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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的致癌风波第一章

2015 年 3 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称全球

广泛使用的除草剂草甘膦是“较可能致癌物”，引

发渲然大波。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成

立的农药残留联席会议及欧洲食品安全局则声

明草甘膦与癌症无关。

我该相信谁？

IARC 中文名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该机构将致癌物的风险分为

“致癌、较可能致癌、可能致癌、不确定是否致癌和可能不致癌”五个

级别。它只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工作组之一。

IARC是何方神圣？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农药残留

联席会议

（世界卫生组织WHO）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机构
(IPCS)

饮水、卫生和健康机构
(WSH)

(JMPR)

（世界卫生组织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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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第一章第一章 草甘膦的致癌风波

与草甘膦同时上榜 IARC 致癌分类列表的还

有红肉，油炸食品，理发师职业等。

IARC 怎么把我们日常应用

的“东东”列为致癌物呢？

草甘膦的致癌风波

细细看来，IARC 的分类旨在识别某种物质导

致癌症的可能性，但未显示具体导致癌症的风

险水平（即可能性有多大）。

也就是说，不用把日常生活中“致癌”的语境和

理解套用在IARC这个特定机构的风险评估上。

IARC 关注的是某种物质致癌的危险，至于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就不是他们

的职责了。

以红肉为例，IARC 认为吃红肉有“较可能致癌”危险，但并不代表吃了红肉就会

致癌，可能性一定是很低很低的喽。

IARC 的风险评估标准

油炸食品 理发师职业红肉

分类1

致	癌

阳光 烟 木屑 酒类饮品加工肉制品

分类3
不确定
是否致癌

保温玻璃棉 荧光灯 咖啡因 磁场染发产品

分类2A
较可能
致	癌

高温油炸 红肉 玻璃制造 夜班 草甘膦理发师

分类2B
可	能
致	癌

咖啡 芦荟提取物 腌菜 弱电磁场 滑石底粉木工

分类4
可能
不致癌

已内酰胺

它主要用于合成纤维制造。

注：这是唯一一种被IARC归为此类的物质。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致癌分类举例

经鉴定的物质或商品数量：“致癌”（1类）共 118 项，“较可能致癌”（2A类）共 75 项，“可能致癌”（2B类）共

288 项；“不确定是否致癌”（3类）共 503 项，“可能不致癌”（4类）1项。截止至 2015 年 11 月 12 日，来源：

IARChttp://monographs.iarc.fr/ENG/Classification/index.php

所以红肉还是可以吃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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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的应用使草甘膦成为全球农业生

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农药。IARC 对草甘

膦的结论与其他监管机构大不相同。科研团体

先后对草甘膦做了超过 300 个的独立毒理学

研究，草甘膦不大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险。

自 1979 年以来，IARC 已经对上百种产品、化合物、生活习惯、病毒、工作环境

做出了致癌分类，这并不是它第一次说某种化学物质可能致癌，为什么偏偏草

甘膦的分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呢？

WHY? 为什么偏偏

是草甘膦

其他权威机构：草甘膦不大可能致癌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卫

生组织——农药残留联席

会议（JMPR)	

欧洲

——欧洲食品安全

（EFSA）	

美国

——环境保护署（EPA）

中国

——农业部药检所 (ICAMA)	

加拿大

——加拿大卫生部有害生

物管理局（PMRA）

各机构对草甘膦致癌

的评估结论：草甘膦

不大可能致癌。

小贴士：

为什么是“不大可能”而不是

“不可能”致癌呢？

凡事都没有绝对，“不大可能”

是科学界的严谨表述方式。

+年的使用历史 实验研究

国家正在使用草甘膦

第一章第一章 草甘膦的致癌风波 草甘膦的致癌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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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有危害吗？不可能没有，它毕竟是农药。但草甘膦有危害并不意味着它的风险不可接

受。由于在环境中我们接触很少量（暴露水平）的草甘膦，它实际风险很小。

俗话说：

“抛开剂量说毒性就是耍流氓”

风险 危害 暴露水平= ×

IARC的结论为何与众不同？从目标说起。

第一章第一章 草甘膦的致癌风波 草甘膦的致癌风波

IARC 目标：科学研究。发现生

活中各种可能致癌因素的危害，

夜班、理发师都是较可能致癌的

因素，这些在生活中需要关注，

但无法避免。

监管机构目标：适用性。分析产品

是否可以安全应用，他关注的是现

实情况中的风险，不但考虑危害，

还要考虑发生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IARC(2015)

所以你看，IARC对草甘膦致癌性的结论跟其他国际

监管机构不太一样呢。SO

世卫组织-农药残留联席会议（1987-2016）

美国环保署（1991,1993）

加拿大有害生物管理局（1991,2015）

世卫组织-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1994）

日本厚生劳动省（1999）

世界粮农组织（2000）

欧洲食品安全局（2002,2015）

世界组织-饮水组、卫生组、健康组（2005）

加州健康评估委员会（2007）

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2010）

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2013）

…	…

草甘膦
不大可能致癌 草甘膦较可能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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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对人来说是有致命危害的，但如果这条鲨鱼是在水族馆里的话，那这条鲨鱼对人们带来

的风险就几乎是零，因为鲨鱼跑不出来，人们直接与鲨鱼接触的机会基本没有，也就是暴露

量几乎为零，因此发生事故的风险很低。

草甘膦对人来说是有害的，直接喝肯定不行，就比如人直接喝高浓度盐（氯化钠）也不

行。只要将草甘膦的人体接触量控制在一个科学安全水平内，就不大可能产生风险。

风险 VS 危害

海
水
中
观
看
鲨
鱼

水
族
馆
里
观
看
鲨
鱼

草甘膦学名N-( 邻酰基甲基 ) 甘氨酸，它是一种农药，能杀死几乎所有的植物，我们管这

类除草剂叫做“非选择性除草剂”。但这不代表说，草甘膦能杀死一切生物，它只能杀死植

物，仅此而已。

草甘膦：是农药 ,不是饮料

草甘膦是什么？

说到草甘膦怎么除草，就不得不提到植物体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物体：5- 烯醇式丙酮酰莽草

酸 -3- 磷酸合酶（EPSPS）。EPSPS 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植物没有它就会死掉，它负责将磷

酸烯醇式丙酮酸（PEP）转化为植物生长需要的重要原料。

那草甘膦为什么能除草呢？就是因为它跟EPSPS 酶催化反应底物 PEP长得非常像（如图）！

除草？当然拼实力

PEP分子式PEP分子式
草甘膦分子式草甘膦分子式

看，PEP 长这样： 草甘膦呢，就长这样：

是不是很“诈”？就这样，草甘膦在

植物体内做的事情就是“鸠占鹊巢”。

草甘膦霸占了 PEP 的位置，但是又不能

像 PEP 那样发挥作用，不能为植物提供

所需的原料，植物慢慢就枯萎死亡了。

第二章第一章 草甘膦的致癌风波 除草实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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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除草实力派第二章 除草实力派

万一不小心误食了草甘膦，怎么办？

多喝水，洗洗睡。

这个道理跟小狗吃巧克力有点类似。巧克力无疑是人类的美食，却是小狗的毒药。巧克力中

的可可碱会作用于小狗的中枢神经和心肌，对一只体重约 3千克的小型犬来说，一小口黑巧

克力就能中毒，而吃下一板黑巧克力就可能因为心动过速和肌肉强直而危及生命。

所以，巧克力可怕

吗？很可怕，对小狗

来说。

草甘膦可怕吗？很可

怕，对植物来说。

草甘膦都去哪儿啦？

草甘膦主要通过枝叶进入到植物体内，也有一些通过根系进入到植物体内。进入植物体内

后，草甘膦会转移到植物其他部位，并最终通过根系排放到土壤中。草甘膦入土后很快与铁、

铝等金属离子结合而失去活性，或被土壤微生物分解。

草甘膦盐易溶于水，它很难在动植物体内积蓄。由植物排放到土壤后，草甘膦通过土壤微生

物很快被降解为二氧化碳和磷酸等天然物质。

注意了：哺乳动物、鸟类以及人类的体内都不存在

EPSPS 这种酶，由于没有“鹊”也没有“鹊巢”，所以就

不会发生草甘膦“鸠占鹊巢”的故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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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的生产情况

数据显示，全球草甘膦的产量约为 84.02	万吨 /年，使用遍及世界各地。中国是全球草甘膦

生产第一大国，2015 年，我国出口草甘膦 52.6 万吨。

10

草甘膦用在哪些地方？

农业市场农业市场

治理路边的植被。

防止危及本地动植物的外来植物品种肆意生长。

除掉学校、公园、娱乐场所的毒藤、荆棘丛等杂草。

工业市场工业市场

消除人行道、花坛、树旁或私家庭院里的杂草。

消费品市场消费品市场

中国农药出口总额约为20.82亿美元,其中草甘膦出口总额约12.7亿美元。

同时，草甘膦也是我国向美国、巴西、阿根廷、越南等国出口金额最大的农药。

第二章 除草实力派第二章 除草实力派

除草效果好：对

40 多科 100 多

种杂草有较好的

防除作用，可以

杀死多年生深根

杂草。 低毒：	草甘膦毒性很低，在动物体内不蓄积。

为什么草甘膦受到如此欢迎？

经济：草甘膦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农药。

其他农药 草甘膦

中国农药出口总额
用于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除草。

用于免耕春油菜田、免耕冬油菜田、免耕抛秧水稻田播种前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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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有什么关系？

第三章 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 第三章 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

比如占美国大豆种植面积 90% 以上的

耐草甘膦大豆，就是被转入了一个来

源于土壤中常见细菌的基因，因为分

离得到这个基因的菌株叫 CP4，这个

基因表达出来的“聪明”酶就被命名

为 CP4	EPSPS。

耐草甘膦作物为什么能够耐草甘膦呢？

耐草甘膦的办法有很多种，比如：

找一种聪明的 EPSPS 酶，转到植物

中去，它能够分得清草甘膦和 PEP，

并且更喜欢与 PEP 在一起。即使喷

上草甘膦，它也能有效地找到 PEP，

发挥正常 EPSPS 酶的功能。

19701970

19741974

孟山都公司的化学家 John	E.	Franz 合成

了草甘膦。

孟山都公司的化学家 John	E.	Franz 合成

了草甘膦。

草甘膦作为除草剂在美国成功登记注册。

在生产应用上，草甘膦与转基因耐除草剂作物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技术研发上，二者没有关系。

由于使用草甘膦，而不用其他除草剂，转基因耐草甘膦作物中草甘膦的

残留量相应增加，其他除草剂残留量相应减少。

转基因作物自身安全性与草甘膦农药的安全性没有关系。

直接关系：

间接关系：

随后 ,抗虫、抗病毒、耐旱、品质改良等转基因作物大量出现。

19731973

19961996

美国科学家科恩实现了外源基因的转移。美国科学家科恩实现了外源基因的转移。

第一例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问世了。第一例转基因耐草甘膦大豆问世了。

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有关系么？有，也没有。1970 年，孟山都公司的化学家 John	E.	Franz

合成了草甘膦。1974 年，草甘膦作为除草剂在美国成功登记注册。由于除草效果超级好，草甘

膦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在草甘膦成功商业化 20 多年后，1996 年第一例转基因耐草甘

膦大豆问世了。草甘膦比转基因大 20 岁。

聪明的 EPSPS 酶 普通的 EPSPS 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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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情况 (2015)

主要转基因作物

大豆

51%
玉米

30%

棉花

13%

油菜
5%

其他
1%

六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
（单位：万公顷）

India 1160印度

Argentina 2450阿根廷

Brazil 4420巴西

USA 7090美国

Canada加拿大 1100

China中国 370

转基因性状比例

单纯耐除草剂作物
53%

复合性状作物
33%

单纯抗虫作物 14%

当然会，但残留量很低，远小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摄入量。在耐草甘膦作

物中，大部分草甘膦通过根系排放到土壤中，少部分留在植株中 ,主要被代谢为AMPA，并

进一步转化为简单化合物及天然产物，并且，草甘膦残留量在作物不同部位差异很大，籽粒中

的残留明显低于其他部位。

草甘膦会残留在食物中吗？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对草甘膦在各类食品中的最大残留量有明确规定。玉米为每

千克 5毫克，大豆为每千克 20 毫克。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下属农药残留专家联席会议（JMPR）在 2011 年建议，草甘

膦每日最大摄入量（ADI）为每千克体重 0〜1 毫克。结合 CODEX 最大残留量规定，成年人一

天中要吃 4千克大豆，或 16 千克玉米才会达到 JMPR 所建议的草甘膦每日最大摄入量。

残留每千克 5毫克

=最多 16 千克 /天

残留每千克 20 毫克

=最多 4 千克 /天（玉米） （大豆）

2015 年 11 月 12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和欧盟成

员国完成对草甘膦的重新评估。评估小组结论是草甘膦

不大可能对人类有致癌风险。按照欧盟法规（EC）

1272/2008 号，这些证据不支持将草甘膦归为潜在致癌

性一类。2016 年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实施条例（EU）

2016/1056 决定续登记草甘膦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没错。但是草甘膦的用量上升了，其他除草剂的用量减少了，除草剂总的用量最终减

少了。1996—2013 年期间，仅转基因耐除草剂棉花大规模种植就使得除草剂用量减

少了两万多吨。并且，草甘膦是目前已知的对环境最友好的绿色农药。这么说，转基

因技术和草甘膦的配套应用还促进了绿色环保。

耐草甘膦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草甘膦使用量不就变多了吗？

第三章 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 第三章 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2	0个发展中国家 8个发达国家
日常摄入量远低于最大

摄入量，因此你不必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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