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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泰州市学校学生用品塑化剂污染现状ꎬ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卫生监督和风险监测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泰州市城区、农村、城乡结合部学校周边学生用品销售商店 ９ 家ꎬ随机抽查各类橡皮擦

１１２ 份ꎬ进行风险监测及分析ꎮ 结果　 １１２ 份橡皮擦样品中ꎬ９６ 份检出邻苯二甲酸脂ꎬ检出率高达 ８５.７％ꎻ按照≤０.１％的限

量标准ꎬ８４ 份橡皮擦样本检验不合格ꎬ合格率仅为 ２５.０％ꎮ 以邻苯二甲酸(ＤＥＨＰ)浓度超标最为严重ꎬ检出污染物的 ９６ 份

样品中有 ３６ 份样品 ＤＥＨＰ 浓度超标 １０ 倍以上ꎻ其次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ꎮ 城乡结合部文具店邻苯二甲酸脂检出

率(９７.４％)高于农村和城区文具店(７７.８％ꎬ８１.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６０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泰州市学校学生用品

橡皮擦塑化剂污染处于高水平ꎮ 应尽快采取综合监管措施ꎬ以减少塑化剂暴露对学生身体健康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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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学校卫生监督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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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ꎬ学校学生暴露于塑化剂的

风险正在增加[１－３] ꎬ儿童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ＤＥＨＰ)
的日摄入量是成人的 ２ 倍多[４] ꎮ 已知邻苯二甲酸脂

类(ＰＡＥｓ)增塑剂具有生殖毒性和发育毒性ꎬ可经消化

道、呼吸道及皮肤进入体内ꎮ 虽然已知塑化剂对人体

能产生多种潜在危害ꎬ但对其暴露源尚知之甚少[５] ꎮ
为了解泰州市学校学生用品塑化剂的污染状况ꎬ切实

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安全ꎬ泰州市卫生监督所对

２０１４ 年度泰州市中小学校学生用品橡皮擦的卫生质

量开展了卫生监督风险监测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学生用品的风险监测样品采用流通领域

购样方式获取ꎮ 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４ 年夏

秋开学季时间点ꎬ分别在泰州市城区、农村、城乡结合

部三大区域学校周边店各选取 ２ ~ ３ 个采样点进行随

机采样ꎬ９ 家文具店共抽查各类橡皮擦样品共计 １１２
个批次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样品监测 　 由泰州市卫生监督所委托国家精

细化学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ꎬ对采集的全部学生用品

橡皮擦卫生安全质量进行风险监测ꎮ 监测项目为邻

苯二甲酸(２－乙基己基酯) (ＤＥＨＰ) ＋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ＤＢＰ)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ＢＢＰ)、邻苯二甲酸二

异壬酯(ＤＩＮＰ)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ＤＩＤＰ) ＋邻苯

二甲酸二正辛酯(ＤＮＯＰ)２ 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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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判断标准　 风险监测检验依据为«学生用品的

安全通用要求»(ＧＢ ２１０２７－２００７) [６] 、«玩具及儿童用

品聚氯乙烯塑料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ＧＢ /
Ｔ ２２０４８－２００８) [７] ꎮ 风险监测判定依据为 ＲＥＡＣＨ 附

录 １７ 第 ５ 条ꎻ«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文具» (ＨＪ ５７２
－２０１０) [８] 、ＲＥＡＣＨ 附录 １７ 第 ５１ 条、ＲＥＡＣＨ 附录 １７
第 ５２ 条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件进行百分率的计算和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橡皮擦检验合格率　 邻苯二甲酸(ＤＥＨＰ) ＋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ＢＢＰ)项目

２８ 批次产品合格ꎬ合格率仅为 ２５.０％ꎻ邻苯二甲酸二

异壬酯(ＤＩＮＰ)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ＤＩＤＰ) ＋邻苯

二甲酸二正辛酯( ＤＮＯＰ)项目 １１２ 批次产品合格ꎬ合
格率为 １００.０％ꎮ
２.２　 不合格类型分析 　 根据欧盟 ＲＥＡＣＨ 法规ꎬ对 ６
类邻苯二甲酸酯增 塑 剂 检 出 情 况 做 数 据 统 计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橡皮擦不同种类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检出率

邻苯二甲酸酯种类 抽查批次 检出批次 检出率 / ％
ＤＥＨＰ １１２ ９６ ８５.７
ＤＢＰ １１２ ９６ ８５.７
ＢＢＰ １１２ ０ ０
ＤＩＮＰ １１２ ０ ０
ＤＩＤＰ １１２ ０ ０
ＤＮＯＰ １１２ ０ ０

２.３　 不合格橡皮擦塑化剂含量分析　 对 ９６ 批次橡皮

擦样品做进一步分析ꎬ由表 ２ 可见ꎬ所检橡皮擦样品中

的邻苯二甲酸酯主要有两大类ꎬ以邻苯二甲酸(２－乙

基己基酯)(ＤＥＨＰ)为主ꎬ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含

量次之ꎬ且 ＤＥＨＰ 的含量一般远高于 ＤＢＰ 含量ꎬＤＥＨＰ
浓度超过 １％的不合格样品达 ３６ 批次ꎮ 所检 ９６ 批次

样品中ꎬ８４ 批次 ＤＥＨＰ ＋ＤＢＰ ＋ＢＢＰ 加和含量超标ꎬ浓
度超过 １％的样品高达 ４４ 批次ꎬ占不合格样品数的

５２.４％ꎬ合格率仅为 ２５.０％ꎮ

表 ２　 不同种类邻苯二甲酸酯类浓度分布

邻苯二甲酸酯种类 <０.１％ ０.１％ ~ ０.５％ ~ １.０％ ~ >５.０％
ＤＥＨＰ １２ ３２ １６ ２０ １６
ＤＢＰ ２４ ６０ １２ ０ ０
ＤＥＨＰ＋ＤＢＰ＋ＢＢＰ １２ ８ ３２ ２８ １６

２.４　 不同地区学校周边文具店橡皮擦塑化剂检出率

比较　 对来自主城区、农村、城郊结合部学校周边各 ３
家文具店邻苯二甲酸脂检出情况比较发现ꎬ来自城郊

结合部学校周边文具店塑化剂检出率(９７.４％ꎬ３７ / ３８)
明显高于主城区(８１.６％ꎬ３１ / ３８) 和农村(７７.８％ꎬ２８ /
３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６０ꎬＰ<０.０５)ꎮ
２.５　 橡皮擦日常卫生监督存在的问题　 本次学生用

品卫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实施过程中ꎬ执法人员对 ９６
批次的橡皮擦生产厂家登记时发现ꎬ２０ 个批次未标注

生产厂家ꎬ所占比例为 ２０.８％ꎮ 此外ꎬ销售商亦不能提

供问题橡皮擦的有关索票索证依据ꎮ

３　 讨论

ＰＡＥｓ 是欧盟和美国法规明确的禁限用毒性物

质[９－１０] ꎬ对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影响大[１１－１３] ꎮ 低龄儿童

在使用橡皮擦时存在将其放入嘴里咬、用手将橡皮屑

擦去或用口吹掉等不良习惯ꎬ易致塑化剂进入体内ꎬ
超重儿童的病因探索研究中ꎬ体内塑化剂代谢产物浓

度明显加大值得警惕[１４－１５] ꎮ
本研究表明ꎬ目前泰州市面上销售的橡皮擦产品

整体卫生质量较低ꎬ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含量超标

现象严重ꎮ 此外ꎬ９６ 批次橡皮擦样品中ꎬ２０ 批次未标

注生产厂家ꎬ橡皮擦市场管理也存在安全隐患ꎮ 归结

原因为:( １) 我国 ＤＥＨＰ 卫生限量标准建设相对滞

后[１６] ꎮ 强制性国家标准«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ＧＢ ２１０２７ － ２００７) [６] 未对邻苯二甲酸酯指标做出要

求ꎬ２ 个涉及橡皮擦的行业标准«塑料铅笔擦» ( ＱＢ / Ｔ
２３０９－１９９７)和«橡胶铅笔擦»(ＱＢ / Ｔ ２３３６－１９９７)也未

对其做出要求[１７－１８] ꎬ导致监管基本处于缺失状态ꎮ
(２)从城乡结合部学校周边文具店橡皮擦塑化剂检出

率明显高于主城区和农村学校的现象看ꎬ劣质的学生

用品更容易出现监管薄弱的地区ꎬ监管盲区成为重灾

区ꎮ (３)消费者对学生用具塑化剂的污染状况及危害

了解不够ꎬ 导致学生用品塑化剂防控体系未有效

建立ꎮ
建议:(１)防患未然ꎬ将塑化剂纳入学生用品卫生

质量风险监测重点项目ꎮ 有学者指出ꎬ现阶段学校卫

生监督的现状亟待改变[１９] ꎬ建议将学生用品尤其是橡

皮擦中的塑化剂含量纳入年度卫生监督风险监测的

重点项目ꎬ发现卫生问题依法及时处理ꎬ以期进入流

通市场的产品能够符合国内外最新环保要求ꎬ并从消

费端对生产企业提出要求ꎮ (２)多措并举ꎬ构建学生

用品卫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ꎮ 监管责任主体定期组

织开展学校周边文具店的执法检查ꎬ拓展监管覆盖

率ꎬ形成定期督查工作机制ꎻ及时发布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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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警示通告ꎻ形成多部门通报协查机制ꎬ对风险监

测中发现不合格学生用品ꎬ要及时函告当地生产商质

监、卫生、工商等监管部门ꎬ形成异地互查联动及协查

通报机制ꎬ保持打击劣质学生用品的高压态势ꎻ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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