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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用熔喷料被指某危化品残留量超国标逾百倍

道恩股份遭下游客户起诉

本报记者 杨洁 傅苏颖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口罩需求飙升，口罩核心原料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简称“熔喷料”）也供不应求，价格猛涨。 然而，行业井喷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日前，浙江一家熔喷布企业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举报称，该公司购买了道恩股份600吨熔喷料用于生产口罩用熔喷布，7月以来五次提取道恩股份生产的熔喷料不同批次样本送检专业检测机构，样本中的“二叔丁基过氧化物（DTBP）”最高超过国家标准（GB/T� 30923-2014）上限100多倍。 该企业已在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道恩股份提起诉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获悉，道恩熔喷料大幅超标的DTBP为“危险”化学品，被怀疑可能造成遗传性缺陷。 不过，消费者可以放心的是，DTBP在熔喷过程中经高温大部分都可以分解挥发，但熔喷料DTBP残留量大幅超标，可能会导致下游熔喷布工艺不稳定，并释放大量有异味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道恩股份是现行熔喷料国家标准的编制单位之一，其产品被指严重超标是偶发还是存在工艺管控隐患，中国证券报记者已联系道恩股份，但截至发稿前，公司尚未回复。

被指不合国家标准

据举报材料，该企业全名为浙江中谷塑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谷塑业”），今年4月中旬与道恩股份签订合同，以4万元/吨价格预付2400万元购买了600吨熔喷料。 5月4日至7月10日，道恩股份分批次向该企业供应熔喷料。

然而，5月至6月间，中谷塑业陆续接到下游口罩客户关于熔喷布质量问题的反馈，随后中谷塑业暂缓熔喷布生产，进行问题排查，并请求道恩股份暂缓供货。

中谷塑业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下游口罩商测试发现，长期接触公司生产的熔喷布，皮肤有刺激感和灼烧感。 我们开始回头查是否是自己的工艺存在问题，最后才把目光放到原料。 送检以后，我们才发现道恩的熔喷料里过氧化物残留超标100多倍。 ”他表示，向道恩股份索要过产品的出厂检测质检单，但里面并没有DTBP残留量这一项指标。

7月17日，中谷塑业向通用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申请鉴定道恩熔喷料，经鉴定，道恩熔喷料样本DTBP残留量为642mg/kg，超过国家标准上限（5mg/kg）128.4倍。 当时，中谷塑业已经将熔喷料质量问题向道恩股份反馈，并提出退换该批次原料要求，道恩股份未予以答复。

7月29日，中谷塑业再次将另一批次的道恩熔喷料样本送检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鉴定，DTBP残留量为467mg/kg，超过国家标准上限（5mg/kg）93.4倍。

随后，中谷塑业向道恩股份发函，要求其就产品质量问题进行协商。 8月4日至12日，中谷塑业申请在当地公证机关监督下，通过对库存原材料随机抽取的方法，抽样了另两个批次的熔喷料，并向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送检，经鉴定这两批次熔喷料样本的DTBP分别超过国家标准上限（5mg/kg）106.6倍、84.2倍。

由于道恩股份拒绝协商退款退货 ，中谷塑业已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已于近日开庭审理。 中谷塑业提出解除买卖合同、退还全部货款2400万元、赔偿69万元经济损失、30万元商誉损失等诉讼请求。

根据烟台中院网站庭审直播，道恩股份作为被告，在庭审中回应称，第一，原告中谷塑业之所以要求退货退款，真实原因并不是道恩股份原料质量问题，而是熔喷布市场趋于饱和、供过于求。 第二，DTBP残留量并非公司质检单检测范围，因此，该项目不能作为判断公司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必检项目，且原告检测援引的《聚丙烯（PP）熔喷专用料》国家标准GB/T30923-2014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并非强制性国家标准。 第三，8月28日，公司委托SGS对公司某批次熔喷料生产出的熔喷布进行检测，熔喷布中DTBP残留量并未检出。 第四，原告中谷塑业向公司提出质量异议时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期限。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道 恩 股 份 在 庭 审 中 并 未 提 供 自 身 熔 喷 料 的 检 测 结 果 ， 其 送 检 熔 喷 布 也 并 非 是 中 谷 塑 业 制 造 的 熔 喷 布 ， 送 检 熔 喷 布 的 DTBP 残 留 量 合 乎 标 准 ， 在 逻 辑 上 并 不 能 证 明 所 用 熔 喷 料 的 DTBP 残 留 量 合 乎 标 准 。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道恩股份方面不认可中谷塑业单方面的检测结果，但同时也拒绝与中谷塑业共同在公证机关监督下，对存在争议的熔喷料进行抽样送检。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

为了确认检测结果，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往原告中谷塑业仓库，抽样提取了两批次道恩熔喷料样本，向第三方检测机构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申请鉴定。 经鉴定，两批次样本中的DTBP分别超过国家标准上限（5mg/kg）69倍和71.6倍。

“不受欢迎”的危险化学品

道恩股份生产的熔喷料被检测出DTBP残留超标最高逾100倍，那DTBP到底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据全球著名的化学品公司Sigma-Aldrich网站介绍，DTBP被用作自由基引发剂，以引发自由基聚合。

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郭宝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DTBP作为自由基引发剂，可以夺取聚丙烯叔碳原子上的氢，使得聚丙烯发生β断裂，降低分子量，分子量分布变窄，从而降低熔体粘度和熔体弹性，大幅提高熔融指数，一般熔指可以从20g-30g/10min提高到1500g-1800g/10min。

包括道恩股份、金发科技等公司在内，我国制造熔喷料普遍采用的就是在聚丙烯中添加DTBP的方法，该方法也叫作降解法。

降解法门槛较低、应用普遍，但DTBP本身并不太受欢迎。 从事熔喷布行当多年的技术工程师刘明（化名）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强调他对DTBP的“坏印象”———“DTBP拥有致命弊端，可能影响动物的生殖系统” 。

Sigma-Aldrich网站出具 的DTBP安全 技术说 明书显示 ，全球化 学品统 一分类 和标签制 度（GSH）下，DTBP归 属于“危 险” 品，带有“易燃 ”“对 健康有 害 ” 的图 标。 其中，最 重要的 健康影 响是，DTBP被 怀疑可能 造成遗 传性缺 陷（H341） ，在生殖 细胞致 突变性 评估中 ，DTBP在哺乳动 物体内 体细胞 致突变 性试验中 会得到 阳性结 果 ，被怀疑 可能造 成遗传 性缺陷 。 此外 ，DTBP还会 对水生 生物有 害并具 有长期持 续影响（H412） 。

国内一家大型熔喷料供应商的产品开发工程师李达（化名）表示，欧洲对DTBP使用有严格的要求，为了满足出口欧洲客户的需求，他们公司在生产熔喷料时，没有使用相对便宜的DTBP，而用了价格贵四倍的双二五过氧化物，而这是一种食品级的过氧化物添加剂。

我国并没有禁止DTBP在聚丙烯中使用，但是规定了残留量标准。 根据现行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料国家标准（GB/T� 30923-2014），DTBP的残留量标准是≤5mg/kg。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道恩股份还是这份国家标准的编制单位之一。

一名来自全球排名前五高校的化学研究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DTBP没有那种特别急的毒性，但有很多隐患，可以看到有很多“标签”是怀疑性的，说明它的毒性还没有被研究清楚。 像很多化学品，毒性是很难去研究的，但有“怀疑”就应该通过政府标准来规范它的使用。

DTBP用于制造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熔喷专用料通过熔喷纺丝等流程制造成熔喷布，而熔喷布正是如今人们每天都覆盖口鼻、接触皮肤的口罩核心材料。 DTBP这种“危险”的化学品在熔喷料环节残留最高超过国家标准上限100多倍，会对下游环节以及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达表示，熔喷料的DTBP残留过高，可能会导致在做熔喷布时工艺不稳定，因为经过加热会再分解再降解，就可能导致熔喷布的质量不稳定。 此外，DTBP再分解，会生成很多小分子物质，包括丙酮、叔丁醇等，会让熔喷布异味很大。 至于是否危害人体健康，李达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DTBP分解产物对人体产生很大毒害。

中谷塑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当时下游企业找他们退了约十几吨熔喷布，基本没有做成口罩流入市场，遏制了消费者层面的相关风险。 在吃了国内原料的亏以后，他们转而选择了LG化学生产的熔喷料，再没有出现问题。

熔喷料工艺管控可能有问题

熔喷料DTBP残留量超标最高逾100倍，让业界同行感到匪夷所思。

“按理来说不应该这么高，要么就是（DTBP）加多了，要么就是温度不够或者停留时间太短，过氧化物没有完全反应掉。 ”郭宝华推测，可能也跟基料也就是聚丙烯有关系，“熔指是10g/10min的聚丙烯要达到熔指1500g/10min，和熔指是30g/10min的聚丙烯要达到熔指1500g/10min，所需要加入的过氧化物的量肯定就不一样” 。

刘明表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这么高的DTBP，残留量这么高的话，工艺制程可能是有问题的，要么计量设备可能有问题，要么工艺管控有问题。 ”

李达表示，一般聚丙烯添加过氧化物做熔喷料，需要添加的过氧化物的量非常少，100Kg的聚丙烯只需要加千分之五的过氧化物就够了，这需要用很精密的计量设备来喂入，“这个反应的原理是很简单的，但要想把生产过程控制很好，就不是很简单了。 ”

国外制造 熔喷聚 丙烯基 本不采用 添加过 氧化物 的降解 法，如巴塞 尔、埃克 森美孚 等公司均 采用茂 金属催 化剂直 接聚合的 方法，该 方法不 引入过 氧化物，无 残留 、无 异味 。 根 据公开资 料，国内 燕山石 化在进 行茂金属 熔喷料 的工业 化试验 ，已经取得 一定的 进展。

国内一大型口罩厂相关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其采购的是国外供应商生产的熔喷料，国外主要采用茂金属催化剂直接聚合的办法来制造熔喷聚丙烯，这一制作方法在国内近期也有进展，目前已出现有个别厂商采用茂金属聚合法生产出的试验料。

正如道恩股份在庭审答辩中表示，现行熔喷料国标对DTBP残留量的要求并不是强制标准，也不在企业出厂质检项目中。 上述口罩厂商负责人也坦言，目前我国的熔喷料国家标准只是推荐性标准，对企业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国家强制性标准才对企业有约束力，否则的话企业都是可以自己决定采不采用。 ”

李达也表示，下游客户采购熔喷料其实更关心熔指、灰分等跟使用效果直接相关的指标，DTBP残留量的检测比较贵，也比较麻烦，很多检测机构也不具备检测能力。 所以，只要熔喷料好用，就很少有人专门去检测这个指标。

中谷塑业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根本想不到道恩股份的熔喷料会出问题。 道恩股份是国内王牌，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其质量肯定没问题，而且当时熔喷料供不应求，能把料买过来就不错了，也没想到在收货的时候去做检测。 ”

道恩股份在今年4月投资者互动平台介绍，公司深耕熔喷料领域近20年，是《聚丙烯（PP）熔喷专用料》国家标准（GB/T� 30923-2014）的编制单位，有自己的专利，产品品质和稳定性非常优秀，形成了道恩股份的品牌和市场核心竞争力，并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质量管控办法。

受疫情防控影响，熔喷料需求爆发式增长，为道恩股份贡献了大量业绩。 道恩股份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33.07亿元，同比增长65.88%，实现净利润7.80亿元，同比大增514.52%。 道恩股份的股价也从2020年年初10元/股左右一路冲高，最高达62.13元/股。 截至11月25日收盘，道恩股份股价为26.1元/股，总市值达106.23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在标准方面，熔喷料国家标准的确是推荐性标准，熔喷布层面则没有国家标准。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GB� 19083-2010）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但主要关注过滤效率、气流阻力等物理指标，此外要求环氧乙烷残留量≤10μg/g，同时在皮肤刺激性上要求口罩材料的原发性刺激计分不超过1。

刘明认为，按照标准贯彻的理想情况，熔喷料国标已经让原料厂商把化学层面性能质量都控制好了，所以下游就更关注物理性能，较少再考虑化学层面的内容。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关注度和敏感度逐渐加强。 郭宝华介绍，DTBP会分解形成很多有气味小分子，也就是VOC，如果DTBP残留量很高，那自然VOC也会很高。

值得注意的是，熔喷料的国家标准正在修订中。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本次国标修订将对熔喷聚丙烯树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给出统一测定方法和要求。 标准制订完成后，有利于原料供应商在新产品开发中重视VOC的抑制，从源头对VOC进行管控，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拓宽熔喷聚丙烯树脂的应用领域和市场容量。 该标准修订下达日期为2020年3月6日，项目周期是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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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医用耗材

全国集采有望扩围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1月25日， 港股和A股市场医疗器械板块双双

受挫。 A股方面，截至收盘，医疗器械板块指数下跌

1.9%；板块内三友医疗下跌11.07%，爱博医疗、凯利

泰、心脉医疗等跌超8%。

消息面上，据媒体报道，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出的

《关于开展高值医用耗材第二批集中采购数据快速

采集与价格检测的通知》（简称《通知》）显示，第

二批医用耗材清单主要包括：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

节、除颤器、封堵器、骨科材料、吻合器六大品类。 该

消息一经传出，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集采环境下，无论是存量中标的

竞争力，还是研发布局的竞争力，大型企业都有突出

优势，如未来集采范围扩大，必然导致行业进一步集

中，头部企业值得重点关注。

第二批高值耗材集采将启动

北京鼎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史立臣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通知》的下发，也是向市场传

递了第二批高值耗材集采开始启动的信号。 上述

提及的六大品类属于骨科和心血管类耗材，由于这

两种耗材和心脏支架一样相对独立，不需要外部大

型器械辅助，进行集采相对好操作。 “国家推进高

值医药耗材集采的逻辑是，先从相对简单的尤其是

相对独立的高值耗材入手， 后期再逐渐向其他品类

延伸。 ”

业内人士认为，《通知》的最大意义在于全国层

面的高值耗材集采将在品类上不断延伸， 可能对市

场带来深远影响。

“降价”是高值医用耗材集采的关键词。 11月5

日， 国家冠脉支架带量采购完成，10款入围产品平

均终端价格降幅超过90%， 中标支架从万元降至百

元级别。

11月20日，山东省七市部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

中选企业及产品公布。 这是继国家医保局冠脉支架

集中带量采购之后， 又一次全国较大规模的医用耗

材带量采购。 据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

“山东发布” 的消息，11月14日，山东七市（淄博-

青岛-东营-烟台-威海-滨州-德州） 采购联盟举

行部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现场议价活动。 通过两轮

谈判竞争，拟中选骨科创伤类产品平均降幅67.3%，

其中单个产品最大降幅达94%， 血液透析类产品平

均降幅35.2%。 2021年1月，骨折、尿毒症等患者将用

上降价后的中选产品。经初步测算，七市年节约医保

和患者个人费用约5.6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此前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曾

经进行过骨科关节吻合器等产品的集中采购， 谈判

降幅可观， 预计未来如进行国家层面的高值耗材集

中采购，降价幅度可能不低于这一水平。

高值耗材集采进入常态化

除国家进行首批高值耗材集采之外， 今年起各

省、各联盟地区纷纷进行了耗材带量采购试点。国泰

君安研报显示，2019年7月，安徽率先打响了高值耗

材带量采购的“第一枪” ；各省市通过独立或联盟形

式， 由点及面， 深入推进带量采购政策实施。 截至

2020年11月22日，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省级联盟采

购6项， 省及直辖市独立采购11项， 地市级 （含联

盟）采购30余项，集中在心血管介入、骨科、眼科三

大领域，平均终端价格降幅约60%。中国高值耗材行

业正式进入带量采购时代。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钟东波

日前表示，明年肯定要开展新的集采。“按照‘一品

一策’ 的原则，在前期充分的技术分析、市场调研、

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拿出集采的品种，然后量身定做

适合它的集采规则，哪一个先完成，可能就哪个先开

展。 力争到2022年，把采购金额占比较高又适合集

采的主要品种，尽可能覆盖。 ”

史立臣表示，医用耗材集采已经提了很多年，成

立医保局以来，我国药品的集采已经进行到第三轮。

明年医用耗材集采至少会进行两批，上半年一批，下

半年一批，上半年或在2、3月进行。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耗材统一编码将在2021年

全国推进，统一后耗材集采更容易推进，预计明后

年还将完成人工晶体、关节、球囊等主要类别的国

家集采。

关注头部企业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使用改

革是“十四五” 时期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压缩

流通环节虚高不合理的价格水分，对于降低患者医

疗负担、节约基本医保资金、提高行业集中度来说

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第二批医

用耗材集采清单标志着更多的医用耗材类医疗机

械将在未来被纳入集采目录，彰显出国家降低高值

医用耗材虚高价格、严控高值医用耗材不合理使用

的决心。

张立超认为，未来看，伴随着两批高值耗材集中

采购行动的开展， 医用耗材企业高毛利时代即将结

束，医用耗材行业生态将面临重构，这将促使行业本

身向具有规模优势、技术成熟、创新能力强的头部企

业加速集中，特别是进口替代空间明显、产品具备较

高性价比的国产医用耗材品牌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今后深耕全产业价值链条， 即实现从上游关键原材

料及技术研发，到中游加工制造环节，再到下游核心

应用端一体化的企业将获得持续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 集采落地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影

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从目前产业价格链条的分配

情况推测，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渠道环节，不合理利润

和费用将被大幅度压缩； 对上市企业的存量出厂价

和毛利可能会有一定影响。集采环境下，无论是存量

中标的竞争力，还是研发布局的竞争力，大型企业都

有突出优势，如未来集采范围扩大，必然导致行业进

一步集中，头部企业值得重点关注。

■ 公司深度

被指不合国家标准

据举报材料， 该企业全名为浙江中谷塑

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谷塑业” ），今年4月

中旬与道恩股份签订合同， 以4万元/吨价格

预付2400万元购买了600吨熔喷料。 5月4日

至7月10日， 道恩股份分批次向该企业供应

熔喷料。

然而，5月至6月间， 中谷塑业陆续接到

下游口罩客户关于熔喷布质量问题的反馈，

随后中谷塑业暂缓熔喷布生产， 进行问题排

查，并请求道恩股份暂缓供货。

中谷塑业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下游口罩商测试发现，长期接触公司

生产的熔喷布，皮肤有刺激感和灼烧感。我们

开始回头查是否是自己的工艺存在问题，最

后才把目光放到原料。送检以后，我们才发现

道恩的熔喷料里过氧化物残留超标100多

倍。 ” 他表示，向道恩股份索要过产品的出厂

检测质检单， 但里面并没有DTBP残留量这

一项指标。

7月17日， 中谷塑业向通用标准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SGS）申请鉴定道恩熔喷料，经

鉴定 ， 道恩熔喷料样本DTBP残留量为

642mg/kg， 超过国家标准上限（5mg/kg）

128.4倍。 当时，中谷塑业已经将熔喷料质量

问题向道恩股份反馈， 并提出退换该批次原

料要求，道恩股份未予以答复。

7月29日， 中谷塑业再次将另一批次的

道恩熔喷料样本送检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经鉴定，DTBP残留量为467mg/kg，超

过国家标准上限（5mg/kg）93.4倍。

随后，中谷塑业向道恩股份发函，要求其

就产品质量问题进行协商。 8月4日至12日，

中谷塑业申请在当地公证机关监督下， 通过

对库存原材料随机抽取的方法， 抽样了另两

个批次的熔喷料， 并向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送检， 经鉴定这两批次熔喷料样本的

DTBP分别超过国家标准上限（5mg/kg）

106.6倍、84.2倍。

由于道恩股份拒绝协商退款退货，中谷

塑业已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案件已于近日开庭审理。 中谷塑业提

出解除买卖合同、 退还全部货款2400万元、

赔偿69万元经济损失、30万元商誉损失等诉

讼请求。

根据烟台中院网站庭审直播， 道恩股份

作为被告，在庭审中回应称，第一，原告中谷

塑业之所以要求退货退款， 真实原因并不是

道恩股份原料质量问题， 而是熔喷布市场趋

于饱和、供过于求。 第二，DTBP残留量并非

公司质检单检测范围，因此，该项目不能作为

判断公司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必检项目，且

原告检测援引的 《聚丙烯 （PP） 熔喷专用

料》国家标准GB/T30923-2014为推荐性国

家标准，并非强制性国家标准。 第三，8月28

日， 公司委托SGS对公司某批次熔喷料生产

出的熔喷布进行检测， 熔喷布中DTBP残留

量并未检出。第四，原告中谷塑业向公司提出

质量异议时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期限。

值得注意的是， 道恩股份在庭审中并

未提供自身熔喷料的检测结果， 其送检熔

喷布也并非是中谷塑业制造的熔喷布，送

检熔喷布的DTBP残留量合乎标准，在逻辑

上并不能证明所用熔喷料的DTBP残留量

合乎标准。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道恩股份

方面不认可中谷塑业单方面的检测结果，但

同时也拒绝与中谷塑业共同在公证机关监督

下， 对存在争议的熔喷料进行抽样送检。 目

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

为了确认检测结果， 中国证券报记者前

往原告中谷塑业仓库， 抽样提取了两批次道

恩熔喷料样本， 向第三方检测机构上海微谱

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申请鉴定。经鉴定，两

批次样本中的DTBP分别超过国家标准上限

（5mg/kg）69倍和71.6倍。

“不受欢迎”的危险化学品

道恩股份生产的熔喷料被检测出DTBP

残留超标最高逾100倍，那DTBP到底是一种

什么物质呢？

据全球著名的化学品公司Sigma-Aldrich

网站介绍，DTBP被用作自由基引发剂， 以引

发自由基聚合。

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郭宝华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DTBP作为自由基引发剂，可以夺

取聚丙烯叔碳原子上的氢， 使得聚丙烯发生

β断裂，降低分子量，分子量分布变窄，从而

降低熔体粘度和熔体弹性， 大幅提高熔融指

数，一般熔指可以从20g-30g/10min提高到

1500g-1800g/10min。

包括道恩股份、金发科技等公司在内，我

国制造熔喷料普遍采用的就是在聚丙烯中添

加DTBP的方法，该方法也叫作降解法。

降解法门槛较低、应用普遍，但DTBP本

身并不太受欢迎。 从事熔喷布行当多年的技

术工程师刘明（化名）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强

调他对DTBP的“坏印象” ———“DTBP拥有

致命弊端，可能影响动物的生殖系统” 。

Sigma-Aldrich网站出具的DTBP安全

技术说明书显示，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GSH）下，DTBP归属于“危险”

品，带有“易燃”“对健康有害” 的图标。 其

中， 最重要的健康影响是，DTBP被怀疑可

能造成遗传性缺陷（H341），在生殖细胞

致突变性评估中，DTBP在哺乳动物体内

体细胞致突变性试验中会得到阳性结果，

被怀疑可能造成遗传性缺陷。 此外，DTBP

还会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H412）。

国内一家大型熔喷料供应商的产品开发

工程师李达（化名）表示，欧洲对DTBP使用

有严格的要求， 为了满足出口欧洲客户的需

求，他们公司在生产熔喷料时，没有使用相对

便宜的DTBP， 而用了价格贵四倍的双二五

过氧化物， 而这是一种食品级的过氧化物添

加剂。

我国并没有禁止DTBP在聚丙烯中使

用，但是规定了残留量标准。 根据现行的

聚 丙 烯 熔 喷 专 用 料 国 家 标 准（GB/T�

30923-2014），DTBP的残留量标准是≤

5mg/kg。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道恩股份还是

这份国家标准的编制单位之一。

一名来自全球排名前五高校的化学研究

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DTBP没有那种特

别急的毒性，但有很多隐患，可以看到有很多

“标签”是怀疑性的，说明它的毒性还没有被

研究清楚。 像很多化学品，毒性是很难去研

究的，但有“怀疑” 就应该通过政府标准来规

范它的使用。

DTBP用于制造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熔

喷专用料通过熔喷纺丝等流程制造成熔喷

布，而熔喷布正是如今人们每天都覆盖口鼻、

接触皮肤的口罩核心材料。 DTBP这种 “危

险” 的化学品在熔喷料环节残留最高超过国

家标准上限100多倍， 会对下游环节以及人

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达表示，熔喷料的DTBP残留过高，可

能会导致在做熔喷布时工艺不稳定，因为经

过加热会再分解再降解，就可能导致熔喷布

的质量不稳定。 此外，DTBP再分解，会生成

很多小分子物质，包括丙酮、叔丁醇等，会让

熔喷布异味很大。 至于是否危害人体健康，

李达表示，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DTBP分解

产物对人体产生很大毒害。

中谷塑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当时下游企

业找他们退了约十几吨熔喷布，基本没有做

成口罩流入市场，遏制了消费者层面的相关

风险。 在吃了国内原料的亏以后，他们转而

选择了LG化学生产的熔喷料， 再没有出现

问题。

熔喷料工艺管控可能有问题

熔喷料DTBP残留量超标最高逾100倍，

让业界同行感到匪夷所思。

“按理来说不应该这么高， 要么就是

（DTBP）加多了，要么就是温度不够或者停

留时间太短，过氧化物没有完全反应掉。 ”郭

宝华推测，可能也跟基料也就是聚丙烯有关

系，“熔指是10g/10min的聚丙烯要达到熔

指1500g/10min，和熔指是30g/10min的聚

丙烯要达到熔指1500g/10min，所需要加入

的过氧化物的量肯定就不一样” 。

刘明表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这么高

的DTBP，残留量这么高的话，工艺制程可能

是有问题的，要么计量设备可能有问题，要么

工艺管控有问题。 ”

李达表示，一般聚丙烯添加过氧化物做

熔喷料， 需要添加的过氧化物的量非常少，

100Kg的聚丙烯只需要加千分之五的过氧化

物就够了，这需要用很精密的计量设备来喂

入，“这个反应的原理是很简单的，但要想把

生产过程控制很好，就不是很简单了。 ”

国外制造熔喷聚丙烯基本不采用添加

过氧化物的降解法，如巴塞尔、埃克森美孚

等公司均采用茂金属催化剂直接聚合的方

法，该方法不引入过氧化物，无残留、无异

味。 根据公开资料，国内燕山石化在进行茂

金属熔喷料的工业化试验，已经取得一定的

进展。

国内一大型口罩厂相关负责人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介绍，其采购的是国外供应商生产

的熔喷料，国外主要采用茂金属催化剂直接

聚合的办法来制造熔喷聚丙烯，这一制作方

法在国内近期也有进展，目前已出现有个别

厂商采用茂金属聚合法生产出的试验料。

正如道恩股份在庭审答辩中表示， 现行

熔喷料国标对DTBP残留量的要求并不是强

制标准，也不在企业出厂质检项目中。上述口

罩厂商负责人也坦言， 目前我国的熔喷料国

家标准只是推荐性标准， 对企业没有足够的

约束力，“国家强制性标准才对企业有约束

力， 否则的话企业都是可以自己决定采不采

用。 ”

李达也表示， 下游客户采购熔喷料其实

更关心熔指、 灰分等跟使用效果直接相关的

指标，DTBP残留量的检测比较贵，也比较麻

烦，很多检测机构也不具备检测能力。 所以，

只要熔喷料好用， 就很少有人专门去检测这

个指标。

中谷塑业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说：“根本想不到道恩股份的熔喷料会出问

题。道恩股份是国内王牌，当时买的时候觉得

其质量肯定没问题， 而且当时熔喷料供不应

求，能把料买过来就不错了，也没想到在收货

的时候去做检测。 ”

道恩股份在今年4月投资者互动平台介

绍，公司深耕熔喷料领域近20年，是《聚丙烯

（PP） 熔喷专用料》 国家标准（GB/T�

30923-2014）的编制单位，有自己的专利，

产品品质和稳定性非常优秀， 形成了道恩股

份的品牌和市场核心竞争力， 并且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质量管控办法。

受疫情防控影响， 熔喷料需求爆发式增

长， 为道恩股份贡献了大量业绩。 道恩股份

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33.07亿元，同比增

长65.88%， 实现净利润7.80亿元， 同比大增

514.52%。 道恩股份的股价也从2020年年初

10元/股左右一路冲高，最高达62.13元/股。截

至11月25日收盘，道恩股份股价为26.1元/股，

总市值达106.23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在标准方面，

熔喷料国家标准的确是推荐性标准， 熔喷布

层面则没有国家标准。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

求（GB� 19083-2010）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但主要关注过滤效率、气流阻力等物理指标，

此外要求环氧乙烷残留量≤10μg/g， 同时

在皮肤刺激性上要求口罩材料的原发性刺激

计分不超过1。

刘明认为，按照标准贯彻的理想情况，熔

喷料国标已经让原料厂商把化学层面性能质

量都控制好了，所以下游就更关注物理性能，

较少再考虑化学层面的内容。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 对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VOC）的关注度和敏感度逐渐加

强。 郭宝华介绍，DTBP会分解形成很多有气

味小分子，也就是VOC，如果DTBP残留量很

高，那自然VOC也会很高。

值得注意的是， 熔喷料的国家标准正在

修订中。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本

次国标修订将对熔喷聚丙烯树脂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含量给出统一测定方法和要

求。标准制订完成后，有利于原料供应商在新

产品开发中重视VOC的抑制， 从源头对

VOC进行管控，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市场

竞争力， 拓宽熔喷聚丙烯树脂的应用领域和

市场容量。 该标准修订下达日期为2020年3

月6日，项目周期是18个月。

口罩用熔喷料被指某危化品残留量超国标逾百倍

道恩股份遭下游客户起诉

□本报记者 杨洁 傅苏颖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口罩需求飙升，口罩核心原料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简称“熔喷

料” ）也供不应求，价格猛涨。 然而，行业井喷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日前，浙江一家熔喷布企业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举报称，该公司购买了道恩股份600

吨熔喷料用于生产口罩用熔喷布，7月以来五次提取道恩股份生产的熔喷料不同批次

样本送检专业检测机构，样本中的“二叔丁基过氧化物（DTBP）” 最高超过国家标准

（GB/T� 30923-2014）上限100多倍。 该企业已在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道

恩股份提起诉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获悉，道恩熔喷料大幅超标的DTBP为“危险” 化学品，被怀

疑可能造成遗传性缺陷。 不过，消费者可以放心的是，DTBP在熔喷过程中经高温大部

分都可以分解挥发，但熔喷料DTBP残留量大幅超标，可能会导致下游熔喷布工艺不稳

定，并释放大量有异味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道恩股份是现行熔喷料国家标准的编制单位之一， 其产品被指严重超标是偶发还

是存在工艺管控隐患，中国证券报记者已联系道恩股份，但截至发稿前，公司尚未回复。

▲被下游客户退回及原告召回的熔喷布。 ▲堆放在原告仓库中道恩股份涉诉的熔喷料。 本报记者 杨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