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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是评估和管理环境健康风险困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金属在食物链中

的存在具有已证实的潜在的风险，这必须与食用某些食物，比如与吃鱼的好处相

权衡。通常以重大的事件为标志的汞的历史及其对健康的影响，表明了几十年来

环境健康的进步。 

1. 汞 

 

 

 

 

图 1. 帕拉塞尔苏斯(1493-1541)，昆汀·梅特西著。 

[资料来源: 昆汀·马西斯之后[公共领域], 通过维基共享.] 

汞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密度大的和可流动的金属，长期以来由于所有这

些原因，汞被称为水银。它的化学符号 Hg 来自它的拉丁名“hydrargyrum”；水银

中毒这个词有时仍然用来形容汞中毒。“汞”一词出现在 17 世纪。早在 1919 年职

业汞中毒就在法国职业病记录中显示。在自然界中，汞与硫结合形成硫化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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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它在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仍然以这种形式而开采。在法国，使用

的大部分汞来自废物再加工。 

简单来讲，汞以几种不同形态存在：元素汞或金属汞、无机汞盐和有机汞[1]。

长期以来，正是汞金属的特性使得汞在工业中取得了成功。汞的化学性质相对惰

性，是唯一在室温下呈液态且易挥发的金属。它能够溶解许多金属来形成汞合金

[2]。 

 

 

 

 

图 2. 梅毒:水银药膏在中世纪的应用。 

[资料来源: 巴塞洛缪·斯特伯(Bartholomew Steber) [公共领域], 通过维基共享.] 

不可能不把汞和中世纪著名的医生和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联系起来。自从他在公共场所焚烧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以来，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图 1)。 

他通过观察矿工的肺部病理而成的职业医学的“发明者”，是第一个将汞引

入治疗的人，尤其是在梅毒的治疗中(图 2)。当他注意到汞的许多不利影响时，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是剂量造就了毒药”，而这句话在毒理学界一直很有名。当

时流行的说法是“与维纳斯共度一宵，与墨丘利（汞）厮守一世”！ 

1.1. 汞金属 

金属汞对人体的毒性来自于其在室温下的高挥发性，这就是“蒸汽”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 1999 年在法国禁止在“大众”设备(温度计、气压计等)中出现金

属汞。这就是为什么不再有高中生看到他的老师手里滚着几个水银球来上课(图

3)：年长的学生能记住这一点。摄入后，金属汞不会通过消化道屏障，因此不会

被身体吸收。换句话说，这种形式的汞不再是公共健康问题。但是金属汞仍然会

出现在这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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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个金属汞球。 

[资料来源: A [公共领域], 通过维基共享.] 

 

 

 

 

 

 

 

图 4. 疯帽匠。 

[资料来源: 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 [公共领域], 通过维基共享.] 

关于金属汞：毒理学充满了故事、轶事和参考文献。刘易斯·卡罗尔的《爱

丽丝梦游仙境》便是一个例子。你可能知道这个故事中的疯帽匠(图 4)？你可能

知道英语表达“疯得像个帽匠”？事实上，刘易斯·卡罗尔只是很好地观察了 19 世

纪末英国工业时期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帽子制造商用加热的水银来制作和抛光

帽子上的毛毡。吸入汞蒸汽会导致行为方面的问题。因此刘易斯·卡罗尔决定在

这个著名的冒险故事中选择这个疯狂的角色。 

1.2.无机汞 

除了个别事故之外，这种形式的汞并不存在真正的公共健康问题。在一些实

验室、一些纽扣电池中，仍然存在无机汞盐，但它对人体健康并没有什么非常重

要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积极寻找某些工业产品比如纽扣电池的替代品。 

1.3.有机汞 

对于普通人群，汞的问题主要就在于有机汞[3] [4]！后文中我们将详细看到，

人们通过饮食经常接触到的正是有机汞。以一种几乎“不可阻挡”，而且不幸地是

以几乎“确定”的方式，对此人类负有主要责任。1989 年之前，人们将有机汞用

作为杀真菌剂，来杀灭特别是谷物中微小的真菌。后面我们将看到因此带来的严

重后果，有机汞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效应，因此它在被暴露的个体中引起

了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现在由于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法国公共卫生

部建立了针对暴露人群的监督体系[5]，并由 ANSES 定期发布健康建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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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机汞，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一些重大的事件标志着有机汞的历史，同时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汞的毒性

及其进入食物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1.水俣湾 

一部真实的刑侦惊悚片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故事从生活在海湾沿

岸的渔民家庭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开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聚集性”

病例，也就病例都出现在同一区域内。 

成年人有严重的瘫痪、神经精神障碍；许多儿童患有严重的畸形，即使不是

死胎，也有严重的神经和心理障碍。这些真实的事件发生持续了很多年，尽管专

家给出了许多的肯能原因，这个谜团一直没有解开！最终的死亡人数大约有 600

人，还有 3000 人生病！当时，流行病学还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对生物体液样本(血

液、尿液等)的毒理学分析仍然相当初级。我们可以想象日本的这个地区几年来

一直受到一种神秘疾病的困扰，但引发疾病的原因无人知晓。 

渐渐地发现了一些线索，其中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这些家庭主要以海产

品为食，二是当地非常大的化学公司-窒素公司，使用汞作为某些化学合成的催

化剂，并定期将其废水排放到这片太平洋的海湾水域。 

随着故事的发展，来自苏格兰的毒理学家最终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他是怎么

发现的呢？首先，他们查看了所有病人的病历，寻找可能的共同点。他们得出的

结论是：所描述的病理与当时已知的有机汞的毒性相似。然而，窒素公司的工厂

大量的向太平洋倾倒金属汞！如之前所了解的，只有汞金属蒸汽对人体有毒，摄

入后的汞不会通过消化道屏障。这个谜持续了一段时间。 

专家们最终固执地将他们怀疑在这场“流行病”中起作用的窒素公司工厂与

渔民家庭呈现的病状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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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甲基汞和食物链。 

[资料来源: 拉米奥(Lamiot) (CC BY-SA 3.0), 通过维基共享.] 

（译者注：volcanoes geysers 火山间歇泉；industry 工业；mines, garbage dumps 矿山、垃圾

场；old ammunitions 废旧的军火弹药；methylmercure 甲基汞；food chain 食物链；krill 磷 

虾；mercury amount 汞量） 

随后人们发现了有机汞进入食物链的关键一步：汞，存在于水中的金属汞，

被海洋微生物“甲基化”后变成了 CH3Hg！工厂泄漏的金属汞上加上了一个甲基自

由基[7]。这一被称为“生物甲基化”的现象随后备受关注。金属汞变成了有机汞，

一旦摄入体内，会被身体迅速且充分地吸收！ 

如今，另一个在环境健康领域广为人知的现象-生物累积也一直被关注。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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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具有“累积性”有毒物质，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生物体内积累：鱼或哺

乳动物的年龄越大，其体内累积的有机汞含量越高。另一种现象——生物放大也

已被发现，即大鱼吃小鱼。有机汞通过食物链最后在人体内积累：由于人类处在

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当人类吃例如旗鱼、金枪鱼和大比目鱼时会获取最大剂量

的有机汞。或其它大型鱼类同样如此(图 5)。 

 

图 6. 水俣纪念碑。 

[资料来源: Quirkyjazz via Flickr (CreativeCommons BY-NC-ND 2.0)] 

直到半个世纪后的 2010 年，这一重大事件的幸存者(大多患有严重残疾)才

最终得到窒素公司和日本政府的赔偿。在水俣县建造了一座纪念碑，除了其他东

西之外，还建造了许多金属汞球(图 6)。 

2.2.渔民和冰芯 

被水俣湾的事件所启发，一些科学家不禁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一次孤立

的工业事故吗？还是自 19 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海洋已经被汞污染了？首先，

值得注意的是，哺乳动物体内的汞会被附属物(如人类的头发和指甲，以及鸟类

的羽毛)所部分消除。正如自克劳德·伯纳德以来《科学》杂志通常一直是这样发

展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假设：海洋没有被污染，这是在水俣湾发生的一起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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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工业事故。 

 

图 7. 鱼鹰和凤头鸊鷉。对于鱼鹰。 

[资料来源: 美国宇航局[公共领域]，通过维基共享(左图)；卢西亚诺·吉萨尼(Luciano 

Giussani) (CC BY 2.0)，通过维基共享(右图)] 

但是如何证明呢？然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分析了自然历史

博物馆中鸟类标本的羽毛，尤其是捕鱼鸟，如鱼鹰和凤头鸊鷉(图 7)。对鸟类羽

毛的分析允许回溯到 19 世纪中叶。非常不好的消息出现了：自工业时代开始以

来，海洋的汞污染从未停止增长。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些结果[8]：在海鸟

羽毛中测得的平均浓度为几 μg/g。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浓度将在几十年后达到大

约 20 μg/g 的之一可能导致危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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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怀俄明州冰芯中的汞。 

[资料来源:美国政府[公共领域]，通过维基共享] 

（译者注：Year(AD) 年(公元)；Total Mercury(ng/L) 总汞量(ng/L)；Mt St Helens(1980 AD) 圣

海伦斯火山(公元 1980 年)；industrialization(circa 1880-present) 工业化(大约 1880 年至今)；

WWII manufacturing(circa 1940-45AD) 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业(大约公元 1940-1945 年)；

Krakatau(1883 AD) 喀拉喀托火山(公元 1883 年)；Gold Rush(circa 1850-84 AD) 淘金热(大约

公元 1850-1884 年)；”unknown” “未知”；Tambora(1850 AD) 坦博拉火山(公元 1850 年)；

Pre-industrial 工业化之前） 

其他研究集中在由空气污染引起的汞沉积的研究上，特别是在极地的冰中。

一项研究调查了中纬度一座冰川位于美国怀俄明州 [9]。针对对冰芯的研究很大

程度上证实了人类对环境中大规模汞污染负有责任。图 8 中绿色显示了自然的

“背景噪音”(自然发生的铅沉积)、蓝色显示该州的火山活动，而人类活动如淘

金者以金色显示和工业活动以红色显示。在这项研究中，在过去 100 年里，70%

的汞排放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由于采取了多种减少汞排放的手段，汞的浓度在

过去 15-20 年里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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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证据表明永冻层中(北半球的冻土)含有大量的汞[10]；全球变暖可

能会引起人们对这类汞逐渐释放的担忧。 

2.3.伊拉克的饥荒 

20 世纪 70 年代，伊拉克农村出现了一场可怕的饥荒。为了帮助这些人民，

国家和多个协会(尚未被称为非政府组织) 分发了大量袋装谷物。很快，这些农

民及其家庭出现了各种神经系统疾病。我们记得当时甲基汞是被用作谷物的杀真

菌剂。事实上，谷物经甲基汞处理后是用作种子，不能食用。然而，袋子上的标

签是用英语标注的，而这些人对英语一无所知！因此，正是在食用了这些经过处

理的谷物之后，这些中毒症状才出现。幸运的是，在水俣病出现约 20 年后，甲

基汞与这些人群所表现出的疾病之间的联系很快被建立起来。尽管如此，最终结

果还是令人震惊，有近 650 人死亡和 6500 名患者[11]。 

尽管如此，这场悲剧还是让我们取得了进步。汞的剂量-效应关系得以更好

的研究，从那时起，针对毛发的毒理学研究成为研究慢性重金属中毒的一种标准

手段。 

2.4.法罗群岛和塞舌尔 

为了增进我们对人类有机汞暴露及其毒性的认识，大量针对暴露人群及风险

的评估正在进行当中。例如，在印度洋区域，自 1985 年设立了一个针对法罗群

岛和塞舌尔儿童群体的监测项目[12]。这一群体食用大量鱼类，是潜在的长期接

触低剂量甲基汞的“良好见证者”。因此，进展的取得多亏了这些研究，包括使用

精细的认知测试来检测最微小的毒性迹象，或者测定出生时脐带血中的汞。 

尽管如此，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为“队列”研究的流行病学研究极其困

难。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偏差。例如，鱼类可能含有其他污染物，

或者被监测对象生活中可能存在其他环境因素。因此，很难将所有的观测结果仅

仅归因于汞。在所有关于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目标性研究中，这是一个众所周

知和普遍的事实。 

3. 牙科汞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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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汞合金和龋齿。 

[资料来源: 德罗森巴赫(DRosenbach) [公共领域]，通过维基共享] 

牙科汞合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难在不引发强烈的情感的情况下解决！金

属汞与其他金属混合的这种特性，长期以来被利用以形成“填充物”，这类填充

物已经被用来填充龋齿很长时间了(图 9)。顺便说一句，它们之所以命名错误，

是因为它们不含铅，而是含有银、锌、锡和铜。 

这些汞合金中所含的汞被认为是各种慢性疾病的罪魁祸首，如阿尔茨海默病

或多发性硬化症。汞蒸汽可被吸入，从而进入体内: 口香糖和磨牙症[13]增加了

汞蒸汽释放的风险。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科学专业知识能够确定口腔

中汞合金的存在与这些疾病之间的正式关系。 

但是我们一谈论它，就心潮澎湃！然而，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后果感到遗憾:

在欧洲国家已经开展的业务，那里的卫生专业人员声称通过高价施用汞螯合产品

来治愈患者。下面我们将看到，管理这种未经正式证明的风险非常困难。 

4. 汞和淘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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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法属圭亚那上的马罗尼河，汞污染严重。 

[资料来源: Maurizio Alì (CC BY-SA 4.0),通过维基共享] 

这是对水俣湾的“翻拍”，发生在法国最大的省份圭亚那。秘密淘金者，或

“淘金者”，大量使用金属汞来融合可能存在于河水中的金块。然后他们加热汞

合金以回收黄金，每年都有一些人因吸入汞蒸气而死亡。 

但最严重的是，这些淘金行为带来的灾难在于，这一大片美洲印第安人地区

的所有河流都受到金属汞的严重污染(图 10)。包括法属圭亚那、巴西和苏里南的

部分地区在内，该地区的所有人口都暴露于甲基汞，来自淘金者的金属汞被水体

微生物转化为甲基汞。负责人口监测的卫生机构，法国卫生组织，早就在该部门

制定了人口监测措施，并定期与 ANSES（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及劳动卫生署）沟

通过度食用鱼类的风险(见参考文献[1]和[2])。 

5. 汞和风险管理 

汞是管理环境健康风险困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风险管理紧跟着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由独立科学家进行: 他们根据目前的知识状况提出建议，并指出接

触某种特定有毒物质的健康风险；通常他们还会建议不应超过的接触剂量。 

风险管理是决策者的责任：在法国，这是我们的卫生机构，这儿就是 A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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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及劳动卫生署），以及关心这个问题的我们的政府部长们的

作用。这些决策者可能依赖也可能不依赖科学专家们的结论。我们举两个例子。 

对于吃鱼有哪些建议？ 

除了汞、多氯联苯和二恶英等污染物之外，鱼类还会受到许多其他污染物的

污染，这一事实加大了问题的难度。风险管理总是在以下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你必须吃鱼——和——小心鱼中含有的有毒物质。我们知道鱼类富含某些对健康

非常宝贵的营养物质，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中的欧米伽 3。我们现在还知道鱼类

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健康风险(多氯联苯、二恶英、包括汞在内的重金属)。这些

建议是“保护性的”，不能正式证明它们的价值。因此，ANSES（法国国家食品环

境及劳动卫生署）限制儿童和孕妇食用鱼类[14]。 

关于牙科汞合金的建议？ 

它们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树脂是牙科手术中最常

用的。能证明它是完全安全的吗？不，不是绝对的。关于汞的存在本身，根据

ANSM（法国国家药品和保健品安全署）的预防原则，尽管根据最近所有的研究，

没有证明存在风险，但最近的建议仍然是“保护性的”：即避免幼儿和孕妇使用汞

合金[15]。另一方面，为了完整起见，应该指出的是，牙科诊所中汞的使用多年

来一直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特别是为了避免牙科医生反复吸入有毒物质的风

险，以及避免患者偶尔地吸入有毒物质的风险。ANSM（法国国家药品和保健品

安全署）[18]对患者[16]和专业人士[17]提出了建议。 

几个世纪以来，对汞以及铅、砷或镉等大量重金属的不当使用导致了大规模

和持续性对地球的污染。不幸的是，这些金属都已被证明对人类健康有害。 

汞在普通人群中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健康问题，尤其是以有机形式存在的甲基

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我们吃海鲜，尤其是鱼时，它就进入了食物链。让

我们也记住，我们必须吃鱼，但不能吃太多，也不能每天都吃。正如在这种情况

下，当有必要在好与坏之间找到平衡时，风险管理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即使摄入金属汞不会造成任何危险，它也不应过度使用。海洋环境中生物甲

基化现象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金属汞的环境污染是有机汞进入食物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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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汞合金的事例也是管理风险困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哪个存在？哪个不

存在？无论对错，预防原则在这里肯定会有很多应用(详见焦点预防原则)。 

最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实施了一项关于汞的国际公约，即《水俣公约》。

2013 年在日本通过，2017 年 8 月 16 日生效[19]。在其主要条款中，《水俣公约》

规定，除其他外，禁止新的汞矿和逐步淘汰现有的汞矿，消除和逐步淘汰汞在一

些产品和工艺中的使用，制定措施控制汞向大气的排放及其向水和陆地的释放，

并控制非正规手工和小规模金矿开采部门。《水俣公约》还解决了汞的临时储存

及其一旦成为废物后的处置、污染场地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一段非常有趣的视频强调了全球汞污染并正确看待该公约[20]: 

6. 需要记住的信息 

汞是管理环境健康风险困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涉及两个步骤: 

风险评估是由独立的科学家进行的:他们的建议是基于目前的知识状况；它

们表明接触某种特定有毒物质的健康风险；他们还提出了不应超过的接触剂量。 

风险管理是决策者的责任：这是由研究对象所关注的卫生机构的作用。这些

决策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决定依赖科学专家的结论。 

金属汞对人体的毒性来自于其在室温下的高挥发性。早在 1919 年职业性汞

中毒就在法国职业病登记册上登记。 

汞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健康问题，尤其是以有机形式存在的甲基汞。 

海洋环境中生物甲基化现象的研究表明，金属汞的环境污染是有机汞进入食

物链的原因。 

汞是一种具备“累积性”有毒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生物体内累积: 这

被称为生物累积。 

生物放大是环境健康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过程：有机汞通过食物链积累并最后

传递到人类身上。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当他们食用比如剑鱼、金枪鱼或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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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时，会接触到最大剂量的有机汞。 

风险管理总是在吃鱼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和小心鱼中的有毒物质之间寻求平

衡。 

金属汞与其他金属混合的特性使得它长期以来被用来制作“填充物”，填补

龋齿。 

迄今为止，还没有科学的专门知识能够证明牙科汞合金的存在可能带来任何

健康风险。 

根据国家药品和保健品安全机构的说法，这些建议在预防性原则的应用中是

保护性的。 

多年来，牙科诊所对汞的使用一直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 

秘密采金者利用水银回收河水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黄金。因此，存在这种做法

的河流(例如法属圭亚那)被汞严重污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此外，过

度食用鱼类有关的人群也存在健康风险。 

几个世纪以来，对汞以及铅、砷或镉等大量重金属的不当使用导致了大规模

和持续性的对地球的污染。不幸的是，这些金属都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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