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25日中午，一辆白
色私家车突然停在了路中间，车
上物品散落一地。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车上两人惊慌失措，脸颊、
手臂等多处被严重烧伤。此时，车
内并没有明火冒烟，两人究竟是
被什么烧伤的呢？

据了解，当时车内使用了一
种可以“秒结冰”的网红降温喷
雾。记者近日在电商平台搜索发
现，打着“一喷结冰，快速降温”标
语的喷雾产品随处可见，一些产
品月销量过万。网店的宣传视频
中，暴晒后烫人的座椅，用这种

“夏日神器”轻松一喷，整个车内
立即冰爽。这些喷雾真有这么神
奇吗？

记者购买了三款销量靠前
的此类产品，带到了重庆消防
总队进行实验。烈日下，室外气
温超过 38℃，消防员将三款喷
雾喷到新鲜树叶上，树叶表面
温度很快降至 0℃以下，并结出
一层白霜。重庆市消防救援总
队长寿支队消防员黄润告诉记
者，这些网红降温喷雾效果最
为明显的可以瞬间降低到零下
30 摄氏度左右，树叶上出现了
大面积黑点。随后进行的汽车
座椅喷雾实验也表明，这些产
品能让座椅温度从 40℃左右迅
速降至0℃以下。

如此“降温神器”，怎么就成
了“伤人利器”呢？消防员模拟车
内人员使用时点火，发现三款喷
雾喷出的白色气雾，遇到明火，立
即变身熊熊烈焰。

如果将他们喷涂在皮肤上，
遇到明火会怎样呢？消防员找来
了三块猪皮模拟人类皮肤，分别
喷上三款降温喷雾后，猪皮能被
直接点燃，剧烈燃烧的火焰迅速
引燃了周边的毛发，不断蔓延。

黄润说，在户外有风的情况
下，每块猪皮的燃烧过程都持续
了五秒钟以上。可以看到，猪皮上
出现了大片的烧焦的区域。如果
是在车内密闭空间内被点燃，有
可能发生轰燃，对人类皮肤造成
的烧伤也可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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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款降温喷雾都没有标明成
分，所谓的降温因子又是什么呢？
记者找到了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
心，利用专业仪器分析产品成分，
看看这些降温喷雾到底隐藏着怎
样的秘密。

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的气
质联用仪，可以精确分析鉴定喷
雾的组成成分和含量。实验人员
对三款降温喷雾产品进行检测
后，发现这款黑色的汽车专用降
温喷雾，主要成分是一种叫甲醚
的物质。而另外两款降温喷雾，都
包含同样的三种物质。

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工程
师秦世江告诉记者，三款产品中
有两款的成分主要是丙烷、异丁
烷和正丁烷，它其实就是我们生
活中常见的液化石油气，含量超
过90%，是极易燃易爆的。另外一
种含量主要是甲醚，含量超过

95%。甲醚也是一种易燃易爆的
气体，它含有神经毒性。如果大量
吸入容易窒息。

据介绍，这类降温喷雾，就是
把这些易燃易爆气体通过加压液
化存储在金属罐体中，喷出后迅
速汽化吸收周边环境热量，实现
快速降温。90%以上的易燃易爆
气体成分，三款产品却只字未提，
类似情况并非个例。

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委托专业
机构对10款网上热销的此类降温
喷雾产品评测发现，其中四款也都
没有标明产品成分。对产品的易燃
性检测发现，10个样品中，有四款
距离明火90厘米，都能被快速点
燃，属一类极易燃产品，应打上一
类极易燃标识，还有四款点火距离
超过15厘米，应标明二类易燃标
识，然而包装上都未出现。

如此危险的产品，即使没有遇

到明火，高温天气留在车内也有巨
大风险。当天中午12点左右，重庆
的室外气温超过38℃，消防员进
行了三款喷雾的车内存放实验。

车门关闭后，大概25分钟，一
瓶蓝色的降温喷雾率先发生爆炸，
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
厘米的圆形爆裂纹，旁边的喷雾也
被弹飞。7分钟后，留在仪表台上的
另一个降温喷雾也发生了爆炸。

除了易燃易爆的降温喷雾，
车上常见的手机、充电宝、香薰等
物品，在烈日高温下，也可能变成
危险品，高温天气要格外当心。消
防部门提醒公众，高温下，一定不
要将打火机、高压喷雾、碳酸饮
料、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车
内，车内等密闭环境使用花露水、
消毒喷雾等含酒精成分物品时，
一定要远离明火，注意安全。

（央视新闻客户端）

“黑科技”防晒服能护肤吗？

面对市面上各种类型的防晒
服，消费者很容易挑花眼。除了防
晒服最基本的抗紫外线功能，一
些商家开始主打“黑科技”。比如，
防晒服中含玻尿酸、木糖醇，号称

“不仅防晒还能护肤”，有些价格
还在不断上涨，逼近千元，这些

“黑科技”真的那么神奇吗？
事实上，玻尿酸和木糖醇并不

具有防紫外线功能，只能增加面料
的保湿程度，让身体产生凉感，增
强服装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玻
尿酸、木糖醇都易溶于水。洗涤过
程中，这些有效成分会流失，造成
凉感、保湿能力大打折扣。

不论防晒服宣称有多少功
能，它的核心功能还是防晒。按照
防晒原理，目前市场上常见两类
防晒服：

1.添加紫外线屏蔽剂的防晒服。
无机类紫外线反射剂主要有

二氧化钛、氧化锌、氧化铝、高岭

土、滑石粉、炭黑等。通过增加织
物表面对紫外线的反射、折射和
散射等来达到抗紫外线目的。缺
点：不透气，手感发硬，穿着时较
闷热。优点：价格适中，能满足普
通人的防晒需求。

2.半透明防晒服。
大多数是用经过抗紫外线处

理的多微孔纤维织成的，不但能
起到防晒效果，而且多微孔构造
也增加了布料的吸湿排汗性，更
适合在炎热环境中穿着。一般选
用涤纶、锦纶、腈纶等面料制作这
种轻薄的防晒服。优点：抗紫外性
能好；缺点：价格偏高。

需要提醒的是，皮肤衣的主
要性能是轻便、防风，也叫做皮肤
风衣。皮肤衣不等同于防晒衣，它
主要通过物理遮蔽进行防护保
护，但不一定具有防紫外线功能。

防晒服要满足两个“基础指标”

防晒服要想真正防晒，既要
满足防晒指数值（UPF），又要保

证 UVA（紫外线波长的一部分）
的透过率符合要求。根据 GB/
T18830-2009《纺织品防紫外线性
能的评定》，规定当UPF大于40%，
且UVA透过率小于5%时，可以称
为防紫外线服装。

除了上述必要指标，防晒服
的抗紫外线能力与面料材料属
性、疏密水平、厚度、颜色都有密
切关系。建议根据以下指标挑选：

1.人造纤维优于天然纤维；
2.机织面料优于针织面料，

前者结构紧密，纱线间空隙小，可
以阻挡更多的紫外线穿透面料，
防护性能更好；

3.冷色防晒服优于暖色防晒
服，因为冷色系颜色可覆盖到紫外
波长区域，能更好地吸收紫外线；

4.纯色防晒服优于彩色防晒
服，前者吸收紫外线能力更强；

5.深色防晒服优于浅色防晒
服，相对于淡色衣物，深色染料中有
大量苯环结构，更容易吸收紫外线；

6.面料越厚的防晒服对紫外

线的隔离效果越好，但面料太厚
往往透气性、透湿性差，会引起皮
肤红疹、过敏等不适。

3个技巧延长防晒服“寿命”

天气炎热时，人体也会大量
出汗，防晒服免不了要清洗。一些
人可能会担心：防晒服洗完后，抗
紫外线能力会下降吗？

如果防晒服频繁清洗，可能影
响一定的防晒效果。为了延长它的
使用寿命，建议清洗时注意几点：

适当减少清洗频次，比如每
天都洗；如果出汗多，建议晾干，
穿几次再洗；

洗涤时尽量避开机洗，轻柔
手洗，避免抗紫外线功效在机械
外力作用下，从面料上流失过多，
或产生过多毛羽，堵塞纱线间空
隙，降低透气性、透湿性；

晾晒时避免强光照射，可在
阴凉处晾干。

（生命时报）

当前多地持续高温，继续发布了
高温预警。很多肝病者，一到天热就
频繁发病，特别在炎热的天气下，时
常会出现肝病反复的情况。

肝病在夏季容易反复

肝相当于人体的代谢“工厂”，掌管
着人体糖、脂肪等代谢和解毒的功能。

首先，炎炎夏日，天气闷热，人体
往往会大量出汗，从而引起体内水分

和电解质的丢失，能量大量地消
耗，影响人体免疫力。其次，夏

季高温高湿，食物容易腐
烂、变质，是细菌、真菌等
微生物大量繁殖的“黄
金季节”，饮食起居稍有
不 慎 ，便 会 引 发 消 化
道、呼吸道的感染。因
天气炎热、昼长夜短等
因素影响，睡眠不足及
睡眠质量不高也是夏季

普遍现象，这也会影响到
肝脏自身抵抗力。夏季还有

着众多的冰啤酒爱好者，夜里
烧烤摊聚个餐，难免要喝上几瓶

冰啤酒，嘴巴爽快了，内脏却受了伤。
喝冰啤酒一方面容易对胃产生刺激，
另一方面因为含有酒精，会加重肝脏
的负担。

这些症状可能是肝在求救

如果发现劳累厌食，这可能就是
肝病的早期症状。往往很多的肝病最
早的症状就是乏力，人的消化功能下
降，很多的肝病患者开始出现厌油、
厌食、食欲差，这些其实是肝脏自我
保护的一个机制，再严重可能会出现
黄疸、凝血功能障碍等。

另外，肝病也可能表现出面色的
变化。如果近期频繁出现厌食、乏力、
面色发黄、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也
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肝功能是否正常。
通常是检查谷草转氨酶（ALT）和谷
丙转氨酶（AST），若指标超出正常值
则说明肝功能受到影响。需要及时咨
询医生，规范诊疗。

如何护好肝？

爱肝护肝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少抽烟喝酒、少熬
夜、多运动，定期到医院进行肝脏的
检查，早发现早治疗。

1.酒后伤肝——喝点葛花茶饮
喝酒后，推荐拿葛花泡茶喝。葛

花就是葛根的花，它具有醒酒的功
效。想要在平时护肝，可以试试白菊
花茶和枸杞茶，白菊花和枸杞都有护
肝的作用。佛手花和玫瑰花则能疏肝
理气，拿来泡药茶喝效果也不错。

2.熬夜伤肝——保证充足睡眠
注重生活方式的调整，平时应

当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医讲“肝藏
血”，“人卧则血归于肝”，如果夜间
23点至次日凌晨3点不入睡，容易造
成肝血不得藏养，肝血亏虚则筋脉
失养容易出现或加重肢体麻木、痉
挛等症状。

3.怒气伤肝——学着稳住情绪
中医讲“怒则伤肝”，生活中应注

意舒畅情绪，肝木喜舒畅调达，情绪
抑郁或发火都会伤肝，肝阳、肝火亢
盛则会出现或加重肢体疼痛、烧灼样
的感觉。

4.用药伤肝——遵循医嘱用药
肝脏最怕乱服药。如果本来就有

肝脏疾病，或者是中老年人，那就要
更加小心了。肝脏有基础疾病（如乙
肝等）的群体，肝脏功能比一般人低
下，代谢及解毒能力减弱，更容易出
现毒性成分的累积；而中老年人，随
着机体的老化，肝脏的功能也随之有
所下降，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若有
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院专科专治，
遵医嘱用药。

5.增强体质——试试红参缓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药学部张带荣等做过一项
《人参皂苷用于肝脏疾病的研究进
展》研究，研究显示人参皂苷能帮助
保护肝脏。人参皂苷是人参的主要有
效成分，人参皂苷Rh2具有增强机体
免疫力、快速恢复体质的作用，可以
抑制肿瘤细胞向其他器官转移；人参
皂苷Rh1具有促进肝细胞增殖和促
进DNA合成的作用。

养肝护肝可以试试红参，因为红
参中也富含人参皂苷Rg1，可以帮助
达到护肝的效果，而且红参帮助睡眠
的作用也可以避免睡眠不足，精力不
足而引起的肝部问题。

此外，红参是人参的熟制品，除
了具有补元气、生津安神这些人参都
有的作用外，其药性更温、功效也更
持久，其补阳气、养气血的功效自然
也就非凡了。凡有面色苍白暗淡、手
脚冰凉等阳虚症状者，都可选用红参
进补。 （健康时报）

近期，多地遭遇持
续高温天气。烈日酷暑
下，一些车内物品，甚至
是消暑降温产品，使用
时稍不注意，就可能成
为危险品，酿成事故。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网店宣
传视频中，声称在车内大量喷洒，
可以快速降低整个车厢温度，并
强调“物理降温 0 危害”。事实果
真如此吗？

消防员找来一辆报废的汽车
进行模拟试验。为了达到整个车厢
降温的效果，消防员在关紧门窗的

车内喷洒了大量降温喷雾，此时车
内一旦有人点火吸烟，会发生什么
呢？消防员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进行
模拟试验。只见明火刚靠近车辆，
车内瞬间就发生了猛烈爆炸。

爆炸不仅导致后车窗玻璃瞬
间被炸飞，私家车后排也燃起熊
熊大火。消防员迅速找来灭火器

灭火，车内还是烧得面目全非。万
一车内有人，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喷雾究竟含有什么成
分，为何有如此巨大的爆炸威力
呢？记者仔细查看三款产品的说
明，发现其中两款都没有说明成
分，只有一款写着降温因子、食用
香精、溶剂等。

车内大量喷洒降温 遇火后果惊人

专业仪器分析成分 揭开降温喷雾“秘密”

防晒服能否“抗紫外线”？

纺织专家告诉你真相

行车途中被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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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紫外线，人类发明
各种装备来抵挡它的伤害，防晒
服就是其中之一。除了防紫外线，
轻薄、凉感、透气、护肤……这些
商家宣传的防晒服功能中，到底
哪些是“智商税”？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科
学传播专家、苏州市纤维检
验院高级工程师 丁力进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科
学技术普及部主任 白洁

受 访 专 家

高温天肝脏易受伤
出现这些症状
可能是肝在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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