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心生活中的隐形杀手———
食品干燥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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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一段关于干燥剂爆炸导致
一名男童眼睛失明的报道在网上流
传。事情的大致情况是 ：有一名5岁男
孩因为好奇贪玩， 把一包零食干燥剂
拆开， 倒入矿泉水瓶中摇晃准备吹泡
泡，结果塑料瓶瞬间爆炸，短短两分钟
时间，男孩的右脸红肿 、脱皮，而他的
眼睛因碱性液体侵蚀， 造成一只眼失
明。干燥剂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为什
么干燥剂遇水会发生爆炸？ 是不是所
有的干燥剂都会如此？ 我们该如何避
免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带着这样的
问题， 扬州市消防支队新城消防站的
消防员就此做了一系列的干燥剂遇水
实验。

在实验之前， 消防员准备了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干燥
剂， 它们的成分分别是生石灰、 矿物
质、硅胶和氯化钙。首先消防员对石灰
干燥剂进行实验测试， 石灰干燥剂其
主要成分是氧化钙 （CAO），也就是我
们平时常说的生石灰。大家都知道，生
石灰遇水会迅速产生大量的热量，生
成碱性物质氢氧化钙。 为了让大家直
观感受氧化钙干燥剂遇水的威力 ，消
防员选择在加盖的矿泉水瓶中进行实
验。实验开始后 ，消防员将2包22克的
石灰干燥剂倒入晾干无水的矿泉水瓶
中，此时室温是28℃，随后消防员用烧
杯量取100毫升常温水，并倒入之前盛

有石灰干燥剂的矿泉水瓶中， 瓶内有
轻微气泡产生， 并能听到明显的嗞嗞
声。消防员拧紧瓶盖后轻微摇晃，瓶身
开始迅速膨胀， 此时红外线测温仪显
示瓶身温度已升至93℃。 为了安全起
见， 消防员立刻将矿泉水瓶移至室外
空地。而之后仅仅过了3分钟 ，矿泉水
瓶发出“砰”的一声，瓶盖被顶飞。为了
更好地验证石灰干燥剂遇水的威力 ，
消防员重复上述实验， 不同的是将干
燥剂的剂量增加到4包。放置于空地上
之后， 消防员又用测温仪实时监控瓶
身的温度， 发现温度上升速度相较之
前更快，当达到67℃时，矿泉水瓶就发
生了爆炸，瓶身也因爆炸严重变形，而

瓶内的液体也是喷溅到四处， 喷溅的
最远点足足有8.6米之多。

随后， 消防员又用同样的方法对
硅胶干燥剂进行了实验，在注入水后，
瓶身里立刻传出 “噼里啪啦 ”的声音 ，
瓶中也产生大量气泡， 不过最终并未
发生爆炸。而在对矿物质成分干燥剂、
氯化钙干燥剂做了相同的实验之后发
现，虽混合物均未发生爆炸，但瓶内都
不同程度地产生气泡， 瓶身也出现发
热、变形等现象。

实验结果表明， 水和氧化钙干燥
剂融合后会产生热量， 如果是在密闭
空间， 一旦热量达到临界点便会发生
爆炸，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由于石灰有

强碱性，一旦孩子误食或者接触皮肤，
也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另外 ，矿物质、
硅胶、氯化钙干燥剂遇水也会发热，同
样有造成人体烫伤的危险。

所以，为了更好地避免干燥剂“伤
人”事故的发生，家长们看见身边食品
包装袋里的干燥剂， 应第一时间收起
或者扔掉，防止孩子接触发生意外。如
果干燥剂飞溅到孩子眼睛里， 应尽快
用少量食用醋和大量清水从眼内侧向
外侧冲洗。不便冲洗时，可以将双眼浸
泡在水中，用手分开眼睑，转动眼球晃
动头部。处理时切忌用手揉搓双眼，以
免强碱颗粒进一步摩擦损伤视网膜，
清洗后迅速去最近的医院救治。 如果

误食生石灰干燥剂，应尽快喝水稀释，
及时就医。 如果皮肤不小心沾染到潮
湿的石灰干燥剂， 需要用大量的清水
冲洗， 若发现被烫伤应立刻去医院处
理。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广大读者
群众， 食品干燥剂在防止食品吸潮变
质、 延长食品保质期方面有着重要的
作用， 尽管在意外情况下存在安全健
康隐患， 但也并非洪水猛兽， 更不能
“因噎废食”。其实，无论是什么成分的
干燥剂，只要不破损 、不沾水 ，都是安
全的。因此 ，对于大人们来说，关键是
要尽到自己的教育监管责任， 让孩子
们远离它 ，不随意玩耍 、不误食 、不误
用。 姚相宇

为切实做好夏季消防检
查工作,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
环境， 扬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对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
排查、梳理，确定了一批重大
火灾隐患单位， 现对火灾隐
患单位予以分批曝光， 并要
求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2018年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广陵区荣宝酒店。 位于
扬州市连运路75号 （施工号
201幢 ）301室 。 主要火灾隐
患： 一层安全出口、 三层东
侧、中间、西侧安全出口被封

堵；酒店中部、西侧排烟窗户
被封闭，不能正常使用。

仪征市苏果超市沿山河

东路店。 位于仪征市奥林匹
克02号一层。主要火灾隐患：
超市东南侧安全出口被自动

取款机占用， 导致该超市仅
有一处安全出口。

宝应县网猫网咖。 位于
宝应县鑫宝佳园综合楼52号
门市。主要火灾隐患：网咖南
侧安全出口室外疏散楼梯被

擅自拆除， 致网咖缺少一处
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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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将至 ，选择外出
游玩的朋友，请注意旅游途中
存在的以下消防安全风险，掌
握旅游度假的相关消防安全
知识。

1.外出旅游前 ，应注意仔
细检查家中液化气、天然气的
阀门是否关严；检查室内各种
电源插头是否拔掉，最好拉闸
停电；检查室内易燃物是否清
扫干净 ，检查无误后 ，方可锁
好门窗，外出度假。

2.搭乘交通工具时 ，不携
带危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 ，上
车后注意观察逃生门 、 安全
锤 、灭火器的位置 ；切忌在加
油站抽烟 、拨打手机 ；不在飞
机升降期间使用手机等相关
电子产品。

3.出游前应遵守旅游区的
防火规定， 不在无烟区吸烟，
不在禁火区动火 ；在景区游玩
时 ，不乱丢烟头 ，不将未完全
熄灭的烟头丢进垃圾桶 ，以免
烟头引燃垃圾桶内的其他可
燃物。 在野外露营或野炊时 ，
注意用火安全，火完全熄灭后
才可离开。 景区出现拥堵时 ，
要按照相关规定排队 ，有序进
出 ，切莫互相推搡 ，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人身伤害。

4.风景秀丽的名山大川往
往道路崎岖，悬崖峭壁行走艰
难，游客在山间行走务必遵守
通道指示，切勿开辟道路只身
“探险”。要与同伴时刻保持联
系，谨防走失。

5.进入公共场所时 ，注意
查看安全出口的位置 ，一旦发
生火灾，从最近的安全出口迅
速撤离； 开车出游的游客 ，切

记莫将爱车停放在消防车道
上，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6.入住酒店时 ，要注意熟
悉酒店的住宿指南，留心周围
消防设施 ， 看懂安全通道提
示， 掌握应急疏散指示牌 ，了
解消防通道及紧急出口位置 ；
在宾馆房间门后贴有一张本
楼层的平面图，就是发生火灾
时的逃生路线图 ，这张图上对
本房间的位置和房号都有清
晰标注，并且会标注距离最近
的疏散位置。

7.不在床上吸烟 ，不在喷
淋上晾衣服。 听到火警铃响 ，
由紧急出口迅速离开，切勿搭
乘电梯，更不要跳楼逃生。

8.火灾发生时 ，被困人员
要保持镇静 ， 第一时间报火
警 。火灾初起时 ，可以使用身
边灭火器、消火栓等灭火器材
进行火灾扑救 ； 如果火势已
大，应迅速沿着疏散指示标志
撤离。

9.在乐园游玩时 ，尽量选
择国家检测合格 、 设施正规 、
安全系数高的游乐场，活动时
要遵守游乐场的安全规定 ，远
离电箱电线等危险设施 。进入
游乐场所，要严格按照安全规
定采取保险措施 ，如系好安全
带 、锁好防护栏等 ，不要做危
险举动。

10.出门多走多看，随时提
醒自己，抽时间学习消防安全
知识，不管是生活中、工作中 ，
还是在旅途中，记得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 ，谨慎用火 。消防安
全十分重要 ，只有这样 ，我们
才能共同拥有美好、 幸福 、平
安的生活。

国庆黄金周旅游安全 条10

为了进一步增强校园消防安全，强
化师生消防安全教育，提高抗击火灾等
突发应急事件的应变能力，近日扬州消
防官兵先后走进扬州大学、南京邮电大
学通达学院等多所高校开展“消防进军
训 ”宣传教育活动 ，为近万名军训新生
送上“消防知识大餐”。

培训中，消防培训人员利用消防宣
传车播放了近些年校园火灾案例警示
视频 ， 随后向参加培训的学校师生阐
述了火灾的危害性及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的必要性 ， 同时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如何做好校园火灾事故的防范 、 如何
扑救初期火灾和发生火灾后如何自救
逃生等消防常识 。 提醒每名入校新生
要主动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 掌握基本
的火灾逃生技能 ， 积极参与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工作 ， 并努力争当消防安全
志愿者 ，成为消防知识的传播者 。为使
全体参训人员更好地掌握所学到的消

防安全知识 ， 消防官兵与参训师生共
同开展了一次火场疏散逃生演练 。演
练中 ， 模拟高层教学楼九楼一间办公
室发生火灾 ， 全体师生从疏散通道有
序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 ， 消防人员经
过侦查 ，发现九楼有一人被困 ，随后利
用云梯消防车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
并出水打击火势。

此次“消防进军训”宣传教育活动根
据学校建筑和人员的实际情况，改变了
原来单一式的课堂授课形式，将消防安
全知识以 “看得到 ，摸得着 ，感受得了 ”
的形式，让学校全体参训师生更好地学
习了消防安全知识，掌握了自防自救基
本技能 。下一步 ，扬州消防支队还将继
续在全市各中小学和高校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 ， 进一步激发师生自觉学
习、 传播消防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真正实现 “教育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扬州消防全面开展
“消防进军训”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电动车已经成为大家生活
中的重要出行工具 ， 伴随而来
的电动车使用安全问题也被越
来越多人所关注 。 电动车火灾
如何避免？消防员来支招：

1. 勤检查。 经常检查电动
车的电路插接点 ， 防止接触不
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 ，避免
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

2. 勿改装。 电动车出现故
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 ，不
要擅自拆卸维修 ， 确保电器线
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

3. 防进水。 尽量避免在雨
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
进水导致充电时短路起火。

4. 记断电。 充电时一定要
远离易燃物品 ， 并将充电器放

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
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5. 重质量。 购买电动车及
充电器时， 应注意选择正规厂
家产品， 切莫图便宜而忽略产
品质量。
■安全要求

1.电动车不要在办公室、宿
舍内、楼道内进行充电；

2. 电动车不要阻碍单位内
部、宿舍区消防通道；

3.电动车不要停放在库房、
化学品库等重点部位区域；

4. 电动车充电时不要私拉
电线充电、更改充电线路、不要
一座多充；

5.充电前人员需对插座、车
辆、充电线进行充分确认。

电动车防患于未然的
“安全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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