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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季居民用电量增大，稍有不慎，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火灾统计分析表明，在近年来发生的火灾事故中，“小火亡人”的火灾事故比例居高不下，即使是微

不足道的隐患，引发小规模的火灾，都有可能危及生命。

冬季历来是火灾的高发期，近十年我国冬春
季发生火灾起数、死亡人数分别比夏秋季高43%、
68%，而且冬春季更易发生较大及重大火灾。目
前，部分家庭中仍存在如下火灾隐患：有的居民在
安全通道内随意堆放物品，停放自行车，一旦发生
火灾，散发的有毒气体会封锁整个楼道，分秒之间
就会使人致命；一些家庭喜欢煲汤滋补，由于煲汤
所需时间较长，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一旦熄火，就
会导致大量可燃气体扩散引发火灾。

做到用火不离人

在做饭时，千万不要随意离开，要养成“人走
火熄”的好习惯，燃气罐应远离火源使用。睡觉
前、外出时，应检查是否已关好燃气。要定期检查
家中燃气灶具、热水器和管线的胶管、接头，发现
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
器具应及时更新，防止燃气泄漏。

做到出门必断电

出门前，要检查一遍家中电源是否都已经关
闭，养成随手断电的好习惯。应按规定的时间、电
量给手机、平板电脑等家用电器充电。充电完成
后要及时拔掉充电器，避免过度用电。不在同一
接线板插多个大功率电器。使用电器过程中发现
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煳异味等情况，应立
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做到火患定期查

动员家人定期检查家中火患，重点查看燃气
软管是否老化、管道安装是否牢固；用电线路是否
老化破损，电器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是否长期过载；
是否不按说明书正确使用家电；家中是否存放过
多的易燃易爆物品；火柴、打火机等物品，是否放
在儿童易拿到的地方；可燃物离照明灯是否太近。

做到全家学安全

组织全家人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是一种
预防家庭火灾的好方法。熟悉家庭所处环境，制
定合理的逃生路线，学习初期火灾扑救和逃生疏
散知识，会在关键时刻有效保护家人的生命安全，
做到防患于未然，处变不惊，成功脱险。

小火亡人，顾名思义，就是火灾中过火面积
小，经济损失小，受灾户数和人数相对较少，但
却造成了人员死亡的火灾事故。在众多“小火
亡人”事故现场可以发现，除了引发火灾的电
器、烟头等起火部位，以及周边已碳化的可燃物
之外，整个房间绝大部分物品都是完整的。
“小火亡人”造成人员死亡的罪魁祸首就是

小火造成的有毒烟气。亡人小火大多发生在相
对封闭的空间，火灾初期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有
毒气体无法排出，造成室内人员一氧化碳中毒
动弹不得，继而在熟睡中死亡。尤其是在人们
熟睡期间，身体警觉度和警惕性下降，往往还没
有“来得及”发现，就已经吸入了过多有毒烟气，
造成了“亡人”。

一是选用合格电热器具做到安全取暖。

冬季取暖一定要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
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不在电取暖设备覆
盖晾晒衣物；使用电热毯要严格遵照说明书
使用，发现电热毯不热或只是部分发热，说明
存在故障，应立即停止使用，遇临时停电应关
闭电热毯电源。

二是安全用火用电。注意家中的用火用
电安全，不要私拉乱接电线，不要超负荷用
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
关闭电源开关，在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
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三是杜绝电动车违规停放或充电。电
动自行车引发火灾多数是在充电时引起
的，居民不要将电动车在建筑的楼梯间、
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
放及充电，坚决杜绝“小火亡人”火灾事故

的发生。
四是杜绝卧床吸烟行为。不卧床吸烟，

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
吸烟。日常生活中，吸烟引起的火灾相当严
重。烟灰在弹落时有一部分不规则的颗粒，
带有火星会引起火灾，落在干燥疏松的可燃
物上便会引起火灾。

五是请勿堵塞“生命通道”。疏散通道
和安全出口是发生火灾时重要的生命通
道，请勿堵塞安全出口和在疏散通道堆放
杂物，也不要在消防车通道上设置妨碍消
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一旦发生
火灾，不仅影响他人逃生，还容易扩大火
势，后果不堪设想。

六是关爱老人消防安全。关爱鳏寡孤
独、老弱病残人员，帮助检查室内火灾隐
患，尤其对燃气、电器、火源及其周边进行

检查，及时消除隐患，张贴嘱咐消防安全注
意事项。提醒老人及时清理可燃杂物，不
往家中捡拾废品，不在阳台、疏散通道内堆
放杂物等。

七是提倡家中安装单点式火灾报警器。

单点式火灾报警器具有技术成熟、安装方便、
维护简单、成本低廉、效果明显等特点，发生
火情后可及时提醒现场人员迅速报警并疏散
逃生，是防范各类居住、养老等场所“小火亡
人”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

八是学会成功逃生。家中应配备灭火
器、灭火毯、逃生面具、救援绳索等常用工
具，全家学习正确逃生方法；熟练掌握使用
湿毛巾、逃生面罩等逃生常识。此外，子女
应教给老人一些关于火灾的防范和自救知
识。最后，请切记，一旦发现火情要立即拨
打119火灾报警电话。

在大量的火灾中，吸烟是一个很重要的致
灾原因。据统计，近年来因吸烟引起的火灾占
总起数的7.7%。一支香烟通常燃烧时间在10
分钟左右，丢弃的烟头根据它的长短燃烧时间
也在1至4分钟左右。烟头表面温度200℃—
300℃，燃着的香烟中心温度可达到700℃—
800℃。而大多数可燃物的燃点低于这个温度，
如纸张燃点为 130℃，棉花燃点为 210℃—
255℃，天然橡胶燃点为 129℃，木材燃点为
250℃—300℃，麦草燃点为200℃，涤纶纤维燃
点为390℃。烟头的中心温度是以上物质燃点
的2倍至5倍。
河西区某老旧小区发生了一起以卧床吸烟

为主因的“小火亡人”火灾事故，造成1人死亡，
财产损失共计8683元。经调查了解，起火原因
为遗留在沙发处的烟头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

河东区某公寓发生火灾，火灾造成1人死
亡，室内床、空调、电视机、衣柜等物品全部烧
损，造成财产损失62890元。在进一步查看火
灾原因时，消防部门发现是居民酒后吸烟不慎
引燃周围可燃物导致火灾。

红桥区某小区发生火灾，火灾过火面积约
2平方米，造成2人死亡，死者都是76岁高龄老
人，经调查了解，起火原因为居民卧床吸烟，不
慎将烟头遗落于床上引燃被褥、床垫等可燃物
引发火灾。

据统计，“小火亡人”事故占到全国近年
来亡人火灾总起数近七成。“小火亡人”不再
是一家一户之殇，已成为全社会之痛。

市消防部门提醒您：一定要杜绝床上吸
烟行为，更要特别提醒爱抽烟的老人坚决不

能卧床吸烟，杜绝人为原因带来的火患危害。
对于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的老人，最好配备

能跟家人及时联系的手机，并且提醒老人在发
生火灾时千万不要惊慌，要第一时间拨打“119”
报警并和子女取得联系。如果火势过大，自己

已不能扑救，切忌贪恋财物，应尽快逃离火场。
特别是对单独居住的老人家庭，子女也

要经常为父母检查家中电气设备线路是否老
化，楼道口、阳台处是否堆放易燃杂物，清理
家中的多余物品，特别是易燃可燃物。

近年来，电动车以其经济、便捷、环保等特点，
逐步成为人们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保有量迅猛
增长。但随之而来的电动车充电、存放等安全问
题成为困扰居民、社区的一大消防安全难题。为
此，应急管理部制定通过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天
津市消防条例》，针对占堵消防车通道、电动车违
规停放充电等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关切的问题，提
出了相关要求，有效制约违法行为。那么电动车
为什么容易上“火”呢？

错误做法一：过度充电

电动车电池最忌讳的就是过度充电、放电，过
度充电会让电池发热、鼓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
因此，充电时间不能过长，一般在8小时。对于不
少已经使用1年至2年的电池来说，充电时要格外
当心。电池在出厂前要经过测试，能量密度值比
较接近的电池会被分到一组。如果没有严格按照
检测标准操作，能量密度值相差悬殊的电池极有
可能被分到一组。能量密度值低的电池已充满
了，高的还没充满，继续充电，能量密度值低的电
池就会被充爆。

错误做法二：飞线充电

由于高层建筑内居住人员密集，当多辆电动
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
事故。另外，还有些人喜欢私拉电线充电，也就是
我们俗称的“飞线充电”，这会埋下严重的安全隐
患。电线在空中没有任何支撑与保护措施，会与
墙体发生摩擦，磨损非常大，漏电概率很高。

错误做法三：充电器使用不当

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一般只有一两年，购买充
电器时要选择品质好、散热性能好的充电器，并要及
时更换。有的车主把电动车骑走了，但充电器还连
在电源上，这样做很危险。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也
有可能导致电动车起火。现在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
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充电器千万不要混合使用，
这样不仅会给电动车电池带来损伤，也会埋下安全
隐患。如果充电器损坏，要到正规店铺购买。

错误做法四：私自改装成新隐患

电动车除骨架外，其他部件都是由塑料、橡胶和
聚氨酯材料制成的，这些多数属于易燃可燃的材
料。充电线路和充电装置等配件质量参差不齐，在
使用过程中不断老化，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使用年
限，成为火灾隐患。车主擅自改装电动车的动力电
源、私拉乱接电源线，也是容易引发火灾的原因。

此外，线路老化、电池短路等问题，也是造成
电动车起火的重要原因。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
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
电线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
燃烧。建议用户最好在半年至一年时间，定期到
维修点做检查。

■地点：厨房

隐患一：燃气设备安装不恰当

有的家庭的燃气软管距离火源太近，软
管很容易被火烤化或者烧着。还有的家庭在
装修时，为了美观，将管道埋入墙内（地面），
不易检查，给正常的维修造成很大危害。

消灭隐患方法：家庭使用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与燃气灶具之间应使用耐油橡胶软
管连接，长度应该控制在1.2米至2米之间，
超过2米时，应采用硬管连接。家庭在装修
时不要私自安装、改装或拆除燃气管道设
施，一定要注意将燃气管道露出，以便及时
处理蚀漏。

隐患二：油烟机油垢堆积

油烟机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油垢会聚积
在油烟机里，不仅会影响抽油烟机的使用效
果，还带来了安全隐患。

消灭隐患方法：当发现油烟机停转时，应
立即断电，不仅要将开关断开，还需将电源线
插头拔下。灶台、油烟机油垢较重时，油炸食
品要控制锅里的油量，防止食用油溢出着
火。一旦油烟机着火，除了及时切断电源外，
还须立即关闭排风机，否则风越大，火越旺。
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期清洗油
烟机，清除油垢。

■地点：卧室

隐患一：卧床吸烟，乱扔烟头

卧床吸烟的习惯非常危险，当睡意袭来，
不知不觉烟头掉落下来，很容易烧着衣服被
褥。烟头虽小，但其表面温度高达200℃～
300℃，中心温度一般在700℃～800℃，这个
温度超过了木材、纸张、棉花等许多物品的燃
点，因此，乱扔烟头是很危险的。

消灭隐患方法：从现在开始改变卧床吸
烟、随手乱扔烟头的习惯，家中常备烟灰缸，
不能将未熄灭的烟头丢入垃圾桶，确保烟头

熄灭后再丢弃。
隐患二：将电热毯折叠使用

多次折叠电热毯会致使一些元件损坏，
线路不畅通，出现漏电。

消灭隐患方法：首先要选购合格的电热
毯。通电时，人不可长时间离开，不要在电热
毯上面堆放重物，热水袋不要放在上面同时
使用，防止漏水让电热毯受潮。电热毯脏了，
不要浸水洗涤、揉搓。电热毯收藏保存时，不
可挤压或重压，以防毯体元件损坏。电热毯
的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无限期使用易引发
事故。

隐患三：“小太阳”旁堆杂物

天气越发寒冷，许多市民都拿出了取
暖器使用，其中就包含制热相当快速的“小
太阳”。小太阳放热以热辐射为主，热辐射
能量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如果纸张、棉麻制
品等易燃可燃物距小太阳较近，很容易引
起火灾。

消灭隐患方法：使用前认真检查小太阳
电取暖器的插头、电线和电线与机体的连接
处,看是否有漏电线或连接不牢固的地方。
不宜与其他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电线不
要贴近机体顶部，以免机体过热将电线烫坏，
发生危险。小太阳电取暖器在工作时，上面
不能覆盖物品，特别是衣服或棉被之类，一旦
覆盖物品，小太阳电取暖器机体的热量不能
及时散发,会造成烧机和发生火灾的危险。
应放在不易碰触的地方,远离可燃烧物品和
有明火的地方。

■地点：窗户、阳台

隐患一：阳台变成“杂物间”
很多家庭将杂物，甚至油漆等易燃易爆

物品都放在阳台上，如果遇到强烈的阳光直
射、乱扔烟头、烟花飞溅等因素，都可能造成
阳台火灾。一旦家中发生火灾，万一门窗等
逃生通道受阻，阳台是最好的避难之地。

消灭隐患方法：清理阳台杂物，做好分类
收纳工作，不要在阳台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隐患二：安装防盗窗不留逃生口

金属防盗窗是很多低楼层住户都会安装
的设施，对于这些家庭来说，防盗窗主要起到
防止小偷入室的作用，但同时也留下了安全
隐患。发生火灾时，防盗窗很可能成为逃生
障碍。

消灭隐患方法：可以在防盗窗上留一个
可活动的铁门，或者安装可从内部开启的防
盗窗。

■地点：卫生间

隐患一：潮湿环境容易造成漏电

浴室、卫生间使用电器最需要注意的就
是防水，因为电线电源遇水会造成短路。

消灭隐患方法：在装修时就应该注意电
线布置是否妥当，电源开关和插座建议安装
在1.5米以上，且装有漏电保护装置。卫生间
的电器，如电热水器、暖风机等，一定要做到
即用即插，用完及时切掉电源。购买卫生间、
浴室用电器时，记得购买品质有保障的电器。

隐患二：热水器使用不恰当

冬季大家喜欢待在相对封闭空间内取
暖，洗澡也不例外。但是这个季节因为使用
燃气热水器洗澡而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现象很
是常见，因此一定要注意燃气热水器的安装
和使用。

消灭隐患方法：燃气热水器要安装在
浴室外，安装排烟管，以便在使用时把热水
器产生的废气排至室外；燃气热水器使用
年限一般为5-10年，“超期服役”存在安全
隐患，在使用过程中要定期检查并视情况
更换连接管，以防出现一氧化碳泄漏；当然
在洗澡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室内通风。一
旦发现有中毒迹象，应立即打开门窗，将人
迅速移至空气新鲜和通风良好的地方，再
送往医院救治。

“小火亡人”火灾通性特点

“小火亡人”多发生在人员居住较为密集的
场所，尤以居民住宅火灾为主。

案例1：电线短路 祸从天降──本市居民
住宅火灾

2018年1月，我市一民房发生火灾，造成2人
死亡，经调查，起火原因是电气线路发生短路产
生的电火花引燃地面堆放的可燃杂物造成的。

案例2：卧床吸烟 引火烧身──本市居民
住宅火灾

2019年12月，我市一居民住宅发生火灾，造
成一名瘫痪老人遇难。经调查发现，火灾起火
是由老人卧床吸烟时，不慎引燃被褥造成的。

案例3：用电不慎 家中罹难──本市居民
住宅火灾

2020年1月，我市一小区发生火灾，造成1
名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死亡，过火面积只有1
平方米。经调查，罹难的老人身体残疾，常年卧
床，起火原因为电气线路短路引燃屋内可燃物。

案例4：家中取暖 引发悲剧──外省市居
民住宅火灾

2017年2月，山东章丘三元村发生了一起
室内火灾，火灾不幸夺去一对80多岁老两口的
生命。经调查，火灾是由电热毯引起的。

“小火亡人”案例触目惊心

吸烟引来火灾频发

以上几起火灾是典型的“小火亡人”火灾事
故。我们一般居民家中都有很多可燃易燃物
品，比如被褥、沙发、衣物、家具以及装饰材料
等等。一旦发生火灾，这些物品会迅速燃烧，
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等有毒烟气，极易迅速造成
人员中毒死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
烟气具有较高的温度，人吸进高温烟气后，高
温烟气流经鼻腔、咽喉、气管进入肺部过程中，
会灼伤鼻腔、咽喉、气管甚至肺，致使其黏膜组
织出现水泡、水肿或充血，影响新鲜空气的吸
入和废气的呼出，致使肺通气不足，出现窒
息。另外，高温烟气流经鼻腔、咽喉、气管进入
肺部后，灼伤了肺部气管、支气管壁的毛细血
管和肺泡壁毛细血管，使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加，致使大量渗出液积聚于气管、支气管管腔
中以及肺间质、肺泡腔内，直接影响肺换气，导
致人员短时间内窒息死亡。

生活中，有些居民喜欢在睡前或饮酒后躺
在床上、沙发上吸烟，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在吸烟
时入睡。一旦此时烟头和火星掉到可燃物上引
发火灾，熟睡状态中的人行为反应能力相对较
弱，后果不堪设想。

从你我做起 让“小火亡人”悲剧不再重演

“吸烟”为何容易引发“小火亡人”

火灾离你并不远

如何扼住居民区电动车之火

如何预防吸烟引发的“小火亡人”

家 中隐患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