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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整理综述了红肉、加工肉制品与癌症的关系。并从客观的角度对红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的危险性、认

为红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的科学性、国外的饮食文化及红肉、加工肉制品食用习惯、我国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消费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消费与癌症几方面分别论述，为读者提供关于这一问题客观辩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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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0月 2 6日世界卫生组织（W o r l d  H e a l t h 

Organization，WHO）下属研究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

对加工肉制品和新鲜红肉的致癌性进行了评估并发表

声明。此声明将加工肉制品列为最高等级致癌物（致

癌），新鲜红肉的致癌风险被定为仅次于加工肉制品的

第二等级致癌物（致癌可能性较高）。根据癌症组织此

前发表的声明，与加工肉制品在同一分组里的还有石

棉、烟草、柴油发动机尾气等目前公认的致癌物，与新

鲜红肉在同一等级的致癌物有草甘膦等。此声明被媒体

广泛报道，“猪肉、牛肉、羊肉都是致癌物”的说法一

时大量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红肉和加工肉制品还能不

能吃”的疑问也此起彼伏[1]。

1 红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结论的起因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称，由来自10 个国家的22 名专家

组成的工作组汇总了约800 份有关肉类饮食与癌症关联

的学术研究。根据有限的流行病学研究证据和强有力的

理论支持，食用红肉和患结肠癌、直肠癌呈正相关。有

足够证据表明，食用加工肉制品会引起结/直肠癌[2-8]。此

外，也有证据显示食用红肉与胃癌存在相关性，但证据

还不确凿[9-15]。

红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风险较高的观点并不仅是最

新的研究结果。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从上

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对约8 万名年龄在45～74 岁的研究

对象进行跟踪调查以研究食肉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根据

日常肉类摄入量，此调查的研究对象被分为5 组，并终

止于2006年。在调查期间共有788 人患上结/直肠癌，调

查发现，每天摄入肉类，特别是摄入红肉量超过80 g以

上的中老年女性，与每天摄入红肉不到25 g的中老年女

性相比，患结肠癌的风险增加了48%，每日摄入肉类超

过100 g的中老年男性与每日摄入肉类不足35 g的对照组

相比，患结肠癌的风险增加了44%[16]。据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2012年元月13

日报道，瑞典研究人员提醒，食用经过预处理的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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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咸肉、腌肉、熏肉或香肠，有可能患胰腺癌；虽然得

这种罕见癌症的几率比较低，但每天食用50 g的加工肉

制品（大约相当于一根香肠），患病的风险增加19%；

如果每天食用加工肉类达50 g，患胰腺癌的危险增加

38%。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增大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早已得

到证实，因此英国政府在2011年建议，每日加工肉制品

摄入量小于等于70 g[17]。2009年，美国国家健康协会资

助的一项调查发现，食用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调查对象

死于癌症、心脏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更高。世界癌症研

究基金会2011年资助的一项分析也发现，红肉和加工肉

制品与结/直肠癌之间有着关联[1]。2013年，欧洲一项联

合研究发现，肉类的摄入与癌症及心脏病死亡率的增长

有直接关系[1]。

2 红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的风险性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成立于1965年，主要从事有关癌

症病因的研究。该机构将致癌物归类为“致癌、致癌可

能性较高、可能致癌、致癌程度不确定和可能不致癌” 

5 个级别。2015年10月26日，IARC发布的报告指出，有证

据显示人类食用红肉会出现致癌效应，食用红肉致癌风险

较高。与此相关的癌症主要是肠癌、胰腺癌与前列腺癌。

同时该机构指出有充足证据表明食用加工肉制品会导致结

/直肠癌。因此，加工肉制品被列入1类致癌物，红肉则被

列入对人类致癌可能性较高（2A）类致癌物。

但是，“1类致癌物”并不等同于“食用即致癌”或

者有“相当高的致癌风险”。此项分类依据主要基于证

据的充分性，而并不是导致癌症的风险程度。因此，同

在一类致癌物名单中，烟草、石棉的危险性就要远远高

于加工肉制品[18]。据全球疾病负担项目估计，每年全球

有3.4 万人死于食用加工肉制品导致的癌症。如果食用红

肉与患结肠直肠癌被证实有因果关系，每年全球有5 万人

死于大量食用红肉导致的癌症[1]。相比之下，每年全球有

100 万人死于吸烟导致的癌症，60 万人死于饮酒导致的

癌症，20 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癌症。显而易见，食

用加工肉制品和红肉的风险并没有列入同类的其他致癌

物高[19]。对于个人而言，食用加工肉制品引发癌症的风

险远比吸食烟草或酒精小的多。

英国食品研究所营养学研究员表示，加工肉致癌的

结论或许与肉类加工时使用的配料有关，配料中的某些

物质符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有关致癌物的定义。此次研

究是证明致癌现象的证据具有何种可信度，并不说明致

癌风险的严重程度[20]。肉类摄入带来的肠癌风险与吸烟

带来的肺癌风险相比，前者要小很多。加工肉制品虽与

吸烟等其他癌症病因归于同一类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定为“1类人类致癌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同

样的危险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分类指的是关于某一

物质是否致癌的科学证据的力度，是评估致癌证据的多

少，而不是评估风险水平。

3 红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的理论

基于对红肉研究的几个假说理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

么加工肉制品的摄入与癌症风险相关。已经过实验测试

的假说理论包括：1）高脂肪的饮食可以通过抗胰岛素或

粪便胆汁酸代谢异常致癌；2）高温加工下的肉制品形成

致癌杂环胺和多环芳烃；3）致癌N-亚硝基化合物自动在

肉制品中形成；4）如红肉血红素铁可以致癌，因为它通

过脂质过氧化、代谢废液的细胞毒性或两者同时作用增

加细胞在肠黏膜中的增殖。亚硝化反应可能会增加固化

产物中血红素的毒性[21]。解决这一健康挑战应该通过改

变肉类加工方法而不是禁止加工肉制品。

此外，IARC研究红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效应的方

法是长期跟踪调查，关注食用肉类的人群中发生各种各

样癌症的情况。本次调查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目

标人群来自于美国、欧洲、日本。其中，1992年开始的

“癌症与营养欧洲前瞻性调查”，涉及人群47.8 万。结

果表明，完全不食用肉类的人患结/直肠癌风险最低。

每天食用50 g加工肉制品，患直肠癌风险增加18%，如

果每天食用100 g，风险则会增加36%[22]。现在患有结肠

癌的患者中，1/5可能归因于食用加工肉制品或红肉[1]。 

但人种差异、个体差异、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等都可能

影响研究结论。如中国四川、湖南长期食用腊肉，但两

地也有许多高龄老人，一生未有重大疾病。目前尚未有

中国肉类消费和致癌风险报告，以及不同国家肉类消费

数量导致癌症风险差异方面的研究发表。

况且结/直肠癌的病因尚未完全了解，目前医学研究

还处于对人体探索发现状态，很多医学现象都没有得到

完全的解释，还有诸多未解之谜。IARC研究红肉与加工

肉制品致癌效应的方法是一种观察性统计研究，与因果

实验研究交叠，会带来一些模糊的结论。如红酒研究自

相矛盾的问题，美国科学家发现，在有心脏病史的人群

中，小酌或酗酒者都比禁酒者寿命长[23]。但又有医学人

士提醒，“相比禁酒者，喝酒者患肝病风险更高”[24]。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和理论可以完全解释患癌症

风险与食用某种特定红肉或加工肉制品有关。因此，红

肉与加工肉制品致癌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红肉、加工肉制品食用习惯与癌症关系

全世界约有60多亿人口，分散居住在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分属于2 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信仰着各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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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有各自独特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由于各国地

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沿革、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

着各自独特的饮食文化[25]。韩国人爱吃辣椒、泡菜、大

酱汤，烧烤中要加辣椒、胡椒、大蒜等辛辣的调味品，

肉制品主要以烧烤腌制为主。日本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

因，喜欢吃腌制品及生海鲜制品，红肉及肉加工制品比

重略低于海鲜[26]。英国人饮食上力求简单方便，爱吃牛

（羊）肉、鸡、鸭、野味油炸鱼等。法国的烹调世界闻

名，用料讲究、花色品种繁多，其口味特点香浓味原、

鲜嫩味美，注重色、形和营养。法国对猪肉、牛（羊）

肉消费需求巨大，牛排和土豆丝是法国人的家常菜，肉

类菜不烧得太熟，有的只有三四成熟，最多七八成熟。

德国人对饮食并不讲究，喜欢吃瘦猪肉、牛肉、鸡蛋、

土豆、鸡鸭、野味，冷餐在德国的饮食文化中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意大利菜的特点是味浓、香、烂，重油、重

味、重色，烹调以炒、煎、炸、红烩、红焗等方法著

称，多牛、羊、猪肉和鸡、鸭、鱼、虾等。西班牙人则

喜爱在广场的髯火旁吃烤牛肉、海鲜，畅饮啤酒。俄罗

斯人午餐和晚餐很讲究，要吃肉饼、牛排、红烧牛肉、

烤羊肉串、烤山鸡、鱼肉丸子、炸马铃薯、红烩的鸡、

鱼、烧鸭等，肉制品市场份额巨大[27]。

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癌症报告》中说2000年全球

新增癌症患者1 000万，死于癌症的620万，占全球死亡人

数的12%，并预计到2020年全球癌症发病率可能比现在

增长50%。经常吃高脂肪及肉类食品可促使肝脏分泌更

多的胆汁，进入肠道后，胆汁中的初级胆汁酸在肠道厌

氧细菌的作用下转变成脱氧胆酸及石胆酸，而这两种物

质均是促癌剂，可以使肠道黏膜癌变[28]。但全世界各国

各地区饮食文化迥异，人们在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的

同时，也在食用各类腌制、烧烤、生鲜食品，此类食品

中的亚硝酸盐、致病菌等亦可对胃肠道造成损伤，从统

计学角度并无法直接证明红肉、加工肉制品与癌症的关

系。

5 我国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消费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声明中，红肉是指哺乳动物

肌肉，例如牛肉、羊肉、马肉。加工肉制品主要是指用

冷冻以外的保藏方法保存的猪肉和牛肉，和任何用以提

高屠宰肉质量或改变风味而施加的处理。大量不同的加

工肉制品是不容易按种类分类的，但是加工方式包括腌

渍（加盐和其他添加剂）、干制、烟熏、烹调和包装。

加工肉制品包括培根、火腿（生火腿、烟熏火腿或者烹

调火腿）、加热的香肠比如热狗（法兰克福香肠）、生

香肠（比如发酵香肠萨拉米）、意大利博洛尼亚香肠、

血肠（英国黑布丁）、肝酱和其他酱或涂抹型肉制品、

午餐肉和其他冷切、罐装肉、咸牛肉[29]。大多数加工肉

制品含有猪肉或牛肉，加工肉制品还会含有其他肉类

（如禽肉）、内脏及血液等肉类副产品[30]。

中国是肉类消费大国，2012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

为62.7 kg，是世界上肉类消费增速最快的国家，目前中

国肉类消费总量达到8 483 万t，占全球肉类消费总量的

27.8%。而且中国对于肉类的消费还在逐年上升，人均肉

类消费比亚洲一些其他国家要高。但中国人均加工肉制品

食用量很低，人均每天远低于50 g。发达国家基本都是人

均肉类消费大国，尤其美国是世界上最爱吃肉的国家，每

年人均消费肉类约100 kg以上，也是世界第一大强国[31]。

6 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消费与癌症

肉类的主要营养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质量好。

肉类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约为30%～35%，其化学组成与

人体蛋白质很接近，所以吸收率极高，可达80%以上。

此外，肉类能供给丰富的无机盐和维生素，是高营养的

美味食品。肉类在加工或烹饪过程中可能形成致癌化学

物质，包括亚硝基化合物、多环芳烃、杂环芳烃；烹饪

红肉或加工肉制品也会产生杂环芳氨和其他化学物质包

括多环芳烃[32]。这些物质也可以在其他加工食品和空气

污染中找到[33]。其中一些化学物质已知或有致癌嫌疑，

但除此以外，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工作组没有足够数据得

出关于肉的烹饪方法是否会影响患癌风险的结论[34]。

美国肉类协会表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

是对常识和此前无数报告的公然挑衅[1]。无论是常识还是

此前的报告都认定，肉和癌症之间没有关联。科学研究

也证明，癌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不是由单一食物引发

的。英国研究者表示“在英国，还没有证据表明，素食

者患结肠癌的风险比肉食者低”[35]。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自己也表示，吃肉对健康有益，

人们可以限量吃肉，但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每天吃多少

肉是安全的[1]。虽然很早就有研究证明癌症的发生和脂肪

摄入过多以及食肉过多有关系，但实际上癌症的发生可

能是多种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遗传因

素，也有生活习惯和营养搭配膳食结构的因素，所以单

纯从某一个角度去判定吃某种食物就一定会增加患癌、

致癌的可能其实是不全面的。

7 结 语

简单认为食用红肉和加工肉制品会导致肠癌是武断

的，红肉是否为直接致癌诱因仍有待考量。高发的癌症

以及死亡率，除了环境、家族遗传等诱因外，很重要的

一点是现代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不良的饮食结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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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这些比所谓的红肉以及加工肉类更具致癌危险。

而且我国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年人均消费量远低于美国等

世界发达国家消费水平，且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所发布的相关调查结果并不能严格佐证红肉可

以致癌，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适量食用红肉和

加工肉类是有益的。但它也提醒了我们，要合理搭配自

己的膳食结构，不能长期偏食某一种肉类或者其他高脂

肪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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