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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实验告诉你

秋季火灾防控

江苏消防

7 消 防 2018年8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嵇长青 责任校对:范晓萌 美术编辑：周胜
电话：87963586��邮箱:18952781609@189.cn

8月2日5时许 ,上海宝山区通南路
310号, 一个电动自行车行发生火灾，
火灾造成车行业主刘某等5人死亡。着
火地点位于一小区，一楼为门店，二楼
以上为住宅区， 火灾发生时大量浓烟
从车行冒出，蔓延至高层，火焰蹿入二
楼。有居民反映，火灾发生地白天作为
销售电动车的商铺，晚上也住人，疑似
搭建有阁楼。 这个电动车行就是典型
的“三合一”场所。

什么是“三合一”场所？
“三合一 ”场所 ，是指住宿与生

产 、仓储 、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
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
建筑。

该同一建筑空间可以是一独立建
筑或一建筑中的一部分， 且住宿与其
他使用功能之间未设置有效的防火分
隔。

“三合一”场所的分类
1.家庭作坊式 。住宿+生产加工+

仓库
2.商业式。住宿+商业经营
3.餐饮娱乐式。住宿+娱乐场所

“三合一”场所消防隐患大
1.先天性火灾隐患较多。很多“三

合一”场所建筑耐火等级不高，且室内
堆放较多的可燃物，再加上生活、生产
用电设备较多， 普遍存在电气线路私
拉乱接和用火、用气不规范等问题。

2. 安全疏散通道不畅。“三合一”
场所内一般存在人员密集、 拥挤混乱
的情况，车间、仓库、宿舍、厨房等都设
立在同一空间内， 杂物较多且安全出
口少， 有的场所内还存在窗户还设有
防盗网，出口设铁栅门的情况。一旦发
生火灾，紧急疏散非常困难。

3.无防火分隔 ，建筑及装修材料
耐火等级低。“三合一” 场所为了满足
不同的需求， 人员可能会擅自改变房
屋使用功能 ， 存在不合理的改建 、扩
建。另外为了方便空间利用，场所内存
在使用可燃材料分隔墙壁、 在简易木
阁楼内住宿的情况。一旦失火，极易导
致屋毁人亡。

4.消防安全意识差 。消防安全制
度不落实 ，防范措施不到位 ，人员对
消防安全麻木不仁 、心存侥幸 ，自我
保护意识差，不懂基本的防火、灭火 、
逃生常识 。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不堪
设想。

生产经营、堆放储藏、人员居住的
“三合一”店铺，一旦起火，到底有多可
怕？消防员做实验给你看。

“三合一”店铺火灾实验
8月2日上午， 宁波市消防支队在

余姚凤山新村，组织开展了一场“三合
一”店铺火灾实验，结果触目惊心。

实验地点选在凤山新村待拆迁
的一幢五层建筑的一楼店铺，与楼上
居民住宅相对独立 。这是一处典型的
“三合一”店铺 ，虽然所有人员已经搬
离，但现场仍可以看出当时店铺经营
时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收银台旁的
过道堆放大量杂物 ；未与店堂硬隔离
的厨房内违规使用煤气灶等明火灶
具 ；灶具边堆放大量可燃物品 ；更危
险的是 ，厨房上方的阁楼便是店主的
住宿区，有且仅有一个宽约50厘米的
木楼梯连通。

为了模拟楼下开店 、阁楼住人的
情况，消防员特意在阁楼的床上放置
了2个假人，并通过安装摄像头 、测温
仪和有毒有害气体检测等设备 ，对起
火后阁楼内的多项环境指标进行检
测。

消防员点燃厨房过道上的杂物后
开始计时， 并通过各项仪器观察阁楼
内各项数据的变化。

仅仅30秒钟
监控屏幕上显示， 随着火势的蔓

延，一楼厨房和过道已经充满了烟气，
部分烟气开始通过厨房窗口向外冒
出，厨房、阁楼和店堂的温度也开始从
34℃不断上升。

约40秒钟
监控屏幕上， 过道摄像头的画面

消失，直接显示出 “无网络视频”的字
样，摄像头被高温彻底损坏 。此时，设
置在过道位置的温度检测仪显示 ，火
场温度已经高达1360℃，“如此高温 ，
被困人员要想从这里逃生根本不可
能。”消防人员说。

1分08秒
监控屏幕上，店堂、阁楼处的画面

只有火光和浓烟， 根本看不清其他任

何东西。通过店铺后侧窗口可以看到，
不断有熊熊火焰向窗外翻卷， 楼上的
居民楼完全被浓烟笼罩。此时，有毒有
害气体检测仪显示， 阁楼位置的氧气
浓 度 已 经 从 最 初 的 18.9% 下 降 到
13.6%，一氧化碳浓度从0.1ppm上升至
27.0ppm。

3分钟后
所有监控画面均显示 “无网络视

频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显示，阁楼
内的氧气浓度为0。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
“三合一”店铺，火灾发生后，留给人逃
生的时间最多只有短短1分钟。

这么短的时间内， 逃生楼梯早已
被浓烟包围，很容易让人晕厥窒息。因
此，像这样的“三合一 ”店铺一旦发生
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千万不能为了节
省开支就抱有侥幸心理！

（来源：走近中国消防）

为切实做好夏季消防检查工作, 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
境，扬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对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排查、梳
理，确定了一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现对火灾隐患予以分批曝
光，并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2018年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高邮市华宇宾馆。位于高邮市高邮镇沿河村沿河组。主要
火灾隐患：楼梯间内未安装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一层
西南侧安全出口与售楼部合用，未独立设置，进行防火分隔。

宝应全友家具广场。 位于宝应县时代广场2幢11号门市。
主要火灾隐患：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不能正常使用；自
然排烟窗被装修遮挡、无法正常使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
故障；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

曝光台

电动车火灾警示

开学伊始 安全先行

图说消防

夏季高温炎热 , 很多人喜欢将东西放
进冰箱里降降温，包括食物 、饮料 、化妆品
等等 。但是 ，有些东西放进冰箱是十分危
险的。上海市嘉定区一名男孩从冰箱拿出
一罐冰冻的可乐 ， 开启瞬间发生爆炸 。因
气体喷发力度大 ，罐口拉环直接划到孩子
脸上 ，伤口很深直接穿透脸腮 ，在医院外
缝31针内缝7针 。 冰冻后的可乐会爆炸是
因为可乐中溶解有一定的二氧化碳 ，而当
可乐放入冷冻室冷冻后 ，液体结冰或部分
结冰 ，气体溶解度就会发生变化 ，液体中
溶解的二氧化碳溢出 ，罐内的压力就会增
大 。 再加上可乐液体本身结冰后体积增
大 ，对罐体内产生很大的压力 。如果可乐
由冷冻室（-18℃）拿到室温下（20℃以上），
温差达到了30℃以上 ，由于热胀冷缩的原
理 ，罐体内气体受热急剧膨胀 ，此时开罐
极有可能引起爆炸。

冰箱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电器 ，居
民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防
止发生意外。

1.不要将冰箱放在有明火的地方。冰箱
制冷层中含有异丁烷， 与空气混合到一定
比例，遇到明火容易发生爆炸。

建议 ：冰箱放置的时候，远离炉灶、煤
气、燃气管道等易出现明火的位置。

2.不要将碳酸饮料放在冷冻室。由于碳
酸饮品溶有大量气体物质， 气体物质的溶
解度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而装碳酸
饮料和啤酒的易拉罐是密闭的， 饮料结冰
后体积膨胀。从急冻室取出碳酸饮品后，饮
品内的气体物质会在短时间内大量析出 ，
致使罐体内部压力变大， 所以容易在开启
瞬间发生爆炸。

建议：可以将饮料放在冰箱的保鲜层。
3.不要将易燃易爆品放在冰箱。电冰箱

内存放酒精、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时，由于
冰箱内体积小容易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如
启动时打出火花，很可能发生爆炸起火。

建议： 酒精、 汽油这类易燃易爆的物
品，不要放在冰箱，可以放在阴凉通风、孩
子不易接触到的位置。

眼下，正值各类中小学校陆续开
学之际，学习、掌握防火基本常识，对
在校师生们的个人安全是十分必要
和有益的，以下是校园防火小常识：

防火知识记心间
1.在进入不熟悉的教学楼、宿舍

楼、实验楼时，要留意观察疏散标志，
找到安全出口位置；学校应组织师生
进行疏散逃生演习。

2.爱护校园的消防设施，不要使
用消防器材打斗。

3.打扫卫生时，不要随意点火烧
树叶、废纸或垃圾。

4.在校园严禁吸烟，尤其是在宿
舍、实验室等可燃物多的地方。

5.不要在教室内使用蜡烛、油灯
照明。

6.严禁携带烟花爆竹 、汽油 、可
燃气罐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学校。

7.不要在宿舍内乱拉电线，发现
电气线路出现烧焦、短路等现象时，及

时报修，由专业人员对线路进行更换。
教学楼起火的逃生方法

1. 当发现楼内失火时， 切忌慌
张、乱跑，要冷静地判断着火方位，确
定风向 ，并在火势未蔓延前 ，沿逆风
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

2. 起火时， 如果楼道被烟火封
死， 应立即关闭房门和室内通风孔，
防止进烟。 随后用湿毛巾堵住口鼻，
防止吸入热烟和有毒气，并将身上的
衣服浇湿，以免引火烧身。

3. 不要跳楼逃生 。 如果楼层不
高， 可以在老师的保护和组织下，用
绳子从窗口降到安全地区。

4.失火时，不能乘坐电梯，因为电
梯随时可能发生故障或被火烧坏；应
沿防火安全疏散楼梯跑向底楼；如果
中途防火楼梯被堵死，应立即返回到
屋顶平台呼救。也可以将楼梯间的窗
户玻璃打破，向外呼救 ，让救援人员
知道你的确切位置，以便实施营救。

冰箱使用小贴士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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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成为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
但由于安全技术标准不健全、
市场监管不到位、存放充电方
面问题突出等原因，电动车火
灾事故频发，且呈逐年增长趋
势。 根据过往的案例来看，电
动火灾伤亡事故一般发生在
晚上充电过程中。很多人在楼
道内给电动车充电，这个时间
段往往都是人们熟睡的时候，
即使发现了也没有时间逃离。
并且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
直接将逃生通道切断，极易造
成群死群伤事故。

案例警示
案例 1：2018年 4月 6号 22

时05分，位于苏州高新区浒墅
关经济开发区一小区楼道发

生电动车火灾。主要燃烧物质
为电动车，过火面积约10平方
米。经过搜救，7名受伤居民被
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 ，其
中 ，4名受伤群众经抢救无效
死亡。

案例2：2018年3月5日，郑
州市管城区一小区发生一起

电动车火灾， 据火灾调查，失
火原因为起火地六楼住户从

家中私扯电线为电动车“飞线
充电 ”引发火灾 ，公安执法人
员依据相关法律，对电动车车
主予以拘留10日的处罚。

案例3：2017年12月13日，
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白墙子

村一村民自建房私拉电线，通
过接线板给电动车充电，因电
源线短路引发火灾，造成5死9
伤惨剧。

电动车火灾危害
电动车短路后 30秒出现

明火 ，3分钟火焰温度1200℃，
火势达到顶峰 。浓烟 、有毒气
体以1米/秒的速度扩散， 一旦
吸入 3-5口有毒气体就会昏
迷 ，随后窒息死亡 。一台电动
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上
百人窒息死亡。

扬州消防提醒，为了您和
他人的安全，请勿将电动车停
放在楼道内，并将电动车放至
安全地点充电。

消防纳凉晚会启动仪式 小小消防员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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