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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材料中残留物全氟辛酸铵安全评价

模型的建立

马  伟，王利兵，李灼坤，徐丽广，胥传来 *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从全球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协调制度(GHS)体系出发，结合全氟辛酸铵(APFO)对环境造成影响因素的相对重

要程度，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运用层次分析为基础的模糊数学评价模型，建立包含理化性质、物理危害、健

康 / 环境危害和环境暴露四个指标层 15 个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 1-9 标度法确定各因素权重，进行 APFO 的安

全性定量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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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Evaluation Model for Ammonium Perfluorooctanoate(APFO) in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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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and with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 safety

evaluation model for APFO was established, and a system with 15 factors about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physical hazards,

healthy/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environmental exposure was also established under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GHS). Weight

of each factor was calculated with scale method, which quantitatively represents the safety of AP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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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于化学品危险评价(或安全评价)主要集中

在生产作业安全、涉及化学品泄漏等紧急事故方面，具

体方法包括 LEC 评价法、道化学指数评价法、蒙德法、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风险评价法、系统综合安全评价技

术和模糊评价法等；同时还有对工业垃圾废物、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迁移转化和垃圾废物风险评估等方面的研究

报道。对于特定类化学物质 APFO，尚未建立安全性评

价体系和模型。

本研究针对有害物质安全评价过程中的特点，首

次从 GHS 体系出发，基于层次分析法对 APFO 的安全

性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建立了涉及理化性质、物理危

害、健康 / 环境危害及环境暴露指标四个方面多因子

的安全评价体系 [1-4]。与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安全性评价

模型相比，指标和因素的选取更侧重于与国际通用的

G H S 体系结合，增加物理危害指标层，使得安全评

价涉及指标更为全面且普遍适用于其他化学品安全性

评价 [ 5 - 7 ]。

1 基于 GHS 体系的安全性评估

GHS 协调系统根据物质健康、环境和物理的危险性

来对其进行正确的分类。并按照物理危害、健康危害

及环境危害三个方面依据实验数据将危险化学品分为 26
类物质。

根据物理危害可将化学物质分为爆炸性物质、易燃

物质、氧化性物质、腐蚀性物质等 16 类。根据急性毒

理实验、慢性毒理实验、三致( 致癌、致畸、致突变)
实验、水生生物急慢性毒性等实验数据，将涉及健康

危害及环境危害按照危害性强弱划分为以下不同的级

别，见表 1 。

2 化学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化学品的安全评价(或风险评价)是利用现有获得的与

化学物质相关的知识和资料，依赖有关的基础学科(如
环境毒理学、生态毒理学、环境化学、生态学等)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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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HS系统下健康危害及环境危害级别划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s under
GHS system

                 危害级别划分

急性经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类型 5
口毒性 0～5 5～50 50-300 300～2000 2000～5000
急性吸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入毒性 0～0.05mg/L 0.05～0.5 0.5～1.0 1.0～5.0
急性经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类型 5

健 皮毒性 0～50 50～200 200～1000 1000～2000 2000～5000
康 皮肤腐蚀性 类型 1A 腐蚀性 类型 1B 腐蚀 类型 1C 腐 类型 2 类型 3 轻

危 / 刺激性 接触时间≤ 3m 性 3min～1h 蚀性 1～4h 刺激性 微刺激性

害 眼损伤 类型 1 类型 2A 类型 2B
评 / 刺激 眼腐蚀性 刺激性 轻微刺激性

估 生殖细胞 类型 1A 类型 1B 类型 2
致突变 已知致突变物 预期致突变物 可疑致突变物

生殖毒性
类型 1A 类型 1B 类型 2

已知生殖毒性 预期生殖毒性 可疑生殖毒性

靶器官毒性 类型 1 类型 2
(一次接触) 导致重大毒性 导致潜在危害

靶器官毒性 类型 1 类型 2
(多次接触) 导致重大毒性 导致潜在危害

致癌性
      类型 1A：已知  类型 1B：预期 类型 2

潜在致癌性 潜在致癌性 可疑致癌物

鱼 急性 1 急性 2 急性 3
环境 急 ≤ 1mg/L 1～10mg/L 10～100mg/L
危害 性 慢性 1 慢性 2 慢性 3 慢性 4
评估 毒 ≤ 1mg/L 1～10mg/L 10～100mg/L 极难溶解

性 logKow≥4 logKow≥4 logKow≥4 logKow≥4

n

j＝1

新研究成果，借助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工具，来认识和

鉴别该物质可能带来的风险类别，以及对人类和周围环

境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及程度，并计算危害出现的可

能性过程。化学品的风险评价应以国内外公认的鉴别指

标为基础，目前在化学品生产、运输和消费等控制环

节普遍采用的为欧盟化学品白皮书(REACH 法规)，要求

对化学品的生产、分类、标签及安全评估等方面进行

限制和研究；而 GHS 体系虽未统一化学品风险评估程

序，但对可能产生的物理、健康及环境危害等均做了

详细的介绍，并对危险性类别进行判断。为此，本文

将从 GHS 体系出发，结合化学品危险类别进行安全评价

研 究 。

根据所建立的化学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害化学

物质风险度可按下式计算：

F ＝∑ WiXi

式中，F 为化学物质的风险度；W i 为第指标的综

合权重(=1,2, …n)，并且，∑Wi ＝ 1，i 代表指标类型；

X i 为化学物质在第指标中的风险度。

3 APFO 安全评价模型

3.1 APFO 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目前国内、外在建立涉及化学品等有毒有害物质的

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时，选择的指标主要涉及理化特性、

环境持久性、高生物蓄积性、毒性、环境监测中的检

出频次、迁移与归趋行为以及环境背景浓度等[8-10]。由

于化学品等有毒有害物质在环境中的安全性影响因子较

多，很难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金萍等[11]选择

理化性质、环境暴露指标及环境毒理学指标等三个方面

共 14 项因子，建立了危险废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通

过涵盖危险物质的特性，如毒性、反应性、易燃性、

腐蚀性等对危险废物进行鉴别。本文参考 GHS 协调体系

构架，选择涉及理化性质、物理危害、健康 / 环境危

害及环境暴露指标等四个方面共 15 项因子，以此建立了

由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构成化学品安全评价体系。

3.2 综合权重的确定

由于本文中层次分析法有两层权重而确定，故综合

权重的计算式为：

W 综合＝ W 准侧× W 指标

从而得到各个指标的综合权重见表 2。

3.3 APFO 安全评价指标水平的确定

3.3.1 APFO 安全指标的分级标准

制定分级标准与建立评价指标密切相关，按照评价

的要求必须对各项指标划分相应的等级，以便赋予其相

应的分值。在确定分级标准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1)
指标内涵概念清晰，等级划分合理；( 2 )拉开档次，使

各等级所代表的重要性程度有较为明显的区别；(3)尽可

能使用量化指标，对部分无法量化的指标在定性描述时

应有易于区分的界线。

本文将 APFO 的安全标准划分为四个等级，即极高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权重 综合权重

理化性质指标
Wb1 ＝ 0.7306 W1 ＝ 0.0402

Wa1 ＝ 0.0550
Wb2 ＝ 0.1884 W2 ＝ 0.0104
Wb3 ＝ 0.0810 W3 ＝ 0.0045

物理危害指标
Wb4 ＝ 0.2583 W4 ＝ 0.0680

Wa2 ＝ 0.2634
Wb5 ＝ 0.1047 W5 ＝ 0.0276
Wb6 ＝ 0.6370 W6 ＝ 0.1678

Wb7 ＝ 0.0658 W7 ＝ 0.0658
Wb8 ＝ 0.0658 W8 ＝ 0.0193

健康 / 环境危害指标 Wb9 ＝ 0.0658 W9 ＝ 0.1531
Wa3 ＝ 0.5638 Wb10 ＝ 0.0658 W10 ＝ 0.1531

Wb11 ＝ 0.0658 W11 ＝ 0.1531
Wb12 ＝ 0.0658 W12 ＝ 0.0193

环境暴露指标
Wb13 ＝ 0.6370 W13 ＝ 0.0750

Wa4 ＝ 0.1178
Wb14 ＝ 0.1047 W14 ＝ 0.0123
Wb15 ＝ 0.2583 W15 ＝ 0.0304

表2  综合权重结果表

Table 2   Integrated weights of all factors



695※包装贮运 食品科学 2008, Vol. 29, No. 12

风险等级 极高风险级 高风险级 中等风险级 低风险级

风险评分 8 6 4 2

表4   线性风险等级评分表

Table 4   Linear grade for safety scales

风险等级 极高风险级 高风险级 中等风险级 低风险级

风险评分 8 4 2 1

表5   指数型风险等级评分表

Table 5   Index grade for safety scales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线性 2 2 8 2 2 6 2 4 8 4 4 4 6 2 8
指数 1 1 8 1 1 4 1 2 8 22 2 4 1 8

表6   APFO安全评价指标水平

Table 6   Safety evaluation factors for APFO

风险级、高风险级、中等风险级和低风险级。综合本

章第二节中的划分准则，确定危险程度具体划分标准如

下，见表 3 。

3.3.2 APFO 安全评价的风险度标准

3.3.2.1  线性风险等级评分

线性风险等级评分是一种传统的风险等级评分方

式，在环境风险评价中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线性方

式的风险等级评分见表 4，其主要特点是：( 1 )等级明

确，能够直观明显的反映出各等级间的重要性程度区

别；(2)认为风险度随风险等级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两者

成线性关系，即各等级间的风险度之差是不变的；(3)认
为在最后的综合风险等级评估中，各等级的区间长度是

相等的；( 4 )风险度评分完全量化，计算过程简单。

准则层 评价指标                                指标分级准则

(B) (C) 极高风险级 高风险级 中等风险级 低风险级

理化性 水溶性(C1) ＞ 10000 1000～10000 100～1000 ＜ 100
质指标 挥发性(C2) ＞ 78 25～78 10～25 ＜ 10

(B1) 分配系数(C3) lgpo/w ＞ 2 1 ＜ lgpo/w ＜ 2 0.5 ＜ lgpo/w ＜ 1 LgBcf/w＜0.5

易燃性(C4)
闪点＜ 23 初℃，沸 闪点＜初 23℃， 闪≥ 2 3℃， 闪点＞ 6 0℃，

点≤ 35℃ 沸点＞ 35℃ ≤ 60℃ ≤ 93℃
物理危 55℃对钢或铝表面 55℃对钢铝或表面

害指标
腐蚀性(C5)

的腐蚀速率＞ 的速腐蚀率

(B2) 6.25mm/y ＜ 6.25mm/y
爆炸性(C6) 1.1～1.3 项 1.4 项 1.5、1.6 项 未列入 1.1～1.6 项

急性经口毒性(C7)
＜ 5 5～500 500～5000 ＞ 5000
＜ 1 1～100 100～1000 ＞ 1000

皮肤刺激性(C8) 接触时间≤ 3min 3min～1h 1～4h ≥ 4h

生殖毒性(C9)
按 GHS 标准 按 GHS 标准 按 GHS 标准 无阳性结果

已知生殖毒性 预期生殖毒性 可疑生殖毒性

健康 / 环
致癌性(C10)

GHS 标准 按 GHS 标准 按 GHS 标准 无阳性结果

境毒性 已知潜在致癌性 预期潜在致癌性 可疑致癌物

指标(B3) 对三种或三种以上 对两种受试动 对一种受 无阳性结果

致突变性(C11)
受试动物短期致 短期致突变试验 试动物短

突变未阳性或对 为阳性或对哺乳 期致突变

人一种为阳性 物物一种为阳性 实验为阳性

鱼慢性毒性(C12)
2.5 ＜ 2.5～25 ＞ 25～250 ＞ 250
＜ 5 5～50 50～500 ＞ 500

环境暴 进入环境的量(C13) (t/a) ＞ 10000 1000～10000 10～1000 ＜ 10
露指标 释放速率(C14)(%) 大量释放 一般释放3~30 少量释放0.3~3 基本不释放，＜0.3

(B4) 环境持久性(C15) (d) ＞ 30 10～100 0.001～10 ＜ 0.001

表3   APFO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分级标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system of APFO

3.3.2.2 指数型风险等级评分

指数型风险等级评分也是风险等级评分中经常使用

的一种评分方式，风险等级评分表见表 5，它的主要特

点是：(1)等级明确，能够直观明显的反映出各等级间的

重要性程度区别；(2)认为风险度随风险等级的增加而增

加，并且两者成指数增长关系，即各等级间的风险度

之差是越来越大的；(3)认为在最后的综合风险等级评估

中，各等级的区间长度是不等的，越高等级的风险区

间长度越大，且这一变化也是指数型的；(4)风险度评分

完全量化，计算过程也比较简单。

3.3.3 APFO 安全评价指标水平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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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章所述有害化学品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全

氟辛酸铵自身理化性质、毒理学数据等，确定线性评

分法和指数评分法中 APFO 的安全评价指标水平见表 6。
在 3.2 中已计算出了各指标的综合权重，由计算式

可分别得出线性评分法和指数评分法的最终风险度分别

为 4.7526 和 3.3885。
比较两个结果可以看出：由线性评分法计算得出的

风险度要高于由指数评分法计算得出的风险度。这是由

于线性评分法相邻等级间的风险度之差不变，而指数评

分法相邻等级间风险度之差越来越大所造成的。

4 结  论

4.1 首次从 GHS 体系出发，介绍化学物质物理危害、

健康危害及环境危害级别划分原则。

4.2 首次建立化学品安全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化学

品危险性的鉴别方法、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并

建立涉及理化性质、物理危害、健康 / 环境危害及环境

暴露指标等四个方面 15 项因子的安全评价体系，并将其

运用于 APFO 的安全性评价。

4.3 确定 APFO 安全评价体系中各因子指标权重，建

立化学品筛选指标体系分级准则，得出 APFO 线性评分

法和指数评分法的最终风险度分别为 4.7526 和 3.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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