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POPRC-2/9号决定：甲型六氯环已烷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审查了 作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的墨西哥关

于把甲型六氯环已烷(化学文摘社编号：319-84-6)列入《公约》附件A、B和（或）

C的提案，并对之适用了《公约》附件D所列相关筛选标准， 

 

1.  依照《公约》第8条第4(a)款，决定，根据本决定附件所载的评估报告,认

定甲型六氯环已烷已达到相关的筛选标准； 

 

2.  依照《公约》第8条第6款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SC-1/7号决定第

29段进一步决定 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来进一步审查该提案，并按照《公约》附件E

编写一份风险简介草案； 

 

3.  依照《公约》第8条第4(a)款邀请 各缔约方和观察员最迟于2007年2月2日

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E所具体规定的资料。 

第POPRC-2/9号决定的附件 

 

采用附件D所列标准对甲型六氯环已烷进行评价 

 

A.  背景情况 

 

1.  编写本评估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列于文件UNEP/POPS/POPRC.2/INF7中的、

墨西哥所提交的相关提案。 

 

2.  其他科学资料来源包括由公认权威机构编写的评论和经同行审查的科学文献。 

 

B.  评价 

 

3.  本提案系按附件D中关于对化学品进行鉴定的要求（第1(a)段)和关于筛选标准

的要求（第1(b)-(e)段)作出如下评价： 

(a)  化学特性； 

 

(一) 提案中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和佐证； 

 

(二) 提案中提供了化学结构。甲型六氯环已烷系由称为(+)甲型六氯环

已烷和(-)甲型六氯环已烷这两种对映异构体组成。提案中还提供

了论述其具体物理-化学特性的相关资料； 

 

现已清楚地确定了甲型六氯环已烷的化学特性； 

 

(b)  持久性： 

 

(一)  甲型六氯环已烷可在海水中持久存在，据估计其半衰期已超过两

个月的相关筛选标准。根据所涉具体环境条件和各自的对映异构



体情况，其半衰期的计算值从0.6年到23年不等(注释1、2和3）。

据报告，在北极淡水中的(+)和(-)甲型六氯环已烷的半衰期从0.6

年到1.4年不等； 

 

实验室和实地研究结果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的半衰期从48天到

125天（在有氧条件下）不等。有关丙型六氯环已烷的实地研究数

据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的消失速度较快（注释4）。但还有证据

表明，丙型六氯环已烷的降解率高于甲型六氯环已烷（注释5）； 

 

(二)   来自偏远地区的监测数据可作为证明甲型六氯环已烷存在的一种

证据。尽管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时期甲型六氯环已烷的排放量迅

速下降，但仍可在太平洋和北冰洋北部水面上测到其浓度。这意

味着，这些水域过去积累了甲型六氯环已烷，而且已形成一个巨

大的吸纳库（注释6和7）； 

 

关于其在水中半衰期的证据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已达到持久性标准； 

 

(c)  生物蓄积性： 

 

(一) 提案中报告的辛醇—水分配系数为3.8(注释1)。微生物干重生物

浓缩系数在1,500至 2,700之间，而脂重生物浓缩系数则为

12,000(注释4)。无脊椎动物干重生物浓缩系数在60至2,750之

间，而脂重生物浓缩系数则超过8,000。鱼类干重生物浓缩系数从

313到2,400不等(注释8和9）； 

 

(二)和(三) 各种热带动物(浮游动物、无脊椎动物、鱼类、哺乳动物等）

的甲型六氯环已烷生物放大系数从1到16不等(注释10和11）。北

极海洋食物网实地研究结果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可立体选择性

地累积于海洋物种体内，而且具有超过丙型六氯环已烷的生物放

大能力。据报告,其生物放大值可高达4,220(注释12）。； 

 

另已在人体血液和脂肪组织中检测到甲型六氯环已烷（注释

13）。在母乳和胎盘中也发现甲型六氯环已烷，从而使处于发育

关键阶段的胎儿和婴儿受到威胁（注释14、15和16）； 

 

现有资料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的食物链蓄积性高于林丹（注释

12）； 

 

现已有充足证据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已达到生物蓄积性标准； 

 

(d)  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 

 

(一)和(三) 甲型六氯环已烷的气化压力很低(6x10-3 帕)；其亨利法则常量

也很低(6.86x10-6 atm m3 mol-1)（注释1），而这种常量随着水温而

降低（注释17）。根据大气层羟基浓度，在空气中的半衰期估算

值从0.3到4年不等(注释1）。甲型六氯环已烷转移到较冷地区的

主要路径是大气层，而甲型六氯环已烷又可在大气层中分离成冷

水（注释18和7）； 



 

(二)  相关的监测数据表明，包括北极和南极在内的偏远地区大量存在

此种物质（注释18）。甲型六氯环已烷的浓度随着纬度而增加(注

释17)。甲型六氯环已烷是在北极地区空气中发现的一种主要有机

氯物质，其浓度大约为10–70 皮克/立方米（参考文献17），而北

冰洋地区则可高达6纳克/1，(注释6）。北极和次北极地区的海洋

物种以及陆生物种中也往往会发现甲型六氯环已烷（注释6）。 

 

现有充分证据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已达到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标准； 

 

(e) 有害影响： 

 

(一)和(二) 与丙型六氯环已烷相比较，目前所掌握的甲型六氯环已烷毒

理学数据有限。所涉提案中援引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剧毒剂量(注释

4)。甲型六氯环已烷与实验动物的肾脏和肝脏影响有关。甲型六

氯环已烷很可能是一种人体致癌因素（注释1）。有迹象表明，甲

型六氯环已烷与人体癌症有关，但关于遗传毒性的研究没有得出

相应的结论。这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的遗传毒性很少(注释12）； 

 

（二） 美国环境保护局关于林丹和其他六氯环己烷异构体的评估（注释

12）和北极监测和评估方案关于持久性有毒物质对健康的影响的

报告(注释17)表明，阿拉斯加和北极圈其他地区社区群体依赖一

些基本食品，例如鹿肉、海豹和鲸鱼肉等，因此面对在饮食中接

触六氯环已烷的风险。 

 

现有充分证据表明，甲型六氯环已烷已达到有害影响标准。 

 

C.  结论 

 

4.  委员会为此认定，甲型六氯环已烷已达到附件D所列相关筛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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