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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微塑料被作为填充剂、
去角质功能成分、牙齿美白成分添加进个人护理产品中。
如今，微塑料已被普遍添加在许多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由于其尺寸极小，含有微塑料的产品在使用
后极有可能通过污水处理系统进入到环境中。
相关研究证实，微塑料进入海洋后，会吸附海水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包括有多氯联苯
（PCBs）、各类的有机氯杀虫剂（DDT），这些携带污染物的微塑料，容易被海洋生物摄入，并通过食物
链进入人体，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威胁 1。在 2018 年的欧洲联合肠胃病学周上 2，学者 Philipp Schwabl
发表的相关实验数据表示，从实验者的粪便中检测出微塑料，并鉴定出 9 种不同种类的塑料，平均每 10
克粪便内，就有 20 个微塑料。微塑料原则上可以通过人类的胃肠系统转移到淋巴循环系统，还可以通过
胎盘被未出生的婴儿吸收，
并且可以通过肺部被人体吸收，
最终造成免疫系统的反应，
影响身体细胞健康 3。
鉴于微塑料被添加在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普遍性与其存在的危害性，许多国家及地区已出台禁止
在相关产品中添加微塑料的法规，
许多企业也已做出自愿性的承诺或声明，
承诺在特定时间点后不再生产、
销售含微塑料的产品。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含微塑料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的基本情况，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以
下简称“宜居广州”）在广州市内的线下店铺进行市场调查，试图了解目前市场上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
中添加微塑料的情况。
本报告为总结性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宜居广州”在市场抽样调查中的结果、通过桌面调查相关企
业所做出的自愿性承诺的声明内容情况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已出台限制含有微塑料产品的法规情况，并提
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报告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厘清“微塑料”
“塑料微珠”等相关的概念阐述；
第二部分，
阐述微塑料的危害，
并总结整理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
阐述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
第三部分，本次调查的方法、结果与分析；
第四部分，企业自愿性承诺停产停售塑料微珠产品的情况；
第五部分，目前其他国家及地区限制在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添加微塑料的相关法规情况；
第六部分，基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从政府、生产者以及销售者层面提出的建议；
最后为结语部分，对报告内容的回顾总结。

1 Yukie Mato et al:“Plastic Resin Pellets as a Transport Medium of Toxic Chemical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1, 35(2):318324.
2 UEG Week : “Microplastics discovered in human stools across the globe in ‘first study of its kind’”，<UEG press release>,October 23，2018, https://www.ueg.eu/
press/releases/ueg-press-release/article/ueg-week-microplastics-discovered-in-human-stools-across-the-globe-in-first-study-of-its-kind/
3 H.A. Leslie:“Review of Microplastics in Cosmetics”，<IVM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July 2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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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塑料及塑料微珠是什么

1.1 相关概念阐述
1.1.1 微塑料
据联合国环境署（UNEP，2005）的定义，具有以下特点的物质被称为微塑料 (microplastic)：
①呈固态；②颗粒直径 <5mm；③不溶于水；④不可降解；⑤由塑料成分组成。4
1.1.2 塑料微珠
“塑料微珠”通常指直径 1-1000μm 的固体颗粒，它既可为球型，也可为不规则形状。5 在个
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 6 工业中，“塑料微珠”一词常指被添加于产品中用于各种用途的固体塑料
颗粒。

7

本报告的讨论将聚焦于被添加在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固体塑料颗粒，因此，本报告主要采
用“塑料微珠”一词来阐述被添加在产品中的固体塑料颗粒。

1.2 塑料微珠的起源及使用
在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添加塑料成分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塑料成分才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创新来源，这种行为才开始被商业化。生厂商把它们添加到各类的个人
护理产品中，如化妆品、乳液、洗面奶、牙膏、沐浴露、防晒霜、剃须膏、去角质膏等 8。不同产品
中添加的塑料成分分量差异较大，从极少量到超过 90% 的比例均有可能 9。
固体塑料颗粒成分中的其中一种——聚乙烯，常被添加在磨砂膏、沐浴露、牙膏等产品中，起着
去角质和除垢的功效；添加在个人护理产品与化妆品中的塑料微珠，流入海洋后可能造成多种危害，
这种现象已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除聚乙烯之外，也存在其他类型的塑料成分如聚丙烯、聚苯乙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尼龙等被添加至这类产品中 10。
4 H.A. Leslie(IVM): 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2015: 11.
5 H.A. Leslie(IVM): 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2015: 14.
6 笔者注：在我国现行管理条例中统一定义为“化妆品”。《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卫生部令第 3 号）第二条将“化妆品”定义为“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的方法，散布于人体表面
任何部位（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以达到清洁、消除不良气味、护肤、美容和修饰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7 H.A. Leslie(IVM): 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2015:11.
8 Ellen Perschbacher：”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Microbead”，<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 February 22,2016, https://www.ijc.org/en/history-and-evolutionmicrobead
9 H.A. Leslie(IVM): 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2015: 14.
10 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 “Removing or restricting microplastic ingredients or ‘microbeads’ from consumer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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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塑料微珠的危害

2.1 危害概述
由于塑料微珠具有尺寸极小的特点，因此较难将其从环境中，尤其是从水体中去除。塑料微珠进入
水体后，由于颗粒微小，水生生物很容易将其吸收至体内。除了塑料微珠本身可能带有的添加剂之外，
塑料微珠还可能吸附环境中的其他有毒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可通过食物链传递，从而危害其他物种。
相关研究证实，微塑料进入海洋后，会吸附海水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包括有多氯联
苯（PCBs）、各类的有机氯杀虫剂（DDT），这些携带污染物的微塑料，容易被海洋生物摄入，并通
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威胁 11。
在一项中国大陆地区的洗面产品排放塑料微珠情况的研究中 12，9 个品牌洗面产品所含塑料微珠的
密度范围为 5219-50391 颗 / 克，平均每克含 20860 颗塑料微珠。该项研究估算，每年中国大陆平均
排放 2 兆亿颗塑料微珠，约 306.9 吨塑料微珠到水生环境中。其中，超过 80% 的排放是由于污水处理
系统无法将其有效除去而进入到水生环境中，其余 20% 则是直接被排放到环境中 13。 比对 2014 年一

图1

全球海面上有超过 5 万亿个
塑料碎片

中国每年排放 209.7 万亿个
塑料微珠

>0.33 毫米

<5 毫米

光是中国向海洋排放的塑料微珠“个数”，就比研究估算的全球海面塑料高出了一个数量

11 Yukie Mato et al:“Plastic Resin Pellets as a Transport Medium of Toxic Chemical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1,
35(2):318- 324.
12 Pui Kwan Cheung, Lincoln Fok: “Characterisation of plastic microbeads in facial scrubs and their estimated emissions in Mainland China”,<Water Research>,
2017(122): 53- 61.
13 Pui Kwan Cheung, Lincoln Fok: ”Characterisation of plastic microbeads in facial scrubs and their estimated emissions in Mainland China”,<Water Research>,
2017(122): 5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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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估算了全球海面塑料碎片超过 5 万亿个 14，这里的塑料碎片是指大于 0.33 毫米的塑料，而光是
中国向海洋排放的塑料微珠“个数”，就比此研究估算的全球海面塑料高出了一个数量级。
从生活污水处理厂中被过滤出来的微塑料最终将去到污泥中，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15 显示，污泥处置方式有土地利用、填埋、建筑
材料综合利用等，留在污泥中的微塑料如通过土地利用、填埋处理后，最终将在土壤中难以降解，造成
土地污染。
至今，中国大陆地区仍未有限制个人护理产品与化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的法规，每天仍有大量含塑
料微珠的产品被人们消费、使用，大量的塑料微珠被排放至水生环境或土壤中。

2.2 塑料微珠对人体的危害
“塑料微珠”作为“微塑料”的一种，本节将节选针对“微塑料”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作为参考，
综合讨论“塑料微珠”对人体的危害。
2.2.1 微塑料进入人体的途径
虽然目前仍未有针对人类接触微塑料有何影响的实验性结论，但地球上许多水体和农地均发现有微
塑料的存在。在贝类动物、海盐、蜂蜜、啤酒、自来水、瓶装水，甚至空气中，都可发现微塑料的踪迹。
因此，饮食摄取和空气吸入是最令人担心的两个接触微塑料的渠道。
由非盈利新闻机构 Orb Media 牵头的检测发现，在五大洲 14 个国家的 159 个水龙头里取出的自
来水样本中，83% 可在显微镜下发现塑料纤维 16。
购自 11 个世界知名品牌的 259 瓶瓶装水中，93% 含有微塑料。平均每升瓶装水含有 325 颗直径介
于 6.5-100 微米的塑料微粒；直径大于 100 微米（约为头发直径）的塑料微粒则为平均每升 10.4 颗 17。
海盐是海水在风和阳光的作用下结晶而成的产物，据研究表明，海水已普遍受到微塑料污染。华东

14 Eriksen, M., Lebreton, L.C., Carson, H.S., Thiel, M., Moore, C.J., Borerro, J.C., Galgani, F.,
Ryan, P.G., Reisser, J., 2014. 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world's oceans: more than 5
trillion plastic pieces weighing over 250,000 tons afloat at sea. PLoS One 9 (12),
e111913.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1913.
1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http://www.mee.gov.cn/gkml/hbb/gwy/200910/t20091030_180737.htm（最后访问时间：2019 年 1 月 11 日）。
16 Molly Bingham：
“Water: Tap, Bottled & Microplastics”, Orb , March 15,2018, https://orbmedia.org/blog/water- tap- bottled- microplastics
17 Sherri A. Mason* , Victoria Welch, Joseph Neratko. SYNTHETIC POLYMER CONTAMINATION IN BOTTLED WA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Fredonia,
Department of Geolo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ttp://news.bbc.co.uk/2/shared/bsp/hi/pdfs/14_03_13_finalbottled.pdf

page.004

师范大学与东华大学联合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购买自超市的 3 大种类 18、产地不同的 15 个品牌食
盐中，海盐中的微塑料颗粒密度为 550-681 颗 / 千克，湖盐中的微塑料颗粒密度为 43-364 颗 / 千克，
井盐和岩盐中的微塑料颗粒密度为 7-204 颗 / 千克 19。
除食盐外，摄入了微塑料的海洋生物也将携带着微塑料进入食物链，并进入人体。据研究报道，海
洋中至少有超过 70 类物种摄入微塑料 20。另外，纳米级大小的微塑料颗粒也可能通过化妆品转移到人
体内 21。

93%

10.4

所 检 测 的 瓶 装 水 中，
93% 受到微塑料污染

每 升 水 中 直 径 大 于 100
微米（约为人体头发直径）
的颗粒数量为 10.4 个

图2

314
每 升 水 中 直 径 小 于 100
微米，且可能为塑料颗粒
的数量为 314 个

Orb Media 部分研究结论

2.2.2 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由于微塑料广泛存在于海洋生物体内，人类将不可避免地在进食海产品时将其摄入。然而，由于不
确定因素较多，目前仍未有较好的量化方式对人体摄入量进行精确计算。
据 2017 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估计，欧洲人平均每人每年吃贝类摄入的塑料微粒为 1.1 万粒 22。另外，
据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施华宏副教授的研究小组所述，如果一个人摄入的海盐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18 笔者注：3 大类即为海盐、湖盐、井盐与岩盐。
19 Dongqi Yang, Huahong Shi, Lan Li, Khalida Jabeen, Prabhu Kolandhasamy:”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able Salts from China”,<Environmental
Sceience&Technology>, 2015. DOI:10.1021/acs.est.5b03163.
20 S.C.Gall, R.C.Thompson:"The impact of debris on marine life"<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Volume 92, Issues 1–2, 15 March 2015, Pages 170-179.
21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 23 pp
22 Van Cauwenberghe L, Janssen C, 2014. Microplastics in bivalves cultur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93, 65-70. DOI: 10.1016/
j.envpol.2014.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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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摄入量，那么这个人每年将摄入约 1000 粒塑料微粒 23。在 2018 年的欧洲联合肠胃病学周上 24，
学者 Philipp Schwabl 发表相关的实验数据表示，从实验者的粪便中检测出了微塑料，并鉴定出 9 种不
同种类的塑料，平均每 10 克粪便内，就有 20 个微塑料。
微塑料在人体内的摄入、散布、累积、代谢、清除以及最终的毒性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因素
包括微塑料的大小、形状、种类、表面成分、生物持久性、化学添加物或在环境中吸附的其它毒物 25。
研究表明，吸入或摄入微塑料可能改变人体肺部和胃肠道内的微生物结构，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连
锁反应。26 微塑料原则上可以通过人类的胃肠系统转移到淋巴循环系统，还可以通过胎盘被未出生的婴
儿吸收，并且可以通过肺部被人体吸收，最终造成免疫系统的反应，影响身体细胞健康 27。但是，不确
定的影响因素仍有很多。
目前，微塑料的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不确定因素和知识断层令我们难以就微塑料可能对海
鲜、海洋环境或是人类健康的影响作出定论。在微塑料可能产生的影响找到绝对答案之前，我们应采取
预警性原则，防患未然。28

23 Dongqi Yang, Huahong Shi, Lan Li, Khalida Jabeen, Prabhu Kolandhasamy.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able Salts from China[J].Environmental
Sceience&Technology.2015. DOI:10.1021/acs.
est.5b03163.
24 UEG Week : “Microplastics discovered in human stools across the globe in ‘first study of its kind’”，<UEG press release>,October 23，2018, https://www.ueg.eu/
press/releases/ueg- press- release/article/ueg- week- microplastics- discovered- in- human- stools- across- the- globe- in- first- study- of- its- kind/
25 John Meeker: “We are guinea pigs in a worldwide experiment on microplastics”,<The Conversation>,August,2018,https://theconversation.com/we- are- guineapigs- in- a- worldwide- experiment- on- microplastics- 97514
26 Stephanie L. Wright,Frank J. Kelly:“Plastic and Human Health: A Micro Issue?”,<Environmental Scence and Technology>,2017. DOI: 10.1021/acs.est.7b00423
27 H.A. Leslie:“Review of Microplastics in Cosmetics”，<IVM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July 2014:24.
28 Kathryn Miller：
“海洋中的塑胶”， 绿色和平科学研究室 ,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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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含塑料微珠成分的个人护理产品及
化妆品的调查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市场上含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的情况，“宜居广州”于 2018 年
开展相关市场调查，本部分内容将阐述我们的调查设计、调查方法以及相关发现与结果分析。

3.1 调查设计
本次市场调查主要于广州市五个城区的七个主要商圈内的若干大型超市、品牌专卖店、连锁零售
店中开展。由于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的品牌及种类较多，本次调查的品牌对象主要包括：已做出自愿
性承诺不在相关产品中添加塑料微珠的企业旗下品牌产品、以品牌身份做出相关承诺的品牌产品、部分
大型连锁零售店的自有品牌产品、部分知名度较高的品牌产品以及除上述品牌产品之外，在调查地点随
机抽取的其他品牌产品；调查内容主要涉及相关产品是否添加塑料微珠成分、该产品所属的类别等。

表1

用于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部分塑料成分列表

* 本列表内容参考 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 报告的国际化妆品成分（INCI）

1

聚乙烯（PE）

12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2

聚丙烯（PP）

13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3

聚苯乙烯（PS）

14

乙烯 / 丙烯 / 苯乙烯共聚物

4

聚四氟乙烯（特氟龙，PTFE)

15

丁烯 / 乙烯 / 苯乙烯共聚物

5

尼龙 -12（聚酰胺 -12）

16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6

硬脂酸烯丙酯 /VA 共聚物

17

聚季戊四醇对苯二甲酸酯

7

乙烯 / 丙烯酸酯共聚物

18

8

三甲基硅烷氧基硅酸酯（硅树脂）

19

聚氨酯

9

尼龙 -6

20

聚丙烯酸酯

10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

21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1

聚对苯二甲酸

22

聚苯乙烯丙烯酸酯共聚物

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PT 或 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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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将相关产品包装上的成分表与“用于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部分塑料成
分列表”（如表 1 所示）进行参照对比分析。列表内容参考联合国环境署 2015 年的报告 Plastic in
Cosmetics。该报告显示此选定的成分内容为目前常被添加于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微塑料成分，
其为固体状态、不溶于水。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1.1 的定义所述，被定义为“微塑料”的物质是呈固体状态。而本次调查通
过对比产品包装上的成分表与表 1 所列的常见塑料成分表，无法直接判断产品中的塑料成分是否为固体，
因为这些塑料成分也可能以液体或蜡状存在于产品中 29。
因此，本次调查所使用的调查方法，仅能对比识别所调查的产品是否含有塑料成分，并未能直接
判断这些塑料成分是否为固态的塑料颗粒——塑料微珠。

3.3 调查结果及分析
3.3.1 调查结果发现
本次调查在近 20 家线下店铺中，共发现了 110 款含塑料成分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涉及 43
个品牌（其中 24 个为国际品牌，19 个为国产品牌），具体的产品信息如下：

表 2 本次调查发现的含塑料成分的产品信息
序号

品牌

产品类别

男士功能型香波 - 清新酷爽沐浴露

1
2

产品名称

阿迪达斯
（adidas）

3

3 合 1 男士香波沐浴露

产品所含塑料成分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身体清洁
产品

女士焕彩健肤沐浴露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4

艾妮雅 (ANIAN)

牛奶和甜扁桃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5

安宝笛
(ON THE BODY)

水养柔肤黑玫瑰海盐磨砂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6

山羊奶滋养沐浴露（紧致滋养型）
澳雪

7

留香小公主真鲜花沐浴露（深补水）

29 H.A. Leslie(IVM): 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2015:12.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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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产品名称
留香小公主花浴露 - 营养嫩肤

8
澳雪

产品类别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留香小公主花浴露 - 鲜花芳香清爽

9

产品所含塑料成分

10

佰草集

沁颜修护洁面乳

面部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11

春夏

芬兰海莓果氨基酸温和洁面膏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2

丹姿

滢亮皙白洁面乳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3

东方宝石
(TESORI D' ORIENTE)

埃及艳后凝萃沐浴乳

身体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15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净源控油火山泥洁面乳

14
高夫

净透控油火山泥洁面乳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6

经典保湿磨砂洁面乳

聚乙烯

17

净透毛孔控油洁面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8

美白双重保湿洁面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9

肌研
(HADA LABO)

深层洁净清痘洁面乳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20

保湿嫩肤柔珠洁面乳

21

柔嫩透白活采洁面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22

舒缓净肤温和洁面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23

豆奶蜂蜜身体磨砂乳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男士清爽净致磨砂洁面啫喱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25

男士双效净彻洁面乳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26

番石榴 & 百香果沐浴露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27

济州岛火山泥沐浴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24

28

科颜氏
(KIEHL’S)

裂谷死海泥沐浴乳
蔻斯汀
(KUSTIE)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曼尼古根冰河泥沐浴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30

蜂蜜小杏仁保湿滋养沐浴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31

羊奶小樱桃保湿莹亮沐浴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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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所含塑料成分

32

迷醉芍药花香沐浴露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33

娇肤沐浴乳 - 恒久嫩肤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34

香氛沐浴乳 - 恣情晚香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35

力士
(LUX)

爽肤沐浴露 - 茉莉臻芳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36

爽肤沐浴露 - 薰衣馨舞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37

靓肤沐浴乳 - 晶透焕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38

奢选香氛沐浴乳 - 恒永慕爱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39

凌仕
(LYNX)

男士醒体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40

男士滋润香体沐浴乳 - 奔放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41

男士清爽香体沐浴乳 - 经典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42

罗曼诺
(ROMANO)

男士清爽香体沐浴乳 - 活力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43

男士清爽香体沐浴乳 - 至尚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44

男士清润香体沐浴乳 - 品魅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45
46

曼秀雷敦
(MENTHOLATUM)

保湿活力洁面乳
微米劲清洁面乳

47

三重控油磨砂洁面乳

48

控油抗痘洁面乳

49

曼秀雷敦
(MENTHOLATUM)

清爽沐浴露 - 天然活炭

50

净透控油洁面乳

51

美白净透保湿洁面乳

52

玫瑰润泽嫩肤洁面乳

53
54

名创优品
(MINISO)

植萃水感保湿洁面乳
木炭粒子深层洁净撕拉面膜

面部清洁
产品

面部清洁
产品
身体清洁
产品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面部清洁
产品

护肤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聚氨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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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所含塑料成分

55

蔷薇时光指甲油

56

粉红豹轻雾感 CC 口红

聚乙烯

57

男士竹炭净爽洁面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58

水之润水库补水洁面乳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化妆品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芦荟清新保湿洁面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60

男士海洋补水保湿洁面乳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61

花果缤纷温控变色唇膏

聚乙烯

62

机智修容双色小脸棒

聚乙烯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63

水晶盈彩四色眼影（珊瑚豆沙）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64

壹加壹光感三色眼影（墨绿棕）

65

水光素颜气垫隔离霜（紫色）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66

水光素颜气垫 BB 霜（清爽持久）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67

水光素颜气垫 CC 霜（水润保湿）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68

清爽净肤沐浴露

69

男士深黑系列·控油保湿洁面泥

70

男士控油抗痘矿物炭洁面乳

59

71

名创优品
(MINISO)

妮维雅
(NIVEA)

深层洁净洗颜泥

73

男士控油亮肤矿物炭洁面泥

74

男士净油精华亮肤洁面炭泥

76
77

诺珊娜
(ROSANNA)
欧莱雅
(L'OREAL)

身体清洁
产品

面部清洁
产品

男士活力磨砂洁面晶露

72

75

化妆品

清爽控油磨砂面膏
男士矿漠泥长效控油洁面乳
男士舒润强肤洁面乳

聚乙烯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面部清洁
产品

面部清洁
产品

聚乙烯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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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78
79
80

欧舒丹
(L'OCCITANE)

81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所含塑料成分

沁透马鞭草沐浴啫喱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焕亮洁面乳
男士活力洁面啫喱
乳木果滋养泡泡浴露

82

面部清洁
产品
身体清洁
产品

强生美肌恒日倍润沐浴乳
强生

83

婴儿牛奶沐浴露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84

屈臣氏
(WATSONS)

薏苡仁酵素保湿水

护肤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85

舒肤佳
(SAFEGUARD)

芦荟水润呵护沐浴露

面部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86

水果之乡

香蕉牛奶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87

所望
(SOMANG)

所望牛奶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88

万宁
(MANNINGS)

89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洋甘菊磨砂沐浴露
茉莉磨砂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90

相宜本草

红景天幼亮洁面膏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91

悠香伊
(COTTAGE)

新活焕颜去角质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92

玉兰油
(OLAY)

肌源活颜洁面乳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93
94

悦诗风吟
(INNISFREE)

95
96

清新护理足部磨砂清洁啫喱
绿茶精粹保湿身体磨砂啫喱

身体清洁
产品

百合冰泉沐浴露
澳宝

橙花白茶沐浴露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97

乳霜润肤沐浴乳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98

橘子香水精油补水平衡沐浴露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99

原野

身体清洁
产品

雪芙兰

男性洁面乳 - 微粒型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薰衣草精油舒缓美肤沐浴露

100
101

迷迭香精油舒爽醒肤沐浴露

面部清洁
产品

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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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所含塑料成分

102

超妙

寻香娇嫩沐浴露 - 花香香氛型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03

夏士莲

花露舒爽健肤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04

六神

宝宝幼嫩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105

宝宝金水

婴儿牛奶洗发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106

多芬

男士护理沐浴露 - 磨砂净肤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07

艾诗

芬香沐浴乳 - 蜜意花香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108

锐度

男士控油抗痘洁面乳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09

一叶子

竹炭控油清痘洁面泥

面部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110

青蛙王子

儿童沐浴露

身体清洁
产品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表3

本次调查的品类划分说明

身体清洁产品

包括沐浴露、去角质啫喱等

面部清洁产品

包括洗面乳、洁面啫喱、去角质霜、卸妆乳等

护肤产品

包括精华液、护肤水、爽肤水、面膜、护手霜、保湿水等

化妆品

包括防晒霜、指甲油、口红、定型啫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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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相关发现总结如下：

（1）“丙烯酸（酯）类共聚物”被添加于较多产品中

在所发现的 110 款含有塑料成分的产品中，“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成分被添加在多款产品中，
占比为 70%，显著高于其他的种类；其次为“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占比为 22%。

各塑料成分被添加于被调查产品中的比例情况

1%
1%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6%

苯乙烯 / 苯烯酸（酯）共聚物

70%

22%

聚氨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聚乙烯

表4

110 款调查产品中所含塑料成分的类型比例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在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用途多样，可作为黏合剂、粘接剂、成膜剂、
头发定型剂、悬浮剂等功能成分被添加在产品中 30。在调查中，85% 的含丙烯酸（酯）共聚物产品是
非磨砂功能的面部 / 身体清洁产品，因此，可以大致判断这些产品中的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并非用于
去角质磨砂功能的固体颗粒。而另外 15%——即 11 款带有磨砂功能且含有丙烯酸（酯）类共聚物产品——
均含有其他可能为固体的成分，如聚乙烯、微晶纤维素、胡桃壳粉等。因此，仅通过对比产品成分表，
难以判断该类物质是否为被添加于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固体塑料颗粒——塑料微珠。

（2）较多“身体清洁产品”中含有塑料成分

在所发现的 110 款含塑料成分的产品中，“身体清洁产品”占 52%，“面部清洁产品”占 38%，
两者合计占含塑料成分产品的九成以上。

30 注：解释参考自：https://cosmeticsinfo.org/ingredient/acrylates-copoly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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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塑料成分的产品所属的类别情况

2%
52%

8%

身体清洁产品
面部清洁产品
护肤产品
化妆品

38%

表5

含塑料成分的产品所属的类别情况

（3） 添加其他物质以替代塑料微珠具有可行性

在调查中，“宜居广州”发现玉兰油（OLAY）一款磨砂产品出现了新包装，通过对比新旧包装成
分表发现，其新包装中不再添加“聚乙烯”，同时新增“水合硅石 31”成分，
“宜居广州” 据此推测“水
合硅石”被用于替代“聚乙烯”原有的“磨砂”功能。

旧包装含有微塑料
成分“聚乙烯”

旧包装

31 笔者注：水合硅石，即水合二氧化硅，常见于牙膏中，可起摩擦作用。

新包装改用“水合
硅石”替代“聚乙烯”

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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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企业已明确提出其旗下产品会采用其他非塑料成分，如植物成分或矿物质等来替代塑料
微珠成分，如：联合利华使用“杏仁、玉米粉、地浮石、硅石、核桃壳”代替塑料微珠 32；欧舒丹使用“碎杏
仁壳、杏仁粉”作为替代品 33；妮维雅使用“纤维素与一种纤维素、硅石及硬化蓖麻油的混合物”代替塑料
微珠 34；欧莱雅将“黏土、果仁粉末”作为替代材料 35。
而在本次调查中，
“宜居广州”
发现添加其他非塑料成分替代塑料微珠成分并起
“磨砂”
作用的产品实例。
不过，存在部分磨砂功能产品依然使用“聚乙烯”的塑料微珠：

表6

调查产品中含“磨砂”功能的产品及其中可能的颗粒状成分

序号

调查产品中含“磨砂”功能的产品

成分表中可能为
颗粒状的成分

备注

1

安宝笛 - 水养柔肤黑玫瑰海盐磨砂沐浴露

微晶纤维素
海盐

\

2

科颜氏 - 男士清爽净致磨砂洁面啫喱

杏籽粉

\

3

曼秀雷敦 - 三重控油磨砂洁面乳

纤维素

\

4

妮维雅 - 男士活力磨砂洁面晶露

微晶纤维素

产品包装明确说明含“纤维素微珠”

5

万宁 - 洋甘菊磨砂沐浴露

胡桃壳粉

\

6

万宁 - 茉莉磨砂沐浴露

胡桃壳粉

\

7

悦诗风吟 - 清新护理足部磨砂清洁啫喱

杏籽粉

\

8

悦诗风吟 - 绿茶精粹保湿身体磨砂啫喱

乙酸纤维素
胡桃壳粉

\

9

科颜氏 - 豆奶蜂蜜身体磨砂乳

聚乙烯

\

10

诺珊娜 - 清爽控油磨砂面膏

聚乙烯

\

11

多芬男士护理沐浴露 - 磨砂净肤

微晶蜡

产品包装明确说明磨砂粒子为“微晶蜡”

12

高夫经典保湿磨砂洁面乳

聚乙烯

产品包装明确说明磨砂粒子为“聚乙烯”

32 注：信息来源：联合利华网站： https://www.unilever.com/about/innovation/Our- products- and- ingredients/Your- ingredient- questions- answered/Plastic- scrub- beads.
html
33 注：信息来源：欧舒丹网站： https://no.loccitane.com/brand- and- products,18,1,84820,1091308.htm#q10
34 注：信息来源：妮维雅网站： https://www.nivea.co.uk/advice/microbeads
35 注：信息来源：欧莱雅网站： https://www.loreal.com/media/news/2014/jan/l'or%C3%A9al- commits- to- phase- out- all- polyethylene- microbeads- from- its- scrubs- b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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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部分磨砂功能产品中添加了天然成分，如胡桃壳粉、海盐等以发挥“磨砂”作用。然而，
亦有部分磨砂功能产品添加了塑料成分“聚乙烯”以发挥“磨砂”作用，且部分产品包装明确说明磨砂粒子
为“聚乙烯”，由此可判断该产品中的“聚乙烯”应为固态的塑料颗粒——塑料微珠。

图3

调查发现一产品中明显含有“塑料微珠”

本次调查所使用通过观察产品成分表来判断产品中是否含有塑料微珠的方法，实践表明，该方法难
以准确判断市面上大部分含有塑料成分的产品中是否即含有塑料微珠，因仅从成分表中无法判断其在产
品的是否为固态，也存在其为液态、乳状或蜡状的可能性，而这些状态的塑料成分在现有的研究中，并
未被明确证实其对环境与人体存在何种危害。只有极少数的产品中会明确说明产品中含有塑料微珠，如
图 3 的“高夫”产品。由此可见，作为一般消费者难以通过简单的方法辨识市面上哪些产品中含有塑料
微珠，即也难以避免会购买到这类问题产品。因此，根本制止塑料微珠所产生的问题只有从企业与政策
层面上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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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做出自愿性停产停售塑料微珠
产品的声明情况

国际一致力于消除塑料微珠产品的运动“Beat the Microbead”（战胜塑料微珠）的发布显示 36，全
球已有超过 119 个制造商旗下的 448 个品牌承诺不再于产品中添加“塑料微珠”。“宜居广州”针对
若干在中国市场较知名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制造商和零售商，梳理其在公开渠道上发布的关于停
产 / 停售含塑料微珠产品声明内容如下：

宝洁 37

所属地 : 美国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塑料微珠是直径 5 毫米或以下的固体塑料颗粒，在个
人护理产品中起去角质或清洁作用。我们在部分清洁产品中使用的塑料微
珠由聚乙烯制成。聚乙烯也可用于各种用途，从赋予某些类型牙膏的颜色，
到提供一些口香糖的成分。
替代物：未提及
停产 / 停售时间：2017 年在清洁产品与牙膏中去除塑料微珠
承诺的不足：未提及采用什么原料作为塑料微珠替代物；承诺范围仅限定
于清洁产品和牙膏两类产品，而非所有产品类型。

联合利华 38

所属地 : 英国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作为温和的磨砂剂来帮助去角质，通常由聚乙烯制成。
替代物：作为去角质成分替代物，采用杏仁、玉米粉、磨碎的浮石、二氧
化硅和核桃壳等
停产 / 停售时间：2014 年底停产磨砂冲洗类的塑料微珠
承诺的不足：仅限于停产起磨砂清洁作用的含塑料微珠产品，而非所有类
型产品。

36 注：信息来源：www.beatthemicrobead.org.
37 注：信息来源：宝洁官方网站：https://anz.pg.com/en-AU/our- brands/product- safety/ingredient- safety/microbeads
38 注：信息来源：联合利华官方网站：https://www.unilever.com/about/innovation/Our- products- and- ingredients/Your- ingredient- questions- answered/Plastic- scrubbea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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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露洁 39

所属地 : 美国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在产品中起美容与清洁作用。
替代物：天然材质，如荷荷巴微粒 40
停产 / 停售时间：2014 年底停止使用塑料微珠
承诺的不足：未在公开渠道对塑料微珠的定义做清晰的说明。

雅诗兰黛 41

所属地 : 美国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由行业和州法规定义为任何有意添加的，5 毫米或更少，
水不溶性固体塑料颗粒，用于去除冲洗或清洗冲洗的个人护理产品。我们将
不再制定或运输带有塑料微珠的产品。
替代物：未提及
停产 / 停售时间：2017 会计年度后停产
承诺的不足：未提及采用什么原料作为塑料微珠替代物。

欧莱雅 42

所属地 : 法国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在清洁产品中作为清洁或去角质剂的聚乙烯塑料微粒。
替代物：粘土或果仁粉等矿物质
停产 / 停售时间：2017 停产所有含聚乙烯塑料微珠的磨砂产品
承诺的不足：将塑料微珠仅限于“聚乙烯”成分，将含有塑料微珠的产品
仅限于起去角质或清洁作用的产品。

39 注：信息来源：高露洁官方网站：https://www.colgatepalmolive.com/en- us/core- values/our- policies/ingredient- safety
40 Greenpeace: ”Global Cosmetics and Personal Care companies’Microbead commitment ranking”, https://secured- static.greenpeace.org/korea/Global/korea/
publications/reports/oceans/2016/EN_CorporateRankingDetails_final.pdf
41 注：信息来源：雅诗兰黛官方网站：http://www.elcompanies.com/our- commitments/viewpoints/microbeads
42 注：信息来源：欧莱雅官方网站：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mWnnX4vLMBcJ:https://www.loreal.com/media/news/2014/jan/
l%2527or%25C3%25A9al- commits- to- phase- out- all- polyethylene- microbeads- from- its- scrubs- by-2017%3FType%3DBrands+&cd=1&hl=zh- CN&ct=clnk&g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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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生堂 43

所属地 : 日本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不溶于水的固体塑料颗粒，直径小于 5mm，被人
为加入冲洗型个人护理产品中起去角质或清洁作用。
替代物：纤维素 44
停产 / 停售时间：2018 年 8 月停产含有塑料微珠的清洁类等产品
承诺的不足：停产的清洁类等含有塑料微珠的产品未明确还包括其他何种
类型产品。

花王 45

所属地 : 日本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任何直径小于 5 毫米、用于去角质或清洁的固体塑料
颗粒。
替代物：天然成分 ( 纤维素和玉米淀粉 )
停产 / 停售时间 :2016 年底停产
承诺的不足：仅限于起去角质或清洁作用的塑料微珠，而非所有功效类型。

汉高 46

所属地 : 德国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在化妆品产品中的固态微塑料颗粒 ( 塑料颗粒大小介
于 1 微米至 5 毫米 )。
替代物：使用从乳酸聚合物 (INCI：聚乳酸 ) 所生产的剥离材质。除此之外，
目前正在测试含浮石、核桃壳及二氧化硅 ( 非纳米级 ) 配方 47
停产 / 停售时间 :2014 年（欧洲）2016 年初（全球 ) 停产
承诺的不足：定义中的尺寸非涵盖所有小于 5mm 的塑料微珠。

43 注：信息来源：资生堂官方网站：https://www.shiseidogroup.com/sustainability/env/management.html
44 Greenpeace: ”Global Cosmetics and Personal Care companies’Microbead commitment ranking”,
https://secured- static.greenpeace.org/korea/Global/korea/publications/reports/oceans/2016/EN_CorporateRankingDetails_final.pdf
45 注：信息来源：花王官方网站：https://www.kao.com/global/en/sustainability/environment/statement- policy/eco- friendly- products/plastic- microbeads/
46 注：信息来源：汉高官方网站：https://www.henkel.com/sustainability/positions/microplastics
47 Greenpeace: ”Global Cosmetics and Personal Care companies’Microbead commitment ranking”, https://secured- static.greenpeace.org/korea/Global/korea/
publications/reports/oceans/2016/EN_CorporateRankingDetails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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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尔斯多夫 48

所属地 : 德国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小于 5 毫米的固体塑料颗粒，它们是水不溶性的并且
不可生物降解。
替代物：微晶纤维素、纤维素、水合硅石和氢化蓖麻油
停产 / 停售时间：2015 年底全面替换产品中的聚乙烯颗粒；2020 年完全
去除冲洗型产品中的用作遮光剂和着色剂的固体合成聚合物颗粒
承诺的不足：未提及是否在所有产品类型中停止添加塑料微珠

莎莎 49

所属地 : 中国香港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指任何小于 5 毫米，并用于磨砂或清洁身体任何部分的
固体塑料颗粒。
替代物：未提及
停产 / 停售时间：2018 年 12 月 31 日停售
承诺的不足：未提及采用什么原料作为塑料微珠替代物；仅将范围限制在
磨砂和清洁用品，而非所有产品类型。

万宁 50

所属地 : 中国香港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粒径在 0.1 微米到 5 毫米之间的微胶珠。
替代物：未提及
停产 / 停售时间：2017 年 3 月停产自有品牌中含有塑料微珠的冲洗化妆品
或个人护理产品
承诺的不足：未提及采用什么原料作为塑料微珠替代物；将含有塑料微粒
的产品范围限定在可冲洗式彩妆和个人护理磨砂产品。仅将范围限定在自
有品牌而不包括其销售的其他品牌产品。

48 注：信息来源：拜尔斯多夫官方网站：https://www.beiersdorf.com/sustainability/products/raw- materials/care- without- polyethylene- particles
49 注：信息来源：莎莎官方网站：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a6e2a033- 6675- 48b3- a736- 6a81fe4f2d4d/tc_position+on+microbead.
pdf?MOD=AJPERES&CACHEID=a6e2a033- 6675- 48b3- a736- 6a81fe4f2d4d&attachment=true
50 注：信息来源：万宁官方网站：https://www.mannings.com.hk/en/info/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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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 51

所属地 : 中国香港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指合成聚合物（塑胶）的固体粒子，不溶于水，直
径小于 5 毫米。
替代物：未提及
停产 / 停售时间：2014 年停产含有塑料微粒的可冲洗式彩妆和个人护理磨
砂产品，2019 年底停售
承诺的不足：未提及采用什么原料作为塑料微珠替代物；将含有塑料微粒
的产品范围限定在可冲洗式彩妆和个人护理磨砂产品。

百佳 52

所属地 : 中国香港
对塑料微珠的定义：指合成聚合物（塑胶）的固体粒子，不溶于水，直径
小于 5 毫米。
替代物：未提及
停产 / 停售时间：2014 年停产含有塑料微粒的可冲洗式彩妆和个人护理磨
砂产品（包括牙膏），2019 年底停售
承诺的不足：未提及采用什么原料作为塑料微珠替代物；将含有塑料微粒
的产品范围限定在可冲洗式彩妆和个人护理磨砂产品。

如上表所见，部分企业所作承诺声明较为片面，总结发现如下情况：

1. 中国内地品牌并未发现有做出相关公开承诺或回应

在全球多个已承诺不生产、不销售含有塑料微粒产品的个人护理产品和化妆品制造商和零售商中，
大部分为国外品牌，
也有部分中国香港地区的品牌，其中包括制造商如宝洁 53、联合利华 54 及欧莱雅 55 等；
零售商如莎莎 56、万宁 57、屈臣氏 58 等。然而，仍未发现中国内地的个人护理产品和化妆品制造商或零售
商做出相关的承诺或回应。

51 注：信息来源：屈臣氏官方网站：http://www.aswatson.com/zh/our- position- on- microplastic/
52 注：信息来源：百佳官方网站：https://www.parknshop.com/zh- hk/Microplastic
53 注：宝洁官网声明停售含塑料微珠的产品：https://anz.pg.com/en-AU/our- brands/product- safety/ingredient- safety/microbeads
54 注：联合利华官网声明停售含微塑料的产品 https://www.unilever.com/sustainable- living/what- matters- to- you/micro- plastics.html
55 注：欧莱雅官网声明停售含微塑料的产品 http://www.loreal.com/media/news/2014/jan/l'or%C3%A9al- commits- to- phase- out- all- polyethylene- micro
56 注：莎莎声明停止生产及销售含塑料微珠的产品：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a6e2a033- 6675- 48b3- a736- 6a81fe4f2d4d/tc_position+on+microbead.
pdf?MOD=AJPERES&CACHEID=a6e2a033- 6675- 48b3- a736- 6a81fe4f2d4d&attachment=true
57 Suki Yuen:“How can we avoid microbeads in Hong Kong?”,Greenpeace,2016-10- 08. http://www.greenpeace.org/eastasia/news/blog/how- can- we- avoidmicrobeads- in- hong- kong/blog/57683/
58 注：无塑海洋报道部分企业关于塑料微珠的承诺：http://plasticfreeseas.org/microbea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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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塑料微珠”的界定具有局限性

部分企业承诺对不再添加的“塑料微珠”的界定存在明显局限性。如品牌妮维雅的母公司拜尔斯多
夫在其声明中，
仅说明公司将消除“聚乙烯”塑料成分颗粒的使用，
但实际上塑料微珠也包括其他塑料成分。
据欧洲化妆品协会（Cosmetics Europe）的一个调查显示，
“聚乙烯”是最常使用作为塑料微珠的成分，
2012 年欧盟国家共使用了 4360 吨塑料微珠，其中有 93% 为“聚乙烯”制作而成 59。

3. 对产品类别或塑料微珠的功能有所限定

部分企业的承诺中，仅限制在某些产品类别或在指定用途的产品上不再添加塑料微珠，并未对全系
列产品限制添加。如欧莱雅 (L'oreal) 承诺，
“到 2017 年为止，不再向磨砂产品中添加‘聚乙烯’塑料微珠”，
将产品类别限定为“磨砂产品”。也有在承诺声明中将不添加塑料微珠的产品限定为需冲洗型的产品，如：
娇诗韵 (Clarins) 将限制的范围限定为“需冲洗型产品中的塑料微粒”60。但在日常生活中，
“免洗产品”如
润肤霜、化妆品等产品中可能增加的塑料微粒在使用后也会被冲洗掉，并可能通过污水处理排放到自然
环境中。

图4

生活中“免洗”的面霜

59 UNEP (2015) Plastic in Cosmetics. 14 pp
60 Greenpeace: ”Global Cosmetics and Personal Care companies’Microbead commitment ranking”,
https://secured- static.greenpeace.org/korea/Global/korea/publications/reports/oceans/2016/EN_CorporateRankingDetails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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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国家及地区关于限制塑料微珠
的法律法规情况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及地区关注到塑料微珠问题，并相继出台禁止生产／销售／进口含有塑料微珠的
个人护理产品或化妆品的法案或相关声明，
“宜居广州”对相关法律法规情况整理如下：

加拿大

瑞典

法国

英国
韩国

美国

中国台湾

新西兰
图5

其他国家及地区出台限制塑料微珠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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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法规名称 61

含塑胶微粒之化妆品与个人清洁用品制造、输入及贩卖

发布时间

2017 年 8 月公告、2016 年 8 月 23 日草案预告

生效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制造及输入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贩卖

塑料微珠的定义

塑胶微粒：指粒径范围小于五毫米，作为人体去角质或清洁用途之固体塑胶
颗粒，其材质包含生物可分解塑胶。

限制品类的描述

依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所称之洗发用化妆品类、洗脸卸妆用化妆品
类、沐浴用化妆品类、香皂类；磨砂膏；牙膏。

其他重要内容

（1）公告事项第三条，“主管机关得派员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进入制造、
输入及贩卖场所，检查前项化妆品或个人清洁用品之制造、输入及贩卖情形，
要求提出产品及相关资料，以供查验及检测、制造、输入及贩卖业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

该条说明：“抽验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所含塑胶微粒之情形，业者提供检
测所需之样品以三件为原则，其中一件供当次检测作为 执法依据、另一件
可做为复验，主管机关保存一件，以避免日后争议。”

（2）公告事项第四条，“限制制造、输入、贩卖之化妆品或个人清洁用品
经主管机关抽验含塑胶微粒者，主管机关得限期命贩卖、制造及输入业下架、
回收或退运。”

（3）2017 年 11 月 14 日公告出台《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中含塑胶微粒
材质之定性检测方法》，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62

61 限制含塑胶微粒之化妆品与个人清洁用品制造、输入及贩卖，2017- 08.
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61128154333
62 化粧品及個人清潔用品中含塑膠微粒材質之定性檢測方法，2017-11-14.
http://www.rootlaw.com.tw/Attach/L- Doc/A040300081084500-1061114-1000- 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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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法规名称 63

Microbead-Free Waters Act of 2015（2015 年无塑料微珠水域法案）

发布时间

2015 年 12 月 28 日

生效时间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制造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进口或售卖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制造含塑料微珠的非处方药类的冲洗型化妆品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进口或售卖含塑料微珠的非处方药类
的冲洗型化妆品

塑料微珠的定义

指任何尺寸小于 5mm，用于人体清洁或去角质的固体塑料颗粒。

限制品类的描述

通过擦、倒、洒或喷入、导入或以其他方式应用于人体任何部分进行清洁，
美化，提升吸引力，或改变外观的物品但不包括肥皂。

其他重要内容

肥皂主要由脂肪酸的碱盐组成，而且标签上只需对人体的清洗力做声明，所
以法案认为肥皂不是化妆品。

63 Microbead-Free Waters Act of 2015，2015-12-28.https://www.gpo.gov/fdsys/pkg/PLAW-114publ114/html/PLAW-114publ114.htm

page.026

瑞典
法规名称 64

Förordning (1998:944) om förbud m.m. i vissa fall i samband med
hantering, införsel och utförsel av kemiska produkter（ 条 例（1998：
944），关于在某些情况下与化学产品的处理，进口和出口有关的禁令等）

发布时间 65

2018 年 2 月

生效时间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进口和生产含有塑料微粒的产品
2019 年 1 月开始禁止销售含有塑料微粒的产品

塑料微珠的定义

直径小于 5 毫米且不溶于水的固体塑料颗粒，且没有下限。

限制品类的描述

在皮肤，头发，粘膜或牙齿上使用后可以冲洗或吐出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
是具有剥离效果的肥皂或具有抛光效果的牙膏。

其他重要内容

仅由天然存在的聚合物如纤维素组成的塑料微珠不在禁令范围内。66

64 Förordning (1998:944) om förbud m.m. i vissa fall i samband med hantering, införsel och utförsel av kemiska produkter，2018. http://www.riksdagen.se/sv/dokument-lagar/
dokument/svensk-forfattningssamling/forordning-1998944-om-forbud-mm-i-vissa-fall_sfs-1998-944
65 注：信息来源：瑞典化学品管理局网站：https://www.kemi.se/en/news-from-the-swedish-chemicals-agency/2018/new-report-further-restrictions-are-needed-on-microplasticsin-products/
66 注：信息来源：瑞典化学品管理局网站：https://www.kemi.se/en/rules-and-regulations/rules-applicable-in-sweden-only/swedish-restrictions-and-bans/swedish-rules-on-plasticmicrobeads-in-cosmetic-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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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法规名称 67

Waste Minimisation (Microbeads) Regulations 2017
（2017 塑料微粒废弃减量化法规）

发布时间

2017 年 12 月 7 日

生效时间

于宪报刊登公告后六个月生效；任何人不得于新西兰销售、制造被禁止的冲
洗型产品

塑料微珠的定义

指最大直径不超过 5mm 的不溶于水的塑料微粒。

限制品类的描述

需清洗产品（wash-off product）：指使用时或使用后需冲洗的产品。
被禁止的需清洗产品（prohibited wash-off product）：
指含有塑料微粒且用于下列至少一种用途的产品：
a、（1）全身或身体部分部位的去角质
（2）全身或身体部分部位的清洁
（3）磨洗各类区域、表面、物体
（4）产品的视觉外观
b、不包括医疗设备或药物。

其他重要内容

注释：根据“2008 年废弃物减量法令”第 65 条，任何人明知而违反相关规定，
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最高十万罚款。

67 Waste Minimisation (Microbeads) Regulations 2017，2017-12-07.Waste Minimisation Regulation http://legislation.govt.nz/regulation/public/2017/0291/10.0/DLM74907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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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法规名称 68

Décret n° 2017-291（第 2017-291 号法令）

发布时间

2017 年 3 月 6 日

生效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和使用含有固体塑料颗粒的清洁或去角
质化妆品，以及禁止使用家用型塑料杆棉棒

塑料微珠的定义

指任何尺寸小于 5mm 的微粒，全部或部分由塑料热注而成的颗粒。

限制品类的描述

1. 冲洗型产品（Cosmetique rince）：使用后需要立即用清水洗净的产品。
2. 去角质”指的是表皮的剥皮，即死皮从表皮中分离出来。

其他重要内容

明确了在将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禁止在国内使用家用塑料杆棉棒法
令的条件。

68 Décret n° 2017-291，2017-03-06. http://www.premiumbeautynews.com/en/after-france-the-uk-announces,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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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法规名称 69

Microbeads in Toiletries Regulations（SOR/2017-111）
（含塑料微粒的化妆品条例 SOR/2017-111 号法规）

发布时间

2017 年 6 月 2 日

生效时间

2018 年 7 月 1 日起，任何人不得制造或进口任何含塑料微珠的化妆品，除
非该化妆品是天然保健产品或非处方药
2018 年 7 月 1 日起，任何人不得销售任何含塑料微珠的化妆品，除非该化
妆品是天然保健产品或非处方药
天然保健产品或非处方药的禁令自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适用

塑料微珠的定义

指列于《加拿大环境保护法（1999）》附表一中有毒物质清单第 133 号物
质即直径 0.1μm<d ≤ 5 mm 的合成高分子颗粒。

限制品类的描述

化妆品（toiletries）：指用于清洁头发、皮肤、牙齿或口腔的个人护理产品，
包括去角质产品和《天然健康产品规例》中定义的天然健康产品或非处方药
中的任何产品。

其他重要内容

1. 化妆品中塑料微粒的测定需由受认可的实验室进行。
2. 认证必须 (a) 在测定塑料微珠存在时有效 ;(b) 如果一种方法在确定微珠的
存在方面得到标准发展组织的承认，则应将这种方法包括在确定范围内。

69 Microbeads in Toiletries Regulations（SOR/2017-111），2017-06-02. http://www.gazette.gc.ca/rp-pr/p2/2017/2017-06-14/html/sor-dors111-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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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法规名称 70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Microbeads）（England） Regulations 2017
（英国 2017 环境保护法案（塑料微珠））

发布时间

2016 年 12 月 20 日

生效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制造添加塑料微珠的冲洗型个人护理产品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禁止供应或销售任何含塑料微珠的冲洗型个人护理产品

塑料微珠的定义

指直径小于等于 5mm 的不溶于水的固体塑料微粒。

限制品类的描述

冲洗型个人护理产品 (rinse-off personal care product) 是指任何用于个人
清洁护理身体各个部位的产品，按照提示完成清洁程序，并且需用水冲洗去
除的产品（或产品的任何残留物），而不是在一段时间后卸下或洗掉，或者
被吸收或脱落的产品。

其他重要内容

（1）任何人在制造任何洗净的个人护理产品时，使用塑料微珠作为该产品
的成分，即属犯罪；
（2）任何人供应或提供含有塑料微珠的洗净个人护理产品，即属犯罪；
（3）任何人如触犯（1）或（2）款的罪行，一经简易程序定罪，可被罚款。

70 Microbeads in Toiletries Regulations（SOR/2017-111），2016-12-20.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banning-the-use-of-microbeads-in-cosmetics-and-personalcare-product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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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法规名称

화장품 안전기준 등에 규정 일부개정고시（对化妆品安全标准规定的一些修订 )

发布时间

2016 年 9 月 29 日

生效时间

2017 年 7 月 1 日 71 起禁止生产、进口含有塑料微粒的清洗型产品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销售含有塑料微粒的清洗型产品。

塑料微珠的定义

被认为破坏生态系统的尺寸小于 5mm 的塑料小颗粒。

限制品类的描述

用于面部磨砂和去角质以及使肌肤光滑的清洁化妆品。72

其他重要内容

2017 年 1 月修正化妆品安全标准。

通过对比已颁布的其他国家及地区关于限制生产／销售／进口含塑料微珠产品的法律法规，发现如
下：

（1）各国及地区对塑料微珠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

在对塑料微珠的定义上，大部分法律法规采用了“直径小于 5mm”“不溶于水”“塑料颗粒”三
个关键点，但也存在将直径限定为大于 0.1μm 小于等于 5mm 的情况，如加拿大颁布的《加拿大环境
保护法（1999）》内所述；另一方面，亦存在未明确提及“不溶于水”的定义，如法国、韩国的相关
法律法规。

71 （韩文）化妆品安全标准等部分修订通知（草案）行政通知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6/TBT/KOR/16_4194_00_x.pdf
72 kim Jeong-su: “Rare occurrence as environmental groups applaud gov’t restrictionon microplastic”,September,2016.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
national/763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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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分国家及地区的定义中指明了塑料微珠的用途，如美国的规定中将塑料微珠界定为“任何
尺寸小于 5mm，用于人体清洁或去角质的塑料颗粒，包括牙膏”，而在台湾地区的规定中则将塑料微
珠界定为“粒径范围小于 5 毫米作为人体去角质或清洁用途之固体塑胶微粒”。

（2）对禁止添加塑料微珠的产品品类规定不一

部分规定将禁止生产／销售／进口含塑料微珠产品的品类范围划定为所有属于“化妆品”的产品，
并对“化妆品”进行描述说明，如加拿大颁布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部分法律法规则将禁止生产／销
售／进口含塑料微珠产品的品类范围限定为“冲洗型产品”，如美国、新西兰、法国、英国、韩国。“宜
居广州”认为，基于对规避问题风险的周全考虑，不应该将禁止添加塑料微珠的产品类别仅限于某一类
产品，而应规定限制在所有类型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

（3）相关法律法规限制的生产、销售时间具有渐进性

通过对比发现，大部分国家都已设置先后时间点，逐步推行禁止生产／销售／进口含塑料微珠产品，
首先推行禁止生产／进口含塑料微珠产品，而后推行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产品，且两个时间点间隔约为
半年或一年。同时，相关法规的颁布时间与生效时间之间设有缓冲期，时间间隔约为半年或一年，以逐
步推行相关规定的落实。

（4）其他重要内容

对比发现，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中，对禁止添加塑料微珠的情况做出了进一步描述：美国的
法规认为“肥皂不属于化妆品”，因而不在限制范围之内；瑞典的法规指出“仅由天然存在的聚合物如
纤维素组成的塑料微珠不在禁令范围内”。此外，部分法律法规明确指出，违反禁令即视为犯罪行为，
并列出相应处罚：新西兰法规规定“一经定罪，可处罚最高十万罚款”；英国法规规定，制造个人护理
产品时使用塑料微珠、供应或提供含塑料微珠的个人洗护产品，均属犯罪行为，“一经简易程序定罪，
可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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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议
含微塑料（塑料微珠）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的使用将带来大量微塑料的排放，微塑料及其
可能吸附的有毒物质均可能对环境、生物、人体造成不利影响。尽管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仍
需有更多研究确认，但出于风险考虑，现阶段应采取预防性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微塑料进入环境
与人体的可能性。
为更好地应对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塑料微珠所带来污染问题，“宜居广州”从政府层面
以及制造商、零售商层面做出以下建议：

6.1 政府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微塑料问题，生态环境部在 2018 年的多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中
表示要加强海洋微塑料问题治理。作为微塑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塑料
微珠所潜在的污染问题理应得到足够重视，以进一步促进海洋微塑料问题的有效解决。“宜居广州”
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应从立法及管理监督的角度采取相关应对措施：
6.1.1 立法限制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及地区重视到塑料微珠问题，并相继出台禁止生产／销售／进口含有塑
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的法规法案或相关声明（相关法律法规情况可见图 5 下方）。可见，
从法律层面制止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塑料微珠对环境造成危害已成为多国解决该问题的共
识。
现今，中国大陆地区仍未有限制在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的法律法规，每天
仍有大量含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被人们消费、使用，大量的塑料微珠被排放至环境中，
给环境与人体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调查发现，尽管各国相继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限制生产／销售／进口含塑料微珠产品，但这些
规定存在对塑料微珠的定义不一、对限制添加塑料微珠产品的品类划定不一等情况；另外，大部
分企业自身所作出的“自愿性承诺”也存在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尽快出台规定清晰、考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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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限制性法规，对于制止塑料微珠从我们的日常使用中排放到环境十分重要。
建议我国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关法规时，除了参考其他国家及地区已出台的相关规定要点，包括限制
的产品种类、对塑料微珠的界定、禁止生产、销售与进口的缓冲期等规定之外，同时，结合我国市场生产、
销售情况，尽快通过立法或制定强制性技术标准，以禁止制造、销售和进口含有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
品及化妆品。考虑到行业产品生产与销售的调整需要时间，可以设定各阶段生效时间，并为法律法规的
出台开展相关的宣传及意见征集，以便让制造商与零售商充分了解法律法规的内容，并在规定时间内对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调整。
6.1.2 加强监督管理
为了更好地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推动解决塑料微珠产品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联合相关检测机构对
目前市面上的产品进行监督管理，或对制造商进行定期检查，以保证各企业严格遵守新出台的法规，停
产停售含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此外，相关政府部门还可开通公众检举渠道，以便有效地
对制造商和销售商进行监督。
6.1.3 妥善处理问题产品
对于已生产的含有塑料微珠的产品，相关政府部门应勒令召回或下架，并妥善处理被没收、下架的
含有塑料微珠的产品。处理的方式应符合环境友好原则，以避免塑料微珠继续排放至环境中，对环境与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6.1.4 加大普及塑料微珠（微塑料）的危害
目前，一般公众难以通过产品成分表直接判断产品中是否含有固态的塑料成分——塑料微珠，亦不
太了解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的“塑料微珠”对环境所产生的危害。因此，相关部门应向公众公布抽
查所发现含塑料微珠的问题产品，同时加大公众宣传，提高公众对塑料微珠、微塑料的关注度与认识水平，
倡导公众拒绝购买及使用含有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
6.1.5 加强相关科学研究
尽管目前微塑料议题已得到一定关注，但其对于人体潜在的健康影响仍较为不确定。基于目前识别
微塑料的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测量与评估微塑料在人体内真实的暴露浓度与危害是当前科学的挑战，
建议政府大力支持对微塑料在人体暴露水平的研究工作，解开微塑料潜在的毒理学机制和当中可能的健
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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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企业
6.2.1 制造商主动拒绝添加塑料微珠
生产者作为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塑料微珠的源头控制者，应主动自觉地杜绝在任何产品中添加
塑料微珠。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应积极表率，公布不生产 / 不销售含塑料微珠产品的相关声明或承诺，
以推动国内整体行业自觉做出改变。
6.2.2 零售商主动拒绝销售问题产品
应对塑料微珠问题，零售商亦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实体连锁零售商及电商购物平台在内的零售商，
应主动拒绝销售含有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倒逼制造商停止生产含塑料微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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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含微塑料（塑料微珠）产品的使用将产生大量的微塑料排放，其本身及其可能吸附的有毒物质均可
能对环境、生物和人体造成不利影响。尽管目前仍需更多研究以明确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其潜
在隐患仍不容小觑。为此，本次调查在厘清微塑料、塑料微珠相关概念及危害的基础上，通过调查了解
目前市场上含塑料成分的产品情况、梳理国内较为著名的行业品牌对该问题的声明情况以及其他国家地
区限制塑料微珠产品的法规情况，以呈现解决该问题的相关思路。
本次调查反映了市场上含塑料成分产品的普遍性以及常用的塑料成分类型。然而本次调查仍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调查的产品对象主要为市场上部分较知名的品牌。另外，本次调查方法主要为
观察对比产品的成分表，该方法未能准确判断相关产品所含的塑料成分是否为固态的塑料颗粒——塑料
微珠，由此可见，一般消费者难以通过简单方法判断产品中是否含有塑料微珠，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只有
在行业上停产、停售，政策上从源头限制在产品中添加塑料微珠。
结合本次产品调查发现、相关企业发布的“自愿性承诺”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对塑料微珠的相关限制
法规，我们从政府和企业层面做出应对塑料微珠问题的对策建议，建议相关的政府部门加强立法并对生产、
零售企业进行监督管理，限制生产、销售、进口含塑料微珠的产品，并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加大对微塑
料危害情况的普及；建议生产商不在任何产品中添加任何塑料微珠；建议零售商拒绝销售含塑料微珠的
产品，以倒逼生产商停止生产问题产品，共同制止塑料微珠从我们日常使用的个人护理产品及化妆品中
排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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