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件涉及临时议程的第 6.5 项。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
大韩民国首尔，2012 年 11 月 12-17 日

框架公约联盟政策简报：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
框架公约联盟建议：





各缔约方应至少在其各自国家市场认真监测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销售
和促销，并向缔约方会议报告相关的发现；
各缔约方应对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管制批准、使用场所、税收和其他
问题适用相关的立法；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问题不应转给第 9 条和第 10 条工作小组，而是
可能需要在缔约方会议将来的会议上进一步讨论。

引言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通常称为电子烟1，是一项比较近期的发明，在若干国家引起了比
较多的媒体关注。这些装置一般使用电池作为动力，声称通过汽化向肺部传送尼古丁。
（一些国家的电子烟使用者把自己称为“Vaper”（“汽化者”）。）通过吸入汽化气体
有多少尼古丁被人体吸收尚不清楚，各种品牌电子烟可能含有的其他各种成分也尚不清
楚。
正如在秘书处的报告提到的，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市场正在迅速演变，有些分析人士指出
它最终可能与卷烟的市场份额不相上下。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在许多方面让监管者感到挑战：
1. 许多使用者明显认为它比卷烟的危害性小许多，这种情况（但尚未被证明）确实
可喜；
2. 电子烟吸引使用者的一个方面是表面看起来像卷烟；
3. 生产商和零售商一般没有寻求获得其产品的管制批准，电子烟常常在因特网上营
销；
4. 根据一个国家的法律框架，电子烟可以被认为是烟草制品，或治疗用药/医疗器械
的结合，或两者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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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lectronic cigarettes are advertised as containing no nicotine, so the two terms are not exactly equivalent.

如秘书处报告附录 1 所介绍的，对电子烟的管制方式有所不同。以下是四个例子：








巴西的管制机构 ANVISA（国家卫生监测局）2009 年通过了具体的决议2（等同于规
章），禁止“用于抽吸的任何电子装置”的销售、进口和广告，但是这同一份决议规
定了该产品进行潜在审批的规则（比如毒理测试和证明提出的任何疗效的证明）；
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利益攸关方通知》，指出电子抽吸制品进口、广告或销售前，
需要获得上市授权，需要包括劝告人们不使用电子烟的警告，因为这些制品都还没有
根据《食品药品法》的规定获准在加拿大使用3。这个通知的意思相当于把电子烟归类
为未经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电子烟生产商可以向卫生部提交申请获得在加拿大销售
的批准，如同尼古丁口胶剂和含片生产商必须获得产品上市前批准一样。
在英国，药品管理局（药品和医疗产品管理局）2010 年就电子烟进行了磋商，决定不
禁止电子烟，因为药品管理局“不希望看到有用的产品被禁止进入市场”。英国正在
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是否根据药品法规对所有含有尼古丁的产品进行管制的最终决定
要等到 2013 年春天才做出。在此期间，药品管理局承诺与电子烟产业一道，制定行
为自律准则，使运作达到高水准4。
在美国，法院推翻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把电子烟作为药品/医疗器械进行管制的企
图，而是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把它判定为烟草制品，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宣布了据此
对电子烟进行管制的计划5。

考虑

1. 产品的有害性
《烟草控制》杂志最近的一篇评论指出：
一方面，通过汽化传送的尼古丁含有的已知有毒物质很少，理论上
应该风险比较低，尤其是与卷烟相比时。现有的有限数据表明，这
些产品可能不会达到卷烟的健康危害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对使
用成分的纯度、装置的功能和质量控制、使用者改变装置的轻松程
度、对生产和营销一般缺乏监管，仍有较多关切6。
这说出了问题的核心。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很可能比常规卷烟的危害性小许多，人们可以想
象从常规的烟草制品大量转换为电子制品会有相当多的公共卫生益处。但是另一方面，在缺
少测试和管制管理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知这一点，当然还有电子烟对使用者可能实际增加
伤害的各种情形（比如不吸烟者使用，或者避免戒烟）。

2. 营销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常常在因特网上促销，或者在一些国家在（比如购物中心的）促销摊位
促销。在一些国家，还有广泛的在线“vaping” （汽化）群体7；这些群体是否收到电子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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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商的资助尚不清楚。一些网站侧重
评论具体型号的电子烟，而另一些网
站有着更多政治性的议程，涉及电子
烟的法律地位（比如是否可以在禁止
吸烟的地方使用）。
电子烟广告一般强调它比常规卷烟好
的若干益处，比如没有烟雾的气味、
能在禁止吸烟的地方使用、周围的人
不接触“有害化学物质”。一些广告
明确宣称电子烟比卷烟危害更小，或
者是戒烟的有效方式。在公共卫生
界，对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一个顾
虑是，它具有抵消烟草控制干预措施
阻止烟草主流化影响的潜力，比如可
以在无烟区“抽吸”（至少可以“抽
吸电子的”）。

电子烟以各种口味售卖
当前，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市场细分
严重，有多家小型生产商和卖家竞争
电子烟的典型网上广告
使用者的注意力。以前大的烟草公司
开发过自己的加热而不是燃烧烟草的制品（最知名的是雷诺烟草公司的 Premier 产品，1988
年上市后并不成功）。多家烟草公司已经表示推出这类新产品的意向，可能使用现有的卷烟
品牌名称8。在美国，2012 年 4 月，罗瑞拉德烟草公司（Lorillard）收购了一家美国电子烟公
司9。

3. 监管体制
若干年来，多位观察家都指出需要更好地融合或协调对烟草制品和药用尼古丁产品的管理方
式。药用产品需要经过广泛的测试、关于准许宣称疗效的规则，以及各种广告和营销限制。
烟草制品一般不用经过任何健康检测（也就是说，不需要低于某个风险水平即获准销售）；
在大多数国家，很少有关于销售地点的法规；广告和营销规则根据各缔约方实施公约第 13
条的成功与否有所差别。至少可以要求各国政府应协同管理这类产品，尤其是在批准药用尼
古丁可以长期使用的国家。比如，2002 年，伦敦皇家内科医生学会发表的报告要求对烟草制
品和尼古丁产品有统一的管制当局10。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设计和营销跨越烟草制品和药用尼古丁的界限。它承诺“安全地”
（或者至少更安全地）传送尼古丁，就像尼古丁口胶剂或贴片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它的设
计又像卷烟，宣传是“消遣”产品而不是药品。迄今为止，还没有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提交
获取管制审批的申请，不过随着更大的公司进入这一细分的市场，情况很可能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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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研究小组 2010 年建议，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应“作为药物和医疗器械的
组合而不是作为烟草制品进行管制”11。这很可能是许多缔约方法律框架下符合逻辑的方
式。但是，缔约方也可能希望借此机会，审查其对烟草制品和尼古丁产品的管制结构。比
如，欧盟目前正在修订其《烟草制品指令》，据了解正在考虑的问题包括对电子卷烟的管制
12
。
a)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适用性
在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第 9 条和第 10 条工作小组提请缔约方会
议“表明其是否可将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视为‘烟草制品’，并是否应将其列入工作
小组今后的工作范围”。
框架公约联盟继续建议，缔约方会议对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是否为烟草制品这一具体
问题不持立场。如秘书处报告所指出的，各缔约方的做法不同，有些缔约方把电子烟
作为药品/医疗器械，另一些缔约方把它作为烟草制品。这一问题今后几年在若干个
缔约方会有诉讼争议，缔约方会议的结论不会有帮助。而且，由于技术和营销策略的
迅速发展，保持灵活性将是慎重的。

结论
框架公约联盟鼓励各缔约方起码在其国家市场，认真监测电子尼古丁传送装置的销售和促
销，在向缔约方会议的报告中提供相关信息，特别是关于跨境（比如基于因特网的）贸易
的信息。
根据其特定的监管框架，各缔约方应决定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应被归为烟草制品还是药品
/医疗器械，并且对管制审批、使用地点、税负和其他问题适用相关的法律。各缔约方还
应考虑这一框架是否需要全面修订。
框架公约联盟不建议把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问题转给第 9 条和第 10 条工作小组。我们
认为，如同在第四届会议上上所阐述的，电子烟监管的困难与第 9 条（涉及对烟草制品成
分和释放物的管制）和第 10 条（涉及烟草制品的披露）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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