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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店主和工作人员都对
与自己身边朝夕相处的玻
璃不了解，一问三不知

“应该算不走运。”在罗湖
喜荟城内工作的蔡女士听闻惨
剧后表示，“如果他们（指小
孩）不在玻璃门位置玩耍、推
拉，就不会有这样的事。”

记者在喜荟城内转悠了两
圈，发现商场内每一家店铺都
有玻璃门，每一层楼的护栏也
都是玻璃，乍眼一看很漂亮。
但周边店主和工作人员都对
与自己身边朝夕相处的玻璃
不了解，一问三不知。商场管
理处——深圳百仕达管理有
限公司相关人员对于记者的
到来显得很不理解：“这不是
之前都报道过了吗？我们领
导去开会了，其他回应跟之前
的报道一样。”对于记者关于
是否有人专职负责玻璃安全
和检测的问题，该名工作人员
一律以“不清楚”回应。

住在景田路国泰豪园的李
阿姨也表示，不知道自己家的
阳台门窗装的是什么玻璃，“窗
户都是由管理处装的，我们都
不知道装的是什么玻璃，在这
里住了十来年了，也没见管理

处来检查过玻璃。”对于会不会
担心玻璃破裂的问题，李阿姨
说：“没想过，这里还没发生过
这样的事，只有在下雨的时候，
尽量不让小孩到窗户边玩耍。”

居住在横岗六约振业城的
章女士，她家里阳台外的一块
玻璃这两天在无任何外力的情
况下变成了蜘蛛网状，幸好没
有进一步的碎裂，而同样的不
远处一块遮雨的玻璃也出现了
同样的情况，虽说没有碎裂掉
下来，但总感觉让人不放心。
“幸好家中没有小孩子。除了
向管理处反映，不知道还能做
什么，这是没事，要有事还真不
知道找谁。”这两块玻璃究竟是
什么玻璃？章女士表示，只知
道是钢化玻璃，但并不了解钢
化的意义。“是不是就是比较
硬？”她这样问道。

安全玻璃的安全，并不是
靠单纯玻璃自身的质量
决定的，还与施工方、检
测方、使用方、维护方等
多方有着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虽然令人感觉触
目惊心，但像章女士遇到的情
况可以算是幸运的，因为使用
夹胶玻璃的原因，玻璃碎裂后

并没有碎开。
玻璃的安全隐患缘自于

玻璃固有的易碎属性。此外，
玻璃极低的抗冲击能力，几乎
成为不堪一击的代名词，虽然
现代技术可以将玻璃的表面
硬度大幅提升，但其易碎的属
性并没有改变。生活中频繁
发生的意外、交通事故，许多
都与玻璃有关，而其中因玻璃
安全防护性能低，给人带来的
直接伤害和玻璃破碎后对人
造成的二次伤害往往超出人
们的想象，这几乎使玻璃成为
人们生活中最大的安全隐患
之一。

正因为这样，安全玻璃应
运而生，钢化玻璃、夹胶玻璃
等新型玻璃材料的应用，使得
美观的玻璃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然而即使如此，
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隐
患。通常情况下，即便没有任
何外力的作用，钢化玻璃也会
因内部应力的影响而存在着
千分之三的自爆率。因此对
于安全玻璃的监管显得尤为
重要，安全玻璃的安全，并不
是靠单纯玻璃自身的质量决
定的，还与施工方、检测方、使
用方、维护方等多方有着直接
的关系，任何一方的责任不到

位，都有可能造成玻璃安全事
故的发生。

然而现实是，这一切在事
故发生以前，无法得到检验：生
产方偷工减料，以为钢化不钢
化没人看出来；施工方或许在
施工上存在不规范，没有完全
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来做；检
测方的缺失，使得施工过后遗
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没能得到完
善的解决；使用方为了节省费
用，没有在显著位置贴出安全
告示，并安排人员定期检查玻
璃安全；维护方草草了事，完全
没有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

我们当然希望这些问题都
不是问题，但是缺乏透明监管，
却让这些隐患越积越深。

记者走访了深圳市内一些
大量使用建筑玻璃材料的商场
和小区，发现这些场所都没有
在显著位置张贴玻璃安全隐患
告示，商场内游人如织，小孩子
在满是玻璃护栏的过道上玩
耍，家长也并不以为意。

专家：施工单位这位重要
的“幕后凶手”，却在本案
的被告者名单中遗漏了！

“宝安 8岁男童小璟撞碎

餐馆玻璃门这一案件的审理，
缺了追究施工方的责任。”建
筑玻璃应用与检测专家、深圳
市科成建筑幕墙门窗测试有
限公司总经理蔡贤慈表示，玻
璃安全隐患的背后，是一系列
规范与监管工作的缺失，而施
工方对玻璃材质的安全性核
查不到位，是导致该案一审判
决双方难以接受的主要原因。

由国家建设部发布的
2004年起执行的《建筑安全
玻璃管理规定》中的第六条
规定：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
门厅等部位必须使用安全玻
璃。2009年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发布的《建筑玻璃应
用技术规程》，进一步对建筑
内外的玻璃构件作了材质、
厚度、性能等方面的要求。

安全玻璃是指符合国家
标准的钢化玻璃、夹层玻璃及
由钢化玻璃或夹层玻璃组合
加工而成的其他玻璃制品。
安全玻璃具有两个特性：一是
经剧烈振动或撞击不易破碎；
二是即使破碎也不易伤人。
从小璟被破碎的玻璃门割断
颈动脉来看，案发餐馆门口安
装的玻璃门为不安全的材质。

因为仅凭肉眼难以分辨一
道玻璃门的材质是否安全，所 晶报记者 王子键 实习生 陈妍彤/文 金羽泽/图

钢化玻璃
是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在玻璃表面形成压应力，玻璃
承受外力时首先抵消表层应力，从而提高了承载能
力，增强玻璃自身抗风压性、寒暑性、冲击性等。当
钢化玻璃受外力破坏时，碎片会成类似蜂窝状的钝
角碎小颗粒，不易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夹层玻璃
是由两片或多片玻璃，之间夹了一层或多层有机聚
合物中间膜，经过特殊的高温预压（或抽真空）及高
温高压工艺处理后，使玻璃和中间膜永久粘合为一
体的复合玻璃产品。夹层玻璃即使碎裂，碎片也会
被粘在薄膜上，这就有效防止了碎片扎伤和穿透坠
落事件的发生，确保了人身安全。

安全玻璃知多D

玻璃幕墙门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玻璃幕
墙门窗的安全监管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是空白。”

据了解，我国在2004年颁布的《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
范》规定：“在幕墙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时，应对幕墙工程进
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此后每五年应检查一次。”但是在这个
规定里面却没有提及任何惩罚措施，这就没有约束力。

同样，2006年颁布的《既有建筑幕墙安全维护管理办
法》规定，建筑幕墙的安全维护实行业主负责制；建筑幕墙
工程交付使用后，原则上每 10年就要进行一次安全性鉴
定。但是由于现在玻璃幕墙大部分用于写字楼、酒店等，产
权较为复杂，安全鉴定实施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中国对于这方面的安全宣传还是不够的，美国做的就

比较好，什么都按规定的走，由不得你乱来。”张道真说道。
张道真提醒，各个需要安装玻璃幕墙门窗的使用单位，

应寻求具有专业资质、信誉良好的建筑装修机构作为施工
方，并保存好相关凭证（检测报告、产品出厂合格证等），以
尽可能减少事故发生以及赔付风险。此外，所有玻璃幕墙
门窗的所有者，也应加强对其安全性进行检测的意识，尤其
在台风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有必要在专业检测机构的指
导下进行加固等维护。

专家建议：
深圳应加强玻璃幕墙
门窗的安全监管

以国家规定：施工单位对进入
施工现场的玻璃，有通过专业
手段核查其材质、厚度、安全性
能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与应用
规范的责任。但这位重要的
“幕后凶手”，却在本案的被告
者名单中遗漏了！
“建筑玻璃的安全，与应

用设计、材料生产、施工安装、
检测验收、检查维护等环节息
息相关，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就会埋下隐患，随
时引发人身伤亡事故。目前
中国在这一系列环节的监督
管理中存在不少缺陷，尤其对
早已颁布的《既有建筑幕墙安
全维护管理办法》，一直缺乏
有力的督控落实机制，导致无
辜的受害者不断增长！”蔡贤
慈表示。

每一方米、每一块玻璃构
件都成了紧贴人身、随时
引爆的“炸弹”

据统计，中国现有玻璃幕
墙达两亿平方米之巨。然而由
于有关部门多头推诿，建筑玻
璃的监管每每流于形式。每一
方米、每一块玻璃构件都成了
紧贴人身、随时引爆的“炸弹”。

深圳大学建筑系专家张道

真表示，在《建筑玻璃应用技术
规程》中，对不同种类的玻璃使
用范围、规格作了明确的规定。
“玻璃有100多个种类，不同玻
璃的性能不同，所以适用范围与
使用规范也不同。即使是安全
玻璃中的钢化玻璃、夹层玻璃
等，如果使用在不适当的环境
中，或者不按照规范正确安装，
也存在一定的危险。”他说。

一般人仅从外观看不出
钢化玻璃与普通玻璃的区别，
看不出夹层玻璃是否合标准，
也看不出施工质量是否合规
范，这就给一些不合理低价工
程埋下了安全隐患。“是不是
安全玻璃，安装使用是否规
范，单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就算有时候合同上写的是使
用安全玻璃，开发商可能低价
中标暗中做手脚，施工方可能
不负责任，只有等出了事故，
经过调查检测，使用者才会知
道自己的玻璃不符合标准。”
张道真说道。

蔡贤慈也表示：对于一道
安全玻璃门窗而言，一方面应
保证玻璃门窗及其附件的材质
与设计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另一方面应严格遵守安装作业
条件、施工操作工艺、质量检测
与检查维护等标准规范。“玻璃

门也是一扇门，是门就应该经
得起正常的推拉。像罗湖喜荟
城店铺的玻璃门伤人案，如果
安装质量和检查维护方面做到
位，不应该脱落砸伤人。”蔡贤
慈说。

根据国家的安全规范，公共
场所，例如楼道的走廊、楼梯扶
手、商场的玻璃围栏、阳台都必
须用安全玻璃中的夹层玻璃。

据中国行业研究网介绍，
目前12mm非钢化玻璃门扇每
平方米造价在 80-90元之间，
6mm+6mm+0.76mm夹层玻
璃的成本则两倍于非钢化玻
璃。而这仅仅只是玻璃的成
本，如果算上不同的玻璃工艺，
两者间的价差更大。

但是因为高层建筑一旦完
成验收，开发商和建筑商的责
任就宣告终结，很多时候就会
出现开发商或建筑施工方管理
不到位的情况，因使用成本较
低的、达不到行业规范标准的
其它材料，严重损害建筑玻璃
的安全性能。

说起因为建筑玻璃导致的
事故，深圳大学建筑系专家张
道真表示很无奈：“这些在工程
上都是血的教训，我们不能再
依据经验主义做事了，要踏踏
实实按照规程走。”

现阶段要想避免此类事件继续发生，不能要求市民对建筑
玻璃幕墙门窗“敬而远之”，应寄望于有关监管部门予以重
视，组织专业机构对既有设施进行隐患排查，建议对政府工
程先排查，如果存在严重隐患，需进一步通过市人大立法，
对全市既有幕墙门窗进行强制定期的安全性监定和维护。”

——蔡贤慈

“ 玻璃有 100多个种类，不同玻璃的性能不
同，所以适用范围与使用规范也不同。即
使是安全玻璃中的钢化玻璃、夹层玻璃等，
如果使用在不适当的环境中，或者不按照
规范正确安装，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张道真

钢化玻璃会直接
碎裂成细小的玻
璃渣，不容易造
成严重伤害。

近期深圳发生的儿童被玻璃门砸伤事件，引发众多家长关注。如
今的现代化城市中，餐馆、宾馆、商场、体育馆、图书馆等公共建筑的里
里外外，随处可见玻璃构件的身影。那么深圳公共场所玻璃门与玻璃
护栏安全吗？记者对此展开调查时，相关专家透露：因不合理低价中
标造成工程质量得不到保证、使用者对相关专业知识掌握不足、历经
年久未检查维护等因素，让建筑玻璃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爆发期”。

2014年7月11日下午1点半左右
罗湖区太宁路喜荟城商场3楼一家儿童用品商店门口
4岁的女童乐乐头部重伤

跟随母亲在商场购物，推拉商场的玻璃大门时，大门突然倒塌，将乐乐砸成头部重
伤。商场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已定期对大门进行检查，应该不是门的问题。从商
场附近一个监控可以模糊地看到，商场的大门在事发前开关了几次，最后一次关门
的时候，玻璃突然倒塌下来。商场方面表示会找专业人员检查，并会根据事故责任
划分，承担相应的责任。目前，乐乐家属已经报警，东湖派出所已介入调查。

2013年5月12日下午
随父母在宝安区一餐馆
8岁男童与小伙伴嬉闹时撞碎了餐馆玻璃门，被碎玻璃割断颈动脉后不治身亡

小璟（化名）父母将4名经营餐馆者与餐馆的房屋所有人一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宝安法
院一审判决4名餐馆经营者需承担80%责任，赔偿小璟父母24.8万余元；小璟的父母作为其监
护人承担另20%责任。一审判决后，4名经营者与小璟父母均提起上诉。黄某胜等四经营者表
示：已方并非撞碎玻璃门直接导致事故发生方，只愿意承担30%的责任即只赔偿6.8万余元。此
案于2014年7月10日在深圳市中级法院进行了二审开庭。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