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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人团圆 安全记心间

中秋，自古以来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忙碌
的人们会选择在此时回到家中，享受着团圆带
来的幸福和快乐。但与此同时，节日期间市民
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大，稍有不慎，极易引发火
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火灾统计分析表明，近
年来发生的火灾事故中，“小火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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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可能危及到生命。

悲剧的背后 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案例1：2022年2月，上海市普陀区一户居
民家中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现场主要燃烧
物为屋内家具及棉被等杂物。起火原因初步认
定为：住户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放在卧室内，电
池故障引发火灾。

案例2：2022年8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一小区发生火灾，造成1人死亡。据初步了解，
着火建筑为12层钢混结构，过火面积约5平方
米，着火物为电气线路及杂物。

案例3：2022年7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绿苑小区悠然居17A栋1单元发生火灾。事故
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起火灾
系住宅客厅沙发背后墙插故障，引燃周围可燃
物所致。

案例4：2022年3月，江苏南京市某小区一
居民楼内发生住宅火灾，导致夫妻2人烧伤，后
抢救无效死亡。经查明，起火原因为电动自行
车锂电池故障导致热失控引燃自身及附近可燃
物，最终酿成惨剧。

案例5：2019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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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起火原因是因为老人卧床吸烟时不慎引燃被
褥造成的。

“小火亡人”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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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魁祸首就是小火造成的有

毒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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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就已经吸入
了过多有毒烟气，造成了“亡人”。
在相关事故的成因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为

因素，用火不慎、电气线路老化或故障、违反电
气安装使用规定，甚至因吸烟、乱扔烟头导致的
火灾也时有发生。其中违反电气安装使用规定
是导致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在室内违规
给电瓶充电起火，私拉或改造电线导致短路或
过载引发火灾等事故。此外，防火观念和意识
不足、应对火情的消防知识欠缺、逃生能力差、
消防通道堵塞等，也是造成“小火亡人”甚至加
剧事故后果的重要原因。

吸烟酿火灾 安全记心间

在“小火亡人”火灾事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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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氏度至300摄氏度，燃着的香烟中心温度可达到
7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而大多数可燃物的燃
点低于这个温度，如纸张燃点为130摄氏度，棉
花燃点为210摄氏度至255摄氏度，天然橡胶燃
点为129摄氏度，木材燃点为250摄氏度至300
摄氏度，涤纶纤维燃点为390摄氏度，烟头的中
心温度是以上物质燃点的2倍至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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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其粘膜组织出现水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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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对
较弱，后果不堪设想。

如何预防吸烟引发的“小火亡人”

据统计，“小火亡人”事故占到全国近年来
亡人火灾总起数近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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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车之火 何以遏制？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
等电动车以其经济、便捷等特点，逐步成为
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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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成为了困扰居民社区的一大消防安全
难题。近年来，全国由于电动车引起的火灾
事故屡见不鲜，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重大损失。

电动车为什么频频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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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做法二：飞线充电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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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线充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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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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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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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充电器是损耗品，要及时更换老
化损坏的充电器。

错误做法四：私自改装

车主擅自改装电动车的动力电源，也是容
易引发火灾的原因。国家规定电动车电压应
该是48V，但有的车主私自改装成了84V，甚至
更高，这就加速了电源线的老化。电动车除骨
架外，其它部件都是由塑料、橡胶和聚氨酯材
料制成的，这些多数属于易燃可燃的材料。一
旦发生电线短路等情况，瞬间就会发展到猛烈
燃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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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户最好在
半年至一年时间，定期到维修点做检查。另
外，在高温天气下骑行之后，要把车子放在阴凉
处，等车子以及电池的温度降下来后再充电。

电动车起火夺命仅需100秒

燃烧温度高

消防救援部门曾做过实验，把一台锂电池
的电动车点燃，模拟自燃过程。经过测验，燃烧
中的电动车在室外的燃烧温度最高可到达
604℃，在室内可达到1200℃。如果人体一旦碰
到这些火苗的话，轻则烧伤，重则丧命。

蔓延速度快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车车身大多采用塑料、
橡胶等易燃材料制成。实验表明，电动车线路
一旦发生短路，在大约2分钟内就会引燃其他部
位，3分钟内电动车就会被大火包裹。

电动车安全判断题

这些充电方式对不对？

◆没有时间限制，充上就不管了，什么时候
骑再拔掉。 （×）

◆没有电就充，差不多了就拔掉。 （×）
◆早上去单位插上电，傍晚回家拔掉断电。（×）
◆小区固定地点投币充电。 （√）
◆下雨时照常充电不耽误。 （×）
◆晚上充电，一次性充10个小时左右，下雨

天不充电。 （×）

电动车火灾防范指南

购车：市民应选购、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
格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并对电动车定期保
养，不要擅自改装电动车。

车辆停放：电动车应停放在安全地点，不要
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不得占
用消防车通道。

线路插座安装敷设：为电动车充电的线路
插座，应由专业电工安装敷设，不要私拉乱接电
源线路。

充电：平时给电动车充电应尽量在室外进
行，并确保周围没有可燃物，电动车充电不要
超过8个小时。

阴雨天气要注意：阴雨天气最好把电动车
停放在车棚内或者用塑料布遮盖，避免雨水
渗漏造成线路老化或腐蚀，带来短路隐患。

电池保养：每隔一段时间应该把电池从车
里取出来充电，观察电池、电线及其发热量，如
果存在电线老化、裸露或者充电时间不长电池
就很烫的情况，应该及时把电池送去检查，避免
因为电池故障酿成祸端。

若不慎发生火灾
以下逃生自救守则需掌握

1.如发现楼梯间没有烟火蔓延，楼梯畅通，
应首先选择沿楼梯向室外逃生。

2.在楼梯间烟火比较大或被阻断的情况
下，切不可沿楼梯逃生，应到阳台呼救并等待
救援。

3.当离开房间发现起火部位就在本楼层时，
应尽快跑向已知的安全疏散出口，通过防火门
后应及时将其关闭，如果楼道被烟气封锁或者
包围，应返回室内报警等待救援。

“生命通道”勿堵塞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
量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也
成为了“城市通病”。2016年 11月 26日，湖南
长沙市一居民住宅突发火灾，消防车行进在距
离小区几百米时被违规停放的机动车挡住了
去路，消防救援人员只能采取远距离铺设水
带，进入起火住宅扑救。由于延误了最佳时
机，两名被困人员不幸遇难。2019 年 3月 27
日，福建厦门一居民楼楼顶发生火灾，消防救
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在离起火居民
楼200多米的路口处，消防车被停放的大量私
家车挡住去路，消防救援人员也只得远距离铺
设水带作战，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19年
5月 5日，江苏扬州一居民楼发生火灾，消防救

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却因违规停放在消
防车道上的私家车两次前行受阻，导致错失最
佳救援时间，使居民损失加重。

管理使用单位和物业企业
应如何管理消防车通道

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
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管理使
用单位或居民住宅的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
内消防车通道，要落实以下维护管理职责：
（一）划设消防车通道标志标线，设置警示

牌，并定期维护，确保鲜明醒目。
（二）指派人员开展巡查检查，采取安装摄

像头等技防措施，保证管理区域内车辆只能在
停车场、库或划线停车位内停放，不得占用消防
车通道，并对违法占用行为进行公示。
（三）在管理区域内道路规划停车位，应当

预留消防车通道宽度。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
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
车转弯的要求。

（四）消防车通道上不得设置停车泊位、构
筑物、固定隔离桩等障碍物，消防车道与建筑之
间不得设置妨碍消防车举高操作的树木、架空
管线、广告牌、装饰物等障碍物。
（五）采用封闭式管理的消防车通道出入

口，应当落实在紧急情况下立即打开的保障措
施，不影响消防车通行。
（六）定期向管理对象和居民开展宣传教

育，提醒占用消防车通道的危害性和违法性，提
高单位和群众的法律和消防安全意识。
（七）发现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行

为，应当及时进行制止和劝阻；对当事人拒不听
从的，应当采取拍照摄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并立
即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消防救援机
构、公安机关报告。

占用消防车通道将受到哪些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根据法律规
定，单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处5000元以
上 50000 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对个人占
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
下罚款处罚；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采
取强制拆除、清除、拖离等代履行措施强制执
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另外，占
用、堵塞消防车通道，阻碍灭火救援的，根据
具体情节以及实际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情形，
相关当事人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
任乃至刑事责任。

遏制“小火亡人”事故
勿让“魔鬼”藏于细节

一是安全用火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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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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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杜绝卧床吸烟行为。要养成不躺
在沙发或床上吸烟的习惯，特别是酒后尽量
少吸烟或不吸烟。吸烟时一定要将烟头和
火柴梗熄灭后，放进烟灰缸内，不要随手乱
放燃着的香烟，要使燃着的香烟远离衣物、
纸张等可燃物。另外，不要叼着香烟去搬
运、翻动可燃物品，防止掉下来的烟灰引燃
可燃物品。

四是请勿堵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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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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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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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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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掌握必要的逃生自救技能。家中
应配备灭火器、灭火毯、逃生面具、救援绳
索等常用工具，要组织全家学习正确逃生
方法，熟悉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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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