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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1995 年的报告，二恶英是迄今为止人类所

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物质之一。而食物是人体内二恶英的主

要暴露来源，经胎盘和哺乳均可造成胎儿和婴幼儿的二恶

英暴露。 

二恶英包含哪些类别？二恶英的危害包括哪些？二恶

英如何产生？如何污染食品？如何有效减轻二恶英可能带

来的风险？本文参考同行相关研究，结合文献资料，汇总

食品中的二恶英相关内容，整理有关观点，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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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二恶英及其类似物 二恶英（Dioxin）指多氯代二苯并二恶英（PCDDs）
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DFs）；二恶英类似物指毒性与
二恶英相似的多氯联苯（PCB）；二者均是国际社会公认
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nvironment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ED）；二恶英及其类似物都不溶于水，但可
溶于脂肪，且极难通过化学和生物降解消除，因此可长时
间存在于环境中，并在食物链中通过生物富集作用积累；
基于其持久性和毒性，2001 年由国际社会通过的《斯德哥
尔摩公约》将此类物质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POPs）。 

目前已确定的二恶英及其类似物大约有 419 种，但只
有近 30 种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毒性。二恶英及其类似物的
其 中 三 种 同 系 物 ， 包 括 2,3,7,8- 四 氯 代 苯 并 二 恶 英
（TCDD）、2,3,4,7,8-五氯代二苯并呋喃（2,3,4,7,8-PeCDF）
和多氯联苯 126（PCB126）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确定为人类致癌物，其中以
TCDD 毒性最大。 

2.二恶英及其类似物的来源 二恶英在环境中普遍存在，主要是垃圾不完全燃烧或
工业过程（如化学品制造、氯漂白纸浆、冶炼金属）的副
产物，也可能来源于自然环境，如火山爆发或森林火灾。
PCB 则主要源于人类制造活动，曾在制造电子绝缘体或绝
缘液体及专用液压机液体中使用，但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
始，大部分国家已禁用 PCB，但随着大型电器和废物的不
合理弃置，仍有 PCB 不断释放到环境中。二恶英类化合
物在环境中不容易降解，并具有半挥发性，能够通过远距
离传播，产生“全球蒸馏效应”，也称“蚱蜢跳效应”。 

进入食物链的二恶英其及类似物可以在肉类、家禽或
海产品的脂肪组织蓄积聚，因此，动物寿命越长，食物链
对动物食品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脂肪组织蓄积的二恶英其
及类似物越多。肉类、奶类制品、蛋和鱼等动物源性食物
的二恶英其及类似物含量通常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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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恶英及类似物健康危害 二恶英及其类似物可以通过环境接触进入人体，也可

以通过摄食进入人体。在职业环境中的人群有机会短期接

触高剂量的二恶英，可导致皮肤损害，出现皮肤色斑或罹

患持续性皮肤病——氯痤疮，还可能影响肝脏功能。人体

长期接触（低剂量摄入）二恶英及其类似物，可能造成多

方面的毒性损害，包括损害免疫系统，影响发育，损害发

育中的神经系统，影响甲状腺和类固醇激素，以及影响生

殖功能等。由于二恶英其及类似物不仅可以通过皮肤、呼

吸道、消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还可以通过胎盘或母乳传

递给下一代，对胚胎和婴儿发育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IARC 根据动物数据和人类流行病学数据，分别于

1997 年和 2009 年将 TCDD、2,3,4,7,8-PeCDF、PCB126 列

为第 1 类物质，即“已知人类致癌物”；将 PCB 列为第 2A

类物质，即“对人类很可能是致癌物”；并将其他一些二

恶英其及类似物列为第 3 类物质，即“现有证据尚不能对

人类致癌性进行分类”。暂未发现二恶英其及类似物有遗

传毒性；而低于一定剂量的 TCDD 暴露，其致癌风险可忽

略不计。除此以外，还有报道 TCDD 暴露可引起慢性阻塞

性肺病发生率的升高，也可引起肝纤维化及肝功能的改

变，出现黄疸、转氨酶升高，高血脂，消化功能障碍，食

欲减退、腹胀、恶心，肌肉关节和运动功能改变等。 

二恶英其及类似物一旦进入人体，因其本身的化学稳

定性且易于被脂肪组织吸收，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半衰期

（体内浓度降低一半所需时间）估计为 7 年－11 年。 

4.相关标准与评估方法 

 

目前国内采用 GB/T5009.205-2007《食品中二恶英及

其类似物毒性当量的测定》对二恶英及其类似物含量进行

检测，但尚未制定食品中二恶英及其类似物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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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关标准与评估方法 

 

由于各种二恶英及其类似物毒性不一，为便于风险评估
和管理，WHO 提出毒性当量（TCDD toxic equivalent，TEQ）
概念，制定了二恶英毒性当量因子（toxic equivalency factors，
TEFs），以毒性最强的 TCDD 为基准，将其 TEF 设定为 1，
其他二恶英及类似物与其相比，制定出相应的 TEF；二恶英
及其类似物含量以 TEQ 表示，计算方法是把每种二恶英同
系物含量乘以相应 TEF 得出该种同系物的 TEQ，再将各种
同系物 TEQ 相加，得到总含量；1998 年，WHO 制定并发
布二恶英及其类似物 TEF 数值，涵盖 17 种 PCDDs 和
PCDFs，以及 12 种 PCBs，该数值在 2005 年 WHO 评估后
修订并更新。当前，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在内
的多个国家和区域机构均采用 WHO2005 年的 TEF。 

欧盟关于食品中二恶英及其类似物最新限量标准
（1259/2011/EC）中规定了肉及肉制品、动物内脏组织及
其制品、鱼肉及水产品、鱼内脏组织及制品、乳及乳制品
等不同食品种类中二恶英及其类似物毒性当量限量标准。 

5.降低健康风险的手段 国际研究显示，人体暴露于二恶英及其类似物的主要
途径是进食动物源性食物，约占总暴露量的 80%－95%，
肉类、奶类制品和鱼类是二恶英及其类似物的主要膳食来
源；其他次要暴露途径包括空气吸入和皮肤接触。二恶英
及其类似物的毒性毋容置疑，但仍可通过采取多种措拖来
降低风险，包括： 

一是控制污染的源头。国际社会不断致力于减少二恶
英及其类似物的排放和对食物造成的污染。二恶英最重要的
来源是焚化炉等污染源，一方面焚化过程中加入硫可大大降
低二恶英化合物的形成；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焚烧过程，减
少不完全燃烧的机会，也可大幅度减少二恶英的生成与排出。 

二是平衡膳食。在消费食物时，应注意去掉肉类的脂肪
和尽量食用低脂乳制品，并保持多元化的饮食，进食多种蔬
菜和水果，避免因偏食而摄入过量二恶英及其类似物；进食
鱼类也应多样化。二恶英具有高度脂溶性，容易积存在人体
内脂肪较多的部位。研究表明，富含纤维素和叶绿素的食物
如菠菜、萝卜叶等有助于消除体内富集的二恶英及其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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