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数据显示，近5年来美瞳市场规模快
速攀升，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2020年终端销
售额超过200亿元。近来，全国各地更是频频
曝出一些无良商家为节约成本，将色素直接涂
在美瞳镜片表层，引发消费者视力下降甚至失
明的事件，严重扰乱美瞳市场秩序。鉴于此，有
关部门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职，重拳
整治美瞳市场乱象，消除安全隐患。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我市市
场监管委开展关于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生
产经营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部署，要求各区
市场监管局严格落实行动要求。和平区是
我市商业较为密集的区，记者从该区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在明确了重点检查对象和重点
检查内容后，其将辖区两处眼镜城列为重点
检查对象，组织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现场
监督检查。检查中，以经营企业是否取得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是否销售无注册
证、过期、失效的隐形眼镜以及产品进货渠
道是否合法、购销记录是否齐全、相关管理
制度是否落实等内容为检查重点。截至目
前，该局共检查经营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企
业12家。检查中发现一户未依照《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例》建立并执行医疗器械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的经营主体，现已立案调查。接
下来，和平区市场监管局还将及时发布消费
警示，引导公众正确选购和使用装饰性彩色
隐形眼镜，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提高消
费识别能力。

据该局医疗器械科的周亚欣副科长介
绍，他们很关注美瞳违法违规销售行为，一直
以来持续开展常规化检查。”装饰性彩色隐
形眼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需依
法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方可经营。
若未经许可经营，则将面临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违法经营的物品、
罚款5万—15万元的
行政处罚。货值
金额 1 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 15 倍
以上 30倍以
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 ，
违法单位相
关责任人员将
面临更加严重
的行政处罚。”

网售美瞳 “资质”遮遮掩掩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美瞳”的关键
字，出现几百件商品，月销量最高的超过7
万件。在一家月销量超过2万件的店铺内，
一款半年抛的美瞳售价为每片30多元，宣
传语“清薄透亮，气质百变”，共有 12种颜
色，详细页面处有品牌公司为消费者眼睛投
保的保单、有安全认证标志、有管理体系认
证书，下方还有一个模糊几乎看不清字体的
证书，记者仔细分辨，只看出“医疗器械”四
个字。按照今年6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的《选购使用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的提示》，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是用于
装饰和改变角膜颜色的隐形眼镜。因其直
接覆盖于角膜表面，与眼组织紧密接触，直
接关乎人眼安全，具有较高风险，在我国作
为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在上市前需要通过
安全性、有效性的评价，获得医疗器械注册
证后方可生产、销售和使用，其生产企业需
要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经营此类
产品的企业需要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可上款美瞳大肆宣传颜色多变、消费
者佩戴后如何美丽，却唯独忽略了生产和销
售美瞳最重要的两个许可证。

在另外一家号称日本进口的美瞳品牌店
内，主播在直播间夸夸其谈，无非是美瞳颜色
和价格，不断“贴心”地帮消费者计算如何购
买价格更划算，但是主播却从来没有提过这
种产品的“资质”问题。美瞳的详细页面只介
绍这种产品如何潮流，颜色如何多变，人们佩
戴起来多舒服、眼睛有多美，只字不提美瞳是
“医疗器械”，也没有生产和经营许可证证书
图片。

有一些品牌美瞳，尽管商家晒出了《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但在页面中主要宣传“佩戴效果不夸
张，秒变邻家女孩”“融瞳效果好，适合日常
通勤”等，对于佩戴美瞳可能带来的风险，却
只在页面最后以“温馨提示”的方式，用密密
麻麻的小字简单介绍了佩戴美瞳可能引发
的不良反应。

还有一些美瞳品牌销售商利用明星同款
蹭流量，打出某明星同款的宣传，其中月销量
最高的超过6万件。我国《广告法》规定，医
疗器械等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

明，相关商家涉嫌违反《广告法》。
我市线下实体店对美瞳的销售相对规

范。记者近日走访中发现，美瞳基本都是在
眼镜店内销售。市内数十家眼镜店基本都配
备了验光设备、验光师，商家也均能提供《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眼镜店，直接将“双
证”摆放在店内明显位置。

“美瞳”并没有宣传那么美

“零触感”“与眼睛贴合，完全没有不适
感”“唤醒眼值，只为悦己颜色，呵护敏感眼，
水润不干涩”……与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者佩戴后的真实感
受。“特别干，戴着不舒服”“戴了美瞳后，眼睛
就红，过敏情况更严重了”“只要戴上美瞳，看
东西就模糊”“戴了后感觉整个世界都被放大
了，还有点恶心想吐”……这样的消费者评价
有不少。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角膜科主任医师
魏瑞华告诉记者，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
美瞳。一般情况下，市民需要到医疗机构对
眼部进行全面检查，确认有无眼疾、角膜曲率
是否合适，由此来判断是否适合佩戴美瞳。
只有经过规范的验配、评估、配戴者护理相关
知识培训后才可以安全佩戴美瞳。

另外，有一些人群不适合佩戴美瞳，包
括：过敏体质、孕妇，患有感冒发烧、鼻窦炎、关
节炎、血糖控制不良的糖尿病人群；中小学生
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眼球光轴尚未固定，且卫
生意识差，佩戴美瞳很容易忽视眼镜的清洁，
最终诱发感染；特殊职业者如果所处的职业
环境是充满雾霾、风沙、油烟的，不建议佩戴
美瞳；患有严重干眼、青光眼等眼疾的人，不
建议戴美瞳；眼角膜曲率严重偏离平均数值
（约为7.8毫米）的人也不宜佩戴美瞳。

劣质美瞳可致角膜穿孔

魏瑞华表示，尤其是一些品质不合格的
美瞳，会给人的眼睛带来极大的伤害。劣质
美瞳成本低，细菌超标，人佩戴后可诱发结膜
炎、角膜炎、角膜溃疡等，如果镜片上的彩色
物质脱落在眼睛上，甚至会造成眼部毒性反
应。因美瞳诱发眼部发炎、细菌感染甚至角
膜穿孔的爱美患者，在该院眼科门诊中并不
少见。

不久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门诊接
诊了一名17岁的女高中生小倩（化名）。“来
的时候她眼睛通红，自称看东西模糊。”魏瑞
华立即给她进行了详细检查，发现她感染了
细菌性角膜炎。据小倩自述，她在同学推荐
下在网上购买了一款美瞳，看到页面说明可
以让眼睛看起来更深邃更大，她一直以为这
就是化妆品，每天外出时佩戴，晚上才摘下
来。她不知道如何正确佩戴美瞳，也不知道
要护理美瞳，刚戴了3个月，眼睛就出了问
题。经过紧急治疗，小倩情况好转，但角膜上
却留下了永久的斑痕，视力也有所下降。“她
说她没有近视，对隐形眼镜不了解，也根本不
知道美瞳其实就是隐形眼镜，需要规范护
理。现在悔不当初，影响了视力，还给角膜留
下了伤害。”魏瑞华说，门诊近年来接到不少
和小倩相似的案例，这些患者完全不知道装
饰性彩色隐形眼镜其实是一种医疗器械，只
以为是化妆品。
“角膜感染是不可逆的，就像相机的镜头

一样，一旦刮破了，相机就没法清晰拍照了。”
魏瑞华说，人们在戴美瞳时，角膜的泪液循环
多少会受到影响，当镜片不干净、佩戴习惯不
好，就会增加角膜感染的风险。当佩戴了透
氧性和亲和性都比较差的美瞳，会部分阻碍
角膜和空气间的接触，导致眼睛缺氧而使结
膜充血、角膜新生血管等，影响眼健康。

市场上有一些美瞳因技术缺陷或为节约
成本，直接把色素涂在镜片上，或因材料质量
不过关而含有害物质，人佩戴时可能导致色
素直接接触眼表组织，引发结膜炎、角膜炎或
过敏反应等眼部损伤。还有一些美瞳凹度与
角膜凸度不符，不规则磨损角膜，引起角膜溃
疡，造成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另外，爱美人
群如果长时间佩戴美瞳，可能导致眼异物感、
眼屎多、干涩感、视物模糊，容易产生视疲劳，
甚至引发干眼症。

魏瑞华建议爱美人群，在选择美瞳时，应
从具备经营许可资格证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购买。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数据查询”栏目查看所购产品是否取得医疗
器械注册证，仔细查看产品包装是否有医疗
器械注册证编号、企业名称、生产日期等信
息。关注镜片的透氧量，即日抛的透氧量达
到 24（DK/t）以上，月抛或年抛的达到 87
（DK/t）以上。如果是近视美瞳建议人们每
天佩戴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光美瞳每天佩
戴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应在医生指导下，
用正确的方法佩戴美瞳，定期更换。每天规
范护理，将护理液倒在掌心的镜片上用指腹
揉搓正反面，冲洗镜片后放在新鲜的护理液
里存放，镜盒也要定期消毒。

如今，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俗称美瞳，取代口红成为

追求个性美年轻人追求妆容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美瞳

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而非化妆品，是一种必须严格监管的

医疗器械。在各式各样美瞳火起来的同时，随之无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资质、过度宣传等乱象也在网络销售平台出现，

亟待规范。

目前线上销售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销售美瞳的情况如

何？美瞳真的是人人都可以佩戴吗？把医疗器械当化妆品

使用会给眼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市专项整治行动开展

情况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潮流美瞳 小心美丽惹的祸

天津大学法学院刘海安教授认为，美瞳
是软性角膜接触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
本身具有较高风险级别。针对目前美瞳市
场，应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并强化监管力
度，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加大对“线上+线
下”美瞳销售的监管。

首先，对于线下美瞳售卖，要从生产与
经营两方面入手，规范原材料采购、生产产

品技术、成品检验等相关生产程序，生产商
须申请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销售者除须持
有营业执照外，还须持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除此以外，针对线上销售的情况，还要
督促第三方网络交易服务平台进行资质审
核、商品检测与售后监督等义务，美瞳商家
网上发布的商品信息应与实际注册信息保
持一致，同时严格限制网络药店与多家美瞳

销售商家合作，从而避免其借用网络药店具
有医疗器械许可证的优势，规避自身无医疗
器械许可证的事实。

其次，要进一步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大力保护消费者退款退货权利，
对于医疗器械类产品要提高商家信息公开的
标准，改变消费者对于商品知识欠缺与信息
不对称所造成的弱势地位。

最后，要提供有效的监督举报方式，加大
曝光力度，从而形成威慑。相关部门要全面
普及美瞳类产品的相关知识，强化消费者对
于此类产品的认识程度，提高消费者对于产
品的辨别能力。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摄影 王倩

我市开展专项整治

违法经营面临处罚

8月3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

开展规范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生产经

营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决定自2022年9月1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3个

月的规范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生产经

营行为专项行动。工作目标是以严厉

打击生产经营未经注册装饰性彩色隐

形眼镜、网络违法违规销售、无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资质、超范围经营等行为

为重点，严肃查处相关案件，惩处违法

分子，曝光典型案例，消除质量安全风

险隐患，建立健全机制，形成规范有序

的市场秩序。

《通知》部署了规范装饰性彩色隐

形眼镜生产行为、规范装饰性彩色隐

形眼镜经营行为、规范网络销售装饰

性彩色隐形眼镜行为、依法严查重处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4项工作任务，并

明确了各级药品监管部门的重点监督

检查内容。

在规范生产行为方面，省级药品

监管部门应当重点检查生产企业是否

按照强制性标准以及经注册的产品技

术要求组织生产，原材料采购和供应

商管理是否符合要求等。

在规范经营行为方面，药品监管

部门应当重点检查经营企业是否经营

未取得注册证的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

行为，是否无证经营装饰性彩色隐形

眼镜，是否超范围经营等。检查以本

行政区域内眼镜商城、眼镜店、居民

区、车站码头、繁华街区、过街天桥、地

下通道、夜市、购物商场、学校周边饰

品店铺、美容美甲店、小商品批发市

场、乡镇农村集贸市场等为重点区域，

组织实行拉网式排查、对重点经营企

业和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实施高

密度的巡查和反复检查，全面排查风

险点，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行为。

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重点检查医

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是

否严格履行资质信息审核、商品信息

监测、违规行为处置的法定义务，网

络销售企业是否按要求展示生产经

营许可证及产品注册证，在网上发布

的相关信息是否与经注册的内容保

持一致等。

《通知》强调，要依法加大对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行

为的查处力度，对故意从事违法生产

经营的医疗器械注册人、生产经营企

业，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落实违法行为

处罚到人要求，对严重违法违规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予

以严厉处罚，实施行业禁入。要持续

加强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不良事件监

测，积极采取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提高

上市后产品安全性。

规范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生产经营

专项行动为期3个月

应加大“线上+线下”监管力度

“特别干，戴着不舒服”“戴了美瞳后，眼睛就红，过敏情况更严重了”

“只要戴上美瞳，看东西就模糊”——

专家
建议

近5年来美瞳市场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

2020年
终端销售额超200亿元

● 过敏体质的人群

● 孕妇

● 糖尿病人群

● 中小学生

● 特殊职业者

● 眼疾患者

这些人不宜佩戴

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

具有较高风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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