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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内使用。

　　 就 像 北 美 有“FM/CSA”、 欧 洲 有

“ATEX”、中国有“GB”一样，各个国家和

地区都规定了单独的标准和审定制度。这

样虽然便于将各国的具体情况体现在制度

中，不过在使用国外生产的防爆设备时，

必须要通过本国和生产国双方的审定，也

有妨碍采购顺利进行的一面。为了搞活进

出口，“IECEx系统”※2有望成为各国间的

通用标准。

　　只要防爆设备还是特殊的设备，在城

市中就只能在加油站才看得到。不过今后

随着从氢获取电能的燃料电池的普及，为

了防止爆炸，防爆设备出现在我们身边的

机会可能会增加。防爆也是实现环保和节

能型社会不可或缺的技术。

工厂生产时不能缺少照明、发动机、仪表

等电气设备。因此，要让电气设备具有不

成为着火源的结构，即“防爆电气设备”，

使其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下也能够安全使用。

　　电气设备的防爆电气设备分为多种类

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隔爆型”和“本

质安全防爆型”。

　　隔爆型是通过将电气设备放在结实的

容器内，来封闭住设备产生的火花和热，

乃至容器中的瓦斯着火产生的火焰，避免

对容器的外部产生影响。适用于温度计、

流量计、手提灯、地震传感器等各种设备，

被广泛应用在可能产生爆炸性气体环境的

场所※1。

　　在持续产生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地方，

需要使用本质安全防爆的设备。防爆的电

路设计可以减小通过电气设备的电流、电

压，使电路即使在发生故障时，也无法具

有令火花和热着火的能量。例如，用于测

量罐内液体燃料数量（液面高度）的高度传

感器，就采用了本质安全防爆型，即使罐

内充满了蒸发的燃料也不会着火。

　　纵观世界，在工厂和隧道的钻井现场

等存在瓦斯爆炸危

险的场所，使用防

爆设备是法律规定

的义务。此外，还

规定禁止使用不满

足规定标准的防爆

设 备， 这 在 确 保

安 全 上 是 至 关 重

要。只有按照“结构

标准”或“防爆方针

2008”生产的，而

且是产业安全技术

协会※1审定合格的

防爆设备才能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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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原油生产汽油和煤油等燃料、塑

料和化学纤维原料等生活必需品的石油

化学厂。

　　由于在现场要处理氢气、汽油、乙烯

等各种可燃物，所以总是存在危险。尤其

应该防范瓦斯爆炸，由于爆炸会引起火灾

和建筑物的损坏，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

要从设备和管道的维修/检查、应对紧急状

况的手册完善、操作人员的教育等各个角

度采取彻底的事故预防措施。

　　除了对爆炸进行预防外，其中还包含

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要避免电气设备成为

爆炸的原因，不让设备产生的火花和热量

引燃瓦斯。

　　瓦斯爆炸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瓦斯、

氧气和着火源缺一不可。虽然只有瓦斯时

不会燃烧，不过与空气中的氧气按照一定

浓度混合后，便可能着火。该状态下的空

气称作“爆炸性气体环境”，与火花、热、

静电等着火源接触后会立刻燃烧，由于气

体迅速膨胀，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防止爆炸事故的首要任务是避免产生

爆炸性气体环境，不过要想在处理瓦斯的

石油化学厂完全避免是很困难的。而且，

在存在气体爆炸危险的场所
确保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

※1：产业安全技术协会

进行防尘/防毒面具、安全帽等工业装备、机器设备

的符合性评估审定工作的公益社团法人。审定合格

的防爆设备被冠以协会名的略称，称为“TIIS审定

合格品”、“TIIS认证取得品”。

※2：IECEx系统

国际电气标准会议（IEC）使用的防爆电气设备标

准符合测试制度。根据国际标准，通过包括“One 

Test（一次测试）”、“One Certification（一张认

证证书）”、“One Mark（一种合格标志）”的认

证制度，达到促进国际贸易的目的。

azbil集团为了能够在世界主要国家

和地区的装置及工厂的防爆区域使用

各种现场设备，取得了相应国家和地

区的防爆认证，为安全作贡献。

防止爆炸，或者是防爆用仪器的结构和设计。在存在爆

炸危险的场所使用的电气设备，需要采用其火花和热量

不会引燃可燃物的结构。

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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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的防爆标准各不相同
要想顺利引进国外产品
需要审定制度的全球化

压差/压力变送器 AT9000 Advanced Transmitter 
Model GTX

将电气设备装入结实的容器内，即使里

面发生爆炸也不会跑到外面去。

例如，加油站内的照明设备有时也

采用隔爆型。

在加油站禁止吸

烟也是由于相同

的原因吧。

例如，为了防止电路中产生的 
火花和热量引发爆炸，

使其难以产生火花，
或者设置物理距离。

隔爆型

本质安全防爆型

电气设备

内

外

物理距离

爆炸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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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Aspex Kumbong 启用认定高级技术人员的审定制度

推进向“学习型企业”的改革

特　辑
“不松动的螺丝”
彻底颠覆了从公元前开始的常识



　　产品化的过程是艰险的。尽管

绘制了无数的图纸来说明右螺母和

左螺母如何同时旋转，可还是没有

人相信。其中有一名支持者高度认

可了具有创新想法的道胁先生的才

能，说“我相信你”并提供了原型

制作的资金。经过了反复尝试，“L/

R螺丝”终于制作完成了。但是困难

并没有结束。

　　“当我把试制的螺丝拿到生产商

那里时，生产商却以结构过于复杂为

由完全拒绝了。可能是因为成见，他

们认为这样的螺丝根本不会成功。甚

至一位螺丝的权威人士看过试制的螺

丝后，也毫不信任地说：‘这是不可

能的’。”

　　因此，道胁先生开始自己研究

如何生产。他不仅自己设计了生产

工具，还设计出了一种三维的质量

检测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准确地

测量出轴上的波峰高度和凹槽深

度，并在金属加工厂的帮助下进行

了反复的试制。

　　测试不易松动的程度时也是困难

重重。按照最严格的美国国家飞机

标准（NAS）进行测试时，虽然刷新

了合格标准的17分钟，完全没有松

动，但是3个小时过后，测试装置的

螺丝却坏掉了。

　　在逐渐增大扭矩测量强度的测试

中，尽管施加了很大的扭矩，所测试

的螺丝还是纹丝不动。不仅如此，右

抽水机和橄榄压榨机等。向固定螺丝

的旋转轴上施加扭矩（扭转力），能

够在螺杆方向或反方向上产生巨大的

力。老虎钳是容易理解的例子。螺丝

除了用于物体的搬运和压榨以外，还

有连接两个物体的功能。在今天，该

功能很常见，当然我们希望它不要松

动，但是过去的螺丝无论如何都逃脱

不掉松动的命运。”

　　曾经被牢牢固定在椅子上的螺

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松弛，

需要重新加固。机械

检测时，确认螺丝有

无松动是基本的检测

项目。

道胁裕先生说：“虽

然螺丝可以让两个物

体 紧 紧 地 压 接 在 一

起 ， 不 过 该 力 也 会

产生出很强的反作用

力。如果拧的过紧，

会产生多余的反作用力，反倒更容易

松动，所以现在通过最佳扭矩进行紧

固的技术也在发展。但是，由于结构

上的原因，即便螺丝发挥出了最好的

性能，也避免不了因振动、冲击、连

接材料的膨胀/收缩而产生松动。”

　　业界普遍认为要想提高螺丝的

紧固力，需要将螺栓和螺母的螺旋

结构制作得更精密，来增加摩擦

力。虽然也有宣称为“不松动的螺

丝”的传统产品，不过在道胁先

生看来只要是基于螺旋结构的摩

擦力，只能算作是“不易松动的螺

丝”。要想实现不松动，需要将摩

擦力变为无限大，不过这是不可能

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改变

依靠摩擦力的螺旋结构本身。

　　

　　要想不依靠摩擦力来达到连接的

目的，需要通过某些方法进行机械锁

紧。道胁先生想到的方法是让向右旋

转的右螺母和向左旋转的左螺母碰撞

在一起，互相进行机械锁紧。碰撞在

一起的两个螺母无法同时向同一方向

旋转，所以不会松动。

　　但是，具有反方向螺旋结构的右

螺母和左螺母能够在螺栓上同时存在

吗？道胁先生将这一设想变成了现

实。图片为Nejilaw的主营产品“L/R

螺丝”，仔细观察它的轴，会发现凹

槽不是螺旋状的。是采用了同时适用

于螺母端的右螺旋和左螺旋的非螺旋

式结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螺栓。

　　开发出“不松动的螺丝”的是

2009年成立的由十几名员工组成的

小型创业公司Nejilaw。既是开发人

员又是代表取缔役社长的道胁裕先生

一边阐述着螺丝的历史，一边向我们

讲解了螺丝的功能和结构特点。

他说：“所谓螺丝，就是具有螺旋结

构的零件，发明于公元前，被用于

螺母和左螺母完全锁死，以至于无法

从测试装置上拆卸下来。结果花了一

整天的时间用锯子将螺栓的轴锯断，

导致那个实验室暂时关闭。

　　由于“L/R螺丝”的性能超出了

预想，意想不到的事故频频发生。

但是，这些轶事提升了“L/R螺丝”

的声望，Nejilaw也受到了业界的关

注。现在，该公司利用经济产业省和

东京都提供的开发资金，一边与大公

司共同搞研发，一边加速筹备“L/R

螺丝”的批量生产。

　　“螺丝在2000年间没有得到根

本性的发展，即使到了现代，由于交

通工具、建筑物等中的螺丝松动所引

发的事故也是络绎不绝。不松动的螺

丝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加强了技术的

安全性。还有可以提高耐用性，以及

降低检查等维护的成本。”

　　事实上只要螺丝还是极为普通的

零件，创新技术就很难被接受。不

过，道胁先生相信“L/R螺丝”的先

进性迟早会满足时代的需求。

“在桥梁等对安全性要求高的地方，

基于提高现有螺丝附加价值的考虑，

希望能够选用‘L/R螺丝’。我公司

并非与现有的螺丝生产商相抗衡，而

是站在支持螺丝发展的立场上，不断

努力。我觉得这是让“L/R螺丝”得

到普及，让产业发生变革的捷径。”

“不松动的螺丝” 彻 底 颠 覆 了    　 从 公 元 前 开 始 的 常 识  

从手表、家具等日常用品到宇宙飞船，螺丝被用于工业产品和建筑物的各个地方。它是支撑技术的

重要零件。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一直延续着公元前的样子，存在因振动、冲击和温度变化等而出现

松动的风险。在这期间，日本诞生了基于全新理念的“不松动的螺丝”。

特　辑

注定要松动的螺丝的宿命

通过两个螺母进行机械锁紧

超乎想象的新型螺丝的实力

道胁 裕 先生
株式会社NejiLaw

代表取缔役社长

将右螺母和左
螺母拧在特殊
的轴上。

通过刻在右螺母和左螺母结合
面上的棘轮结构，实现碰撞后
的相互锁定。在机械结构上实
现了不松动的状态。

【不松动的螺丝的基本结构】

出现左向旋转的
松动时
两个螺母相互碰
撞咬合

出现右向旋转的
松动时
螺母连接在一起，
所以无法松动

特殊的轴

适用于右螺母和
左螺母的混合型
螺栓。非螺旋结构。

由于振动等原因螺丝即将松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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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运转 / 停止的台数的结构。过去平

时要 7 台压缩机同时运转，现在 4

～ 5 台就能满足各生产线对压缩空气

的需求。特别是在 Bogor 工厂，采

用了涡轮式、往复式、螺杆式三种类

型的压缩机，进行控制时必须详细了

解各种类型的特性。

Choi 先生说 :“阿自倍尔靠着长年积

累的先进的专业知识，为我们解决了

这样的难题。措施实施后，实现了

8.5％的电量削减，超出了诊断时估

计的 6.4％的节能率。”

　　而且，过去该工厂中每个安装

地点的压缩机都有 3 ～ 4 名操作人

员进行全天 24 小时跟踪监视。在

此次措施中，为了有效地监视压缩

机， 引 进 了 阿 自 倍 尔 的 监 控 系 统

Harmonas-DEO™。实现了在中央

监控室中对各压缩机的工作状况及

设备的运转状况的统一监控。这样

一来，操作人员不再需要到各个现

场进行监视，不但大幅降低了人员

负荷，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Bogor 工厂今后也要继续投资，

同时还要扩大压缩机以外领域的节能

措施。

Choi 先生说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

我们对日本先进的节能技术，以及阿

自倍尔的周密应对非常满意。非常期

待今后能得到更多基于丰富专业知识

的节能提案。”

　　成立于1983年的韩国KORINDO

集 团 的 PT. Aspex Kumbong 是 一

家造纸公司，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

省雅加达郊区的 Cileungsi。该公司

的 Bogor 工厂生产报纸、书籍、笔

记本、电话簿用纸及打印用纸等，年

生产能力为 42 万吨。拥有以废纸为

原料的脱墨浆（DIP）生产线。

　　过去，印度尼西亚一直采用通

过国家预算拨款，来抑制工业和家

庭用电价格的政策。但是，近年来

由于燃料成本上涨等原因，政府改

变了方针。特别是针对 PT. Aspex 

Kumbong 这样的电力需求旺盛的上

市公司，2014 年春天以后，对电费

实施了阶段性地上调，最大上调幅度

高达约 65％。

Choi 先生说 :“节能对于本公司来说，

也成了亟待解决的经营课题。我们从

2 ～ 3 年前就开始想方设法对生产设

备实施节能措施。”

　　Bogor 工厂实施了单独的措施，

比如在抄纸机 *1 运转所需的各种旋

转机（送水泵等）上增加逆变器等。

Choi 先生说 :“虽然在公司内推进了

节能措施，但随着电价的上涨，感觉

还需要更加有效的措施。”

　　这时，阿自倍尔株式会社的印

度尼西亚现地法人 PT. Azbil Berca 

Indonesia 提出了节能诊断的提案。

　　2013 年 9 月末花费了一周时间，

在 Bogor 工厂实施了实地调查和节

能诊断。阿自倍尔听取了该公司的意

见，并深入实地调查，确认了实际设

备的运转状况、控制的状态及能耗等。

　　实地调查中收集的运转数据和

信息的解析结果显示，通过控制和

优化压缩机运转，预计可以削减耗

电量高达 6.4%。该公司决定引进

阿自倍尔提案的压缩机优化控制

ENEOPT™comp。2014 年 4 月 开

始着手施工，于同年 7 月前完工。

　　在该工厂中，当时有 3 台抄纸机

和 14 台压缩机，这 14 台压缩机每

2 台为一组，一边进行备份一边运转。

在此次措施中，通过将各个生产线上

相互分开的空气管道重新连接，实现

了作为整个造纸生产线的压缩机的综

合控制，而不是对各个抄纸机的控制。

具体来说，就是采用通过空气缓冲罐

的压力测量来判断需求状况，控制进

　　PT. Aspex Kumbong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家造纸公司。由于预见到印度尼西亚国内用电

价格会急剧上升，该公司的Bogor工厂从以前就开始推进节能措施。以接受节能诊断为契

机，采用日本的节能技术。对压缩机的运转控制和管道设备进行了检查和翻新，成功地取得

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如何应对急剧上升的电价

成为亟待解决的经营课题

经过深入的实地调查

引进了阿自倍尔的节能技术

14台正在运转的往复式压缩机。

中央监控室中安装的Harmonas-DEO。

压缩机制造的压缩空气被临时储存在空气缓冲罐中。通过压力传感器
Bravolight™ 测量罐中压力，根据生产线的需求量进行压缩机的台数控制。

PT. Aspex Kumbong

名 词 解 释

1s抄纸机
制造纸张的机器。包括成型部分（抄制）、压榨部分（脱水）、

压光部分（干燥）、卷筒部分（卷曲）。

所实现的耗电量削减

大幅超出了诊断时的估计值

※ENEOPT、Harmonas-DEO、Bravolight是阿自倍尔株式会社的商标。

PT. Aspex Kumbong
Bogor 工厂

电动装置部
总经理
Bongki Choi 先生

J l. Raya Narogong KM. 26, Cileungsi, Bogor 
16820, Jawa Barat, Indonesia

地　　址

1983 年

设　　立

报纸、书籍、笔记本、电话簿等的纸张生产

事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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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后的调试工作和维护服务的员工

中，由所在部门部长推荐的具有最高

业务熟练度的22人参加了考试。

　　审定考试由笔试和实际操作两部

分组成。笔试考核的内容除了网络

BA系统的知识外，还包括空调、电

气设备/控制的基础知识和理论，通

过知识审定考试的6人进入了实际操

作考试。在实际操作考试中，通过完

成系统设置的整个过程，对现场作业

中实际进行的布线用电缆的制作及布

线工作、系统的启动程序及其状况把

握、所连接设备的操作等现场所需的

技能和判断能力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

评分。

　　最终有4人合格，均为活跃在第

一线的30多岁的中坚力量，于2015

年4月15日召开的社内表彰大会中向

他们颁发了认定证书。合格者都是符

合专家称号的人士，他们重新确立了

各自作为技术人员的志向，担负起了

加快培育新生力量的工作。

　　2015年夏天实施了第二次审定，

此次的科目为热源设备、空调/电气

设备的仪器仪表。今后也要采取以阀

门产品相关的选择、设计、生产、维

护技术，以及车床、焊接这些生产技

造价值不可或缺的技术能力这一“关

键部位”的锻炼，强化企业体质。

　　作为具体的对策，2012年阿自

倍尔株式会社成立了集团的人才培育

机构“阿自倍尔学园”。将人事部门实

施的面向新员工和骨干员工的分层次

教育*1，与各公司和事业部门负责的

按业务能力教育*2相结合，完善培训

教育体制，为每位员工的职业生涯形

成提供持续的支持，争取培育出更多

能够应对事业环境变化的人才。

　　为了加快这一进程，2014年8月

创建了“技术专家审定制度”。是层

次高于与职务相关的官方认证及各

部门单独实施的业务熟练度水平判

断的社内认证制度。按照集团的通

用标准，对高级职务知识和技术进

行公正的审定，并授予合格者“技术

专家”的称号。

　　运作时除了阿自倍尔学园的讲师

以外，还有活跃在第一线的技术高手

参与。通过考题和实际考试的企划，

深入讨论“高级技术人员应该掌握什

么样的技能”，推进后人所要继承的

知识、专业技术的标准化及审查。考

虑通过该制度及已经引进的“安全能

手制度”（对具有产品开发、服务技

术、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等知识和技能

的人才进行认定的制度）的相辅相成，

充分提高为顾客提供的解决方案和服

务的质量。

　　在给予“技术专家”的合格者以荣

誉，提升其对工作的自豪感和动力的

同时，还期待他们作为代表azbil集团

的技术人员，能够为①成为后来人楷

模的行动、②进一步提高技术能力的

探索、③人才培育（技术、知识、经

验的传授）做出积极的贡献。向后来

人展示技术人员的理想形象，培育斗

志，体现出整个集团是朝着更高目标

奋进的“学习型企业”。

　　第一次审定是于2014年8月，以

楼宇自动化系统（网络BA系统）的现

场技术为对象实施的。在从事系统引

求的变化，成为能够主动改变自身作

用和业务的组织。通过不断培育能够

为顾客提供价值的人才，发展组织机

构，来遵循变化，完善可以在成长领

域中迅速发展的体制。

　　尤其重视的是基础技术能力的强

化。近来，在国内的制造业和建筑业

中，被指出生产设备的操作/维护、

产品开发/生产、施工技术等很多领

域都存在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熟练

技术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向

下一代的传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azbil集团也认识到这些课题，通过创

力求成为能够应对事业环境变化

的“学习型企业”

表彰高级技术人员

提高技术人员的能力和意识

第一次审定中诞生了4名合格者

增加科目种类提高制度普及

启用认定高级技术人员的审定制度
推进向“学习型企业”的改革

vol.22

azbil集团的人才培育机构“阿自倍尔学园”在azbil集团内部展开了“技术专家审定制度”，

对在各业务领域中具有高级技术、技能、知识的员工进行认定。作为面向技术人员的最高级

别的社内审定，对技术、技能、知识进行公正的认定和表彰，力求通过促进技术人员的自觉

性和研究积极性来持续强化企业体质。

　　azbil集团在“以人为中心的自动

化”理念下，正展开以技术和产品为

基础的解决方案。在以2016年度为

最终年度的中期经营计划中，制定了

包 括“ 顾 客 与 社 会 的 长 期 合 作 伙

伴”“加快企业全球化步伐”“学习型企

业”这些关键字的三项基本方针，为

了达成目标努力进行着事业改革和业

务改革。

　　其中的“学习型企业”是指为了将

来能够柔韧地应对事业环境和顾客需

术等主营业务为中心，扩大审定科目

的方针。为了反映出最新的内容，相

同科目的审定以5年为周期定期实施，

规定已经取得认定的技术人员也要重

新审定，以确保能够保持并提高技术

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升“技术专家”的资

格价值，正在完善作为考试激励的奖

励制度，并争取取得厚生劳动省的社

内审定认定*3。按照此种方针推进该

制度在azbil集团内的普及，同时也要

对外宣传“学习型企业”的实践。

1  分层次教育
根据组织层次（职务/职位），以必要的知识、技能的掌握与实践

为目的进行的教育。

2  按业务能力教育
根据业务领域/工作种类，以必要的知识、技能的掌握与实践为

目的进行的专业教育。

3  社内审定认定
在公司单独进行的测评职业能力的审定考试中，厚生劳动大臣

认定为应该得到技能振兴奖励的部分。技能评估具有客观性，

预计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比如让员工取得社会的更大认同、提

升技术标准等。

■“技术专家”“安全能手”“官方认证”的定位

技术专家审定是以具有高技能

熟练度的员工为对象的最高级

别的社内审定。合格者作为代表

azbil集团的技术人员，行动要具

有自觉性。

各部门的技术资格
（业务熟练度水平判断）

【官方认证】

【技术 ：工程师等】 【监查 ：监查员】

技术专家 安全能手

azbil集团固有的产品、应用程序、服务

等技术、技能、知识

・设计和质量

・施工和服务现场

・生产现场

・职场安全卫生等

通用的技术、技能、知识

在第1次审定中，网络BA系统的现场技术作为对象
科目实施。在启动调节、维护服务领域中具有最高
业务能力的22名员工接受了审定。

实际考试使用阿自倍尔学园培训中心的训练设备
进行，在90分钟内通过四道业务处理问题，对知识、
技能和判断力进行精细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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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内使用。

　　 就 像 北 美 有“FM/CSA”、 欧 洲 有

“ATEX”、中国有“GB”一样，各个国家和

地区都规定了单独的标准和审定制度。这

样虽然便于将各国的具体情况体现在制度

中，不过在使用国外生产的防爆设备时，

必须要通过本国和生产国双方的审定，也

有妨碍采购顺利进行的一面。为了搞活进

出口，“IECEx系统”※2有望成为各国间的

通用标准。

　　只要防爆设备还是特殊的设备，在城

市中就只能在加油站才看得到。不过今后

随着从氢获取电能的燃料电池的普及，为

了防止爆炸，防爆设备出现在我们身边的

机会可能会增加。防爆也是实现环保和节

能型社会不可或缺的技术。

工厂生产时不能缺少照明、发动机、仪表

等电气设备。因此，要让电气设备具有不

成为着火源的结构，即“防爆电气设备”，

使其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下也能够安全使用。

　　电气设备的防爆电气设备分为多种类

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隔爆型”和“本

质安全防爆型”。

　　隔爆型是通过将电气设备放在结实的

容器内，来封闭住设备产生的火花和热，

乃至容器中的瓦斯着火产生的火焰，避免

对容器的外部产生影响。适用于温度计、

流量计、手提灯、地震传感器等各种设备，

被广泛应用在可能产生爆炸性气体环境的

场所※1。

　　在持续产生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地方，

需要使用本质安全防爆的设备。防爆的电

路设计可以减小通过电气设备的电流、电

压，使电路即使在发生故障时，也无法具

有令火花和热着火的能量。例如，用于测

量罐内液体燃料数量（液面高度）的高度传

感器，就采用了本质安全防爆型，即使罐

内充满了蒸发的燃料也不会着火。

　　纵观世界，在工厂和隧道的钻井现场

等存在瓦斯爆炸危

险的场所，使用防

爆设备是法律规定

的义务。此外，还

规定禁止使用不满

足规定标准的防爆

设 备， 这 在 确 保

安 全 上 是 至 关 重

要。只有按照“结构

标准”或“防爆方针

2008”生产的，而

且是产业安全技术

协会※1审定合格的

防爆设备才能在日

PR-3001C- （1604-2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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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原油生产汽油和煤油等燃料、塑

料和化学纤维原料等生活必需品的石油

化学厂。

　　由于在现场要处理氢气、汽油、乙烯

等各种可燃物，所以总是存在危险。尤其

应该防范瓦斯爆炸，由于爆炸会引起火灾

和建筑物的损坏，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

要从设备和管道的维修/检查、应对紧急状

况的手册完善、操作人员的教育等各个角

度采取彻底的事故预防措施。

　　除了对爆炸进行预防外，其中还包含

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要避免电气设备成为

爆炸的原因，不让设备产生的火花和热量

引燃瓦斯。

　　瓦斯爆炸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瓦斯、

氧气和着火源缺一不可。虽然只有瓦斯时

不会燃烧，不过与空气中的氧气按照一定

浓度混合后，便可能着火。该状态下的空

气称作“爆炸性气体环境”，与火花、热、

静电等着火源接触后会立刻燃烧，由于气

体迅速膨胀，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防止爆炸事故的首要任务是避免产生

爆炸性气体环境，不过要想在处理瓦斯的

石油化学厂完全避免是很困难的。而且，

在存在气体爆炸危险的场所
确保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

※1：产业安全技术协会

进行防尘/防毒面具、安全帽等工业装备、机器设备

的符合性评估审定工作的公益社团法人。审定合格

的防爆设备被冠以协会名的略称，称为“TIIS审定

合格品”、“TIIS认证取得品”。

※2：IECEx系统

国际电气标准会议（IEC）使用的防爆电气设备标

准符合测试制度。根据国际标准，通过包括“One 

Test（一次测试）”、“One Certification（一张认

证证书）”、“One Mark（一种合格标志）”的认

证制度，达到促进国际贸易的目的。

azbil集团为了能够在世界主要国家

和地区的装置及工厂的防爆区域使用

各种现场设备，取得了相应国家和地

区的防爆认证，为安全作贡献。

防止爆炸，或者是防爆用仪器的结构和设计。在存在爆

炸危险的场所使用的电气设备，需要采用其火花和热量

不会引燃可燃物的结构。

防爆

©ad-manga.com

Cover photo by Koji Mizutani, MERRY PROJECT Representative

各个国家的防爆标准各不相同
要想顺利引进国外产品
需要审定制度的全球化

压差/压力变送器 AT9000 Advanced Transmitter 
Model GTX

将电气设备装入结实的容器内，即使里

面发生爆炸也不会跑到外面去。

例如，加油站内的照明设备有时也

采用隔爆型。

在加油站禁止吸

烟也是由于相同

的原因吧。

例如，为了防止电路中产生的 
火花和热量引发爆炸，

使其难以产生火花，
或者设置物理距离。

隔爆型

本质安全防爆型

电气设备

内

外

物理距离

爆炸性气体

确实～

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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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Aspex Kumbong 启用认定高级技术人员的审定制度

推进向“学习型企业”的改革

特　辑
“不松动的螺丝”
彻底颠覆了从公元前开始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