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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防火门可
“扛”
60 分钟
伪劣防火门 5 分钟就被烧穿

监管部门公布相关调查结果

一组点火实验
让伪劣防火门

“现形”

防火门是比较常见的家居用品，但市场上各类产品良
莠不齐，鱼龙混杂，不仅让市民在选购时无所适从，也给家
庭防火安全埋下了隐患。
如何辨别防火门的优劣？伪劣防火门的危害究竟有多
大？昨天，宁波消防支队在象山一家门业公司进行了点火
试验。结果发现，
只需要 10 分钟，
一扇厚达 4.5 厘米的伪劣
防火门和普通木门就能被彻底烧毁，而标准防火门除了边
角冒烟外，
几乎完好无损。

标准防火门、
伪劣防火门、
普通木门
（从左至右）

实验对象：
标准防火门

猛烈燃烧 12 分钟后仍几乎完好

点火 90 秒时。

实验对象：
伪劣防火门

点火 5 分钟时。

实验对象：
普通木门

起火后就开始猛烈燃烧

点火 8 分钟时。

点火过程：燃烧至 1 分 30 秒时，也出现冒烟情况。进行至 6
分 30 秒时，木板先后被烧出两个竖长状的口子。明火开始不断
翻出，越烧越烈，又过了 30 秒钟，半扇木门被烧烂后脱落在地，
完全被浓烟笼罩。至第 12 分钟实验结束时，木门已被烧毁殆
尽，仅剩极少部分门框角落。
实验结论：普通木门未经任何防火处理，也无防烟封条，几
乎在明火燃起后就迅速进入燃烧阶段，面对火灾时没有任何“还
手之力”
。在一些老旧小区，类似普通木门极具安全隐患。
点火 9 分钟时。

防火门，究竟
“假”
在哪里？
其实，
防火门的真假，
除了通过专业质检，
仅从肉眼看，
多少
也能看出点端倪。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了位于象山城区的百合
公寓。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装上了防火门，
至少从外观上看
得出来：
门上张贴有“S”字样的消防标识。
据介绍，
这一标识相当于防火门的身份证。该标识一般有
二维码，
市民可以扫描二维码后，
进行查询。
防火门最常见的造假之处在于门板本身，
也就是珍珠膨胀
岩。标准防火门一般包括防火板、
珍珠膨胀岩等阻燃材质，
但一些
伪劣产品在珍珠膨胀岩上做手脚，
仅从外观上是无法辨认的。
宁波爱瑞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张林贵说，
市民不是专
业人士，
但要辨认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以这次实验的防火门（高
2.1 米，
宽 1 米，
厚 0.45 米）为例，
这一扇门至少有 60 公斤，
如果
少于这个重量，
说明密度有问题，
那就得小心了。
消防部门表示，
在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际，
全市正在严打伪劣消防产品，
届时将查处一批，
曝光一批。同
时，
希望广大市民通过正规途径选购消防产品，
索要相关检测报
告，
如遇伪劣产品可以拨打 96119 举报投诉。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王中翔 郑世利 文/摄

网购商品的质量和价格一直是消费者关
注的重点。从近年来消费者投诉反映情况来
看，消费者对于线上线下同种商品在价格差
异较大时
“是否同质”
颇有疑虑。
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宁波市市场监管局
和市消保委共同开展为期 2 个月的消费调查，
并于昨日公布调查结果。结果显示，电器和服
装类商品均存在线上线下规格型号“同款不
同号”
的问题。

在网购环境中，充斥着各种相近、相似但
价格差异巨大的产品。本次消费调查，锁定了
电器及服装两大类商品，
作为本次比较试验的
重点品种。
电器类产品确定了吹风机、电磁炉、
吸尘器、洗衣机、豆浆机 5 个类别。服装类产品
确定了成人服装、
冲锋衣、
童装、
鞋子 4 个类别。
调查组首先对我市主流商圈实体店销售
的拟抽样产品进行摸底，记录品牌、型号、规
格、价格等信息，并在淘宝、亚马逊、京东等平
台，通过线下样品照片“找同款”的功能，查找
线上销售的对应近似、相似产品。近似、相似
及标称同款商品，线上线下各购买一件，并构
成一组
“比对样”
。
之后，检验机构根据经验设计出一套国
家现行强制标准以外的测试方案。以求最大
可能地反映出每组“比对样”之间的差异，从
而向消费者提供有效的选购资讯。

线上线下“不一样”成通病

5 分钟后门板就被烧穿了
点火过程：点火至 1 分 30 秒开始冒烟，随后烟越来越大，至
3 分钟时浓烟笼罩了整扇门。5 分钟时，防火门开始被烧穿，外
部可见明火，并继而出现被烧穿的洞口。进行至 7 分 15 秒时，半
扇防火门被烧毁，脱落在地，火舌冒出，浓烟腾起 3 米多高。进
行至 10 分钟时，
整扇防火门被烧穿。
实验结论：伪劣防火门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最常见的情况
就是珍珠膨胀岩密度不够，未能起到阻燃作用，被烧穿后内外空
气对流，更加助长火势。此外，门框上缺失防烟封条，在起火初
期就大量渗透浓烟，
是非常致命的火场杀手。

价格差异大的，
质量差异也较大

电器、
服装类产品成重点比对对象

点火前。

点火过程：明火燃烧至 1 分 30 秒时，该防火门门缝处渗出细
烟。但随着时间的推进，部分细烟消失。从火场 3 米外能听见
火源（干柴）燃烧的声音，但依旧不见烟。到 6 分钟时，该防火门
右上角出现浅色焦糊的迹象，再次有细烟渗出，但一直未见扩大
趋势。至 12 分钟实验结束，该防火门未出现明火及浓烟。
实验结论：标准防火门除了表面经过防火处理外，其内层结
构中的防火板、珍珠膨胀岩都起到了阻燃的作用。门框四周的
防烟封条在高温条件下因受热膨胀，堵住了烟尘，所以外部未见
明火和浓烟，
有效起到了防火及阻燃作用。

线上线下的商品
确实
“不一样”！

本次体验中，电器商品、功能性服装和鞋
类商品线上线下平均差价分别为 19.5 元、42
元、57.5 元，差异率 5%左右，差距不明显。成
人服装平均差价 158.25 元，差异率 20.6%，网
上确实有一定价格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价格差异大的质量差异
也较大。3 批次存在问题的线上服装不同程度
地存在色牢度、耐汗渍色牢度不合格以及标识
标志不符合规范等现象。
这三款产品在线上的
售价仅仅是线下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价格差最大的一款服装，
线下销售价格为
1759 元，而网络销售价格为 499 元，仅为线下
价格的 28%；
另两批次不合格服装的线上售价
也分别仅为线下销售价的 29%和 43%。3 批次
线上问题样品同时存在
“价低质劣”
的现象。
而本次体验选取的 40 批次品牌家电，全
部符合国家标准，总体质量较好，大品牌的质
量相对还是有保障的。
值得注意的是，电器和服装类商品均存
在线上线下规格型号同款不同号的问题。企
业为了防止消费者比价，对线上商品的型号
规格都做了调整，这类商品的质量确实存在
差异，
建议消费者谨慎购买。
记者 史娓超 通讯员 陈超

宁波二院健康讲师团，每月与您相约
想了解权威的健康科普常识吗？宁波二院 16 位资深护理人员组成华美
健康之声讲师团，每月一期与您相约华美健康驿站（7 号楼 3 楼门诊区），周六
下午 2:00 准时开讲。这些专家将向大家介绍医学知识，普及专业健康知识，
提供各类免费健康监测项目。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

具体安排如下：
3 月 17 日
4 月 21 日
5 月 19 日
6 月 16 日
7 月 21 日
8 月 18 日

徐敏主讲
“远离骨质疏松”
王盼主讲
“打响流感预防保卫战”
李珂主讲
“拒绝烟草，
共享健康生活”
王玲主讲
“安全用药，
健康相伴”
吴文晓主讲
“远离高血脂”
叶森森主讲
“我的穴位我做主”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郑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