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钟雪凌 E-mail：ncdzzxl@163 .com

“无硅油，不刺激！”“天然
提取物一定比化学物质好！”近几
年，“传统洗发水中添加的硅油，
会堵塞毛孔、导致脱发，甚至致
癌”的传闻，让添加硅油的洗发水
“失宠”。无硅油洗发水迅速占领
市场，即使在价格上比含硅油洗发
水贵了许多，但还是引发消费者追
捧。

那么，硅油到底是什么物质？
它真的是导致脱发、刺激皮肤乃至
致癌的罪魁祸首吗？消费者花了高
价购买的零硅油洗护产品一定适用
吗？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中国
医学科学院南京皮肤病研究所主管
药师孙洁，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
的。

硅油可有效缓解头发损伤

“硅油是一种有机硅氧烷，洗护
和化妆品行业中使用较多的为二甲
基硅油。”孙洁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在化工行业，硅油其实是聚二
甲基硅氧烷、环二甲基硅氧烷或其
衍生物的统称。硅油是不易挥发、
透明、无毒、无腐蚀性的液体，化
学性质稳定，安全性高。

在洗发水中，硅油的学名为
“聚二甲基硅氧烷”，具有良好的
黏性和延展性，也就是说，它与天
然植物中提取的油类物质非常相
似。

我们的老祖宗最初使用天然植
物提取物清洁头发和肌肤。随着化
学工业的发展和人们对洗护产品的
要求不断提高，硅油开始应用到洗
发产品中，到现在已经有70年的历
史了。

为什么要把硅油加入到洗发水
中呢？这首先要从毛发的结构说起。

我们的头发从头皮的毛囊里长
出来，主要成分为角蛋白。每根头

发上面有许多毛鳞片。毛发最外面
的一层毛鳞片为7—10层已死亡的
细胞，覆盖在毛发表面保护发芯，
健康的毛鳞片完整、服帖，因此头
发表面平滑，看起来光泽亮丽。

孙洁告诉记者，在洗发时，附
着在毛鳞片上的起润滑保护作用的
油脂会被洗去，在梳发时毛鳞片会
翘起，这就增加了头发间的摩擦
力，易使头发纠缠在一起，从而加
剧了毛鳞片的损伤。如果染发烫
发，还会使毛鳞片张开，头发看起
来干燥无光泽。

而硅油可以与头发吸附在一
起，填补毛鳞片凸起带来的不平
整，减少发丝之间的相互摩擦，使
头发易于梳理并具有光滑性，有效
缓解头发的损伤。

同时，硅油也是一种皮肤保湿
成分，可以覆盖在皮肤上形成保护
层，阻止皮肤水分散失，在保湿剂
中应用较多。

脱发严重不是硅油的错

一直以来，大家对硅油都存在
很多误解，如刺激皮肤、导致过

敏，甚至还会听到硅油有毒、致癌
的传言。

“硅油在化妆品或护肤品中应
用相当广泛，而且获得了全球各国
监管部门批准，可以在化妆品中使
用。”孙洁指出，硅油本身无毒、
无味，较少引起皮肤刺激和过敏。

曾有传言表示：“硅油致癌，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已经禁用硅油。”记者查询了FDA

官网，发现编码为 0 0 9 0 0 6 6 5 9 的
dimethicone即为二甲基硅油，它是
FDA明确可用于化妆品的成分，且
多个国际知名品牌中均明确标明含
有硅油。

此外，记者查阅文献，也未发
现有硅油致癌致畸的报道。

“ 美 国 化 妆 品 成 分 审 查
（CIR）专家组2003年对硅油类制
剂安全性进行评估，其评估的产品
硅油浓度大多≤15%，专家组认为
硅油分子量大，不会被皮肤所吸
收，也未发现对动物或人有致癌致
突变致畸的毒性反应。”孙洁介绍
说，2014年CIR专家组对62种含二
甲基硅油交联聚合物的化妆品进行

评估，认为其是安全的，并无致癌
性。

另外，记者查阅了我国关于洗
发液、洗发膏的国家标准“G B /
T29679-2013”，其中也没有对硅油
的使用作出限制。因此，没必要
“望硅油而色变”。

近年来，许多人不到三十岁，
就拥有了“地中海”式发型。因
此，有人认为这是使用了含硅油的
洗发水导致的。

“成人每天掉70—100根头发都
是属于正常的，明显掉很多，或者
成片掉才需要引起注意。”孙洁
说。

硅油不溶于水，长期清洗不干
净不排除会堵塞头皮毛囊，但洗发
产品里的硅油浓度仅1%左右，10ml

的洗发水中只有 0 . 1 克硅油（约
0 . 1ml），洗完之后多数吸附在头
发表面，堵塞毛囊的可能微乎其
微，也无文献报道硅油会堵塞毛
囊。

孙洁介绍，近年来，洗护产品
中应用的是经过改良的水溶性更强
的硅油，这样在洗发时，硅油能更
有效地附着在头发上，而在皮肤上
的残留更少。

此外，人的头皮一天可以分泌
高达1克的油脂，0 . 1克的硅油与头
皮一天出油量相比真的是相形见绌
了。而且油脂是不断往外排的，即
使有一点硅油进入了毛孔，也很容
易跟着油脂排出来。

孙洁告诉记者，在现代社会
中，人们加班熬夜、情绪紧张、内
分泌失调、刺激性饮食、节食等等
都是造成脱发的原因，硅油在这方
面无疑背了个“大黑锅”。

洗护产品选购要看发质

近几年，无硅油洗发水迅速占

领市场，即使在价格上比含硅油洗
发水贵5—10倍，消费者还是趋之
若鹜。

密集的广告宣传，网红直播带
货时的“力荐”，将消费者的目光
都集中在无硅油洗发水上，但是许
多消费者还没弄清楚无硅油意味着
什么，看到别人用自己也跟着用。
结果，有的人出油更严重，有的人
加重了头皮的干涩和头发分叉。

“零硅油洗发水也是厂家为了
适应西方消费者的需求而开发的，
欧美人群大部分发质柔软，无须添
加很多润滑油脂。”孙洁解释说，
但黄种人发质偏硬，许多人还经常
染烫，所以如何选用还是要看发
质。

此外，即使很多产品宣称洗发
水中无硅油，但是也都添加了其他
起润滑的植物油成分。这些植物油
同样也存在堵塞毛囊的可能。同
时，部分人使用后也可能会刺激头
皮，产生过敏反应。

因此孙洁建议，消费者应当根
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洗发水，
如果你经常烫发染发、有护发的需
求，可以选择含硅油洗发水；若你
是油性皮肤，细发、发量偏少，则
可以选择不含硅油的洗发水来产生
相对蓬松的发型效果。

对于干性头皮、油脂分泌少，
发质毛糙或者长期烫染导致发质受
损的人，可以使用含硅油洗发水，
可以让头发顺滑，易于打理；一些
发质偏干、经常烫染的女性，选择
含硅油洗发水也更合适。

孙洁指出，不管是含硅油洗发
水还是无硅油洗发水都有各自的优
点，适合自己发质的才是最好的。
因此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含硅油或不含硅油的洗发水。

（文/张晔 来源：科普中国)

硅油“谋杀”发际线？

这些洗发水的真相你可能并不清楚

洗头对于每一个爱干净的人来
说都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很多人爱洗头却不会洗头。

究竟每天洗头的人和三天洗头
的人来说，他们的发质会有什么样
的不同呢？

哪个对发质影响大？

每天洗头和三天洗头的区别首
先是发质，洗发露再怎么强调保养
功效，说到底本质还是清洁工具，
多少都会对头发造成损害。

每天洗头的人，使用洗发露的
次数肯定会比较多，对发质的伤害
当然更大，所以每天洗头的人，发
质肯定不如每三天洗头的人发质
好。

几天洗次头最健康？

有些人为了保持干净，每天坚
持洗头来维持自己的形象。其实，
洗头的频率过多会对自己的发质造
成损伤，但是每三天洗头一次更好
吗？也不是。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夏
季，最好是隔一天洗一次，而冬天
天气寒冷，频繁的洗头不仅会使头
部受凉，也会影响发质，所以应该
是隔两天一洗。

而头发容易油的人，因为头油
容易吸附灰尘，堵塞毛孔，不洗头
反而对头发的危害更大，所以要适
当地增加洗头次数。

另外在户外工作时间长的人，

因为工作环境问题，头发容易积累
污垢，对头皮的危害更大，所以应
该每天一洗。

什么时间洗头最佳？

早上，头发的毛孔处于张开的
状态，头部皮肤也非常敏感。这时
洗头，会影响头部血液循环，让头
部感到不适。晚上洗头也不好，因
为晚上湿气重，容易湿气入体，造
成偏头痛。

最好的洗头时间是中午至傍晚
6 点之间，这个时候，身体最精
神，而且阳光也足，不会引起头部
不适，湿气也不会入体。同时，这
个时间段对于洗完头发以后，对头
发的护理时间也很充足，不易造成
各种头发问题。

现在90后是脱发主力军，错误
的洗发方式才是伤害头发的罪魁祸
首。咱们来看看有哪些洗头误区
吧，你肯定中招了。

洗头误区

1、不梳直接就洗
如果直接冲洗，头皮上的灰尘

和污垢会附着在上面，无法得到彻
底清洗。

正确做法：洗头前，用宽齿
缝、圆头的梳子梳开头发，再用清
水冲洗一下，不但能减少洗发水用
量，还能减少对头皮的刺激。

2、头发没湿就抹洗发水
一些人性子急，头发刚一浸湿

就抹洗发水，这样反而会造成清洗
不彻底或打结，让污垢、头皮屑等
残留在头发中。

正确做法：涂抹洗发水前，应
该先冲洗1分钟左右，让头发得到
充分湿润，如果头发长的话，就冲
久一点。

3、洗发水直接抹头上
洗发水没有和水充分接触，未

经皂化直接与头皮接触，不仅会刺
激头皮，长期下来更可能造成异常
脱发。

正确做法：洗发水倒在手心，
加水打出泡沫后抹在头发上，不仅
泡沫丰富，头发也会洗得更干净。

4、护发素涂在头皮上
护发素是专门针对头发的用

品，若将其涂抹在头皮上，其中的
化学物质容易堵塞毛囊，引起脱发

等问题。
正确做法：涂抹护发素至少离

头皮1-2厘米远，沿耳朵附近往发
尖方向涂抹至发梢即可。

5、护发素停留时间过长
护发素涂抹时间太长，不但起

不到护发效果，还容易令其残留在
头发中，不容易清洗，引起头皮不
适，严重的可能导致脱发。

正确做法：涂抹护发素后，可
将热水浸泡过的毛巾拧干，让其冷
却几秒，再将头发包裹起来，5分
钟后冲洗干净即可。

6、用过热的水冲洗
有很多人喜欢洗热水澡，觉得

水越热越洗得干净，但是水温过
高，会损伤发质，加重头油、头
屑。

正确做法：洗头发的水温以

40℃左右为宜。
7、冲洗不干净
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

觉得只要把泡沫冲干净就行了。
但残留的护发素和洗发水很容易
堵塞头发毛孔，引发炎症，甚至
脱发。

正确做法：洗头一定要重视最
后的冲洗工作，把泡沫冲洗干净
后，应该再多冲洗一段时间，才能
保证真正清除护发素和洗发水。

8、搓湿发
头发外层覆盖着毛鳞片，它们

像头发的铠甲一样，如果毛鳞片排
列整齐，头发会显得亮丽动人，如
果损害毛鳞片，头发就会失去亮
泽。当头发潮湿的时候，毛鳞片是
张开的，这时用毛巾摩擦，它们便
会受到损伤。

正确做法：最好用毛巾包住头
发，轻轻挤压，吸收水分。

9、错误使用吹风机
有的人洗完头之后喜欢马上用

电吹风吹干，有的人喜欢开到最大
档几下就吹干。殊不知这样对发质
伤害特别大。

正确做法：洗完后不宜马上
吹，将头发轻轻挤压，等到不滴水
时再吹。不宜温度过高，也不要吹
太久。尽量拿远一点，不要贴着头
皮吹。如果怕吹不到发根，可以用
手指拨开一部分头发，从里往外
吹。

（来源：《重庆晚报》)

每天洗头和3天洗次头 哪个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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