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AFT —PLEASE DO NOT CIRCULATE

9 机器伤害

锋利、高温或移动的机器部件和材料都是危险的。由于没有恰当防护，许多
工人被机器危险部位烫伤，或被夺去了手指、手臂、腿脚或眼睛。机器伤害能造
成永久性残疾甚至死亡。故障的机器也会伤害工人，因为它们会泄漏危险化学
品、高温蒸汽或使人滑倒、烧伤的液体。

通过安装和使用适当的防护装置，培训工人安全使用机器，并使机器保持
良好状态，就能防止大多数机器伤害。之所以有很多工人受伤，是因为老板为加
速生产关闭了防护装置和其他安全功能，催促工人加快工作，以及没有维护或
修理机器。

以下方法可以防止机器伤害：
•	 给工人充足的时间和培训，学习如何操作、调整和维护所用机器。
•	 设计机器和操作方法时，保证工人不必将身体任何部位靠近机器的危
险区域。
•	 为工人提供合身的必要防护装备。
•	 一旦出现问题，工人可以在造成伤害前关闭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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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机器伤害

如何安全使用机器

每个工人都应接受培训，学会安全使用他们
要用的每种机器。培训也应包括如何安全地维护、
清洁和调整机器。

清除故障和碎屑

如果必须要清除故障或机器内部的碎屑，务
必非常小心。应使用防止受伤的方法。例如，使用
工具来避免将手或身体置于危险区域内。如果没
有合适工具，或手头工具无法清理，应务必在接近
危险区域之前断开电源并锁定机器。如果没有受
过锁定和标示机器的培训，切勿尝试自行清除故
障或碎屑，应向受过相关培训的工人求助。

保护工人免受机器伤害

机器防护可以防止工人身体或衣服被机器移动部件夹住或切断，被高温
表面或材料烫伤，以及被脱落或飞出的材料或部件弄伤。

需要防护的危险区域包括：

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培训新工人
如何安全使用机器。

有经验的工人比其他人更了
解机器的危险。他们可以向老板
和其他工人指出需要加装防护或
其他保护措施的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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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进行工作的区域。如锯或刀切割的
位置，注塑机的模具位置，或缝纫机的针
头位置。如果必须将手放在机器的工作区
域内，则应有一个机关让机器在手操时停
止，例如自动关停装置（见下文）。
•	动力传导的区域。皮带、链条、飞轮、滑轮、
连杆、凸轮、主轴、齿轮、曲柄，以及其他任
何将动力从机器的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的部件都需要加以防护，因
为工人的头发、衣服身体部位可能被这些部件夹住或压住。

需要防护的危险区域是两个运动部件相遇的
交点或咬点。例如，传动皮带和转轮的咬点，两个
齿轮的啮合点，或两个滚轮的交点。

不要穿宽松的衣服、围巾、面纱，也不要戴可
能卡在机器运动部件中的戒指、手镯、长链、项链、
耳环等首饰，以免造成伤害。将长发遮住或绑起，
使其不会被机器抓住。

•	打磨和切割设备（包括动力锯、砂轮、打磨带
和铆钉机）的碎屑抛出口。
•	零件可能破损或碎裂的位置。缝纫机针
头或砂轮都可能断裂，碎片可以造成眼
睛受伤，甚至能致命。
•	机器和材料变热的位置。蒸汽压机、固
化炉、注塑机和焊接设备，都能烫伤工人
皮肤或烫坏衣服。使用高温材料的工序
也需要加以防护，如融化的塑料、金属、
染料，。另外，机器也可能泄漏或喷溅出
酸液。

防护有许多不同类型，但没有一种是对所有机器和工序万能的。在正常生
产过程中，在新产品生产调试期间，在换装或调整机器时，以及在清理故障部

锋利的切割
区域需要加
装防护。

砂轮需要加
装防护

会夹住衣服或
身体的咬点需
要加装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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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机器伤害

件时，都必须对工人进行保护。
所有的机器防护都应定期检查和测试，

确保其在適当位置且功能正常。

固定防护

固定防护可以防止工人身体靠近机器的危险区域，或防止工人被飞出的
破碎部件击中。

磨损的电线

热熨斗

蒸汽

金属网
手套

	锯片防护

纺织物品切割锯上的防护和
工人戴的防割手套

	护眼板

	针头防护

	传动带
防护

	缝纫机上的防护

	防压护栏

移动部件
防护

蒸汽管外包
隔热材料

服装烫熨机上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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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板更换针头防护

我叫塞西莉亚。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大型制衣厂工作。我厂工人已经组织了
很多年，赢得了让工作更安全、工作条件更好的改
变。我们和老板的关系很好。他明白，我们提出的
很多要求，不光使工人工作更安全，也对他有益。
而且他知道我们很团结，即使有些要求对他来说
不“方便”，我们也会全力争取。因此有时候我们
一提要求他就同意，而不是和我们唱反调。我们
要求新的针头防护时也是如此。

我们的机器原本就有防止手指被针扎的防护，但常出故障。起初，出了故
障我们也不会停下工作，因为停下来可能就完不成配额，拿不到奖金。老板看
到了可能心想：“他们没有防护也能工作，看来不需要防护了。”所以他就没有
更换。但这使得几个工人手指严重受伤。

我们要采取行动！	我们工作速度很快，缝纫机针头的力道也很大，所以需
要防护。受伤工人领导了这次行动。	我们告诉老板，如果他不去更换所有坏掉
的防护，并且制定计划确保今后也及时更换，我们就会静坐抗议。老板知道停
工会令他损失很多钱，而且他也不想为更多受伤的工人支付医疗费。另外，针
头防护很便宜，也容易更换。所以他同意更换所有坏掉的防护，并买来足够备
件。现在，如果针头防护坏了，当天就能换上新的。自从我们争取到这个改变，
再也没有工人的手指被针头严重扎伤。

可调整的防护

一些防护可以根据不同用途和材料进行
调整。只有正确调整和使用，它们才能保护工
人。但因为可以调节，它们也容易拆除。有的老
板为了加快工作速度提高产量，会拆除或关掉
这些防护——不要让老板这样做。花些时间做
好调整，就能保住你的手指，甚至你的生命！

锯片上方
的护板

锯片

带有可调整防护的电动木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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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机器伤害

联锁防护

联锁防护不在位的时候，会关闭机器电源。工人
移开防护后，可以安全地调整或清理机器，防护归位
后机器才能启动。但修理机器时，移开联锁防护并不
能保证安全——此时仍需先将机器锁定并标示（见
下文），才能开始修理。

活动挡板

一些机器的加料口有挡板，只有在机器没有开动时才能将新材料送入其
中。如果工人的手或手臂伸入机器，挡板不会关闭，机器也不会开动。

自动关停装置

机器的进出料口通常有安全控制装置，料口打开时会切断机器电源。自动
关停装置必须定期维护检测，确保正常工作。

双手开关

带有双手开关的机器，只有同时按下两个按钮才会
启动。而且两个按钮是分开的，必须双手各按一个。

对于操作开关的工人来说，这是非常安全的，但机器
附近的其他工人仍有可能被移动部件伤害。

光幕和压敏踏板

光幕由多束光线组成，如果工人离机器太
近，光线会感应到。如果挡住光幕，机器就会
自动停止关闭。

一旦有人踩上压敏踏板，机器也会立即停
止关闭。

光幕和压敏踏板必须装在距离机器足够
远的位置，才能保证机器在工人到达危险区
域之前停止运作。

机器开动
时挡板不
会打开

带有活动挡板
的金属压机

工人必须双手操作，
烫熨机才会合上。

光幕边缘 光幕边缘

光束

带光幕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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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防护的脚踏板

许多机器是用脚踏板来启动的。工人把手伸入机
器时，如果有人误踩踏板或有东西掉到踏板上，就可能
发生伤害。在踏板上方安装防护可以防止这种意外。
回力束带

在工人手腕或手臂上系上回力束带，可以让工人
始终远离机器的危险区域。机器开动时，束带锁定，把工人限制在危险区域之
外；机器停止时，锁定解除，束带可以拉
长，让工人把手伸入危险区域添加或取
出材料。

不同工人每次操作机器前，都必须
重新调整回力束带。

一些国家禁止使用回力束带，因为
它令工人在紧急情况下难以快速离开
机器，所以并不安全。而且绑着束带有
辱人格。

个人防护装备

老板必须向工人提供可以使他们免受机器伤害的装备和服装。但有了这
些并不意味机器本身不用安装防护。

保护脸和眼睛的装备。安全眼镜和面罩可以保护你免受飞溅出的碎片、破
损零件、化学品或高温物质的伤害。如果使用高温材料，面罩应由不会融化、燃
烧或受热碎裂的材料制成。摘下面罩或护目镜时，应头部前倾，闭上眼睛，防止
高温颗粒或碎屑落入眼中。帽子、头绳和发网可以防止头发被移动的机器部件
夹住。

脚踏板防护

危险
区域

金属板

回力束带

将金属板推入压
机下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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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机器伤害

保护手的装备。钢丝网手套可以保护工人不被刀片割
伤。皮革或织物手套和套袖可以保护皮肤不被锋利的边缘
划伤。如果要接触高温的机器或材料，手套应由皮革或其他
隔热、不易融化和着火的材料制成。如果机器有移动部件，
应佩戴不会被机器夹住的手套。如果手套被弄湿或沾上化
学品，应立即换掉。

保护身体和脚的装备。连体工作服和围裙可以保护你
的衣服和皮肤免受灰尘和化学品的侵害，也可以防止衣服
被机器的移动部件夹住。应穿皮革、羊毛或帆布制成的长款衣服和封闭的式鞋
子（满帮鞋），因为这些材料不易燃烧或融化。如果需要接触高温液体，比如化
学溶液或电镀浴液，应穿重型橡胶围裙和橡胶靴，它们可以防止溅出的液体烧
穿衣服。

有关个人防护装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第18章。

修理机器时的锁定和标示

清除故障或修理机器的工人需要额外的保护，因为他们必须在危险的机
器内部工作。为防止机器在修理期间启动或移动，工人需要时间、培训和工具
来做到下面几点：

锁定机器，使其无法启动或移动。不仅要断开要需修理的机器的电源，还
要断开它和其他机器相连的皮带或驱动轴，防止它被带动。

遮挡住机器，不要让水、化学品或其他东西在维护和修理时流入其中。另
外，储存在弹簧、电子部件（如电容器）中的能量，以及活塞、软管和管道中的水
或气压，都必须释放或封严存。

标示机器，让其他工人知道机器、电源和皮带是有意断开的，不用担心。
雇主有责任要求工人遵循“锁定”和“标示”的程序，并应提供便利，让这些

程序容易操作，形成习惯。

锁定规则

每个工厂都应制定锁定程序，以防工人在修理和维护机器时意外身亡或
受伤。好的锁定程序应遵循以下规则：

使用工具处理
高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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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所有动力来源切断和锁定之前，工人不得修理或维护该机器。这
样可以防止机器意外启动。
•	 修理工应给锁定的机器挂上标签，说明为什么锁定，谁负责锁定，并警
告其他工人和管理人员不要重新连接和启动机器。
•	 锁定的钥匙应只有修理工持有，而且只有他/她有权解锁机器、拆走围
栏和标签以及重新连接电源。
•	 如果多名工人一起修理机器，则每个人都必须挂上自己的锁和标签，
完工后再各自移除。
•	 所有工人都必须接受培训，了解为什么需要锁定程序，以及遵守规则
的重要性。

给每台机器都配上锁定说明

有些工厂拥有多种机器，或是多台同类机器。要使每台机器都能安全地
进行维修，需要确切知道如何断开连接并将其锁定。带有图片的锁定和遮挡
的说明，有助于工人确认针对手头机器的操作是否正确。

重新安装防护和其他安全装置

机器技师和维护人员有时会在修理机器时拆下防护并断开安全装置。在
解锁机器并重新连接电源之前，务必重新安装防护并重启安全装置。

开始修理机器之前，一定要锁定、遮挡和挂上标示机器。

这台机器现在被锁定
了，我不用担心下一班
的主管会把它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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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机器伤害

机器伤害的急救

大多数机器伤害都非常严重，应立即由医务人员处理。如果医务人员不
能快速到达，应将伤者送去最近的诊所或医院。送医途中应让伤者躺倒着。同
时要注意：

防止休克：任何类型伤害造成的大出血都能使人休克和死亡。内出血虽然
看不见，也会引起休克。

休克的迹象：心跳虚弱、加速;	苍白、冰凉、
潮湿的皮肤;	虚弱，困惑和昏厥。

防止或治疗休克的方法：让伤者侧躺，脚部
略高于头部。止血。如果伤者呕吐，立即清理口
中的呕吐物。给伤者盖上毯子。如果伤者醒了，
让其喝一小口水。

避免救护者双手被血液污染：应戴上橡胶或
塑料手套，或手上套上塑料袋。血液可能携带病菌，包括肝炎和艾滋病毒。干净
的手套可以阻止污垢、病菌和化学品接触伤口。但最重要的是尽快止血，救助
伤员。

以下是处理特定类型伤害的程序：

大或深的割伤，或身体某一部位被切断：让伤者躺下。举起身体的受伤部
位。救护者戴上手套，把一块干净的厚布直接压在伤口上，直到出血停止。	 这
可能需要15分钟或更长时间。	切勿使用土、煤油、石灰或咖啡止血。

腹部较深伤口：让伤者躺下。用干净的布包住伤口。不要给伤者食物或饮
料，水也不能喝。

身体某部位被压伤：让患者躺下。注意不要让其休克。

物体刺入身体：如果机器部件或其他物体深深刺入人体，在等待医务人员
时或送医途中应将物体留在伤者体内。如果物体与其他大或重的东西相连，应

第一时间去找医务人员。等待他
们到来的同时，给伤者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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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将二者分离，但不要移动该物体或使其更加深入伤者体内。如果伤者流血，
用干净厚布压在伤口处，直到流血停止。

眼睛受伤：让伤者躺下，用干净的布包住伤口。
如果认为眼睛里有东西，比如布、线、塑料或金属，可
用水冲洗眼睛15分钟。如果有东西刺入眼睛，不要将
其拔出，留到诊所或医院再处理。

头部受伤：让伤者躺下，用布、毛毯、枕头或衣服
垫高胸和头部成半坐姿。用干净的布包住伤口。

割伤和擦伤：用大量水清洗伤口。伤口中的污垢
会导致感染。用干净的布或绷带包住伤口，每天更换
一次。如果伤口周围皮肤红肿变软，或伤口久不愈合，
应去就医。

烫伤：将烫伤部位用水冲洗至少15分钟。高温机器或材料烫伤的急救方法
与烧伤大致相同（参见217页烧伤急救）。

受伤事故后的清理：伤者得到妥善照顾之后，应让事故区域内其他人都用
肥皂和水洗去皮肤或头发上的任何血迹。将沾血的衣服放入塑料袋中送去清
洗。戴上橡胶手套，用杀菌清洁剂（如含氯的漂白剂兑水）清洁事故区域内的血
迹。把沾血的抹布和绷带放在塑料袋里，封口后丢入垃圾桶。

告诉医务人员你的皮肤或眼睛是否接触了伤者血液。根据情况，可能需要
接种肝炎疫苗或采取艾滋病毒暴露后预防措施（详见《第30章：艾滋病毒》）。

直接按压可以令几乎所有伤
口止血。但要有耐心——可
能需要花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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