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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烧出焦糊味
空气开关却没有动作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秋冬季节，这些安全用电常识你该知道

新闻延伸

10 月 20 日傍晚 7 点多，家住滇池卫城蓝港的周女士正在家中使用电脑加班
写报告，突然，整栋单元楼停电了，还没有来得及保存报告的周女士十分气愤，好
端端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原来，这跟一楼住户家里使用的电气设备有关……

多点常识
该户的空气开关比其他标准的“大”

电线烧焦 整栋楼都是焦糊味
“停电以后我到窗边查看，并不是小
区停电，只有我们这个单元停。”周女士
表示，就在她到窗口时，一股浓烈的焦糊
味传来，
“ 就是电线被烧焦的刺鼻气味，
我准备到一楼电箱那里看看，一出门发
现整个楼道内都已经弥漫着焦糊味。”据
周女士回忆，她到达一楼时，小区物管的

工作人员已经在查看电箱了。
原来，是一楼的住户在家中闻到焦
糊 味 ，发 现 是 接 入 自 家 空 气 开 关 的 电
线 有 烧 焦 的 痕 迹 ，于 是 急 忙 打 电 话 给
物管。物管的工作人员赶来查看情况
后 ，立 即 将 整 个 单 元 的 电 路 切 断 进 行
处理。

空气开关额定电流竟达 100 安
“估计是最近天冷，一楼这家住户同
安，像这家使用 100 安的并不多见，这是
时使用的家电比较多，功率过大，他家安
十分危险的。”
装的空气开关的动作电流值是 100 安，
听完小李的介绍以后，周女士担忧：
由于空气开关额定电流过大，和线路的 “如果因为这个大电流的空气开关引发
最大允许通过电流不匹配，线路在过载
线路起火，甚至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怎
工作时，达不到空气开关动作电流值，所
么办？”查看线路后，小李说：
“ 这段线路
以空气开关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这才
是表前的线路，我们物管只能处理表后
使得电线烧出了焦糊味。”当晚前来处理
的线路，这个最好由住户与供电部门进
线路的物管电工小李介绍，
“ 一般来说， 行联系，进行相应的整改，否则因此引
住户家的空气开关最高的额定电流是 63
发安全隐患就得不偿失了。
”

40%家庭火灾由电气火灾引发
记者从云南消防部门获悉，
据统计，
由于电气原因引发的火灾，占全部火灾
的40%左右，
且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
电气火灾一般是指由于电气线路、
用电设备、器具以及供配电设备出现故
障性释放的热能，如高温、电弧、电火花
以及非故障性释放的能量，如电热器具
的炽热表面等，在具备燃烧条件下引燃
本体或其他可燃物而造成的火灾，也包
括由雷电和静电引起的火灾。还有电

气开关熔断器熔断时的熔珠以及开关
通断时，产生的火花落在下方易燃物
上，也会引发火灾。另外，断路器（空气
开关）、控制器等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
操纵，出现的强烈电弧极易灼伤操纵人
员或引起火灾。
因此，在家中一旦闻到一股烧橡
胶、塑料的刺鼻气味，就要引起重视，应
尽快排查原因，检查电路，发现问题要
及时维修。

安全用电小知识
秋冬季节来了，天气越来越冷，家
里各种电暖设备、空调会长时间开启，
而不合理的用电、缺乏用电常识，加上
天气干燥，容易引发火灾。这些用电安
全常识得掌握。
1. 使用设备前，应注意电器上标注
的最大电流、电阻数值，将家中所用电
器的这些数值相加后与自家电度表的
电流标注值做比较，
前者应小于后者才
可放心使用，
以免发生不测。
2. 不要在一个电源插座上安插过
量的插头，空调、电炉等大功率设备最
好享受“专插专用”的待遇，
以免插座过
载而发生危险。
3. 装接临时电源时，要选用合格的
电源线、电源插头。插座要安全可靠，
损坏的不能使用。电源线接头处要用
电工绝缘胶布包好。
4. 家用电器功率过高而导致空气
开关跳闸或保险丝熔断时，
首先应考虑
减少电器的使用，
降低用电负荷。不能
图方便省事使用与电线不匹配的高额
定电路的空气开关或漏电开关；

5. 定期对家庭用电电路进行安全
检查，
及时更换老化线路。在使用各类
电器时，若发现冒烟或闻到异味，要迅
速切断电源进行检查。
6. 冬季天干物燥，使用电热毯应选
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
展开平铺
使用并有人看管。切不可将电热毯折
叠使用。
7. 冬季沐浴之后，浴室内水蒸气较
多，要定期检查浴室内电源开关、插座
的安全防护，
应使用带有漏电保护功能
的设备，
避免漏电。
8. 取暖器、白炽灯在使用时会产生
高温，要与窗帘等易燃物保持一定距
离，
也不要利用这些电器来烘烤潮湿的
衣物，更不能覆盖湿物。使用电磁炉、
电开水煲等，
应有专人看管，
防止干烧。
9. 使用电器时，应注意电源线不要
被重物压住，
否则可能会造成电线折断
或绝缘破损，
使电线短路或漏电。插拔
电源插头时要着力于插头，
不要拽拉电
线。不能充电的电池、
干电池不能拿来
充电，
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电气火灾怎么扑灭？
切断电源
当发生电气火灾时，
若现场尚未停电，
则首先应想办法切
断电源，
这是防止扩大火灾范围和避免触电事故的重要措施。

防止触电
自行配“太大”空气开关很危险
一位从事电工 20 多年的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
“ 因为电缆存在电阻，电流流
过电缆会产生热效应，线径越小也就意
味着线缆的电阻值越大，电缆的热效应
也就越大，在线缆散热条件一定的情况
下，电流越大电阻就要求越小。电线烧
焦了甚至燃烧了，空气开关都不跳闸，这
是很不正常的。
”
他表示，
“ 按照住建局的相关规定，
除特殊情况，住宅小区验收时一般统一
的每户用电标准应该是在 8 到 12 千瓦，
滇池卫城小区当时竣工验收时考虑到有
别墅区，配置了上限为 60 安的电表，每
户的空气开关也都是按照额定电流 60
安的标准验收。像周女士遇到的这种情
况，应该是一楼这家住户为了省去跳闸
的麻烦，自行将空气开关换成了 100 安

的。但是装修时所用的电线或相关
电路工艺，又达不到其家电耗电的高
功率需要，才导致电线被烧出了焦糊
味，这是十分危险的。”
云南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
电气线路和用电器具的防火安全。安装
线路时必须严格按照安装规程，不能为
了
“节约”
而选择过细的电线。完善短路
保护和过载保护，安装断路器和漏电保
护器，不超载使用电气设备，定期检查绝
缘性能、电器元件功能及设备状况，特别
是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的可靠性。对已
安装好的电气线路，如发现绝缘层破损，
要及时修理，超龄电线（一般 10－20 年）
必须及时更换。此外，
合适的空气开关
能在电流增大时及时切断电源，防止
火灾发生，
不要随意更换。

为了防止灭火过程中发生触电事故，
带电灭火时应
注意与带电体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不得用水、
泡沫灭
火器灭火。应该使用干黄沙和二氧化碳、
干粉灭火器
进行灭火。防止身体、
手、
足或者使用的消防灭火器等
直接与有电部分接触或有电部分过于接近造成触电事
故。带电灭火时，
还应该戴绝缘橡胶手套。

名词
解释

空气开关

又名空气断路器，是断路器的一种，是只要电路中电流超
过额定电流就会自动断开的开关。空气开关是低压配电网络
和电力拖动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电器，它集控制和多种保护
功能于一身。除能完成接触和分断电路外，尚能对电路或电
气设备发生的短路、严重过载及欠电压等进行保护，同时也
可以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 本报记者 刘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