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车神剂”反伤车，“圈钱游戏”在坑谁
“网红”尾气清洁剂“车小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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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邵琨

俗称“小强”的蟑螂，让很多人觉得恶心，甚至
避之不及。但在济南人李延荣眼中，它们是浑身皆
宝的“金虫”。

“它们不仅能处理餐厨垃圾，还能变身高蛋白
饲料，卖个好价钱。未来，它们或许还能在减少抗
生素使用、减肥、美容美白等方面，为人类造福。”
李延荣说。

“我在卫生间养的蟑螂，中国的

八大菜系它们全都吃过”

55 岁的李延荣经历颇为丰富。他当过公务
员、搞过科研、做过销售，还做过废品回收的生意。
他还曾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老总，带着 300 多人的
团队搞药物研发。

李延荣与蟑螂的故事，要从 2009 年说起。当
时，他无意中看到女儿正在看一部讲述蟑螂的电
影，很快被影片吸引住了。

“电影说蟑螂生命力顽强，进化很完美，不吃
不喝都能活好几十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
李延荣说。电影说人类仿生学还在跟蟑螂学习、蟑
螂能在太空繁殖，彻底颠覆了李延荣的认知。

上世纪 90 年代，他住在济南一所医院附近，
那里蟑螂特别多。“知道这是害虫，见了就踩死。没
想到竟然还这么好！”

“既然这种生物这么强大，一定大有用处。”于
是，李延荣让女儿帮他查阅资料，看看蟑螂到底还
能有什么“本事”。一查吓一跳。《本草纲目》里记载，
蟑螂可入药，主治瘀血，症坚，寒热，下气，利血脉。
另外，《神农本草经》里也有关于蟑螂入药的记载。

这彻底让李延荣折服。原来让人恶心的“小
强”还这么强大。那时，各级部门正在大力打击地
沟油、泔水猪。李延荣的公司每天有 300 多人在餐
厅吃饭，会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大量餐厨垃圾倒
在哪里，成为李延荣的困扰。

既然“小强”这么厉害，它吃不吃餐厨垃圾？李
延荣打起了蟑螂的主意。于是，他和女儿开始了实
验——— 他们在自家卫生间里放了 5 个大玻璃坛
子，里面放上蟑螂，上面用网封住。

一开始，他试着把公司泔水桶里的餐厨垃圾
弄来一些给蟑螂吃，发现吃得很干净。这让他觉
得，公司的餐厨垃圾似乎有着落了。

考虑到济南地处山东省，公司做的饭菜是鲁
菜口味，麻辣、酸味的相对较少，李延荣又担心，
“蟑螂会不会挑食，油腻的、辣的就不吃了呢？”

于是，他跑去川菜馆打包了一大份毛血旺，回
家倒入玻璃坛子。后来他惊奇地发现，蟑螂同样把
它们吃完了。再后来，他用了能想到的各种味道试
验，又把菜捂臭喂它，发现“小强”来者不拒，通通吃
光。李延荣说，“我养的蟑螂，中国的八大菜系它们全
都吃过。什么味道都能接受，一点儿都不挑食。”

试验虽然成功了，但遭到了他爱人的极力反
对。“怎么能在自家养蟑螂？要养就出去，别在家
里！”于是，李延荣走出家门，开始寻找养蟑螂的地方。

“我现在有 8 亿只幼虫，每天吃 2

吨垃圾，长大成虫后每天能吃 40 吨”

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南部的一座小山坡上
有一个小院子，上面挂着章丘区餐厨垃圾处理中
心的牌子。这就是李延荣和他的团队最开始大规
模养蟑螂的地方。

其实，为处理餐厨垃圾，他还尝试养过黄粉虫、
蝇蛆、蚯蚓。相比之下，黄粉虫成本太高，蝇蛆冬天
无法生存，蚯蚓成长周期长。最终，他选定了蟑螂。

在李延荣之前，国内已有人在养蟑螂。他专门去
弄回一些虫卵，自己回来孵化，开始了规模养殖之路。

李延荣养的蟑螂名为美洲大蠊，个头比普通
蟑螂稍大。一开始在山上建厂房的时候，不仅工人

不好招聘，而且招来的工人也不相信蟑螂能处理
餐厨垃圾。“这小虫子能吃多少？”“能行吗？”等质
疑声，一直伴随着他。

后来，他和工人们发现，公司餐厅的垃圾根本
不够用。于是他们开始收集济南章丘区饭店里的
餐厨垃圾给“小强”吃。

山上的工人喂蟑螂的工具从小勺子变成大勺
子，后来又改为盆、桶。没多久，人工喂养根本喂不饱
它们，直接改成了机器。李延荣说，“小强”太能吃，一
天吃 6次，每天吃相当于体重 5%的餐厨垃圾。

2011 年，当李延荣得知章丘每天产生 40 吨
餐厨垃圾，大部分只能使用填埋方式处理、严重危
害环境的时候，他果断放弃高薪，带领团队重新创
业，专注蟑螂养殖，开始了与“螂”共舞的日子。

他说，我们是“负成本企业”，不仅不用自己买原
材料，而且用的餐厨垃圾多了，政府给的补贴也多。

2017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曾到访他最初规模
养殖蟑螂的地方。在一间试养厂房里，循着手电的亮
光，记者看到密密麻麻的隔板缝隙中挤满蟑螂，还有
乌泱泱一大片正在一堆黄色的糊状物上爬来爬去。
有的已掉下来，落入隔板下面的凹槽里。

如今，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来山上的厂房
已无法满足需要。在章丘北部的宁埠镇，李延荣新
的蟑螂养殖基地正在火热建设中。

在这里，从餐馆、食堂等地方收集来的餐厨垃
圾，包括泔水、废油等，会经过自动分拣装置，将其
中夹杂的玻璃、铁等杂物挑选出来。剩下的有机质
垃圾包括餐巾纸等，将会被工作人员用机器粉碎
后打成糊状，沿着输送管道运输到蟑螂饲养室，最
终被蟑螂全部吃掉，整个过程自动化操作，无须人
工喂食。李延荣说，通风、投喂、清扫、烘干消毒等
设备全部自动化控制，无须工作人员直接参与。
“我现在有 8 亿只幼虫，每天吃 2 吨垃圾，长大成
虫后每天能吃 40 吨。”

根据计划，新厂竣工后，可养殖 2000 吨、20
亿只蟑螂，每天可吃掉 100 吨餐厨垃圾。指着正在
施工的一片厂房，李延荣说，到 2019 年，这里还将
建成另外两个车间，养殖规模可以达到 40 亿只，
一天可以消化 200 多吨，相当于济南全市一天产
生餐厨垃圾的三分之一。如今，他的蟑螂处理餐厨
垃圾项目已获得政府支持，希望能向全国推广。

如果几亿只蟑螂不小心跑出来，

是否会酿成“生物灾害”？

李延荣自己有一个研发团队，参考国内外关于
蟑螂的试验和论文文献，所有文献都用试验来验证。

李延荣说，我们更相信实验，文献说蟑螂 7
天产一个卵，但我们经过观察研究发现，实际上
是从出生后的 3 个半月开始，两天就产卵一次。

现在，李延荣已经成为蟑螂专家，从它的生
活习性到作用价值，都了如指掌。

他说，蟑螂从出生后的 3 个半月就开始产
卵，两天产一次，一直到死。每个卵能孵化出 16
只，母的比公的略多。每年 30 倍的速度增长数
量。“繁殖能力强，果然名不虚传。”雄性活 8 个
月，雌性活 11 个月，平均寿命 10 个月。从幼虫
到成虫，它的体重能增长 170 多倍。

蟑螂的一生一直都在吃。幼虫时公蟑螂吃得
多，等长大成虫后就是母的比公的吃得多。蟑螂活
到 8个月左右就开始死亡，而且他观察研究发现，
吃得越多死得越早，越大越胖的越容易死。“和人
一样，吃太多，体型太胖了不好。”他开玩笑说。

蟑螂生命力非常强，掉腿、掉胳膊，甚至肚
子断了，经过蜕皮后还能再生。很多人听说他养
了几亿只蟑螂，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蟑
螂不小心跑出来，是否会酿成“生物灾害”？

为了防止蟑螂逃跑，李延荣想过许多办法，
做过许多实验。一开始喂养的时候，他发现投料
口旁边的木头才没几天就被吃光了。于是，他用
砖头砌墙，把缝隙用水泥灌注，但过了一段时
间，砖头被咬碎了，水泥还在。

后来他又尝试过用厚塑料、玻璃、泥土等各
种材料制作防逃跑障碍，最终选择了水泥和玻
璃。李延荣说，“蟑螂真是不挑食，砖头、木头、防
爆胶都不放过。”

在他的新养殖基地里，除了水泥，还将再设
置两重防逃跑障碍。密闭的厂房里除了通风口
外，只有一个大门，门口将设置有一个水帘，水
帘下有养鱼池。李延荣说，“即使蟑螂从厂房里
的密闭小隔间里跑出来，到门口也会被水帘冲
到池子里，被鱼吃掉。”

围绕厂房一周还有一圈水沟，里面同样是养
鱼。这是第三道“护城河”防线。水泥牢笼、水帘把
门、用鱼看家护院，三道关确保蟑螂逃不出去。

这里养殖的蟑螂已复制过很多代，常年生
活在高温、高湿、黑暗的密闭环境里，过着饭来
张口的生活，已经被“惯坏”。李延荣说，即使它
们跑出去，也很难存活。“10 度的气温它就不动
了，5度就能把它冻死，见光 2小时它就死了。”

听说蟑螂携带病菌，李延荣查阅了大量资
料发现，历史上，老鼠造成过鼠疫，给人类带来
灾难，但国内外没有记载因为蟑螂携带病菌让
人遭灾的案例。

他说，动物一般都会携带病菌，狗可以携带
狂犬病毒，人却喜欢养它做宠物。蟑螂遇到什么
病菌就会携带什么病菌，但它是食腐性的昆虫，
对付腐败有机质是它的强项，经过体内酶的分
解，这些毒素不会存留在体内，它本身也不会因
此而发病。

蟑螂粉粗蛋白含量超过 71% ，

有些指标还优于国家饲料标准

了解到蟑螂这么强大、断腿可再生、携带病
菌自身却不感染病菌后，又受女儿看的影片和

《本草纲目》记载的触动，李延荣想从蟑螂身上
获取更大的利用价值。

有一天，他找到一篇科技论文，里面说，蟑
螂粉能提高肉鸡的免疫功能和抗氧化能力。于
是他和他的团队就在山上的小院子里养了好多
鸡。一部分鸡吃添加磨碎后的蟑螂的饲料，一部
分不吃，在同样的环境下养殖。

一段时间后，李延荣发现，吃蟑螂粉的鸡不
仅体格更健壮，下的鸡蛋壳还比一般的鸡蛋壳
更硬，而且蛋黄不容易散。这让他格外兴奋，又
找来许多这方面的论文，根据文章内容做对照
试验，一一验证蟑螂的各种用途。

在山上的小院子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
到用蟑螂粉喂养的鸡毛色黑红发亮。有几只正
在打架，打斗过程中，其中一只后撤一步，跳上
了身后一米多高的矮墙。李延荣说，“这些鸡骨
骼健壮，特别硬，比一般的鸡活力更旺盛。”

为保证蟑螂粉的安全性，他们把收集起来
的蟑螂先灭菌 1 小时，再经过 300 度高温烘干
3 小时。他说，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这种蟑螂粉
符合国家饲料添加规定的各种指标要求，有的
指标还优于国家标准。后来，他们又经过国家权
威机构论证、检测，不仅认可用蟑螂处理餐厨垃
圾的方式，还获得了 40 多项专利。

有了这些研究和认可，李延荣开始商业化
利用蟑螂。他记得有一篇论文说，这种蟑螂粉可
作为动物蛋白添加剂，可代替畜禽日粮中的鱼
粉，替代抗生素添加剂，实现绿色养殖。这让他
发现了巨大商机。

经过查阅资料，李延荣发现国内蛋白饲料
添加剂需求量大，且大都依赖进口。于是，他将
烘干粉碎后的蟑螂粉送到专业机构检测发现，
它的粗蛋白含量超过 71%，比市面上一般的动
物蛋白添加剂的蛋白含量还高，且符合原农业
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

于是，他养殖的蟑螂不仅可以处理餐厨垃
圾赚政府补贴，还可以作为蛋白饲料添加剂出
售，卖个好价钱。2017 年，已有多家国内知名饲
料厂慕名而来，要跟他合作。

在李延荣的养殖基地里，“小强”的攀爬能
力很强，因为抓不住隔板的就会落入凹槽里，被
刮板收集出去，等待它们的是被活活烘干、粉
碎，成为蛋白饲料。

在这里，养殖场房通过管道与烘干机连接。
死去的和爬不上去的蟑螂、虫卵以及蟑螂粪便
等都掉入凹槽内，通过刮板自动收集到机器内，
通过自动分拣，灭菌消毒等工序，把蟑螂烘干。

李延荣说，刮板每 4 个小时自动搜集一次。
爬不上去的“小强”就被淘汰了，活下来的都是
攀爬高手。据他说，分拣出来的蟑螂粪便是很好
的肥料，可以用来种菜、养花，虫卵用来孵化小
蟑螂。达到一定规模后，若想控制蟑螂繁殖，就
把虫卵和蟑螂一起烘干粉碎。

在新的养殖基地里，他利用蟑螂又将达到
新高度。新建的厂房像温室大棚一样，但分上下
两层。李延荣说，一平方米的蟑螂散发的生物热
量相当于 500 瓦的电炉子，家用城市供热每平
方米才 70 瓦。“这么多只蟑螂，下层室内温度保
持在 34 度。通过楼板，传导到上层可达到 27
度。将来，底下养蟑螂，上面种菜。”

在他的眼里，蟑螂不是害虫，而是工具和产
品。他说，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利用昆虫有两次，一
次是桑蚕、一次是蜜蜂，第三次应该就是蟑螂了。

通过这么多年的养殖、研究，他们又发现蟑
螂可以降低动物脂肪率，现在正探索在减脂产
品、美容化妆等方面的商业利用价值。

“人们对蟑螂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只要巧妙
利用，害虫也会变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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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文、邵鲁文、陈灏

随着汽车保有量提升，养车护车成为热门生
意。近期，一款名为“车小将”的尾气清洁剂就在朋
友圈火了起来，它宣称可提高汽车动力、减少燃油
消耗、保护车辆引擎，能以 30% 的比例替代汽油
使用。

但记者调查发现，“车小将”主要成分是危化
品甲醇，按推荐量使用会导致汽车动力下降，并导
致车辆燃油系统腐蚀、故障，与宣传功效背道而
驰。此外，其“拉人头”“交会费”的经营模式也引发
争议。

神奇？“尾气清洁剂”替代汽油

近期，“车小将”的广告和宣传视频在朋友
圈中“刷屏”，线下业务也遍地开花。虽然宣传功
效与常见的“燃油宝”非常相似，但两者并不相
同。

在济南市东舍坊街的一家“车小将”服务站，
20 多箱“车小将”堆积在室内角落。服务站负责人
牛女士介绍，5 升装的“车小将”每桶 30 元，可以

减少积碳、保护引擎，还能让汽车动力提高 20%，
“越用越省油”。

“刚开始用的时候，按照包装上说的，以 3：7
的比例加‘车小将’和汽油；用几次之后可以各加一
半。”牛女士说。当记者询问产品的可靠性时，她指
着包装上“经过 40 多万辆车次使用和权威部门检
测”的字样，让记者“放心使用”。

一些朋友圈视频里，“车小将”变得更神奇：不
仅能辅助汽油使用，还可以突破 50% 的比例使
用，让汽油成为辅助燃料；不仅汽车、摩托车能用，
游艇也能大量使用。

虽然“车小将”宣传功效与加油站经常推销的
“燃油宝”相似，但两者存在天壤之别：传统“燃油
宝”主要成分为聚异丁烯胺，而“车小将”主要成分
是甲醇，包装上注明的含量“大于等于 60%”，但实
际含量远不止于此。烟台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记者送检的“车小将”甲醇
含量达到 91 . 8%。

“车小将”和“燃油宝”的使用量也差别明显：
“燃油宝”添加比例只有汽油的千分之一，且不需
要经常使用；“车小将”不仅要常态化使用，单次添
加比例更是“燃油宝”的几百倍。

护车？用了可能伤车

省油省钱还能保护引擎，这真的是“黑科技”
吗？业内专家却指出，其宣传功效并不靠谱，“车小
将”本质是甲醇溶剂，大量使用可能导致车辆故障。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内燃机研究
所所长李国祥说，汽车燃油系统和发动机对甲醇
的耐受性不佳，大量使用甲醇会导致合成橡胶材
料腐蚀、溶胀、软化和龟裂，以及化油器金属斑
蚀。“普通汽车如果不经过改造，不能使用高甲醇
含量的燃料。”

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刘晨光也
介绍，甲醇含量过高可能导致车辆燃油系统和发
动机的故障。他说：“汽车燃油甲醇含量过高，可能
不会对启动、行驶产生明显影响，但危害不是立
竿见影的，等出了问题再停用就得不偿失了。”

记者发现，“车小将”宣传的“核心技术”涉及
润滑剂、微爆剂、清洁剂、溶解剂等方面，甚至还
有“将水分解成氧和氢继续二次燃烧”的“相变催
化剂”，但没有涉及橡胶和金属零部件的保护。

对“车小将”的节油效果，专家也提出了质疑：

甲醇热值远低于汽油，大量使用必然导致动力
下降、燃料消耗上升。李国祥说：“加甲醇之后汽
油是少烧了，但燃料成本未必会下降。”

除了产品功能，“车小将”研发团队的权威
“光环”也值得推敲。“车小将”官方介绍其发明
人苏同兴为“中国环保新能源研究院”总工程
师，但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今年 3 月公布的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中国环保新能源研
究院”赫然在列。

财路？“拉人头”玩圈钱游戏

明明漏洞百出，“车小将”为何能快速聚集
会员成为“网红”？记者发现，“车小将”通过“拉下
线”“分提成”等方式，吸引了大量“会员”参与。

想要取得“车小将”的销售资格，先得交一
笔“会员费”。记者多方了解到，充值 500 元可成
为“车小将”的普通会员，3000 元可以成为高级
会员，30 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区县总代理、享受
区域保护政策。

成为会员后，发展“下线”还能获利。牛女士
等人介绍，会员享受每桶折扣价 19 元、销售满

额奖励等政策，发展新会员或“下线”发展新会
员都能拿到“会员费”提成；产品还可以由平台
代售。成为区县总代理，“综合利润超过 30%”。

看似美好的“钱景”却难以兑现。河北一位
“车小将”会员告诉记者，充钱并不能提货，而是
变成了积分。“充值后只给很少一部分，剩下转
化成积分每天赠送。1500 赠送积分才能兑换一
箱货，想继续拿货还得付钱。”她说，“最要命的
是平台该给的钱现在提不出来。我做了一年，一
分钱没挣到，账上有 3 万多元拿不出来。”

尽管在百度贴吧、微信群和 QQ群里，有许
多网友对“车小将”的产品质量、经营模式、提现
问题提出质疑，但“车小将”的推广活动仍在继
续；此外，还有多个品牌的类似产品在网络上销
售、发展会员。

“消费者既需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以避免
财产损失，更需要主动地依法理性维权。”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对这类产品和
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监管部门也应当积极作
为。如果相关企业违反法律，应当进行立案、调
查、处罚，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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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眼里，蟑螂不是害

虫，而是工具和产品。他说，人类

历史上大规模利用昆虫有两次，

一次是桑蚕、一次是蜜蜂，第三

次应该就是蟑螂了

▲▲李延荣在观察养殖的美国大蠊蟑螂品种。 本报记者朱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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