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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信息

无毒先锋：

          一家聚焦化学品安全与环境健康问题的环保公益组织，创建

于 2016 年，注册实体为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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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日常消费品去毒，以及通过培育和发展民间合作网络，推动

化学品管理议题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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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info@szzw.org.cn

微信公众号：Toxics-Free_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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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朋友：

         当你结束整日的奔波劳碌，拖着疲惫的身体推开家门，与屋
顶柔和的灯光、家人灿烂的笑容相伴，相信此时的你，内心一定
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是的，世界纵然广大，但还有哪里是比家更温暖安全的地方
呢？在这个你和家人用心营造的小空间中，本不应有任何烦忧。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系列专业调查和检测发现，在日常家居场景
中，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环境风险。这些环境风险不但影响环
境质量，更可能已经给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

        可能你还未及了解，孩子们喜欢的玩具小黄鸭、必备的橡皮，
可能含有超过国家标准限值的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这种物
质的超标添加，会损害儿童的生殖系统。可能你还未及了解，有
些每天与你“亲密接触”的化妆品，比如口红，在制作过程中非
法违规超标添加了铅、汞、铬等重金属，长期使用，这些物质在
人体内富集，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你还未及了解，清扫房间时不
小心打碎的荧光灯也需小心应对，因为荧光灯打碎后挥发的汞蒸
气会透过皮肤迅速进入人体，对人体肝肾、中枢神经系统和植物
神经系统功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家居中的环境风险重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看到这里，
爱家的你一定会问：这些场景中的环境风险，应当如何规避？

         无毒先锋策划推出的《无毒家居手册》，希望能够帮助每个家
庭预防和减少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侵袭。我们希望，这本专业性和
实用性兼具的手册，能够成为你有力的“避毒指南”。手册的作者，
是常年从事化学品影响研究的专业人士。手册中，我们将客厅、餐
厅、厨房、卫生间、卧室、儿童房、阳台等居家生活场景全面覆盖，
并用漫画形式一一还原，根据相关行业标准及检测依据，图文并茂
地提示读者每一个家居场景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并有针对性地给
出可行的应对方案。

         在确保手册内容专业性的同时，我们更希望是它是好懂、好用、
甚至好玩的。消除有毒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无毒先锋努
力的目标。各位读者如果能够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体验中学会如何规
避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提升生活品
质，进而从“小家”到“大家”，推动更广泛的公众更加重视环保、
珍爱环境，是我们由衷的心愿。

         手册编撰难免存在不足，真诚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
意见与建议（联系邮箱：info@szzw.org.cn），我们将继续努力，
共同抗击隐形污染，助力无毒中国。

                                                                                                                                                      
                                                                                                           无毒先锋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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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荧光灯/日光灯

家庭常用的照明灯具，由于其含汞而逐渐被 LED 灯替代。

同时我国为了履行《水俣公约》，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含汞荧光灯被禁止生产和进出口 1。

● GB/T 17263-2013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性能要求

节能灯摔碎后汞蒸气浓度变化（图源：人民日报）4

● HJ/T 230-2006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灯
● QB/T 2940-2008 照明电器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汞（一盏荧光灯约含汞 1~5mg）

    

荧光灯本身无害，而一旦打碎或随意丢弃则危害健康和污染环境。

【神经损伤】  打碎的荧光灯可挥发汞蒸气，其通过呼吸道、皮肤、
消化道等途径入侵人体，此后集聚于肝、肾、大脑、心脏和骨髓
等部位；汞进入人体后排出缓慢，可造成神经性中毒和深部组织
病变 2。

    

【生物富集】汞是有毒重金属，具有持久性、长距离迁移和生物
富集等特点，在自然界中能转化
为剧毒的甲基汞，并通过食物
链富集和放大 3。

【空气污染】若含汞荧光灯随
意丢弃，其在破碎后，汞蒸气
散逸到大气，瞬时可使周围空
气中的汞浓度超标。

相关标准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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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家中逐步用 LED 灯替换含汞荧光灯，节能又环保。

           各类废灯管应保持完整、清洁、干燥，并放置到有害垃圾废灯管专用收集容器。投放时要小心轻放，防止破碎。

    荧光灯管破裂后的处理方法 5

●条件允许的，戴防毒面具来清理碎片；如有汞珠撒出，用硫磺粉覆盖再清理。
●保持人和宠物远离碎片区域，直到清理完毕。
●打开窗户通风至少 15 分钟，并将其他房间门关闭，以避免汞蒸气进入；同时可使用电风扇加速空气流通。
●及时清理碎片，并戴橡胶手套（注意：不可使用真空吸尘器）。
●洗手，洗脸。
●继续通风数小时。
●将装有废弃物的密封容器送至有害垃圾分类回收点。
●如果破裂发生在地毯、毛绒垫子或带软垫的家具上，汞会残留较长时间，在此期间，要避免使用真空吸尘器。如果被污染的物品在小孩或
孕妇房间，最好将其更换；如果实在无法更换，则应考虑更换睡觉和玩耍的房间。
●如有身体不适，应尽早到医院就诊。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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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损伤】汞可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等途径入侵人体，此
后集聚于肝、肾、大脑、心脏和骨髓等部位，汞进入人体后排出缓
慢，可造成神经性中毒和深部组织病变７。
【慢性汞中毒】长期吸入（作业 / 临床护理）可能出现头痛、头晕、
乏力、记忆减退等神经衰弱综合征 , 并伴有齿龈炎 8。
【胎盘毒性】  汞及其有机化合物可以通过胎盘从母体转移至胎儿 , 
影响胎儿正常发育 , 诱发新生儿先天性疾病 , 带来不可逆后果 9。

              目前较好的电子体温计精度可达 0.05℃ , 与水银体温计的   
测量结果误差通常不超过 0.5℃ , 一般不会影响医生对患者病情的
诊治 10。建议使用电子体温计替代水银体温计 11。

             ●远离儿童，轻拿轻放。不要用力咬体温计。
             ●若不慎咬碎：迅速吐出水银及玻璃渣，漱口；若吞下，及             
             早用碳酸氢钠或温水洗胃催吐，口服生蛋清或牛奶 12。
             ●若不慎打碎：关闭所有热装置，开窗换气，应急情况下可
              将生鸡蛋打碎代替硫磺粉覆盖于汞滴上 13。

          破损的水银体温计应归置到袋子中密封，丢弃到有害垃圾分
类桶。

体温计的一种，由玻璃制成，内有随体温升高的水银柱，即

含重金属汞。

   

 ● JJG161-2010 标准水银温度计
我国规定的汞在室内空气中的最大允许浓度为 0.01 mg/m3。
空气中汞蒸汽的含量如果大于 10~16 mg/m3, 就可能危及人体健
康。而一支体温计打碎后 , 外泄的汞全部蒸发 , 可使一间 15 m2, 3 
m 高的房间室内空气汞的浓度达到 22.2 mg/m3。6

汞

2 水银体温计

相关标准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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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害化学品

氯乙烯单体（PVC 墙纸）
甲醛（墙纸原纸）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重金属：铅（印刷颜料）
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DBP、DEHP、BBP（起到增加弹性作用）

c) 健康危害

●氯乙烯单体

【致癌】氯乙烯单体为确定致癌物，可导致肝血管肉瘤 15。 
●甲醛

【空气污染】甲醛挥发性强，当人处于低浓度甲醛环境中，可导致
咳嗽、恶心、头痛、皮肤过敏等症状 16。高浓度甲醛环境则可毒害            

材质可分为：纸类、纺织物类、天然材料以及塑料。

a) 相关标准

● JG/T 509-2016 建筑装饰用无纺墙纸
● GB18585-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重金属铅限量值为≤ 90mg/kg

氯乙烯单体限量值为≤ 1.0mg/kg

甲醛限量值为≤ 120mg/kg

● HJ 2502-2010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壁纸
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得人为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DEHP、DBP、
BBP）、铅、镉等，TOVC 不得大于 10g/m2。但经检测发现，大
部分 PVC 壁纸产品含有增塑剂，已是不争的事实 14。

3 墙纸 / 壁纸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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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诱发病变 17。
【哮喘】甲醛可能是儿童哮喘的病因之一 18。
【白血病】甲醛可导致儿童患上白血病等严重疾病 19。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致癌】高浓度条件下，TVOC 是引发各种癌变的诱因。
【呼吸道感染】人体接触 TVOC 后，通过呼吸道感染，会对呼吸
系统产生一定的刺激，可出现呼吸气短、咽部疼痛等问题。
【神经损伤】TVOC 到达一定浓度，会对人的神系统产生影响，如
乏力、头晕、嗜睡、胸闷。若浓度升高至 25mg/m3，可能会有生
命危险 20。
●铅

【铅中毒】铅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 , 会在
血液中持续累积 , 引起贫血、记忆力下降、高血压、关节痛等毒性
反应 21。儿童对铅毒易感性较高，他们可能摄入的铅含量是成人的
4-5 倍 22。
【神经损伤】铅暴露影响儿童智力水平 23。
【社会影响】 受铅暴露危害影响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形成强
横、任性的性格，且更容易成为罪犯、失业者等 24。铅暴露与情绪
功能障碍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25。
●邻苯二甲酸酯（PAEs，增塑剂中的一类）

【干扰内分泌】邻苯二甲酸酯可干扰内分泌系统，长时间暴露可致
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性早熟 26，如女孩生殖系统的紊乱 27, 生

殖系统的过早成熟 28、29。
【儿童哮喘】邻苯增塑剂 BBP 与 DBP 的代谢物浓度与哮喘症状相
关，与哮喘发病显著相关 30。
【过敏性疾病】PAEs 暴露与其他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湿疹、
过敏性鼻炎有关 31。BBP 与儿童过敏性鼻炎、湿疹之间存在显著
性关联 32。
【甲状腺功能受损】PAEs 暴露可对甲状腺功能产生影响 33。邻苯
二甲酸酯会干扰学龄前儿童体内甲状腺激素及生长激素调控 , 也会
影响儿童的体质指数及腰围 34。

   

            ①不建议购买 PVC 材质壁纸，其风险较高。
            ②若必须选购 PVC 材质壁纸，要尽量避免儿童触摸与舔吮
            该类壁纸。
            ③若必须选购 PVC 壁纸时，建议选择涂层稍薄的产品，因
            增塑剂起着柔韧性作用，涂层越厚，添加的增塑剂可能越多，               
            越容易引起增塑剂含量超标 35。

上海市质监部门指出，壁纸的价格与增塑剂含量没有直接关系，并
非是价格越高越“安全”。因此选购时不可盲目选择价高产品，应
仔细查验壁纸的材料表和质检证明 36。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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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健康危害

【甲状腺受损】PBDEs 干扰甲状腺激素的生理功能 37。甲状腺激
素功能受干扰后 , 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 , 影响婴儿智力。
【胚胎毒性】PBDEs 不仅会影响孕妇自身健康，也会影响胎儿的
健康发育 38，如：出生时体重较轻，运动神经发育不良，严重时可
致胎儿畸形 39。
【生物蓄积】HBCD 具有很强的生物蓄积性和持久性 , 是一种新型
的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40。HBCD 与 PBDEs 均能够妨碍人类大脑、
小脑及海马的正常发育影响人的学习和记忆功能 41。

d) 建议

             ①注意查看产品标识和使用说明，包括生产者中文名称、生
             产地址、出厂检验合格证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执行标
             准、原辅材料信息及有害物质情况；产品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 42，及相关检验报告。
             ②材质选取：只考虑沙发的化学品安全性的情况下，藤艺 >
             布艺 > 皮质，藤艺沙发是最优选择，组成物所含有机化学
             品种类最少 43，但需注意保持清洁。

             遵循当地大件垃圾回收政策，不可随意弃置。

家居新杀手：沙发中的阻燃剂

a) 相关标准

 ● QB/T 1952.1-2012 软体家具 沙发
暂未对阻燃剂做出要求
六溴环十二烷被列入《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2020）

b) 有害化学品

溴系阻燃剂：多溴二苯醚（PBDEs）、六溴环十二烷（HBCD）
全氟辛酸 PFOA

4 软体沙发

建议

相关标准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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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CO）和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污染，无烟蚊香主要造成室
内 CO 和 TVOC 污染，电蚊香片主要产生 TVOC 污染 44。其中 IP
和 TVOC 污染可导致哮喘，长期接触则可能致癌。
【致癌】多环芳烃为致癌物。蚊香燃烧后室内空气中多环芳烃
（ρ(PAHs)） 高 达 1486ng/m3， 超 过《GB/T18883-2002 室 内 空
气质量标准》中的日均限值 45。
【损害呼吸系统】甲醛可刺激上呼吸道，其占蚊香等驱蚊产品挥发
的污染物总量的 10% 至 20%46；燃烧时产生的烟尘和焦油量，高
剂量时可造成肺和气管充血或水肿 47。
【生殖毒性】拟除虫菊酯中的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具有环境雌
激素作用，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后，模拟雌激素作用或改变雄激素活
性 48。

d) 建议

             优先选择物理防蚊——蚊帐、纱窗、纱门。若需要使用防蚊
             产品，则推荐电热蚊香液、电蚊香片，其次是无烟蚊香，不
             建议使用有烟蚊香； 注意查看厂家和执行标准信息。
            
            注意防火通风 49，用后洗手；勿让儿童玩耍；勿在有易燃物
            的环境处使用；过敏者禁用，使用过程有任何不良反应请及
            时就医。

驱蚊产品，有盘式蚊香、电蚊香片、电热蚊香液等，主要成

分有拟除虫菊酯类，如四氟甲醚菊酯、氯氟醚菊酯等。

a) 相关标准

 ● GB 24330-2009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
 ● GB/T 27779-2011 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 拟除虫菊酯类

b) 有害化学品

可吸入颗粒物；多环芳香烃（PAHs）；甲醛；乙醛；拟除虫菊酯

【空气污染】有烟蚊香主要造成室内可吸入颗粒物（IP）、一氧化

5 蚊香

相关标准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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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酰胺（发泡作用：量越大塑料越轻；增加塑料产品柔韧性）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
多环芳烃（PAHs）
短链氯化石蜡（SCCPs）

c) 健康危害
【刺激作用】甲酰胺对皮肤粘膜及眼部有刺激作用，有肝肾毒性 50。
【生殖毒性】长期接触邻苯二甲酸酯可致肥胖症、糖尿病、男性
不育 51 和儿童性早熟。
【致癌】多环芳烃可致癌。
【干扰内分泌】短链氯化石蜡和邻苯二甲酸酯具有内分泌干扰和
生殖毒性。

d) 建议

             ● 慎买深色、有异味的塑料拖鞋，同时注意选择非 PVC 材
             质的产品。
             ● 可尝试藤编、棉布拖鞋 52，但需注意保持清洁干燥。

材质以聚氯乙烯（PVC）、EVA 塑料和橡胶为主，其中

PVC 的健康风险最高。

a) 相关标准

● GB/T 36975-2018《鞋类通用技术要求》
● QB/T 4552-2013《拖鞋》
● HG/T 3086-2011《橡塑凉、拖鞋》
暂未对邻苯二甲酸酯类、多环芳烃、短链氯化石蜡等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进行限值要求。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要求对短链氯化石
蜡实施禁止或限制措施，目前尚未对我国生效。

6 塑料拖鞋

相关标准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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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塑料纯净水桶 (PC 桶 )

一般正规的聚碳酸酯（PC 桶）都有一定使用周期， PC 桶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添加剂在正常和非正常使用条件 

（如阳光暴晒、环境污染等 ) 下 , 均有可能发生一定的物理

和化学变化 , 使可疑有害物质从 PC 桶中溶出进入所盛装的

纯净水中 53。

【干扰内分泌】双酚 A 是一种类雌激素物，可扰乱人体内代谢过
程 54。
【生殖毒性】BPA 暴露对于雄性生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殖器
官的发育异常，导致睾丸等脏器系数及精子数下降，活动精子百分
率下降，精子畸形率增高等。BPA 还能引起雄性体内性激素分泌异常，
进而导致生殖系统损伤 55。胎儿在子宫内暴露于低剂量的 BPA，会
干扰其早期卵巢发育，并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能力降低 56、57。
【性早熟】BPA 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主要可引起生殖系统、内
分泌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疾病 58。若 BPA 长期暴露可导致女童乳腺
发育、月经初潮提前、性发育提前等性早熟症状 59。
【糖脂代谢紊乱】BPA 暴露在小鼠体内产生显著的肝脏脂质积累
和葡萄糖代谢紊乱 60。
【神经紊乱】BPA 可能导致人类神经系统紊乱、认知障碍和记忆
功能受损 61、62、63。 

 

             ●选购品牌信誉好、质量稳定的品牌和水站。
             ●正规水桶底标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合格证、防伪査询
              标志和 QS 认证标志，多为浅蓝色或无色。

             ●注意定期更换水桶。

相关标准

健康危害

● GB19298-2008 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 

双酚 A（BPA）

有害化学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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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晒霜  氧苯酮（又称羟苯甲酮、二苯酮 -3、二苯甲酮）；甲氧基肉桂酸
辛酯（又称甲氧基肉桂酸乙基己酯）；奥克立林； 4- 甲基苄亚基
樟脑；三氯生；苯氧乙醇；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 又称羟苯甲酯 )；
对羟基苯甲酸乙酯 ( 又称羟苯乙酯 )； 对羟基苯甲酸丁酯 ( 又称羟
苯丁酯 )； 对羟基苯甲酸苄酯 ( 又称羟苯苄酯 )。

2
直接危害多为对海洋生物的危害。
【珊瑚白化致死】氧苯酮和桂皮酸钠等成分，可使珊瑚白化致死并
损伤珊瑚 DNA 致畸。
【生殖毒性】甲氧基肉桂酸或甲氧基肉桂酸酯等可造成生物内分泌
紊乱以及生殖毒性。
【人体血液富集】多种常见化学防晒成分会在涂抹后 2 个小时内
被皮肤吸收并进入血液，但目前没有确切结论 66。

            在选购防晒产品时，请一定阅读其成分表，避免购买含氧苯
            酮、桂皮酸钠等成分的防晒产品。可以选择标注“Reef 
            Safe（珊瑚友好）”的防晒用品。对于敏感肌和脆弱肤质，
            使用硬防晒（遮蔽等措施）更安全；因为儿童的免疫系统尚
            未发育完全，皮肤比成人更敏感、更易吸收毒素，因此建议
            儿童使用温和物理性防晒产品。

健康危害

可抵抗紫外线，减缓皮肤衰老，分为物理性防晒和化学性防

晒。其中氧苯酮、甲氧基肉桂酸辛酯等部分化学成分，因对

海洋生物造成直接伤害而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禁止销售使用，

如帕劳、美国夏威夷 64、65。

3 相关标准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帕劳禁止在该国使用或销售含有十种常规成分的防晒霜。
美国夏威夷将从 2021 年 1 月 1 日禁止售卖含有氧苯酮及桂皮酸盐
的非处方防晒霜。

有害化学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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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口红 / 唇釉 可影响人的认知、语言和行动能力 68。
【胚胎毒性】铅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大脑，影响胎儿发育 69，铅中
毒还与不育和流产有关联 70。

2

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 71。可向客服查询检测报告，仔细查看
重金属相关检测项的数据。

涂口红前先抹护唇膏，避免口红与嘴唇直接接触。就餐前
一定将口红擦掉。睡前卸妆。

若 经 权 威 检 测 得 知 所 用 口 红 为 重 金 属 超 标（ 铅 ＞
10ppm），应维权后再密封，丢弃到有害垃圾分类桶。

健康危害

口红可以提升气色，但是口红中含有不同含量的重金属，它

们长时间在体内堆积，很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相关标准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化妆品中的铅含量不得高于 10ppm

铅（铅元素具有增亮色泽的效果和遮盖功能 67，因此不良厂家为了
降低成本和增加着色效果，可能添加大量的铅）

【神经损伤】口红中的铅可被人体直接吸收。铅对神经有毒害作用，

有害化学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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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白祛斑霜 枢神经系统和肾脏造成损害，并损害生殖能力及胎儿。
【神经损伤】慢性汞中毒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症状 73，严重
者甚至出现合并性格改变、口腔炎和双手震颤等症状 74。
【肾病综合征】汞中毒所致肾脏病变呈多种病理特征，以肾小球膜性
病变和系膜增生性病变为多见 75，并伴有程度不等的肾小管损伤 76。

2
          

             ①不要购买三无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信息，选择批准文
             号为“卫妆特字”开头的产品，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网站核实信息真实性 77。
             ②如对产品持怀疑态度，可向销售方询问是否有相关检测报
             告供消费者参考。
             ③对于短时间快速美白的产品保持警惕，如有不适及时就
             医。

             若经权威检测得知所用美白霜为重金属超标（汞含量 
             ＞ 1ppm）产品，应维权后再密封，丢弃到有害垃圾分类桶。

健康危害

为了让皮肤看上去嫩白，许多人选择了美白祛斑霜，但美白

祛斑化妆品中可能含有重金属，对人体造成影响。

相关标准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化妆品中的汞含量不得高于 1ppm

汞

不良厂家为了达到快速美白效果，可能添加重金属汞，汞通过皮肤
被吸收进入人体，从而引起汞中毒 72。长期或反复接触汞，可对中

有害化学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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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甲油 的作用）

1

【刺激作用】指甲油中含有甲醛、甲苯等有毒物质，挥发时产生令
人头晕等现象 78 的刺激性气味，长期接触可能影响胎儿发育，以
及癌症、哮喘等慢性疾病 79。
【致癌】亚硝胺被美国环境保护署管理的污染物风险信息集成系统
定为 2B 类致癌物（可能致癌），并可能造成中毒性肝损伤 80。
【糖尿病】邻苯二甲酸酯能够改变身体某些机能的正常运行规律，
导致内分泌失调，从而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81，并可能致癌。

           细看化妆品成分说明：消费者可查看包装上的成分含量标
识，包括甲醇、苯、铅、色素等； 尽量选知名品牌，不要选择气
味较大的；需注意，过敏体质的女士，指甲油致敏所产生的皮疹
通常不在手指或脚趾上，而是散布在口唇、脖子、眼皮和耳朵等
部位 82。

            尽量不使用指甲油。若需涂抹，应先上底油，对指甲起到保护、
隔离的作用，并注意及时卸除 83。

            密封后丢弃到有害垃圾分类桶。

指甲油的主要成分有挥发性溶剂、硝化纤维素、油等，在指

甲表面形成一层耐摩擦的薄膜，起到保护、美化指甲的作用。

3 相关标准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 QB/T 2287-2011 指甲油
甲苯不得用于儿童用指甲油，在其他产品中用量不大于 25%

2

甲醛、苯系物（使指甲油快速干透）；亚硝胺（溶剂）；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提高指甲油抗性，防止开裂）；
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使产品具有防污和防水或不粘

建议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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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水
【肝脏毒性】邻苯二甲酸酯对人体肝脏与肾脏有害 84。
【生殖毒性】孕妇如果过量使用，可致男婴出现隐睾症 85。邻苯二
甲酸酯在人体内发挥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干扰内分泌，可影响
生育能力 86，损害男子生殖系统 87，严重的可能导致睾丸癌 88。
【刺激作用】甲苯常存在于指甲油、发蜡、发胶、香水等化妆品中，
长期吸入甲苯，主要对皮肤、眼睛和上呼吸道形成刺激作用，表现
为眼结膜充血、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

2

            在选香水时，除了想要的香型外，还要了解商品的成分、特性、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89。

            香水不要洒在易被太阳晒到的暴露部位。同时不宜直接洒在
            皮肤，皮肤若长期受刺激可产生过敏现象 90。

            若发现所用香水含有害成分，可密封后丢弃到有害垃圾分类
            桶；若正常用尽，其包装物可丢弃到可回收物分类桶。

       

香水是香精的酒精溶液，再加适量定香料等形成的混合物。

主要作用是喷洒于衣襟、手帕及发际等部位，散发怡人的香

气。

相关标准

●  QB/T 1858-2004 香水、古龙水

2

邻苯二甲酸酯（使香水变黏且更加均匀、留香时间更长）
甲苯

建议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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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木制衣柜
【空气污染】甲醛挥发性强，当人处于低浓度甲醛环境中，可导致
咳嗽、恶心、头痛、皮肤过敏等症状 91。高浓度甲醛环境则可毒害
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诱发病变 92。
【致癌】甲醛具有较高毒性，对儿童孕妇的危害尤为严重，长期接
触可引发妊娠综合症，导致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白血病或者智力下
降等 93。

2

●从胶水气味选择：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劣质胶水进行封边，
胶水中包含的甲醛会散发出刺鼻气味。
 ●从板材环保性选择：一闻、二问、三检查。闻是否有刺
鼻气味，问所属环保等级，达到什么标准，检查是否有国家
相关单位出具的环保质量证书。目前我国最权威的环保质量
检测证书是“十环认证”94。

遵循当地大件垃圾回收政策，不可随意弃置。

木制衣柜拼接木材本身和木材使用的胶都会有股味道，后者

还可能含有有害品甲醛。

相关标准

● GB 18584-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甲醛释放量≤ 1.5mg/L
●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将室内甲醛最高允许浓
度规定为 0.1 mg/m3）

3

甲醛（黏合性强用作粘合剂）
有害化学品

建议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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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子产品 【空气污染】电子产品中的 PVC 塑料在焚烧时产生二噁英和氯化
氢等。二噁英难以生物降解，并在食物链中富集，通过食物链进入
人体形成长期性和隐匿性的潜伏，如：孕妇体内二噁英类化合物会
对胎儿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 97。氯化氢释放到大气中会形成酸雨 , 
损害庄稼，污染空气和食品 , 对人体造成危害 98。
【神经损伤】溴系阻燃剂会引起人体内分泌的干扰 , 诱发神经系统
的损害，还有可能增加消化及淋巴系统致癌的危险 99。

①小件电子垃圾废弃后投放到有害垃圾分类箱。
②大件家电废弃：（广东省）住宅小区、街巷等实行物业
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单位自行管理的，由自管
单位负责；没有物业管理或者单位自行管理的，由居民委
员会负责；农村地区由村民委员会负责。鼓励电器电子产
品生产者自行或者委托销售者、维修机构、售后服务机构、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100。
（四川省成都市）协调小区物业公司处置；或向商务部门
咨询再生资源利用体系处置大件废弃物，成都市商务委咨
询电话：028-61883700101。

③线上预约回收：手机进入支付宝 APP，点击页面中的“搜
索”，输入“家电回收”，可以看到相关搜索结果，如“蚂
上回收”线上平台。

笔记本电脑 /IPAD（或其他电子产品）

相关标准

● GB/T 26572-201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重金属；PVC 塑料；溴系阻燃剂

2
【土壤和水源污染】电子废弃物填埋时，其重金属渗入土壤、河流
和地下水，对当地居民、生物造成损伤 95，如：沉积于土壤和水源
中的铅会破坏人的神经、血液系统及肾脏，影响幼儿大脑发育 96。

建议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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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儿童塑胶玩具 / 搪胶玩具

设计或预定供 14 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塑胶玩具产品，

例如小黄鸭、芭比娃娃、僵尸假牙。常见材质有 PP 聚丙烯、

PE聚乙烯、ABS等，通常需要添加大量添加剂，包括增塑剂、

抗氧化剂、铅镉（作为色料或稳定剂）等 102。

3 相关标准
●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基本规范
① 所 有 可 触 及 的 玩 具 材 料 和 部 件 中，3 种 邻 苯 增 塑 剂 DEHP、
DBP、BBP 总含量小于 0.1%，
②对于可放入口中的玩具和部件，3 种邻苯增塑剂 DINP、DIDP、
DNOP 总含量小于 0.1%。
③可溶性铅迁移量≤ 90mg/kg。

有害化学品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要求对短链氯化
石蜡实施禁止或限制措施，目前尚未对我国生效。

邻苯二甲酸酯（PAEs，又称增塑剂）
氯乙烯单体
重金属：铅、镉、铬、汞
短链氯化石蜡（SCCPs）
溴系阻燃剂

部分有害化学物质限值规定（摘自 GB 6675.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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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酯： 

【干扰内分泌】邻苯二甲酸酯可干扰内分泌系统，长时间暴露可致
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性早熟 103，如女孩生殖系统的紊乱 104, 生
殖系统的过早成熟 105、106。
【儿童哮喘】邻苯增塑剂 BBP 与 DBP 的代谢物浓度与哮喘症状相
关，与哮喘发病显著相关 107。
【过敏性疾病】PAEs 暴露与其他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湿疹、
过敏性鼻炎有关 108。BBP 与儿童过敏性鼻炎、湿疹之间存在显著
性关联 109。
【甲状腺功能受损】PAEs 暴露可对甲状腺功能产生影响 110。邻苯
二甲酸酯会干扰学龄前儿童体内甲状腺激素及生长激素调控，也会
影响儿童的体质指数及腰围 111。
●重金属 :

【器官受损】儿童对铅毒易感性较高，且年龄越小，血脑屏障对铅
的通透性越高 112。铅、镉、铬、汞可严重损害儿童的神经系统、
造血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及心脏、肝、肾等多个系统和器官
113、114、115、115、117、118。
●短链氯化石蜡（SCCPs）：

【致癌】 SCCPs 可诱导鼠类肝肿瘤以及雌性大鼠、小鼠甲状腺肿瘤，
剂量增加后，雄性大鼠肾的腺瘤和癌的发生率增加 119、120。对实验
小鼠的淋巴细胞有致突变性，可能是致癌原因之一 121。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IARC）指出，SCCPs 对人类具有可能致癌性 122。

健康危害

建议

【干扰内分泌】SCCPs 暴露可扰乱糖酵解和氨基酸代谢，导致谷
氨酸代谢和尿素循环增加 123。SCCPs 可通过影响基因表达和调控
引起内分泌紊乱效应 124。
●溴系阻燃剂：

【神经损伤】溴系阻燃剂会引起人体内分泌的干扰 , 诱发神经系统
的损害 , 还有可能增加消化及淋巴系统致癌的危险。
●氯乙烯单体：

【致癌】主要见于聚氯乙烯（PVC）材质玩具中，属于致癌物，可
导致肝血管肉瘤。

●看产品的标识，包括 3C 认证标志、合格证、产品标准、
适用年龄、厂名厂址等以及安全警示是否齐全和明确，有
无产品安全质量认证标志。
 ●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弹射玩具、娃娃玩具等
六类玩具商品已列入国家“3C 强制性认证”，选购时必定
看清“3C”标识。
 ●看涂料，很多玩具的涂料含有高比例的重金属比如铅、
镉等，购买这样的玩具注意不要掉漆。
 ●看成分，含有 PVC 的玩具不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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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橡皮擦、塑料书皮等学生用品

● 2019 年 9 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共同印发通知，要求中小

学校不得强制学生使用塑料书皮，尤其不能使用有问题的塑

料书皮，努力实现“无塑开学季”。

● 2020 年 4 月，无毒先锋对市售 62 款橡皮擦的增塑剂含

量进行了调查，检测发现有 21 款橡皮擦检出有毒增塑剂，

最高超标 913 倍 125。

3 相关标准
● T/CSSGA 1002-2017 橡皮擦
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限量规定：DEHP、DBP、BBP 总和不超过
0.1%，DINP、DIDP、DNOP 总和不超过 0.1%
● GB 21027-2010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2022 年 2 月 1

有害化学品

日实施）》
邻苯二甲酸酯的限量规定：可触及塑料件中 DEHP、DBP、BBP
三种邻苯二甲酸酯总含量不应超过 1000mg/kg（即 0.1%）
 

邻苯二甲酸酯（PAEs）：
DEHP、DBP、BBP、DINP、DIDP、DNOP

详见儿童房篇的儿童塑胶玩具
【性早熟】【儿童哮喘】【过敏性疾病】【甲状腺功能受损】

●注意检查包装上有无合格标志，以及材质和化学品使用
信息。
●慎选色彩鲜艳、气味浓重的文具。
●购买明确标注“不含 PVC”的产品 126。

健康危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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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儿童服饰
 ●童装印花类服饰：邻苯二甲酸酯 PAEs（塑料印图）
 ●户外装备：PFOA、PFOS（防水防油的优良特性）
 ●鞋、袜子等其它吸汗服饰：有机锡（杀菌剂和塑料印花稳定剂）

2

 【内分泌干扰】儿童代谢系统脆弱 127， 因此 PAEs 对儿童的危害
性通常表现更突出 , 易于危害儿童生殖系统发育 128, 包括引起性早
熟和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等 129、130。
 【胎盘毒性】对新生儿的免疫系统的损害、孕妇血液中高浓度
PFOS/PFOA 会导致新生儿体重减轻 131、对男性精子形态和精子数
量有影响 132。
 【肝脏毒性】有机锡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对肝脏，以及生化过
程和酶系统存在潜在的破坏，对儿童尤甚 133。

选择天然纤维而不是合成纤维；条件允许，购买有机（纤维
种植的方式）衣服；选择天然染色的衣服 134。尽量不要选
择颜色鲜艳、有刺鼻味道、装饰物太多的衣服。

含有 PFOA/PFOS 的冲锋衣微纤维会在洗涤过程松脱，因此
不要过于频繁地洗涤冲锋衣。

儿童服饰被曝含有“有毒”成分，看似漂亮的儿童服饰可能

隐藏着很多未知的危险，家长们要注意啦。

相关标准

● GB/T 18885-2009《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对纺织品中邻苯二
甲酸酯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 婴幼儿用品纺织品的涂层、塑料印花中 , 
DINP、DNOP、DEHP、DIDP、BBP、DBP 六种邻苯二甲酸酯含
量的总量不得超过 0.1%。直接接触皮肤用品纺织品的涂层、塑料
印花中，DEHP、BBP、DBP 三种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总量不得超
过 0.1%。
● 2019 年生态环境部为落实《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履约要求，已于同年 3 月 26 日禁止全氟辛基磺酸（PFOS）
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F）的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

建议

服饰分类及其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27

18 儿童地垫 垫，甚者会吞咽到一些能够手抠掉的小零件，通过呼吸道、消化道
及皮肤黏膜进入到儿童体内 135。
【刺激毒性】甲酰胺可影响肝肾和植物神经功能 , 甚至影响人的免
疫力 136。长期吸入甲酰胺对于婴幼儿的呼吸道系统、神经系统、
血管系统、肝脏系统等伤害极大 137、138。
【致癌】欧盟法规 EC No.1272/2008 条款，甲酰胺被归为 1B 类
生殖毒性物质。

4

●尽量选择 XPE、EPE 等 PE 材质的爬爬垫，颜色以素色为
主。
●家有口欲期的宝宝，尽量不要选择拼接款的爬爬垫，宝宝
会去抠动、啃咬爬爬垫。
●如不小心买到 EVA 材质的爬爬垫，建议在室外晾晒一周
左右，促进甲酰胺挥发，降低其含量。
●如果产品详情页或说明书标注材质是泡沫的，这种大概率
是 EVA 材质，建议提前和商家沟通确认。
●如果爬爬垫表层薄膜破损较严重，建议及时更换。
●挑选大型发泡积木类玩具，也可参考以上 5 点。

主要材质为 EVA、PE（如 EPE、XPE）、PVC 等，其

中 EVA 材质的甲酰胺超标风险较高。

相关标准

● T/CTJPA 004-2018  儿童地垫安全要求规定甲酰胺含量不得超过
200mg/kg

 甲酰胺（为节约成本，用作发泡剂）

儿童在爬行中和地垫有皮肤接触，呼吸到散发出的气味，嘴啃到地

建议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28

19 凉席

夏季为凉爽而铺垫的竹席或草席。

a) 相关标准

● GB/T 38780-2020 竹席

甲醛；六价铬

【哮喘】甲醛，室内空气污染物的一种，可能是儿童哮喘的病因之
一 140。
【白血病】甲醛可能导致儿童患上白血病等严重疾病 141。

相关标准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致癌】六价铬的长期摄入会引起流鼻涕、打喷嚏、瘙痒、鼻出
血、溃疡和鼻中隔穿孔等症状 , 并会引起扁平上皮癌、腺癌、肺癌
等 142。

● 购买凉席时尽量选择原色凉席，避免工业染料中有害物
质的危害 143。
 ●在购买竹席、草席或藤席时，均以清香无特殊气味为准，
如果有刺鼻的味道，则有可能含有甲醛等有害物质。
 ●选择优质水牛皮席，最好认准选用非铬鞣剂或天然植物
鞣制加工处理、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的产品 144。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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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保鲜膜  邻苯二甲酸酯：PVC 是一种硬塑料，若要将它作为原料制作透明

柔软的保鲜膜，必须加入大量增塑剂，而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成本

相对较低并具有内分泌干扰性的增塑剂。

【致癌】PVC 制品含有氯乙烯单体，氯乙烯有致癌作用 145，可导
致肝血管肉瘤。尽管 PVC 保鲜膜氯乙烯单体迁移量很低 146，但不
排除做工差、迁移量增加的可能性。
【干扰内分泌】邻苯增塑剂 DEHP 具有类似雌激素的结构，因此
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素，会对男性婴儿和儿童的性发育造成不良影
响 147。DEHP 及其代谢产物对啮齿类动物的心脏、肝脏、肾脏、
肺和生殖系统等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引发肝癌 148、149。

1

材质安全性而言，优先选择 PE 和 PVDC，避免使用 PVC 材质。

          不可直接与食物接触，同时避免用于油脂、酒精类食物。因
为增塑剂会溶解于脂肪、酒精中，产生增塑剂迁移进入人体。避免
高温加热，注意保鲜膜是否特别标明“可用于微波炉”或可耐受温度。

            不可焚烧。二次污染问题详见电子产品节第三条。PVC 废物
处理问题仍是今后关注的方向 150。

材质主要有聚乙烯（PE）、聚氯乙烯（PVC）、聚偏二氯

乙烯（PVDC）。其中 PE 和 PVDC 类保鲜膜相对安全，

PVC 类的则风险高。

相关标准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 ) 》：“聚氯乙烯 (PVC) 食
品保鲜包装膜”被列为限制类
● 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 GBT 10457-2009 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

 PVC 塑料：氯乙烯单体

建议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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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粘锅
特氟龙不粘涂层的不当使用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安全威胁 152。                      
【生物蓄积】 PFOA 难以水解、光解、被微生物降解和被动物体代
谢 , 因此其在环境中具有持久性并可通过食物链蓄积 153。
【生殖毒性】 PFOA 含量与妊娠高血压 (PIH) 、出生缺陷、流产 /
死胎、早产 / 低出生体重有关联 154。
【致癌】摄入过多 PFOA 可致癌 155。
【甲状腺毒性】PFOA 具有甲状腺毒性，能引起大鼠甲状腺激素水
平降低 , 且使其甲状腺功能低下 156。
【肝脏毒性】PFOA 有中等毒性的肝致癌性 , 会影响生物体脂类物
质的代谢 , 抑制生物体免疫系统的功能 157。

1

           优先购买优质铁锅替代，辅以正确的开锅方式和日常保养，
同样可以实现不粘的效果。也可选择陶瓷涂层不粘锅。

         ①避免干烧，特氟龙涂层在温度超过 260℃时会变得不稳
定，超过 350℃时发生分解产生 PFOA，日常使用时温度不会超
200℃，但是干烧五分钟锅内温度可达 800℃，即可分解有害化学
物质。②使用木质、尼龙、硅胶锅铲，避免使用金属器具锅铲和钢
丝球破坏涂层。③涂层表面磨损后，基材重金属元素溶出量大大增
加，应停止使用 157。

不粘锅涂层主要是聚四氟乙烯（PTFE，俗称特氟龙）和陶瓷。聚

四氟乙烯材质的不粘锅（内壁为黑色）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但不正

确的使用方法会影响涂层寿命且有可能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相关标准
●  GB 4806.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020 年 5 月 12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征集全氟辛酸、其盐
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等 3 种类持久性有机物物修正案有关信息的通
知》以做好评估工作，将消除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的
生产和使用等提上日程。

全氟辛酸 PFOA（特氟龙生产助剂）

健康危害

建议

有害化学品



32

22 不锈钢厨具 常所说的“食品级 304”不锈钢就要求镍含量为 8%-11%，锰含
量＜ 2%。但由于镍铬材料的价格比锰高，所以很多不锈钢制品都
会多加入锰来替代，便是高锰钢。
【神经衰弱】高锰钢的耐腐蚀性减弱，长期使用，一些重金属离子
会溶出，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和粘膜侵入人体，容易被人
体吸收且在体内蓄积。锰有神经蓄积性，因此过量的锰吸收对神经
系统的损伤尤其严重。亨廷顿病、阿尔茨海默症和肌萎缩侧索硬化
症等都与锰的毒效应有关 158。
【皮肤过敏】大量摄入的铬可以在体内造成明显的蓄积 , 可致腹部
不适及腹泻等中毒症状；且易引起人体过敏性皮炎或湿疹 159。

          
          优先选用 304、316 标识的不锈钢厨具 / 餐具；应选用表面
质量好 , 无缺陷的产品 , 餐具表面质量发生变化时应及时更换 161。

          ①正确使用不锈钢炒锅：火力不宜过大。②不要盛放酸碱性
液体，每次使用后及时清洗并晾干，以免滋生细菌，产生水垢。③
切忌用来煮煎中草药：中草药成分复杂 , 大都含有多种生物碱、有
机酸等成分 , 特别是在加热条件下 , 很难避免不与之发生化学反应 , 
而使药物失效；也可能生成某些毒性更大的铬化物 , 使不锈钢制品
受损。④用不锈钢器皿最好配用电炉：因煤气、液化气和煤球炉等
燃气中含有硫 , 燃烧后产生含有二氧化硫的高温水蒸汽 , 两者作用
于钢材上易生锈。

不锈钢材料耐腐蚀性能优异, 但并非绝对不生锈, 而是抗酸、

碱、盐等性能较强 , 若使用不当不仅会出现锈斑点点 , 而且

有损人体健康。

1 相关标准
● GB 4806.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1

 锰、镍、铬

0
在不锈钢制品中，加入镍是为了防腐蚀，铬是为了防锈，如我们平

建议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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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塑料桌垫 PVC 和增塑剂的具体危害参考厨房篇——保鲜膜条目
铅、镉等重金属容易吸附在高温食物中的油脂及手上的汗液中，危
害人们的健康 163。
【致癌】氯乙烯单体属于致癌物，可导致肝血管肉瘤；邻苯二甲酸
酯能够改变身体某些机能的正常运行规律，导致内分泌失调，从而
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164，并可能致癌。
【神经损伤】铅暴露影响儿童智力水平 165。
【胎盘毒性】孕妇体内铅浓度水平与胎儿体内铅浓度水平有关 166。

1

在选购塑料桌布时一定要注意看清产品成分 , 若为 PVC 材质
则不建议购买，可选用 TPU 的；若桌垫有异味、表面粘手、
颜色多且浓的，则可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塑料桌垫不宜长期接触油脂，特别是高温食品 , 如果出现材
质老化、变硬破裂的情况时要及时更换 167。

建议

为了方便易清洁，家里会在餐桌上铺一张塑料桌垫，但是检

测发现部分产品的邻苯二甲酸酯严重超标。

相关标准

暂无

 PVC 塑料：氯乙烯单体
 邻苯二甲酸酯：作为增塑剂
 重金属铅镉（PVC 材质热稳定性差，需加入重金属作为稳定助剂）

1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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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密胺 / 仿瓷餐具 三聚氰胺；甲醛

1
密胺树脂由三聚氰胺和甲醛在弱碱性条件下通过加成反应制成，
该生产过程不可逆 , 但实际生产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游离的三聚氰
胺、甲醛及其他游离化合物 168。特别是高温时，其所含化学物质
极可能会迁移至食物中。
【肾结石】三聚氰胺本身毒性低，被人体摄入后，在肾脏中容易形
成结石，可能导致肾衰竭 169。长期摄取三聚氰胺可能造成生殖能
力损害、膀胱或肾结石、膀胱癌等 170。
【致癌】甲醛具有强烈的致癌和促进癌变作用。可诱发过敏性鼻炎
和支气管炎；引起眼部和气道刺激，导致人失眠、精神不集中、记
忆力下降、情绪反常等 171。

1

          不建议使用密胺餐具，餐具推荐使用玻璃、陶瓷或食品级不
锈钢材质，若必须使用塑料类的，建议使用聚丙烯（PP）材质，
同时选择白色且内部无图案的产品；

            不可使用钢丝球擦洗密胺餐具，只能用刷碗布或洗碗机清洗，
不宜用强酸强碱类洗涤剂。不可长时间高温加热。不要盛放温度过
高及酸性或碱性的食物。建议每半年更换一次密胺餐具 172。

由密胺树脂加热加压压制成型。常用于餐饮业及儿童饮食业

等，但其与高温接触可迁移有害化学物质，建议慎用。

建议

健康危害

相关标准

● 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规定：
①甲醛单体迁移率不超过 15 mg/ kg, 而三聚氰胺单体迁移率不超
过 2.5mg/ kg；
②用于生产接触婴幼儿食品的塑料材料或制品时 , 三聚氰胺的特定
迁移限量为 1 mg/kg;
③不得用于微波炉加热使用。

 有害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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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塑料水杯
双酚 A 的具体危害可参考客厅篇塑料纯净水桶（PC 桶）条目。
【干扰内分泌】加工不好、材质粗糙的 PC 水杯在盛装热水时可能
会释放出双酚 A173。双酚 A 具有模拟雌激素的副作用以及一定的胚
胎毒性和致畸性，会造成女性性早熟、前列腺增生等影响，增加罹
患卵巢癌、前列腺癌、白血病的几率 174。
 通常 PP 和硅胶材质是相对安全的，但若不良企业违规使用增塑剂，
或使用来源不明的再生塑料，则会导致邻苯类增塑剂超标 175，邻
苯类增塑剂可使男童雌性化，女童性早熟。

1

玻璃杯（首选，注意温度过低的玻璃杯不要马上盛入热水，
以防炸裂）＞搪瓷杯（破损后应淘汰）＞陶瓷杯（不要五颜
六色的）＞塑料杯（选择食用级塑料即 PP 类，杯底三角编
号“05”）＞不锈钢杯（不要装酸性饮品，如：果汁、咖啡
碳酸饮料等；也不可长时间盛放酱油、醋、菜汤、茶水等）
＞纸杯（尽量少用）176。

若塑料杯出现裂纹，要及时更换 177。

建议
日常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塑料水杯主要有：PC、PP、

PET、硅胶等材质。

相关标准

● GB 9685-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 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 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邻苯二甲酸酯
双酚 A（PC 工业生产原料）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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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洗浴用品

建议

许多洗浴用品的成分表中都会有甲基异噻唑啉酮 (MIT)，这

种成分会对皮肤和头发带来潜在的过敏风险。

相关标准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MIT 最大允许浓度为 0.01%
欧盟规定：MIT 禁止在驻留类产品（如面霜、面膜等）中使用，在
淋洗类产品（如洗发水、沐浴液等）中最大允许使用浓度为 0.01%。

邻苯二甲酸酯

甲基异噻唑啉酮 MIT（防腐剂：抑制微生物生长）
（虽然本品在化妆品等中用量甚微，但安全性仍应受到质疑）

有害化学品

健康危害

【皮肤过敏】MIT 对皮肤有刺激性 178，通过破坏细胞的正常代谢，
抑制或杀死细胞 179。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头皮敏感，出现头发易油、
头皮松动、发根不稳、发质毛躁等情况 180。

①含有月桂醇硫酸酯钠，甲基异噻唑啉酮、甲基氯异噻唑啉
酮这三个成分的洗发水尽量少用或者不用
②尽量选择不含硅油的洗发水，可间歇使用来改善发质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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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磨砂膏  ●美国在 2015 年通过立法禁止在冲洗型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中
加入微塑料颗粒物。

塑料微珠（作摩擦剂）

【携带性】塑料微粒除了本身可能带有的毒性外 , 由于微塑料可能
吸附其他有毒物质并共同转移 , 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多
氯联苯 PCBs、各类有机氯杀虫剂 DDT，使这些毒物通过食物链不
断富集 , 从而危害其他物种生存环境 128。
【海洋污染】塑料颗粒物会逐渐分解成更小的塑料碎片，随即进入
河流和海洋，被鱼类和其他海洋动物吃掉，并最终成为人类食物链
的一部分 129。
【机体损伤】人体中的塑料微珠可引发人体细胞坏死、炎症和组织
裂伤等症状；还能引起有机体窒息、内脏受损、消化道阻塞、摄食
能力受损、避险能力降低等问题 130。

             选择纯天然磨砂颗粒，如燕麦、海盐、杏仁或核桃壳等 185。

             可用搓澡巾或食盐代替磨砂膏。

含有均匀细微颗粒的乳化型洁肤品。其主要用于去除皮肤深

层的污垢，通过在皮肤上摩擦可使老化的鳞状角质剥起，除

去死皮。

相关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禁止生产有意添加
塑料微珠的淋洗类化妆品和牙膏牙粉。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将直径大于 0.1 微米并小于 5 毫米的微粒界
定为合成聚合物颗粒，并加入有毒物质名单；
● 欧洲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协会建议在 2020 年之前停止使用磨
砂及清洁用的微塑料颗粒添加物；

建议

健康危害

有害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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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报道》曝光乐而雅、护舒宝、苏菲、娇爽、ABC、

益母草、安尔乐、高洁丝、舒珊、爱护你这十大品牌卫生巾

产品，均检出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含量从 54.9 mg/kg-

386 mg/kg 不等 186。

相关标准
●  GB/T 893-2018 卫 生 巾 ( 护 垫 )： 禁 用 荧 光 剂， 限 定 甲 醛
≤ 75mg/kg

荧光剂（增加产品白度）
邻苯二甲酸酯

28 卫生巾

有害化学品

建议

健康危害

【降低免疫力】荧光剂过量接触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影响肝肾功能，
阻碍伤口愈合，还会造成血液系统受损 187。
【月经紊乱】动物实验已明确表明邻苯二甲酸酯可能会扰乱月经周
期 188。女性长期接触二甲苯可出现月经异常 189。

●卫生巾外包装应有以下标识：卫生许可证号、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有效期、执行的标准编号、企业名称和地址等。
●每个外包装和独立小包装的封口应平滑，无漏气现象。
●好的卫生巾应表面清洁，厚薄均匀，封口无损。
●从手感来看，好的卫生巾由吸收性强，蓬松性好的绒毛浆
制作，所以又轻又软。
●尽量选择近期生产的卫生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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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磁漆 / 涂料
铅

1

【铅中毒】涂料中的铅一旦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等途径进入
人体 , 就会在血液中持续累积 , 引起贫血、记忆力下降、高血压、
关节痛等毒性反应 192。
【神经损伤】铅暴露影响儿童智力水平 193。
【社会影响】受铅暴露危害影响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形成强
横、任性的性格 , 且更容易成为罪犯、失业者等 194。铅暴露与情绪
功能障碍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195。

涂料逐渐老化后释放出的铅尘埃危险极大 196。

●建议选用环保油漆或水性乳胶漆，如果使用普通漆，也要
选颜色淡一点的，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铅污染。
●认真查看产品的质量合格检测报告，而不盲目相信产品的
绿色标识，以有效减少室内重金属污染来源。

家装剩余的磁漆作为有害垃圾回收处理，重新密封后弃置到
有害垃圾分类桶。

油漆中的铅污染，经调查证实 , 居住在经过装修居室中的人

群 , 血铅含量明显偏高以及存在不可忽视儿童铅中毒问题。

相关标准

● GB 18582-2020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内墙涂料 / 木家具 / 金属家具 / 塑料家具中可溶性铅限值要求
≤ 90ppm。
 美国在 2015 年通过立法禁止在冲洗型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中加
入微塑料颗粒物。

建议

健康危害

有害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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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84 消毒液 / 漂白水

建议

84 消毒液 / 漂白水是一种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成分的含氯消

毒剂，主要用于物体表面和环境等的消毒。

相关标准
● GB 19106-2013 次氯酸钠

1

氯气（使用不当可能产生氯气，如与酒精混用、与洁厕灵混用）

【呼吸系统损伤】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氯气，眼、鼻、呼吸道等部
位的黏膜都会受到破坏，出现流泪、咳嗽、恶心呕吐等症状。如吸

有害化学品

入氯气浓度过高，有可能腐蚀肺泡，造成呼吸困难或肺水肿，甚至
窒息死亡 197。

84 消毒液是一种危险化学品。使用不当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① 操作者在稀释和消毒作业时应保持空间通风。
② 消毒液现用现配，室温调配。
③ 不能用于消毒带颜色的纺织品和铁器。
④ 不能与其他消毒液或清洁液混用 ( 如洁厕灵 ) 。
⑤ 果蔬和餐具消毒完成后要用大量清水冲洗 , 避免残留。
⑥ 如果并非家里有传染病病人进入或者新搬入 , 不建议在家
里高频率使用 84 消毒液。
⑦远离儿童 , 远离热源 , 避光保存。

●家庭使用后的 84 消毒液 / 漂白水空瓶建议用自来水冲洗
三遍 , 冲洗水可以用来消毒使用。
● 84 消毒液 / 漂白水空瓶按照有害垃圾分类回收。禁止空
瓶“洗净后”换做它用 , 更不可以让儿童玩耍。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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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家用气雾杀虫剂

建议
气雾杀虫剂有杀灭效果好、便于携带、使用、储存、奏效迅速、

准确等各种独特优点。

相关标准
● GB/T 18419-2017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杀虫气雾剂

拟除虫菊酯（氯氰菊酯为例）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苯类化合物

有害化学品

【致癌】部分 VOC 已被列为致癌物 , 特别是苯、甲苯及甲醛 , 会
对人体造成较大伤害 197。
【黏膜刺激】 人体暴露于拟除虫菊酯杀虫剂的急性症状有呼吸困
难、咳嗽、支气管痉挛、恶心和呕吐、头痛等 199。
【神经毒性】  苯类化合物会损害人的中枢神经，造成神经系统障
碍 , 也会危及血液和造血器官，严重时，会有出血症状或感染败血
症 200。拟除虫菊酯杀虫剂是神经毒物，成人暴露于此杀虫剂可能
会表现发育神经毒性，再生毒性和免疫系统毒性；还可进一步造成
新生儿神经障碍 , 使其成年后生活和学习产生困难 201。
【生殖毒性】拟除虫菊酯中的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具有环境雌激素
作用，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后，模拟雌激素作用或改变雄激素活性 205。

          ①选择低碳环保型卫生杀虫剂（如主要成分为昆虫生长调节
剂的杀虫剂）206；②选择产品时要注意产品的包装，查看其外观、
标签（农药登记，使用方式，使用范围和剂量）及生产日期 207。

             ①尽量避免滥用杀虫剂。可以不用的就不用。②不宜在桑园、
鱼塘、河流、养蜂场等处及其周围使用；使用时采取一般防护措施；
贮存于低温干燥处，远离食品、饲料，避免儿童接触。③根据产品
标签、按其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注意室内通风换气；应按照标签
要求关闭门窗，对飞虫或空中 45°角喷雾喷药后离开，约 20 分钟
后通风方可进入；家中有幼儿、过敏和哮喘者则慎用。④气雾杀虫
剂用尽后，空瓶应丢弃到有害垃圾分类桶。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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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化学物质小卡片

●邻苯二甲酸酯 ●铅

常见产品 常见产品

塑胶制品包装、塑胶玩具、保鲜膜、塑胶容器、室内装

潢或家庭产品、医用血袋等 204。

土壤和尘埃、电子产品、化妆品、玩具和学习用具、家

庭装修用的劣质油漆和印刷油墨等 205、206。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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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产品 常见产品

纺织物、家具：地板、衣柜、墙皮墙纸、油漆、泡沫塑料等、

室内装潢的胶合板等 207。

不粘锅涂层、泡沫灭火器、快速食品包装、冲锋衣、农药、

杀虫剂等。

有害化学物质小卡片

●甲醛 ●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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