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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一线“摔打”出未来好老师

■本报记者 苏令

最近， 江苏、 上海、 陕西、 新疆接连爆出塑胶跑道有毒、 有异味的现象， 尤其是
在中小学当中， 造成了学生流鼻血、 学校停课甚至拆除新建塑胶跑道的现象， 引起了
全社会的关注。 但是， 对于这种现象引起的争论， 很多是非体育设施领域的人士发表
观点， 而真正从事体育设施管理和建设的专业团队， 还没有明确的观点发表。

为了用科学的视角来正确对待塑胶跑道是否有毒的观点和现象， 用专业知识来解
答如何建造合格的无毒的塑胶跑道， 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

访
谈 还塑胶跑道一个洁净无毒的面孔

———访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

怎样把好塑胶跑道的施工验收关？

记者： 在塑胶跑道的施工过程中， 许多
建设方和监理方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材料，
根本不懂得怎样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设
方和监理方应该怎么做？

刘海鹏： 现在投标样品一般都要求物理
性能要达标， 但也必须要求环保指标要达
标。 最后拿着样品与现场产品进行对比， 性
能无法对比， 拿着样品及产品味道比较一下
就可以了。

体育场地施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建设
工程， 从场地选址到工程竣工， 都需要有专
业的施工技术、 施工工艺。 在面层施工方
面， 许多施工队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上
岗， 特别是塑胶场地施工， 施工队伍为了争
取铺装业务， 不惜采取超低报价方式， 购买
超低价的劣质原料来鱼龙混杂。 许多中标单

位在低价中标的情况下， 自己无法实施建设
工程， 就将工程再次转包给社会上闲杂人
员， 导致有毒有害的物质原料就这样堂而皇
之地进入施工现场。

工程监理是保证场地质量的重要环节，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体育设施工程监
理单位， 很多监理工程师是对此一窍不通，
缺乏对体育场地基本常识和相关专业知识，
基本完全依赖于施工队伍， 监理也是走过
场， 造成监而不理。 作为最终的用户， 业主
就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监督的责任， 建议在原
材料到场后， 先进行抽样并进行化学性能检
测， 待到送检样品经检测合格后， 再进行施
工。 这样做虽然会耽误一点工期， 但是从保
证人体和环境健康的角度看， 耽误一点时间
还是值得的。

记者： 一些单位的竣工验收， 多是走走过
场， 致使许多体育场地没有通过权威机构的专
业检验检测验收。 怎样才能把好竣工验收这最
后一道质量防线？

刘海鹏： 许多场地的建设单位领导在场地
上走走， 看看就算验收通过了， 还有就是请当
地所谓专家进行验收， 其专业性远远不如权威
机构。 即使是送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很多送
检的产品样品并不能真正代表施工现场的实际
情况。

场地施工期间， 应要求施工单位同期同地
点用同样的原材料制作与塑胶跑道一样的样
品， 或者在竣工现场挖取样品， 然后将样品送
到有资质的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物理和化学性
能的检测， 当检测结果证明合格后， 方可进行
工程结算。

“最低价中标”采购是否适合塑胶跑道？

记者： 一些机构在制定采购塑胶跑道招
标文件时， 规定了最低价中标。 这种最低价
中标的文件， 会不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发生?

刘海鹏： 是的， 近一年来， 在全国范围
内就新增了近3000家原料生产供应商， 这
些小型作坊一年就占原有生产原料市场的
50%或以上份额， 没有资质、 没有技术、 没
有生产管理系统， 没有质量保障体系， 没有
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没有产品检验检测手
段， 没有专业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制造
成本很低。

有的厂家违规采用有毒有害的低价劣质
原料生产产品， 在塑胶原料中添加甲苯、 二
甲苯、 丙酮以及含过量重金属的低劣稀释
剂、 催化剂、 溶剂等。 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
厂家采用芳烃类的化学物品， 用化学遮盖方
法来遮盖有毒气味， 使这些原料更加可怕。

我国具有一定规模塑胶原料生产厂家基
本都有自己的全套管理制度和认证系统， 有
一定的研发能力和检测手段， 这些单位在过
去的我国体育场地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 曾经也取得过辉煌的业绩。 如今， 这些
单位面临被众多的小作坊取而代之的窘境。

国产合格的摊铺型的混合型和复合型塑
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平方米200元左
右， 优质的产品价格在每平方米250元左右
甚至更高， 渗水型塑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
在每平方米150元左右。 预制型的橡胶跑道
材料市场价格一般不会低于每平米380元，

甚至更高。 低于这个价格的报价， 基本可以断
定是不可能合格的。

记者：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各方应该做
好哪些功课？

刘海鹏：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方应详
细研究各种标准对产品性能、 原材料性能的
要求， 制定科学的技术要求。 有的地方的采
购或业主方， 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么一次场地，
也没有更多的经验或时间研究相关的标准和
技术， 更不可能了解体育设施行业的现状，
那么可以在前期阶段， 聘请或咨询体育部门
或专业的体育设施技术机构， 来提供技术把
关服务。

传统的塑胶跑道都是聚氨酯类的材料， 在
生产和铺装过程中都会用到化学有机物， 对有
毒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就显得至关重要。 施工
过程中， 施工公司无论拿到哪家的材料， 都要
询问厂家的材料配比情况以及施工工艺条件。
如果遇到天气温度低或者材料施工搅拌时材料
反应快等情况， 都会向材料中加稀释剂， 这时
必须与生产厂家取得联系， 咨询所需添加剂的
品种、 规格、 型号等， 不得擅自再次添加其他
化学添加剂和固体原料。 有的厂家选用甲苯，
有的厂家选用二甲苯、 汽油等， 这些材料的使
用一定要有度， 过多的使用势必造成有毒有害
物质的挥发。 最好使用毒性低、 挥发快、 不会
长期残留的溶剂， 如醋酸乙酯溶剂， 在施工当
中没有什么味道， 施工完毕后也闻不到什么臭
味及刺鼻性味道。 当然， 用比乙酯更环保的溶
剂更好。

随着科技的进步， 也出现了更加环保的预
制型橡胶跑道材料和水性塑胶跑道胶水材料，
无论生产还是施工， 都很少添加化学有机物，
这样也大大地降低了跑道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

记者： 怎样才能采购到有能力的正规企业
的产品？

刘海鹏： 目前， 出现的问题多为没有专业
能力和没有较多体育设施生产与施工业绩的企
业造成的， 或者是被榨取利润后层层转包给一
些包工头或个人造成的。 还有的是建筑总包为
了利润最大化， 给材料厂家和施工单位以极低
价格造成的， 也有的是建筑施工企业自己直接
采购原材料回来或自行铺装造成的。

所以， 在采购前期， 一定要做好调研， 对
厂家或施工企业的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管理能
力、 工程管理能力尤其是过去的业绩， 进行详
细的调研， 选择多年诚信生产企业、 生产能力
强大的厂家、 业绩多的企业参与投标。 在招标
阶段更应该验证各种材料产品的物理与化学性
能检测报告以及生产厂家的授权证明。

原材料要选择好品质的胶粒。 塑胶场地
出现问题往往就是劣质黑胶粒导致的， 劣质
黑胶粒一旦与胶黏剂结合， 就会产生化学反
应， 导致塑胶场地发黑、 冒油、 粘脚。 EPDM
胶粒应选择含原胶量较高、 含油量较低的产
品， 一般含原胶不应低于13%。 施工前， 应
向生产厂家索要产品合格证、 产品出厂检验
报告、 产品使用说明书， 以保证所购物料的
品质。

有毒塑胶跑道的毒气从哪里来？

记者： 在有毒的塑胶跑道中， 大都能闻到刺鼻
的气味。 这些毒气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刘海鹏： 塑胶跑道气味主要来源于聚氨酯胶水
中有可能出现的氯化物、 残留的游离二异氰酸酯、
部分溶剂 （甲苯、 二甲苯等） 的残留、 残留的有机
铅、 EPDM彩色颗粒中残留的硫化物、 黑色颗粒中
的残留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 溴苯类添加剂等。 对
人体或环境可能产生危害的化合物主要是聚氨酯胶
水中的氯化物、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苯类化合
物、 橡胶中的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中多种化合物、
颗粒及胶水中重金属， 这些物质一旦超标， 将会导
致头昏、 呕吐、 昏厥、 癌症、 呼吸困难， 能够对人
类、 动植物和环境形成致命伤害。

记者： 有报道称， 有毒或劣质塑胶跑道中使用
的邻苯类塑化剂或导致男孩绝育， 是这样的吗？

刘海鹏： 从整体范围来看， 邻苯类塑化剂对人
和自然界存在一定危害， 但塑胶跑道中使用的邻苯
类塑化剂会导致使用塑胶跑道的儿童绝育的说法还
没有科学数据依据， 是值得怀疑的。 对邻苯类塑化
剂有较为严格规定的要属欧美的相关法律法规， 其
中欧盟在 1999年 12月 7日正式做出一项决议
（1999/815/EC）， 通过了一项临时禁令。 此项禁令
没有限制所有PVC玩具， 仅对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
触的 PVC塑料制品中的六种塑化剂 （DEHP、
DBP、 BBP、 DNOP、 DINP、 DIDP） 进行了限制。
虽然欧盟对于邻苯类塑化剂的限定范围在逐步扩
大， 由最初的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触的PVC材料，
到所有儿童用的玩具、 接触食品的产品， 甚至目前
电子产品及医疗用品方面的限定也进入了过渡期，

但从该进程可知， 欧盟对于邻苯类增塑剂的限定使
用范围， 均是在以可入口及可直接与人体接触为前
提的， 而邻苯类增塑剂的挥发性均较低， 对于塑胶
跑道作为公共运动场所的基础设施， 并不存在入口
及与人体长期接触的可能。

记者： 目前， 在中国市场中的塑胶材料生产厂
家和工程商良莠不齐， 一些没有能力且非专业的人
为了赚取最大利益， 大量使用垃圾类原材料， 是不
是这些垃圾材料导致塑胶跑道有毒？

刘海鹏： 是的， 一些不良生产厂家和工程商大
量使用回收聚醚、 工业毒石蜡、 催干剂等垃圾类原
材料， 并在施工中为降低难度， 大量使用稀释剂
（如甲苯、 二甲苯等味道重、 毒性大的稀释剂、 天
那水、 汽油）， 加入便宜的无机填料， 最终降低塑
胶材料成本， 昧着良心地制作一些毒性大和污染大
的非达标产品。 这种产品不仅在铺装过程中会对施
工人员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危害， 在铺装完成后， 5
年内都不会挥发干净， 始终会有稀释剂的味道， 尤
其在炎热天气或强紫外线照射下都会加速释放有味
道的气体， 这种味道会一直毒害校园和大气， 这样
的场地不仅环保性能不达标， 物理性能也不达标，
经常会出现诸如厚度薄、 表面太硬、 与基础脱层等
现象， 最终造成学校的孩子、 运动场中运动员不同
程度地受害。

实际上， 如果配方科学， 优秀环保的塑胶跑道
中各化学单体完全充分反应， 上述化合物的残留会
非常少甚至没有，因为反应完全了，哪怕在高温环境
中也没有味道。 但是不科学的配方， 反应不完全，
就肯定会有残留， 这也就是有毒气味的来源。

塑胶跑道的质量标准有哪些？
记者： 对于毒跑道事件，我们极其痛恨。那些

失去良知的跑道材料生产商和工程商， 以劣质原
料生产低价劣质产品赚取利润， 这个行业也到了
非得下力气治理的时候了， 否则将遗患无穷。 但
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 与煤渣跑道和土跑道
相比， 塑胶跑道有什么特点？

刘海鹏： 塑胶跑道分为聚氨酯类 （复合型、
混合型、 渗水型）、 预制型橡胶卷材和水性塑胶。
聚氨酯类是目前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传统型材料，
也是近期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有毒跑道的主角。

聚氨酯全称为聚氨基甲酸酯， 是主链上含有
重复氨基甲酸酯基团的大分子化合物的统称。 聚
氨酯是由多异氰酸酯和聚醚多元醇或聚酯多元醇
或小分子多元醇、 多元胺或水等扩链剂或交联剂
等原料制成的聚合物。 聚氨酯被广泛应用于汽车
制造、冰箱制造、交通运输、土木建筑、鞋类、合成
革、织物、机电、石油化工、矿山机械、航空、医疗、
农业等许多领域。 聚氨酯具有优良的生物体相容
性，也逐渐被广泛用作生物医用材料，如人工心脏
起搏器、人工血管、人工骨骼、人工食道、人工肾
脏、人工透析膜等的制造。聚氨酯产品塑胶跑道是
聚氨酯众多应用中的一个小类别。

记者： 国家对聚氨酯塑胶跑道有没有相关的
质量标准？

刘海鹏： 目前， 我国执行的与塑胶跑道产品
有关的标准分别是体育标准和环保方面的标准。

体育标准有国家标准GB/T22517.6-2011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1部分： 田径场
地》、 GB/T14833-2011 《合成材料跑道面层》。
这两项标准都规定了塑胶跑道成品中的有毒有害
物质限量，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包括苯、 甲苯+二
甲苯、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铅、 镉、 铬、 汞。
同时还规定的物理性能如冲击吸收、 抗滑值、 拉

伸性能等。
环保性能方面的标准有GB18583-2008 《室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胶 粘 剂 中 有 害 物 质 限 量》 、
JC1066-2008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HJ457－200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
国家标准GB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
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是国内绝大多数生产厂家采用
执行的标准。 建筑材料行业标准JC1066-2008 《建
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对建筑防水涂料按有
害物质含量分为A、 B两级， 按性质分为水性、 反应
型和溶剂型。环境保护行业标准HJ457－2009《环境
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适用于挥发固化型防水
涂料（双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单组分丙烯酸酯
聚合物乳液防水涂料）和反应固化型防水涂料（聚氨
酯防水涂料、改性环氧防水涂料、聚脲防水涂料）。这
几项标准都对有害物质限量进行了规定。

记者： 这些标准对有害物质的要求是一致的吗？
刘海鹏： 在上述标准中， GB/T22517.6-2011

和GB/T14833-2011对有害物质要求是一致的。 其
他标准中对可溶出重金属含量要求基本一致， 但因
生产与施工工艺不同， 对其他有害物质尤其是烃类
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有所不同。 各生产企业可
依据自身条件和产品类型选择不同的标准作为依据，
并在企业技术文件和销售文件中做出明示。

记者： 在对烃类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标准
有所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选择？

刘海鹏： 建议在塑胶类产品原材料阶段， 可执
行GB18583-2008和JC1066-2008中对有害物质限
量要求更为严格的部分要求， 施工完成后的塑胶类
场地的有害物质含量执行GB/T22517.6-2011和
GB/T14833-2011。

但是对于塑胶跑道铺装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跑
道上空空气的质量要求，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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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而实验班学生王艳云接到的

第一个任务是批改作文。 当她把
批改后的作文交给中学的导师
时，导师却提出了一堆问题：学生
对这个作文题目完成得怎么样？
他们存在哪些共性的问题？ 怎样
才能提高学生在这类题目上的写
作水平？改作业还有这么多门道？
王艳云很吃惊。

一周下来， 终于有学生不适
应中学这种高强度又细心的工
作。 在周例会上， 有学生抱怨：
“我们实验班是培养卓越教师的，
在这里重复看自习、改作业，怎么
能成功？”“上班时间太长了，连喝
水都没有时间。 ”“老师总是不停
地给我们布置工作， 我们是免费
劳动力吗？ ”

面对实习学生的不适应，中
学导师们耐心开导， 带班垂范。
实习学生亲眼看见中学教师的
工作常态后， 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一名好教师，必须敬业。

对大量实习生参与教学，附
中的一些老师也有看法：学生进
课堂会扰乱班级秩序；平常的工
作就忙得转不开身，哪有时间教
徒弟； 有的学生不明白学校规
则，尽帮倒忙……

因为没有经验， 还真有帮倒
忙的事儿发生： 有个孩子跟实习
班主任说肚子疼， 要请假出校买
药。 这位大姐姐当然批准了。 谁
知道学生离校后， 到晚上9点多
都没回来。 这可急坏了老师和家
长，全城找人，最后终于找到了在
外打游戏的孩子。

“既然是实验，肯定会遇到困
难”， 附中和大学的老师们携手，
用尽办法帮助这些学生渡过难
关。

实习学生的心终于沉了下
来， 沉入了课堂。 让我们来听听
他们学到了什么———

杜松松学会了比喻。“老师，
乐谱上的那个圈是什么意思呀？”
一年级的孩子们问。“是休止符。”
松松说。导师告诉松松，跟小朋友
要这样解释，“我们过马路的时
候，看到红灯要停下来。这个圈圈
就是乐谱中的红灯”。

李瑞芳学会了沉稳。 两个女
生喝酒喝晕了，怎么办？ 导师说，
先别慌， 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再问
原因。原来是两个孩子没考好，借
酒消愁。 经过及时疏导、安慰，她

们乖乖回了宿舍。“导师们各个是
大侠，遇到问题总有秘籍。 ”学生
们总结道。

第二学期， 实习学校组织了
一次展示课活动。导师们发现，徒
弟们的进步真不小。“明显自信
了，讲课时不徐不疾，脸上有了笑
容， 手也不抖了。 ”“提问层层递
进，揪住了学生的心，没有人开小
差了。”“作业布置得巧妙，难度恰
到好处。 ”

找到师范教育改革着力点
在实验学校“摔打”一年后，

洛阳师院的领导想把这些“长了
翅膀”的实验班学生放出去，试一
试本领。

今年9月， 王满庄信心满满
地走上栾川外国语实验中学的讲

台。校长李志忠在听了他的课后，赞
不绝口：来了就能上岗，一听就感觉
到不一样。 我一个月给1000元工
资。 像这样的学生，来多少，我们要
多少。

孟首源奔赴新疆哈密支教。 维
吾尔族学生的评价是： 特喜欢这位
年轻的老师，讲课很有趣，一点儿也
不打瞌睡。

不仅如此， 多个市县的教育局
长找到时明德， 要预订实验班的毕
业生。

初次“试飞”成功，洛阳师院的
领导喜在心上， 改革信心更加坚定
了。 他们再次聚会， 总结实验班教
学的得失，谋划下一步的改革路径。

“改作业、 分析试卷、 组织学
生活动、 与学生谈心， 这些原来不
被大学看重的内容， 在实践课堂教
学中却发挥了大作用， 使学生站稳
了讲台”。

“实验学校要选择优秀的教师
担当导师， 大学要对中学导师有明

确的指导和考核”。
“师范生的基础课程还可以进

一步地改造， 砍掉过时、 艰深的内
容，同时，还应该补上实践技能、职
业道德这几门课， 让本科生的学习
更加聚焦学校、聚焦课堂”。

具体负责实验班教学的孟宪乐
教授对记者说：“这个培养方案打破
了原先学科知识的传统思维， 从目
标开始倒逼学习内容。现在看来，这
样的改革是有效果的， 我们寻找到
了师范教育改革的着力点。 ”

参与这项改革的杨丽说， 虽然
培养教师是大学的任务， 但作为中
学教师参与其中， 使大学教学与中
学课堂教学直接对接， 缩短了毕业
生的就业适应期， 是一项非常有意
义的工作，“要把这个项目坚持下
去，而且还要做得更好”。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刘复兴教
授在评价洛阳师院的这项改革时
说： “注重实际能力培养， 加大实
践环节教学， 应该是师范教育改革
的方向。”

（上接第一版） 职业院校要在专业
设置评议、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专业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 质量
评价等方面主动接受行业指导。
她希望，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行
业协会继续关心、 支持行指委工
作， 切实加强对行指委工作的领

导和管理。
机械、 中医药、 水利、 民政、

电子商务、 航空工业等行指委在
会上作交流发言。 62个行指委、
教育部有关司局、 各省教育行政
部门、 职业院校等约3000人在主
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把适宜行业承担的职业教育职责交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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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把好塑胶跑道的施工验收关？

记者： 在塑胶跑道的施工过程中， 许多
建设方和监理方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材料，
根本不懂得怎样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设
方和监理方应该怎么做？

刘海鹏： 现在投标样品一般都要求物理
性能要达标， 但也必须要求环保指标要达
标。 最后拿着样品与现场产品进行对比， 性
能无法对比， 拿着样品及产品味道比较一下
就可以了。

体育场地施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建设
工程， 从场地选址到工程竣工， 都需要有专
业的施工技术、 施工工艺。 在面层施工方
面， 许多施工队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上
岗， 特别是塑胶场地施工， 施工队伍为了争
取铺装业务， 不惜采取超低报价方式， 购买
超低价的劣质原料来鱼龙混杂。 许多中标单

位在低价中标的情况下， 自己无法实施建设
工程， 就将工程再次转包给社会上闲杂人
员， 导致有毒有害的物质原料就这样堂而皇
之地进入施工现场。

工程监理是保证场地质量的重要环节，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体育设施工程监
理单位， 很多监理工程师是对此一窍不通，
缺乏对体育场地基本常识和相关专业知识，
基本完全依赖于施工队伍， 监理也是走过
场， 造成监而不理。 作为最终的用户， 业主
就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监督的责任， 建议在原
材料到场后， 先进行抽样并进行化学性能检
测， 待到送检样品经检测合格后， 再进行施
工。 这样做虽然会耽误一点工期， 但是从保
证人体和环境健康的角度看， 耽误一点时间
还是值得的。

记者： 一些单位的竣工验收， 多是走走过
场， 致使许多体育场地没有通过权威机构的专
业检验检测验收。 怎样才能把好竣工验收这最
后一道质量防线？

刘海鹏： 许多场地的建设单位领导在场地
上走走， 看看就算验收通过了， 还有就是请当
地所谓专家进行验收， 其专业性远远不如权威
机构。 即使是送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很多送
检的产品样品并不能真正代表施工现场的实际
情况。

场地施工期间， 应要求施工单位同期同地
点用同样的原材料制作与塑胶跑道一样的样
品， 或者在竣工现场挖取样品， 然后将样品送
到有资质的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物理和化学性
能的检测， 当检测结果证明合格后， 方可进行
工程结算。

“最低价中标”采购是否适合塑胶跑道？

记者： 一些机构在制定采购塑胶跑道招
标文件时， 规定了最低价中标。 这种最低价
中标的文件， 会不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发生?

刘海鹏： 是的， 近一年来， 在全国范围
内就新增了近3000家原料生产供应商， 这
些小型作坊一年就占原有生产原料市场的
50%或以上份额， 没有资质、 没有技术、 没
有生产管理系统， 没有质量保障体系， 没有
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没有产品检验检测手
段， 没有专业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制造
成本很低。

有的厂家违规采用有毒有害的低价劣质
原料生产产品， 在塑胶原料中添加甲苯、 二
甲苯、 丙酮以及含过量重金属的低劣稀释
剂、 催化剂、 溶剂等。 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
厂家采用芳烃类的化学物品， 用化学遮盖方
法来遮盖有毒气味， 使这些原料更加可怕。

我国具有一定规模塑胶原料生产厂家基
本都有自己的全套管理制度和认证系统， 有
一定的研发能力和检测手段， 这些单位在过
去的我国体育场地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 曾经也取得过辉煌的业绩。 如今， 这些
单位面临被众多的小作坊取而代之的窘境。

国产合格的摊铺型的混合型和复合型塑
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平方米200元左
右， 优质的产品价格在每平方米250元左右
甚至更高， 渗水型塑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
在每平方米150元左右。 预制型的橡胶跑道
材料市场价格一般不会低于每平米380元，

甚至更高。 低于这个价格的报价， 基本可以断
定是不可能合格的。

记者：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各方应该做
好哪些功课？

刘海鹏：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方应详
细研究各种标准对产品性能、 原材料性能的
要求， 制定科学的技术要求。 有的地方的采
购或业主方， 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么一次场地，
也没有更多的经验或时间研究相关的标准和
技术， 更不可能了解体育设施行业的现状，
那么可以在前期阶段， 聘请或咨询体育部门
或专业的体育设施技术机构， 来提供技术把
关服务。

传统的塑胶跑道都是聚氨酯类的材料， 在
生产和铺装过程中都会用到化学有机物， 对有
毒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就显得至关重要。 施工
过程中， 施工公司无论拿到哪家的材料， 都要
询问厂家的材料配比情况以及施工工艺条件。
如果遇到天气温度低或者材料施工搅拌时材料
反应快等情况， 都会向材料中加稀释剂， 这时
必须与生产厂家取得联系， 咨询所需添加剂的
品种、 规格、 型号等， 不得擅自再次添加其他
化学添加剂和固体原料。 有的厂家选用甲苯，
有的厂家选用二甲苯、 汽油等， 这些材料的使
用一定要有度， 过多的使用势必造成有毒有害
物质的挥发。 最好使用毒性低、 挥发快、 不会
长期残留的溶剂， 如醋酸乙酯溶剂， 在施工当
中没有什么味道， 施工完毕后也闻不到什么臭
味及刺鼻性味道。 当然， 用比乙酯更环保的溶
剂更好。

随着科技的进步， 也出现了更加环保的预
制型橡胶跑道材料和水性塑胶跑道胶水材料，
无论生产还是施工， 都很少添加化学有机物，
这样也大大地降低了跑道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

记者： 怎样才能采购到有能力的正规企业
的产品？

刘海鹏： 目前， 出现的问题多为没有专业
能力和没有较多体育设施生产与施工业绩的企
业造成的， 或者是被榨取利润后层层转包给一
些包工头或个人造成的。 还有的是建筑总包为
了利润最大化， 给材料厂家和施工单位以极低
价格造成的， 也有的是建筑施工企业自己直接
采购原材料回来或自行铺装造成的。

所以， 在采购前期， 一定要做好调研， 对
厂家或施工企业的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管理能
力、 工程管理能力尤其是过去的业绩， 进行详
细的调研， 选择多年诚信生产企业、 生产能力
强大的厂家、 业绩多的企业参与投标。 在招标
阶段更应该验证各种材料产品的物理与化学性
能检测报告以及生产厂家的授权证明。

原材料要选择好品质的胶粒。 塑胶场地
出现问题往往就是劣质黑胶粒导致的， 劣质
黑胶粒一旦与胶黏剂结合， 就会产生化学反
应， 导致塑胶场地发黑、 冒油、 粘脚。 EPDM
胶粒应选择含原胶量较高、 含油量较低的产
品， 一般含原胶不应低于13%。 施工前， 应
向生产厂家索要产品合格证、 产品出厂检验
报告、 产品使用说明书， 以保证所购物料的
品质。

有毒塑胶跑道的毒气从哪里来？

记者： 在有毒的塑胶跑道中， 大都能闻到刺鼻
的气味。 这些毒气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刘海鹏： 塑胶跑道气味主要来源于聚氨酯胶水
中有可能出现的氯化物、 残留的游离二异氰酸酯、
部分溶剂 （甲苯、 二甲苯等） 的残留、 残留的有机
铅、 EPDM彩色颗粒中残留的硫化物、 黑色颗粒中
的残留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 溴苯类添加剂等。 对
人体或环境可能产生危害的化合物主要是聚氨酯胶
水中的氯化物、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苯类化合
物、 橡胶中的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中多种化合物、
颗粒及胶水中重金属， 这些物质一旦超标， 将会导
致头昏、 呕吐、 昏厥、 癌症、 呼吸困难， 能够对人
类、 动植物和环境形成致命伤害。

记者： 有报道称， 有毒或劣质塑胶跑道中使用
的邻苯类塑化剂或导致男孩绝育， 是这样的吗？

刘海鹏： 从整体范围来看， 邻苯类塑化剂对人
和自然界存在一定危害， 但塑胶跑道中使用的邻苯
类塑化剂会导致使用塑胶跑道的儿童绝育的说法还
没有科学数据依据， 是值得怀疑的。 对邻苯类塑化
剂有较为严格规定的要属欧美的相关法律法规， 其
中欧盟在 1999年 12月 7日正式做出一项决议
（1999/815/EC）， 通过了一项临时禁令。 此项禁令
没有限制所有PVC玩具， 仅对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
触的 PVC塑料制品中的六种塑化剂 （DEHP、
DBP、 BBP、 DNOP、 DINP、 DIDP） 进行了限制。
虽然欧盟对于邻苯类塑化剂的限定范围在逐步扩
大， 由最初的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触的PVC材料，
到所有儿童用的玩具、 接触食品的产品， 甚至目前
电子产品及医疗用品方面的限定也进入了过渡期，

但从该进程可知， 欧盟对于邻苯类增塑剂的限定使
用范围， 均是在以可入口及可直接与人体接触为前
提的， 而邻苯类增塑剂的挥发性均较低， 对于塑胶
跑道作为公共运动场所的基础设施， 并不存在入口
及与人体长期接触的可能。

记者： 目前， 在中国市场中的塑胶材料生产厂
家和工程商良莠不齐， 一些没有能力且非专业的人
为了赚取最大利益， 大量使用垃圾类原材料， 是不
是这些垃圾材料导致塑胶跑道有毒？

刘海鹏： 是的， 一些不良生产厂家和工程商大
量使用回收聚醚、 工业毒石蜡、 催干剂等垃圾类原
材料， 并在施工中为降低难度， 大量使用稀释剂
（如甲苯、 二甲苯等味道重、 毒性大的稀释剂、 天
那水、 汽油）， 加入便宜的无机填料， 最终降低塑
胶材料成本， 昧着良心地制作一些毒性大和污染大
的非达标产品。 这种产品不仅在铺装过程中会对施
工人员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危害， 在铺装完成后， 5
年内都不会挥发干净， 始终会有稀释剂的味道， 尤
其在炎热天气或强紫外线照射下都会加速释放有味
道的气体， 这种味道会一直毒害校园和大气， 这样
的场地不仅环保性能不达标， 物理性能也不达标，
经常会出现诸如厚度薄、 表面太硬、 与基础脱层等
现象， 最终造成学校的孩子、 运动场中运动员不同
程度地受害。

实际上， 如果配方科学， 优秀环保的塑胶跑道
中各化学单体完全充分反应， 上述化合物的残留会
非常少甚至没有，因为反应完全了，哪怕在高温环境
中也没有味道。 但是不科学的配方， 反应不完全，
就肯定会有残留， 这也就是有毒气味的来源。

塑胶跑道的质量标准有哪些？
记者： 对于毒跑道事件，我们极其痛恨。那些

失去良知的跑道材料生产商和工程商， 以劣质原
料生产低价劣质产品赚取利润， 这个行业也到了
非得下力气治理的时候了， 否则将遗患无穷。 但
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 与煤渣跑道和土跑道
相比， 塑胶跑道有什么特点？

刘海鹏： 塑胶跑道分为聚氨酯类 （复合型、
混合型、 渗水型）、 预制型橡胶卷材和水性塑胶。
聚氨酯类是目前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传统型材料，
也是近期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有毒跑道的主角。

聚氨酯全称为聚氨基甲酸酯， 是主链上含有
重复氨基甲酸酯基团的大分子化合物的统称。 聚
氨酯是由多异氰酸酯和聚醚多元醇或聚酯多元醇
或小分子多元醇、 多元胺或水等扩链剂或交联剂
等原料制成的聚合物。 聚氨酯被广泛应用于汽车
制造、冰箱制造、交通运输、土木建筑、鞋类、合成
革、织物、机电、石油化工、矿山机械、航空、医疗、
农业等许多领域。 聚氨酯具有优良的生物体相容
性，也逐渐被广泛用作生物医用材料，如人工心脏
起搏器、人工血管、人工骨骼、人工食道、人工肾
脏、人工透析膜等的制造。聚氨酯产品塑胶跑道是
聚氨酯众多应用中的一个小类别。

记者： 国家对聚氨酯塑胶跑道有没有相关的
质量标准？

刘海鹏： 目前， 我国执行的与塑胶跑道产品
有关的标准分别是体育标准和环保方面的标准。

体育标准有国家标准GB/T22517.6-2011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1部分： 田径场
地》、 GB/T14833-2011 《合成材料跑道面层》。
这两项标准都规定了塑胶跑道成品中的有毒有害
物质限量，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包括苯、 甲苯+二
甲苯、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铅、 镉、 铬、 汞。
同时还规定的物理性能如冲击吸收、 抗滑值、 拉

伸性能等。
环保性能方面的标准有GB18583-2008 《室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胶 粘 剂 中 有 害 物 质 限 量》 、
JC1066-2008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HJ457－200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
国家标准GB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
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是国内绝大多数生产厂家采用
执行的标准。 建筑材料行业标准JC1066-2008 《建
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对建筑防水涂料按有
害物质含量分为A、 B两级， 按性质分为水性、 反应
型和溶剂型。环境保护行业标准HJ457－2009《环境
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适用于挥发固化型防水
涂料（双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单组分丙烯酸酯
聚合物乳液防水涂料）和反应固化型防水涂料（聚氨
酯防水涂料、改性环氧防水涂料、聚脲防水涂料）。这
几项标准都对有害物质限量进行了规定。

记者： 这些标准对有害物质的要求是一致的吗？
刘海鹏： 在上述标准中， GB/T22517.6-2011

和GB/T14833-2011对有害物质要求是一致的。 其
他标准中对可溶出重金属含量要求基本一致， 但因
生产与施工工艺不同， 对其他有害物质尤其是烃类
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有所不同。 各生产企业可
依据自身条件和产品类型选择不同的标准作为依据，
并在企业技术文件和销售文件中做出明示。

记者： 在对烃类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标准
有所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选择？

刘海鹏： 建议在塑胶类产品原材料阶段， 可执
行GB18583-2008和JC1066-2008中对有害物质限
量要求更为严格的部分要求， 施工完成后的塑胶类
场地的有害物质含量执行GB/T22517.6-2011和
GB/T14833-2011。

但是对于塑胶跑道铺装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跑
道上空空气的质量要求，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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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把好塑胶跑道的施工验收关？

记者： 在塑胶跑道的施工过程中， 许多
建设方和监理方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材料，
根本不懂得怎样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设
方和监理方应该怎么做？

刘海鹏： 现在投标样品一般都要求物理
性能要达标， 但也必须要求环保指标要达
标。 最后拿着样品与现场产品进行对比， 性
能无法对比， 拿着样品及产品味道比较一下
就可以了。

体育场地施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建设
工程， 从场地选址到工程竣工， 都需要有专
业的施工技术、 施工工艺。 在面层施工方
面， 许多施工队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上
岗， 特别是塑胶场地施工， 施工队伍为了争
取铺装业务， 不惜采取超低报价方式， 购买
超低价的劣质原料来鱼龙混杂。 许多中标单

位在低价中标的情况下， 自己无法实施建设
工程， 就将工程再次转包给社会上闲杂人
员， 导致有毒有害的物质原料就这样堂而皇
之地进入施工现场。

工程监理是保证场地质量的重要环节，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体育设施工程监
理单位， 很多监理工程师是对此一窍不通，
缺乏对体育场地基本常识和相关专业知识，
基本完全依赖于施工队伍， 监理也是走过
场， 造成监而不理。 作为最终的用户， 业主
就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监督的责任， 建议在原
材料到场后， 先进行抽样并进行化学性能检
测， 待到送检样品经检测合格后， 再进行施
工。 这样做虽然会耽误一点工期， 但是从保
证人体和环境健康的角度看， 耽误一点时间
还是值得的。

记者： 一些单位的竣工验收， 多是走走过
场， 致使许多体育场地没有通过权威机构的专
业检验检测验收。 怎样才能把好竣工验收这最
后一道质量防线？

刘海鹏： 许多场地的建设单位领导在场地
上走走， 看看就算验收通过了， 还有就是请当
地所谓专家进行验收， 其专业性远远不如权威
机构。 即使是送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很多送
检的产品样品并不能真正代表施工现场的实际
情况。

场地施工期间， 应要求施工单位同期同地
点用同样的原材料制作与塑胶跑道一样的样
品， 或者在竣工现场挖取样品， 然后将样品送
到有资质的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物理和化学性
能的检测， 当检测结果证明合格后， 方可进行
工程结算。

“最低价中标”采购是否适合塑胶跑道？

记者： 一些机构在制定采购塑胶跑道招
标文件时， 规定了最低价中标。 这种最低价
中标的文件， 会不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发生?

刘海鹏： 是的， 近一年来， 在全国范围
内就新增了近3000家原料生产供应商， 这
些小型作坊一年就占原有生产原料市场的
50%或以上份额， 没有资质、 没有技术、 没
有生产管理系统， 没有质量保障体系， 没有
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没有产品检验检测手
段， 没有专业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制造
成本很低。

有的厂家违规采用有毒有害的低价劣质
原料生产产品， 在塑胶原料中添加甲苯、 二
甲苯、 丙酮以及含过量重金属的低劣稀释
剂、 催化剂、 溶剂等。 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
厂家采用芳烃类的化学物品， 用化学遮盖方
法来遮盖有毒气味， 使这些原料更加可怕。

我国具有一定规模塑胶原料生产厂家基
本都有自己的全套管理制度和认证系统， 有
一定的研发能力和检测手段， 这些单位在过
去的我国体育场地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 曾经也取得过辉煌的业绩。 如今， 这些
单位面临被众多的小作坊取而代之的窘境。

国产合格的摊铺型的混合型和复合型塑
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平方米200元左
右， 优质的产品价格在每平方米250元左右
甚至更高， 渗水型塑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
在每平方米150元左右。 预制型的橡胶跑道
材料市场价格一般不会低于每平米380元，

甚至更高。 低于这个价格的报价， 基本可以断
定是不可能合格的。

记者：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各方应该做
好哪些功课？

刘海鹏：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方应详
细研究各种标准对产品性能、 原材料性能的
要求， 制定科学的技术要求。 有的地方的采
购或业主方， 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么一次场地，
也没有更多的经验或时间研究相关的标准和
技术， 更不可能了解体育设施行业的现状，
那么可以在前期阶段， 聘请或咨询体育部门
或专业的体育设施技术机构， 来提供技术把
关服务。

传统的塑胶跑道都是聚氨酯类的材料， 在
生产和铺装过程中都会用到化学有机物， 对有
毒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就显得至关重要。 施工
过程中， 施工公司无论拿到哪家的材料， 都要
询问厂家的材料配比情况以及施工工艺条件。
如果遇到天气温度低或者材料施工搅拌时材料
反应快等情况， 都会向材料中加稀释剂， 这时
必须与生产厂家取得联系， 咨询所需添加剂的
品种、 规格、 型号等， 不得擅自再次添加其他
化学添加剂和固体原料。 有的厂家选用甲苯，
有的厂家选用二甲苯、 汽油等， 这些材料的使
用一定要有度， 过多的使用势必造成有毒有害
物质的挥发。 最好使用毒性低、 挥发快、 不会
长期残留的溶剂， 如醋酸乙酯溶剂， 在施工当
中没有什么味道， 施工完毕后也闻不到什么臭
味及刺鼻性味道。 当然， 用比乙酯更环保的溶
剂更好。

随着科技的进步， 也出现了更加环保的预
制型橡胶跑道材料和水性塑胶跑道胶水材料，
无论生产还是施工， 都很少添加化学有机物，
这样也大大地降低了跑道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

记者： 怎样才能采购到有能力的正规企业
的产品？

刘海鹏： 目前， 出现的问题多为没有专业
能力和没有较多体育设施生产与施工业绩的企
业造成的， 或者是被榨取利润后层层转包给一
些包工头或个人造成的。 还有的是建筑总包为
了利润最大化， 给材料厂家和施工单位以极低
价格造成的， 也有的是建筑施工企业自己直接
采购原材料回来或自行铺装造成的。

所以， 在采购前期， 一定要做好调研， 对
厂家或施工企业的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管理能
力、 工程管理能力尤其是过去的业绩， 进行详
细的调研， 选择多年诚信生产企业、 生产能力
强大的厂家、 业绩多的企业参与投标。 在招标
阶段更应该验证各种材料产品的物理与化学性
能检测报告以及生产厂家的授权证明。

原材料要选择好品质的胶粒。 塑胶场地
出现问题往往就是劣质黑胶粒导致的， 劣质
黑胶粒一旦与胶黏剂结合， 就会产生化学反
应， 导致塑胶场地发黑、 冒油、 粘脚。 EPDM
胶粒应选择含原胶量较高、 含油量较低的产
品， 一般含原胶不应低于13%。 施工前， 应
向生产厂家索要产品合格证、 产品出厂检验
报告、 产品使用说明书， 以保证所购物料的
品质。

有毒塑胶跑道的毒气从哪里来？

记者： 在有毒的塑胶跑道中， 大都能闻到刺鼻
的气味。 这些毒气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刘海鹏： 塑胶跑道气味主要来源于聚氨酯胶水
中有可能出现的氯化物、 残留的游离二异氰酸酯、
部分溶剂 （甲苯、 二甲苯等） 的残留、 残留的有机
铅、 EPDM彩色颗粒中残留的硫化物、 黑色颗粒中
的残留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 溴苯类添加剂等。 对
人体或环境可能产生危害的化合物主要是聚氨酯胶
水中的氯化物、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苯类化合
物、 橡胶中的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中多种化合物、
颗粒及胶水中重金属， 这些物质一旦超标， 将会导
致头昏、 呕吐、 昏厥、 癌症、 呼吸困难， 能够对人
类、 动植物和环境形成致命伤害。

记者： 有报道称， 有毒或劣质塑胶跑道中使用
的邻苯类塑化剂或导致男孩绝育， 是这样的吗？

刘海鹏： 从整体范围来看， 邻苯类塑化剂对人
和自然界存在一定危害， 但塑胶跑道中使用的邻苯
类塑化剂会导致使用塑胶跑道的儿童绝育的说法还
没有科学数据依据， 是值得怀疑的。 对邻苯类塑化
剂有较为严格规定的要属欧美的相关法律法规， 其
中欧盟在 1999年 12月 7日正式做出一项决议
（1999/815/EC）， 通过了一项临时禁令。 此项禁令
没有限制所有PVC玩具， 仅对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
触的 PVC塑料制品中的六种塑化剂 （DEHP、
DBP、 BBP、 DNOP、 DINP、 DIDP） 进行了限制。
虽然欧盟对于邻苯类塑化剂的限定范围在逐步扩
大， 由最初的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触的PVC材料，
到所有儿童用的玩具、 接触食品的产品， 甚至目前
电子产品及医疗用品方面的限定也进入了过渡期，

但从该进程可知， 欧盟对于邻苯类增塑剂的限定使
用范围， 均是在以可入口及可直接与人体接触为前
提的， 而邻苯类增塑剂的挥发性均较低， 对于塑胶
跑道作为公共运动场所的基础设施， 并不存在入口
及与人体长期接触的可能。

记者： 目前， 在中国市场中的塑胶材料生产厂
家和工程商良莠不齐， 一些没有能力且非专业的人
为了赚取最大利益， 大量使用垃圾类原材料， 是不
是这些垃圾材料导致塑胶跑道有毒？

刘海鹏： 是的， 一些不良生产厂家和工程商大
量使用回收聚醚、 工业毒石蜡、 催干剂等垃圾类原
材料， 并在施工中为降低难度， 大量使用稀释剂
（如甲苯、 二甲苯等味道重、 毒性大的稀释剂、 天
那水、 汽油）， 加入便宜的无机填料， 最终降低塑
胶材料成本， 昧着良心地制作一些毒性大和污染大
的非达标产品。 这种产品不仅在铺装过程中会对施
工人员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危害， 在铺装完成后， 5
年内都不会挥发干净， 始终会有稀释剂的味道， 尤
其在炎热天气或强紫外线照射下都会加速释放有味
道的气体， 这种味道会一直毒害校园和大气， 这样
的场地不仅环保性能不达标， 物理性能也不达标，
经常会出现诸如厚度薄、 表面太硬、 与基础脱层等
现象， 最终造成学校的孩子、 运动场中运动员不同
程度地受害。

实际上， 如果配方科学， 优秀环保的塑胶跑道
中各化学单体完全充分反应， 上述化合物的残留会
非常少甚至没有，因为反应完全了，哪怕在高温环境
中也没有味道。 但是不科学的配方， 反应不完全，
就肯定会有残留， 这也就是有毒气味的来源。

塑胶跑道的质量标准有哪些？
记者： 对于毒跑道事件，我们极其痛恨。那些

失去良知的跑道材料生产商和工程商， 以劣质原
料生产低价劣质产品赚取利润， 这个行业也到了
非得下力气治理的时候了， 否则将遗患无穷。 但
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 与煤渣跑道和土跑道
相比， 塑胶跑道有什么特点？

刘海鹏： 塑胶跑道分为聚氨酯类 （复合型、
混合型、 渗水型）、 预制型橡胶卷材和水性塑胶。
聚氨酯类是目前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传统型材料，
也是近期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有毒跑道的主角。

聚氨酯全称为聚氨基甲酸酯， 是主链上含有
重复氨基甲酸酯基团的大分子化合物的统称。 聚
氨酯是由多异氰酸酯和聚醚多元醇或聚酯多元醇
或小分子多元醇、 多元胺或水等扩链剂或交联剂
等原料制成的聚合物。 聚氨酯被广泛应用于汽车
制造、冰箱制造、交通运输、土木建筑、鞋类、合成
革、织物、机电、石油化工、矿山机械、航空、医疗、
农业等许多领域。 聚氨酯具有优良的生物体相容
性，也逐渐被广泛用作生物医用材料，如人工心脏
起搏器、人工血管、人工骨骼、人工食道、人工肾
脏、人工透析膜等的制造。聚氨酯产品塑胶跑道是
聚氨酯众多应用中的一个小类别。

记者： 国家对聚氨酯塑胶跑道有没有相关的
质量标准？

刘海鹏： 目前， 我国执行的与塑胶跑道产品
有关的标准分别是体育标准和环保方面的标准。

体育标准有国家标准GB/T22517.6-2011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1部分： 田径场
地》、 GB/T14833-2011 《合成材料跑道面层》。
这两项标准都规定了塑胶跑道成品中的有毒有害
物质限量，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包括苯、 甲苯+二
甲苯、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铅、 镉、 铬、 汞。
同时还规定的物理性能如冲击吸收、 抗滑值、 拉

伸性能等。
环保性能方面的标准有GB18583-2008 《室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胶 粘 剂 中 有 害 物 质 限 量》 、
JC1066-2008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HJ457－200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
国家标准GB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
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是国内绝大多数生产厂家采用
执行的标准。 建筑材料行业标准JC1066-2008 《建
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对建筑防水涂料按有
害物质含量分为A、 B两级， 按性质分为水性、 反应
型和溶剂型。环境保护行业标准HJ457－2009《环境
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适用于挥发固化型防水
涂料（双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单组分丙烯酸酯
聚合物乳液防水涂料）和反应固化型防水涂料（聚氨
酯防水涂料、改性环氧防水涂料、聚脲防水涂料）。这
几项标准都对有害物质限量进行了规定。

记者： 这些标准对有害物质的要求是一致的吗？
刘海鹏： 在上述标准中， GB/T22517.6-2011

和GB/T14833-2011对有害物质要求是一致的。 其
他标准中对可溶出重金属含量要求基本一致， 但因
生产与施工工艺不同， 对其他有害物质尤其是烃类
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有所不同。 各生产企业可
依据自身条件和产品类型选择不同的标准作为依据，
并在企业技术文件和销售文件中做出明示。

记者： 在对烃类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标准
有所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选择？

刘海鹏： 建议在塑胶类产品原材料阶段， 可执
行GB18583-2008和JC1066-2008中对有害物质限
量要求更为严格的部分要求， 施工完成后的塑胶类
场地的有害物质含量执行GB/T22517.6-2011和
GB/T14833-2011。

但是对于塑胶跑道铺装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跑
道上空空气的质量要求，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3

4 怎样把好塑胶跑道的施工验收关？
记者： 在塑胶跑道的施工过程中， 许多

建设方和监理方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材料，
根本不懂得怎样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设
方和监理方应该怎么做？

刘海鹏： 现在投标样品一般都要求物理
性能要达标， 但也必须要求环保指标要达
标。 最后拿着样品与现场产品进行对比， 性
能无法对比， 拿着样品及产品味道比较一下
就可以了。

体育场地施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建设
工程， 从场地选址到工程竣工， 都需要有专
业的施工技术、 施工工艺。 在面层施工方
面， 许多施工队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上
岗， 特别是塑胶场地施工， 施工队伍为了争
取铺装业务， 不惜采取超低报价方式， 购买
超低价的劣质原料来鱼龙混杂。 许多中标单

位在低价中标的情况下， 自己无法实施建设
工程， 就将工程再次转包给社会上闲杂人
员， 导致有毒有害的物质原料就这样堂而皇
之地进入施工现场。

工程监理是保证场地质量的重要环节，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体育设施工程监
理单位， 很多监理工程师是对此一窍不通，
缺乏对体育场地基本常识和相关专业知识，
基本完全依赖于施工队伍， 监理也是走过
场， 造成监而不理。 作为最终的用户， 业主
就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监督的责任， 建议在原
材料到场后， 先进行抽样并进行化学性能检
测， 待到送检样品经检测合格后， 再进行施
工。 这样做虽然会耽误一点工期， 但是从保
证人体和环境健康的角度看， 耽误一点时间
还是值得的。

记者： 一些单位的竣工验收， 多是走走过
场， 致使许多体育场地没有通过权威机构的专
业检验检测验收。 怎样才能把好竣工验收这最
后一道质量防线？

刘海鹏： 许多场地的建设单位领导在场地
上走走， 看看就算验收通过了， 还有就是请当
地所谓专家进行验收， 其专业性远远不如权威
机构。 即使是送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很多送
检的产品样品并不能真正代表施工现场的实际
情况。

场地施工期间， 应要求施工单位同期同地
点用同样的原材料制作与塑胶跑道一样的样
品， 或者在竣工现场挖取样品， 然后将样品送
到有资质的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物理和化学性
能的检测， 当检测结果证明合格后， 方可进行
工程结算。

“最低价中标”采购是否适合塑胶跑道？

记者： 一些机构在制定采购塑胶跑道招
标文件时， 规定了最低价中标。 这种最低价
中标的文件， 会不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发生?

刘海鹏： 是的， 近一年来， 在全国范围
内就新增了近3000家原料生产供应商， 这
些小型作坊一年就占原有生产原料市场的
50%或以上份额， 没有资质、 没有技术、 没
有生产管理系统， 没有质量保障体系， 没有
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没有产品检验检测手
段， 没有专业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制造
成本很低。

有的厂家违规采用有毒有害的低价劣质
原料生产产品， 在塑胶原料中添加甲苯、 二
甲苯、 丙酮以及含过量重金属的低劣稀释
剂、 催化剂、 溶剂等。 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
厂家采用芳烃类的化学物品， 用化学遮盖方
法来遮盖有毒气味， 使这些原料更加可怕。

我国具有一定规模塑胶原料生产厂家基
本都有自己的全套管理制度和认证系统， 有
一定的研发能力和检测手段， 这些单位在过
去的我国体育场地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 曾经也取得过辉煌的业绩。 如今， 这些
单位面临被众多的小作坊取而代之的窘境。

国产合格的摊铺型的混合型和复合型塑
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平方米200元左
右， 优质的产品价格在每平方米250元左右
甚至更高， 渗水型塑胶跑道的市场价格一般
在每平方米150元左右。 预制型的橡胶跑道
材料市场价格一般不会低于每平米380元，

甚至更高。 低于这个价格的报价， 基本可以断
定是不可能合格的。

记者：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各方应该做
好哪些功课？

刘海鹏： 在准备前期， 采购相关方应详
细研究各种标准对产品性能、 原材料性能的
要求， 制定科学的技术要求。 有的地方的采
购或业主方， 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么一次场地，
也没有更多的经验或时间研究相关的标准和
技术， 更不可能了解体育设施行业的现状，
那么可以在前期阶段， 聘请或咨询体育部门
或专业的体育设施技术机构， 来提供技术把
关服务。

传统的塑胶跑道都是聚氨酯类的材料， 在
生产和铺装过程中都会用到化学有机物， 对有
毒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就显得至关重要。 施工
过程中， 施工公司无论拿到哪家的材料， 都要
询问厂家的材料配比情况以及施工工艺条件。
如果遇到天气温度低或者材料施工搅拌时材料
反应快等情况， 都会向材料中加稀释剂， 这时
必须与生产厂家取得联系， 咨询所需添加剂的
品种、 规格、 型号等， 不得擅自再次添加其他
化学添加剂和固体原料。 有的厂家选用甲苯，
有的厂家选用二甲苯、 汽油等， 这些材料的使
用一定要有度， 过多的使用势必造成有毒有害
物质的挥发。 最好使用毒性低、 挥发快、 不会
长期残留的溶剂， 如醋酸乙酯溶剂， 在施工当
中没有什么味道， 施工完毕后也闻不到什么臭
味及刺鼻性味道。 当然， 用比乙酯更环保的溶
剂更好。

随着科技的进步， 也出现了更加环保的预
制型橡胶跑道材料和水性塑胶跑道胶水材料，
无论生产还是施工， 都很少添加化学有机物，
这样也大大地降低了跑道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

记者： 怎样才能采购到有能力的正规企业
的产品？

刘海鹏： 目前， 出现的问题多为没有专业
能力和没有较多体育设施生产与施工业绩的企
业造成的， 或者是被榨取利润后层层转包给一
些包工头或个人造成的。 还有的是建筑总包为
了利润最大化， 给材料厂家和施工单位以极低
价格造成的， 也有的是建筑施工企业自己直接
采购原材料回来或自行铺装造成的。

所以， 在采购前期， 一定要做好调研， 对
厂家或施工企业的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管理能
力、 工程管理能力尤其是过去的业绩， 进行详
细的调研， 选择多年诚信生产企业、 生产能力
强大的厂家、 业绩多的企业参与投标。 在招标
阶段更应该验证各种材料产品的物理与化学性
能检测报告以及生产厂家的授权证明。

原材料要选择好品质的胶粒。 塑胶场地
出现问题往往就是劣质黑胶粒导致的， 劣质
黑胶粒一旦与胶黏剂结合， 就会产生化学反
应， 导致塑胶场地发黑、 冒油、 粘脚。 EPDM
胶粒应选择含原胶量较高、 含油量较低的产
品， 一般含原胶不应低于13%。 施工前， 应
向生产厂家索要产品合格证、 产品出厂检验
报告、 产品使用说明书， 以保证所购物料的
品质。

有毒塑胶跑道的毒气从哪里来？

记者： 在有毒的塑胶跑道中， 大都能闻到刺鼻
的气味。 这些毒气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刘海鹏： 塑胶跑道气味主要来源于聚氨酯胶水
中有可能出现的氯化物、 残留的游离二异氰酸酯、
部分溶剂 （甲苯、 二甲苯等） 的残留、 残留的有机
铅、 EPDM彩色颗粒中残留的硫化物、 黑色颗粒中
的残留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 溴苯类添加剂等。 对
人体或环境可能产生危害的化合物主要是聚氨酯胶
水中的氯化物、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苯类化合
物、 橡胶中的硫化物、 多环芳香烃中多种化合物、
颗粒及胶水中重金属， 这些物质一旦超标， 将会导
致头昏、 呕吐、 昏厥、 癌症、 呼吸困难， 能够对人
类、 动植物和环境形成致命伤害。

记者： 有报道称， 有毒或劣质塑胶跑道中使用
的邻苯类塑化剂或导致男孩绝育， 是这样的吗？

刘海鹏： 从整体范围来看， 邻苯类塑化剂对人
和自然界存在一定危害， 但塑胶跑道中使用的邻苯
类塑化剂会导致使用塑胶跑道的儿童绝育的说法还
没有科学数据依据， 是值得怀疑的。 对邻苯类塑化
剂有较为严格规定的要属欧美的相关法律法规， 其
中欧盟在 1999年 12月 7日正式做出一项决议
（1999/815/EC）， 通过了一项临时禁令。 此项禁令
没有限制所有PVC玩具， 仅对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
触的 PVC塑料制品中的六种塑化剂 （DEHP、
DBP、 BBP、 DNOP、 DINP、 DIDP） 进行了限制。
虽然欧盟对于邻苯类塑化剂的限定范围在逐步扩
大， 由最初的3岁以下儿童与口接触的PVC材料，
到所有儿童用的玩具、 接触食品的产品， 甚至目前
电子产品及医疗用品方面的限定也进入了过渡期，

但从该进程可知， 欧盟对于邻苯类增塑剂的限定使
用范围， 均是在以可入口及可直接与人体接触为前
提的， 而邻苯类增塑剂的挥发性均较低， 对于塑胶
跑道作为公共运动场所的基础设施， 并不存在入口
及与人体长期接触的可能。

记者： 目前， 在中国市场中的塑胶材料生产厂
家和工程商良莠不齐， 一些没有能力且非专业的人
为了赚取最大利益， 大量使用垃圾类原材料， 是不
是这些垃圾材料导致塑胶跑道有毒？

刘海鹏： 是的， 一些不良生产厂家和工程商大
量使用回收聚醚、 工业毒石蜡、 催干剂等垃圾类原
材料， 并在施工中为降低难度， 大量使用稀释剂
（如甲苯、 二甲苯等味道重、 毒性大的稀释剂、 天
那水、 汽油）， 加入便宜的无机填料， 最终降低塑
胶材料成本， 昧着良心地制作一些毒性大和污染大
的非达标产品。 这种产品不仅在铺装过程中会对施
工人员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危害， 在铺装完成后， 5
年内都不会挥发干净， 始终会有稀释剂的味道， 尤
其在炎热天气或强紫外线照射下都会加速释放有味
道的气体， 这种味道会一直毒害校园和大气， 这样
的场地不仅环保性能不达标， 物理性能也不达标，
经常会出现诸如厚度薄、 表面太硬、 与基础脱层等
现象， 最终造成学校的孩子、 运动场中运动员不同
程度地受害。

实际上， 如果配方科学， 优秀环保的塑胶跑道
中各化学单体完全充分反应， 上述化合物的残留会
非常少甚至没有，因为反应完全了，哪怕在高温环境
中也没有味道。 但是不科学的配方， 反应不完全，
就肯定会有残留， 这也就是有毒气味的来源。

塑胶跑道的质量标准有哪些？
记者： 对于毒跑道事件，我们极其痛恨。那些

失去良知的跑道材料生产商和工程商， 以劣质原
料生产低价劣质产品赚取利润， 这个行业也到了
非得下力气治理的时候了， 否则将遗患无穷。 但
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 与煤渣跑道和土跑道
相比， 塑胶跑道有什么特点？

刘海鹏： 塑胶跑道分为聚氨酯类 （复合型、
混合型、 渗水型）、 预制型橡胶卷材和水性塑胶。
聚氨酯类是目前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传统型材料，
也是近期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有毒跑道的主角。

聚氨酯全称为聚氨基甲酸酯， 是主链上含有
重复氨基甲酸酯基团的大分子化合物的统称。 聚
氨酯是由多异氰酸酯和聚醚多元醇或聚酯多元醇
或小分子多元醇、 多元胺或水等扩链剂或交联剂
等原料制成的聚合物。 聚氨酯被广泛应用于汽车
制造、冰箱制造、交通运输、土木建筑、鞋类、合成
革、织物、机电、石油化工、矿山机械、航空、医疗、
农业等许多领域。 聚氨酯具有优良的生物体相容
性，也逐渐被广泛用作生物医用材料，如人工心脏
起搏器、人工血管、人工骨骼、人工食道、人工肾
脏、人工透析膜等的制造。聚氨酯产品塑胶跑道是
聚氨酯众多应用中的一个小类别。

记者： 国家对聚氨酯塑胶跑道有没有相关的
质量标准？

刘海鹏： 目前， 我国执行的与塑胶跑道产品
有关的标准分别是体育标准和环保方面的标准。

体育标准有国家标准GB/T22517.6-2011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1部分： 田径场
地》、 GB/T14833-2011 《合成材料跑道面层》。
这两项标准都规定了塑胶跑道成品中的有毒有害
物质限量，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包括苯、 甲苯+二
甲苯、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铅、 镉、 铬、 汞。
同时还规定的物理性能如冲击吸收、 抗滑值、 拉

伸性能等。
环保性能方面的标准有GB18583-2008 《室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胶 粘 剂 中 有 害 物 质 限 量》 、
JC1066-2008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HJ457－200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
国家标准GB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
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是国内绝大多数生产厂家采用
执行的标准。 建筑材料行业标准JC1066-2008 《建
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对建筑防水涂料按有
害物质含量分为A、 B两级， 按性质分为水性、 反应
型和溶剂型。环境保护行业标准HJ457－2009《环境
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适用于挥发固化型防水
涂料（双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单组分丙烯酸酯
聚合物乳液防水涂料）和反应固化型防水涂料（聚氨
酯防水涂料、改性环氧防水涂料、聚脲防水涂料）。这
几项标准都对有害物质限量进行了规定。

记者： 这些标准对有害物质的要求是一致的吗？
刘海鹏： 在上述标准中， GB/T22517.6-2011

和GB/T14833-2011对有害物质要求是一致的。 其
他标准中对可溶出重金属含量要求基本一致， 但因
生产与施工工艺不同， 对其他有害物质尤其是烃类
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有所不同。 各生产企业可
依据自身条件和产品类型选择不同的标准作为依据，
并在企业技术文件和销售文件中做出明示。

记者： 在对烃类有机物要求的种类与限量标准
有所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选择？

刘海鹏： 建议在塑胶类产品原材料阶段， 可执
行GB18583-2008和JC1066-2008中对有害物质限
量要求更为严格的部分要求， 施工完成后的塑胶类
场地的有害物质含量执行GB/T22517.6-2011和
GB/T14833-2011。

但是对于塑胶跑道铺装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跑
道上空空气的质量要求，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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