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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近年来，我国铁路建设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到 2015年年底，全国铁路

运营里程达 12.1万千米，居世界第二位。在铁路建设快速发展的当下，企业急需大量德才兼

备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这对铁路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适应新形势，同时为满足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促进铁路专业课程体系与教材

体系趋于完善，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全国 19所铁路高、中职学校共同策划、拟在今明两年

内出版一套“十三五”规划教材——高等职业教育铁道供电技术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这套教材包括：《安全用电》《高电压工程》《接触网施工》《牵引供电规程》《接触网实

训教程》《电力线路施工与检修》《电机与电力控制技术》《接触网设备检修与维护》《变

电所综合自动化技术》《牵引变电系统运行与维护》《继电保护装置运行与调试》《高压电

气设备的检修与试验》等。 

这套教材严格遵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

与《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文件精神编写，切合高职院校专业教学与铁路现场实际，

具有创新性，是目前铁道供电技术专业的最新教材，能在为我国电气化铁路行业培养出更多

高素质、专业技术强的接班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编写特色体现在： 

1. 针对性强 

主要针对高职院校铁路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以及目前铁道供电技术专业教学与人才

培养方案。书里的内容皆对应铁道供电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 

2. 实用性强 

在编写内容布局上，遵循高职院校教学的 “必需、够用、实用” 原则，充分体现高等职

业教育的实用特征；在编写体系设置上，坚持以“夯实基础，贴近岗位” 为准则，突出可操作

性，使知识与技能较好融合。为便于教学，每本书皆配有教师可用、学生可学的资料、资源。 

3. 编者基础厚实 

担任本套教材的主编和其他编者（不少是双师型教师），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课堂教

学经验，又有编写出版教材的经历。在铁路建设高速发展以及中国高铁迈向世界的背景下，

他们仍在继续不断地学习与钻研现代铁路技术，走访企业、现场，搜集、掌握相关技术资料，

这为编写出版高质量的教材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立体化 

本套教材的出版，在纸质出版时辅以数字出版，使教材表现形态多元化、立体化。学生



 

可通过扫二维码或使用网络媒体等多种手段，获得丰富的学习资源，提高学习效率。这样的

教材，会使教学变得更加开放、便捷，从而实现更好培养高技能型人才的目标。 

本套教材的出版，得到以下学校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他

们是：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天津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职业学院、贵阳职业技

术学院、四川管理职业学院、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昆明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北铁路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南

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 

同时，我们还要对在教材出版幕后做出积极贡献的相关领导及专家表示崇高的敬意。他

们是：西南交通大学陈维荣教授，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石纪虎教授，黑龙江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宫国顺教授，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澍东教授、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王亚妮教授、谢家的教授，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林宏裔科长。此外，还要特别感谢

以下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师，他们或建言献策、直抒己见，或主动担纲、揽承编写任务。他们

是：杨旭清、祁瑒 堃娟、刘德勇、郭艳红、林宏裔、谢奕波、赵先 、江澜、支崇珏、于洪永、

高秀梅、魏玉梅、曾洁、唐玲、严兴喜、袁兴伟、谢芸、杨柳、邓缬、王向东、张灵芝、龙

剑、上官剑、饶金根、程波等。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需

要社会关注与扶持。我社作为轨道交通特色出版社，一直坚持把服务高职院校教学与服务铁

路企业人才培养作为出版社的重要工作之一，把规划、开发与出版更多的、更优质的轨道交

通类教材作为首要任务并予以落实。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能对高职院校的铁路专业教学与

改革，对铁路企业、现场的职工培训与人才培养发挥重要作用，产生积极影响。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 7月 

 
 



 

前  言 

安全用电是铁道供电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随着铁路事业的飞速发展，各部门越来越

重视用电的安全性，体现出安全用电的重要性。为了让学生能更好的适应现场工作，我们围

绕学生在现场工作中涉及的相关安全技术编写了本教材。 

在编写这本教材时，我们是以《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为本，结合铁路现场实际

进行编写的。本书共 8 章，第 1～4 章是由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何武林老师编写，第 6～8

章是由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郭艳红老师编写，第 5 章常见消防器具的使用以及附录 I 和附

录 II是由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严兴喜老师编写。 

第 1～4章首先通过对触电事故的典型案例分析事故产生原因，强调安全用电的重要性。

其次，围绕着发现有人触电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进行编写，包括触电急救中的方法、要

点。最后，讲述了触电的基本措施以及电气安全用具的使用和电气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第 6～8章主要讲述了电气设备的绝缘理论、电气设备的绝缘测量试验和电气作业的安全

操作规程和制度。其中包括典型的实验：绝缘电阻和吸收比的测量、介质损耗角的测量、工

频耐压试验等。 

第 5章主要讲述了消防器具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附录主要介绍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

的安全规范，使学生对临时用电的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进行了解。 

本书按照教学学时的相关要求安排内容，内容较为丰富，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便于学生

学习。 

由于编者学识有限，书中有疏漏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诸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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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安全用电的意义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电能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对人身安全及设备安全也构成很大的潜

在威胁，据上海供电局统计，上海地区近年来用电事故情况相当严重。就触电死亡事故而论，

最近七八年中，郊区十个农村平均每年死亡 60人，市区及城镇工厂每年死亡 3～9人，合计

近 70人。2007年农村死亡 56人，市区及城镇工 16人，合计 72人；2008年 1～10月农村死

亡 39人，市区及城镇工厂 11人，合计 50人。数字触目惊心。 

触电情况是很复杂的。有些是有意或无意地与正常带电的部分接触而触电；有些是有意

或无意地与漏电部分接触而触电，这些漏电部分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带电的；甚至有些并

没有和电气设备接触也触电了。 

尽管触电事故多种多样，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在各种情况下触电的原因，采取相应的预防

方法，尽量避免触电的危险。总的说来，触电的原因不外乎缺乏安全用电知识，电气设备不

符合安全要求，以及没有普遍推行安全工作制度等三个方面。触电事故大量发生在农村就充

分说明了这点。因此，对预防触电而言，学习安全用电知识、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保证

安全工作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对安全用电认识不足，对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使用不当均可能造成触电事故、

线路设备事故或遭受雷击、静电、电磁场危害及引起电气火灾和爆炸等事故。全世界每年死

于电气事故的人数约占全部事故死亡人数的 25%，电气火灾占火灾总数的 14%以上。安全用

电是衡量一个国家用电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经济发达地区大约每耗电 20亿千瓦时，触电死

亡 1人，经济落后地区大约每耗电１亿千瓦时，触电死亡 1人。据统计，全国触电死亡总人

数中，工业和城市居民仅占 15%，而农村占 85%，高压触电死亡人数约占 12.5%，低压触电

死亡人数约占 87.5%。我国政府对于安全用电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完善供用电制度和加强电

力安全技术管理，由国家及有关部委颁布的劳动保护法规、决议、条例、规程及标准已达 300

多种。这对保证电气安全、防止电气事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电气管理工作逐步走向科

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用电规模的扩大，人们越

来越重视安全用电，安全用电作为一般知识应该被一切用电人员所了解，作为一门专业技术，

应该被全体电气工作人员所掌握并遵照执行。 

所谓安全用电，指在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的前提下，正确地使用电力及为此目的而采取

的科学措施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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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全用电的内容与触电事故特点 

1.2.1  安全用电研究的内容 

安全用电研究的内容包括：人身用电安全与设备用电安全两方面。 

人身安全指在从事电气工作的过程中人员的安全。设备安全指电气设备及相关其他设备，

包括建筑的安全。其中人身安全方面包括防止人员触电的安全防护技术。设备安全方面包括

设备的防火防爆，过电压保护等技术。 

1.2.2  触电事故的特点 

触电事故具有多发性、突发性、季节性、高死亡率并具有行业特征等特点。 

多发性：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触电死亡的人数占全国意外死亡总人数的 10%，仅次于交

通事故。随着用电频率的增高，发生触电事故也会相应增加。 

季节性：据统计数据分析，每年的 6～9月是触电高发时段。此时，大地绝缘电阻小，人

体由于出汗等原因人体电阻也很小，导致容易触电。 

触电还具有突发性，令人猝不及防。 

1.3  居家用电安全 

居家生活离不开电，每个家庭有电脑也有电视机，居家用电安全很关键。 

1.3.1  居家用电火灾 

居家用电不慎，容易引起火灾，造成财产损失，危及生命安全。 

家庭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如下： 

（1）电线走火，乱接乱搭。 

（2）家电使用不当，麻痹大意。 

（3）线路老化短路，无漏电保护装置。 

案例 1 

出租房内用“热得快”烧火，忘记拔插头引发火灾 

2008年 6月 27日上午 10时 15分，温岭市×××街九区 18栋一间民房的 4楼突然冒出

了滚滚浓烟。接警后，温岭消防部门立即出动 3台消防车，20多名消防官兵赶赴火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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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的是一座两间连体的 5层楼房的 4楼，消防员到现场时候火势已经由住户及附近的居民

及时自救而扑灭。由于着火时浓烟从窗口冲出，楼房四楼以上窗户墙面都漆黑片。起火房间

里一台 18英寸电视机已被大火烤得变形，一张双人床和一些被褥衣物已被烧毁，房屋墙壁都

被熏得漆黑，室内地上也布满了积水。 

五分钟后，承租的赵姓夫妇闻讯赶了回来，面对房间里的一片狼藉，女主人无奈地表示

上班前曾在床边用电热水器烧开水，“大概是我忘了拔插头，水烧干后就造成了电线的短路”。

这场大火由于扑灭及时，火势没有向其他楼层蔓延，也没有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 

 
图 1.1  用“热得快”引发火灾 

案例 2 

家电超负荷起火 

夏季，家庭发生火灾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天气连续高温炎热，居民家中空调、电扇等

家用电器超负荷运作、高强度使用而引起的。为此，消防部门提醒市民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

切勿超负荷、高强度使用电器，电器设备应按安装规范进行施工，不要随意改变电线使用功能。 

案例 3 

电热毯起火一男不幸身亡冬季用电取暖应注意安全 

某日凌晨 4时许，某燃料公司东关煤厂职工楼突发大火，一间职工宿舍被烧毁，一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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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大火中不幸丧生。据警方初步认定，起火原因是长时间使用电热毯引发的。 

在煤厂职工宿舍楼三楼东头的一间房子里，几个工人正在清理现场房间内的东西已被全

部烧毁，门窗被烧得只留下框架。 

消防车很快赶到现场，到 4时 40分许，大火被扑灭，但房内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已被烧

死。消防支队的工作人员说，从往年的火灾记录情况来看，冬季是火灾多发期，并且夜晚的

火灾次数和损失更大。这起火灾与近期的天气降温有一定的关系。消防支队的工作人员提醒

人们，冬季使用电热毯取暖时，千万要注意安全。 

1.3.2  家庭安全用电措施 

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应用，正确掌握安全用电知识，确保用电安全至关重要。  

（1）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家电产品。  

（2）使用家电时应有完整可靠的电源线插头，对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都要采用接地保护。  

（3）不能在地线和零线上装设开关和保险丝，禁止将接地线接到自来水、煤气管道上。  

（4）不要用湿手接触带电设备，不要用湿布擦抹带电设备。  

（5）不要私拉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动带电设备。  

（6）检查和修理家用电器时，必须先断开电源。  

（7）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  

（8）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 

同时，在家庭电路中我们还应该做到： 

（1）每个家庭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电工器具，如验电笔、螺丝刀、胶钳等，还必须备有

适合家用电器使用的各种规格的保险丝具和保险丝。  

（2）每户家用电表前必须装有总保险，电表后应装有总刀闸和漏电保护开关。 

（3）任何情况下严禁用铜、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大小一定要与用电容量匹配。更

换保险丝时要拔下瓷盒盖更换，不得直接在瓷盒内搭接保险丝，不得在带电情况下（未拉开

刀闸）更换保险丝。  

（4）烧断保险丝或漏电开关后，必须查明原因才能再合上开关电源。任何情况下不得用

导线代替保险丝或者压住漏电开关跳闸机构强行送电。  

（5）购买家用电器时应认真查看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如频率、电压等）是否符合本

地用电要求。要清楚耗电功率有多少，家庭已有的供电能力是否满足要求，特别是配线容量、

插头、插座、保险丝具、电表是否满足要求。 

（6）当家用配电设备不能满足家用电器容量要求时，应更换改造，严禁凑合使用。否则

超负荷运行会损坏电气设备，还可能引起电气火灾。  

（7）购买家用电器还应了解其绝缘性能：是一般绝缘、加强绝缘还是双重绝缘。如果是

靠接地作漏电保护的，则接地线必不可少。即使是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的电气设备，作保护

接地或保护接零亦有好处。  

（8）带有电动机类的家用电器（如电风扇等），还应了解耐热水平，是否长时间连续运行。

要注意家用电器的散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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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装家用电器前应查看产品说明书对安装环境的要求，特别注意在可能的条件下，

不要把家用电器安装在湿热、灰尘多或有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10）在设计室内配线时，火线、零线、地线应标志明白，并与家用电器接线保持一致，

不得互相接错（参考火线、地线、零线的国家标准）。 

（11）家用电器与电源连接，必须采用可开断的开关或插接头，禁止将导线直接插入插

座孔。  

（12）凡要求有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的家用电器，都应采用三脚插头和三眼插座，不得用

双脚插头和双眼插座代替，造成接地（或接零）线空档。  

（13）家庭配线中间最好没有接头。必须有接头时应接触牢固并用绝缘胶布缠绕，或者用

瓷接线盒。禁止用医用胶布代替电工胶布包扎接头。  

（14）导线与开关，刀闸、保险盒、灯头等的连接应牢固可靠，接触良好。多胶软铜线接

头应绞合后再放到接头螺丝垫片下，防止细股线散开碰到另一接头上造成短路。  

（15）家庭配线不得直接敷设在易燃的建筑材料上面，如需在木料上布线必须使用瓷珠或

瓷夹子；穿越木板必须使用瓷套管。不得使用易燃塑料和其他的易燃材料作为装饰用料。 

（16）接地或接零线虽然正常时不带电，但断线后如遇漏电会使电器外壳带电；如遇短路，

接地线亦通过大电流。为其安全起见，接地（接零）线规格应不小于相导线，在其上不得装

开关或保险丝，也不得有接头。  

（17）接地线不得接在自来水管上（因为现在自来水管接头堵漏用的都是绝缘带，没有接

地效果），不得接在煤气管上（以防电火花引起煤气爆炸），不得接在电话线的引线上（以防

强电窜弱电），也不得接在避雷线的引线上（以防雷电时反击）。  

（18）所有的开关、刀闸、保险盒都必须有盖。胶木盖板老化、残缺不全者必须更换。脏

污受潮者必须停电擦抹干净后才能使用。  

（19）电源线不要拖放在地面上，以防电源线绊人，并防止损坏绝缘。  

（20）使用家用电器前应对照说明书，将所有开关、按钮都置于原始停机位置，然后按说

明书要求的开停操作顺序操作。如果有运动部件（如摇头风扇），应事先考虑足够的运动空间。  

（21）家用电器通电后发现冒火花、冒烟或有烧焦味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机并切断电

源，进行检查。  

（22）移动家用电器时一定要切断电源，以防触电。  

（23）发热电器周围必须远离易燃物料。电炉子，取暖炉、电熨斗等发热电器不得直接搁

在木板上，以免引起火灾。  

（24）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禁止用湿手拔、插电源插头。拔、插电源插头时手指

不得接触触头的金属部分。也不能用湿手更换电气组件或灯泡。  

（25）对于经常手拿使用的家用电器（如电吹风、电烙铁等），切忌将电线缠绕在手上

使用。  

（26）对于接触人体的家用电器，如电热毯、电油帽、电热足鞋等，使用前应通电试验检

查，确无漏电后才接触人体。 

（27）禁止用拖导线的方法来移动家用电器。禁止用拖导线的方法来拔插头。  

（28）使用家用电器时，先插上不带电侧的插座，最后才合上刀闸或插上带电侧插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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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用电器则相反，先拉开带电侧刀闸或拔出带电侧插座，然后才拔出不带电侧的插座（如

果需要拔出的话）。  

（29）紧急情况需要切断电源导线时，必须用绝缘电工钳或带绝缘手柄的刀具。  

（30）抢救触电人员时，首先要断开电源或用木板、绝缘杆挑开电源线，千万不要用手直

接拖拉触电人员，以免连环触电。  

（31）家用电器除电冰箱这类电器外，都要随手关掉电源特别是电热类电器，要防止长时

间发热造成火灾。  

（32）严禁使用床上开关。除电热毯外，不要把带电的电气设备引上床，靠近睡眠的人体。

即使使用电热毯，如果没有必要整夜通电保暖，也建议发热后断电使用，以保安全。  

（33）家用电器烧焦、冒烟、着火，必须立即断开电源，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  

（34）对室内配线和电气设备要定期进行绝缘检查，发现破损要及时用电工胶布包缠。  

（35）在雨季前或长时间不用又重新使用的家用电器，用 500V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应

不低于1M，方可认为绝缘良好，可正常使用。如无兆欧表，至少也应用验电笔经常检查

有无漏电现象。  

（36）对经常使用的家用电器，应保持其干燥和清洁，不要用汽油、酒精、肥皂水、去污

粉等腐蚀性或导电的液体擦抹家用电器表面。  

（37）家用电器损坏后要请专业人员或送修理店修理，严禁非专业人员在带电情况下打开

家用电器外壳。 

1.3.3  家电电器安全用电具体防范措施 

专内人士提醒消费者，应当经常对家用电器进行安全检查，来预防和排除家用电器漏电

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家用电器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最好有两人在场，并做好安全防范

工作，包括：穿上绝缘鞋，带好绝缘手套，准备能正常工作的试电笔等。 

洗衣机：洗衣机漏电是很危险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除非您熟悉洗衣机电路构造，并

持有电工资格证书，否则建议您不要擅自改造或修理。应尽快切断洗衣机电源，并尽快与专

业维修人员联系，进行维修。 

电视：应放在阴凉通风处，不要被阳光直晒，开机后不要用湿冷布接触荧光屏，以免显

像管爆炸；不要带电打开盖板检查或清扫灰尘；电压过高或过低不要开机。 

电脑：要选用电脑专用插座，插头禁止三角改两脚。用完关机，禁止长时间无人运行。 

充电器：手机与其他充电设备充电充满后拔掉插头，以免发生爆炸或短路事件，尽量少

用兼容电池。 

电熨斗：必须具有接地或接零保护，使用时或用毕后不能立即放置在易燃物品上，用后

应立即切断电源，严防高温引起火灾。 

吸尘器：使用时注意电缆的挂、拉、压、踩，防止绝缘损坏；及时清除垃圾或灰尘，防

止吸尘口堵塞烧坏电机；未采用双重绝缘或安全电压保护的应设置接地、接零保护。 

电冰箱：应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并注意防止阳光直晒或靠近其他热源；必须采用接地或

接零保护，电源线应远离热源，以免烧坏绝缘造成漏电；避免用水清洗，不要存放挥发性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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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物品，以免电火花引起爆炸事故。 

空调：使用前注意核对电源保险丝、电度表、电线是否有足够的余量，并取下进风罩，

使进风口及毛细管畅通，以防内部冷媒不足导致空压机烧毁；必须采用接地或接零保护，热

态绝缘电阻不低于 2M才能使用。 

电热毯：应防止弄湿电褥子，减少折叠次数，避免折断电热丝，通电时间不能过长。电

褥子使用完后，一定要拔掉电源插头。 

电吹风：电吹风在通电使用时，人不能离开，更不能随手放置在台板、桌凳、沙发、床

垫等可燃物上；电吹风使用完后切记要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来。遇到临时停电或电吹

风出现故障，切记也要拔下插头。 

1.3.4  使用电源插座怎样注意防火 

电源插座中有一种一座多用的三联插座和四联插座，使用方便，颇受消费者青睐。但是

使用这种多用插座应注意电源插座所能承受的负荷，不能超负荷使用，以保安全。  

在电源插座上均标有额定电压与电流，这是电源插座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与电流值。电

压与电流的乘积为电功率，单位为瓦（W）。假若在使用多联电源插座时，插了好几种电器，

就应仔细计算一下所插电器的功率是否超过了多联插座允许的额定功率，假若比插座的额定

功率低，使用就安全。相反，所用电器的总功率大于多联插座的额定功率，这样就不安全。

因为电流通过金属导体时，金属导体会升温，这叫作电流热效应。当通过导体的电流越大，

热效应越明显，发热量也越大。当多种电器的电流通过多联插座时，电流愈大其热效应愈高，

超过额定值后就会烧毁电线和插座，严重时就会引起火灾。所以切记使用电源插座不要“小

马拉大车”。  

1.3.5  居家用电发生火灾的处理措施 

1. 发生火灾时应注意的事项 

（1）切忌慌乱，判断火势来源，向与火源相反方向逃生。 

（2）切勿使用升降设备（电梯）逃生。 

（3）切勿返入屋内取回贵重物品。 

（4）夜间发生火灾时，应先叫醒熟睡的人，不要只顾自己逃生，并且尽量大声喊叫，以

提醒其他人逃生。 

（5）快速关闭煤气来源开关。 

2. 逃生中如何避免火、烟之危害 

（1）以湿毛巾掩口鼻呼吸，降低姿势，以减少吸入浓烟。 

（2）在无浓烟的地方，将透明塑料袋充满空气套住头，以避免吸入有毒烟雾或气体。 

（3）若逃生途中经过火焰区，应先弄湿衣物或以湿棉被、毛毯裹住身体，迅速通过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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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着火。 

（4）烟雾弥漫时，一般离地面 30cm仍有残存空气可以利用，可采取低姿势逃生，爬行

时将手心、手肘、膝盖紧靠地面，并沿墙壁边缘逃生，以免错失方向。 

（5）火场逃生过程中，要一路关闭所有经过的门，它能降低火和浓烟的蔓延速度。 

3. 火灾发生后如何防止烟从门缝进来 

利用胶布或湿毛巾、床单、衣服等塞住门缝。 

4. 当衣物着火时如何处置 

最好躺下或就地卧倒，用手覆盖住脸部并翻滚压熄火焰，或跳入就近的水池，将火熄灭。 

5. 火灾时如果被困在室内如何待救 

（1）到易获救处待救（如靠近大马路的窗口附近，或与入口较近的房间等）。 

（2）设法告知外面的人（用电话、手机通知 119 你受困的位置，或直接以衣物、灯光于

窗口呼叫）。 

（3）防止烟流窜进来。 

1.4  办公室安全用电措施 

1.4.1  办公室用电注意事项 

（1）用完电脑后关机、关显示器。 

（2）禁止用劣质插线板。 

（3）禁止长时间用充电器。 

（4）禁止接触相关配电设备。 

（5）不得使用大功率电器。 

（6）打雷时，尽量不要用 ADSL。 

1.5  工厂安全用电的相关基本措施 

（1）要想保证工厂用电的安全，坐地扇、手电钻等移动式用电设备就一定要使用漏电保

护开关。漏电保护开关要经常检查，每月试跳不少于一次，如有失灵立即更换。保险丝烧断

或漏电保护开关跳闸后要查明原因，排除故障才可恢复送电。 

（2）千万不要用铜线、铝线、铁线代替保险丝，空气开关损坏后立即更换，保险丝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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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开关的大小一定要与用电容量相匹配，否则容易造成触电或电气火灾。 

（3）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与保护线可靠连接，单相用电要用三芯电缆连接，三相用

电要用四芯电缆连接。保证在户外与低压电网的保护中性线或接地装置可靠连接。保证中性

线必须重复接地。 

（4）电缆或电线的驳口或破损处要用电工胶布包好，不能用医用胶布代替，更不能用尼

龙纸包扎。不要用电线直接插入插座内用电。 

（5）电器通电后发现冒烟、发出烧焦气味或着火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切不可用水或泡

沫灭火器灭火。 

（6）不要用湿手触摸灯头、开关、插头插座和用电器具。开关、插座或用电器具损坏或

外壳破损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未经修复不能使用。  

（7）电炉、电烙铁等发热电器不得直接搁在木板上或靠近易燃物品，对无自动控制的电

热器具用后要随手关电源，以免引起火灾。 

（8）工厂内的移动式用电器具，如坐地式风扇、手提砂轮机、手电钻等电动工具都必须

安装使用漏电保护开关实行单机保护。 

（9）发现有人触电，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者，要尽快拉开电源开关或用干燥的木棍、

竹竿挑开电线，立即用正确的人工呼吸法进行现场抢救。 

（10）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应由持证电工负责。 

1.6  电气事故分类及典型案例 

1.6.1  电气事故分类 

1. 雷击事故 

雷电是一种大气放电现象。雷击是雷电发生时，相当强大的电流通过而对人、畜、树木、

建筑物等造成的杀伤或破坏。 

雷击事故案例 

黄岛油库的火灾 

1989 年 8 月 12 日山东青岛市黄岛油库由于雷击导致火灾爆炸引发的大火烧了 104 个小

时才扑灭，死亡 19人（其中消防人员 14人），烧掉原油 3.6万吨，油库区沦为一片废墟，直

接和间接损失达 7000万元。 

点评：这起事故是一起非常典型的雷击事故。事故的原因是油库的储罐，由于年久失修，

雷击时，因感应放电，使得储罐上面的钢筋打火，钢筋打火的时候，点燃了油库上面散发的

油气，由于初期的火扑救不力，从而导致了油罐的连锁燃烧。 

2. 电气火灾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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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火灾爆炸是指由电气原因引燃的，或者由电火花和电弧所引发的火灾爆炸。 

案  例 

日本原油储罐火灾 

2006 年 1 月 17 日，日本爱媛县今治市的太阳石油公司四国事业所的 10万米 3原油储罐

发生火灾，造成 5人死亡，2人受伤。 

在日本，室外储罐火灾事故自 1975年至今，已经发生了 10余起。大部分都造成了人员

伤亡。  

事故的起因在清洁油罐的过程中。员工先用了一些比较清的油稀释了比较稠的油，然后

用泵抽出。按照操作过程要求，应使用防爆的照明灯，但是当时使用的照明灯只是一个立式

的支架照明灯，结果员工不小心碰倒了支架照明灯，于是引发了爆炸。 

3. 电气误操作事故 

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 4种恶性电气误操作事故： 

（1）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2）带电挂（合）接地线（接地开关）； 

（3）带接地线（开关）合断路器或隔离开关； 

（4）误分（合）断路器； 

4. 静电事故 

静电事故指人为的以正负电荷形式的能量所引发的事故。在电气事故中，这种事故也是

经常发生的。 

例如，冬季气候干燥，脱毛衣后与人握手时，都会发生电击的感觉。甚至有时，会看到

一点微微的火花，这都是静电造成的放电效应。 

案  例 

加油站发生的事故 

在一个自助式服务的加油站，需要加油的顾客要自己操作。有位顾客把油枪插入注油口

加油，看到加油差不多时，没想到突然一下油被点燃了，这就是由静电引起的起火事件。 

原来，这位顾客在加油前，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车座和衣服的相互摩擦产生了静

电，而且这位顾客又整理了自己的毛衣，这时静电又进一步增强。结果，大量静电的积累必

然要产生放电现象，这时去摸金属加油器，身体与金属之间就会产生放电，电火花就会把油

气引燃。 

5. 电磁辐射危害 

电磁辐射危害是由电磁波形式的能量造成的，泛指 100kHz 以上频率的交流电，因为

100kHz以上才能辐射电磁波。 

广播、通信设备一般的电磁波频率为数百千赫兹到数千兆赫兹，例如手机，中国 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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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在 900MHz 上，CDMA 则运行在 800MHz 和 1900MHz 这两个频率上，WCDMA

（3G）则运行在 2000MHz频率上。 

案  例 

微波炉烘干宠物 

一个美国家庭主妇，买了微波炉后，认为自己的宠物洗完澡，就可以用微波炉来烘干其

毛发。于是她就把洗澡之后的宠物放进了微波炉，几分钟后，打开微波炉，她的宠物已经因

加热，而导致死亡了。 

6. 电路故障及事故 

电路故障及事故主要是指电能失控，包括整个电流流通的回路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事故

及故障。 

从能量角度看，在整个电流通路的回路之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了事故故障，都可以归

到电路故障事故中。电路故障及事故的危害也很严重，例如，即使一个小灯泡的故障熄灭，

也可能导致人的死亡。 

案  例 

异常停电事故 

2003 年 8 月 14 日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一度使美加两国

的 5000万人陷入一片黑暗中，甚至机场都关闭运行，电话不通，给美国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

经济损失。美国总统布什在发生停电事件后发表讲话说，这是一起“重大的全国性问题”。 

思 考 题 

1. 安全用电研究内容有哪些？ 

2. 触电事故的特点有哪些？ 

3. 家庭电路安全用电原则有哪些？ 

4. 办公室安全用电原则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