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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

塑化剂迁移限量对比分析

刘晓毅，蒋可心，石维妮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100094）

摘 要：塑化剂风波又一次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台湾、香港和内地政府大力查缴并全面排查塑化剂可能导致的危

害，但这一行动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即非人为添加，由接触材料迁移导致食品中微量含有的塑化剂从含量上

如何界定。本文主要对邻苯二甲酸酯的风险评估概况以及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中允许使用的邻苯二甲酸酯的具体种

类、限量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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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酯又称酞酸酯，主要包括邻苯二甲

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等数十种。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能起到软化

作用的化学品，是塑化剂（增塑剂）的一种，被广泛用

于玩具、食品包装材料、医用血袋和胶管、清洁剂、润
滑油、化妆品等数百种产品中。由于产品中的塑化剂

会向接触物发生一定的迁移，1998年欧盟委员会建

议在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中禁用DEHP在内的6种增

塑剂。由此开始，塑化剂可能导致的危害开始引起全

球的广泛关注[1-2]。这次塑化剂风波涉及的增塑剂有

昱伸公司制造起云剂时用于取代棕榈油的DEHP，还

有方便面油料包中检出的DBP。那么是否在食品中

检出DEHP或DBP就是违法呢，到底哪些邻苯二甲酸

酯类物质有被证实的危害，国内外如何规定，本文通

过对比分析美国、欧盟和中国食品接触材料中塑化剂

的使用限量和迁移限量，为食品接触材料中邻苯二甲

酸酯类塑化剂法规的完善提供参考。

1 邻苯二甲酸酯的风险评估概况
由于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物质，本文主要就目前

卫生部第六批“黑名单”、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中允许

使用的邻苯二甲酸酯类进行对比，汇总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涉及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增

塑剂共22种，其中前17种在卫生部公布的黑名单中，

食品接触材料中允许使用的增塑剂中国有8种，欧盟

有7种，美国有5种。在这些增塑剂中，目前美国国家

医学图书馆的化合物毒性相关数据库[3]中毒理学研

究有较明确结论的6种（DMP、DEP、DIBP、DBP、DMEP、
DEHP），欧盟、美国FDA和JECFA给出较权威的风险

评估结论的有5种（DEHP、BBP、DBP、DIDP、DINP）[4-6]，

其中DEHP的风险评估最全面，其余4种欧盟在2005年

还对其进行了重新评估[4]，结果如表中所述。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截至2011年6月

的致癌物分类，被评估的5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

中，2种被列入IARC致癌物名单[7]，其中DEHP属2B级，

即对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

分；BBP属3级，即现有的证据不能对人类致癌性进

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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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卫生部黑名单（17种） 英文名称 英文缩写 CAS号 中国 欧盟 美国 风险评估概况

1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Dimethyl phthalate DMP 131-11-3 允许 Group D ，不能分类为对人致癌[3]

2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Diethyl phthalate DEP 84-66-2 Group D ，不能分类为对人致癌[3]

3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isobutyl phthalate DIBP 84-69-5 允许 半数感染量：85μmol/L[3]

4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ibutyl phthalate DBP 84-74-2 允许 允许

Group D ，不能分类为对人致癌[3]

基因毒性：1/3[3，注1]

欧盟SCF：TDI 0.05mg/kg·bw
ACF：目前在限量范围内[4]

5 邻苯二甲酸二（2-甲
氧基）乙酯

bis（2-Methoxyethyl）
phthalate DMEP 117-82-8 半数感染量：3500μmol/L[3]

6 邻苯二甲酸二（4-甲
基-2-戊基）酯

bis（4-Methyl-2-
pentyl）phthalate BMPP 146-50-9 /

7 邻苯二甲酸二（2-乙
氧基）乙酯

bis（2-Ethoxyethyl）
phthalate DEEP 605-54-9 /

8 邻苯二甲酸二戊酯 Dipentyl phthalate DPP 131-18-0 /
9 邻苯二甲酸二己酯 Dihexyl phthalate DHXP 84-75-3 允许 /

10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 Benzyl butyl phthalate BBP 85-68-7 允许 允许
IARC（3）[7]

欧盟SCF：TDI 0.1mg/kg·bw
ACF：目前在限量范围内[4]

11 邻苯二甲酸二（2-丁
氧基）乙酯

bis（2-n-Butoxyethyl）
phthalate DBEP 117-83-9 /

12 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
Dicyclohexyl
phthalate DCHP 84-61-7 允许 /

13 邻苯二甲酸二（2-乙
基）己酯

bis（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117-81-7 允许 允许

IARC（2B）[7]

基因毒性：2/3[3]

欧盟SCF：TDI 0.05mg/kg·bw
ACF：目前在限量范围内[4]

14 邻苯二甲酸二苯酯 Diphenyl phthalate / 54-62-8 允许 /
15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i-n-octyl phthalate DNOP 117-84-0 /
16 邻苯二甲酸二壬酯 Dinonyl phthalate DNP 84-76-4 /

17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28553-12-0 允许 允许 允许
欧盟SCF：TDI
0.15mg/kg·bw

ACF：目前在限量范围内[4]

18 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 Diallyl phthalate DAP 131-17-9 允许 允许 /

19
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
与丙烯酸乙酯和甲基
丙烯酸的共聚合物

Diallyl phthalate and
methyl methacrylate
and ethyl acrylate

co-polymer

/ 28411-49-6 允许 /

20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Diisooctyl phthalate DIOP 27554-26-3 允许 /

21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iisodecyl phthalate DIDP 68515-49-1
26761-40-0 允许

欧盟SCF：TDI
0.15mg/kg·bw

ACF：目前在限量范围内[4]

22

邻苯二甲酸N -癸辛
酯、邻苯二甲酸二癸
酯、邻苯二甲酸二正

辛酯[注2]

phthalic acid,
n-decyl n-octyl ester,
phthalic acid di-n-

decyl ester,
a phthalic acid di-n-

octyl ester

NDOP
+DDP
DDP
DDP

+DNOP

/ 允许 /

表1 邻苯二甲酸酯风险评估情况汇总表

注1：1/3表示3次实验中1次证明有基因毒性；注2：原文表述为Mixture of（50%w/w）phthalic acid，n-decyl n-octyl ester，（25%w/w）
phthalic acid di-n-decyl ester，and（25%w/w）phthalic acid di-n-decyl ester and（25%w/w）phthalic acid di-n-octyl ester.

鉴于DEHP长期接触可能造成生殖毒性，欧盟食

品安全委员会食品添加剂、香料、加工助剂及食品接

触材料科学小组（the Scientific Panel on food additives，
flavourings，processing aids and materials in contact
with food，AFC） 对5种邻苯二甲酸酯进行了重新评

估，并于2005年9月19日发布了风险评估报告。评估

报告显示[4]：基于DEHP对睾丸毒性的无明显损害作

用水平（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NOAEL）为

4.8mg/kg·bw，使用一个100的不确定因子，DEHP的每日

可容忍摄入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TDI）为0.05mg/
kg·bw，根据英国和丹麦对食品接触材料引起的饮食

中的DEHP的暴露量评估，其婴儿和成人的摄入量均在

TDI的范围内，但科学小组提示，由于人体暴露DEHP
的途径多样，要综合评估还需要多方面的暴露数据；

DIDP有两种不同的异构体（两个CAS号），两种异构

体在同一工艺中产生，且相互转换，因此在一起进行

评估。之前，欧盟食品科学技术委员会（SCF）将DIDP+
DINP合在一起评估，给出的TDI为0.15mg/kg·bw，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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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欧盟、美国食品接触材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限量对比

序号 名称 CAS号

中国食品接触材中限量 欧盟食品接触材中限量 美国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限量

使用范围
使用限

量（%）

迁移

限量

（mg/kg）
备注

使用限

量（%）

迁移

限量

（mg/kg）
使用要求

使用限量

（%）

迁移

限量

（mg/in2）
美国使用要求

1
邻苯二甲酸

二甲酯

（DMP）
131-11-3

塑料

PP，PE，PS 3 仅用于接触

非脂肪性食

品的材料，

不得用于接

触婴幼儿食

品用材料

粘合剂 按需要

2
邻苯二甲酸

二异丁酯

（DIBP）
84-69-5

塑料（PVC） 10
同上涂料、橡胶、粘合

剂
按需要

3
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

（DBP）
84-74-2

塑料

PE、PP、PS、AS、
ABS、PA、PET、
PC、PVC、PVDC

10
0.3 同上 0.05 0.3

接触非油脂

且重复使用

材料的增塑

剂橡胶 10
粘合剂 按需要

4
邻苯二甲酸

二己酯

（DHXP）
84-75-3 0.5 粘合剂

5
邻苯二甲酸

丁基苄酯

（BBP）
85-68-7 0.10 30.0

91/321/EEC
和95/6/EC

规定的产品

除外

不超过苄

酯的1% 0.5

粘合剂、接触干燥食品的

纸和纸板；聚合物中使用

要符合§175.300，

§175.320，§175.170规定

6
邻苯二甲酸

二环己酯

（DCHP）
84-61-7

不超过总

邻苯二甲

酸盐的

10%

0.5

粘合剂、纸和纸板、玻璃

纸；单独或和聚醋酸乙

烯，聚氯乙烯，和/或氯乙

烯共聚物等增塑剂混合

使用要符合§177.1980

7
邻苯二甲酸

二（2-乙基）

己酯（DEHP）
117-81-7

涂料、橡胶、粘合

剂、塑料

（PE、PP、PS、AS、
ABS、PA、PET、
PC、PVC）

按需要 1.5 同上 0.10 1.5

接触非油脂

食品的重复

使用材料和

商品里的增

塑剂

8 邻苯二甲酸

二苯酯（/） 84-62-8

不超过总

邻苯二甲

酸盐的

10%

/

粘合剂；单独或和聚醋酸

乙烯，聚氯乙烯，和/或氯

乙烯共聚物等增塑剂混

合使用要符合§177.1980

9
邻苯二甲酸

二异壬酯

（DINP）
28553-12-0

塑料

（PE、PP、AS、PS、
ABS、PC、PA、

PVDC、PET、PVC、
UP）

按需要 9.0 同上 0.10 9.0

重复使用和

接触非油脂

食品的一次

材料；91/
321/EEC和

95/6/EC 规

定产品除外

不超过

43%乙烯

基氯化共

聚物

0.5 接触亲水或亲油脂的纸

或纸板

10
邻苯二甲酸

二烯丙酯

（DAP）
131-17-9

粘合剂、纸、塑料

（PE、PP、AS、PS、
ABS、PC、PA、

PVDC、PET、PVC、
UP）

按需要 0.01 同上 ND
仅用于接触非脂肪性食

品的材料，不得接触婴幼

儿食品用材料

11

邻苯二甲酸

二烯丙酯与

丙烯酸乙酯

和甲基丙烯

酸的共聚合

物

28411-49-6 粘合剂 按需要 ND 同上

12
邻苯二甲酸

二异辛酯

（DIOP）
27554-26-3

50

同上
40

（用于

瓶垫时

50）

13
邻苯二甲酸

二异癸酯

（DIDP）

68515-49-1
26761-40-0 0.1 9.0

14
NDOP+DDP

DDP
DDP+DNOP

119-07-3
84-77-5
117-84-0

/ 5.0

瓶垫塑料

橡胶、塑料

（PE、PP、PS、AS、
ABS、PA、PET、
PC、PVC、PVDC）

英国和丹麦对食品接触材料引起的饮食中的DIDP的

暴露量评估，其摄入量均在TDI的范围内，由于实际

情况下，DIDP和DINP混合在一起时，其分析结果相

互重叠，因此科学小组建议这两种物质适合放在一起

设定迁移限量；DINP是邻苯二甲酸酯与C8-C10（C9
丰富）烷基醇的混合物，其评估结果与DIDP相同，科

学小组还提示，有一些迹象表明，食品中DIDP、DINP
水平可能在近几年不断增加；对BBP和DBP的评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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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目前限量有暴露危害。

2 中国、欧盟、美国对食品接触材料中邻苯

二甲酸酯类迁移限量对比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欧盟和美国对食品接触

材料中允许使用的邻苯二甲酸酯的种类各有不同。
我国GB 9685-2008《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

用卫生标准》[8]规定了可以用于食品接触容器、材料

中使用的DMP、DIBP、DBP、DEHP、DINP、DAP、DIOP
和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与丙烯酸乙酯和甲基丙烯酸

的共聚合物8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其中仅对

DEHP、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与丙烯酸乙酯和甲基丙

烯酸的共聚合物和DAP等3种给出了迁移限量；欧盟

2002/72/EC和2007/19/EC以及新发布的REGULATION
（EU）No 10/2011[9]允许在食品接触材料中使用DBP、
DEHP、DINP、DAP、DIDP、BBP和NDOP+DDP混合物

等7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且均给出了迁移限量；

美国FDA21cfr178.3740等 [10]在间接食品添加剂中允

许使用DHXP、DCHP、DINP、BBP和邻苯二甲酸二苯

酯等5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其中4种给出了迁移

限量，但单位与欧盟、中国不同，详见表2。
从表2来看，我国允许使用的8种增塑剂中有4种

（DMP、DIBP、DIOP和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与丙烯酸

乙酯和甲基丙烯酸的共聚合物）欧盟、美国都不允许

使用；DBP美国不允许使用，欧盟在接触材料中允许

使用的限量比我国低200倍，且只允许使用在非油脂

食品接触材料中，迁移限量0.3mg/kg；DEHP美国不允

许使用，欧盟和我国的迁移限量相同，都是1.5mg/kg；

DINP都允许使用，我国和欧盟的迁移限量均为9.0mg/kg；
DAP我国和欧盟允许使用，迁移限量相同。

根据上述迁移限量的规定，若非人为添加，在含

油脂食品中检出DEHP即属违规，但在由PE、PP、PS、
AS、ABS、PA、PET、PC、PVC等材料包装的非油脂食

品中允许有1.5mg/kg的迁移；对方便面中检出DBP，我

国规定不允许在含油脂食品的接触材料中使用，但

由PE、PP、PS、AS、ABS、PA、PET、PC、PVC、PVDC等材

质包装的非油脂类食品中允许有0.3mg/kg的迁移。

3 结论
我国GB 9685-2008《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

剂使用卫生标准》主要参考欧盟2002/72/EC的规定，

但欧盟2009/19/EC对2002/72/EC做了修订，随着风险

评估的不断推进，以本次起云剂风波为契机，收集国

内外邻苯二甲酸酯类的毒理学数据、风险评估报告，

梳理国内外在食品接触材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

的使用规定，调研我国食品接触材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的

使用情况以及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的暴露水平，研

究制定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迁移限量是当务之急。
此外，由于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在食品接触

材料中被广泛使用，但在卫生部给定的黑名单中，我

国还缺乏食品中DINP的检测方法，在食品接触材料

限量使用的增塑剂中，我国还缺乏塑料中DIOP的检测

方法，在迁移量中，我国还缺乏DAP和邻苯二甲酸二

烯丙酯与丙烯酸乙酯和甲基丙烯酸的共聚合物迁移

量的检测方法，且目前DEHP方法检出限（2.0mg/kg）
高于迁移限量（1.5mg/kg），也不能满足检测要求[11-14]，

因此，还需要配套相关检测方法，才能为本次风波画

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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