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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因有多双白色的鞋，在成都工作的梁先
生经朋友推荐上一家淘宝店购买了一款品牌
为“捷福世”的防水护理剂。产品介绍中称，鞋
子喷上这款喷雾后可以实现“荷叶防水”的效
果，并称是“纳米技术”，但未写主要成分。

梁先生花39.8元购买了2瓶。1月16日晚10
点左右，他在阳台上按照瓶上“距离所喷物件
20厘米”的引导，对着鞋子按下喷头。“和空气
清新剂的气味很像。”梁先生说，因为气味呛
人，他回屋找来防雾霾用的3M口罩，戴上后
继续操作。喷到第三双鞋时，“实在不行了，刺
鼻、呛人”，他开门返回室内，“发现屋里满是
那个气味。”回到卧室吃了一份外卖，半个小
时后，突然开始咳嗽，咳得停不下来。他回忆，

“一分钟的时间，汗湿透了头发，感觉周围一
片寂静，眼睛也想闭上，肺上像是有针扎。第
一次感觉距离死亡那么近。”

梁先生赶紧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朋
友，随后被送到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输
了几天液，又做雾化、吸氧。”梁先生告诉记
者，1月19日出院的诊断上写着“氟化合物中
毒”，住院共花了五六千元，又休养了差不多
20天，才稍微好了一些。

检查：肺部有炎症 尿氟微量增高

梁先生出示了自己的一份CT报告，显示
“双肺内见散在分布片状、云絮状磨玻璃阴
影”。“这个只要肺部有炎症，拍出来的片子都
是这样。”接诊梁先生的医生说，“他当时尿氟

微量增高。”医生找出梁先生此前的检查记
录，“还在正常范围内”，不过他指出，这个尿
氟量检测的是全身，“短时间接触的氟是在肺
上，局部的氟量可能会更高。”他也指出，“氟
化合物中毒”是一个笼统的诊断，“真正要诊
断，是需要现场采样、标本分析的。”

卖家：可申请退货退款，但不报销

1月17日梁先生通过淘宝联系了卖家，并
把在医院就诊的单据发给对方。3小时后，卖
家回复“可以申请退货退款”，并称产品是经
过检测的，最后留下一句“这个我们报销不
了”便再无回复。

记者查看了这款防水护理剂的瓶体，产品
成分写的“氟、硅类防水材料”，并无类似“在通
风处使用”的提示。生产商为北京生辉鞋行有
限公司，天眼查的记录显示，2018年6月19日，
该公司曾被北京市朝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罚款2000元，因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情况。梁先生说他也联系过厂家，“说会有
人与我联系，但至今未接到电话。”

评论：有人晒出住院证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找到淘宝上卖
这款喷雾的“诺恩家居专营店”，数据显示这款
产品月销量超过1.2万件。在商品评论里，去年
11月16日的一条评论写道：“喷的一瞬间就感
觉到强烈的刺激性味道，接下来很长的时间呼

吸道都异常难受。”还有人晒出住院证明。今年
1月18日一位用户在评价时表示“味道难闻
……导致极其严重的咳嗽，感觉窒息”。14天后
追加了评论，晒出一份打了马赛克的住院证
明，“使用该产品喷洒鞋子，发生呼吸困难并剧
烈咳嗽……门诊诊断为吸入性肺炎，白细胞剧
增，血氧含量低，目前已办理住院。”

记者还联系到在北京上大学的王月（化
名），她曾在1月3日使用“捷福世”后出现咳
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校医院诊断为：右下肺
支气管炎表现，“吃了五六天的药才好些。”

厂家：建议消费者走司法途径

“诺恩家居专营店”的经营者为郑州市诺
恩商贸有限公司。记者联系上公司一位马姓
负责人，他称注意到淘宝店有关“气味刺激”、

“中毒”、“住院”的评论，“我们和厂家沟通过，
厂家给我们看了检测报告，说没问题。”记者
提出看“检测报告”，他让记者联系厂家。

随后，记者联系到生产商北京生辉鞋行
有限公司，一位刘姓经理索要了梁先生的订
单号。对于淘宝上的评论，他表示“每个人的
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同。”2月25日，该公司一名
法务人员联系记者，声称有公司产品的检测
报告复印件，但始终不愿给记者看。之后，又
说“这份报告，我们愿意拿给司法机关。”他也
提到，此前因受投诉，“检测报告拿给了工商
部门。”对于部分网友的评论，他表示“公司没
有任何问题”，建议消费者走司法途径。

消费者：喷后突发症状，白细胞剧增

这些未明确标注成分的防水喷雾，也造成部
分消费者出现发烧、咳嗽、白细胞超标等情况。

“昨天晚上才好一些。”山东的女生刘洁（化
名）告诉记者，她也在网上买了一瓶39.9元的“防
水剂喷雾”，罐体上写的品名是“stuker”，由深圳
市喜护科技有限公司监制。2月21日晚上9点过
她把家里的七八双篮球鞋拿到卫生间，“面积不
到4平米，开了一扇窗户。”尽管瓶身上写着“无
味”，开始喷后，“还是有空气清新剂的气味，越
到后来越呛人，简直喘不过气。”随后，她回到客
厅。晚上11点，“打了一个寒颤，然后就开始咳
嗽，体温也上升到了38℃。”当晚，她就去济南市
中心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细胞数、中性粒细胞
数显著上升，“输液到凌晨3点。”又吃了3天的消
炎药才稍微好点。

“我是不敢用了。”刘洁说。对于喷雾的主要
成分她也有些好奇，瓶身上只写着“纳米防水
剂、环保溶剂”非常笼统。

代工厂：用庚烷作溶剂“会刺激呼吸道”

记者以经销商的身份联系上江苏一家生产
喷雾剂的公司，一位技术人员直喊“忙”，“前年
厂里都很闲，去年到今年订单突然变多了。”山
东女生刘洁使用的“防水剂”产品，就是该公司
代工生产的，“天猫、京东平台上很多在卖的防
水剂喷雾都是我们做的。”她补充，起防水作用
的主要是氟原料，“是纳米产品”。

“用水性溶剂，防水的效果不好。如果用油
性溶剂，气味多少都会有。”她直言，闻多了会刺
激呼吸道。她也提到一种公司生产的防水剂产
品里常用的溶剂：d20，“是庚烷类的溶剂”。刺激
呼吸道的是不是就是庚烷？她回答“嗯”。经查，
庚烷的急性中毒表现为：吸入高浓度蒸气可引
起眩晕、恶心、厌食、步态蹒跚甚至意识丧失等。

记者询问是否要在瓶身注明主要成分，她
回答“不是必须写”。她还表示，一般公司对于成
分、使用方法、禁忌都会有推荐用词，“比如在通
风处、防火，小孩、孕妇不要接触”。

那这些防水护理剂的主要成分到底是
什么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找到第
三方平台，对此进行了检测。

检测：防水护理剂含多种烷烃类物质

2月26日，记者将梁先生购买的“防水
护理剂”拿到中科院成都分院分析测试中
心，技术人员通过气质联用设备检测喷雾
气体中主要可挥发性质有机物。检测结
果显示：喷雾气体中有机物主体成分有丙
烷、异丁烷、丁烷、己烷、庚烷、辛烷、环己
烷以及2-甲基戊烷、3-甲基戊烷等烷烃。
检测时采样的针管曾出现堵塞，技术人员
推断，罐子里面应该是有高分子材料。

记者从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公共服
务互联网平台上查到，丙烷、丁烷以及异
丁烷未列出国内的职业接触限值，不过丙
烷的中毒表现一栏中写道：“工业生产中
常接触到的是丙烷、乙烷或丁烷等混合气
体，可引起头晕、头痛、兴奋或嗜睡、恶心、
呕吐、脉缓等症状，严重时表现为麻醉状
态及意识丧失。”己烷的职业接触限值国
内为100mg/m3，中毒表现中写道：“吸入
高浓度本品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共济失
调等，重者引起神志丧失甚至死亡。成人
口服正己烷50ml可致急性中毒死亡。液态
本品直接吸入肺部，可引起吸入性肺炎。
对眼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这些烷烃常温下是气体，加压以后，
可以作为主要成分的溶剂。”前述中科院
成都分院的副研究员说道。西华大学食品
与生物工程学院讲师、中国毒理学会会员
陈晟也认为，检测出的烷烃，“低沸点，易
挥发，是用来溶解高沸点物质的，比如可
能存在的氟化物。”

一位涂料行业的专家告诉记者，目前
看来这个产品使用的是烷烃类溶剂。“相
对于环保型的溶剂，烷烃类的溶剂更便
宜，但容易对人造成损害。”他强调，这些
烷烃的毒性与挥发后在空气中的总浓度
有关。陈晟也表示，这些烷烃本身的毒性
都很小，如果要达到能让人中毒的程度，
是需要较大剂量的。

专家：中毒应与喷雾中的溶剂有关

“一般来说，防水材料都含有氟。”一
位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人员介绍。对于针
对鞋面的此类防水剂，他推断：“正常来说
主要成分多半是聚合物，并且可溶在溶剂
中，然后喷出来溶剂挥发，就在鞋面上形
成一层薄膜。”

“氟硅化合物是无味的，产品的气味应
该来自溶剂。”中科院成都分院的研究人员
提出，梁先生的遭遇可能和喷雾中的溶剂
有关。“烷烃类溶剂挥发性非常强，如果在
密闭空间里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害。”她还
指出，这类气体存在易燃的风险。

陈晟表示，他倾向事件中使用者的遭
遇是有机溶剂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吸入，并通
过肺部的静脉交换进了血液，造成的周身中
毒反应。至于炎症，他推测，可能是肺部被局
部刺激造成的。“喷雾剂有个特点，就是液体
都被雾化成了细小的液滴，因而更容易被人
吸入肺中。”另一方面，他表示，环己烷实际
上有点毒性，如果剂量较大，就会很快从肺
部交换进血液，速度比注射还要快。

梁先生体内微量增高的氟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外卖？陈晟认为：“不太可能。”他解
释，无机的氟化物几乎都有剧毒，“大概是
老鼠药级别的”。而有机的氟化物几乎都不
溶于水，不太可能混在外卖里吃进去。而且

“他的不适并不是先来自于胃，而是肺。”
在他看来，产品在安全警告上做得很

不到位。一方面，这些溶剂里的物质全部
都高度易燃，瓶身上必须有警告。另一方
面，应当提示不要在封闭空间内使用，或
者说，最好别在室内使用。

男子喷鞋面防水剂后住院
被诊断为“氟化合物中毒”
卖家：可申请退货退款，但不报销 厂家：建议走司法途径

梁先生没有想到，一瓶
19.9元的鞋面防水剂，会把他
送入医院。

1月16日，他在使用鞋面防
水剂清洁鞋子时，突然剧烈咳
嗽，呼吸急促，“第一次感觉距
离死亡那么近”。随后，他被朋
友送进医院，被诊断为“氟化合
物中毒”，花了5000多元，住院
两天，又休养了20多天才康复。

梁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
有多名网友晒出使用清洁剂
喷雾后住院的检查报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调查发现，在网上热销的鞋面
防水剂、清洁喷雾，大多未标
注具体成分；消费者使用后，
也有多人反映出现咳嗽、肺
炎、支气管炎等症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揭秘防水剂乱象

使用鞋面喷雾后
小伙猛烈咳嗽“肺上像有针扎”

打着“纳米喷雾”高科技旗号
多种防水剂成分不明

含多种烷烃类物质
接触过量可致中毒

打着“纳米喷雾”旗号 成分不明

多人使用后住院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9052期开奖结果：52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2019023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01 10 14 15
18 31 蓝色球号码：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52期
开奖结果：577，直选：3295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3729注，每
注奖金346元。（10928175.6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52期
开奖结果：57738，一等奖52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12593360.3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19026期：03333330333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9026期：03333330333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
平负第19029期：001333001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9031期：1013203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9日)

足彩

北京工商：
收到过投诉 尚无调查结果

“就是说用了产品中毒的吗？我
们收到了投诉。”北京市朝阳区双桥
工商所一位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她也确认，确实从厂家收到
了一份“检测报告”。

“这份检测报告的真实性以及
数据是否符合标准，目前尚在调
查。”2月27日下午，朝阳区工商分局
一位工作人员回复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记者看
到的不同，28日记者再度打开诺恩
家居旗舰店“捷福世”防水护理剂的
淘宝页面时，商品详情的最上端已
经增加了“因挥发速度快，建议在户
外或通风处使用”的字样。

最新进展>

A
事件

C
检测

B
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发

现，在网络上，针对鞋、衣服的“防水剂
喷雾”不少，均称能实现“荷叶现象”，并
打着“纳米喷雾”、“纳米疏流分子”等高
科技旗号，但大多未明确标示成分。

在某电商平台，一种针对衣服和鞋
子的防水喷雾，月销近3万件。“气味太
刺激了”、“非常臭”、“一股油漆味”等不
时出现在产品评论里。至于主要成分，
客服先称“纳米形成”，又说“厂家说是
独家配方，不随便发”。

销量靠前的另一家店，在售的另一款
产品，客服称主要成分是“纳米疏流分子”。

一款月销量3000多件的“防水喷雾”，
被买家评论“油漆味”。客服则向记者称“没
毒”、“无害”，其展示的主要成分依然不明
确：“纳米防水防污剂、溶剂、抛射剂”。

至于防水剂的效果，有买家表示并
不能防水，有的说防水时间有限，还有
买家晒出图片称鞋子被洗坏了。

梁先生在医院住院两天 诺恩家居专营店消费者关于引起身体不适的评论 记者咨询防水喷雾主要成分

记者将梁先生买的捷福世防水剂拿到分析测试机构做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