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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是安全利用化学物质的先决条件。化学物质环境

风险评估是通过分析化学物质的固有危害属性及其在生产、加工、使用和废弃

处置全生命周期过程中进入生态环境及向人体暴露等方面的信息，科学确定化

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风险程度，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风险控制

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化学物质环境风

险评估的基本要点、技术要求和报告编制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单一化学物质正常生产使用时不同暴露途径的环境风险评

估，不适用于事故泄露状况下的风险评估。 

二、基本要点  

（一）评估步骤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通常包括危害识别、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

估、暴露评估和风险表征四个步骤（以下简称“四步法”）。 

1.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是确定化学物质具有的固有危害属性，主要包括生态毒理学和健

康毒理学属性两部分。 



2.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 

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是确定化学物质暴露浓度/剂量与毒性效

应之间的关系。 

3.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是估算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或人体的暴露程度。 

环境风险评估中，通常以环境中化学物质的浓度表示；健康风险评估中，

通常以人体的化学物质总暴露量表示。 

4.风险表征  

风险表征是在化学物质危害识别、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及暴露

评估基础上，定性或定量分析判别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风险的

概率和程度。 

风险评估并不都需要经过上述完整的四个步骤。如危害识别和剂量（浓

度）-反应（效应）评估表明该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极低，则

无需开展后续风险评估；暴露评估表明某暴露途径不存在，则该暴露途径下的

后续风险评估就可终止。此外，为提高风险评估效率和降低评估成本，开展风

险评估通常首先基于现有数据，以相对保守的方式对合理最坏情形下的风险进

行评估，若未发现化学物质存在不合理风险，则评估过程终止；若风险值得关

注，则收集更详尽的数据信息，开展进一步的详细风险评估。 

（二）评估结论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通常有以下三种结论： 

1.未发现存在不合理风险，评估结论基于现有资料得出，在未掌握新的信

息之前，暂不需要采取新的风险防控措施。 



2.存在不合理风险，需要采取进一步的风险防控措施来降低风险。 

3.风险无法确定，需要补充化学物质的信息（包括进一步的毒性测试），

并再次进行风险评估。 

（三）不确定性分析  

风险评估是基于当前科学认知和有限的数据开展的，关于化学物质危害、

暴露很难获得极为准确的数据，因此风险评估存在不确定性。应进行不确定性

分析，识别风险评估过程存在的所有影响评估结论的不确定性来源，必要时须

进行敏感性分析。 

结合风险管控目标，为降低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可以进一步研究与收集

化学物质有关毒性和暴露数据，持续反复开展风险评估，即风险评估可以是一

个迭代过程。 

（四）数据质量评估 

在风险评估中，需要对采用的化学物质的毒性数据和暴露数据质量进行评

估。 

通常，毒性数据重点评估相关性、可靠性和充分性。相关性是指数据和测

试方法对危害识别或风险表征的适用程度。可靠性是指有关毒性测试数据的内

在质量，与测试方法以及对测试过程和结果描述的清晰程度、逻辑性等相关。

充分性是指毒性数据足以支撑对某些危害或风险的判断。 

对于暴露数据，如果采用实测暴露数据，通常重点评估可靠性和代表性，

对实测采样与分析方法、样品数量、采样点位、实测地理空间和时间尺度等进

行综合评估。如果采用模型计算数据，应当对模型适用性、模型输入参数的准

确性等进行充分评估。 



（五）暴露评估的空间尺度 

暴露评估通常可以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进行，一是点源尺度，指化学物质相

关点源附近的空间区域，通常代表最不利的暴露情形；二是区域尺度，相对于

点源尺度而言，指更大范围的空间区域，通常代表平均暴露情形。 

两个空间尺度的暴露场景一般而言都是对实际场所的模拟和标准化。 

（六）关于 PBT 和 vPvB 类化学物质风险评估 

PBT 类化学物质是指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化学物质，vPvB 类

化学物质是指具有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的化学物质。PBT 和 vPvB 类化学

物质能够在环境中长期累积并且在生物体内不断蓄积，其长远效应难以预测；

而且，这种环境累积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即使停止排放，化学物质环境

浓度也不必然降低。 

对属于 PBT 和 vPvB 类的化学物质，应用上述“四步法”开展定量风险评

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无法推导出具有充分可靠度的安全浓度。通常重点

开展排放和暴露特征识别，即识别 PBT 和 vPvB 类化学物质在全生命周期内向

环境的释放情况，以及该化学物质对人体和环境所有可能的暴露途径。在上述

基础上，提出减少排放以及对人体和环境暴露的措施。 

（七）金属及其化合物风险评估应考虑的因素 

与有机化学物质相比，金属及其化合物因其自身特点，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应当予以考虑。重点包括： 

1.自然本底属性。金属及其化合物通常是环境中天然存在的成分，在自然

界具有本底浓度，而且不同地理区域的本底浓度存在很大差异。人类和动植物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可能对不同水平的金属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2.营养属性。一些金属是维持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健康必不可少的

营养元素，但过少或过量时都会产生负面效应。 

3.金属形态。不同价态的金属、不同的金属化合物，其生物有效性、毒性

效应等均不相同。 

三、技术要求 

环境风险评估应评估化学物质对内陆环境和海洋环境的潜在风险，以及化

学物质通过环境间接暴露的人体健康风险。 

对内陆环境的风险评估一般包括内陆水生环境（包括沉积物）、陆生环

境、大气环境、顶级捕食者以及污水处理系统微生物环境。对于海洋环境的风

险评估一般包括海洋水环境（包括沉积物）和顶级捕食者。 

通过环境间接暴露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通常评估人体通过吸入、摄入以及

皮肤接触产生的健康风险。开展评估时，应关注化学物质对敏感人群（如孕

妇、儿童、老人等）的影响。 

（一）危害识别  

1.环境危害识别  

环境危害识别是确定化学物质具有的生态毒理特性，一般包括急性毒性和

慢性毒性。 

通常采用化学物质对藻、溞、鱼（代表三种不同营养级）的毒性代表对内

陆水环境和海洋水环境的危害，采用对摇蚊、带丝蚓、狐尾藻等生物的毒性代

表对沉积物的危害，采用对植物、蚯蚓、土壤微生物的毒性代表对陆生生物环

境的危害，采用对活性污泥的毒性代表对污水处理系统微生物环境的危害。对

于大气环境的危害通常包括全球气候变暖、消耗臭氧层、酸雨效应等非生物效



应以及特定的环境生物效应，评估中重点考虑化学物质对大气环境的生物效

应。对于顶级捕食者的评估，重点考虑亲脂性化学物质通过食物链的蓄积。 

2.健康危害识别  

健康危害识别重点关注化学物质的致癌性、致突变性、生殖发育毒性、重

复剂量毒性等慢性毒性以及致敏性等。一种化学物质可能具有多种毒性。 

通常而言，有四类数据可用来定性化学物质危害性：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动物体内实验数据、体外实验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如计算毒理学数据）。流行

病学调查数据是确定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的最可靠资料，但一般较难获

得；而且由于许多混杂因子（如共暴露污染物）、目标人群差异性、样本量、

健康影响滞后性等的影响，难以确定化学物质与健康危害的因果关系。目前而

言，动物实验数据依旧是危害识别的主要数据来源。 

（二）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 

1.环境危害的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 

利用生态毒理学数据，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推导预测无效应浓度

（PNEC），如 PNEC 水、PNEC 沉积物、PNEC 土壤、PNEC 微生物等。PNEC 是指

通常不会产生不良效应的浓度。 

PNEC 值通常根据最低的半数致死浓度（LC50）、半数效应浓度（EC50）

或无观察效应浓度（NOEC）除以合适的评估系数（AF）推导获得。生态毒性

数据充分时，也可采用其他方法推导 PNEC，如物种敏感度分布法等。 

通常情况下，水环境生态毒性数据相对丰富，其他评估对象如土壤、沉积

物等生态毒理数据相对缺乏，此时可采取其他方法推导 PNEC。如土壤相关数

据缺失时，可采用相平衡分配法来推导土壤环境的 PNEC，即根据 PNEC 水和



水土分配系数（K 土壤-水）推导 PNEC 土壤，但该方法推导的 PNEC 土壤一般用于

筛查是否需要开展后续的毒性测试，不能替代采用土壤生态毒理数据推导的

PNEC。 

2.健康危害的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 

根据毒性机理的不同，健康危害的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分以下

两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有阈值的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即化学物质只有

超过一定剂量（阈值），才会造成毒性效应，这一阈值称作“未观察到有害效

应的剂量水平”（NOAEL）。当 NOAEL 值无法得到时，可以用“可观察到有

害效应的最低剂量水平”（LOAEL）作为毒性阈值。 

确定 NOAEL 或 LOAEL 值后，进一步计算该化学物质对人体无有害效应的

安全阈值，例如每日可耐受摄入量（TDI），即人体终生每天都摄入该剂量以

下的化学物质，也不会引起健康危害效应。需要强调的是：估算安全阈值的假

设前提是人的一生都处于暴露中。 

安全阈值一般是用 NOAEL 除以不确定性系数（UF）获得。不确定系数一

般考虑种间差异、个体差异和其他不确定性因子（如数据的可靠性、暴露时间

等）。由于化学物质在不同物种体内代谢作用不同，个体对化学物质的敏感性

不同，通常，不确定系数不超过 10000。 

第二类情况是无阈值的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即并不存在一个

下限值，摄入任何剂量的化学物质都有一定概率导致健康危害的情形，比如与

遗传毒性有关的致癌性问题等。对于无阈值的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

估，通常通过数学模型，在给定的可接受风险概率下计算安全剂量（VSD）。 



化学物质安全阈值或安全剂量除采用上述方法获得外，也可根据具体情况

采用基准剂量法（BMD）进行计算。 

（三）暴露评估  

1.环境暴露评估  

一般而言，需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推导化学物质的预测环境浓度

（PEC），如 PEC 水、PEC 沉积物、PEC 土壤、PECstp等。 

PEC 可基于环境中的实测数据和模型计算进行推导。考虑到环境暴露评估

的不确定性，当 PEC 通过环境实测数据和模型计算同时获得时，通常应对存在

的以下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模型计算 PEC≈基于监测的 PEC 时，说明最重要的暴露源均已考虑

在内。应基于专业判断，采用更具可信度的结果。 

（2）模型计算 PEC＞基于监测的 PEC 时，一方面，模型可能没有很好地

模拟环境的实际状况，或有关化学物质的降解过程未充分考虑；另一方面，监

测数据也可能不可靠，或仅代表环境背景浓度。如果基于监测的 PEC 是根据大

量有代表性的样品推导的，则应优先采用。但是，如果模型假定的最坏情形是

合理的，则可采用模型计算的 PEC。 

（3）模型计算 PEC＜基于监测的 PEC 时，需要考虑模型是否合适，比如

在模型中相关排放源并未考虑在内，或者可能过高估算了化学物质的降解性

等。 

环境暴露评估应当考虑化学物质生产使用与排放的不同情况，建立暴露场

景时应当考虑地形和气象等条件的差异性。如果使用暴露模型，一般采用通用

的标准环境，即预先设立相关的默认环境参数。环境参数可以是实际环境参数



的平均值，或合理最坏暴露场景下的环境参数值,如温度，大气、水、土壤的密

度，水环境中悬浮物浓度，悬浮物中固相体积比、水相体积比、有机碳重量比

等。 

2.健康暴露评估  

通过环境间接暴露的人体健康暴露评估，主要是基于地表水、地下水、大

气和土壤中化学物质的预测环境浓度，估算人体对化学物质每日的总暴露量。

通常以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外暴露剂量表示。 

通常考虑三种暴露途径：吸入、摄入和皮肤接触。 

通常按以下步骤进行： 

（1）评估人体不同暴露途径相关介质中化学物质浓度。 

（2）评估人体对每类介质的摄入率。 

（3）综合人体对各介质的摄入率及介质中化学物质的浓度，计算摄入总量

（必要时，考虑各摄入途径下的生物利用率）。 

由于人群行为的差异，导致不同人群的暴露差异性大。暴露场景的选择对

于风险评估结论具有重大影响。要完全科学合理地选择一个暴露场景极其困

难，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折中处理，通常选择“合理的最坏场景”

和典型场景。事故和滥用导致的暴露一般不予考虑，但已采取的风险管控措施

应考虑在内。 

（四）风险表征  

1.环境风险表征  



环境风险表征是定性或定量表示在不同评估对象中化学物质暴露水平与预

测无效应浓度之间的关系。对于同一种化学物质，暴露的评估对象不同，则风

险表征结果也不一样。 

（1）定量风险表征  

对于可以获得预测环境浓度（PEC）以及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的化学

物质，将评估对象中化学物质的 PEC 与 PNEC 进行比较，分别表征化学物质对

不同评估对象的环境风险。 

如果 PEC/PNEC≤1，表明未发现化学物质存在不合理环境风险。 

如果 PEC/PNEC>1，表明化学物质存在不合理环境风险。 

鉴于风险评估存在不确定性，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证

据权重、专家判断等方式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收集暴露与毒性数据，开展进一

步风险评估，以最终确定是否存在不合理风险。 

（2）定性风险表征  

当无法获得化学物质的 PEC 或 PNEC 值时，可采用定性方法表征潜在环境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比如： 

当 PEC 不能合理估算时，若定性暴露评估表明该化学物质的环境暴露不会

对任何评估对象产生明显影响，则环境风险可不予关注；若定性暴露评估表明

该化学物质存在明显的环境暴露，则需要根据化学物质的生物累积性潜力、具

有类似结构的其他物质相关数据等进行综合的专业判断。 

对于 PNEC 不能合理估算情形，如短期测试未发现毒性效应而长期生态毒

性数据缺乏时，需要定性评估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长期毒性测试。

定性评估时应考虑环境暴露水平以及慢性毒性效应发生的可能性。 



2.健康风险表征  

健康风险表征是定性或定量地表示人体的暴露水平与安全阈值或安全剂量

之间的关系。对于同一种化学物质，暴露场景和暴露人群不同，健康危害效应

不同，则风险表征结果也不一样。 

通过比较人体总暴露量与安全阈值（例如 TDI）或安全剂量之间的关系，

表征化学物质的健康风险： 

（1）如果化学物质暴露量小于安全阈值或安全剂量，表明未发现化学物质

存在不合理健康风险。 

（2）如果化学物质暴露量大于或等于安全阈值或安全剂量，表明化学物质

存在不合理健康风险。 

鉴于风险评估存在不确定性，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证

据权重、专家判断等方式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收集暴露与毒性数据，开展进一

步风险评估，以最终确定是否存在不合理风险。 

当无法获得化学物质的人体健康安全阈值或安全剂量时，可采用定性方法

表征潜在人体健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四、报告编制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包括：评估目的、评估范围、数据收集与

数据评估、危害识别、剂量（浓度）-反应（效应）评估、暴露评估、风险表

征、不确定性分析、评估结论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