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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燃气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源,燃气作为清洁能源,可以为人们的生活和取暖带
来很大的便利,有效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等危害,并且在平时使用过程中很难
及时发现燃气存在的安全隐患,从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使燃气使用更加安全,就要加
强对燃气安全隐患的分析,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针对此情况,本文对城市燃气安全隐患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有效的防范措施,以期能够为城市燃气的安全使用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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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idden dangers of urban gas safety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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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 is an indispensable energy in the daily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As a clean energy, gas can bring
great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fe and heating,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However, gas has
flammable and explosive hazard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of gas in time in the process
of normal use,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s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In order to make the use of gas
safer,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gas safety hazards and take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of urban ga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afe use of urban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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