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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早在
2003年底，就已经有专家提出TDI
聚氨酯跑道的危害，当时虽然引起了
一定重视，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决。从目前媒体曝光和厂商透
露的情况看，问题反而更加恶化。

2003年 10月，在第二届中国
学校体育科学大会上，有专家呼吁

“必须尽快终止学校体育场地铺设
塑胶跑道”。有媒体称，中国室内装
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中心确认，
TDI生产的材料，在炎热或强光的
条件下，会有TDI气体释放出来，对
人体有很大危害。此事引发了媒体
的广泛报道。

但随后华东理工大学材料与工
程学院、中国田径协会田径场地人
工合成面层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调查
结果显示，TDI塑胶跑道无毒。

当时的新华社报道就提出，无
论有毒无毒，焦点在于：“我国目前
还没有关于校园塑胶跑道的化学毒
性检测标准和专门的检测机构，在
建造过程中，单靠学校检验以达到
环保要求很不现实。”

争论之后，2003年12月在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的学校体育
场地建设研讨会上，教育部有关部
门负责人针对此问题表示，学校塑
胶体育场地建设不能叫停，但一定
要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去建设施工。

陈晨表示，当年此事确实在业
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但由于当时
还没有目前这种集中爆发的案例，
而且焦点还集中在TDI，导致他的
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因此即便身为一家生产预制型
跑道公司的副总裁，他也不赞同禁
止铺设聚氨酯塑胶跑道，认为这样
造成打击面过宽。但他说：“没有想
到情况会恶化到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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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也曾表示，如果配方科学，优秀
环保的塑胶跑道中各化学单体会完
全充分反应，有害物的残留会非常
少甚至没有，哪怕在高温环境中也
没有味道。但不科学的配方，反应
不完全，就肯定会有残留。

然而，十年前就在说的事情现
在进展依然缓慢，加上各种监管不
力，事态更加恶化。

在2015年问题集中爆发之后，
在当地部门“整改”之后，在2016
年，“毒跑道”又在别的地方发生了。

（综合新华社电）

近日，发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的“毒跑道”
事件引发持续关注。一些涉事学校已开始紧急
拆除“毒跑道”。

然而，在事件定性和责任归属尚未有结论
时就紧急拆除“毒跑道”，并不是一个常规的解
决方式。多位专家近日就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指出，事件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相关环境
立法空白、标准滞后，如果想从根本上杜绝“毒
跑道”，以及“毒玩具”、“毒疫苗”、“毒奶粉”等类
似隐患，必须从完善立法入手。

“毒跑道”检测结果五花八门

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个结论：“毒跑道”检测
结果符合国家标准。

从事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研究的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余若祯博士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毒跑道”五花八门的检测结果，凸显了我
国有毒有害化学品环境管理立法的空白。

在国内，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型聚氨酯跑
道是塑胶跑道的“主力军”。余若祯说，在TDI型
聚氨酯跑道的疑似毒性成分中，未反应完全的游
离态TDI单体对眼睛和呼吸道具有严重的刺激
作用，可能引起呼吸道炎症。但无论是适用于
室外的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是《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对游离TDI的浓度都没有规定。

因此，即使对学校教室和跑道上方的空气
采样检验“合格”，也不能说明这些区域内的空
气安全无毒。

据介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只包含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10项空
气中最常见污染物标准，涉及有机化合物污染
的只有颗粒态苯并芘浓度一项。如果其他有毒
有害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进入环境空气造成污
染，并无标准可查。

那么，立法和标准的缺失与滞后是否只能在
出问题后暴露？立法能否就避免“毒跑道”事件
的发生？多位专家提到“适应性管理”，即法律和
标准要有自我更新能力，并具备一定灵活性。

能否“一拆了之”？

在对“毒跑道”处理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部
分建有塑胶跑道的学校已开始紧急拆除跑道，此
外，全国还有不少涉事“毒跑道”处于停用状态。
对此专家认为，处理“毒跑道”不应简单地“一拆
了之”，必须从制度层面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余若祯说，应先对是否有必要拆除进行检
测、评估，拆除前充分论证后续整改方案。那些
已着手拆除跑道的学校，拆除过程中还需警惕

“污染物迁移和扩散”，把跑道表面的塑胶层拆
掉后，暴露出来的沥青和表层土同样可能含有
化学污染物。

她建议，可对疑似“毒跑道”的涉事承建记
录进行封存。然后根据建设用料所包含的化学
物质列出一个化学品清单，由环保部门对清单
上的化学品成分进行危害鉴别，作为今后制定
相关法律和环保标准的依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从
长远来看，除了完善立法和加强政府监管，还应
强调企业和社会的责任。

立法难点在哪？

针对“毒跑道”事发后暴露的相关标准缺
失，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或正准备制定地方标
准。专家认为，虽然标准的修订很必要，但也不
可操之过急，应由国家部门统一协调，并以科学
性和专业性作为支撑。

仍以TDI单体为例，深圳市的《合成材料运
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标准》中规定它在预制橡胶
卷材、块材或橡胶类防滑、填充颗粒中的限量为
200毫克／千克。余若祯说，实际上TDI毒性很
高，动物实验显示，这种化合物的大鼠4小时吸
入暴露“半数致死浓度”仅为13.9ppm（1ppm为
百万分之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今年3月发布
的空气中急性参考暴露水平为2微克／立方米，
短期暴露在这一浓度下就会有明显的呼吸道不
适。因此安全的材料限量标准还需进一步研究。

那么，能否对发达国家现有的标准采取“拿
来主义”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说，其他工业化国家的
标准是经过上百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虽然等
效采用很便利，但中国的环境安全，气候地理条
件和人口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照搬，需要由专业
化的队伍自主制定。 记者 张莹 刘石磊 彭茜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毒跑道”警示
环境立法空白

十多年前就有预警十多年前就有预警

为何能进校园？

校园塑胶操场、跑道是否符合
相关标准？记者采访发现，相关标
准制定和修订相对滞后，无法完全
保证校园塑胶操场、跑道质量。

业内人士表示，正因为目前没
有严格对口的安全环保方面的强制
标准，一些跟招标方关系好的工程
商，就会建议对方把自己手中已经
满足的标准列入招标条件，达到自
己中标的目的。

严格来说，在聚氨酯跑道铺设
的施工前、中、后都要进行检测和监
督。但在招标、施工环节相继“沦
陷”后，最后的验收环节也多半是走
形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施工承
包人透露，在施工过程中，只要铺得
平整，视野效果好，质量方面甲方一
般也不会说什么，验收基本都会通
过，不用送检。即使要送检，送检的
样品和实际使用的也会不一样，而
且专业的检测机构很少，一般位于
省城，送检耗时费力。

业内人士介绍，校园操场建设目
前普遍使用或适用的两项国家标准
是GB／T 22517.6－2011《体育场
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6部分：田
径场地》和GB／T 14833－2011
《合成材料跑道面层》，规定了苯、甲
苯和二甲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重金属（铅、镉、铬、汞）这些有
害物质的限量。

陈晨表示，目前广泛被提到的
国家标准，都不是强制性的标准，T
代表推荐；且国标2011版实际是在
1993年国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而形成的，“很少这么大时间跨度不
更新的，一般要几年更新一次”。

陈晨说，去年“毒跑道”事件爆
发之后，由深圳市教育局委托深圳
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的《合
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标
准》，广州同欣等广东省体育设施制
造商协会成员也参与了起草。这是
国内首个塑胶跑道工程建设标准，
在今年3月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
见，目前处于试行阶段。

部门之间监管职责不明也是
“毒操场”验收环节形同虚设的主
因。一位厂商表示：“塑胶跑道的监
管确实有点三不管，教育部门说我
不懂，属于体育部门；体育部门说学
校的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质监那
边说你们这属于基建，走的是基建
招标，不是货物采购，不归我管；住
建部门又说，你这又不是房子，跟我
们没什么关系。”

从今年5月20日开始，成都、北
京、沈阳等地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
校园“毒跑道”事件。而在2015年，
据不完全统计，“毒跑道”至少波及
江苏、广东、上海、浙江、江西、河南
等6省市，具体城市则多达15个。

据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 和 广 东 省 标 准 化 研 究 院 于
2015年 12月提交的《聚氨酯塑胶
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
报告》摘要中显示，他们在省内进
行的抽样调查中，总体存在不合
理风险的聚氨酯塑胶场地比例高
达25％。

“毒跑道”、“毒操场”究竟有什
么毒？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
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赵文海向
新华社透露，劣质的聚氨酯塑胶产
品可谓“五毒俱全”。

近些年来，中国学校体育蓬勃
发展，政府、学校、家长对孩子身体
健康越发重视，对操场、跑道的需求
日益增加。市场蛋糕大了，很多不
具备资格的企业马上“杀进来”——
聚氨酯厂商里，国际田联认证的全
国有十几家，中国田协审定的也是
十几家，但实际在做的有数千家，去
年就新增了近3000家。

塑胶跑道大致可分为聚氨酯现
浇型和预制型橡胶卷材两大类。预
制型主要使用橡胶等原料，是一种
环保型产品，但因为造价较高，国内
并不普及；聚氨酯是目前市场占有
量最大的传统型材料，占了目前国
内市场的 95％，目前出问题的跑
道、操场都是这一类型。

根据记者调查，业内人士对于
“毒跑道”产生来源的说法并不完全
统一。这是由于聚氨酯跑道需要的
原料多，生产铺设环节也比较多。
基本原料是聚氨酯双组分（A、B）胶
水，施工时按一定比例将A、B两种
胶水混合，并加入黑色颗粒，铺设过
程中还会使用溶剂。由于使用的双
组分胶水、黑色颗粒和溶剂涉及多
种化工材料，几乎每个部分都有出
问题的可能。

据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介绍，目
前聚氨酯跑道普遍是TDI型，其胶
水A成分是聚醚和TDI反应形成的
预聚体，如果反应不充分就会有游
离 TDI 存在，对人体产生危害。
TDI被国家列为职业高级危害的化
学物质，是有毒致癌物，对眼睛、呼
吸道和皮肤都有刺激。

过低的价格带来了劣质的产
品，也带来了劣质的施工。

新华社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施工承包人。他介
绍，目前都是低价中标，谁价格低谁
就有优势，同时中标还要看有没有
关系，有的经过几道手层层转包，到
实际上的施工方手上已经利润很
低，只能用劣质原材料。

“以前投标需要体育场馆施工
专业承包资质，2014年底这个规定
取消了。现在招标会招建筑商来，
房建市政大企业中标，又转包给其
他公司。目前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
环，价格越来越低，转包的越来越
多，品质越来越差。”陈晨说。

2001年，建设部（现住建部）制
定发布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三种级别
承包资质，塑胶场地工程需由专业
资质企业承包建设。这项规定于
2014年被取消。中标企业在中标之
后，招来的施工队伍并不一定具备
专业资质，施工过程存在不少瑕疵。

陈晨表示：“国内能安装预制型
的（施工）队伍，大概30个。安装聚
氨酯的队伍，3000个都有。而实际
上聚氨酯跑道由于要对原材料进行
现场调配，对施工队资质的要求更
高。所以这就很不正常。”

利润空间很低的中标价格，鱼
龙混杂的施工队伍，造成施工过程
中的违规添加。广东省体育设施制
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
赵文海表示，为降低成本，不少施工
方在铺设工程中大量添加苯类等有
毒物质。

陈晨认为，聚氨酯跑道的一个
突出问题是“不好控制”。由于原材
料需要现场混合，再进行铺设，人为
因素影响较大，对胶水调配比例、温
度、湿度等施工要求较高。即使原
材料商卖出的双组分胶水、黑色颗
粒等都是合格的，工程商仍然有可
能在施工时不严谨导致出问题，或
为了降低成本加入其他垃圾材料和
有害物质。

而《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
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指出，对于
风险监测源的分析发现，塑胶场地
的苯、甲苯、二甲苯、甲醛和TDI等
有害化学物质主要来自胶粘剂、溶
剂、黑色颗粒等原材料，而施工方为
了节约成本，违规添加含有甲苯、二
甲苯的有机溶剂，是劣质塑胶场地

“有毒”的首要原因；另外，不科学的
配方和施工工艺等，也可能导致有
害物质的超标。

劣质产品是如何进入学校的呢？
这往往和招标环节脱离不了关系。

“塑胶跑道现在的价格比十几
年前还低，怎么会合理？现在，80、
90％是废料做的。”谈到这些，赵文
海十分感慨。

然而，目前的学校塑胶场地建
设招标环节，往往标准就是“低价”。

为改善校园体育设施滞后局
面，近年来各地加大校园操场的建
设力度，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重
庆某区一位教育部门干部介绍，当
地有120多所中小学校，40多所各
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除了近几年
新建的十几所学校有标准场地外，
其他学校的场地都需要改扩建。不
算征地成本，一个配备有看台等附
属设施的标准塑胶操场每平方米的
成本约600元。近几年，当地每年
在学校运动场地改扩建的投入数千
万元，资金压力很大。

较少的投入加上招标唯低价是
取，严重影响校园操场的工程质量。

记者采访的多个相关人士在谈
到聚氨酯跑道问题时，都提到目前
市场价格过低的问题。

据介绍，性能好又安全环保的
塑胶跑道价格应该在280元／平方
米以上，但实际上的招标价格少于
150元的比比皆是。《聚氨酯塑胶场
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
告》显示，甚至部分政府出台的“指
导价”也只有180元／平方米。

同时，招投标中，评标体系明显
倾向于大型建筑工程企业，使专长
于体育设施制造和施工的中小企业
处于明显劣势。现实中往往是大型
企业中标后，才转包给中间人或制
造商，形成层层转包。

陈晨表示，采购机构对塑胶跑
道的成本、有害物质等不够了解，缺
乏专业知识，也没有深入咨询，对工
程商、原材料厂商没有资质的要求，
市场也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恶性的
低价竞争。

赵文海谈到不少学校采用最低
价中标的问题时表示，因为这样最简
单，领导不用负责任。“工程公司为了
找活，先中标再说，结果赚不了钱，只
好不断降低成本，加各种垃圾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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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也谈到，许多小型作坊往往没
有资质和技术，没有质量保障体系
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也没有产品
检验检测手段，制造成本很低。

从新疆到东北，从内蒙古到深圳，近两年来，校园“毒跑道”事件层出不穷，学生家长怒发冲冠……集中爆发的校园“毒跑
道”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事件，而其产生的根源之复杂、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带来危害之大可能超乎想象。

本来应该是增强学生体质的场地，却成为损害孩子健康的“武器”。调查发现，“毒操场”、“毒跑道”之所以一路“绿灯”查
不出来，其背后是劣质产品盛行、低价中标、违规施工、标准缺失、验收不严，相关环节的监管形同虚设。

毒跑道毒跑道
场地为何

“五毒俱全”？
毒跑道是如何
进入学校的？

A
施工，

还是施毒？
为何检不了，
查不出？

早有预警，
为何漏洞难堵？

B C D E

“毒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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