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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案例介绍

吉隆坡一学校发生火灾至少25人死亡！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日早上5

时30分左右，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宗教寄宿学
校发生火灾，造成25名学生丧生。
据报道，在火灾中丧生的学生年龄介于13岁
至17岁，另有5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目前，现场有超过43名消防员在调查失火

原因。
另据马来西亚《星报》报道，当地消防部

门称，他们在当天早上约5点接到报警，“根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25名师生在火灾中
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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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案例介绍

肯尼亚一女子学校发生火灾，至少7
人遇难10人受伤！
肯尼亚教育部部长弗雷德·马蒂安吉

说，位于内罗毕基贝拉的莫伊女子学校
的学生宿舍2日凌晨两点发生火灾，一
些学生在逃离火灾现场的过程中发生窒
息。
基贝拉是内罗毕最大的贫民区。负责

该区治安的一名警官说，有10名学生在
浓烟中窒息晕倒。之后，她们被送到附
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警方怀疑
是电路故障导致了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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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灾小知识

►发生火灾的必备条件，即所谓的火灾三角形或火灾四面
体：可燃物（必须要有可以燃烧的物质存在）、点火源（可
燃物在点火源的作用下要达到着火温度）、助燃剂（通常就
是氧气），至于火灾四面体就是在上面三个因素的基础上，
加上化学链式反应，即可燃物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进而失
控发生火灾。
►轰燃：指火在建筑内部突发性全面燃烧的现象，即当室

内大火燃烧形成的充满室内各个房间的可燃气体和没充分燃
烧的气体达到一定浓度时，形成的爆燃，从而导致室内其他
房间没接触大火的可燃物也一起被点燃而燃烧，这种现象称
为轰燃。
►发生轰燃的条件：

（1）通风条件差，燃烧形成的可燃气体在房间大量聚集。
（2）这些可燃气体弥漫到其他可燃物周围或表面。
（3）这些可燃气体达到一定浓度并发生爆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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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灾小知识

►由10mm钢板围成的无防火措施的房间
►房间两侧装有感温探头（实时监测房内温度）
►房间内部废纸篓，窗帘，沙发等物件
►窗帘后有一块厚度4mm的普通玻璃

实验过程
00'12" 
工作人员点燃废纸篓，废纸篓中的纸着火，
实验开始。
00'55"
火引燃了窗帘（危险信号），火沿着窗帘垂
直燃烧，大大加快室内整体温度上升速度，
进一步加剧室内热量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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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灾小知识

01'10"
室内温度达到40℃以上，这是最后
自救的机会。

01'30"
错过最佳灭火时机，个人无法灭火，
必须马上拨打火警电话。
01'46"
热量继续积累，室内温度达到60℃
以上。
02'10"
4mm普通玻璃不耐热，随着窗帘持
续燃烧，玻璃窗爆裂，氧气进入
（达到轰燃首要条件：供氧充足）
室内温度急剧上升，即将达到轰燃
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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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灾小知识

02'20"
温度突破临界点，燃烧
进入瞬变，轰燃发生，
整个房间火势进入到充
分发生阶段。

通过仪器监测，轰燃发生
后室内温度达到780℃，氧
气含量下降到起火线20%，
一氧化碳含量上升到99%。
在没有任何火焰引燃情况
下，室内物表明开始汽化
迅速燃烧，逃生几率几乎
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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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灾小知识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短短两分多钟，轰
燃就会发生。而在轰燃发生之前，也就是火灾发
生后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自救灭火（使用灭火
器、消火栓或其他灭火器材）或逃生，同时必须
拨打火警电话、物业控制室电话、并呼叫邻居逃
生。

火灾发生燃烧实验.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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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灾案例

2017年8月28日，沈阳万达商业
广场售楼处一楼的沙盘模型，电
器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火灾。由于
售楼处大厅内放置大量宣传用展
板和条幅等易燃物品，致使火灾
迅速蔓延，短时间将建筑两侧敞
开式楼梯间封死。

火势沿建筑幕墙与楼板
之间的缝隙涌入二层南
侧室内，二楼人员无法
下到一楼逃生，最终造
成12人遇难、23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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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如果当时有人大喊一声“起火了”

从起火到大火蔓延的三分半
钟的时间里，除了烟气蔓延
后，二楼后来有人通知大家
有火灾，没有一个人花几秒
的时间，喊一声“起火了”
或者“大家快跑”。

发现火灾，大多数人会懵圈，
因为很少有人见过真的火灾。
不光一楼的人没动静，二楼
的员工发现了也只是慌里慌
张地来回走动。火灾初期没
有人通知二楼（燃烧层之上

的）报告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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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这起火灾教给我们的7点

1. 发现火情能灭火时灭火，无法灭火时迅速撤
离；

2. 火灾发展并不是直线性的，有可能会轰燃；
3.  起火时，记得多喊两声“起火了，快跑”；

有能力的可迅速组织人员疏散；
4. 记得火灾中较为致命的是烟气，烟气危害很

重；
5. 逃生时，防烟首选佩戴防烟面罩，或折叠湿

毛巾捂口鼻，尽量身体低位，贴近地面前行；
6. 不可贪恋财物，更不要逃出后再冲进火场抢

救财物，生命最重要；
7. 灭火逃生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都有

可能是生死时刻。因此，应对火灾时要冷静，要
迅速！

万达火灾视频.mp4
万达火灾启示.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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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
“发生火灾时，用湿毛巾捂口鼻孔逃生？你死定了！”

近日，一则名为“发生火灾时，用湿毛巾捂口鼻孔逃

生？你死定了！”的视频，火爆各大网站、各微信公号、
各朋友圈，观看数量至少达到上千万。视频中的演讲者，
是台湾高雄消防员蔡宗翰，演讲是在台湾进行的，时间
不详。我们先看看这个视频：

该视频在大陆流行后，网络上一片惊呼：原来我们几

十年来所接受的火灾逃生知识竟是错的！

这可能吗？！这可能吗？！这可能吗？！台湾一名普

通消防员，一次普通的演讲，就把大陆几十年的火灾逃
生常识给否定了，可能吗？

蔡宗翰演讲视频.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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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
“发生火灾时，用湿毛巾捂口鼻孔逃生？你死定了！”

作为从事防、灭火救援工作18年的我，事实
并非如此。

其实，很多人只看了视频的题目--“发生火灾
时，用湿毛巾捂口鼻孔逃生？你死定了！”或者
并没有把整个视频看完。

台湾高雄消防员蔡宗翰讲的三点逃生知识一
点儿都没有错，错的是有关媒体、微信公号，用
“发生火灾时，用湿毛巾捂口鼻孔逃生？你死定
了！”为标题，甚至为文章内容，误导了公众。

在蔡宗翰的演讲中和同步播放的PPT，都强
调的是在遭遇浓烟的情况下，不要再往房间外面
跑，要关门。在遭遇浓烟的情况下，用湿毛巾捂
口鼻孔逃生是逃不了生的。“浓烟”是前提，
“逃不了生”是本意。脱离了前提，就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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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
“小火快逃，浓烟关门”

在蔡宗翰的演讲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小火快逃，浓
烟关门”。媒体和微信公号要是用这个做题目，该多好呀，
又科学，又恰当，又好记，又不会误导公众。公众被误导，
一旦真的遇到火灾，很可能失去逃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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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五点建议

看到这篇文章，我想提出五点建议：
1、要告诉公众，如何判断什么是小火，什么是

大火，这样才能按照“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的原
则火场逃生。

2、告诉公众一旦发生火灾，不要轻易开门，一
定要先判断一下门外是否已经大火临门，否则可能
刚一开门，浓烟和烈焰就会瞬间冲进来，门就在也
关不上了。

3、告诉公众，由于建筑物各式各样，所处环境
各式各样，因此，一旦突遇火灾，没有标准逃生模
式，一定要“见机行事”！

4、告诉公众突遇火灾，湿毛巾还是有用的。湿
毛巾虽然挡不住CO，但是确实可以挡住部分烟尘。

5、在演讲中，最好不用“你，死定了”等不文
明词语，而代之以“你，无法逃生”，效果可能会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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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烟气窒息

火灾中，物体燃烧会释
放出大量的有毒烟雾，这种
烟雾根据燃烧物材质和房屋
装修的不同，成分非常复杂、
差异很大，有一氧化碳、二
氧化碳、热能、气溶胶、和
形形色色的毒性成分。因此，
真正在火灾中被烧死的人是
很少的，90%的遇难者都是先
被滚滚的浓烟呛晕，导致呼
吸困难窒息而死，或者是晕
倒后再被火烧死。

所以在火灾逃生的时候，需要弯下腰用湿毛
巾或者湿口罩捂住鼻子，迅速冲出火场。这是一
个从幼儿园小朋友到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也是
写入高等院校消防专业教材的内容。应该说，绝
大多数人对此都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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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场逃生该不该用打湿的毛巾？

但是还真有人喜欢钻研
的人对此展开质疑，并且提
出了一系列的分析，认为火
场逃生采用打湿的毛巾是一
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是错误
的！

主要错误观点认为：其实湿毛巾过滤不到一
氧化碳，因为一氧化碳的分子量是28，而氧气的
分子量是32，所以如果能过滤了一氧化碳，更大
分子量的氧气也过滤掉了。所以，要么不起作用，
要么自己把自己窒息了！

其实，湿布过滤的主要对象是影响呼吸的炙
热烟尘、气溶胶、和燃烧产生的可溶性毒气，笼
统地说是防止吸入性烧伤，而不是一氧化碳中毒！
有试验表明， 8折的湿毛巾只能滤掉（实际是吸
附）不到20％的一氧化碳，效果确实不理想。但
是如果不用湿毛巾，就会有大量的烟尘颗粒物和
炙热的高温气体灼伤呼吸道、吸入肺部，沉积在
肺泡上，就算是这些热空气里没有一氧化碳，也
会因此导致失去呼吸功能而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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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场逃生该不该用打湿的毛巾？

听起来真的好吓人，但是这种脑残的说
法就没有反过来想一下：你既然捂住都会吸
入高温水蒸气，那不捂住难道吸入的就是低
温冷空气了吗？这是什么逻辑？阻挡一层总
比不阻挡的好，有水过滤一道总比没有水过
滤一道温度要降低很多。更何况水在这里起
到的是粘滞吸附作用，不仅阻隔了高温炙热
空气，也吸附了一定数量的有毒气体。

还有一篇来自360doc的文章说，湿毛巾
在浓烟中遇热会产生水蒸气，当你捂住口鼻，
就会让自己吸入高温的水蒸气，造成严重的
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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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场逃生该不该用打湿的毛巾？

该文章还说，火场低姿势逃生，指的不是弯
腰，而是要匍匐前进，当你手拿湿毛巾捂住口鼻，
该如何匍匐前进呢？我想问一句：谁告诉你火场
逃生一定是匍匐前进？逃离火场争分夺秒，只要
条件许可，能跑多快跑多快，人家快步如飞跑掉
了，你还在那里蜗牛匍匐，找死啊？除非是浓烟
密布把人呛咳的无法忍受，绝对都不需要什么匍
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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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那么，是湿毛巾到底多少层为好？

试验证明，毛巾的折叠层数越多除烟效
果越好，一般建议以8层为限，打湿后再拧
干的除烟率约为60%。层数越多、含水量越
大，除烟率也越大；但是透气阻力也会增大，
会造成呼吸困难。所以，含水量不能太高，
一定要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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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火灾脱险逃生应紧急采取的措施有：

1、沉着冷静：根据火势实情选择最佳的自救方案，千成不要慌
乱。凡火灾幸存者大多方寸，不大呼大叫，而是根据火势、房型冷
静而又迅速地选择最佳自救方案，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

2、防烟堵火：这是非常关键的，当火势尚未蔓延到房间内时，
紧闭门窗、堵塞孔隙，防止烟火窜入。若发现门、墙发热，说明大
火逼近，这时千万不要开窗、开门，可以用浸湿的棉被等堵封，并
不断浇水，同时用折成8层的湿毛巾捂住嘴、鼻，一时找不到湿毛巾
可以用其他棉织物替代。另外，应低首俯身，贴近地面，设法离开
火场，以避开处于空气上方的毒烟。

3、设法脱离险境：底层的居民自然应夺门而出。楼上的住户若
楼道火势不大或没有坍塌危险时，可裹上浸湿了的毯子、非塑制的
雨衣等，快速冲下楼梯。若楼道被大火封住而无法通过,滑绳自救或
等待消防队员到来。

4、尽快显示求救信号：发生火灾，呼叫往往不易被发现，可以
用竹竿撑起鲜明衣物，不断摇晃，红色最好，黄色、白色也可以，
或打手电或不断向窗外掷不易伤人的衣服等软物品，或敲击面盆、
锅、碗等。

5、切不可因贪恋钱财而贻误脱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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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
有一道门应当是保持关闭的状态的，知道是哪种吗？

没错，就是常闭式防火门。但很多人却为了
方便经常把它敞开，一旦发生火灾后，可能造成
更大的伤亡。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近六成的烟气中毒遇
难者的死亡地点是在离起火点较远处的疏散通道
或者走廊甚至家中。
这是因为，烟气的流动方向就是火势蔓延的途径，
而烟气的蔓延速度非常快。

专家指出，烟气在垂直方向的流动速度为
3~5米每秒，是水平方向流动速度的8~10倍，超
过火势蔓延速度的5倍。

以一栋33层高的建筑为例，烟气在没有阻挡
的情况下，通过疏散楼梯，30秒左右即可从底层
蔓延到顶层。

火灾烟气流动.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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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逃生常识

宿舍是学生居住以及存放生活、学习物品的地
方，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火灾。以下几点请大家
牢记~~

第一，不能在宿舍私自乱接电气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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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逃生常识

第二，不要点蜡烛看
书，不能乱扔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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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逃生常识

第三，不在宿舍使用
电磁炉、加热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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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逃生常识

实验期间应认真检查电
源、管线、火源、辅助仪器
设备等情况，如放置是否妥
当，对操作过程是否清楚等，
做好准备工作再操作。使用
完毕应认真清理，尤其是使
用易燃易爆危险品时，一定
要按照规定操作。

第一，使用酒精灯和一些
易燃的化学药品时，要在
老师指导下进行，并严格
按照操作要求，时刻小心
谨慎，严防火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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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逃生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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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宣传逃生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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