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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電纜共一橋
大火燒出四疑團

工程界倡引進智能電網 監察運行安全

元朗朗屏中電電纜橋前晚起火

該橋有 30 年歷史，全港共有 3 條類似的電纜橋，工程界人士指出，是次

燒塌，導致三組供電予天水圍、

事件存在四大疑團，其中最受關注的是電纜防火絕緣物何以未能阻止

元朗及屯門區的主高壓電纜損

火勢？有工程師懷疑是絕緣物老化或入水。為免事件重演，工程師建

毀，大規模停電使 16 萬戶居民在漆黑中度過炎熱夜晚。經過 13 小時通宵

議將主電纜分開搭建，減低齊齊燒毀風險。同時，世界各地已逐漸引

搶修，昨晨 8 時恢復供電，特區政府要求中電 3 天內就事件提交初步報

進智能電網，有效監察電網問題，建議香港全面提升電網基建，以及要

告。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無發現被人闖入電纜橋的跡象。

制定應急方案。

壞？

物料包裹，就算
過熱也很難出現
整座橋燃燒的情
況，今次事件十
分異常。

3 組電纜，並設有
安全機制，當一組
電纜無法運作，或
者起火時，防火絕
緣物能阻截火勢，
讓餘下電纜仍可維
持運作，今次卻三
組同時出事。

在無電情況
下，因缺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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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緊急警示系統」」未啟動

接駁位老化，

工程師指出，電

3

三組電纜何以同時出事？？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綜合工程界人士

是電壓過高、

電纜橋燒通頂原因

大停電四疑團

2

電纜橋起火原因

1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蕭景源

壬寅年五月廿五 初九小暑

天晴酷熱
氣溫28-33℃ 濕度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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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居民有點
不安，何以政
府不啟動「緊
急警示系統」
發布最新資
訊？

文匯報

香港仔

爆 料 專 線

民建聯促檢討緊急警示系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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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民建聯多位立法會議員
認為，特區政府及中電在大
停電事故中的應變機制，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包括花費
過億元的「緊急警示系統」
今次沒有發揮作用，反映香
港基建設施脆弱，期望政府
從全民安全角度進行檢視及
做好風險評估，又促請中電
向受停電影響的市民作出補
償。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楊
永杰、梁文廣及林素蔚則表
示，將根據議事規則就今次
電纜橋火警導致三區大停電
一事提出緊急質詢。

◆在火警中燒至折斷坍塌的輸電橋
在火警中燒至折斷坍塌的輸電橋，
，至昨日仍未清理
至昨日仍未清理，
，大批警員在現場調查
大批警員在現場調查。
。
晨，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在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
及中電輸電及供電業務部高級總監張寶中陪同下視巡
被燒毀的電纜橋。謝展寰表示，特區政府十分關注電纜橋
失火事件，事發後已啟動跨部門應急機制，維持屯門、元
朗及天水圍地區的緊急服務及醫療服務，又就事件對市民
造成不便感到十分抱歉。該局已要求中電 3 天內提交報
告，14 日內提交詳細報告，包括如何避免同類事件，而機
電署會密切監察中電的工作進度及跟進措施。

昨

三組主電纜同時
「出事」
罕見
張寶中透露，元朗及天水圍主要依賴電纜橋供電，而橋內
有3組132千伏電纜，本身設計是即使有一組電纜失靈或發
生事故（包括起火），其餘兩組電纜頂上。今次3組主電纜
同時「出事」，情況非常罕見，令恢復供電遇到困難。
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事件。由於現場結構仍
未安全暫未能入內調查，惟警方初步發現橋兩邊入口門鎖
完好無缺，不似有人進入，初步估計起火位置在橋中間，
現場附近未發現可以拍攝到該橋的閉路電視。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梁廣灝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電纜橋的設計本身無問題，是在現場環境不適
合使用地下電纜及高架電纜時採用的改良方案，已在香港
運用幾十年，「電纜橋的設計較為少見，以今次事發地為
例，該地點為人工渠所在，無論是鋪設地下電纜還是高架
電纜都不合適，採用電纜橋橫跨的折中方案是合理的。」
他指出，電纜設施起火通常有兩大原因：一是線路或設
備接駁處出現問題，使用時產生火花可能引起失火；另一
種可能就是電力系統持續負載過高，電纜在密閉空間內長
時間過熱引起燃燒。然而無論是哪種原因，他認為在電纜
橋中發生的幾率都極低，「電纜橋內電纜和地下電纜原理
相同，均有防火絕緣物料包裹，就算過熱也很難出現整座
橋燃燒的情況，因此今次事件原因頗為異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主要電纜類型
電纜類型

設計

適用地區

地下電纜 人口密集市區

優點

缺點

地下管道包含線路區及維修通道， 藏於地底不影響市容，不受路面 需要掘地鋪設，建造成本
電纜線由防火絕緣物料包裹
交通及建築等影響，穩定性高
高，維修時不方便，散熱差

高架電纜

郊區或人煙稀 由鋼架上的陶瓷絕緣材料架於空 建造成本相對低，維修相對方 易受閃電及颱風等極端天
少區域
中，電纜裸露，依靠空氣絕緣
便，散熱性好
氣影響

電纜橋

略高於地面的金屬框架，內含線 擁有地下及高架電纜的優點，包
設於濕地、河
路區域及維修通道，電纜線由防 括維修方便，建造成本適中，散 不適用於城中及郊區
流處
火絕緣物料包裹
熱良好，穩定性優於高架電纜
◆資料來源：綜合工程界意見

同時，電纜橋還設有安全機制，「當其中一組電纜出現故
障時，就會啟用餘下兩組電纜，但今次事件顯示該機制未被
啟動。」即使電纜橋燒毀，通常情況下還有基本後備機
制——即「環式供電」補鑊。「但今次電纜橋燒毀，直接導
致3區大範圍停電，懷疑朗屏該處並未使用環式供電。」

應考慮分開搭建分散風險
梁廣灝建議，電力公司應考慮將三組電纜分開搭建，
「雞蛋不應擺在同一個籃子裏，供電範圍涉及如此大區
域的主電纜應分開搭建，例如建造三條電纜橋，安置三
組電纜。」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代表勞偉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絕緣的阻抗力應該很大，如有問題，阻抗突
然變到好低，有所謂『跳火』的情況，引致起火。什麼原
因令絕緣體阻抗低，其中一個可能是老化，會否有濕氣、
雨水入內。」根據資料，如果中電供電受影響，可以透過
系統中心遙距控制供電，但在今次事故中並沒有啟用。
勞偉籌認為，事件顯示香港電力系統仍有改善空間。首
先電力系統維護方面應加強檢修、測試以及數據分析，

三區域斷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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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致受影響的市民手足無措。

摸黑煮即食麵 過
「原始生活」
住在天澤邨的林氏一家三口昨晨提着行
李離家去酒店。林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全家整晚都「好辛苦」，「無電、
上唔到網、開唔到電視及打唔到電話，最初
數小時唔知發生乜事，」他們整晚被迫過着
「原始生活」，「連飯都煮唔到，一家人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新界
北）劉國勳表示，今次事故
中有數點問題必須正視，首
先要徹查火警原因，檢視中
電「環形供電」系統為何未
能遙距恢復供電，導致昨晨8
時許才全面恢復供電。其次
是「緊急警示系統」在事件
中沒有發揮作用，民建聯前
晚收到大批市民透過固網電
話求助及查詢，但沒有官員
及時向公眾交代，希望政府
清晰說明「緊急警示系統」
的使用準則，又促請中電向受停電影
響的市民作出補償，包括電費減免。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主席陳克勤讚揚個別部門，包括
警方及消防處在事故中做得非常好，
但今次事件反映香港基建設施脆弱，
促請政府做好風險評估、企業做好保
安工作。

促中電補償受影響居民
8'
$8'
「至少先從內部因素上控制，降低意外發生的機會。」其
次，他認為香港應加快推動智能電網系統的建設：「其他
國家地區已逐漸引入智能電網，能有效監察電網問題，例
如在電路系統中安裝感應器，再以監控器實時聯網監測電
路狀況，盡量能在意外出現前發現問題並盡快維修。」

斷水斷電斷網 炎炎夏夜難熬

前晚屯元天大停電適
逢夏至，居民在熱浪下
飽受「無電無水無網」煎熬，大嘆今次被
大停電「玩謝」。有人全家「無飯食無涼
沖無冷氣」被困家徹夜難眠，有居民昨晨
訂下酒店房「避暑」，轉頭就恢復供電，
不少商戶的急凍貨品變質報廢。有居民表
示無法及時接收最新消息，質疑特區政府
何以未有啓用「緊急警示系統」發出信

反映基建設施脆弱

有摸黑煮即食麵，瞓覺時要用旅行風扇仔納
涼，兒子寧願瞓地板……」

訂下酒店避暑 轉頭恢復供電
他直言，特區政府在通知市民發生事故
方面應該改善，「政府今年 3 月就伊利沙
伯醫院改為定點醫院接收新冠病人，都有
發出『緊急警示系統』信息，但今次幾區
無電咁大件事，點解又唔係好似上次咁通

知市民？」
林先生說，自己一直掌握不到第一手信
息，「起初中電話要兩日才能恢復供電，
所以我哋向酒店訂房間，詎料轉頭已恢復
供電，但因酒店房間已付款，一家只好帶
同行李當度假入住。」他苦笑：「今次連
酒店房間錢都蝕埋，真係『雙失』。」
天澤邨居民程女士表示，初時中電說需
要兩日搶修才能恢復供電，「大熱天時怎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
大停電不但令居民生活受影響，不
少商戶、禽畜農場或漁場的經營者
都因停電而蒙受損失，建議政府動
用緊急援助基金或以其他方式提供
援助，並須汲取今次教訓為未來同
類事故做好預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強調，中
電在保證利潤下，有責任確保供電穩
定，要求中電合理補償受影響住戶及
商戶，盡可能抵銷他們因停電而導致
的損失。

樣捱？」故隨即嘗試訂酒店房間避暑，但
好多酒店前晚已經客滿，一家人只好留在
家中，幸好家中幼童在停電前已吃過晚
飯，不用捱餓，但下班夜歸的家人就「無
飯食」。前晚，一家人在又焗又熱的屋
內，出動電池「風扇仔」消暑，但依然熱
到難以入眠，「小朋友成晚瞓唔到，大人
一晚熱醒幾次，但早上仍然要上班上
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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