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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知识 ●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

组织补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引导人员疏散逃生的能力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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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数量足够的灭火器、消火栓，

注意灭火器类型适用性和设置要求

根据规范要求，配建消防水池、水箱，

定期检查维护，保证有足够的消防水源

消防设施配备（1）

● 消防设施 ●● 基本知识 ●

防火重点在于切断点火源
和易燃 / 可燃物的直接接触

火灾形成的三个充分条件

一定浓度或一定量的易燃 / 可燃物

一定比例的助燃物（如氧气）

一定能量或温度的点火源
点火源

易燃 / 可燃物 助燃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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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配备（3）

火灾探测器

可燃气体探测器

● 消防设施 ●● 消防设施 ●

在生产、使用可燃气体的场所和 / 或有可燃气体产生

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起火 灭火 扑灭

消防设施配备（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有效扑灭初期火宅，是迄今为止灭火成功率最高的固定灭火设备。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使人们能够及时发现火灾，并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扑灭初期火灾，最大限度的减少因火

灾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预防火灾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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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日常检查——灭火器

压力表指针是否处于绿色区域，外表面是否变形、损伤

喷管、喷嘴是否变形、干裂、阻塞

压把是否变形、损伤

保险销和铅封是否完好

筒体是否严重变形、锈蚀

● 消防设施 ●● 消防设施 ●

消防设施配备（4）
设置紧急疏散路线图及指示标志

 型号选用是否正确；放置位置是否合理，取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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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日常检查——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消防设施 ●● 消防设施 ●

消防设施日常检查——消火栓

开箱是否方便

配件是否齐全

配件规格是否相同

设置位置是否清晰可见

周围有无阻挡，导致取用不便

部位 工作内容 周期 部位 工作内容 周期

水源控制阀、报警

控制装置

自测巡检完好状况及

开闭状态
每日 内燃机驱动消防水泵 启动试运转 每月

电源 接通状态 每日 电动消防水泵 启动试运转 每月

喷头
检查完好状况、消除

义务、备用量
每月 蓄水池、高位水箱

检测水位及消防储备谁

不被他用的措施
每月

系统所有控制阀门
检查铅封、锁链完好

状况
每月 电池阀 启动试验 每月

水泵接合器 检查完好状况 每月 水流指示器 试验报警 每月

消防水压给水设备 检测气压、水位 每月 室外阀门井中控制阀门 检查开启状况 每季

报警阀、试水阀 放水试验，启动性能 每季 过滤器 排渣、完好状态 每年

水源 测试供水能力 每年 储水设备 检查结构材料 每年

系统联动试验 系统运行功能 每年 设置储水设备的房间 检查室温（不低于 5℃） 每天（寒季）

水泵接合器 通水试验 每年 总 1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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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全

保持用电设备与易燃可燃物的安全距离

不要乱接电线或接入高负荷的用电设备

下班时切断电源总闸开关

爆炸危险环境中，需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定期对运行的线路和设备进行检查

● 预防措施 ●● 预防措施 ●

常见的火灾原因

1、 电气原因、用火不慎、雷击和静电是在全国火灾原因中

比重较大，07-10 年中均超过 70%，且逐年上升。

2、 中小企业火灾在企业火灾中所占比重较大，

起数占 82%，伤亡占 85%， 损失占 80%。

26%
29.7%

30.2%

31.1%

21%
19.5%

22.6% 24%

2007

2008

2009

2010

电气原因 用火不慎

吸烟 玩火

生产作业不慎 自燃

雷击、静电 原因不明

19.1%

21.5%

15.3%
14%

3、 10 时至 22 时，是火灾多

发时间段，重特大火灾集

中在 22 时至凌晨 6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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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火不慎

● 预防措施 ●● 预防措施 ●

在明火工艺设备中安装熄火保护装置

检查燃料输送设施是否存在泄露情况

动火作业火灾危险性高，请使用并按照动火

作业许可证执行防火措施

重点监控动火区域，坚持完工后巡视

生产作业不慎

严格控制易燃化学液体、易燃易爆气体、氧化剂

等危险品的储存和使用

规范容器摆放方式和分装操作，防止泄露、渗漏

严格按照正确的操作方式进行生产作业

保持设备润滑，防止摩擦受热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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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击、静电

● 预防措施 ●● 预防措施 ●

由感应雷引起的事故约占雷害事故的 80%-90%，可

采取接地、分流、屏蔽均压等电位等方法进行有效防护

定期检查防雷设施，防止设备老化、线路不通、接地

电阻太大等问题

进入易燃易爆区域，应穿着防静电工作服

采取增加湿度、导体接地等措施，促使静电电荷自行

消散

吸烟、玩火

设置专门的吸烟区，并在禁烟区设置明显的禁

烟标志

吸烟者需将烟头掐灭投入安全的位置

在易燃易暴区域如油库、气瓶站、煤气站和锅

炉房等要害部位严禁烟火

车辆进入油库时，需保持安全距离，并安装熄

火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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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程序 ●● 应急程序 ●

发现火情

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快速反应，果断行动

正确处理报警、灭火、疏散、

自我保护

应急程序

紧急
报警

消防队发现火情

灭火

通知安保或
消防控制室

通知消防安全
责任人组建消
防应急指挥部

通知 

紧急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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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灭火

● 应急程序 ●● 应急程序 ●

使用灭火器和消火栓灭火

切记操作正确，保护自身安全

若火势较大，不要莽撞行事，

等待安保人员或专业消防队

注意切断配电柜电源和关闭燃

气阀门

马上报警

任何火情均须报警

清楚火灾情况和位置

根据火情，采取适当的报警方式

电话报警时保持镇静，清晰表述，做好接应准备

报警方式

拨打消防控制室电话：                                （请自行填写公司的内部报警电话）

手动报警器报警

拨打报警电话：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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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平安产险不仅向客户提供

专业的保险产品，还可根据客户的需求，

提供一系列特色、多元的风险管理服务，

助力客户稳定经营、持续发展。

  让我们携手前行，共同成长！

● 总结寄语 ●● 应急程序 ●

紧急疏散

听到紧急疏散广播或警铃后，根据应急

预案组成疏散小组，若无则可以部门为

单位组织

在安保和疏散标识的指引下，从安全通

道迅速向外疏散

到达指定地点集合，检查人员情况，然后报告应急指挥部

现场救护伤员，伤势严重的及时向“120”急救中心呼救



消防安全宣传手册23

201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本手册由平安产险总公司风险工程管理部设计制作完成，仅供平安客户及相关合作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