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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己烷（n-hexane）为饱和脂肪
烃类低毒有机物， 化学式为 C6H14，化
学结构式为 CH3（CH2）4CH3，常温常压
下难溶于水，可与醚类、醇类混溶，易
挥发[1]。 正己烷可经呼吸系统、皮肤系
统和消化系统侵入人体，并且具有高
脂溶性及蓄积性。 正己烷在人体经过
一系列代谢作用最终形成 2，5-己二
酮代谢产物，代谢产物和正己烷由肾
及肺部排出[2]。 正己烷可引起急性中

毒和慢性中毒。 急性中毒是由于人体
吸入高浓度的正己烷，临床表现为头
疼、恶心、共济失调等，严重者可导致
意识丧失甚至死亡。 慢性正己烷中毒
主要为周围神经病，临床表现为四肢
末端的感觉异常，如“蚁走感”，指、趾
端麻木，痛觉、触觉、震动和位置觉减
退，呈手套、袜套样分布。 严重者下肢
远端无力，腓肠肌压痛，肌肉痉挛，肌
肉萎缩，腱反射减弱至消失等[3]。

正己烷在工业上主要用作溶剂，
因其清洁效果好、价格低廉，被广泛
应用于鞋革、五金、电子信息等行业。

因此，正己烷所致职业中毒案例也逐
年上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本
文拟通过对 2016 年 8 月某五金电子
企业群发性职业性正己烷中毒事件
的深入调查，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治对
策，为职业病应急中毒事件防治措施
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某五金电子公司为私营企业，主

要生产电脑、 通讯等电子周边元器
件。 2016 年 8 月 24 日开始， 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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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一起群发性慢性正己烷中毒事件的深入调查分析，了解该企业正己烷中毒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
策略。 [方法] 基于职业卫生工程分析、毒物分析及工作场所检测，分析相关数据，找出关键控制点。 [结果] 13名工人被诊断
为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 中毒工人使用正己烷体积分数为 21.10%的“白电油”进行擦拭工作，车间相对密闭且缺少通风
排毒设施，部分岗位正己烷检测结果超过国家标准，最高达 274.59 mg/m3。 经替换清洁剂及设置局部通风等防治措施，有毒
有害物质的现场检测浓度低于国家相关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 [结论] 降低正己烷浓度的关键控制点是利用低毒或者无毒
的清洁剂替代“白电油”，并在产生有毒气体的岗位设置通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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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名工人先后因上下肢乏力麻木等
原因入院。 经体格检查和专科检查，
患者临床表现为上下肢乏力麻木、四
肢肌肉萎缩、双膝反射、双侧跟腱反
射出现减弱等多发性周围神经病症
状。 经职业卫生调查，13 名患者均来
自同一车间， 有明确的正己烷接触
史。 根据《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诊
断标准》（GBZ 84-2002）[4]，13 名患者
全部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
毒， 其中重度中毒 2 例， 中度中毒 3
例，轻度中毒 8 例。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基本情况
调查、毒物成分分析及职业卫生工程
分析法， 结合职业卫生检测结果，对
该企业发生中毒事件的原因进行深
度分析，找出关键控制点，提出切实
可行的防治措施；并在采取防治措施
后再对空气中的毒物成分进行检测，
对控制效果进行评价。
1.2.2 测定方法与仪器 职业卫生现
场采样及测定方法严格按照《工作场
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 159-2004）[5]和《工作场所空
气有毒物质测定 烷烃类化合物》
（GBZ/T 160.38-2007）[6]的要求，采样
前用组合式流量校准计对高低流量
空气采样泵进行校准。 长时间定点采
样方式， 以 0.05 L/min 流量采集 2 h
空气样品，短时间定点采样则以 0.1L/min
流量采集 15 min 空气样品。实验室定
量分析采用二硫化碳对样品进行解
吸，然后利用安捷伦 7890B 气相色谱
仪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生产材料挥
发性成分分析则采用安捷伦 6890N-
5975B 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
测定。现场采样使用美国 Gillian 公司
GilAir-5 空气采样泵， 流量校准采用
美国 Sensidyne 公司 Gilbrator 2 组合
式流量校准计。

2���结果

2.1 采取防治措施前调查结果
2.1.1 作业场所基本情况 包装车间
占地面积约 45 m2，设有 4 条生产线，
在岗员工约 20 人，发病率为 65%。 在

发病的 13 名患者中， 男性 2 名（占
15.38%），女性 11 名（占 84.62%），年
龄 16 ~ 46 岁， 平均年龄为（29.23 ±
7.81）岁。 其中，7 人在该企业擦拭包
装岗位作业时间 < 1 年，2 人 1 ~ 2
年，4 人 > 2 年。 车间实行白班一班
制， 工人每日作业时间约 11 ~ 12 h，
每月休息 1 ~ 2 d。 擦拭、包装作业时
采取坐姿，部分工人佩戴口罩、手套
等个人防护用品。
2.1.2 职业卫生工程分析 该车间生
产工序为电铸标牌包装。 主要是对上
胶后的电铸标牌进行外观检查，并用
清洁剂对部分有污迹的标牌进行擦
拭清洁，然后在产品表面覆一层离型
纸及保护膜并包装入库。 其中，擦拭
所用的清洁剂为“白电油”，该车间每
天“白电油”清洁剂消耗量约为 3 L。
此工序在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均为挥发性有毒有害
气体，主要来自“白电油”。 该包装车
间为空调车间， 设置有一个新风口，
未设置全室排风设施。 该车间的人均
新风量约为 12 m3/h。 根据《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7]，洁净
室的人均新风量不应小于 40 m3/h，故
该车间新风量未达到要求。
2.1.3 毒物分析 取该车间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有机溶剂“白电油”约 5 mL，
进行挥发性有机成分分析，结果显示
该 有 机 溶 剂 正 己 烷 体 积 分 数 为
21.10%。 见表 1。

表 1 样品挥发性有机成分分析结果

有机成分

正己烷

体积分数/%

21.10

二甲基丁烷 3.78

二甲基环戊烷 0.70

二甲基戊烷 10.76

甲基环戊烷 4.99

甲基己烷 9.54

甲基戊烷 48.47

三甲基丁烷 0.61

其他化合物 0.05

合计 100

2.1.4 职业卫生检测分析 1）现场布
点采样。 根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
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T 159-

2004）[5]， 结合现场调查及工程分析，
对包装车间进行现场布点采样。 采样
高度位于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处，
采集正己烷样品。具体布点见图 1（图
中黑色三角形标志为采样设置点）。

图 1 包装部采样布点

2）检测结果。将现场采集的六个
包装清洁岗（包装部）的样品运送至
实验室分析检测。 检测的包装部作业
区的正己烷时间加权平均浓度（CTWA）
最高达到 274.59 mg/m3， 接近职业接
触限值的 3 倍，其他检测点正己烷的
CTWA 范围在 39.59 ~ 120.49 mg/m3 之
间，合格率为 66.67%。见表 2。由于车
间为空调车间，导致作业过程中挥发
的正己烷在车间空气中累积而引发
作业人员中毒。
表 2 包装部空气中正己烷检测结果

采样点 CTWA/
（mg/m3）

PC-TWA/
（mg/m3）

包装部 A线
检查包装岗 56.85 100

判定
结果

合格

包装部 B 线
检查包装岗 1号 274.59 100 不合格

包装部 B 线
检查包装岗 2号 120.49 100 不合格

包装部 C线
检查包装岗 1号 68.90 100 合格

包装部 C线
检查包装岗 2号 83.65 100 合格

包装部 D线
检查包装岗 39.59 100 合格

2.1.5 中毒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分
析，此次群发性职业性正己烷中毒事
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企业职业
卫生管理存在缺陷。 该企业未建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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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卫生管理制度，未设置安全管理专
（兼）职人员，近三年未按规范对工作
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未对工人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
卫生培训。 车间内使用和存放化学有
机溶剂的场所未设置有毒物质警示
标志。 清洁擦拭岗位用的是“白电
油”， 而在作业台上员工用的小瓶溶
剂上却写着“酒精”。2）对企业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缺乏认识。 企业管理人员
及操作工人均不清楚“白电油”的主
要成分，不知道正己烷的危害。 3）防
护设施缺乏。 该包装车间未在产生有
毒有害气体的岗位设置抽排风设施，
全面通风换气设施也未满足要求，在
相对密闭的作业场所，具有强挥发性
的正己烷气体不断累积，导致车间内
正己烷浓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4）工
人职业病防护意识淡薄。13 名中毒员
工均来自四川、河南、江西等经济相
对欠发达的地区，劳动者职业卫生知
识和经验缺乏， 自我防护意思薄弱，
工人在作业时为了舒适，往往不使用
口罩或手套。
2.2 采取整改措施后效果分析
2.2.1 整改策略 为了预防职业病危
害，降低正己烷浓度的关键控制点是
利用低毒或者无毒的清洁剂替代“白
电油”，并设置防护设施。 故采取以下
措施。

1）替换清洁剂。 通过综合考虑，
选取污水酒精 JS-01 清洁剂替代原
有的“白电油”。 对污水酒精 JS-01 做
挥发性有机成分分析，其主要含量为
乙醇及少量其他有机物，正己烷未检
出。 见表 3。

表 3 污水酒精 JS-01 挥发性
有机成分分析结果

有机成分
名称

总体成分体
积分数/%

丙酮 2.24

正己烷 未检出

有机相体
积分数/%

5.62

未检出

甲苯 0.26 0.65

甲酸乙酯 0.25 0.63

乙醇 37.03 92.83

乙醚 0.11 0.28

2）设置局部通风。 由于车间工
艺要求较高，在不妨碍工人作业的前
提下，局部通风方式是最有效的治理
方式，如果采用其他通风措施，不但
达不到效果，反而会使污染物扩散[8]。根
据该企业的车间布局、 工艺设置、清
洁剂挥发性及人员作业方式，在每条
生产线的工作台上方设置上吸罩型
的局部排风系统，能有效将作业过程
中挥发的有毒有害物质及时排出。 设
置后的布局见图 2。

图 2 局部排风设置效果

3）控制效果。 经替换清洗剂、设
置局部通风系统等一系列防治措施
后，包装车间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防护设施运行正常，效果良好。 包
装车间空气中正己烷、丙酮、甲苯、甲
酸乙酯均未检出。 设置局部通风后，
测定的控制风速均符合国家相关要
求。 见表 4。

表 4 包装部排风罩控制风速 （m/s）

采样点
控制风速

范围 平均

包装部 D线
检查包装岗 0.37 ~ 0.49 0.42

参考值

0.25 ~ 3.00

包装部 A线
检查包装岗 0.31 ~ 0.42 0.37 0.25 ~ 3.00

包装部 B线
检查包装岗 0.35 ~ 0.45 0.39 0.25 ~ 3.00

包装部 C线
检查包装岗 0.38 ~ 0.52 0.44 0.25 ~ 3.00

3����讨论

该企业群发职业性正己烷中毒
主要是由于使用有毒有害辅助材料、
车间密闭、无通风排毒设施和缺乏管
理等导致。 该企业基本上没有一级防

护措施，二级预防也没有做好，因此，
发生群发性职业中毒事件就成了必
然。 本次整改措施主要采用低毒清洁
剂替代“白电油”，并在产生有毒气体
岗位设置局部抽排风设施。 结果显
示，整改后所有监测岗位的有毒气体
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控制
效果良好。

建议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或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一定要
严格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切
实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职业卫生“三
级预防”的理念，清楚企业的职业病
危害情况， 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9]。
由于有毒有害有机溶剂挥发性强、扩
散性强，容易造成群体性中毒，因此
使用有毒有害有机溶剂的企业更要
引起高度重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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