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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录像在火灾调查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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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物越来越高的生活环境下，火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当火灾事故发生之后，消防

人员、调查人员应当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准确科学的原因调查。在调查火灾原因的过程中，调查取证工作有着重

要的作用，若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则能从根本上避免一些常见的火灾发生。本文主要介

绍视频监控录像在火灾调查中的具体应用，希望能对视频监控录像的应用及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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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监控录像的普及已经

成为公安消防部门破获重大案件的必要依据，并且实

践证明，监控录像不仅可以认定火灾事故产生的原因，

同时也能帮助消防部门有效分析火灾事故的责任。市

场上各种监控摄像头安装得越来越多，监控视频也能

随时传到电脑或手机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火灾

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之处。

1 视频监控录像在火灾调查中的积极意义

视听资料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视频监控录像，

它能够动态的还原整个火灾过程，通过监控视频，调

查人员可以明确起火位置、确定起火原因和认定火灾

性质等，为公安消防人员调查火灾原因提供强有力的

证据。

具体来讲，视频监控录像可以为火灾调查提供以

下五个方面的帮助：

第一，视频动态性。通过视频，调查人员能够清

楚的观察整个火灾事故从初期到最后的发生状况，有

利于调查人员清楚的分析火灾发生前后的局势，并做

出准确的判断 [1]。

第二，内容真实性。与传统的调查方法相比，通

过视频监控录像得出的证据更为真实和准确，并且客

观的反映了整个案件的发生情况。

第三，资料完整性。与图片资料相比，视频资料

更加完整，也更能详细的说明现场的整个情况。调查

人员可以通过暂停按键对细节处展开详细调查。

第四，处理简单性。调查人员通过对视频进行拷贝、

暂停、慢放、快放等顺利捕捉每一个关键时刻，操作

更便捷。

第五，存储长久性。通过硬盘等媒介，可以将录

像中的视频资料拷贝出来，必要时候可以随时调取，

并且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随地查看。

2 火灾原因调查中存在的突出难点

2.1 难以确定起火位置

通常情况下，火灾事故调查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

起火点，只有准确确定起火位置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工作。但是在火灾调查中，往往由于火灾事故较大的原

因，起火点的位置不能准确定位或者不能短时间内正确

判定，这样无疑会为后期的调查工作带来严重的影响。

2.2 难以提取火灾物证

火灾中留下的痕迹物证会为调查人员准确分析起

火原因、火势发展等提供必要的参考，但是从火灾发

生之后到能够控制火势之前，为了避免人员伤亡，此

时是不允许提取物证的，这样就会导致一些重要的物

证丢失或者损坏，同时也会使一些原本能够判断起火

点或者起火原因的物证提取变得更加不容易。在实际

火灾事故调查中，调查人员经常会由于第一手证据缺

失而中断调查工作，这就使得火灾责任认定工作以及

相应的技术分析工作更加有难度。

2.3 难以保证专业设备

现阶段消防设备的保障工作也非常重要。传统的

火灾调查中，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会直接由专业人

员进行观察，或者借助一些简单的设备进行相关内容

的判定，这样的方法在一些较大事故中很难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

除此之外，简单的设备也不能根据事故现场的相

关数据、证据等展开详细的分析。再加上一些单位没

有资金支持采购专业设备，这样也会阻碍整个火灾事

故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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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频监控在火灾事故调查中应用的具体形式

3.1 直接判定火灾事故的起火原因和起火点

视频监控的主要作用是准确记录火灾从发生到结

束的全部过程，当火势得到控制之后，专业人员会调

取视频监控查看起火点的位置以及起火原因，这样就

能快速找到证据、嫌疑人等信息。侦查人员再根据这

些信息展开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调查效率会有效提升。

因此火灾事故调查中，消防人员首先会查看安装视频

监控的位置，并提取相关影像，做好备案存储工作，

为后期的证据调取提供支持。

3.2 有效挖掘火灾事故中的潜在证据和信息

在火灾事故调查中，往往会出现视频监控安装位

置不能准确记录起火位置的时候，此时调查人员会首

先观察监控中黑烟的出现位置、颜色、浓度等信息，

判断出起火的大致位置，为事故的进一步调查提供有

力的参考。

除此之外，通过视频监控 还能准确找出嫌疑人的

相关视频资料，例如外貌特征、着装特征等，这些潜

在信息也会为事故的调查起到重要的作用 [2]。一场火灾

事故的调查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调查过程中应当

通过视频监控尽可能多的获取资料信息，例如起火单

位周边的路况信息也应当及时调取，侦查人员在将所

有视频进行分析、处理、查看之后，会确定更多的潜

在信息。

3.3 能够准确获取火灾事故中的各类相关信息

调查火灾事故过程中，应当通过视频监控搜集各

种信息。通常情况下，火灾事故都会在夜间或者人员

较少的地方出现，从火灾发生初期阶段烟雾就比较浓

烈，这样就会对监控设备造成一定的影响，使获取的

影像资料比较模糊或者利用价值不大。再加上侦查人

员观看火灾视频录像的过程中，由于持续时间较长，

很容易产生视觉疲劳，也容易忽视一些关键信息。因

此，技术人员在对火灾现场视频调取和分析的过程中，

应当对同一位置不同时间段的视频进行对比，这样可

以有效降低调查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也能快速锁定关

键信息出现的时间段。 

3.4 正确认识火灾视频监控的功能

虽然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视频监控

已经广泛应用在火灾事故的调查中，但这并不意味着

调查人员只能利用视频监控这一种手段，因为火灾事

故的产生原因和发生位置往往具有较复杂的特点，只

有使用多种调查方法，全面分析各种数据，才能准确

判断火灾原因，也才能有效发挥视频录像的最大优势。 

4 视频监控录像在火灾调查中运用的具体案例

4.1 案例详情

在 2010年 3月 14日，山西省某一栋三层建筑物

的歌厅内发生了火灾，火灾面积覆盖大约 123m2，整个

三层都有不同程度的过火，最终造成 10人死亡，20人

受伤，经过公安消防部门的调查，最终认定该起火灾

事故的起火原因为吧台安装的电暖气旁边有罐装空气

清新剂，经过高温烘烤最终导致空气清新剂爆炸燃烧

引发火灾。在该火灾事故认定中，调查人员有效使用

了视频监控录像。

4.2 视频监控录像在本案例中的具体应用

4.2.1 歌厅所在建筑概况

歌厅所在建筑地上有三层，局部有四层，建筑三

层总高度 14.3m，四层高度为 17.8m，该建筑防火等级

二级。一层至二层为歌厅，三层和四层为员工提供住

宿和储物间，该建筑类共有三部楼梯。

4.2.2 视频监控系统覆盖情况

在本歌厅内安装的视频监控系统主机在第二层北

侧，南部的监控室 16路视频监控中有 11路在使用，

歌厅里大部分营业区域均已被监控摄像覆盖。

4.3 视频监控录像为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明

1.能够准确记录具体火灾时间。在 0时 26分 19

秒歌厅吧台处有明显的爆炸光亮，通过监控录像可以

看到火光。

2.能够准确提供火灾原因。在视频监控中，能够

看到歌厅员工将空气清新剂放置在电暖气周边，清新

剂由于高温烘烤发生爆炸。

3.准确记录了火势发展的整个过程。在监控录像

中能够看到从第一次爆炸到随后发生的爆炸情况，以

及监控系统断电时间内火灾的蔓延情况。

4.有效证明了火灾成因。第一原因是火灾初期扑

救措施不到位。监控记录显示 00：26：19起火后至 00：

26：38并没有人上前施救，后来才陆续有人泼水或脚踩，

但此时火势已经无法控制。第二原因为人员疏散逃生

方面措施不当。在火灾初期，已经有人发现火情，但

并没有有效组织人员疏散，在火灾发生之后，人员也

没有有组织的离开现场，最终导致人员伤亡。第三可

燃物方面。监控录像证明了空气清新剂属于违规放置

易燃易爆物品。

由此可见，在本案例中，通过视频监控录像为公

安消防部门的调查人员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当然，

单方面凭视频录像并不能说明火灾事故的最终认定，

相关人员还应当通过走访调查，获取更多的证据作为

支撑，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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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频监控录像证据在火灾事故调查中的具

体分析和应用

5.1 校准时间

调取监控录像第一步就是要校准时间，时间在判

定事故性质、调查事故细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

来讲，多数视频监控录像不具备时间自动校准功能，

因此在调查取证时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对时间进行校准。

其一，直接对比法。将视频监控录像中的时间与

正常时间进行对比，分析时间是否存在误差，这种方

法广泛应用于各类火灾调查取证中。当然，该方法也

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当火灾产生之后，主机会停电，

主机的计时模块也会受到影响。在本案例中，通过查

阅视频内容，发现系统时间比正常时间晚 47分钟，视

频中的起火时间为 00：26：19，那么按常规计算，应当

是前一天的 11：39发生的火灾。第一报警人的报警时

间为 00：28，根据第一报警人来讲，发现火灾之后，

第一时间逃离现场并且报警，但是报警时间不能晚于

起火 49分钟，因此证据之间出现矛盾，推测主机受到

了影响，直接对比方法则不能作数。其二，事件对比

法。通过调查其他地方的监控录像情况确定火灾发生

的准确时间，例如拨打电话、发送信息、拍摄照片等。

在本案例中，调查人员采取的是第一报警人拨打电话

的具体时间，监控上显示报警人走出起火建筑时间为

00：26：46，在走出建筑过程中，并没有看见报警人拨

打电话，由此推断出是场外报警，当报警人发现火灾时，

火灾已经不能控制，因此报警人不会在现场有停留时

间，因为据报警人反映，他是离开火灾现场后立即报警，

而接警时间为 00：28，由此可推断视频监控系统时间与

北京时间误差不会超过两分钟。

5.2 内容分析

通过观察火灾现场视频监控系统成像内容，可以

有效证明火灾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其他事件过程。

其一，直接分析。直接观看监控录像中的视频，

查找相关的证据以及线索。例如本案例中监控录像覆

盖较全，可以完整的记录火灾发生经过。因此，视频

中可以提供火灾发生，火灾蔓延的整个过程以及如何

引发火灾的人员行为、物品的状态变化等，并提供真

实的证据。其二，对视频内容进行技术分析。一般在

火灾出现后，由于高温原因，视频监控录像中呈现的

视频的拍摄范围，光照强度以及视频清晰度都会受到

一些因素的影响，此时就应当采取科学技术进行分析。

（1）逐帧分析。将视频的内容进行逐帧分析，如

分割，观察短时间内事物的变化。例如在本案例中，

第一次爆炸燃烧后火光传播迅速，难以看清爆炸点，

调查人员可以逐帧对监控的视频图像进行截取，如在

1/20秒的速度下，可以准确确定爆炸点的位置。（2）

比对分析。将视频中两个画面的内容进行比对，查找

其他证据线索。例如夜间影像都不会清晰，此时技术

人员可以比对同一时间内白天物品的位置，以此来定

位物品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从而找出关键的证据位置。

或者通过跟踪人员，物品状态而认识火灾发生的过程。

（3）延长线分析。通过对视频绘制延长线的方法确定

某个事件发生的具体位置。例如火灾现场中视频监控

录像如果不能直接显示火灾发生的位置，就可以通过

光线沿直线传播的距离找出火源定位。（4）跟踪分析。

对视频中的人或物运动状态轨迹进行跟踪，例如找出

亮光位置的变化，推测某时间是否出现了某种行为。

5.3 硬件状态分析

硬件状态是指调查人员应当对监控系统硬件展开

详细分析，确定是否受到火灾影响而出现破坏，例如

烧毁或烧损摄像头，切断信号线路等。调查人员在对

硬件状态进行分析时，首先要查清视频监控系统的具

体位置以及线路位置，然后调取各个视频监控画面的

质量是否有变化以及是否有中断，再结合火灾现场的

实际情况，推算硬件是否受到火加高温或烟气作用，

进而确定起火部位、起火方向以及火灾发生强弱。

5.4 综合分析证据

调查人员通过对视频监控录像内容展开分析之外，

还要结合人证物证等的情况进一步确定火灾现场情况。

例如本案例中初期通过观察视频监控录像，虽然能够

看清起火部位，但是并不能看出燃烧的物质，再调查

发现电暖气发热部件是硅晶电热膜，不可能出现热油

泄漏，而周转箱内的物品是罐装空气清新剂，由此推断，

起火物品就是空气清新剂。

6 总结

综上所述，在未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视频监控录像也会在大范围普及，通过监控录像调查

火灾事故也会成为大势所趋，更会有效推进火灾事故

调查方法的不断更新。为此，相关人员应当重视视频

监控的作用，不断完善视频监控调查的方法，真正提

高火灾事故破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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