实验室分析方面的国家和国际科学
专家组成。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在关于烟草制品问题的最新前沿研究的
基础之上，旨在填补烟草控制方面的管制差距。 

本建议由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咨询委员会在其 2003 年 9 月 25 – 27 日在
印度果阿举行的第六次会议期间最后确定。 

2003 年 11 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将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咨询委员会
（SACTob）改变为一个研究小组。随着这一身份的改变，该委员会成
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TobReg）。作为世界卫
生组织的一个正式实体，研究小组通过总干事向执行委员会报告，以
期使各会员国注意世界卫生组织在烟草制品管制方面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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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 

建议 6： 
发展烟草制品研究和检测能力的指导原则 

以及开展烟草制品检测的议定书草案 

背景和目的 

本项建议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TobReg）TP

1
PT提出的一

系列建议中的第六个。本项建议的目的是颁布能指导发展实验室所需
能力的原则，以便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9、10 和 11
条的规定，并开展烟草制品检测工作。这种实验室能力向政府管理当
局提供用以指导和确认烟草制品检测的手段，这种检测包括可能由烟
草工业本身开展的任何检测。本项建议中讨论的意见和原则的目的是
提供指导，以便建设能够符合优质、透明、可靠和可信的最高标准的
实验室能力TP

2
PT。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含有三项为烟草制品的成份、披露以
及包装和标签管制奠定基础的条款（1）。它们是： 

• 第 9 条：烟草制品成份管制 
• 第 10 条：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 
• 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 

第 9 条：烟草制品成份管制。缔约方会议应与有关国际机构协商

提出检测和测量烟草制品成份和燃烧释放物的指南以及对这些成

                                                 
1 研究小组制定的其他建议细节，请参阅条目 12-16。 
TP

2
PT 列于参考条目 2-10 中所提刊物中讨论的各种管理战略和意见提供了对本项建议有

益的背景信息。列于参考条目 11-20 中的由世界卫生组织以往出版的报告和建议以

及其它机构的出版物奠定了本项建议的基础，从而构成主要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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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释放物的管制指南。经有关国家当局批准，每一缔约方应对

此类检测和测量以及此类管制采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实施以及

行政或其他措施。 

第 10 条：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国家法律采
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要求烟草制品生产商和
进口商向政府当局披露烟草制品成份和释放物的信息。每一缔约
方应进一步采取和实行有效措施以公开披露烟草制品的有毒成份
和它们可能产生的释放物的信息。 

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 

1． 每一缔约方应在本公约对该缔约方生效后三年内，根据其国
家法律采取和实行有效措施以确保： 

(a) 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
能对其特性、健康影响、危害或释放物产生错误印象的
手段推销一种烟草制品，包括直接或间接产生某一烟草
制品比其他烟草制品危害小的虚假印象的任何词语、描
述、商标、图形或任何其他标志。其可包括“低焦
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词语；和 

(b) 在烟草制品的每盒和单位包装及这类制品的任何外部包
装和标签上带有说明烟草使用有害后果的健康警语，并
可包括其他适宜信息。这些警语和信息： 

(i) 应经国家主管当局批准， 
(ii) 应轮换使用， 
(iii) 应是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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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宜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 50%或以上，但不应
少于 30%， 

(v) 可采取或包括图片或象形图的形式。 

2． 除本条第 1(b)款规定的警语外，在烟草制品的每盒和单位包
装及这类制品的任何外部包装和标签上，还应包含国家当局
所规定的有关烟草制品成份和释放物的信息。 

3． 每一缔约方应规定，本条第 1(b)款以及第 2 款规定的警语和
其他文字信息，应以其一种或多种主要语言出现在烟草制品
每盒和单位包装及这类制品的任何外部包装和标签上。 

4． 就本条而言，与烟草制品有关的“外部包装和标签”一词，
适用于烟草制品零售中使用的任何包装和标签。 

这三项条款是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即这类管制将通过对烟草制品提
供有意义的管制监督并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的资讯而有助于公共卫生目
标。这些条款意味着对实施框架公约的规定必须有一个客观、以科学
为基础的途径。遗憾的是，正如烟草制品管制科学指导委员会的报告
中所含的建议和结论所指出（参阅参考条目 12-16），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通过的目前产品检测的方法不
够充分，因为它们不能为烟草制品管制提供适当的科学依据。需要新
的实验室能力，而且在开展对现有和预期出现的烟草制品的检测方面
的指导是推动这项管制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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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能力：研究和检测 

实验室能力是指开展研究、制定产品性能标准、制定产品检测方法以
及进行产品检测所必须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医学研究所一篇关于减少
烟草危害的报告（18）总结了检测烟草制品导致成瘾、发病和早逝的
物理性质的科学依据。对能够实施框架公约第 9 条至第 11 条，即研究
和检测所需的两种主要实验室能力作出区分有所助益。 

研究 
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了解烟草制品的性质，它们如何起作用，它
们的影响以及如何能够对它们加以改造以改变它们的影响（例如通过
使用新成份和设计）。这项研究可包括分子、人体外、动物以及人体
研究，研究课题例如烟草特有的亚硝氨（TSNAs）与肺癌风险之间的
关系，烟草成份与成瘾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颗粒大小与香烟烟雾有
毒物质在肺中滞留之间的关系。有关人体使用的模式以及他们如何与
产品性质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很重要。 

检测 
为评估产品性能根据标准化方法对产品进行反复研究和评价一般被称
为检测。检测可发生在若干阶段。为有助于管制程序，根据一项统一
规程对产品进行检测以确定它们释放的物质，诸如一氧化碳、尼古丁
和亚硝氨的性质很有助益。附件 1 是检测烟草制品的标准化方法。 

实验室研究和检测必须加以协调 
尽管出于概念和组织的目的，研究、检测和性能标准可能有所区别，
但是它们并非互相排斥；它们确实必须相互作用。性能标准要求检测
一系列产品特点，开展研究以确定可行的降低毒性目标，并制定标准
检测方案。这一程序将不断发展并迅速扩大，以应对现有产品提出的
挑战。由于烟草制品的新品种在增加，认为必须制定新性能标准的想
法有所增多是合理的。研究和检测必须包括产品的物理性质、化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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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性能方面的测定，体外和体内毒理学测定及评估人体使用模式，
以确定行为与产品性质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实际的人类暴露。 

烟草制品的多样性 

烟草制品的多样性增加了挑战的范围；从而在建设实验室能力中必须
既考虑现有的制品，也要考虑出现的产品变化。烟草制品使用的各种
形式和方法包括经口或鼻使用制品（例如鼻吸），其设计达到充分吸
食的卷烟，以及雪茄，对它的使用一般不需要为大量吸入尼古丁而吸
入烟雾（11、18、21、22）。烟草制品的主要品种包括香烟和作出大
幅度改变的香烟、雪茄以及无烟烟草制品，包括各种鼻吸、咀嚼烟草
和瑞典鼻烟 snus（23、24）（见附件 2）。 

新型烟草制品 
除了各种大量传统烟草制品外，新型烟草种类和烟草制品替代品继续
快速增多（25）。由烟草工业发展和销售的新型烟草制品看来是对与
传统制品有关的健康关注的对策。此外，由于框架公约条款中所含对
减少毒性的压力的增强，预计新制品的范围将扩大。过去几年销售的
新型制品包括一种电子加热和计算机控制的香烟替代品，含有一种碳
加热成份的香烟、一种玻璃纤维包装的香烟替代品、声称含有减少的
致癌物和没有尼古丁的香烟、烟草喉片，以及烟草贴片。 

非烟草尼古丁制品（药物） 
本项建议不涉及非烟草尼古丁制品（例如尼古丁水和尼古丁棒棒糖）
或药品（例如戒烟药），这是因为相信药品管理当局将继续管制这类
产品。目前对医药尼古丁产品的管制比较严格并与其它药物产品的管
制相一致，而烟草制品管制的程度并不那么严格（3、26、27）。预计
框架公约的实施将通过加强对烟草制品的管制监督而缩小香烟制品与
药物产品之间管制的差距。一些国家为确保管制的一致性，由同一机
构掌管烟草和药物产品的管制权限（例如，加拿大的加拿大健康署、
巴西的巴西卫生部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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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和检测的可能提供者 

存在着各种烟草制品管制实验室研究和检测的提供者。没有一个实验
室具备能够满足一个整个区域广泛的研究和检测需求的专门技术和能
力。确实需要不同的研究机构开展研究、性能标准的制定和检测方面
的工作。例如，学术性实验室对于制定产品检测标准开展反复的检测
活动兴趣不大，因为这些活动在可出版科学论文方面收效不大，而且
也不可能为培训学生和发表学术论文提供一个丰厚的土壤。相反，愿
意建立合同实验室进行反复检测的公司更感兴趣的是高效能的检测和
长期承诺，并寻求从商业和管理角度来看不太受关注的研究。 

为发展实验室研究和检测能力与活动的资助 

重要的是保证充足的资金，以便建立和维持本项建议中要求的开展独
立和可信研究及检测烟草制品管制的实验室。除了需要几百万美元作
为启始费用之外，只是为制定性能标准和开展客观检测而建设能力每
年花费几百万美元不成问题。但是这笔费用却占全球烟草市场价值的
很小一部分，这一价值估计在 3000 亿至 4000 亿美元之间。然而，按
绝对价值计算，发展实验室能力和活动的费用是一项很大的财务承
诺，它不可能由每个国家轻易完成。因此，要求烟草公司资助实验室
的能力和检测工作非常重要。 

制定一项资助战略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在制订措施从烟草工业获
得并分配资金时，必须考虑由烟草工业对实验室进行资助可能有损于
这些实验室的透明性、独立性和廉洁性的危险，特别是在必须采用由
烟草工业发展的专门技术建立这类实验室的情况下。如框架公约的规
定指出，国际合作对于控制跨国烟草公司至关重要（这方面请参阅参
考条目 17 提到的控制烟草制品大会）（赫尔新基，1999）的结论。然
而，为了全球公众的健康，在全球范围发展和应用实验室科学而征集
和分配除烟草工业之外来源的资金也构成一项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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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因实施框架公约所包含的规定而形成的资金问题时，公约第 26
条第一款声称：“各缔约方认识到财政资源在实现本公约目标方面发挥
的重要作用”。此外，如框架公约谈判过程中所讨论，在公约之下建立
的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一项议定书，更深入地致力于烟草制品管制领
域。此外，在符合框架公约提出的全球烟草控制最低标准的前题下，
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的缔约方可制定和实施立法以确保资助其本国的烟
草控制规划。例如，在巴西，卫生部药品监督管理局被授权每年向烟
草生产商收取每个品牌的注册费，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用以资助巴西的
烟草控制实验室。 

烟草制品检测方案 

对第 9、10 和 11 条的实施要求使用标准化方法进行烟草制品实证的检
测。如其它刊物（18、28）以及前此由烟草制品管制科学指导委员会
（SACTob）提出的建议（12）所指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用的检测香烟的方法无论从使用的测量方法还是
选择的参数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其它烟草制品来说，尽管在
标准化检测雪茄（29）、无烟烟草（19）和比迪（24）方面取得了进
展，但是在检测方案的标准化方面没有做出什么努力。研究小组考虑
了在拟定有关检测方案和选择参数以使各国尽快开展实施框架公约方
面本文件引用资料中所含的信息。根据本文件提出的原则，建议的检
测方案将遵从实证，受到现行和正在发展的辅助研究能力的支持，并
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发现和结果进行修订。 

制定产品检测方案的问题和局限性 

尽管在检测食品和药品方面的经验以及烟草制品释放物方面的知识已
为本建议所含的观点和方案提供了基础，但是没有一种产品的检测模
式完全适用于烟草制品检测。例如，食品一般根据所含成份加以标
签，药品根据所含成份或估计的全身传递方法加以标签。对于非燃烧
的烟草制品来说，所含成份提供了重要的起点，但是必须考虑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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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下产品释放的成份（如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咨询委员会前此建
议中所述，尼古丁通过鼻吸在口腔中释放（14））。对燃烧烟草制品
而言，评估的复杂性显著增强，因为未燃制品中的上百种成份可在释
放的烟雾中产生 400 多种物质，而且很多这些新发明的产品释放出最
有害的物质。生产这些产品涉及复杂的化学过程，这一过程受到来自
产品的成份和产品被人体吸收方式的设计方面因素的影响（12、14、
17）。反过来，产品使用的方式与其释放物同样决定着对健康的影响
（例如抽吸香烟的模式和强度影响着释放量和性质，吸烟的年限影响
着疾病危险）。最后，如上所述，产品本身正在迅速发展，这种迅速
变化意味着完全适合一种产品的检测方案可能不适用于一种改变的产
品或新产品。已制定了遵循的核心原则，以便努力克服任何一种产品
检验方法存在的局限性。使用产品检测数据来帮助实施框架公约第
9、10 和 11 条的管制当局必须考虑这些局限性，正在对使用的检测方
法的可靠性和适宜性进行评估的研究和检测实验室也应这样做。例
如，机器检测可以提供有关香烟设计和由于香烟设计的不同而产生的
成份方面区别的信息；然而，没有一种机器检测方案能够预测人类对
烟草危害的接触。此外，如果将一种机器检测方案所产生的副产品释
放物之间的差异作为消费者可能通过使用不同的产品受到暴露的估计
水平，则将误导消费者（12）。检测香烟释放物中的所有上千种成份
实际上并不可行；然而，吸烟技巧（无论由人或由机器实践）似乎将
对各种有毒成份衡量的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猛烈吸烟的情
况下一些水平可能达到最高程度，而其它情况的吸烟可能要比猛烈吸
烟时的水平低）。机器检测方案不可能提供一个有根据的依据，预测
对健康的影响或作出有关健康影响的声称，因为这类方案不能预测个
体或在人口层面上将如何使用这些制品。这些局限性表明实验室研究
对评估人类烟草使用的模式以及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对评估人口趋势
和健康影响的重要性，这点在下述的核心原则中有所反映。 

也必将出现其它局限性；然而，研究小组认为如果认识到这些制约并
遵循下述原则，本建议中所述的产品检测方案将为发起施行框架公约
第 9、10 和 11 条的规定奠定一个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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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发展实验室能力适用的核心原则 

下述列举的原则旨在确保研究和检测实验室具备所需的科学和技术能
力，以确保其成果确实可信并符合最严格的国际标准。这些原则适用
于旨在为管制当局服务的实验室能力发展。由烟草工业持有或为其服
务的实验室可能或不能遵循这些原则。预计烟草工业将继续开展其自
己的研究并可能需要其向管制机构提供产品信息；这些管制机构然后
可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新建立的研究和检测机构供评估。 

建议无论是在通过承包机制补充现有实验室能力或建立新实验室方
面，在建设实验室能力时考虑下述原则： 

1. 建设实验室研究和检测能力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烟草制品管制为促
进公共健康提供一个科学依据。 

2. 必须支持、发展、维持实验室研究和检测能力，并根据情况的要
求加以调整。研究和检测工作有所重叠，但是必须认识到特定的
任务。 

a. 研究实验室：研究工作的一项主要特点是具有很大的灵
活性，以推动科学发现和分析过程。 

b. 检测实验室：检测活动的一项主要特点是具有坚持可
靠、标准化和高效能方案的能力。 

3. 为了实施框架公约的某些规定而致力于协调和促进全球出现的实
验室能力时至少有两组明显的问题需要专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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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政管理问题，应解决诸如如何发展、资助和承包实验
室能力的问题。资助机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以满足具
体国家或具体区域的不同需求。 

b. 科学问题，必须致力于从产品设计及其成份的角度对烟
草制品检测的潜在目标进行优先顺序和次序的排序，并
应实施一项国际共享知识和协调行动的机制。 

4. 鉴于在研究和检测方面存在着大量潜在目标以及必须资助和发展
标准化方案，必须根据框架公约的规定制定烟草制品检测的优先
顺序及其执行的时间表，以便指导排序工作。必须尽可能根据现
有的科学依据和公共卫生需求对这类重点进行确定，遵循相应科
学指导小组的审查，以便提供监督和指导。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指
导委员会将确定借以制定这类优先重点的方法。在这方面，框架
公约的某些规定要求缔约方在科学、技术和立法领域开展合作并
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 

5. 产品管制对于公众健康的重要意义使尽快发展实验室能力成为必
需。然而，研究小组认识到，随着资金的获得，专门知识的发展
和实验室设施的建立，实验室研究和检测能力显然必须逐步发
展。发展的速度必须反映确保保持科学的高度整体性和质量的重
要性。 

6. 研究和检测实验室必须发展在国内和国际上共享信息的机制，并
进行必要的协作，以确保出现的科学依据指导所有这类实验室活
动。为确保检测方案的标准化，交流方法和结果的机制很重要。 

7. 为了使管制当局和公众对实验室的操作和发现的结果产生信任
感，实验室活动必须具有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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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体研究和涉及动物模型研究中记录的对人类的危害必须在很大
程度上指导实验室检测的全面要求；因此，实验室能力必须包括
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检测，也必须能够根据人类实际使用的评估
结果对检测程序进行修订和修改。 

9. 监测健康影响以及个体和人口烟草使用模式的变化，如作为营销
信息变化产生的结果对于指导程序以及为改变和改进研究与检测
方案的重点奠定一个客观基础至关重要。 

10. 实验室必须提供机制，培训新科学家并建立快速发展的物质及人
力资源和专门技术基础，这一基础为今后充分实施框架公约的规
定所必需。 

11. 资金必须可预测、具有持久性和长期性，并具备所需的逐步增长
的潜力，以使实验室能够与出现的产品问题和出现的能使实验室
得以范围更广的专门技术知识保持同等发展速度。这类资助办法
的实例包括如同其它产品管制领域曾使用的对烟草制品征收的附
加费用。 

12. 无论是否采用了资助机制，均应确保不对研究和检测工作的独立
性与完整性造成损害或不适当的影响。 

13. 这些原则不针对管制非烟草尼古丁制品（戒烟药）实验室能力的
建设。然而，力促烟草制品和药物的管制互通信息，以便不出现
在管制方面不适当的矛盾。 

14. 现有为烟草工业服务的独立实验室能够提供实验室能力，但是如
果利用它们服务于公众健康管制，必须存在一些机制确保其活动
的独立性和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在草拟这类实验室的合同时必须
制定适当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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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管制检测程序易于修订至关重要，以便满足作出改变的烟草或烟
草新制品检测的要求，特别是由于转型香烟和无烟烟草制品已造
成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的协议（ISO/FTC 协
议）的不适应问题。近年来在香烟设计和推出新型香烟与无烟制
品方面已发生了更为根本的变化，而且必须预测到进一步的变
化。从而，对于管制研究和检测实验室至关重要的是预测到产品
的迅速发展并能够对它们的步骤程序进行相应的调整。 

16. 对不具备实验室能力或能力很差而且对建立实验室缺乏资源的国
家（很多发展中国家是这种情况）来说，重要的是建立网络，以
便能够分享资源，开展协作，获得所建议的实验室能力。 

17. 主张管制当局对所有的烟草新产品和现有转型产品进行销售前审
查。当作出或预计将作出诸如“危害减少”的声称时，严格的销售
前审查特别重要。 

18. 有效实施框架公约某些条款规定所要求的销售前审查和产品评估
既不意味着确保，也不能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烟草制品检测 

按前此所述，实施框架公约第 9、10 和 11 条需要为烟草制品进行实证
检测。本章节提供开展这类检测的理由并提出实施检测的方案。意识
到存在着很多在选择具体参数方面可能考虑的方案。然而，研究小组
建议这些方案建立在现有的科学状况之上，而且应对本建议中已讨论
的产品检测方法的局限性和上述提到的原则给予应有的考虑。认识到
机器检测烟草制品不能够提供直接适用于人们消费烟草制品方式方面
的信息。由于可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应修订本文建议的方案以更好
地反应进展中科学的情况。在设计和实施产品检测方案时，重要的是
考虑上述确定的研究和检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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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为方案研究过程中的各种管制和科学考虑，它们可作为烟草制品
检测方案的信息基础和建议原则。 

有关制定产品检测方案管制方面的考虑 

提出研究小组建议的目的主要是支持实施框架公约第 9、10 和 11 条。
然而，检测方案具体由第 9 条所涵盖，该款规定“缔约方会议应与有关
国际机构协商提出检测和测量烟草制品成份和燃烧释放物的指南以及
对这些成份和释放物的管制指南”。 

框架公约的规定反应了各国及其国内各州为将烟草制品纳入一项管制
框架做出的努力。下列国家、联邦和州政府有关管制行动的具体实例
提供了先例，研究小组的建议也适合这类管制行动。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烟草销售法关于烟草检测和披露的规定要求
香烟制造商提交季度报告，按品牌明确和列示前一个季度在英属哥伦
比亚销售的每一品牌香烟的所有成份和添加剂，其中包括作为香烟或
其同等物的成份或添加剂占总重量中的含量。该法还要求香烟制造商
提交年度报告，列示所有烟草烟雾成份含量的评估，所有烟雾的 pH
值，以及香烟过滤嘴的效能。最后，该法要求香烟制造商报告烟雾成
份详尽列表。这些烟雾成份包括不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吸烟要求（55 
ml 抽吸量、30 分钟抽吸间隔，2 分钟抽吸持续时间，以及 100%地封
闭透气孔）的主流烟和侧流烟的水平（见表 1）。在主流烟和侧流烟
中要报告的成份有氨、芳香族胺基类、苯骈(a)芘、某些可挥发碳酸
基、氰化氢、汞、有毒微量金属、一氧化氮、TSNAs（烟草专用亚硝
胺）、某些基本半挥发性物质、酚类化合物、焦油、尼古丁、一氧化
碳以及某些挥发物质。 
( HThttp://www.qp.gov.bc.ca/statreg/reg/T/TobaccoSales/282_98.htm,12/18/20
03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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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1999 年，国家卫生监督局成立（ANVISA），作为管制香烟和
其它烟草制品的控制和监督的负责机构。每个烟草公司必须在卫生监
督局注册其商标并付年度税。作为一个管制机构，卫生监督局有权在
现行法律之下发布约束性规定。此外，还赋予卫生监督局在巴西建立
和保持一个烟草检测实验室的任务和职责。卫生监督局第 46 号决议
（2001 年 3 月 21 日）还确定了香烟的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的最
小含量并禁止使用诸如（柔和）、（淡味）、（超淡味）或（低焦
油）等任何标签或广告。最后，要求烟草公司提交年度报告，其中明
确并按品牌列示在巴西生产的每一种烟草制品的所有成份和添加剂。 

欧洲联盟。2001 年，欧洲议会向成员国发布了一项有关烟草制品生
产 、 介 绍 和 销 售 的 指 令 ( HThttp://www.who.dk/document/e74524.pdfTH, 
12/18/2003)。规定限制了香烟中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的最高含
量。指令还包括要求烟草工业向成员国提交一份烟草制品生产中使用
的成份清单。 

美利坚合众国。1984 年综合吸烟教育法（15 U.S.C. 1331 et seq., Pub. L. 
98-474）要求生产、包装或进口香烟的每个人每年向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部长提交一份在生产香烟中使用烟草添加成分的清单。1986 年综合
无烟烟草卫生宣传教育法（15 U.S.C. 4401 et seq., Pub. L. 99-252）要求
生产、包装或进口无烟烟草的每个人向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每年提
交一份生产无烟烟草制品使用烟草中添加的成份清单。1986 年综合无
烟烟草卫生健康教育法案第 4403(a)条（15 U.S.C. 4401 Uet seq.U, Pub. L. 
No. 99-252）要求每位生产、包装或进口无烟烟草的人每年向卫生与公
众服务部提交一份关于每种无烟烟草制品中尼古丁含量的说明。疾病
控制预防中心吸烟与健康局被赋予实施这些规定的职责。一些州（例
如，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和德克萨斯州）也根据产品检测制定了
规定，这项制定程序为提出研究小组的这份建议提供了更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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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根据 1997 年烟草披露法案（马萨诸塞州一般法律，第
94 章节，307B 条，烟草制品的生产：年度报告，包括增添的成份和尼
古丁含量评估；披露；排除在外的情况），要求在该州销售的香烟、
鼻吸或阻嚼烟草制造商报告除烟草、水或复合烟草薄片之外的添加成
份以及为一般消费大众精确预测尼古丁摄入的尼古丁含量评估。 

明尼苏达州。1997 年，明尼苏达州立法通过了明尼苏达州烟草物质报
告法案。这项法案规定，烟草制品生产商必须向卫生专员提供有关其
产品中可测量的胺或任何胺化合物、砷、镉、甲醛和铅的含量。 

德克萨斯州。根据德克萨斯州公共卫生规定第 161 条分条 P — 香烟和
烟草制品成份披露的规定，香烟或烟草制品生产商必须每年提交一份
报告，说明除烟草、水和复合烟草薄片之外的其它成份。他们也必须
指出制品中尼古丁含量的水平。 

制定产品检测方案科学方面的考虑 

如上述原则所指出，下述检测方案的目的是为帮助实施框架公约第
9、10 和 11 条提供一个起点，对这一点的强调毫不过分。重要的是将
这类烟草制品检测与有关人类实际吸烟模式和暴露的实验室研究相结
合，这包括有关评估人体接触烟草的生物标记以及评估人类实际使用
的模式和健康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这些研究在其它出版物（11、
18）中有所阐述。因此，建议的检测方案应被视为初步建议，并应随
着其它研究的结束和烟草制品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更新。 

必须确定、使用和验证标准化方法，以评估现有能力（差距、机会、
障碍），并制定一项加强全球、区域和国家级实验室的战略计划。此
外，会员国需要在制定使用者消费的烟草制品以及向环境释放的成份
和释放物的标准方面获得指导。因此必须制定这方面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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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措施 

尽管本建议的重点是关于产品检测方案，但是扼要地涉及替代衡量方
法也很重要，这种方法曾作为一种对烟草制品的生物影响进行定性的
问题进行过讨论。1999 年，美国烟草公司为马萨诸塞州卫生厅开展了
一项研究（30）。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对诸如焦油、尼古丁和一氧
化碳释放物的替代测量是否能用于预测其它诸如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
物（PAHs）和亚硝胺（TSNAs）等有关释放物的水平。这项研究检测
的样本是 26 种含有在美国商业配方烟草的美国品牌香烟。该公司声称
检测香烟突出了美国香烟市场产品的不同性（例如设计特点）。然
而，美国品牌香烟的这一样本并不反映全球在配方、添加剂和烟草制
作程序方面的很多差别。在评价基准研究数据时，Harris（31）认为，
联邦贸易委员会对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的评估不足以比较有毒物
质的含量。从而，可以得出结论，标的比较不是确定烟草制品中有毒
物质水平的一个适宜方法。 

制定产品检测方案的其它考虑 

烟草的专利配方和加工可对烟草中有毒化学品的含量产生重大影响。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32）中，研究者在被调查的 14 个国家中购买的香
烟烟草中发现了一系列的亚硝胺含量。 

产品特点的变化也可极大地改变主流烟雾的水平（33）。过滤嘴使用
的材料类型和设计可改变吸入烟雾的化学品成份，包括一氧化碳、氧
化氮、氰化氢和苯的含量。产品中膨胀烟丝或复合烟草的含量可改变
烟雾中有毒化学品的含量。复合烟草的含量可改变烟雾中焦油、尼古
丁、酚类、多环芳香化合物和亚硝胺的含量。使用膨胀烟丝可对充填
一只香烟所需的烟草量，从而对烟雾的成份产生重大影响。香烟的长
度、圆周和包装密度也可改变烟雾中的化学成份。 

除了主流烟雾之外，测量侧流烟雾也很重要。一项研究（34）发现在
烟雾成份的颗粒阶段和气体阶段，测流烟雾中的成份根据某种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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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有所不同。在另一份报告（35）中，科学家报告说，香烟安置过
滤嘴极大地减少了主流烟雾中某些有毒物质的含量，但是对侧流烟雾
的成份没有明显的影响。从而，旨在减少主流烟雾含量的香烟设计的
变化可能对侧流烟雾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重要的是，在评估一个烟草制品潜在有毒物释放时要考虑很多生
产规范和产品特点。 

尽管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使用/采纳的现行吸烟机方法
不能精确地反映人类的吸烟行为，从而也不能精确地反映烟雾中有毒
和致癌成份释放的剂量（12、14、15、18、28），但是建议在制定出
根据不同的香烟设计反映人类吸烟行为多样性的方案之前，在为比较
新检测方案的结果提供一个基础的情况下继续采用这种检测。在资源
充足的机构中建议使用第二组抽吸参数来测定在更加强化吸烟情况下
的香烟。使用这些新参数的结果与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联邦贸易委员
会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差别可能有利于产品评估。例如，如果国际标准
化组织/联邦贸易委员会方案含有较高的主要有毒物质，那么有可能在
估计该有毒物质的可能最高暴露方面考虑这项检测的数据。此外，由
于国际标准化组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方法建立在比一般吸烟者力度较
弱、较少量和间隔更大的抽吸吸烟模式上，因此这些方法可能为估计
非强化吸烟的释放物提供一个模型。另一复杂情况是，对于人类吸烟
强度低估的程度并不是持久不变地涵盖所有香烟的设计，但是在低含
量的香烟中则有所夸大，因为吸烟者趋向于通过增加抽吸的频率和烟
雾吸入量作为补偿。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方案没
有考虑作为补偿性地封闭带过滤烟头的透气孔或使用低含量香烟吸烟
行为的重要方面。最后，国际标准化组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检测方法
对新型香烟设计（例如 Eclipse®或 Accord®）已失去有效性，从而对
新型烟草制品设计可能也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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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烟草制品检测方案和指南 

下述是向烟草制品生产商和管制者建议的烟草制品检测方案和指南。
列示的还有为检测烟草制品（有烟和无烟烟草）的建议指南以及为研
究和检测提出的实验室要求框架。 

制造商的报告 

制造商应根据以下有关检测指南所述的方案至少每年报告下述有关烟
草制品成份的产品特点、成分和释放物。制造商还应向管制当局报告
所有供商业销售的烟草制品的污染物和产品特点。这些报告应包括有
关烟草制品的成份（例如原材料、杀虫剂残留物、污染物、香料和加
工方法）和释放物（如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物质，例如一氧化
碳）的数据。 

生产商报告的产品特点应包括： 

• 气溶胶粒径参数（平均数和 95%的信赖区间） 
• 过滤嘴的透气性 
• 过滤嘴长度 
• 过滤嘴纤维残留 
• 过滤嘴活性碳含量 
• 香烟的圆周 
• 滤纸透气度 
• 复合烟草的百分比 
• 膨胀烟丝的百分比 
• 水份 
• 产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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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产品特点的其它考虑 

如果产品设计或烟草加工步骤或产品的生产发生变化，生产商应向主
管当局报告所有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和这一变化对产品特点、成份
和释放物产生的影响。 

为确定化学特点所需的采样频率和测量次数应根据生产量为基础。产
品的生产量越大则越应经常为这些性质进行产品采样。 

对市场存在的所有产品应使用相同的标准。 

除了生产商需要向管制人员就现有产品提供信息之外，还要求提供有
关新产品，包括改型产品的信息。这类信息应包括产品设计及其计划
由消费者使用的方法，以及对产品开展的任何毒性研究的结果。 

生产商应在包装和产品标签上披露烟草和释放物中的有毒成份。在包
装盒上不应显示含量。 

应在包装上醒目地显示有关产品使用和所接触成份的信息（例如，“吸
烟 导 致 接 触 氰 化 氢 ” ） 。 这 种 包 装 的 范 例 可 参 阅 下 述 网 址 ：
http://www.hc-sc.gc.ca/hecs-sesc/tobacco/ 
legislation/warnings/warnings.html （ 2004 年 2 月 16 日 刊 载 ） 以 及
Hhttp://www.health.govH. au/mediarel/yr2004/tw/picsindex.htm（2004 年 2
月 16 日刊载）。此外，可如同加拿大的做法，将有关产品使用和接触
物质的信息放入包装内。 

应通过电子手段（例如因特网站等）向有关研究人员或其它公共卫生
官员提供烟草及其释放物中化学成份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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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人员的行动 

管制人员必须确保在确定对烟草制品进行检测的实验室，在核准使用
的方案，在审核报告的数据及采取任何矫正行动中遵循适当的程序。
下述列示管制人员应采取的行动。 

实验室的确定 

管制人员应确定能够进行采样和/或对要求的标准进行分析的实验室。
对实验室的选择应：(a)独立于烟草工业之外；(b)具有能够运作的质量
控制系统；以及(c)能够提供在所需分析方面证实能力的内部和外部检
查的依据。题为“检测指南”章节提供了选择进行烟草制品检测实验室
的具体标准。 

采样 

管制人员应保证采样不仅适用于现有产品，而且也适用于新产品。 

例 1：一种声称不含尼古丁的口用烟草即将投入市场。管制人员希望
在该制品进入市场之前核实这项声明。在这种情况下适合进行抽查，
只需检测少量样本证实该项声明的真实性。 

例 2：管制人员希望核实欧洲一种畅销品牌香烟所含的焦油、尼古丁
和一氧化碳的含量符合该品牌生产商声称的含量。在这种情况下应使
用 ISO 8243 号规定中所述的一种采样方案，以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获
得该品牌的几种样本（来自不同厂家的代表产品）供分析。 

审核报告的数据和散发信息 

主管当局应具备一个系统，确保以清晰和明确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妥善
的评估和散发。主管当局一旦获得信息，有责任对发现的结果作出反
应。从而，重要的是，主管当局应要求制造商和独立实验室以一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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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得出结论并可将结论予以散发的方式对提供的信息加以归纳和总
结。只有当主管当局具有足够的人员对信息进行审核和散发时，产品
检测程序才能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方法
是要求报告机构： 

• 衡量基线结果并报告在统计上出自基线的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 
• 报告相同生产商生产的特定产品之间的相关差异情况； 
• 提供商业销售所有产品的数据摘要； 
• 报告所有商业销售产品超过 75%、90%或 95%的依赖区间的品

牌。 

包装标签不应含有诸如下述措词的声明：“这些香烟含有的亚硝胺含量
减少”或“与我们的一般品牌相比，这些香烟一氧化碳的含量减半”。这
些表达含量的声明意味着一种品牌比另一种品牌安全。研究小组非常
关注烟草工业将利用烟草检测为推销其产品作出暗含健康益处的声
明。相反，应通过在产品包装盒上显示涉及品质的实情散布健康信
息，例如“这些香烟含有亚硝胺，已在实验室动物中发现它有致癌作
用”或“这些香烟的烟雾含有已知能够致癌的苯”。重要的是根据指出烟
雾中存在有毒成份的适当研究只公布产品性质方面的信息。 

报告 

任何分析的全部详情应列入能被公共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获得的一份
报告中。该报告应包括有关进行分析的原因、使用的分析方法、方法
有效性的依据、分析结果的背景情况以及测定不可靠性方面的信息。
应对报告中的任何意见和说明，例如有关结果有用性的建议加以清晰
的说明，并应记载所提意见和解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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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行动 

国家当局在授权管理人员对任何有意对其产品作出虚假声明的烟草制
造商/进口商采取任何惩戒性行动（例如罚款或行事责任）时，必须说
明应采取的行政或法律措施。此外，管制当局应具有行政和/或法律权
限要求将该产品撤出市场，对包装盒重换标签、或对生产商的生产地
进行检查，核实具备的系统是否将生产缺陷控制在最低限度。 

检测指南 

实验室 

应由不受烟草公司影响的实验室和由国家政府指定的实验室对烟草制
品和烟草烟雾中的成份进行检查。被选作分析烟草制品或烟草烟雾的
实验室必须具有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17025 号标准的评鉴认证，使用
的 选 择 分 析 方 法 必 须 根 据 能 力 验 证 计 划 提 供 者 的 能 力 要 求 指 南
（ILAC-G13）定期进行效能水准测试评估。最后，实验室应遵循严格
的质量控制制度（例如每一组吸烟的释放物或作出的分析均应含有至
少一种质量控制监控产品）。 

吸烟规范 
大多数国家中使用的吸烟规范系国际标准化组织/联邦贸易委员会所确
定的规范，它们应以一些其它国家所使用的更为强化的吸烟方案加以
补充。更加强化的吸烟方案应估计一个普通的吸烟者在吸食特定新产
品时预计可合理接触的最高水平。研究表明，有必要使用比国际标准
化组织/联邦贸易委员会方案中使用的更强和更频繁的抽吸来估计吸烟
者使用带有高透气性过滤嘴香烟时产生的释放物。不言而喻，非香烟
制品可能需要与使用香烟不同的吸烟规范。对香烟来说，建议使用下
述表格中显示的吸烟机规范。国家当局拟可指定一种或两种这类规范
分析释放物成份或香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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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议的香烟检测吸烟规范 

参数 国际标准化组织/联邦
贸易委员会的方案 

更为强化的方案 

抽吸量 35ml 55ml 
抽吸持续时
间 

2 秒 2 秒 

抽吸间隔 60 秒 30 秒 
透气孔 未封闭 全封闭：（避免需要抽吸更

多的烟） 
烟蒂长短 过滤咀透明包装纸

+3mm 
过滤咀+3mm 

注意：意识到更为强化的方案将要求进行修订以符合现行颁布的标
准。如果个体的吸烟模式发生变化或新产品使强化的规范不能估计最
高的接触水平时，必须对更为强化的方案进行调整。 

为进行管制检测使用的分析物 
下述列表指出在分析烟草制品成份和释放物时应进行检测的最基本的
物质。检测结果应按每只香烟进行报告。 

烟草成份 
• 尼古丁/去烟碱（无烟制品） 
• 胺/胺离子 
• 金属（砷、镉、铬、铅、汞、镍、硒） 
• 亚硝胺[N-亚硝基降烟碱(NNN)、4-(甲基亚硝胺)-1-(3-吡啶基)-1-丁

酮(NNK)、N-亚硝基新烟碱(NAT)和 N-亚硝基新烟草碱(NAB)] 
• 薄荷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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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释放物（主流烟雾和测流烟雾） 
下列有毒成份含量的测量结果应以每毫克焦油报告。 

• 尼古丁/去烟碱 
• 焦油 
• 一氧化碳 
• 去烟碱干粒相物对尼古丁含量的比率 
• 多环芳香化合物：苯并芘 
• 挥发物：苯、1,3-丁二烯、甲醛、乙醛 
• 亚硝胺：亚硝基降烟碱、4-(甲基亚硝胺)-1-(3-吡啶基)-1-丁酮、N-

亚硝基新烟碱、N-亚硝基新烟草碱 
• 金属：砷、镉、铬、铅、汞、镍、硒 
• 气相化合物：氧化氮、氰化氢 

上述清单应根据检测要求和按变化的烟草情况进行补充。最好将其扩
展至包括释放物中的其它有毒物质。在其它有毒物质中，其它挥发和
半挥发化合物、多环芳香碳和亚硝胺已列入通常称为“加拿大清单”的
清单中。最近的加拿大烟草规定要求制造商在烟草制品的外包装上列
出六种有毒成份和它们的释放物并向加拿大政府报告在烟草烟雾中发
现的增多的有毒化学品。 

方法 
应使用能够在要求的水平上测量组成成分的最新、有效和敏感的方法
测量新的分析物。这些方法包括联合王国主管当局（即英国政府化学
家实验室）、加拿大健康署、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和马萨诸塞州卫生局通过的方案。报告的统计方法应包括平均值、标
准差和变異系数。 

数据的使用 
这些检测的目的是使管制人员以每毫克焦油或每毫克尼古丁为基础确
定重点化合物的上限。上限可依据对现有国际品牌现场检取样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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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一品牌所检测的数值。建议以市场上最低 20%品牌测量所取得
的数值为基础的上限作为一个起始点。国家管制人员应确定实现这第
一步骤的最佳时限。 

其它国家特定清单 
意识到，某些国家使用特定的烟草制品，因而要求检测的化合物品种
也应因国而异。因此，必须改变分析物和分析方法以符合这些特殊产
品的分析要求。 

其它有烟和无烟烟草制品 
品种繁多的有烟和无烟烟草制品对标准检测提出了一项挑战。附件 2
列示市场上销售的需要特殊检测规范的其它产品。对非吸食产品而
言，烟草添充物中化学成份的含量是关键因素。 

实验室结果的报告格式 
实验室结果的报告必须包括所有要求的信息，以评估数据的科学有效
性并将这些报告直接与检测的实际材料相挂钩。所有报告的数据应包
含下述信息： 

• 产品 
• 检测条件 
• 使用的方法 
• 局限性 
• 结果 
• 质量控制 
• 评估 
• 利益冲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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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检测实验室要求框架 

任何开始建立和经营烟草制品检测实验室的人均必须能够证实其根据
ISO/IEC 17025 实验室认证标准所规定的能力。 

实验室操作标准 
实验室必须能够对烟草制品的成份和释放物作出精确和可重复的测
量。为此，实验室必须(a)具备训练有素的合格职员；(b)具有能够作出
必要检测的设备；(c)遵循敏感、选择性、精确和可复制的程序；以及
(d)具有一项机制，能与从事实验室认证的国际机构开展合作和交流信
息。所有实验室必须能够证实，它们： 

• 使用有效的检测方法 
• 使用训练有素和胜任的职员 
• 通过使用校准标准建立可追溯性 
• 评估检测的不可靠性 
• 评估质量保障 
• 进行质量控制 
• 与其它实验室获得的结果进行比较（校能水准测试） 
• 在第三方审计（鉴定合格者）的支持下建立和保持一个质量系统。 

实验室环境的资源 
为了开展烟草制品分析，实验室需要一笔完成任务所必须的资源投
资。实验室运行的所需资源按下述标题加以汇总： 

• 基础设施 
• 人力资源 
• 专业设备/仪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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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结构 
表 2 显示一个检测/研究实验室在面积和环境控制方面的估计需求。 

表 2. 检测/研究实验室的需求 

区划/房舍 
种类 

低限度 
面积 

扩大的 
实验室 
面积 P

a
P
 

研究实验室 
设施面积P

b
P
 

 

 (mP

2
P) (mP

2
P) (mP

2
P)  

实验准备
室 

20 60 80 空调；房间通风
柜/柜橱。 
上水和下水。金
属分析需要单独
的‘洁净房’。 

吸烟实验
室 

20 60 60 放置一台或多台
吸烟机。空调和
湿度控制（22±2
℃和 60±5%）。 

器材室 30 80 100 空调；贵重仪器
需要额外的通风
和其它特殊空
调。 

办公室 20 40 80  
储藏室 15 25 40  
公用区间 15 25 30  
杂物间 15 40 40  

总计 135 330 430  

P

a
P 一个扩大的实验室将包括为开展所有建议的化学成份分析所必需的设

备。 
P

b 
P研究实验室设施可包括一个小型的试管或生物标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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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实验室操作的很多方面需要职员训练有素并具有经验，特别是在分析
领域并在数据处理、编制报告、尤其是在使用统计数字方面非常有把
握。运作检测实验室所需的职员人数取决于综合因素，例如采样频
率、每种品牌检测的总数量、品牌数量、检测频率、分析工作的复杂
性以及报告的性质。每年大约对 150 个品牌进行检测的典型实验室应
包括下述人员： 

• 1 名吸烟实验室主任； 
• 2-3 名吸烟技师，他们应该熟知吸烟机的操作/保养； 
• 2-3 名分析化学家，他们应具备仪器使用方面的广泛知识；以及 
• 1 名负责监督和控制数据与方法的质量控制管理员，他应熟悉精

通统计和数据报告。 

专门设备/仪器 
检测实验室应提供下述设备： 

• 1 台线性吸烟机或旋转式吸烟机 
• 一台带有热致中离探测器和火焰电离检测器的双柱气相层析仪 
• 1 台带有热能分析器的气相层析仪 
• 1 台气相层质谱仪 
• 1 台高效能液体色谱仪 
• 1 个环境控制室 
• 1 台连续流量分析器（2 水道或 4 水道） 
• 1 台一氧化碳分析仪（无离散红外线光谱仪） 
• 1 台氧化氮分析仪（氧化氮化学发光检测器）。 

研究和检测实验室组合 
认识到为检测任意国家的所有烟草制品所需的必要专门知识将要求来
自几个实验室，可能来自国家和/或区域几个参考实验室的投入。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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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之间的有效交流和网络联系能够发展由一个协调中心共享和监
督的数据库。这种协调中心还可以提供一系列的益处，例如： 

• 提供有关新的/标准化方法可得性的信息； 
• 促进和加强对测量问题的了解； 
• 向管理者提供有关以科学为依据的发展情况； 
• 管理一个网站； 
• 宣传； 
• 管理实验室之间的合作研究；以及 
• 使报告模式标准化（就模版达成共识），以便有利于终端用户、

管理者和科学家对所报告数据的阅读（36、37）。 

检测实验室和研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团体之间的合作 

主要用于管理目的的检测实验室应与设在研究机构内并独立于烟草工
业所有权或影响的研究实验室密切联络。这一互动关系能使受控的检
测实验室与烟草制品厂商的产品改变齐头并进，也能向它们提供有关
能使检测更加精确的新分析技术的最新信息。与此同时，研究实验室
将不断意识到必须将它们的研究工作导向加强管制行动，特别是针对
新的或改变的烟草制品。 

检测实验室也应与从事流行病学和行为研究的卫生研究团体保持密切
联系，探讨烟草制品的作用及其有关健康、信念、行为和结果的声
明。由于烟草制品管制的目的是逐步降低烟草制品造成的危害，困此
使管制机构和检测实验室充分了解管制措施在人群中产生的影响至关
重要。当以管制检测为基础的信息由有关机构向消费者散发或由烟草
公司用于作出产品相关的健康声明时，这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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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的特殊考虑 

发展中国家的烟草消费水平正在逐步上升，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 2020
年时，在烟草相关的 1000 万死亡中发展中国家将占 700 万。这些国家
当中的几个国家不仅只是烟草生产者，而且也是烟草原材料、烟草制
品或两者兼有的出口国。现有的检测烟草制品实验室的能力非常有
限。很多发展中国家销售和消费的烟草制品的多样性造成更加迫切需
要对烟草制品进行管制，这是由于对几种烟草制品的成份和/或释放物
缺乏充足的信息，以及在涵盖不同类别产品的检测方法方面要求更严
格的管制程序。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印度、南非和泰国，已颁布或准备颁
布的国家立法证明在烟草制品管制和相关检测方面的兴趣日益增长。
在 2003 年 5 月召开的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承诺签署和认可框架公约。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只能依赖烟草工业
本身的资源进行检测和信息披露或利用设在其它国家的独立检测实验
室来履行框架公约第 9、10 和 11 条的检测和管制规定，并向国家政府
部门披露有关烟草制品成份和释放物的信息。框架公约未规定在国内
具有独立的实验室进行烟草制品检测。然而，显然必须具有不是烟草
工业拥有或受其影响的独立实验室，它们可精确和客观地评估烟草制
品厂商提出的产品声明。此外，这类实验室必须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
区域和国家级，因为发达国家目前所具备的能力无论从产品的数量或
品种方面均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检测需求。 

能力建设战略计划 

能力建设应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应在世界卫生组织每个区
域建立区域检测实验室。这项工作可包括建立新的实验室或按比例增
加目前正在履行对一个检测实验室所要求的一些职能的现有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可是政府管理的实验室或政府认可的设于学术机构或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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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部门经营的独立实验室。必须符合独立于烟草工业之外的这项标
准。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室能力非常有限，这些检测实验室可能也需要
履行研究实验室的职能。在发展中国家选择或建立实验室时必须审查
装备这种双重作用实验室的可行性。 

在第一阶段，可在世界卫生组织每个区域建立一个或两个区域实验
室。开始时在世界卫生组织每个区域需要进行形势分析，以评估当前
国家实验室检测的能力，今后加强实验室能力的计划和潜力以及现已
存在可能发展的管制环境。需要探查国家的技术和财政需求，明确提
供技术援助的潜在伙伴，以及评估筹集财务资源的能力。在这种形势
分析的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可在每个区域内选择一个或两个国家。
然后必须与这些国家的国家管理当局进行密切磋商制定能力发展计
划。必须建立培训规划并通过与适宜的国际伙伴合作促进技术交流。
实验室必须得到认证，然后与它们将为之服务的所有国家的管理当局
相挂钩。 

一旦区域检测实验室顺利建成，它们将作为该区域其它国家发展国家
能力的资源。在第二阶段，通过一项工作将进一步扩大能力，更多的
国家将能够建立、运作和使用烟草制品检测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将使
它们能够履行所要求的管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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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测烟草制品的标准化方法 

• 吸烟机参数：常规分析吸烟机 -定义和标准条件  — ISO 
3308:2000。必须作出特殊修订以涵盖规定的新吸烟标准。 

• 烟草和烟草制品：调节和测试的大气环境-ISO 3402:1999。 

• 检测无烟烟草成分方案：去烟碱方法 — 美国联邦注册 64 FR 
14086：关于年度提交有关在美国生产、进口或包装的无烟烟
草制品中所含尼古丁含量规定的通知。 

• 焦油量（毫克/每支香烟）：卷烟 — 用常规分析用吸烟机测
定的总的和去烟碱的干粒相物 — IOS 4387:2000 标准。 

• 尼古丁量（毫克/每支香烟）：卷烟 — 烟气冷凝雾中烟碱的
测定 — 气相色谱法 — ISO 10362 1:1999。 

• 一氧化碳含量（气态）（毫克/每支香烟）：卷烟 — 卷烟烟
气气相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 NDIR（近红外法）  — ISO 
8454:1995。 

•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一般要求：ISO/IEC 17025:1999。对
ISO/IEC 17025 实验室的认证标准要求实验室具备符合 ISO 
9000 标准要求的质量系统。因此，ISO/IEC 17025 的认证是
承认实验室的能力，而 ISO 9000 的认证只是对符合质量系统
的确认。 

• 国际实验室认证协会关于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ILAC-
G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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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烟抽样的国际标准：卷烟 — 抽样 — ISO 8243:2003。 

• 细切烟丝及其制品：抽样、调节和分析方法 — 第 1 部分：抽
样 — ISO 15592-1:2001；第 2 部分：调节和测试大气 — ISO 
15592-2:2001；第 3 部分：利用常规分析吸烟机测定卷烟中的
测定粒相物总量，为测定水和尼古丁进行准备，以及计算去
烟碱干粒相物 — ISO 15592-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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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要求特殊检测规范的烟草制品 

除卷烟之外的吸食烟草制品 

比迪。比迪是一种手卷烟，其中含有干烟叶，卷在一种名叫天笃的植
物叶中，另一端用线条捆扎。比迪产于印度，在美国有销售。它们可
有诸如香草、巧克力、樱桃和草莓的味道。尽管比迪形状较小，但是
它们所含的焦油和一氧化碳比机制卷烟的含量要高，这是由于必须用
力抽吸以保证比迪在被吸食时不致灭燃。雪茄也是这种情况，它的抽
吸量根据雪茄的长度或直径通常超过 55-70ml。比迪在东南亚市场占
有很大的比例，而目前对其的使用正在世界的其它地方越来越流行。 

雪茄。以烟叶或任何含有烟草的物质缠裹的任何烟草卷。小型雪茄的
重量每千支不超过 3 磅（<1.36g/每支雪茄）；大型雪茄重量每千支超
过 3 磅。 

细切烟丝制品（自助式卷烟）。对于细切烟丝制品（FCSAs）而言，
应采用 ISO 15592 方法和焦油、尼古丁及一氧化碳的所有 4 种序列。 

丁香香烟。也称为香叶卷烟的丁香香烟在印度尼西亚使用得很普遍，
它是烟草和丁香以及其它奇特香味和丁子香醇的混合物。丁香香烟可
以玉米皮或纸用手卷制，或以机器制作，带有或不带有过滤嘴。 

使用水烟筒的烟草（sheesha/narghile/arghile/hookah/hubble-bubble、
goza）。水烟筒的术语根据其使用的区域和国家有所不同：因而存在
着各种名称，如 hookah、hubble-bubble、narghile、arghile、goza 和
sheesha。“水烟筒”系指在吸入烟雾之前烟雾通过水（因此用水加以
过滤）的一种吸食烟草的方法。水烟筒存在着器材方面各种不同的型
号、类型和装饰。一般来说，水烟筒带有一个装一半水的高玻璃容
器，加热调味烟草的装置（通常使用木炭），以及带一根或多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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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管，人们在烟草一旦被加热或由玻璃容器中的水加以过滤之
后吸食烟草。 

无烟烟草制品 

嚼烟，松散烟叶。咀嚼松散烟叶由烟叶、甜味剂，和/或欧亚甘草组
成。品牌例如 Red Man、Beech-Nut Wintergreen 和 Taylors Pride。 

嚼烟，绳状或卷状。用一种类似焦油的烟叶榨取汁对黑色、风干的烟
叶进行处理，拧成干的绳状。一般不添加香味或甜味剂。最终产品是
一种柔软但是干燥的绳条。一些品牌如 Conwood（Conwood 产品）、
R.C. Owen（R.C.自己的产品）以及 R.J. Reynolds（R.J. Reynolds 产
品）。 

Chimo。Chimo 是一种膏状烟草，包装在一个小型锡筒内或象糖一样
包成圆柱形，在委内瑞拉有售。Chimo 由烟叶、重碳酸盐、黑糖、
Mamon 树（Meliccoca bijuga）的灰制成，具有香草和茴香酒香味。所
含成分根据在委内瑞拉生产 chimo 的地区有所变化。一些品牌如 El 
Sabroso、El Gran Búfalo、El Dragón 和 El Morichal。 

Gul。Gul 含有烟草粉末、蜜糖和其它调味成分。Gul 由机器生产并包
装在象牙膏状的管中出售。 

Gutkha。槟榔子和儿茶与几种其它成分混合加香味和甜味的烟草。该
产品装在带颜色的明亮小包装盒中出售，对儿童有吸引力。一些品牌
如 Manikchand、Moolchand、Tulsi、Shimla、Sikandar 和 Pan Parag。 

Iq’Mik。以半朽木（燃烧长在桦树干上的木质菌蘑获得的灰）混合的
烤烟。内含成分可在杂货店和销售点购买，但是一般由使用者在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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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混合。一般认为混合物中的朽木灰在口中使 pH 值升高。从而增
加剂量并增强向大脑中释放尼古丁。 

Khaini。由使用者在手掌上将烟草粉末和熟石灰糊揉成球状。有时加
入槟榔果。该品含在口中，与瑞典湿烟的使用方式相似。一些品牌如
Raja 和 Kuber。 

Kimam，见 Qiwam 

Mawa。小块槟榔果与烟草薄片和熟石灰（液态氢化钙）的混合物。将
这些混合物揉搓在一起放在口中咀嚼。 

Mishri（Masheri、Misheri）。将烟草放在一个烧热的铁盘上直至烤干
或部分燃烧，然后研磨成粉末。使用者将其涂抹在牙齿和牙床上，通
常为洁齿使用。因而使用者趋向于将其保留在口中（因为尼古丁成
瘾）。 

Nass（Naswar、Niswar）。晒干和烤干的烟叶、熟石灰、树皮灰以及
香料和颜料混合在一起。然后加水并将混合物揉搓成球状。Nass 含有
烟草、灰烬、棉花或香油、水，有时含有口香糖。Naswar 或 niswar 含
有烟草、熟石灰、槐篮、小豆蔻、油、薄荷醇和水。 

Pan masala（槟榔烟草块）。Pan masala 可由商业制作、卖主制作或
在家庭制作。槟榔果被煮沸、烘烤或晒干。使用的烟草可以是原材
料、晒干、烤干、然后切细、研成粉末状并加香味。另一种方法可将
烟草煮沸，作成膏状并用玫瑰水或香水加香味。为加以混合，将熟石
灰和儿茶涂抹在萎叶上。将萎叶折叠成漏斗状，然后加入烟草、槟榔
果和任何其它成分。将漏斗的顶端捏出褶皱，形成一个烟草块，放在
口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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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g 或咀嚼烟草。将烟叶（伯莱芋叶和烤烟或雪茄烟草）或香料充添
在一个模具中并压挤成扁条状。大多数 Plug 烟草用欧来甘草加香味和
甜味。Plug 烟草有两种类型，即干型和湿型。一些湿型板烟的品牌如
Red Man 湿型板烟，Totems, RJ Gold（瑞典 Match 产品），Levi 
Garrett Plus 和 Taylors Pride（Conwood 产品）。干型板烟的品牌如
Days Work（瑞典 Match 产品）、Conwood（Conwood 产品）和 Brown 
& Williamson（Brown & Williamson 产品）。 

Qiwam。去除烟草的杆和茎，然后放入加香料（例如小豆蔻、藏红花
和/或大茴）及添加剂（例如麝香）的水中煮沸和浸泡。把获得的浆液
捣碎、过滤并干燥成膏状物。放入口中咀嚼。 

赤齿粉。最通常用于洁齿的烟草粉末。一种品牌叫作 Dabur。 

鼻吸，乳状型。由烟草、丁香油、甘油、荷兰薄荷、薄荷醇和樟脑制
成的烟草牙膏。 

鼻吸、干燥型。将烟草烘烤，然后发酵加工成一种干燥的粉末状。它
包装在一个小的金属或玻璃容器中出售。一些品牌如 Al-Capone 
Powder、Conwood（Conwood 产品）和 Swisher（Swisher 产品）。 

鼻吸，湿型。将烟草风干或烤干，然后加工成颗粒(“细切”)或条状
(“长切”)。一些品牌如 Copenhagen、Skoal、Skoal Bandits 和 Happy 
Days。 

Snus (snuff)。经细研磨的干烟草加芳香物质、盐、水和增湿剂混合的
物质。该产品要冷藏以防发酵。一些品牌如 Catch、General 和 Timber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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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mbak。将烟草和重碳酸盐卷成一个叫作 Saffa 的球状物，放入口中
慢慢吸吮 10 至 15 分钟。 

Zarda。将烟叶截碎并与石灰和香料共同煮沸。将混合物进行干燥并加
植物染料上色，然后与剁碎的槟榔果混合。这一混合物经常作为槟榔
块的一种成分加以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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