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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光危害分析及有效防护措施 
王 明 尹 田 

(江苏省联合职 业技 术 学院徐 州机 电分院 ，江苏 徐州 221011) 

摘 要：以加强保障措施 ，切实保障焊工的人身安全为目的，主要介绍了无防护状态下弧光对人体的危害，对各种危害 

症状进行详 细的说 明 ，并给 出了正确的 防护 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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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焊接作业时，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电焊弧光。电焊弧 

光主要包括红外线、可见光线和紫外线。这些都属于热线 

谱。焊接电弧温度在 3000"C时，其辐射波长小于 290m／am； 

温度在 3200"C时，其辐射波长小于 230mttm。当光辐射作 

用在人体上，机体内组织便会吸收，引起组织热作用、光化 

学作用或电离作用，致使人体组织发生急性或慢性的损伤。 

红外线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引起组织的热作用 。在焊 

接过程中，眼部受到强烈的红外线辐射，会立即感到强烈的 

灼伤和灼痛，发生闪光幻觉。长期接触可能造成红外线白 

内障、视力减退等症状。 

可见光线的光度比肉眼正常承受的光度大约大到一万 

倍左右，当可见光线辐射人的眼睛时，会产生疼痛感，看不 

清东西，通常叫“晃眼”，在短时间内失去劳动能力。 

紫外线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光化学作用 ，对人体皮肤 

和眼睛造成损害。皮肤受到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后，可引起 

皮炎，弥漫性红斑，有时出现小水泡、渗出液，有烧灼感，发 

痒 ；作用强烈时伴有全身症状：头痛、头晕、易疲劳、神经兴 

奋、发烧、失眠等。紫外线过度照射人的眼睛，可引起眼睛 

急性角膜和结膜炎，即电光眼炎 。其症状是，出现两眼高度 

羞明、流泪、异物感、刺痛、眼睑红肿 、痉挛、并伴有头痛和视 

物模糊。 

2 试验过程 

本试验以日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 了弧光对人体的伤 

害程度 ，从 2009年 6月 13日开始至 2009年 6月 17日试验 

完成 。 

6月 13日10时左右开始焊接。 

6月 13 El 11时左右 ： 

在手工焊条电弧焊时，未用防护面罩，直接观看焊接电 

弧熔池时，可以清晰看到熔池 的形成过程，但当弧光熄灭瞬 

间，再观看其他物体时，眼前出现暗点，即焊接时的“晃眼” 

观看弧光 1O分钟左右后，面部会出现灼热感 ，需闭眼数秒 

后才能看见其他物体。3O分钟后面部灼热感加剧，体温正 

常 ，伴有 轻微 的眩晕恶心症状 。 

6月 13日l2时左右： 

实验结束后，进人食堂就餐，出现食欲不振的现象。眼 

部伴有刺痛感 ，体温上升到 38℃左右。 

6月 13日 17时左右 ： 

体温超过 38℃，并伴有轻微恶心症状，面部受弧光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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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尤其是 凸起部位)开始发红，眼部刺痛感增强(附图 

1)。 

6月 14 Et凌晨 3时 42分： 

眼部刺痛感加剧，眼皮肿胀无法睁开眼睛。眼睛与眼 

皮内侧摩擦时有较大 的阻碍力(沙粒感)，伴有流泪症状。 

用手指撑开双眼时，流泪现象加重。用面巾擦眼睛两侧时， 

刺痛现象较为明显。大约十分钟后 ，可以勉强睁开眼睛，但 

流泪现象并未减轻(附图2)。 

6月 14日7时左右： 

可以睁开双眼，疼痛现象及流泪现象减轻 ，有极轻微 的 

眩晕症状。并未出现怕光、迎风流泪等现象 。体温在 38℃ 

左右 (附 图 3)。 

6月 14日 19时 左右 ： 

面部刺痛现象略有缓解，面部皮肤干燥，有轻微的绷紧 

感觉，体温基本恢复到正常。 

图 5 6月 16 

日皮肤状态 

图 6 6月 17 

日皮肤状态 

6月 15日8时 左右 ： 

面部皮肤绷紧现象严重，并出现弥漫性红斑 ，部分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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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中柴油机喷油器常见故障及检修 
段 姥 -{} 互 飞 

(安阳工 学院，河 南 安 阳 455000) 

摘 要：柴油机喷油器做为柴油机精密件之一，针阀与针阀体之间的配合间隙只有 0．002—0．003mm。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其常常出现如：喷油压力不稳、针阀卡住、密封失效等故障。其表现为柴油燃烧不完全，从而导致柴油机油耗上升、功 

率下降、缸 内积炭增多、磨损加剧等现象。因此柴油机中喷油器能否正常工作将直接影响柴油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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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喷油器是柴油机的主要工件，属于精密件之一。 坏； 

实际使用过程中其常常出现如：喷油压力不稳 、针阀卡住 、 (2)喷油器没有定期针阀卡保养和调整喷油压力； 

密封失效等故障。其表现为柴油燃烧不完全 ，从而导致柴 (3)柴油中含有杂质或过多的水分； 

油机油耗上升、功率下降、缸内积炭增多、磨损加剧等现象 。 (4)喷油嘴针阀锥面密封不严 ，渗漏到喷油嘴端面的柴 

因此柴油机中喷油器能否正常工作将直接影响柴油机的工 油燃烧时导致喷油嘴烧坏； 

作。下面简单分析一下柴油机的常见故障的排除。 (5)柴油机的工作温度过高。 

l 喷油器与缸盖结合孔漏气、窜油 针阀如果在开启状态时卡住，则喷油嘴喷出的柴油不 

若喷油器在缸盖上的安装孔内有积炭、铜垫圈不完好 ， 能雾化，造成不完全燃烧，同时还会有冒大量黑烟现象发 

以及用石棉板或其他材质代替紫铜材质，或垫圈的厚度不 生。此外，未燃烧的柴油还会冲刷到气缸壁上稀释机油，加 

能确保喷油器伸出缸盖平面，都会造成散热不良或起不到 速活塞环及气缸套的磨损。如果针阀在关闭状态时卡住 ， 

密封作用，导致喷油器与缸盖的结合孔处漏气、窜油。安装 不管喷油泵的供油压力多大，都不能使针 阀打开，并且还会 

喷油器时，应仔细清除安装孔内的积炭，且 铜垫圈必须平 在燃烧系统中产生高压敲击声，甚至损坏喷油泵柱塞。 

整，不得用石棉板或其他材质代替，以防散热不 良或起不到 喷油器卡住后不一定全部报废。有时用较软的物体 

密封作用。 (如棒等)除去针阀上的积炭，并用机油进行适当的研磨后， 

在安装时应注意，喷油器压板的凹形应朝下安装，按规 仍可继续使用。若喷油器卡住后针阀拔不 出来，可将喷油 

定扭矩均匀拧紧，紧固时切忌单边偏压 ，否则喷油器头部会 器放入盛有柴油的容器中，然后将喷油器加热至柴油沸腾 

因变形而产生漏气 、窜油。 并开始冒烟为止。此时，将喷油器取出并夹在虎钳上 ，然后 

2 针阀卡住 用一把鲤鱼钳(钳El应包着铜皮等软物)夹住针阀用力往外 

针阀卡住的主要原因有： 拔，一面拔，一面旋转，反复多次即可将喷油器针阀拔出。 

(1)喷油器安装不 当，导致喷油嘴局部温度过高而烧 如果针阀无法用上述方法拔出或拨出过程 中损坏，则 

开始脱落(附图 4)。 

6月 l6日7时 4O分左右： 

面部皮肤绷紧现象严重 ，干燥状况加剧 。面部表皮变 

黑，并开始出现脱皮现象(附图 5)。 

6月 17 El： 

面部黑色皮肤基本脱落，皮肤开始转好 ，疼痛、麻痒等 

症状完全消失 ，身体基本回复正常(附图 6)。 

3 防护措施 

为了预防电焊弧光对人体的危害，焊接操作人员应注 

意以下几点： 

(1)焊接工作人员在焊接时必须穿好表面平整、反射系 

数大的工作服。 

(2)戴好手套，盖好鞋盖。 

(3)不允许焊工卷起袖口或穿短袖衣、敞开衣领从事焊 

接工作。 

(4)工作裤穿上后要保证在蹲下时的足够长度，避免脚 

腕处裸露而被弧光灼伤。 

(5)必须使用镶有特制滤光镜片的面罩，滤光镜片必须是 

国家定点厂生产的合格产品，不可随意使用一般的墨光镜。 

(6)为了保护焊接区域其他工作人员的眼睛不受伤害， 

应在焊接现场设屏障围住，其屏障的区域，焊接工人应经常 

提醒其他工作人员注意避开 ，有条件的单位可给焊接区域 

的其他工作人员配备防护眼镜 ，以免弧光伤眼。 

(7)对于已经造成电光性眼炎的人员，可先用冷毛巾敷 

眼，并闭目养神 ，尽量减少光对眼睛的继续刺激；再用煮过 

并冷却牛奶洗眼，能够达到迅速临时止痛 ，并有保护眼睛的 

作用，也可用“电光灵”滴眼，每 2—4小时一次 ，8小时后停止 

使用；同时还可涂红霉素或其他抗生素眼膏，每日3次。 

4 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在无防护状态下弧光对人体的辐射， 

并详细的介绍了辐射后的情况以及应对措施。希望通过本 

文的讲解，能使焊接技术人员在受到弧光辐射后得到有效 

的治疗，减少无谓的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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