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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2021年11月10日 星期三 广告

违规上楼、飞
线充电、非法改装、
“超期服役”……看
似便捷、经济的电
动自行车，实则暗
藏多种消防隐患，
今年以来全国已经
发生电动自行车火
灾 1万多起并造成
人员伤亡。平均每
月发生上千起火灾
事故，反映出电动
自行车消防安全治
理的紧迫性、严峻
性、复杂性。

电动自行车如
何防患于未“燃”？
对此记者进行了调
查。

全国平均每月引发火灾上千起

电动自行车如何防患于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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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一些问题，各地各部门也相
继探索技术手段治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隐患。

浙江系统集成监管部门、市场主体、产
品质量等多方数据信息，构建电动自行车
治理数字化系统“浙江e行在线”。从生
产、销售、注册、骑行、充停、维修、恢复七个
环节入手，实现电动自行车全生命周期综
合治理流程再造、管理重构和制度重塑。
在山东潍坊市部分小区，电梯内的摄像头
一旦识别到有电动自行车进入，将自动触
发闪灯报警并发出语音提示，与此同时电

梯也会暂时停止运行。
消除电动自行车的消防隐患，电动自

行车行业同样亟待升级。相关专家表示，
要持续推动电动自行车工艺革新，形成安
全标准。生产厂家应严格加强质量把控，
对于电动自行车部件特别是电器元件加强
安全性检测，限制线路的最大电流，对于充
电器增加短路保护。

同时，于2021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规
定，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
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新规已经实施3个月，但记者调查发

现，不少地方对于管理规定的执行并不到
位，电动自行车入户上楼现象仍普遍存在。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源
头管控和综合治理，推动建设更多停放、充
电场所，跟进出台这些场所的消防安全标
准，推动实施固定充电场所电价优惠政策，
为公众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提供更好
保障。”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局长琼色
说，“同时，指导物业管理单位加强巡查检
查，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频频

5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居
民小区的电梯内一辆电动车瞬间爆燃，导
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婴儿。

前不久，北京的一起火灾事故再次引
发全社会对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关注。
9月20日凌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租户
张某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
发火灾，造成5人死亡，教训十分惨痛。

而就在前天，合肥市又出现一起电动
自行车在家中充电时引发火灾的事故。11

月7日晚，合肥市一小区住户的电动自行
车在屋内充电时燃烧，导致火情。所幸消
防人员及时扑灭，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和人
员伤亡。

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持续上升，相关
起火爆炸事故呈现多发态势。单就山东济
南而言，截至9月2日，济南市挂牌电动自
行车已达300余万辆，今年全市接警处置
电动自行车火灾51起，其中充电起火28
起，在使用过程中自燃起火的有17起。

而在浙江，注册电动自行车有约2500
万辆。据当地消防部门统计，近3年浙江
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消防安全事故达
1861起。

放眼全国，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年
销量超过3000万辆，社会保有量超过3亿
辆。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数据，今年
以来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万多
起并造成人员伤亡，显示出电动自行车消
防安全治理仍存在较多难点与痛点。

产销用诸环节消防隐患多

业内人士指出，电动自行车屡次发生火
灾事故的背后，存在着产品技术不合格、非
法改装泛滥、充电不规范等多项隐患症结。

——电动自行车本身质量不达标或超
标。一些厂家为节省成本，擅自降低标准，
生产质量不合格的充电器，未按要求选用
相应电线，也没有正确安装保护装置，加之
装配工艺不合理，也容易引发消防安全事
故。

——销售市场提供电动自行车电池改
装业务。为了满足部分用户的需求，部分

非正规厂家或者个人会私自改装电池，并
且为了省成本，去掉了电池保护架，降低了
电池的抗碰撞性，增加了安全隐患。

记者为此随机暗访了杭州街头几家电
动自行车商铺，多家店主均表示可以加钱
为电动自行车换装更大容量电池。“扩大的
电瓶其实就是更大号的定时炸弹。”杭州市
消防救援支队的技术专家表示，这些私自
改装的电瓶为了缩减成本在拼装工艺和电
芯选品上难以保障，发生事故的概率也是
成倍增长。

——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规范。目前，
电动自行车停放以及充电问题一直是治理
的痛点。记者在杭州多个小区看到，很多
业主为了方便充电，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通过电梯直接骑到自家门口充电，或者将
电瓶取回家充电，这其实存在极大的安全
风险。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
量，如果内部温度不断升高或者单体电池之
间温度不均匀，就会出现过热燃烧、爆炸的
风险。”浙江一家电池厂商技术人员吴译说。

防患于未“燃”还需群策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