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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 (TobReg) 的第六

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TobReg 受委托为 WHO 总干事提供科学合理、有根据的建议，用于

指导成员国进行烟草制品管制。根据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9 条和第 10 条的规定，TobReg 对可能造成重要公众健康问题的烟草

制品管制措施进行鉴别，并就烟草控制政策提出质疑。

在第六次会议上，回顾了背景文件、各发言人陈述之后，研究

组讨论了烟草和卷烟烟气中的重金属，烟草引发的同代或隔代发病

机理，表观遗传机制的证据，烟蒂引起的污染，用于减少烟草消费

的一种新颖的环保措施，以及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管制框架

的基本原理。

烟草制品的管制对于烟草控制非常必要，FCTC 第 9，10，11 条

也对其做出了明确规定。烟草管制是以服务于公众健康为目的，以

有意义的监督为手段，监督内容包括制造、包装、标识以及分配。

贯彻落实各项条款，则各个条款的监管内容能够相辅相成，协同强化。

烟草制品的管制包括通过检测来管制其成分和释放物，测量并

强制披露结果，对包装和标识的管制。对于生产、执行对烟草制品

的设计、成分和释放物以及分发、包装和标识方面的管制，政府的

监督是非常必要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改善公众健康状况。

化学消费品的管制通常需要事先对其相关毒性进行科学评估，包

括可能产生的暴露量、使用方式、制造商的销售信息，获得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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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行政区域要求生产商按照产品的毒性进行分类和标签，用

于控制毒性成分或限制该类产品的广告、促销和赞助。

TobReg 回顾了烟草制品管制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并鉴别出烟

草控制需要填补管制空白的相关研究。研究组成员包括国内外专家，

涉及领域涵盖产品管制、烟草依赖治疗、烟草成分和释放物的实验

室分析。作为 WHO 的正式实体，研究小组通过总干事向 WHO 执

行委员会提交报告，以引起从成员国到世界卫生组织对烟草制品管

制的关注，该领域是烟草控制的复杂领域。

本报告呈现了研究组第六次会议中关于烟草和卷烟烟气中的有

害元素，以及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管制框架基础给出的结论

和建议。第 2 章和第 3 章介绍了相关建议，第 4 章给出总体建议。

本报告也包括 TobReg 在重金属方面的审议内容的全部背景文件。

研究组希望本报告中的建议及其他建议和公告可以有助于各国

执行 WHO FCTC 对产品管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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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烟草和卷烟烟气中有害元素的
建议

本建议是基于对背景文章 ( 附录 1) 的全面综述提出的。重金属

存在于烟叶、加工后的烟草 ( 包括卷烟和无烟烟草 )、烟气、无烟烟

草释放物中。这些金属的来源包括土壤，空气污染，以及烟叶生长、

烤制和加工过程中的农业处理。不同的烟草制品中重金属含量差异

较大，主要取决于烟叶生长的地理位置。

大多数关于单一重金属的毒性数据都是来自于职业暴露研究，

其水平远大于烟草制品使用所产生的摄入量。但是，重金属的致癌

性和其他直接作用于肺部或口腔黏膜的毒性作用等生物效应应引以

重视，尤其是与其他已知致癌物、致敏物质 ( 例如多环芳烃、镍、

钴和不同形态的铬 ) 以及烟气中的其他有害物质协同递送时。烟草

制品的类型不同，或同类型烟草的烟叶生长地理位置不同，这些因

素所产生的疾病风险也会有所差异。

通过暴露对人体产生的毒性取决于金属种类：某些具有急性毒

性，且可通过机体排出；某些可长期蓄积，且可能随着暴露时间的

增加毒性逐渐增强；还有一些会导致人体器官敏感化从而与其他烟

草或非烟草有害物质和过敏原相互作用。烟草中含有的某些金属元

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包括铁、铜、铬、锰，但这些元素在特

定器官中含量过高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烟草制品中已知的具有致癌性的金属元素有砷、镉、铅、镍以

及放射性的钋 -210 和铅 -210[1]。砷、镉、镍引发肺部损伤。镉和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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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体内长期蓄积，故应格外关注。其他需要引以重视的是一些金

属有敏化组织引起免疫应答、细胞损伤、组织修复过程的能力。

已证实的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暴露更多的金属元素包括铝、砷、

镉和铅。

2.1  备受关注的不同类型和地理区域烟草

制品中的有害元素含量水平

2.1.1  砷

美国销量较高的湿鼻烟中砷浓度为 0.13~0.29 µg/g 干烟草，17 种

口嚼类烟叶样品中的平均值为 0.19 µg/g 烟草 [2]，加拿大市售的销量较

高的无烟烟草品牌中砷浓度为 0.143~0.437 µg/g[3]。印度嚼烟样品中砷

浓度为 0.1~1.2 µg/g[4]，各类印度无烟烟草制品中为 0.11~3.5 µg/g[5]。加

纳当地的鼻烟中含有 0.108~0.256 µg/g 的砷 [6]。

据报道，加拿大国产卷烟烟丝中的砷浓度平均为 0.151 µg/g烟草 [7]，

在巴基斯坦卷烟中为 0.73~0.86 µg/g 烟草 [8]。两种美国国产卷烟品牌

中测定的砷浓度为 0.250 µg/g 烟草，而相应的三种假烟中砷含量为

0.370~1.07 µg/g 烟草 [9]。据报道，英国合法销售的卷烟中砷浓度小于

0.1~0.7 µg/g，相应假烟烟丝中含量小于 0.1~2.1 µg/g[10]。

菲利浦·莫里斯美国和菲利浦·莫里斯国际 48 种商业型和探索

型品牌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抽吸模式下烟气释放物中平均砷释放

量为“低于检测限”至 0.0055 µg/ 支，在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下释放

量为“低于检测限”至 0.0145 µg/ 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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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镉

美国销量较高的湿鼻烟中镉浓度为 0.66~1.88 µg/g 干烟草，17

种口嚼类烟叶样品中的平均值为 1.44 µg/g 烟草 [2]，8 个品牌的湿鼻

烟和干鼻烟中镉含量为 0.73~1.58 µg/g 干烟草 [12]。加拿大市售的销

量较高的无烟烟草品牌中镉浓度为 0.300~1.086 µg/g[3]。印度嚼烟样品

中镉浓度为 0.3~1.5 µg/g[4]，各类印度无烟烟草制品中为 0.1~3.1 µg/g[5]。

Verma 等 [13] 报道印度鼻烟和嚼烟中镉的平均浓度为 0.25~0.60 µg/g。

当地的加纳鼻烟中测定的镉浓度为 1.056~1.105 µg/g[6]。

美国市售的 5 种流行品牌湿鼻烟中，采用人工唾液可萃取的镉

浓度为 0.302~0.342 µg/g 干烟草 ( 占总量的 21%~47%)，用于口嚼的

三个烟叶样品的平均值为 0.351~0.508 µg/g( 占总量的 23%~30%)[2]。

据报道加拿大国产卷烟烟丝中的镉浓度平均为 0.930 µg/g 烟

草 [7]，在巴基斯坦卷烟中为 2.2~4.5 µg/g 烟草 [10]。据报道英国合法

购买的卷烟烟丝中镉浓度为 0.5~0.8 µg/g，相应假烟烟丝中含量小

于 0.2~6.1 µg/g[10]。印度卷烟烟丝中镉平均浓度为 0.28~0.87 µg/g[13]。

2002 年美国市售卷烟在 ISO 抽吸模式下卷烟烟气粒相物中镉平

均浓度分别为0.0138~0.0183 µg/支 (超淡型 )， 0.0184~0.0324 µg/支 (淡

型 ) 和 0.0384~0.0624 µg/ 支 ( 全香型 )[14]。菲利浦·莫里斯美国和菲

利浦·莫里斯国际 48 种商业型和探索型品牌在 ISO 抽吸模式下烟气

释放物中平均镉释放量为 0.0016~0.101 µg/ 支，在加拿大深度抽吸模

式下释放量为 0.0435~0.1971 µg/ 支 [11]。2004 年加拿大国内 247 种卷

烟品牌 ( 包括 15 种进口产品 ) 在 ISO 抽吸模式下烟气释放物中镉的

平均递送量分别为 0.0576 µg/ 支国内卷烟，0.0523 µg/ 支进口卷烟。在

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下烟气释放物中镉的平均递送量分别为 0.1608 



·6·

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基础报告：
WHO 研究组第四份报告

µg/ 支国内卷烟，0.1571 µg/ 支进口卷烟 [7]。

2.1.3  铅

美国销量较高的湿鼻烟中平均铅浓度为 0.28~0.85 µg/g 干烟草，

17 种口嚼类烟叶样品中的平均值为 0.55 µg/g 烟草 [2]，当时 8 个品牌

的湿鼻烟和干鼻烟中铅含量为 0.27~2.96 µg/g 干烟草 [12]。加拿大市售

的销量较高的无烟烟草品牌中铅浓度为 0.233~1.202 µg/g[3]。各类印

度无烟烟草制品中铅浓度为 0.03~33.3 µg/g[5]。印度鼻烟和嚼烟中铅

的平均浓度为 1.76~13 µg/g[13]。

肯塔基参比湿鼻烟 1S3 中，采用人工唾液可萃取的铅浓度为

0.153 µg/g 干烟草 ( 占总量的 8%)，其他可萃取物质的浓度为小于

0.13 µg/g[2]。

据报道加拿大国产卷烟烟丝中的平均铅浓度为0.257 µg/g烟草 [7]，

在巴基斯坦卷烟中为 1.1~1.6 µg/g 烟草 [8]。两种美国国内卷烟品牌中

测定的铅浓度为 0.604 µg/g 烟草和 0.607 µg/g 烟草，相应的三种假烟

为 4.54~7.93 µg/g 烟草 [9]。据报道英国合法购买的卷烟烟丝中铅浓度

为 0.4~0.9 µg/g，相应假烟烟丝中含量小于 0.1~10.3 µg/g[10]。印度卷

烟烟丝中铅平均浓度为 0.79~5.79 µg/g[13]。

2002 年美国市售卷烟在 ISO 抽吸模式下卷烟烟气粒相物中铅平均

浓度分别为小于0.0071~0.0075 µg/支 (超淡型 )，0.0096~0.0172 µg/支 (淡

型 ) 和 0.0166~0.0289 µg/ 支 ( 全香型 )[14]。菲利浦·莫里斯美国和菲

利浦·莫里斯国际 48 种商业型和探索型品牌在 ISO 抽吸模式下烟气

释放物中平均镉释放量为 0.0039~0.0392 µg/ 支，在加拿大深度抽吸

模式下释放量为 0.0257~0.0932 µg/ 支 [11]。2004 年加拿大国内 247 种

卷烟品牌 ( 包括 15 种进口产品 ) 在 ISO 抽吸模式下烟气释放物中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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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递送量分别为 0.0167 µg/ 支国内卷烟，0.0113 µg/ 支进口卷烟。

在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下烟气释放物中镉的平均递送量分别为 0.0372 

µg/ 支国内卷烟，0.0342 µg/ 支进口卷烟 [7]。

2.1.4  镍

美国销量较高的湿鼻烟中平均镍浓度为 1.39~2.73 µg/g 干烟草，

17 种口嚼类烟叶样品中的平均值为 2.32 µg/g 烟草 [2]。加拿大市售的

销量较高的无烟烟草品牌中铅浓度为 0.844~2.045 µg/g[3]。印度市售

的鼻烟和嚼烟中镍的平均浓度为 1.33~13.05 µg/g[13]。

美国市售五个畅销品牌湿鼻烟中，采用人工唾液可萃取的镍浓

度为 0.554~1.153 µg/g 干烟草 ( 占总量的 31%~46%)，三个嚼烟样品

中镍平均含量为 0.370~0.739 µg/g( 占总量的 30%~40%)[2]。

据报道加拿大国内卷烟烟丝中的平均镍浓度为0.250 µg/g烟草 [7]，

在巴基斯坦卷烟中为 1.2~1.8 µg/g 烟草 [8]。两种美国国内卷烟品牌中

测定的铅浓度为 1.132 µg/g 烟草和 1.180 µg/g 烟草，相应的三种假烟

为 0.358~0.554 µg/g 烟草 [9]。据报道英国合法购买的卷烟烟丝中镍浓

度为 1.1~2.7 µg/g，相应假烟烟丝中含量小于 0.9~9.2 µg/g[10]。印度市

售卷烟烟丝中镍平均浓度为 7.21~10.24 µg/g[13]。

2.1.5  钋-210 和铅-210

1987 年美国市售的 8 个品牌的湿鼻烟和干鼻烟中检测的钋 -210 活

性为 0.16~0.64 pCi/g (5.9~24 mBq/g) 干烟叶 [12]。据报道美国市售的 6 个品

牌湿鼻烟中，采用人工唾液可萃取的平均钋 -210 活性为 8.7~13.9 mBq/g

干烟叶，平均铅 -210 活性为 8.6~11.6 mBq/g 干烟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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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巴西卷烟烟丝中钋 -210 的平均活性为 10.9~27.4 mBq/g，

铅 -210 的平均活性为 11.9~30.2 mBq/g[16]。希腊烟叶中铅 -210 的活性

为 6.3~18.2 mBq/g[17]，希腊卷烟烟丝中钋 -210 的平均活性为 3.6~17.0 

mBq/g，铅 -210 的平均活性为 7.3~16.7 mBq/g[18]。意大利卷烟品牌中

钋 -210 的平均活性为 6.84~17.49 mBq/ 支，包括一些进口产品 [19]。

中国卷烟中钋 -210 的平均活性为 18~29 mBq/g，铅 -210 的平均活性

为 17~24 mBq/g[20]。

Schayer 等 [20] 报道了两种中国卷烟中钋 -210 和铅 -210 向烟气中

转移情况，并按照铅 -210 为 1.85 mBq/ 支，钋 -210 为 3.0 mBq/ 支估

算平均摄入量 ( 基于每天抽吸 20 支卷烟 )。因此，吸烟可能是中国

人群日常摄入铅 -210 和钋 -210 的主要原因。 

2.2  研  究 需 求

(1) 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地理区域的烟草制品中的金属浓度，例

如无烟烟草、无烟烟草添加剂以及包括卷烟、雪茄、烟枪、手卷烟

和水烟在内的抽吸型烟草制品。为保证数据的重现性和准确性，需

要使用标准分析方法、经过验证的标准和经过验证的标准参考物质，

例如烟叶或其他叶片参考物质。

(2) 采用 ISO、深度抽吸模式进一步研究烟气中的重金属浓度，

以了解金属元素向烟气转移的物理传输模式。

(3) 通过动物试验研究长期吸入含有神经毒性金属离子的细颗粒

物和超细颗粒物的累积效应，试验浓度与卷烟烟气递送量类似 ( 单

独吸入或混合物吸入 )。应开展铝、镉、铅、铜、铁、锰、锌在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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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4) 研究无烟烟草中金属元素可能造成的对口腔黏膜和下层黏膜

的损伤。研究无烟烟草使用后口腔上皮细胞中金属元素的累积浓度。

(5) 对无烟烟草中金属成分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清除速

率进行生物监测。

(6) 比较不同地理区域使用无烟烟草后金属成分在体内的吸收、

分布、代谢和清除速率。

(7) 进一步研究吸入金属离子与慢性阻塞性和间质性肺病的关系

( 金属离子单独作用或与烟气中其他对肺部敏感的成分协同作用 )。

(8) 进一步研究二手烟中的金属成分与儿童哮喘患病率之间的

关系。

(9) 进一步研究锰、铬氧化态与肺病的关系。

(10) 进一步限定农业操作规范，包括控制合理的土壤 pH 和磷

肥施用，使烟草从土壤中吸收的金属最小化。

(11) 制定产品对比实验所需要的合适标准、参照烟草制品、商

用产品实例。方法和标准需要来自于所有文献的报道，并解释结果

在不同地理区域烟草制品间的变异性。

2.3  管  制 建 议

(1) 监管当局应考虑要求生产商对购自新的农业渠道的熟烟叶中

砷、镉、铅、镍的含量水平进行测试。测试结果报告给监管当局并

由当局酌情认证。

(2) 监管当局应考虑通过要求按品牌对砷、镉、铅、镍进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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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定期 ( 数据表明检测的金属浓度有大幅增长的任何时候 ) 检测，

来对已售的易燃型和不易燃型产品中的烟草混合物进行监测。测试

结果报告给监管当局并由当局酌情认证。

(3) 如果同一类型烟草制品中不同品牌间的金属含量水平差异较

大，监管当局应考虑对含量水平进行限定，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控

制人体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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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管制
框架基础的建议

3.1  引    言

本科学报告主要介绍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 ( 依赖性 ) 管制

框架的基本原理。这些建议特指 FCTC 第 9 条：

烟草制品成分的管制

缔约方会议经与有决定权的国际机构磋商后，应提出测试和测

量烟草制品成分和释放物，以及这些成分和释放物管制的指南。缔

约方应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下采用和实施有效的立法、行政、管

理或其他方式实现对烟草制品成分和释放物的检测和测量及其管制。

公告应同时遵照 FCTC 第 14 条，即通过更为有效的预防手段和

戒断措施以减少对烟草制品的需求。

提出这些建议是因为烟草公司通过产品设计和制造，增加了烟

草制品的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烟草公司暗中破坏吸烟预防、戒烟

以及烟草控制行动，以提高烟草制品的消费量和依赖性 [21-25]。建立

旨在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的管制框架可提高公众健康，

因为其可加强烟草控制的主动性，以降低烟草使用流行率以及相应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越来越多 WHO FCTC 缔约方的政策制定者和管制机构向 WHO

寻求关于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管制框架可能措施的科学基础

指导。本科学建议旨在提供进一步讨论和发展管制框架的基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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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潜在致瘾性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降低依赖性风险及其严重程度这一

导致永久性吸烟的生物学力，来降低烟草使用流行率及其危害。

3.2  背    景

提出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管制框架的基础是，科学地了解

烟草制品的设计和制造会增加或降低其潜在致瘾性的决定性因素及

相关证据。烟碱是导致烟草依赖性的关键物质，通过烟草途径向使

用者传递烟碱使其潜在致瘾性最大化 [22,26]，数十年的研究表明，烟

碱致依赖性的效果直接受到剂量、传输速率以及感官和环境刺激因

素的影响 [26-28]。许多可控的烟草制品设计特征，例如烟碱含量、烟

草 pH、烟气颗粒尺寸及其他因素等，都会影响烟碱释放和吸收的速

率。另外，其他成分和烟碱代谢物，包括假木贼碱、降烟碱、单胺

氧化酶抑制剂等，也会增加烟草制品的潜在致瘾性 [29-31]。

药用烟碱和其他药物传输系统方面的研究经验 ( 例如，传输阿

片类药物、兴奋剂、大麻 ) 已经证明，药物依赖性会受到产品设计

和成分的影响 [32-35]。关于处方药，其管制框架是通过在潜在依赖性

和其他可能的副作用方面进行预测审批，以降低其潜在依赖性。药

物审批的决定包括如果药物被认可而对其市场准入和销售设定的限

制条件 [36]。这极大地促进了药物生产商通过设计和销售来减少药物

滥用、药物依赖及无意使用的情况 [33,37-39]。具有对潜在致瘾性有不必

要贡献的设计特性的药物，可能被管制机构拒绝批准，或有条件地

批准，包括上市后的限定条件，旨在减少风险和监测其将要发生的

状况 ( 相关讨论和示例，参见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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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公开的无数烟草公司的早期机密文件显示，烟

草行业远不止生产和销售具有天然致瘾性的烟草制品。目前已明晰

烟草行业积极研究烟碱和其他物质对神经中枢的作用是为了增加其

产品的依赖性 ( 以下使用更准确的专用术语“潜在致瘾性”)[21-25]。例

如，20 世纪 50 年代，英美烟草公司开展了烟碱神经效应的研究 [24,43]。

大约在 1981 年，菲利浦·莫里斯公司首次成功使用啮齿类动物建

立了烟碱自我给药模型。该结果引出如此关键问题，以致在法律顾

问意识到问题后，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关闭了实验室并采取措施防

止实验数据传播 [44-46]。该研究仅仅是烟草行业为了设计出更具依赖

性的产品所开展的烟草研究工作的“冰山一角”。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诉讼和调查揭露了数十年的行业研

究 [21,24,25,43,47-51]。

烟草公司所采取的途径包括调控产品的烟碱含量、产品设计参

数以加快烟碱传输速率，进而增加其上瘾的冲击力或后劲，控制烟

草和烟气 pH，以增加烟气中非质子化 (“游离态”) 烟碱的比例，控

制烟气气溶胶粒径大小，以增加肺部渗透效率，通过产品设计来增

强对口腔和上呼吸道三叉神经的刺激性，广泛使用化学添加剂使烟

气口感更柔和、清凉、舒适，从而促使深度抽吸，染上烟瘾 [35,43,50-55]。

这些增加烟草潜在致瘾性的方法即为管制的目标，应在管制框架中

制定相应对策，设定限值或撤销产品的这些改变。

与提高潜在致瘾性的产品设计相协调的是，设计还能提高产品

对目标人群的吸引力。这包括“初吸型”无烟烟草制品，比常规产品

的烟碱含量更低但风味更足，包装和销售对青少年更有吸引力 [25,30]。

所采用的其他举措有对不同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民族种族的许多

国家中的特定人群有特别吸引力的卷烟产品的设计、包装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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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包括利用产品设计使消费者产生其产品几乎不危害健康的

误解；使用加香和调香技术，增加产品对目标人群的吸引力和受欢

迎程度，在产品和包装上使用色彩、图片，明确或暗示的宣称，以

及大范围的附加销售工具。针对这些方面的管制建议不在本报告的

范围以内，但在其他地方有所要求 [25,30,56]。

FCTC第四次缔约方会议上达成了“通过降低烟草制品的吸引力、

致瘾性 ( 或依赖性倾向 ) 或整体毒性，来减少烟草相关疾病和过早死

亡”的共识 [57]。针对这三方面的管制，不同的国家可采取不同的途径。

FCTC 缔约国在短期内采取的措施并不相同。例如，加拿大已经制定

了针对卷烟和小雪茄等的添加剂禁用清单，包括许多调味料，以减

少其吸引力 [58]。

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烟草制品的充分科学认识和药物依

赖性管制措施的丰富经验，现在就需要开展对烟草制品的管制。管

制框架的先例包括国内和国际上对药物滥用和依赖性进行管制的控

制措施。这些先例包括可适用于烟草制品管制的药品控制方面，其

他方面似乎不太可行或不适用。如下述讨论，烟草制品比药品管制

面临更难以应对的复杂挑战。

本报告包括可以指导制定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管制框架政

策的结论。它是基于之前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

TobReg 文件的扩展，旨在为促进全面烟草控制的管制提供基础 [25,59-63]，

尤其是对之前 WHO TobReg 关于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

的报告的扩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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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术语和定义

潜在致瘾性：由 WHO 药物依赖性专家委员会提出。通常可以

与新兴及新鉴定健康风险科学委员会提出的“致瘾性”，药物依赖

性问题学院提出的“滥用倾向”，以及“滥用潜力”[30,42,64] 互用，用

于描述某药物具有引起滥用和依赖性的药理学性质。

滥用倾向：WHO 药物依赖性专家委员会使用的术语，用于描

述药理学特点所决定的滥用和依赖风险。

产品对潜在和现有消费者的吸引力或喜爱度：通常称为“消费

者喜爱度”、“产品喜爱度”或“产品吸引力”。其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产品设计特性、产品感官特性 ( 例如味道和气味 )、广告促销、

图片、价格、目标人群、产品定位、获益和风险声明 [56,65-68]。

3.4  药品管制的先例和经验

基于潜在致瘾性对工业产品进行管制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药品管制机构和 WHO 已经形成了

系统方法。例如，WHO 药物依赖性专家委员会就基于实验室和流行

病学研究科学证据，开展了潜在致瘾性评估，以实现药品管制。其

所参照的三大国际药品控制条约有：1961 年关于阿片类、可卡类、

大麻类毒品管制的毒品单一公约；1971 年的精神药物公约；1988 年

抵制毒品和精神药物非法流通公约 [36,42]。这些公约都不适用于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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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也并非建议烟草归属于此类管制。如果烟草制品按照以上

公约进行管制，其将因具有高的潜在致瘾性而不具有任何所认可的

药用价值，而直接被禁止或免除。但是，以上公约对药品管制的经验，

为 WHO 和药物管制机构提供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以识别物质和药

物制剂的哪些特性能够影响潜在致瘾性。

人们早已明白给药的剂型和途径将影响其潜在致瘾性 [27,33,69,70]。

或许最典型的例子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非法药品生产商和供应

商开发和销售的可卡因。20 世纪 90 年代起，许多国家的处方药滥用

情况增加，但是也激起了相关研究、专家会议和药品管制机构对药

品潜在依赖性和致瘾性配方重要性的注意 ( 例如 [34])。阿片类镇痛

剂配方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其配方容易操控，可生产燃吸型、注射

型或碎片型产品，更快通过口服途径起作用，这是其对药物滥用者

具有吸引力和潜在致瘾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69-71]。如这些例子所述，

依赖性并不是简单来源于产生依赖性的药物，也与其传输途径、剂量、

配方和其他许多可能影响其药理作用的因素有关，还与行为因素有

关，包括产品的吸引力。基于这些了解，药物监管部门需要对致瘾

性强的剂型加强限制力度，并寻求途径对致瘾性弱的剂型减少限制

力度。

药物管制已经积累了对科学评估潜在致瘾性的半个世纪的经

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每隔几年就会更新对研究、制药工业和

管制机构的指导性文件 ( 如 [72])。自 2003 年起，药物依赖性问题

学院就发布了三次更新 [37,39,73,74]。WHO 药物依赖性专家委员会发

布了年度评估报告，也不定期发布这些方法的综述 [42]。关于潜在

致瘾性的最新最全面的指导性文件来源于美国 [73]。使用这些方法

对烟草制品的评估结果显示这些产品符合潜在致瘾性的标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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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碱的潜在致瘾性变化范围很广，从致瘾性程度最低的皮肤贴片

和烟碱咀嚼口香糖到最高致瘾性的烟碱传输—卷烟烟气 [32,75]。

2010 年，关于潜在致瘾性和消费品吸引力的专家会议发布了一份

根据其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对烟草制品进行研究、测试和管制的

指导性报告 [65]。

3.5  潜在致瘾性、产品吸引力和其他影响烟草制品

使用以及致瘾和危害的风险因素

烟草制品开始使用、依赖的形成、持续使用的风险与其潜在致

瘾性和吸引力都有关 [25,30,35,42,65]。该结论基于对烟草行业文件的调查

和上述 WHO 的评估得出。这些文件揭示了烟草行业为增加产品潜

在致瘾性和吸引力在设计制造中所做的努力。作为降低潜在致瘾性

的管制框架，评估应包括对影响吸引力因素的审查。烟草行业的文

件和一些行业外的研究表明增加潜在致瘾性的某些因素同时会增加

吸引力，而增加吸引力的某些因素也会增加致瘾性风险，即使它们

并不改变产品的药理作用。例如，尚未有证据证明，向卷烟中添加

乙醛和氨化合物将会提高吸引力，但是该类化合物能够促进烟碱的

药理学作用，提高卷烟潜在致瘾性 [45,51,53]。类似地，通过改变无烟烟

草制品中的缓冲物质含量来调节 pH，能够调控此类产品中烟碱的传

输，尽管尚未发现这些缓冲物质会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但可以用

于发展和维持依赖性 [25,76,77]。

相反地，烟草制品的许多设计因素都使得其对特定消费人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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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吸引力，并可通过鼓励使用和重复使用增加依赖性风险。这些设

计因素包括增加色素和香料、包装、市场营销和暗示对健康有益等

方式调控烟草制品的感官特征 [30,56,67,68,78,79]。薄荷醇显然是一个重要的

品牌化工具，它使得特定烟草品牌对许多青少年和目标人群 ( 例如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 ) 更具有吸引力。由于它具有舒缓

咽喉的作用，也将有助于提高产品的依赖性和增加烟气摄入。但是，

其促进机制是否类似于乙醛和氨化合物，是直接增加烟碱的药理学

影响，还有待研究 [79,80]。许多其他加入烟草制品的物质，例如乙酰

丙酸和尿素，使烟气柔和，减少刺激性，从而可能促进烟气吸入，

提高依赖性。也可能添加少量的巧克力，消费者并未发现烟气具有

巧克力味，但感觉烟气更具有吸引力 [52,79,81]。物理设计特性也可以使

烟气更容易吸入，提高烟碱向目标受体的传输效率 ( 例如，提高烟

气中游离态烟碱的比例 )，从而有助于产品依赖性。采取的措施有滤

嘴通风、调整烟气颗粒大小等 [35,51,53,54,82]。

除产品设计和内容会改善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之外，广告、价

格促销、包装尺寸和获得渠道也被烟草行业用于增加初吸和依赖性

的机会。包括 WHO FCTC 在内的烟草控制措施，也越来越多地旨在

抵制这些做法，并在降低初吸和依赖性，支持戒断方面起到作用。

这些措施包括提高价格 ( 例如，提高烟草税收 )，减少获得渠道和烟

草允许使用的场合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颁布洁净空气法令 )，

对危害的有效沟通、非规范化和去除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图片，对

成瘾人群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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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与药品相比对烟草制品进行管制的挑战

对药物潜在致瘾性的评估基于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动物试验和临床

研究，得到了经过验证的方法及对方法普适性限度的充分了解 [37,73]。

大多数被评估具有潜在致瘾性的药物都含有一种活性成分，其被推

测是在现实世界中引发大多数滥用和依赖性倾向问题的主要原因。

关于药物组合以增加或降低依赖性和强化效应的相关研究已被应用

于一系列的致瘾性药物，包括烟碱 [33,45,83-86]，这些方法可用于更

系统地测试烟草制品中物质的组合 [75]。此外，过去的十年中，药品

配方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管制机构和制药公司所认知，认为其是吸引

力和致瘾性效果的决定因素。

评估复合药品中怎样的设计会有助于增加其吸引力，比评估那

些口服、注射或其他给药途径摄入后立刻释放药物的相对简单的产

品，更具有挑战性 [33]。卷烟和无烟烟草制品是复杂的配方，具有许

多物理设计参数，如烟丝尺寸、烟气颗粒大小，以及许多具有各自

药理作用或调控烟碱传输速率和效果的其他成分 [25,62]。此外，卷烟

抽吸的释放物中会由于热裂解产生一些在未燃吸卷烟中不存在的物

质 ( 例如一氧化碳和焦油 )，另外一些物质 ( 例如乙醛 ) 在未燃吸产

品中也存在，但在烟气中的释放量水平也会发生改变或升高 [25,62,75]。

对烟草制品的潜在致瘾性已经研究了数十年，评估这些产品

的科学基础正在快速增加 [25,75]。此外，近期报告已经阐明了烟草制

品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相关的多种因素，说明对其评估的巨大挑

战 [30,53,75]。尽管对烟草制品的潜在致瘾性的评估普遍比药品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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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挑战性，但也无需延迟其管制框架的建立。该领域的研究已越

来越充分，在对证据极限处予以适当注意的前提下，应继续进行基

于科学的管制。

药品管制的应用与提出的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框架不同。

药物管制主要用于指导管理，以符合国际公约和国家规章制度。《美

国管制药物法案》的药物调度规定以及其他国家相应规定，要求药

物开发商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最大可能地降低潜在致瘾性，以符合严

格的监管要求，获得上市许可 [36]。烟草制品的管制框架并不是基于

上市许可或药品管制，而是指导监管方制定产品和释放物标准 ( 参

见 [25,62])。各国采取许多方法进行此类管制。例如，加拿大已经禁

用了许多在其他国家允许使用的添加剂 [41]。美国依法由食品药品管

理局进行烟草制品管制，根据产品成分对依赖性和危害性的贡献能

力对其进行评估和管制 [73,87]。

美国依法由食品药品管理局进行烟草管制，《家庭吸烟预防和

烟草控制法案》(《烟草控制法案》) 也有相关规定用于指导产品潜

在致瘾性方面的评估，为发现管制将产生的潜在影响提供基础，以

进行必要的修正。在制定性能标准和评估新型改良产品方面，食品

药品管理局应考虑：

(1) 对包括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在内的整体人群的风险和收益；

(2) 现有的吸烟者停止使用原先产品的可能性的增加或降低；

(3) 不吸烟者开始使用该类产品的可能性的增加或降低。

法律要求通过监测评估产品在人群水平的效果，以确保及时发

现有意或无意引起的公众健康问题，从而避免由“淡味”卷烟引起

的长达数十年的毁灭性问题重现。因此管制应基于现有的科学资料

进行，认识到不论愿意与否，后果都可能难以准确预测，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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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不对，也会通过及时的方式被发现。

3.7  烟  碱 政 策

引起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主要致瘾性物质是烟碱。因此，对

烟碱的管制设定指导和标准对管制机构至关重要，可通过阻止烟草

行业使用的烟碱含量达到可以维持或增加潜在致瘾性的水平，来预

防初吸者形成依赖性，以及实现现有吸烟者的戒烟。在烟草依赖治

疗和戒烟治疗中，烟碱已作为药品受到管制。尽管任何药品的成分

和传输剂量在产品审批和许可上市前是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而对

于烟草制品的烟碱含量尚没有相关标准。在相关标准和指导缺失的

情况下，目前市售的烟草制品中烟碱含量相差 500 倍以上 [25,77]。因

此烟草公司能够自由地选择设定任何烟碱含量，以实现最终增加烟

草使用和依赖性，完全不考虑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此外，烟草公司

开发了 ISO 方法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方法等烟碱和焦油的吸烟机

测试方法，来获得误导消费者的烟碱和焦油等级，因为测试值远低

于真正吸烟过程中的吸入水平 [62,88,89]。

无烟烟草制品，例如口嚼烟、鼻烟、口含烟中烟碱传输水平和

速率可进一步通过 pH 调控缓冲液来控制，导致产品的致瘾性差异

较大 [76,90]。因此，烟草行业通过制作和销售低剂量的“初吸型”产

品来促发烟草使用和依赖性的形成，通过高剂量的“维持型”产品

来使依赖性最大化并使戒烟更加困难 [25,77,90]。这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一些国家和欧盟已经设定了 ISO 抽吸方法下焦油、烟碱的

释放量上限，但对烟草制品的成分还没有相关规定。目前 WHO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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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可该测试方法 [88,91]，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已经取消了相应的

测试方法 [92]，因此并不认为是烟碱管制的有效手段。

烟碱管制的科学基础已经在一系列会议中被参会研究者评价过 [92]。

此外，存在准确测试大范围烟草制品及其释放物的烟碱释放量的方

法 [82,90]。因此根据烟碱的实际含量来进行管制，并向消费者提供产

品中烟碱实际含量 ( 比如重量 ) 的信息是可行的。这样就具有了制定

烟碱含量和释放量管制政策的科学基础，从而降低或至少不增加潜

在致瘾性。

Hatsukami 等的报告 [29] 提出了一项降低烟碱含量的政策，将卷

烟中的烟碱降至不能维持药理学依赖的水平，这在之前的提案中进

行了讨论 [93,94]。这些报告讨论了科学理解的局限性、社会接受度和

各个国家对于该政策的准备情况，也明确了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已确定的研究领域包括：确定产生依赖性的烟碱阈值；评

估低烟碱含量卷烟产品对使用者脑部的影响；考察可能的公众接受

度；评估意料之外的后果。Henning�eld 等 [94] 描述了各个国家推行

该政策的积极性，包括教育健康专业人士和烟草使用者，并确保需

要治疗的人能够获得。

对于一个全球性烟碱策略，是降低至不产生依赖性的水平，还是

降低至一个依然能够维持依赖性但潜在依赖性和致瘾性降低的水平，

其面临的科学问题和研究都具有相同点。包括：更好地理解烟碱给药

和依赖性的剂量 - 效应关系；各种药理学以及非药理学因素如何影响

潜在致瘾性和依赖性风险。本报告并不是建议采用方法将烟碱降低至

不致瘾水平。如本报告和其他报告所述，第一步是对烟碱含量及其交

流传播采取管制控制 [25,59,95]，这将代表全球烟碱政策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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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结    论

(1) 烟草制品通过产品设计和加工来提高其潜在致瘾性。

(2) 烟草制品的潜在致瘾性主要取决于烟碱的传输。

(3) 烟碱的致瘾性效果可以通过增加或降低烟碱传输和吸收的含

量和速率的产品设计来操控。

(4) 产品的潜在依赖性可以通过添加除烟碱以外具有致瘾性效应

的成分来操控。

(5) 烟草制品已被普遍操控，以增加对目标人群的吸引力，从而

促进吸烟的开始和维持。

(6) 降低烟草制品的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将有助于减少烟草使用

和疾病的整体努力。

(7) 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监管框架，对于减少烟草使用和

疾病极其重要。

(8) 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监管框架应包括减少产品吸引力

的相关条例。

(9) 尽管用于分析药物依赖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经被用于烟草制

品，但由于烟草制品的复杂性，将会使测试产品 ( 如抽吸型卷烟 ) 潜

在致瘾性以及解释诸如滤嘴通风和烟气颗粒大小对潜在致瘾性的影

响等问题更加困难。

(10) 由于生产商关于剂量和传输特性的设定没有一个指导或标

准 ( 除了根据存在缺陷的具有误导性的 ISO 方法进行吸烟机传输测

定等级所做的限制 )，因此市售产品中的烟碱含量和传输剂量差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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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500 倍以上。

(11) 烟草制品的烟碱含量和传输剂量是由烟草行业选取的，以

增加产品的潜在致瘾性，使吸烟者持续使用为目的，完全忽视公众

健康目标。

(12) 烟草行业这种不受管制的操控烟碱含量的行为会损害烟草

控制所做出的努力，妨碍戒烟行动的进行。

(13) 将烟草制品中的烟碱含量降低到痕量或者不产生依赖性的

水平，产品的药理学潜在致瘾性将大大消除；然而，在决策制定之

前，需要进行大量关于如何最有效地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科

学研究。

3.9  对管制政策的建议

(1) 需要制定一个关于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监管政策，该

监管政策要同时涵盖关于降低烟草制品吸引力方面。

(2) 对于潜在致瘾性的管制应包含针对烟碱含量和释放量的指导

和标准。

(3) 应针对不同类型烟草制品制定相应的标准和方法。例如，作

为低剂量烟碱“初吸型”产品的无烟烟草制品可能要被禁止，因为

这些产品的目的不是满足现有吸烟者的需要，而是吸引更多的用户

( 主要是青少年 )，使其成为长期的烟碱使用者并产生依赖性。

(4) 根据所预测将会造成的对公众健康的影响，需要对产品设计、

成分 ( 包括烟碱 )、释放物和吸引力的管制标准进行指导，其整体目

标是减少烟草使用以及相应疾病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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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降低潜在致瘾性管制的同时需要进行人群监测，以识别管制

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希望的还是不希望的，以及时对管制措施进行

修正，维护公众健康。应按要求制定新的监测手段。

(6) 监管模式应包括基于监测结果和流行病学研究修改标准和方

法的机制。 

(7) 鉴于产品类型、健康影响、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对烟草制

品的管制政策应当与降低药物和酒精依赖及疾病的政策相协调。

(8) 本报告不为 FCTC 缔约国推荐具体的实施方法，因为不同国

家所存在的烟草问题、拥有的资源和很多因素都不相同，最为合适

可行的方案因国而异。但是，本报告建议基于目前的认知以及对公

共健康影响的预测，应制定一个烟碱政策。

(9) 用于评估烟草制品成分和设计特点对潜在致瘾性影响的实验

室方法应与那些用于评估药物而不是烟草的有效方法类似。

(10) 需要对 WHO 以及各国的针对药物的监管控制框架进行评

估，从科学、法律和改善公众健康能力的角度理解这些管控框架的

应用和局限性。

3.10  对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管制行动及其

执行的指导和评估研究的建议

需要对可能增强产品潜在致瘾性的物质 ( 例如乙醛、氨化合物、

假木贼碱、降烟碱 ) 的含量和释放水平，以及可能影响潜在致瘾性

的物化性质 ( 例如产品中游离态烟碱及释放物的比例、成分及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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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 pH、烟气颗粒大小及其气体动力学参数 ) 进行量化。

进行体外试验以更好地理解依赖行为的机制，例如烟碱受体亚

种群以及其他神经元路径。

进行动物试验研究行为药理学，用于研究目标组分单独的或与

烟碱和其他成分协同的强化效应。

在符合伦理学的基础上进行临床试验，评估不同产品的整体潜

在致瘾性，可能根据产品的设计和成分而对试验进行调整。

应进行人群调研，评估不同的烟碱管制措施 (包括降低烟碱策略，

对含量和添加量设定上限 ) 对于降低潜在致瘾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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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报告，为烟草

制品管制提供科学基础。根据 WHO FCTC 第 9 条和第 10 条，这些

报告确定了烟草制品管制的方式。这些制品对公共健康和烟草管控

政策构成了显著问题。

第六次会议报告主要涉及烟草制品管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烟草

制品的潜在致瘾性，以及无烟烟草制品和卷烟烟气的有害金属元素

暴露所引起的健康风险。在会议讨论的主题中，专家认为这些是发

布管制建议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4.1  关于烟草和卷烟烟气中有害元素的建议

4.1.1  主要建议

有害金属和类金属是无烟烟草制品和卷烟烟气中研究较少的主

要致癌化学成分之一。分析烟草中的有害金属对健康有意义。本报

告总结了无烟烟草制品和卷烟烟气中有害金属暴露所导致的健康风

险的有效证据。考虑到烟草中发现的金属或类金属的数量，部分是

从烟草生长的土壤中的金属元素引入到烟草植物中的，本报告仅讨

论报道的显著浓度水平下有害或致癌的金属。因此，尽管烟草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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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其他值得研究的有害金属，但考虑到其在烟草或烟气中的浓度、

致癌性和其他健康效应，本报告中描述的金属被认为是最受关注的。

在这点上，报告给出了一系列研究建议。

4.1.2  对公众健康政策的意义

对有害金属暴露来说，一种特定烟草制品消费到什么程度会带

来附加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无烟烟草制品的消费方式与卷

烟烟草或其他用于抽吸的烟草制品不同。以无烟形式还是抽吸形式

消费会影响总体暴露量，从而对烟草消费者和可能暴露于二手烟的

亲密接触者的相关健康风险产生直接影响。例如，烟草和烟气中发

现的一些金属是已知致癌物。也有关于呼吸道致敏和产生炎症 ( 包

括因暴露于烟气粒相物而产生的过敏性炎症 ) 的充足的生物化学和

病理学证据。研究已经表明，粒相物中的金属元素会导致呼吸道炎

症递质的产生和释放。类似地，个别金属元素的口腔暴露也可能影

响健康。

4.1.3  对 WHO方案的启发

卷烟烟气中存在五类主要的致癌物，其中许多已经得到深入

研究，为了解相关健康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相对于吸入粒

相金属元素，暴露于无烟烟草中的有害金属元素以及相关疾病风

险还研究得较少。有害金属和类金属被认为是无烟烟草制品和卷

烟烟气中研究最少的主要致癌化合物类别之一。因此，为了向成

员国提供关于无烟烟草制品的更好的政策指导，本报告建议深入研

究不同地理区域的无烟烟草制品及其添加剂、卷烟、水烟中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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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此外，建议开展包括土壤水平、环境条件在内的可能造成烟

草制品中高金属元素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应建议禁止在金属元素

含量高的土壤中栽培烟叶。考虑到特定烟草制品的消费会增加有害

金属元素暴露的风险，WHO 应建议制定更为广泛的研究日程，包

括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分类 ( 第 1 类，人体致癌物；第 2A 类，

可能的人体致癌物；第 2B 类，潜在的人体致癌物 ) 对重金属和类

金属开展研究。

4.2  关于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管制框架 

基础的建议

4.2.1  主要建议

制定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管制框架的基础是科学理解烟草

制品依赖性的决定因素以及烟草制品的设计制造参数能够增加或降

低潜在致瘾性的证据。产生依赖性的主要烟草成分是烟碱。烟草制

品通过设计以达到最优化烟碱成瘾效果，而烟碱替代疗法制品设计

为最小化烟碱成瘾效果。数十年研究表明，烟碱产生依赖性效果的

直接影响因素包括剂量、吸收速率、其他添加剂和设计特性、相关

感官和环境刺激。烟草公司已经对此了解了数十年，并利用该知识

优化剂量参数、使用添加剂和设计以最优潜在致瘾性。设计和添加

剂也旨在增加产品吸引力，更易于青少年、女性和其他目标人群的

初吸。本管制建议已经在准备中，因为尚未对烟草公司通过设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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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以增加产品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的能力进行限制。烟草公司的意

图是通过破坏预防和戒断的烟草控制措施，以增加烟草制品的使用

量和依赖性。本建议对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管制政策框架提

出了针对性的结论和建议。

4.2.2  对公众健康政策的意义

药理学烟碱传输系统以及其他药物传输系统的研究经验证明，

产品的潜在致瘾性可以通过产品设计而改变。对于药品，包括戒烟

药品来说，减少其潜在致瘾性是制造商和监管者最明确的管制目标。

尽管烟草制品对于此类国际和国内药品管制控制和框架来说是例外，

但相关管制方式证明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可以被管制。药品管制的

原理和经验可以被借鉴并应用于烟草制品的管制，以确保其设计和

生产不再以优化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为目。WHO 烟草制品管制研究

小组 (TobReg) 主张：制定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和吸引力的管制

框架，有助于实现更有效的烟草控制 ( 减少初吸和吸烟率，降低最

终发病率和死亡率 )，从而促进公众健康。

4.2.3  对 WHO方案的启示

受到烟草行业采取的通过调控产品烟碱含量水平而相应增加烟

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相关措施的启发，WHO 应该在管制框架下将

该方法提升用于降低潜在致瘾性。目前，烟草中的致瘾物为烟碱，

WHO 应该向成员国提供关于降低烟草制品潜在致瘾性的管制框架的

科学基础和可能的措施等指导。这应该以降低烟草使用率及其危害

为目的进行，将依赖性作为导致永久性吸烟的生物学力，通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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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风险和严重程度实现。由于烟草制品更复杂，且比管制药品的特

性更难描述，因而具有一定挑战性，WHO 应支持更好地了解烟碱自

我给药与依赖性的剂量 - 效应关系；进一步研究不同药理学以及非

药理学因素对潜在致瘾性和依赖性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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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烟草和卷烟烟气中的有害元素

R. S. Pappas 博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应急响应及空气有

害物质课题组烟草无机化学组组长

A1.1  引    言

使用某一特定烟草制品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有害金属暴露水平，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考虑许多因素，如产品的形式，烟草制品

中烟叶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种植的，销售之前该产品所经历

的制造过程和处理方法，产品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个体差异。

无烟烟草制品的消费不同于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烟草制品的消费

方式决定了其暴露方式，并与消费者和可能临近人群的健康风险息

息相关，例如吸入二手烟。本报告概述了暴露于无烟烟草制品和卷

烟烟气中的有害金属与一定健康风险有关联的证据。

A1.2  背    景

烟碱是普遍共识的致瘾且具有神经致畸性的有害物质，无论烟

草以何种形式消耗，均可从烟草中生物学获得。但是，烟碱只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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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中众多受关注的物质之一。烟草烟气中含有五大类致癌物 [1]，其

中一些致癌物已经得到了认真研究，并提供了其与健康风险有关的

有力证据 [2]。例如，烟草特有亚硝胺，是众所周知的有害和致癌物质，

可通过生物学方式从烟草中得到。尽管所有的烟草制品中都含有烟

草特有亚硝胺，但在某些无烟制品中的含量尤其高 [3,4]。其他可通

过生物学方式从所有烟草产品中得到的成分是金属和类金属离子。

无烟烟草制品和烟草烟气中的有害金属和类金属并没有得到广

泛的研究。在 Foeles 和 Dybing[1] 的癌症风险指数表中，40 种物质中

有 8 种是金属或类金属，但是不包括硅酸盐。在他们的卷烟主流烟

气中非癌症风险化学成分总结表中，基于每天吸一支卷烟的抽吸频

率，8 种对呼吸有影响的物质中有 3 种为金属：镉、六价铬和镍。7

种会引起心血管风险的物质中有 1 种类金属元素：砷。

烟草中的金属和类金属通常都是以离子的形式存在，因此可存

在正电荷离子或带有正电荷或负电荷的多原子离子。包括烟草在内

的生物质燃烧产生的烟气中，金属和类金属通常被认为是以氧化物、

氯化物、碳酸盐、硅酸盐或有机配合物等离子形态存在的，但也可

能以气体元素 ( 例如汞 [5]) 和气体复合物 ( 如镍和铁的羰基化合物 )

的形式存在，还可能在气溶胶颗粒物中以元素金属形式存在。无论

其相对原子质量或相对分子质量大小如何，有害金属和类金属往往

被统称为“重金属”。

一些离子，诸如钠、钾、镁、钙、硒、碘、钼、钴、铜、三价

氧化态的铬 (Cr[ Ⅲ ])，二价氧化态的锰、镍、锌和其他微量元素被

认为是身体中细胞和器官发挥作用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然而，许

多必不可少的营养离子在较高的浓度下是有害的或致癌的，或两者

兼具。其他离子，如铝、锑、砷、钡、铍、铋、镉、六价氧化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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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 (Cr[ Ⅵ ])、铅、高氧化态的锰、汞、镍、钋和铊，不确定其是有

益的还是有害的 ( 化学或放射性 )、致癌的，或两者兼具。

对以元素形式存在的金属所显示出的风险已经进行了不完全评

估。例如，吸入的金属汞能够迅速进入血液；未氧化的汞是疏水性的，

可以通过细胞膜，包括血脑屏障。在肺和红细胞中单质汞仅部分被氧

化成二价汞，从血液中清除后，可能会被大脑和肝脏氧化 [6]。其他金

属的金属形式物质可能也会存在于烟气粒相物中，但在同行评议的文

献中，并没有发现其他金属形式的研究。

A1.3  研  究 范 围

无论烟草制品是以抽吸还是无烟形式消费，对有害金属的暴露

都与烟叶中所含的浓度直接相关，前提是假定在生产过程中不添加

含金属的添加剂 [7-9]。讨论在烟草中发现的每种金属和类金属元素已

经超出了本附录的范围，因为在种植烟草的土壤中含有的每种金属

元素都有可能会进入植物中。相比那些良性金属，比如钙、镁、锶、

钠、钾，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召集的工作组

已分类的金属或类金属，如第 1 类，人体致癌物 ( 如砷、镉和镍 )，

第 2A 类，极可能的人体致癌物 ( 如铅 )，或第 2B 类，可能的人类致

癌物 ( 如钴 )。因此，讨论仅限于那些已报道过的在烟草产品或其释

放物中浓度较高的有害或致癌的重金属。

虽然随着空气尘埃的掉落，金属离子会沉积到烟叶上，且以往

含有有害金属的杀菌剂和杀虫剂都是喷洒在烟叶上或土壤中 [10]，但

是烟草植物中的大部分金属都是直接通过土壤吸收的 [11-15]。土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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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改善土壤的物质，如污泥 ( 酸化土壤 )、化肥和污水灌溉都是烟

草中典型金属的主要来源，只因地理区域而异 [16-22]。因此，土壤或

改善土壤的物质中所含的高浓度金属将导致生长在这块土壤中的烟

草作物存在高浓度金属元素的现象。

例如，1980 年，中国耕种用土壤中近 80% 的土壤存在磷酸盐匮

乏，土壤中含有的磷酸盐少于 10 mg/kg。在过去 30 年内，政府出台

了相关政策鼓励磷肥的使用，由此土壤中的平均磷含量几乎翻了两

番 [23]。虽然增加了作物产量，但磷酸盐作为许多金属离子的螯合剂，

同时向土壤中添加了金属。而用动物粪便施肥，在酸化土壤的同时，

排泄出具有较高浓度的有害金属，进而增加了土壤中金属的可用性。

同时这两种做法增加了径流废水中的磷酸盐和金属的含量，而这些

废水有时可用于灌溉。正如所预期的一样，中国卷烟烟丝中的砷、

镉和铅浓度是加拿大卷烟的 2~3 倍 [9]。

A1.4  用于烟草和烟气分析的常用仪器

烟草的分析方法，除中子激活外，在定量分析之前，通常需要

一些样品制备。制备时通常需要在中等至较高的压力系统中，利用

硝酸和其他试剂进行微波消解。烟气分析需要烟气样品的产生和捕

集。主流烟气通常分为气相和粒相，有时也会捕集全烟气。标准吸

烟机所产生的烟气中金属和其他成分的浓度取决于抽吸模式，即抽

吸容量、抽吸频率、抽吸间隔，以及物理设计参数，包括烟丝重量、

纸张孔隙度、过滤效率和滤嘴通风率。粒相物被捕集在玻璃纤维或

者最好是石英纤维滤片上，或通过静电捕集。用于分析烟草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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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机应有足够的操作灵活性，以进行标准吸烟机抽吸模式下的测

试，例如那些明确规定使用 ISO 模式，或如加拿大卫生部使用的深

度抽吸模式。

早期，对烟草和烟气的分析通常选择火焰或石墨炉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这种检测，特别是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的优势是设备成本

低且可靠；其缺点包括比近期的检测方法灵敏度低，缺乏多元素分

析的能力，因此为了分析不同金属，同一样品必须进行多次分析，

这可能会降低通量。与原子吸收相比，中子活化分析技术的优点是

更高的灵敏度和多元素分析能力；然而，除了操作经验外，还需要

高能中子源，例如反应器，或高度控制的放射性核素，限制了其为

大多数研究者使用。此外，样品将具有高度放射性，所以需要妥善

处置。目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是目前具备充足的资金和设施

的实验室首选的仪器，同时实验室需配备高纯度液化气源和必要的

专门技能。该分析仪具有多元素分析能力，并比其他所述设备的检

测通量更高。

A1.5  无烟烟草制品中的有害金属

IARC 工作组将无烟烟草评估为第 1 类致癌物质，即对人类有不

可置疑的致癌性 [24]。消费者通过消费无烟烟草的暴露方式所引起的

病理风险，归结于不断接触这些可通过生物学获得的有害、刺激和

致癌物质；然而，由于中毒和癌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的物质

通常是单独研究的。本附录关注暴露于烟草制品中金属和类金属的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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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抽吸型烟草制品中的有害金属含量的报道比无烟烟草制品

的相关报道多，通过消费无烟烟草制品而暴露于有害金属，以及可

能相关的健康风险研究更少。口腔上皮细胞组织具有高度近端转移

潜能，它允许无烟烟草制品中的有害金属通过上皮组织进行吸收和

转移，如下述的镉。食管和胃接触到溶解于唾液并吞咽的金属；直

接口腔吸收，或随吞咽的唾液吸收，或在消化道内吸收烟草粒相物

都可能发生全身性暴露。暴露取决于烟草中有害金属的总浓度、通

过接触口腔黏膜进行的直接转移、转移速率和它们在唾液和消化液

中的溶解度。因此，基于烟草、提取物或唾液中的平均浓度对暴露

进行评估可能并不代表口腔或身体的实际负荷量。

曾有少量作者报道过暴露于无烟烟草制品中的人造唾液或人类

唾液中可提取的有害金属的浓度。对人造唾液中金属提取物的研究

结果表明，这些金属都是有害物质和致癌物质，且可以在口腔中生

物学获得。用于从烟草中提取有害金属的人造唾液包括 0.1 mol/L 磷

酸盐缓冲液和几种强螯合剂 [25] 或饱和磷酸钙、无机盐、糖、酶和黏

蛋白 [26]。Rickert 等 [27] 引用 van Ruth 使用的配方 [28]，但是并没有具

体说明是 van Ruth 描述的三种人造唾液配方 ( 蒸馏水；水溶液无机盐；

无机盐、黏蛋白和 Α 淀粉酶 ) 中的哪一个，其目的是对各种毒性物

质进行提取，而不是定量分析。

并没有标准的唾液配方用于烟草提取。配方越接近于普通的人

类唾液，其生物方面的结果越有意义。给予充分的萃取时间、较强的

螯合剂如乙二胺四乙酸 (EDTA) 或二乙烯三胺五乙酸 (DTPA)，就可

以几乎定量地提取烟草中的多种有害金属，但目前还不清楚人类唾液

的提取效率。水本身并不能充分反映唾液；盐的添加可以更接近地模

仿唾液，但是，如果添加了磷酸盐而没有添加蛋白和黏蛋白，则可能



·51·

附录 1 烟草和卷烟烟气中的有害元素 

检测不到一些金属，因为在离心或过滤溶液时，一些金属会共沉淀形

成不溶的磷酸盐。因为黏蛋白和蛋白质官能团可以螯合金属，所以包

含这些元素的配方更具代表性。然而，尽管包含适当盐、饱和或过饱

和磷酸钙、蛋白质和黏蛋白的配方能更好地代表唾液 [26]，但是制备

饱和或过饱和磷酸钙存在一定难度，且需要每天制备，这使它成为日

常分析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因素。一个实用的配方可能包含 25% 的钙

和磷酸盐或低于饱和度的其他更高的浓度，以确保冷却后无沉淀。

A1.6  抽吸型烟草制品中的有害金属

通过口腔和喉部吸入的卷烟主流烟气输送许多物质进入肺部，

其中相当大部分的粒相物和挥发性物质被内部吸收或储存。这些物质

中许多通过肺部被迅速吸收，有效地传递到血液中，并通过循环系统

迅速分布。其他烟气成分，包括 60%~80% 的粒相物 [29] 被保留、蓄积

在肺中并在肺呼吸道、组织和循环系统或淋巴系统之间逐渐分布。

在室温下，大多数金属和类金属离子是相对不挥发的。汞以纯

金属的形式是挥发性的，但只有少数离子形式汞在温度低于 100℃时

是挥发性的。烟草的燃烧在卷烟端的温度可能会达到超过 900℃。吸

入口的烟气 ( 主流烟 ) 温度约 30℃，并且离开燃烧锥端约 10 cm 的

侧流烟气温度低于 100℃ [30]。因此，卷烟燃烧端的热足够使许多金

属离子挥发，或使它们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以形成挥发性化合物和

络合物。结果某些金属可以以金属或化合物形式存在于气相，而另

一些可能会凝结成烟气粒相物。卷烟烟气逐口可能包括约 70% 的空

气，17% 的气相物，8% 的粒相物和 5% 的其他各种组分，虽然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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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取决于个人的吸烟习惯 [31]。当卷烟烟气吸入或作为侧流烟气

从卷烟气流升起时，大多数金属离子与其他物质凝集形成气溶胶颗

粒，构成烟气溶胶中大部分的粒相物 [30]。

卷烟烟气是暴露于超细和细小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大部分的颗

粒物在 0.1~1.3 µm 直径范围内，这个范围是细微颗粒直径范围中较

低的半部分 [32,33]。虽然烟气超细微粒不是最大质量的颗粒物组分，

但它的体积小，便于细胞摄取，单位质量的颗粒有更大毒性，诱导

更多的氧化应激反应，因为其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34]。

暴露于特定的有害金属或类金属受限于其在烟草产品中的浓度。

因此，烟草中金属和类金属的浓度和产品燃烧产生烟气中的运输量

成正比 [7-9]。分析烟草中的有害金属较为容易，因为其浓度比在烟气

中更高且无需吸烟机。虽然已经有大量关于烟草 ( 卷烟烟丝 ) 中金属

的研究已经发表，许多都对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描述较少，并很少提

供或没有提供方法准确性评价方面的信息，很少描述了适合的校准、

使用经验证的标准，或经验证的或者标准参比烟叶或者其他作物叶

子，而这对于保证数据的准确度或质量是必要的。本附录包括了近

期发表的大部分关于烟草中重金属浓度的报告，其中除了一小部分

之外，至少呈现出对描述分析精度所作出的一点努力。因此本综述

是不详尽或不全面的。

在大多数发表的卷烟烟气中金属浓度的报告中，使用了标准化

的抽吸方案，基于标准 ISO 模式 (35 mL 抽吸容量，2 s 抽吸持续时间，

60 时间间隔 )。只有少量研究包括了深度抽吸模式 ( 在通风洞封闭条

件下 55 mL 抽吸容量，2 s 抽吸持续时间，30 s 时间间隔 )。

一旦金属或类金属吸附到肺部，它的命运决定其健康影响。例

如金属镉和铬可能主要蓄积并保持在肺组织中持续较长的生物学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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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35]，尽管有些可能被困在黏液中、咳出或吞咽。二手烟是和吸烟

者同处不通风的房间的人们暴露于有害物质的来源。吸烟者临近人

员，如与吸烟者紧密接触的儿童，也可能暴露于低浓度的由吸烟者

抽吸后随湿润气溶胶呼出的有害物质，包括铝、镉、铅和其他金属 [36]。

A1.7  金属对特定的生物学和公众健康影响

A1.7.1  剂量 -效应关系

剂量 - 效应关系是生物体暴露于化学品、辐射或其他刺激所造

成影响的数学表征。该表征可以在一段特定周期内基于不同暴露水

平得到。如果周期相对较短，则被称为“急性”暴露。推理可知，

在给定的暴露水平下，剂量 - 效应关系取决于暴露持续时间。如果

暴露持续时间是相对较长的或频繁重复，其被称为“慢性”暴露。

因此暴露于刺激物的生物学效应取决于暴露水平和暴露持续时间。

急性暴露的效应和慢性暴露的效应可能不会成比例。

下面给出由于使用烟草制品和职业暴露造成的急性和慢性暴露

于有害金属的生物学效应例子。在许多情况下，短期、低剂量的慢

性暴露不会像急性、高剂量暴露那样达到所有预期病理性临床表现，

灵敏度也不相同。因此，下面讨论的在暴露于金属元素的一些结果

可能并不是因为低水平慢性暴露于烟草制品中的有害金属。但是，

当评估暴露于有害金属的生物蓄积性和敏感性影响时，必须考虑其

他因素。虽然单一急性暴露或低剂量慢性暴露可能不会导致临床效

果，生物蓄积性可能增加病理响应时间的推移。下述几种金属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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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在肺和其他组织中生物蓄积是烟草使用的结果。如果组织对金

属敏感，生物学效应往往会在极低的浓度下观察到。下述几种金属

元素是已知的潜在致敏物质，其中一些也具有生物积累作用。

A1.7.2  铝

IARC 召集的工作组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铝生产过程会对特

定暴露人群产生致癌性 ( 第 1 类 )，尽管这并不适用于所有铝暴露情

况 [37]。职业暴露于某些化学形态的铝而导致的慢性支气管炎、铝尘肺、

肺纤维化和肉芽肿病、过敏性反应会不定期被报道 [38-41]。动物试验

已证明铝对肺、骨和神经组织有害性。在人群对铝毒性的敏感性与

年龄有关，儿童是最脆弱的 [42]。

和不吸烟的健康对照组相比，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呼

出冷凝气中有显著较高浓度的铝。与有吸烟史和非吸烟的 COPD 患

者相比，吸烟的 COPD 患者呼出气体冷凝物中的铝浓度在统计学上

显著更高 [36]。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丝烟草中铝浓度的部分分

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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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无烟烟草制品中的金属浓度 (µg/g)

金属 /
类金属

国家

加拿大 [8] 印度 [46] 巴基斯坦 [48] 英国 [49] 美国 [50] 美国 [51]

Al NR NR 431~782 NR 699~1200 NR

As 0.151 NR 0.73~0.86 0.1~0.7 NR 0.250~0.250

Ba NR NR NR NR 40.7~56.6 68.3~75.1

Be NR NR NR NR NR 0.016~0.017

Cd 0.930 0.28~0.87 2.2~4.5 0.5~0.8 NR NR

Co NR NR NR NR <0.01~0.94 0.01~0.94

Cr 0.353 2.8~5.0 NR 1.3~3.1 NR 0.484~1.27

Cu NR 9.01~19.2 NR 11.7~16.2 NR 3.49~4.00

Fe NR 468~1129 NR 293~576 NR NR

Hg 0.027 NR NR NR NR 0.020~0.021

Mn NR NR NR NR 155~400 NR

Ni 0.250 7.21~10.2 1.2~2.8 1.1~2.7 NR 1.13~1.18

Pb 0.257 0.79~5.79 1.1~1.6 0.4~0.9 NR 0.604~0.607

A1.7.3  砷

砷是一种 IARC 第 1 类人体致癌物 [52]。在口服或吸入后被广泛

地吸收，根据其暴露途径，可以导致肺癌、皮肤癌、皮肤过敏及心

血管疾病。在生物监测期间很难将砷暴露量与测量水平相关联，因

为砷可迅速从血液中清除，半衰期为 3~4 小时。经尿液排出也是短

暂的 [53]。

在井水含有高浓度砷的孟加拉国区域开展的砷引起皮肤损伤的

流行病学研究中，157 名使用嚼烟的女性与 352 名不使用嚼烟的人群

相比，其尿液中的甲基砷酸性代谢产物在统计学上有显著较高水平

(99％的置信度 )。使用嚼烟的女性总的尿砷中位值为 20 µg/L，比那些

不使用烟草的人群更高，但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使用嚼烟的女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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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中毒引起的皮肤损害与那些尿液中甲基砷酸最低组别的不吸烟女性

相比，平均优势比为 3.8，与尿液中甲基砷酸或无机砷最高组别相比，

平均优势比分别为 7.3 和 7.5[54]。尽管砷在水中被认为能导致皮肤损伤，

无烟烟草制品表现出增强该终点。从烟草制品获得的生物可利用砷被

认为不是增加的发病率的唯一原因，但可能是产品中的砷和其他有害

物质做出了贡献。在这项研究中，吸烟男性 ( 只有两个为女性 ) 皮肤

损伤的平均优势比是不使用任何形式烟草的 4.1 倍，而使用嚼烟者是

不使用任何形式烟草人群的 2.3 倍。两者均统计学显著。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在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砷浓度的部分分析

结果。表 3 中总结了在 ISO 模式和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下获得的卷

烟烟气粒相物中砷浓度的部分分析结果。

表 3 无烟烟草中的金属浓度 (µg/g)

金属 /
类金属

抽吸模式

菲利普·莫里斯

国际，ISO[55]

菲利普·莫里斯

国际，深度抽吸

加拿大，

ISO
加拿大， 
深度抽吸

美国，ISO

As < LOD~0.0055 < LOD~0.0145

Cd 0.0016~0.101 0.0435~0.1971 0.0576 0.1608 0.0138~0.0624

Hg 0.0011~0.0063 0.0042~0.0107 0.0032 0.0065

Pb 0.0039~0.0392 0.0257~0.0932 0.0167 0.0372 0.0071~0.0289

A1.7.4  钡

钡最知名的毒性作用是低钾血症，因为钡是一种钾通道拮抗剂，

其阻断细胞内钾的被动排出。当经口摄入或吸入时，钡可引起心动

过速，高血压和肉芽肿性尘肺。钡也是真皮化学刺激物，并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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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皮肤损伤，这取决于钡的暴露浓度 [57,58]。

表 1 和表 2 中总结了一项研究对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钡浓度

的部分分析结果。一项使用人工唾液以模仿人类摄入无烟烟草中可

提取钡的研究表明，其很容易被提取 [26]。虽然表 1 中在某些情况下

从无烟烟草中提取钡的效率低，但人工唾液萃取钡的净质量仍是所

有测试金属中最高的。

A1.7.5  铍

铍是 IARC 第 1 类人体致癌物 [59]。它被皮肤接触或吸入后会导

致炎症和过敏反应。慢性肺暴露可能导致肉芽肿和纤维化肺病、铍中

毒，并进一步伴随着间质性水肿和发展成为纤维化阻塞性疾病 [60]。

因为铍在烟草和烟气粒相物中的浓度比其他金属低，其在烟气中的

浓度通常低于分析方法的检测限。文献报道的卷烟烟气中铍的浓度

已编制成表 [61]；然而，检查原始文献可知，所报道的卷烟烟气中

铍的浓度均处于所引用检测方法的检测限。因此，难以评估卷烟

烟气中铍对健康的影响。在一项铍加工工厂中铍致敏性和慢性铍

疾病的研究显示， 235 名受调查者一生加权平均接触空气中含有

0.024~0.6 µg/m3，远低于为防止慢性铍疾病所设定的 2 µg/m3 的职

业接触限值，但其中 20 人表现出对铍敏感 [62]。肺和皮肤接触后都

发生过敏。一旦检测到敏化作用，对阻塞性病变进展的速度取决于

暴露的水平 [63]。

硫酸铍是氧化物，以不溶性离子形式存在。当持续暴露时沉积

和清除之间达到平衡时，难溶性的铍离子趋向于在肺中积累到稳定

浓度。大约一半浓度主要通过淋巴系统被迅速清除，而缓慢清除部

分可在肺部停留更长时间，参与毒性挑战。暴露雌性大鼠比未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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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物有较低的清除效率和更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64]。Rhoades 和

Sanders[65] 报道了在大鼠肺部铍氧化物的清除半衰期为 400 天。因此，

由于铍引起的炎症可能是吸烟或使用无烟烟草的关注热点。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铍含量的部分分析结

果；然而，原始文献中报道的浓度处于所引用检测方法的检测限 [61]。

通过人工唾液从无烟烟草中提取的方式可获得可提取的铍浓度，在

美国仅一个品牌的湿鼻烟和三个用于咀嚼的烟叶样品检测到可提取

的铍浓度。其他 4 种样品中可萃取铍浓度小于 0.003µg/g 的检测限 [26]。

铍萃取率比钡高。

A1.7.6  镉

镉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第 1 类人体致癌物 [59]。对肾、骨骼、神经、

呼吸和循环系统系统有剧毒 [66]，且其在晶状体中的积累与白内障 [67-69]

有关。外周动脉疾病的发病率的增加与血镉含量增加密切相关 [70]。

在烟草中，镉是所有的有害和致癌性金属元素中含量最高的，一旦

吸收，不能迅速排出体外，生物半衰期为 13.6~23.5 年 [71]，且生物积

蓄时间超长 [72]。因此，镉是烟草中最常研究的金属之一 [22,73-76]。

在生物结合位点处镉与锌是竞争对手。在健康男性和那些良性

前列腺肥大人群中血清和前列腺组织中镉锌比都低于男性前列腺癌

症人群 [77]。Kazi 等 [78] 报道，和对照组相比口腔癌男性患者的血液和

头皮头发中镉浓度显著较高和锌浓度显著较低 (99.9% 的置信度 )。

他们进一步报道了同时使用嚼烟和槟榔或嚼萎叶的人与那些没有使

用咀嚼烟草的人相比，其血液和头皮头发中镉浓度显著较高和锌浓

度显著较低。同样吸烟者中镉锌比也相当高。卷烟烟气暴露与镉暴

露增加有关，可通过尿液中镉浓度的增加反映出来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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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报道了尿液镉浓度的增加与牙周疾病的相关性 [79]；镉

暴露、吸烟与胰腺癌的相关性 [80]；以及镉暴露、吸烟和糖尿病的相关

性 [81]。在肺组织中镉含量水平增加与吸烟史有关，显示镉以某种形式

到达肺部 [35]。五分之四吸烟者肺叶组织中的镉浓度显著高于那些不吸

烟者，吸烟者其余肺叶的平均镉浓度高于不吸烟者，但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 [82]。体内脂肪 [83]、血液 [84-86]、尿液 [72,84,87] 和羊水 [85,88] 中镉含

量水平的增加都与吸烟或暴露于二手烟有关，显示从肺部的系统吸收。

肺部暴露于雾化的镉化合物可诱导肺气肿 [89]。慢性阻塞性肺病

人群呼出气冷凝液中镉的浓度比不吸烟的健康对照组高，且在目前

正在吸烟者对照组镉的浓度高于非吸烟对照组。患者中吸烟者与曾

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相比，呼出气冷凝液中的镉浓度统计学显著较高，

呼出气冷凝液中镉浓度与过往吸烟史呈正相关 [36]。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镉含量的部分分析结

果。一项利用人工唾液以模拟人体吸收无烟烟草中的可提取镉的研

究表明，镉很容易被提取。萃取效率结果如表 1 所示。该表还包括

Maier 等使用磷酸盐缓冲液或含有 0.001 mol/L 螯合剂二正己基己酰

胺 (DHHA)、EDTA 和 DTPA 的磷酸盐缓冲液得到的萃取效率 [25]。

表 3 中总结了 ISO 模式和加拿大深度抽烟模式下卷烟烟气粒相物中

镉浓度的部分分析结果。

美国卷烟用焦油递送量对镉递送量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了所有

烟气递送类别之间的显著差异。因此，递送的差异可以归因于滤嘴通

风水平的差异。在 2003 年分六次缴获的两个畅销美国品牌的 21 种假

烟中，烟气粒相物中镉含量水平和名义上的烟气递送类别比真正的品

牌购买产品高 2~6.5 倍以上，且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 [90]。Stephens 等

报道显示在英国假冒烟中镉的浓度比正宗品牌的显著较高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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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7  铬

Cr [ Ⅵ ] 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第 1 类人体致癌物 [59]。它也会导

致口部和表皮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和肺部敏感 [92-97]。由于卷烟烟气和

烟灰 [98] 中发现有 Cr[ Ⅵ ]，因此还不清楚是否所有的 Cr[ Ⅵ ] 都是在

燃烧过程中形成的，或是从土壤中吸收已经存在于烟草中的。

尽管 Cr[ Ⅲ ] 在低浓度时是必需的营养物质，但一些报告显示

高剂量暴露也可能导致接触性过敏 [95]。Sógor 等 [98] 报道了卷烟烟灰

中的 Cr[ Ⅵ ]，并发现在 800。C的马弗炉里 Cr [ Ⅲ ] 可以定量氧化

为 Cr[ Ⅵ ]，虽然酸消解将其还原为 Cr[ Ⅲ ]。大多数 Cr [ Ⅵ ] 在烟

灰中发现。一般推测烟草中的铬大多数是以 Cr[ Ⅲ ] 氧化态存在 [98]，

在土壤和溶液中锰氧化物可以氧化 Cr[ Ⅲ ] 到 Cr[ Ⅵ ][99]。由于锰以

一种或多种氧化态通过烟气粒相物传输，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出现

在唾液、潮湿的烟气粒相液滴和潮湿的肺部表面。

铬在肺组织中的积累与吸烟密切相关，已经确认它以某种形式

到达肺部 [35]。吸烟者肺部被切除的组织中，所有检测的五个肺叶铬

浓度明显高于不吸烟者 [82]。然而，Cr[ Ⅲ ] 和 Cr[ Ⅵ ] 以什么比例积

累仍不清楚。到目前为止的研究都基于差异的分析，有理由相信研

究结果确实表明铬 [ Ⅵ ] 的形成及其可能通过粒相物运输。当直接测

量方法不可用时，通过分析单独成分或单独分析程序的结果差异的

结果推导经常被用作替代。因此，烟气中的铬是一个健康问题，但

鉴于氧化态铬的表征还不充分，目前难以确定口腔、肺部和全身暴

露下的全面健康影响。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在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铬含量的部分分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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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8  铜

铜在低浓度时是必需的营养元素。吸入铜能刺激呼吸道，引起

巨噬细胞肺泡迁移，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形成含铜夹杂的组织细胞

及肉芽肿，肺纤维化，软骨样结节的形成，类似于高度工业吸入暴

露引起的矽肺病症状 [100]。铜跟铁一样是一种氧化还原活性金属。因

为铁在烟草中的浓度比铜高，因此只讨论铁相关的氧化还原活性。

虽然据报道 COPD 人群呼出气冷凝液中含铜量显著低于不吸烟健康

控制组 [36]，但吸烟者血液中铜浓度显著高于不吸烟者 [101]。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的铜离子浓度的部分

分析结果。表 1 还显示了用磷酸缓冲液或含有 0.001 mol/L 螯合剂

DHHA、EDTA 和 DTPA 的磷酸缓冲液的萃取效率。

A1.7.9  铁

铁在低浓度时是必需营养物质；然而，众所周知它能通过两步的

Fenton反应由超氧离子和过氧化氢催化形成高活性的羟基自由基 [102]。

因此，铁的吸入有助于自由基诱导的肺损伤。

�ompson 等 [103] 发现无症状的吸烟者和慢性支气管炎吸烟者

的支气管和肺泡灌洗样品的细胞内铁负荷比不吸烟志愿者高很多。

慢性支气管炎人群肺泡灌洗液样本中的细胞外铁负荷也高于不吸烟

者。肺泡巨噬细胞通过捕获细胞外游离铁和将 Fe[ Ⅲ ] 结合到铁蛋白

和一小部分的转铁蛋白上，以实现降低巨大的肺部铁负荷的作用。

随着细胞内铁负荷的增加，铁饱和的铁蛋白以血铁黄素的形式在细

胞内沉淀。Wesselius，Nelson 和 Skikne[104] 表明轻度和重度吸烟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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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吸烟者相比，体外实验铁负荷肺泡巨噬细胞会释放更高浓度的铁

和可溶性铁蛋白。Moreno 等 [105] 通过卷烟烟气的水提取液可以减少

Fe[ Ⅲ ] 并引起其从铁蛋白中释放出来，说明从肺泡巨噬细胞释放铁

和铁蛋白的生理学关联。加入超氧化物歧化酶会增加铁的释放速率。

Boyer，Clarke 和 LaRoche[106] 模拟了卷烟烟雾中多环羟基芳香族化合

物的影响，并发现植物酚类物质引起铁蛋白的减少和释放。Ghio 等
[107] 发现当大鼠暴露于卷烟烟气后，其肺和肝脏中铁、铁蛋白、血清

铁蛋白和非血红素铁的浓度增加。已报道在 COPD 患者呼出气冷凝

液中的铁浓度比不吸烟健康对照组显著降低 [36]，但 Padmavathi 等 [108]

发现长期吸烟者比不吸烟者在统计上血清中铁浓度显着较高，这与

Ghio 等对人和大鼠的研究结果一致 [107]。这些研究表明，铁的氧化

还原化学性质有助于吸烟引起的氧化应激和肺损伤。痕量铁微粒的

存在已经证明会增加硅引起的肺组织炎症反应 [109-112]。

表 1和表 2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铁浓度的部分分析结果。

A1.7.10  铅

铅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第 2A 类极可能的人体致癌物 [113]。也有

高神经毒性，低水平铅暴露和损坏产前神经和其他发育影响相关。

即使在成人中，被认为是可接受的低水平的血铅浓度 [<10 µg/(d·L)]，

与全身血压升高和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相关 [114]。铅终生蓄积在骨骼中。

虽然骨铅浓度与其病理效应更密切相关，但骨相关研究结果较少，

因为获得这种样本是比获得血液或尿液更具有侵入性。

吸烟者肺组织五个肺叶中的四个的铅浓度显著高于那些不吸烟

者；虽然吸烟者剩余肺叶的铅浓度平均值比不吸烟者高，但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 [82]。在女性血液和羊水中 [85] 以及新生婴儿脐带血中的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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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115,116] 与吸烟有关，美国儿童中高血铅水平与二手烟暴露相关 [117]。

据报道，COPD 人群呼出气冷凝液中铅浓度比不吸烟对照组高，

当前正常吸烟者比不吸烟者高。吸烟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与戒烟

者和不抽烟者相比，其呼出气冷凝液中铅浓度统计学显著较高 [36]。

美国卷烟烟气中铅递送量用焦油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了所有

烟气传输类别之间的统计学显著差异；然而，尽管全香型和超淡型

烟气释放种类中烟气粒相物中烟碱归一化的铅浓度还存在显著差异，

但全香型和超淡型或淡型和超淡型类别间差异并不显著。在 2004 年

购买的和 2002 年相应测试品牌种类完全相同种类中的铅浓度没有显

示出统计学显著差异，除有一个例外 [56]。在 2003 年分六次缴获的两

个流行美国品牌的 21 个假烟中主流烟气粒相物镉的实际烟气传输水

平 2003 年购买正品品牌高 3~13.8 倍以上且差异都具有显著性 [90]。

Stephens 等 [49] 报道在英国警方缴获的假冒卷烟烟草中铅的浓度比正

宗品牌显著较高。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在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铅含量的部分分析

结果。一项研究使用人工唾液来模拟人体吸收无烟烟草中的可提取

镉，结果表明镉不容易被提取。表 1 中列出了包括萃取效率值在内

的结果。表 3 中总结了在 ISO 模式和加拿大深度抽烟模式下卷烟烟

气颗粒中铅浓度的部分分析结果。

A1.7.11  锰

虽然锰在低浓度下是必需的营养物质，但在高浓度下有神经毒

性。神经毒性症状可能不能立即观察到，却常常在长期暴露后可通过

临床检测 [118]。Leikau�[119] 引用了美国环境保护局报道认为锰的化合

物有可能诱导或加剧哮喘。最常见的氧化态锰是 +2，+3，+4，+ 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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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态 (Mn[ Ⅱ ]，Mn [ Ⅲ ]，Mn [ Ⅳ ]，Mn [ Ⅵ ] 和 Mn [ Ⅶ ])，虽然

其 +5 氧化态也被观测到由 +4 与 +6 态歧化反应得到。锰 [ Ⅱ ] 是最

稳定的氧化态 [120]，是 Mn[ Ⅲ ]-Mn[ Ⅱ ] 氧化还原循环中作为金属辅

酶因子的一个状态，如人体的超氧化物歧化酶。烟草中已发现Mn [Ⅱ ]

复合物 [121]。虽然 Mn[ Ⅱ ] 通常比其他金属浓度较高，因为它很难

分析，在烟草制品研究中较少报道。Mn[ Ⅳ ] 在生物系统中是不常

见的但存在复杂的结合形式，如植物光系统 II 蛋白 [122] 和一些细菌

系统中的酶促氧化态锰 [123,124]。Mn[ Ⅲ ] 和 Mn[Ⅳ ] 的氧化态一般

毒性更大，因为它是非复合形式的更高氧化态。Mn[ Ⅲ ]，Mn [ Ⅳ ]，

Mn [ Ⅴ ]，Mn [ Ⅵ ] 和 Mn [ Ⅶ ] 氧化态有强氧化性：土壤中的锰氧

化物氧化 Cr[ Ⅲ ] 到 Cr[ Ⅵ ][99]。需要开展更多研究来阐明烟草、烟

气中锰的氧化和代谢、循环、脑部吸收和神经系统的影响之间复杂

的关系。

Matusch等 [125]表明在正常小鼠脑部，锰主要集中在内侧核、红核、

动眼神经核和黑质。Reaney 等 [126] 认为 Mn[ Ⅱ ] 积聚在整个大鼠脑中，

但 Gómez 等 [127] 发现整个大鼠脑部锰含量随暴露于高浓度铝中时间

长度而减少。卷烟烟气同时递送铝和锰，Uz 等 [128] 报道吸烟者比非

吸烟者血清锰水平普遍较低。使用烟草产品、循环锰浓度和锰与其

他金属可能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特征描述非常欠缺，关于神经毒性

需要进一步研究。Bast-Pettersen 和 Ellingsen[129] 精心设计的研究发现

职业锰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相比震颤增加。它能够在临床上区分单独

由锰引起震颤和吸烟者的震颤。

表 1和表 2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锰浓度的部分分析结果。



·66·

烟草制品管制科学基础报告：
WHO 研究组第四份报告

A1.7.12  汞

汞一般不被认为具有致癌性，但当锰以金属、有机、无机形式

存在时对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毒性 [6,130]。在某些情况下牙

科用汞合金中的汞与过敏和口腔苔藓样病变有关 [131,132]。金属汞和汞

的化合物被包括在 33 种关注的空气污染物清单中，因为其毒性和作

为呼吸道刺激物可能加重哮喘 [119]。表 1 和表 2 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

烟烟草中汞含量的部分分析结果。表 3 中总结了 ISO 模式和加拿大

深度抽吸模式下卷烟烟气粒相物中汞浓度的部分分析结果。

A1.7.13  镍和钴

虽然钴和镍在痕量浓度下都是必需的营养物质，镍是 IARC 第 1

类人体致癌物 [133]，钴是 IARC 第 2B 类可能的人体致癌物 [134,135]。虽

然钴不是和镍一样被认为是潜在的致癌物质，在烟草中它的浓度也

没有镍的浓度高，因为他们都能导致免疫敏化，包括表皮和口腔过敏

性接触性皮炎、接触敏化、尘肺和哮喘 [93,96,97,136-138]，因此将两种金属

放在一起讨论。一旦一个人对其中一个金属敏感，经常可以观察到他

对另一种金属的免疫交叉敏化，因为他们共用一个内皮细胞炎性活

化途径 [136,139-141]。虽然脂多糖是涉及炎症反应的人体 Toll 样受体 4 的

自然配体，Ni[ Ⅱ ] 通过和受体的结合，直接激活炎症信号通路 [142]。

Dolovich，Evans 和 Nieboer[143] 确定由镍过敏引起炎症的其他发病机制：

与人类血清中的铜结合位点结合和敏化相应产生的金属 - 蛋白复合

物。钴可以和镍竞争结合血清白蛋白和抗体复合物。

吸烟者肺部五个肺叶组织的镍浓度比不吸烟者的显著高 [82]。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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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者胎盘组织中镍的浓度比不吸烟者高 [88]，指示它可能从肺部系统

吸收。

表 1 和表 2 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钴和镍浓度的部分分

析结果。一项使用人工唾液模拟人体吸收无烟烟草中可提取钴和镍

的研究表明两种元素都很容易被提取。在表 1 中列出用磷酸盐缓冲

液和含有 0.001 mol/L 螯合剂 DHHA，EDTA 和 DTPA 的磷酸盐缓冲

液中的萃取效率结果。

A1.7.14  钋-210 和铅-210

钋是通过烟气传输的 [144,145]。Desideri 等 [146] 基于滤嘴对卷烟烟

气中钋 -210 和铅 -210 截留效率较低，提出吸烟可以提供可避免暴露

的天然放射性全剂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钋 -210 和铅 -210，氡的放射性产物，是 IARC 第 1 类人体致癌

物 [147]。钋 -210 是由氡衰变得到的唯一的钋同位素，其半衰期大于 1

秒 (138天 )。铅 -210是主要的 β射线发射体和唯一的铅同位素衰变体，

半衰期大于 11 小时 (22.26 年 )。因此，在这些同位素是烟草和烟气

中可被研究的仅有的钋和铅的放射性同位素。钋 -210 发射的 α 射线

由高能粒子组成，它的吸收对上皮细胞、肺和其他组织有离子化、

诱变威胁。因此，钋 -210 代表了暴露于氡和其衰变产物相关的大部

分健康威胁。虽然在烟气中发现的钋 -210 和铅 -210 浓度很低，但仍

是严重的健康问题 [147,148]。

表 4 总结了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钋 -210 和铅 -210 浓度的部分

分析结果。表 4 也总结了从人体唾液提取的无烟烟草钋 -210 和铅 -210

浓度。基于从中国卷烟烟气中钋 -210 和铅 -210 暴露量的计算表明，

吸烟是吸烟者接触这些放射性金属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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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无烟烟草和卷烟烟草中钋 -210 和铅 -210 的浓度 (mBq/g)

烟草制品
国家

美国 [47] 美国 [149] 巴西 [150] 希腊 [151] 希腊 [152] 意大利 [146] 中国 [153]

无烟烟草

钋 -210 5.9~24 NR NR NR NR NR NR

铅 -210 NR NR NR NR NR NR NR

唾液提取物

钋 -210 NR 8.7~13.9 NR NR NR NR NR

铅 -210 NR 8.6~13.6 NR NR NR NR NR

卷烟烟草

钋 -210 NR NR 10.9~27.4 NR 3.6~17.0 6.84~17.49 18~29

铅 -210 NR NR 11.9~30.2 6.3~18.2 7.3~16.7 NR 17~24

吸入量 (mBq/ 支烟 )

钋 -210 NR NR NR NR NR NR 3.0

铅 -210 NR NR NR NR NR NR 1.85

  注：NR，未报道

A1.7.15  硅

植物从土壤中以可以利用形式吸收硅，一般以高岭土 ( 硅酸铝 )

形式。高岭土积聚在较高的植物中，在植物生理学似乎有结构和应

力阻力作用 [154]。植物中的硅酸盐浓度超过其溶解度，并形成生物“特

征”[155]，主要是二氧化硅 (SiO2) 聚合物。

以石英或方石英 (SiO2 组成 ) 的形式吸入的结晶二氧化硅是

IARC 第 1 类人体致癌物 [156]。当烟气吸入时，它携带有铝硅酸盐形

式的硅酸盐和二氧化硅粒子以及铝硅酸盐颗粒，在吸烟者的肺部发

现高浓度的这些粒子 [157]。Lynn 等 [158] 报道称一个肺部患者支气管肺

泡灌洗液样本中含有 1011 个黑色的巨噬细胞伴有主要溶酶体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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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形碳、圆形致密颗粒和针状的铝硅酸盐晶体，除了吸烟没有发

现其他来源。Choux 等 [159] 描述患有与烟草相关的肺间质纤维化纤维

患者肺泡巨噬细胞含有大量硅酸盐颗粒的组合物，有纤维状、针状

或层状夹杂物，测量范围为 0.2~2 µmol/L。铝和硅是主要元素组成，

与高岭石组成相一致；也发现了铁和硫。Brody 和 Craighead[160] 描述

吸烟者肺间质及肺泡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中的溶酶体“夹杂物”，

主要由层状硅酸铝结构组成，并认为其参与了肺纤维化。Heckman 

和 Lehman[161] 报道，长期暴露烟气的大鼠肺上皮细胞含有细长的胞

浆夹杂物。巨噬细胞有着相似但较大的含有硅、铝、磷、铁和硫的

夹杂物。因此，负载硅酸盐金属的颗粒是吸烟者肺部发现的微粒的

主要组成。如上所述，痕量铁的存在增强肺部对二氧化硅的炎症反

应 [109-112]。不吸烟者也可能暴露于环境中的二氧化硅，但程度低得多，

除非他们是高浓度的职业暴露 [162]。

许多仪器难以分析烟叶或烟气中的硅。Rhoades 和 White[163] 报

道了三个不同的卷烟烟气粒相物递送的硅含量＜ 0.07~0.39 µg/ 支，

包括 1R4F 参比卷烟、一个淡型和在极端条件下的一个超淡型卷烟。

A1.7.16  使用无烟烟草后金属可能参与口腔炎症

暴露于以上讨论的一些与烟草消费相关的金属除了致癌以外还

会导致不良健康影响。如前面所讨论的，铍、铬、钴、镍、汞等已

知会引起过敏，导致过敏性接触性炎症。口腔暴露于一些金属也会

影响健康。特别是对牙科材料中钴、镍、汞和其他金属过敏已被证

明会导致一些人的过敏性接触性口炎、关节疼痛、过敏性皮肤斑贴

试验阳性以及其他系统损害 [132]。Amini[164] 的研究表明带有正畸矫治

器的患者口腔黏膜细胞中镍的浓度明显高于无该设备的人。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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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镍的口腔暴露不仅通过表面，黏膜细胞也可从唾液

中吸收镍。

Kazi 等 [78] 报道了男性口腔癌患者血液和头发中镉的浓度统计学

上显著高于对照组，而锌的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此外，使用含槟

榔果或槟榔块的口嚼烟的人相比不使用口嚼烟人，镉的浓度较高而锌

的浓度较低。在另一项研究中，女性口腔癌患者中有类似的发现 [165]。

这些研究表明，通过从无烟烟草制品中口腔或饮食吸收镉会导致无

烟烟草消费者血液和头发中的镉锌比值较高。这些研究也说明了从

无烟烟草和烟草烟气中累积吸收金属致癌物导致的健康危害，而单

一暴露 ( 有时讨论作为一个减少健康风险的手段 ) 可能会构成最小的

风险。

无烟烟草中一些刺激剂、毒素和过敏原的结合会导致作为使用

无烟烟草的后果的接触性炎症。口腔内有富含血管黏膜的内层，其中

部分对可轻易穿透组织的刺激剂独特敏感 [166]。唾液可从靠近口腔组

织处的烟草中吸取金属，暴露于这些金属可导致金属过敏或毒性，这

可能明显有助于被视为无烟烟草使用结果的角化过度、黏膜白斑病、

黏膜红斑病和其他口腔炎症病变，这是因为金属单独引起的病变和无

烟烟草引起的病变相近。其他支持这种可能性的证据是，口腔黏膜中

金属硫蛋白的浓度和分布随异型增生的发展而变化，而异型增生典型

可见于黏膜白斑病。金属硫蛋白的细胞浓度及其细胞和细胞内从表面

到基底黏膜层的分布在非异型增生和中度异型增生中观察到的与口

腔黏膜白斑病中的大不相同 [167]。在口腔炎症中口腔黏膜明显保护自

己免受有害金属和金属硫蛋白的结合。Feron 等 [168] 和 Mueller[169] 描

述了各种上皮和黏膜组织慢性炎症的致癌风险，无论原因是刺激剂、

过敏或其他。因此，由于急性或慢性单独暴露于金属或暴露于金属和



·71·

附录 1 烟草和卷烟烟气中的有害元素 

其他成分的结合，慢性口腔炎症是无烟烟草消费引起的后果。

A1.7.17  吸烟、金属、炎症和致敏作用

Geiser 等 [170] 将大鼠肺暴露于 4~5 µg 不溶性超细 (<0.1 µm) 钛氧

化物颗粒，发现颗粒广泛分布在气道内腔、所有组织室中肺泡、细

胞以及毛细血管内。他们的结论是，超细颗粒物不是通过内吞作用

吸收，而是扩散吸收。然而，Ferin 和 Oberdörster[171] 推断不是由肺

泡巨噬细胞吞噬的颗粒物是肺泡上皮细胞的内吞作用吸收的。他们

发现颗粒物数量 ( 实质上是一个颗粒物过载的状态 ) 或粒径的增加会

促进与炎症相关的间质化。因此，颗粒物浓度、大小和组成 (后面讨论 )

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反应和清除机理。如前面所讨论的，粒度越小，

则单位质量颗粒物的氧化应激潜能会随着超细颗粒表面积质量比增

大以及上皮细胞的吸收和胞移作用增强而变得越大 [34]。

有很强的生化和病理证据表明气道过敏和炎症，包括过敏性炎

症都是暴露于烟草烟气颗粒物的后果。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主

流和侧流烟气暴露与由氧化胁迫和炎症所造成的疾病之间的关系，

而氧化胁迫和炎症是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嗜酸性

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活动的直接结果以及过敏的体液免疫结果。

Rumold 等 [174] 研究了免疫低响应 (C57BL/6) 小鼠暴露于雾化卵

白蛋白同时吸入和不吸入卷烟侧流烟气的致敏作用。暴露于侧流烟

气诱导对卵白蛋白过敏，如同抗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而单独暴

露于卵白蛋白的小鼠没有检测到致敏作用。激发试验中，支气管肺

泡灌洗样品中，炎性细胞因子 GM-CSF 和 IL-2 水平显著增加，即使

是单独暴露于侧流烟气的动物。

Goel 等 [175] 在一项 70 人的研究中发现吸烟者血清免疫球蛋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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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显著高于曾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吸烟者和曾吸烟者的绝对嗜酸

性粒细胞数没有显著差异，但均明显高于不吸烟者。非吸烟者中未

发现明显的气道阻塞，但吸烟者和曾吸烟者的阻塞显著高于不吸烟

者。相比当前吸烟者，曾吸烟者表现出了显著更多的气道阻塞。

Gilmour 等 [176] 报道大鼠气管内暴露于残留油粉煤灰颗粒或组成

其的金属 ( 镍和钒 )，会引起明显的肺部炎症 ( 蛋白水平的增加以及

TNF-α、单核细胞和粒细胞迁移 ) 并对尘螨的致敏与免疫球蛋白 E 生

产起助剂作用。Lambert 等 [177] 发现致敏增强是由可溶性金属颗粒成

分介导的。具体来说，致敏作用期间，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嗜酸性

粒细胞数的增加被发现响应于颗粒物或铁。尘螨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 在暴露于颗粒物、镍和钒的组中活性更大。

Carter 等 [178] 研究了 5~200 µg/mL 环境颗粒物对正常人支气管上

皮细胞的炎症影响，发现促炎性细胞因子 TNF-α、IL-6 和 IL-8 的诱

导表达。按质量来算，颗粒物由 2.6% 的碳和氢、18.8% 的钒、3.75%

的镍、3.55% 的铁和其他物质组成。暴露后 2 小时，暴露于 5 µg/mL

或更高浓度颗粒物的细胞中 IL-6 和 IL-8 mRNA 的浓度显著高于只暴

露于缓冲溶液的细胞。24 小时后，暴露于 5 µg/mL 或更高浓度颗粒

物的细胞中 IL-8 蛋白水平显著更高；暴露于 50 µg/mL 或更高浓度颗

粒物的细胞中 IL-6 蛋白的浓度显著高于只暴露于缓冲溶液的细胞。

暴露于 50 µg/mL 或更高浓度颗粒物 2 小时后 TNF-α mRNA 水平现在

增加，24 小时后 TNF-α 蛋白水平显著增加。细胞因子的产生受金属

螯合剂去铁胺内含物抑制。作者认为颗粒物中的金属是诱导呼吸道

中炎症介质产生和释放的原因。

Schaumann 等 [179] 在德国两个城市收集了颗粒物 (PM2.5)，制成环

境相关浓度为 100 µg 的悬浮物，灌注到 12 名健康志愿者的对侧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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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两种灌注 24 小时后都使得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白细胞数量增加，

而从其中一个城市获得颗粒物还显著增加了单核细胞流入、灌洗液中

的 TNF-α和 IL-6，并引起灌洗细胞氧化自由基的产生增加。作者得出

的结论是从第二个城市获得的 PM2.5 中高浓度的过渡金属的存在能增

加炎症。这个城市收集的 PM2.5 悬浮物中金属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692 

µg/L 锌、124 µg/L 铜、94 µg/L 铁、17 µg/L 镍、9 µg/L 钒、8 µg/L 铅、

3 µg/L 铬和 0.4 µg/L 镉。因此，预期可以引起炎症的金属浓度较低。

Sanders 等 [180] 表明，Ni[ Ⅱ ] 氧化物、Cr[ Ⅲ ] 氧化物粉尘颗粒

主要被仓鼠肺泡巨噬细胞吞噬，较小一部分在肺泡腔中。更小一部

分在暴露于卷烟烟气的仓鼠的嗜中性粒细胞中被发现，还发现了 I

型而不是 II 型肺泡上皮细胞。作者报道只暴露于氧化镍的仓鼠肺泡

腔里中性粒细胞出现很少，而暴露于卷烟烟气的动物巨噬细胞空泡

化更为普遍。肺泡巨噬细胞可以作为抗原呈递细胞。Regland 等 [181]

报道吸烟与镍过敏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在由非吸烟者、轻度吸烟者和重度吸烟者各 9 人组成的 27 例健

康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品中发现肺部铁颗粒物负担过重是吸烟

的后果 [104]。作者报道轻度吸烟者巨噬细胞的数量是不吸烟者的 3 倍

以上，重吸烟者是不吸烟者 8 倍以上。非吸烟者没有检测到铁 ( 灌

洗液中的检测限为 10 ng/mL)，而轻度吸烟者灌洗液中平均铁含量为

12.5 ng/mL，重度吸烟者灌洗液中为 49.7 ng/mL。作者发现轻度吸烟

者的灌洗液中铁蛋白含量是非吸烟者的 7.7 倍以上，而重度吸烟者是

非吸烟者 31.3 倍以上。相比于单独二氧化硅，表面铁已被证明能增

加大鼠肺对二氧化硅的炎症反应 [109-112]。

Lin 等 [182] 研究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表的美国国家健康

营养调查研究 ( Ⅲ ) 中 6726 例阻塞性肺疾病，排除了各种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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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吸烟状况，锌摄入水平低的组与高的组相比，人群患阻塞性肺

部疾病的患病率的调整优势比约为 1.9。作者报道在两个回归模型中，

从不吸烟者的阻塞性肺疾病的优势比的均值为 1.00，曾吸烟者为 2.60

和 3.37，而经常吸烟者为 4.38 和 7.66。调整肌酐校正尿液镉浓度后，

吸烟对肺部疾病的风险效应大大下降，这表明烟气镉摄入量，而不

是吸烟本身，是阻塞性肺部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利用 X 射线微分析，Terzakis[183] 从两个不吸烟者和一名吸雪茄

烟者尸检周围肺中识别出颗粒化合物，将结果与 15 名周围型肺癌患

者 ( 其中 10 人是吸烟者 ) 的结果进行比较。15 例病例均与肺纤维化

有关。没有患者是职业暴露，也没有检查到肺组织中有石棉体。相

比尸检样品，癌症病例中临近肿瘤处的纤维组织中有更多的碳质色

素和颗粒物。颗粒物含有硅、铝、磷、钒、铬、铁、镍、铜、砷、

镉和铅。所有样品中，硅是颗粒物的主要元素。硅酸盐以高岭石、

长石、滑石、白云母和石英形式存在。

虽然 Lynn 等 [158]、Choux 等 [159]、Brody 和 Craighead[160]、Heckman

和 Lehman [161] 描述了吸烟者肺泡巨噬细胞中广泛的铝硅酸盐夹杂物，

Becker 等 [184] 发现中性粒细胞相比肺泡巨噬细胞对硅酸盐有更强的氧

化响应，巨噬细胞对油煤灰颗粒 ( 过渡金属较高，硅酸盐较低，符合

Sanders 等 [180] 的数据 ) 有较强的响应。他们提示巨噬细胞对金属氧化

物和二氧化硅反应的巨大不同是由于颗粒物组成，并推断作为颗粒物

后果的氧化剂活化存在细胞特异性，由于氧化剂胁迫，发炎的肺部更

容易受到更广泛大小和组成范围的颗粒物的伤害。

气道上皮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可以吞噬刺激剂颗粒，因此，诱

导气道炎症的促炎细胞因子的合成，从而对气道哮喘和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的病变有贡献 [185]。Goto 等 [186] 表明，肺泡巨噬细胞响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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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颗粒会释放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巨噬细胞炎性蛋白 1β、

GM-CSF、IL-6、TNF-α，IL-1β、IL-8 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单核细胞，

可以分化成巨噬细胞或树突状细胞，暴露于颗粒物后，特别是具有

高金属浓度的颗粒物后，单核细胞是从骨髓进入肺泡的主要的炎性

细胞。

Beamer 和 Holian[187] 发现大量粒细胞进入 C57BL 鼠肺部，响应

于二氧化硅暴露，与 Becker 等 [184] 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还发现，

与未暴露小鼠相比，树突状细胞与肺泡巨噬细胞比明显改变，倾向

于树突状细胞，虽然炎性细胞亚群 CD11bhigh 肺泡巨噬细胞出现。

Beamer 和 Holian[187] 表明二氧化硅诱导肺泡巨噬细胞凋亡是其数量

在暴露后随时间减少的一种解释。一种新表型的出现和其他数据表

明这些群体的外周来源。肺泡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可能作为抗原

呈递细胞。响应于二氧化硅暴露，一些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迁移

到间质，但只有树突状细胞增加 CD3+ 和 CD4+ 淋巴细胞数量，表明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细胞是主要的抗原呈递细胞。虽然烟草烟气会传

输硅酸盐到肺部，烟气减少了小鼠肺中树突状细胞的数量 [188]。树突

状细胞迁移到间质 [187] 可以解释它们的数量减少。然而，Robbins 等 [188]

发现吸烟损害抗病毒免疫响应能力，或许是由于烟草烟气成分 ( 包

括金属和硅酸盐 ) 过多引起的肺泡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先占的炎

症反应和适应性免疫损伤。

TNF-α和 IL-1β信号受烟草烟气、颗粒物和金属本身暴露诱导，

也间接参与刺激肝纤维化对炎症的响应。TNF-α刺激 TGF-β1 的产生，

这反过来又增加结缔组织生长因子的产生，这两者是胶原蛋白产生

的主要刺激因子 [189, 190]。IL-1β增加肺纤维化中血小板源生长因子和其

α受体的表达。该激素系统反过来参与金属诱导气道纤维化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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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18  炎症、过敏和肺部疾病

世界范围内，哮喘的患病率正在不断增加 [192]。二手烟草烟气与

儿童哮喘发病相关 [119,193,194]。Gavet 和 Koren[195] 报道环境空气中颗粒

物会促进变应性过敏，增加过敏性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他们还报

道志愿者暴露于具有高浓度铁、镍和钒的颗粒物释放源会增加肺部

氧化剂形成的指数，这又与样品中过渡金属的量有关。具有高浓度

过渡金属的颗粒样品在促进过敏和加剧现有的哮喘方面似乎是最活

跃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具有高浓度过渡金属的样品会增强过敏，

促进活性氧的形成，并导致随后的肺损伤、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

导致呼吸限制和哮喘症状。Mutti 等 [36] 进一步报道，哮喘患者呼出

气冷凝液中镍含量比对照组高，甚至比未患 COPD 的吸烟者高。因

此，烟草烟气中一些相同的过渡金属颗粒物可能具有致敏作用。因

此必须承认金属过敏是变应性哮喘并可能是 COPD( 描述为慢性支气

管炎、慢性哮喘和肺气肿 ) 的引发和进展的机制之一，类似于其他

致敏化合物，如多环芳香烃。

Willers 等 [193] 调查了 23 例患哮喘儿童家庭中环境烟草烟气暴露、

“重金属和烟碱 ( 依照尿液代谢物可替宁 ) 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基于

数据的烟草烟气暴露指数和尿液可替宁之间发现了强关联，表明了二

手烟的吸入。室内灰尘中这些参数和烟碱之间也存在强关联。尿液镉

和铅与尿液可替宁的相关性都很好，虽然可替宁和铅之间的相关性统

计学上不显著。作者推断患哮喘儿童暴露于侧流烟气中的“重金属”。

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一份报告显示，2% 的 PM10 值和 17% 的 PM2.5 值超

过了提议的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196]。环境烟草烟气是高水平

室内颗粒物的最重要因素。抽每支烟估计贡献约 1 µg/m3 空气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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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kau�[119] 报道复杂混合物，包括细颗粒物和烟草烟气，与呼

吸道症状和因哮喘入院有关。颗粒物的有害空气污染物成分包括“与

职业有关的致哮喘原”或在致敏作用中充当助剂的成分。一旦过敏，

人可能会对浓度非常低的这类化合物起反应。刺激剂可能也会降低

支气管收缩阈值。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报告中最关注的 33 种空气危险

污染物包括被称为“疑似诱导或加重哮喘”的镉、铬、锰和镍的化合物。

钴化合物也被列为可加重或诱发哮喘的有害空气污染物，虽然它们

不在最关注的化合物名单上。金属汞和汞化合物由于其毒性也被列

入名单，但被描述为可能会加剧而不是诱发哮喘的呼吸道刺激剂。

世界范围 COPD 的患病率正在增加，据估计，其将从 2004 年第

四的死亡原因上升到 2030 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 [197]。如同变应性哮

喘，变应性致敏常常与 COPD 相关。Itabashi 等 [198] 表明虽然哮喘患

者的过敏原皮肤测试得分高于 COPD 患者，老年 COPD 或哮喘患者

体内血清免疫球蛋白 E 显著高于健康人。虽然哮喘是不同于 COPD

的疾病，但是一些哮喘患者会发展 COPD 不可逆的气道阻塞的特点。

Pacheco 等 [200] 的结论是，至少 17.6% 吸烟相关肺气肿患者有明确的

哮喘迹象，这与慢性阻塞性疾病有共同的潜在致敏起源的假说是一

致的。Silvaet 等 [201] 发现发作期哮喘与发展肺气肿、发展慢性支气管

炎和“满足 COPD 标准”等相关的风险因子分别为 17、10 和 12.5。

COPD 的患病率预计将增加，这主要是基于预计增加的烟草消

费量 [197]。如上所述，COPD 患者呼出气冷凝液中铝、镉和铅的浓度

高于不吸烟的健康人，当前吸烟者高于不吸烟者。抽烟的 COPD 患

者的呼出气冷凝液中多种金属的浓度显著高于患或未患 COPD 的曾

吸烟者和不吸烟者 [36]。金属在致敏和加剧已有 COPD 中的作用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并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主流和侧流烟气中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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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潜在的致敏作用，造成哮喘和 COPD 的发展以及这两种疾病加剧

之间的关系。

哮喘和 COPD 是炎性病症。Feron 等 [168] 和 Mueller[169] 描述了各

种上皮和黏膜组织慢性炎症的致癌风险。因此，金属在致敏以及导

致哮喘和 COPD 并加重这两种疾病中的作用除了造成直接肺部病变

以外，还具有致癌风险。

已讨论的一些金属，特别是那些可强烈诱导炎症或过敏的金属，

如铍、四价铬、钴、镍、硅酸盐，和那些可能充当活性氧产物的有

害化合物刺激剂，在职业暴露后会引起间质性肺病 [136]。与吸烟有关

的间质性肺疾病的概念 ( 表现为呼吸困难、肺功能限制、气体交换

受损和弥漫性肺嗜酸性水肿浸润 ) 是相对近期提出的 [202]。虽然这个

话题仍然是有争议的，许多作者已经报道了与吸烟相关的间质性肺

病有关的临床症状、潜在的病理和放射观测。Selman[203] 将这些疾病

列为包括呼吸系统细支气管炎、脱屑性间质性肺炎和肺朗格汉斯细

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症状和病理包括呼吸困难、咳嗽、肺功能限制、

细支气管中心损伤、间质即空隙炎症和肺泡纤维化扩展。Caminati

和 Harari[204] 进一步描述了与吸烟有关的间质性肺病相关的症状、吸

烟史、放射学和病理学。Attili[205] 描述了放射病理临床表现。由于除

了烟草烟气以外的金属和硅酸盐的职业暴露，以及含有金属和硅酸

盐的烟草烟气会导致炎症和过敏，并可能引起间质性肺疾病，有理

由认为这些物质涉及吸烟相关的间质性疾病。

越来越多的非癌肺病和吸烟有关。在某些情况下，与吸烟相关

的数据与那些单独由金属或颗粒物 ( 包括环境和烟草烟气 ) 引起的

相同或相似的疾病的数据重叠。慢性炎症反应可能逐渐增加癌症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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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总    结

由于空间有限，只包含了上面描述的金属，鉴于存在于烟草或

烟气中以及其致癌性和其他毒性作用而备受关注。例如，铊和铋都

具有神经毒性，但通常在烟草中的浓度要远低于同样具有神经毒性

的铝和铅。

有害金属和类金属是烟草烟气传输的致癌物的主要类别之一。

烟气中金属的毒性不只限于致癌性，还具有免疫毒性。烟草烟气的

免疫毒性表现为肺部炎症反应。职业暴露于一些金属，即使在非常

低的浓度下，也会导致肺部炎症，而暴露于浓度很低的环境颗粒物

也会引起肺部炎症。有些金属在肺部和其他组织中生物蓄积。吸入

烟草烟气也会引起肺部炎症。有证据表明，烟草烟气颗粒物中的金

属和环境颗粒物中的金属在引起炎症中起同样的作用。

烟草烟气的免疫毒性表现为致敏反应。职业暴露于一些金属，

即使在非常低的浓度下，也会导致肺部过敏，暴露于非常低浓度富

含金属的环境颗粒会引起有些人呼吸道过敏，而这些人随后可能会

对浓度低得多的金属或其他颗粒成分起反应。颗粒中的金属浓度已

被证明是反应的主要因素。吸入烟草烟气会引起一些人非特应性或

特应性过敏。有证据表明，烟草烟气颗粒物中的金属和环境颗粒物

中的金属在引起过敏中起同样的作用。

过敏反应不只限于对金属本身的反应。有些金属，如铝的氧化物

或氢氧化物，在接种中被用作助剂防止某些微生物和病毒性病原菌。

有证据表明，主流和侧流烟气同环境或烟草烟气颗粒中的金属本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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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于对常见过敏原的过敏具有助剂作用。因为烟气中金属助剂效

应而使得不论对金属过敏原或对生物过敏原的过敏增强，可能会导致

哮喘。过敏也似乎是 COPD 中观察到的纤维化进展的一个因素。

暴露于烟草烟气吸入的免疫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对非

特应性或特应性过敏的易感性，似乎也取决于暴露的程度。已观察

到大量吸烟会导致免疫反应抑制，特别是对肺病原体。

当使用无烟烟草时，有害金属存在于唾液中，并可传输到口腔

上皮组织。口腔接触炎症是众所周知的一种无烟烟草使用的后果。

唾液会从紧挨口腔组织处的烟草中提取出金属，暴露于这些金属会

引起金属过敏或毒性，这可能对作为使用无烟烟草后果的口腔炎症

损伤有贡献。单独由金属引起的损伤和无烟烟草引起的相似。口腔

黏膜中金属硫蛋白的浓度和分布随异型增生的进展而变化，异型增

生在黏膜白斑病中可以典型观察到，黏膜层中细胞金属硫蛋白的浓

度和分布在非异型增生的口腔黏膜和中度异生黏膜中有明显不同。

在发炎的情况下，口腔黏膜明显会保护自己免于有害金属与金属硫

蛋白的结合。这是有害金属作用于口腔炎症的有力证据。

本报告中的结论是由作者做出的，并不一定代表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或有害物质和疾病登记局官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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