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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機溶劑之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處理作業中，

因有機溶劑與儲槽、容器、管路、過濾器及操作設備等互相摩擦，或有機溶劑含有混

合物而本身相互摩擦撞擊，或霧滴、固體粒子、水分等於有機溶劑中之沉降皆可能產

生靜電帶電現象，若無法迅速將靜電消除，因此可能造成局部大量靜電的累積，而隨

時都可能造成靜電放電（ESD），當該靜電放電能量大於有機溶劑之最小著火能量

（MIE）時，將產生火災爆炸事故。 

防止有機溶劑處理作業靜電放電之火災爆炸對策，主要可分為：(1)將金屬等導電

性物件搭接與接地及避免隔離的導體；(2)藉由控制製程速度、填充與攪拌方式及壓力

等相關參數，限制電荷的產生量；(3)使用浮頂或浮動蓋避免有蒸氣空間與採用惰性化

或通風換氣等，避免形成可燃性氣體環境；(4)採用消散性或導電性物件與添加帶電防

止劑或高導電率溶劑等，促進電荷散逸。 

最後，本計畫依有機溶劑之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

等處理作業，編製「防止有機溶劑處理作業產生靜電引起火災爆炸之技術指引」，提

供相關事業單位或檢查機構參採，以減低因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之靜電放電，造成火災

爆炸等工安事故。 

 

關鍵詞：靜電、有機溶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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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static discharges (ESD) can occur when organic solvent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tank, vessel, pipe, filter, other operation equipment, and mixer, or during the settling of 

mists, solid particles, and water when they are being handled in piping, filling, 

loading/uploading, gauging/sampling, mixing/blending, cleaning etc. If the relaxation time is 

too long, the charge will accumulate locally and become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hazard. 

When the energy from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is more than the MIE of the organic solvent, 

fire or explosion occurs.   

Main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fire/explosion caused by ESD when handling organic 

solvents include (1) bounding/grounding all conductive materials and avoid having any 

isolated conductor; (2) controlling process velocity, filling and mixing measure and pressure 

to restrict charge generation; (3) using a floating roof or cover to avoid vapor space, and 

using inert or ventilation to avoid creating a flammable atmosphere; (4) using dissipative or 

conductive materials and adding static dissipative additives or high conductive solvent to 

enhance charge dissipation.  

Lastly, we compiled an ESD prevention guideline against fire/explosion caused by 

handling operations of organic solvents. We hope the guideline will serve as a key reference 

for handling operations of organic solvents and will help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fires and 

explosions. 

 

Keywords：Electrostatic, Organic Solvent,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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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有機溶劑之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處理作業中，

因有機溶劑與儲槽、容器、管路、過濾器及操作設備等互相摩擦，或有機溶劑含有混

合物而本身相互摩擦撞擊，或霧滴、固體粒子、水分等於有機溶劑中之沉降皆可能產

生靜電帶電現象，若無法迅速將靜電消除，因此可能造成局部大量靜電的累積，而隨

時都可能造成靜電放電（ESD），又若該處理作業中有形成可燃性氣體（蒸氣）環境

之虞時，當該靜電放電能量大於有機溶劑之最小著火能量（MIE）時，將產生火災爆

炸事故。 

大部分有機溶劑之導電率都屬於低導電率(小於 50 pS/m)，屬於靜電上之絕緣體，

因此很容易產生靜電。另有機溶劑一般有下列特點：－、閃火點皆很低，其中多數低

於 0 ℃。二、爆炸下限皆很低。三、最小點火能量(MIE)多數皆小於 1mJ。因此具有

非常高的火災爆炸危險性，即使是刷狀放電（brush discharge）類型之靜電放電亦具有

造成火災爆炸之可能。 

在國內外工安事件中，不乏有機溶劑之輸送、混合與攪拌等處理作業中，因靜電

放電引發火災爆炸之危害，每每都造成嚴重的傷亡或損失，如民國 84 年台中港西碼

頭某溶劑油儲槽便發生輸送作業因靜電放電引發之火災爆炸事件，另民國 93 年國內

桃園某光電廠發生醋酸乙酯輸送作業因靜電放電引發大火損失超過 10 億之火災爆炸

事件，民國 97 年桃園某防水塗料公司炸發生甲苯入料作業，因靜電放電造成一死一

重傷之悲劇。在前述工安事故中，火源都為“靜電”，這種不知如何發生、何時會產生

之微火源(某些靜電放電型式不但聽不到亦看不見)，可謂之製程作業的隱形殺手，更

是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中最難預防的。 

本計畫將彙整探討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之靜電危害案例與要因，參考國內外相關技

術規定與標準，依有機溶劑之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

處理作業，研擬相關防止靜電放電之火災爆炸安全對策，以提供相關事業單位或檢查

機構參採，以減低因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之靜電放電，造成火災爆炸等工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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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之研究方法主要為案例彙整、危害探討與研擬對策，有關其進行步驟如

下： 

一、蒐集分析有機溶劑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處理等

處理作業時，因靜電放電造成之火災爆炸案例與要因。 

二、彙整有機溶劑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處理作業之

帶電與放電機制。 

三、蒐集相關法規、標準、與技術資料之彙整分析，包括日本厚生勞働省之靜電氣安

全指針、英國 BS 5958 part 1 & part 2、美國 API 203 及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60079-32-1、IEC 60079-10-1等相關技術指引與標準規範等。 

四、參考日本厚生勞働省之靜電氣安全指針、英國 BS 5958 part 1 & part 2、美國 API 

203及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60079-32-1、IEC 60079-10-1等相關技術指引與標準規

範等，依有機溶劑之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處理

作業，研擬相關防止靜電放電之火災爆炸安全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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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靜電放電之火災爆炸危害與防止 

第一節 有機溶劑作業之靜電放電火災爆炸案例與要因 

有機溶劑之輸送、混合與攪拌等作業過程中，因有機溶劑與容器、管路、過濾器

及操作設備等互相摩擦，或有機溶劑含有混合物而本身相互摩擦撞擊，或霧滴、固體

粒子於有機溶劑中之沉降皆可能產生靜電帶電現象，若無法迅速將靜電消除，會形成

靜電的累積，而進一步發生靜電放電（ESD）事故，又因該輸送、混合與攪拌等過程

中，易形成可燃性蒸氣環境，當該靜電放電能量大於可燃性蒸氣環境之最小著火能量

（MIE）時，就會引起火災爆炸事故。 

國內外相關有機溶劑之輸送、混合與攪拌等作業過程中，因靜電放電造成之火災

爆炸案例案例與要因如下： 

一、進行乙酸乙酯（Ethyl acetate）分裝輸送作業時發生靜電火災爆炸 

2007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13 時左右，位於美國愛荷華州某化學品儲運場所發生火

災和一連串的爆炸，如圖 1，該生產區操作員正利用合成橡膠軟管輸送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溶劑至桶槽頂部開口，注入 300加侖金屬桶槽，不久聽到爆炸聲響，

大火延燒至一座倉庫，並引燃所存放的其他易燃和易燃液體等，及造成 1 名員工輕

傷、及 1名消防人員灼傷[1]。 

本此事故調查結果認定，在桶槽開口附近乙酸乙酯蒸氣與空氣混合濃度已達可燃

下限。雖當時桶槽、磅秤與泵浦皆已有接地，但輸送管之非導電性塑膠管嘴附有不銹

鋼球閥與纏繞之不銹鋼線，另加掛不銹鋼管件以防止管嘴晃動，但此等金屬物體被合

成橡膠軟管所絕緣，並未等電位搭接(bonding)與接地，而靜電易累積在這些組件上，

使其火花放電至金屬桶槽，引燃分裝作業時所累積在進料口附近的可燃性蒸氣，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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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某化學品儲運場所發生火災爆炸 

 

 

圖 2 某化學品儲運場作業示意圖 

 

二、桃園縣某生產防水塗料公司輸送作業時發生靜電火災爆炸 

2008年 11 月 11日下午 14 時左右，位於桃園縣某生產防水塗料公司，廠內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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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溶劑型塗料生產製程，以有機溶劑甲苯（Toluene）及油漆溶劑混合塗料原料（添

加物）進行混合攪拌之作業，在將底部甲苯桶槽以空氣加壓輸送甲苯溶劑注入至攪拌

槽體上方的進料口內時，突然發生火災爆炸意外，兩名現場作業員其中 1 名重傷不治

死亡，另 1名嚴重灼傷[2]。 

根據現場操作人員敘述及災害發生後現場實物判斷，本案因以加壓空氣加壓方

式，將地面鐵桶內之甲苯及油漆溶劑壓出，經過橡膠輸送管送至高度約 230 公分高作

業平台之投料口，入料作業中使甲苯及油漆溶劑混合蒸氣揮發出來，輸送甲苯及有機

溶劑過程因流體本身摩擦及與橡膠輸送管摩擦而產生之靜電引起爆炸，在甲苯及油漆

溶劑桶與橡膠管路未設置靜電去除設施，後因人體或是物體接觸輸送管路引起靜電火

花，引燃攪拌槽內部之甲苯及油漆溶劑混合蒸氣而發生爆炸，火勢在廠內蔓延並造成

甲苯蒸氣與容器桶 BLEVE爆炸，發展出後續的延燒災害。 

 

圖 3 廠內爆炸後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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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某化學品下料作業示意圖 

三、進行甲苯之卸料作業時發生靜電火災 

國內某化學工廠發生一死一傷職災案，發生原因係為勞工在配料室工

作，進行甲苯之卸料作業，勞工將甲苯槽之甲苯抽入不鏽鋼桶時突然起火，

造成勞工全身灼傷，事故發生原因為勞工進行油料灌注，未依公司規定須接

妥地線，造成在進行甲苯輸送作業過程中產生靜電，導致起火燃燒，一名勞

工嚴重灼傷，送醫後不治死亡。 

 四、注入甲苯作業時發生靜電火災 

日本發生一起板車載著馬口鐵爐注入甲苯，因流動產生靜電火花，造成

人員傷亡與財產的損失，發生經過為 1993 年 3 月，在埼玉大宮一家墨水工

廠，工人在板車上載著馬口鐵爐，往裡面注入甲苯後，因流動產生了靜電放

電，而有火花產生，引起工廠的火災意外，經調查顯示為液體流動带電引起

的災害。 

第二節  有機溶劑作業之帶電與放電機制 

一、帶電(電荷)之產生 

(一) 液體管路輸送[3] 

當液體流過管路時，產生電荷分離，流出管路的液體因而帶電，其電荷量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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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外，依其流動的條件而定。一般來說，紊流比層流容易產生更多電荷。以單相液

體來說，電流生成與層流之流速大約成比例增加，而於紊流中則大約呈平方倍成長。 

以單相液體來說，其流經以金屬或體積電阻率小於 1012Ω．m 之物質所構成的無

限長管路而生成之電流，並不會因液體之導電率及介電常數，而有太大的改變。實際

上，當液體流出管路後，便不再有電荷分離過程，且電荷經由流出液體散逸至管內

壁。所以，當液體進入容器時，攜帶之淨電流會因液體的導電率增加而減少，而且，

當流速降低時，電流量減少。 

對導電率低到足以保存危險電荷的單相液體而言，許多已知的經驗關係式說明，

無限長的管路提供了最大電荷電流，其中被廣為使用的關係式為 Schön方程式： 

is=Kυ2d2 

is 最大電流(μA) 

υ 流速(m/s) 

d管路長度(m) 

K 常數(4μA．S2/m4) 

此關係式可應用於工業上管路之電流生成(微安培)計算。 

液體中電荷量可以電荷密度來表示。Schön方程式為： 

  

η 電荷密度(μC/m3) 

υ 流速(m/s) 

因此，若速率為 1 m/s 到 10 m/s，則電荷密度則對應為 5 μC/m3到 50μC/m3，兩

者以 5倍的倍率呈線性相關。 

一般來說，當管路長度(L)＞3υτ，則可視為無限長。 

  

L管路長度(m) 

τ液體散逸時間(s) 

ε液體相對介電常數(F/m) 

 自由空間介電常數(8.85×10-12 F/m) 

γ液體導電率(p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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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液體流經體積電阻率超過 1012Ω．m 之管路的電荷生成數據資料，現今仍不

足。目前僅知，導電率 1 pS/m到 100 pS/m之液體流過聚乙烯管產生的電流會隨著管

長的增加而降低，最終達到與金屬管一致的平衡值。由此可推論非導電性管路之電荷

生成可由導電性管路來推估。然而，在平衡完成之前，非導電性管路產生之電流量強

度大於導電性管路所產生。 

混合物與單相液體相同，流經管路亦會有電荷之生成，且由於其接觸面較大，故

其電荷生成速率較單相液體更快，但其值不易計算。 

(二) 過濾 

微粒過濾器的電流生成取決於流速、液體導電性、離子類型等因素影響，另外，

過濾器之材質亦影響其電流生成。電荷會經由過濾作用而明顯增加，甚至較無過濾作

用之管路系統多出 10 至 200 倍之電荷量。當濾網每吋之網孔數為 50 以下（＞300μm

孔徑），則不會生成可能達到危險程度之電荷量。一般來說，過濾設備孔洞愈細密

的，其電荷生成量亦愈大，通常經過過濾器的液體電荷密度為 10 μC/m3 到 5000 

μC/m3。遺憾的是，無法確切預期經過過濾器後液體的電荷生成量，即便使用同型之

過濾器亦會產生差異極大的結果[3]。依 API之數據資料顯示，濾網每吋之網孔數超過

100（＜150μm 孔徑），則會產生足以造成危害之電荷量，因此需於濾網與填充點間

停留至少 30 秒（最好為 100 秒）或 3 倍之散逸時間，以逸散電荷。而若為每吋網孔

數介於 50 - 100之間（孔徑：150 - 300 μm），需視作業運作方式及液體性質等個別情

況方能判別是否為安全電荷量。另對於二相或多相液體而言（例如：油水混合物），

於處理作業完成後之 3 倍散逸時間後，因其相分離及靜電荷產生可能持續著，因此於

後續作業前（例如：採樣及量測作業），一般而言，需讓液體靜置 30 分鐘才作業

[4]。 

(三) 攪拌及混合[5] 

攪拌和混合的製程，會產生液體和固體表面間之接觸的相對移動。若液體不含有

不融和的第二相物質，則產生之電荷就不會太高。攪拌液體含有散發液體或懸浮固體

微粒時，若連續相為低導電率，則易產生極高的電荷。 

(四) 沈降電位[5] 

在低導電性液體中懸浮的固體微粒或液滴之沈降，會導致電荷分離，而在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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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於液體中產生電位。例如：在大型儲槽中，油水混合物泵入儲槽，或攪動底層

水後，所產生的沈降電位差可能會導致點火的危害。對液體通氣，例如產生氣泡，會

攪動底層水或其他沉積物，而於儲槽內可能產生電場。 

(五) 液體噴射[5] 

當液體噴射分裂成小液滴時，例如：在清洗儲槽時，液體噴射撞擊障礙物，不管

液體的導電性，會形成高度帶電的噴霧或霧滴。一般而言，液體的導電性愈好，產生

的電荷愈多。例如，水噴射產生的電荷比油噴射多，但是油水混合物噴射時，產生的

電荷量高於水或油的噴射。 

(六) 噴嘴噴出的小液滴[3] 

從噴嘴產生的潮溼氣體流可能有高電荷，管路內的液體層被氣體切過，破裂成小

液滴，假如被切過的液體層帶有流過管路表面產生的電荷，流出噴嘴的小液滴便帶有

電荷，其電荷量依液體的導電率及氣體速度而定。 

二、放電種類[3] 

(一) 火花放電（spark discharge） 

火花放電是導體間之放電，它較明確的定義是攜帶高密度電流的發光放電通道。

氣體之電離化情形涵蓋整個通道，放電速度非常快，並會產生尖銳的爆裂聲。當導體

間電場強度超出已知崩潰強度 (breakdown strength) 時，火花便會因此產生，其強度

由導體間間距大小決定。平面或大半徑表面 (10mm)，其強度約為 3 x 103 KV/m，並

會隨間距之減少而加大。因為放電主要考慮對象是導體，在大部分實際情況下，幾乎

完全散逸所有能量，而火花的能量大小為： 

E = 1/2 QV = 1/2 CV2 

E 為散逸的能量（J） 

Q 為導體上所含電荷量（C） 

V 為電位差（V） 

C 為電容（F） 

此為能量最大值，假如通過地表之放電路徑間有電阻存在時，則火花所含之能量

會較小，且放電延時會較長。 

(二) 電暈放電（corona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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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暈是當導體很細小、尖銳或有銳利邊緣時，例如：小曲率半徑之表面所產生的

一種放電形式。放電則可能直接對其它物體，或散逸至大氣中。尖銳物附近之電場強

度非常地大，當距離增大時會迅速地減弱強度，鄰近的氣體會被電離，電流則因此離

開導體。然而，離開尖銳物後電離並不完全，低量穩定電流會因該區域中的氣體傳導

受到控制。電暈放電可由細微的聲音來分辨，有時也可由微亮光線來分辨。 

電暈放電有可能無限地持續產生或是突然地短暫發生，所含之能量密度較火花為

小。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增加尖端導體電位之大小，電暈放電有可能發展成為火花

放電。 

(三) 刷狀放電（brush discharge） 

刷狀放電現象發生在帶電非導體對導體間，其在非導體之不連續表面上產生短暫

類似火花放電形式，其總放電通常為類似電刷狀出現。假如電流流動之導體為尖銳

狀，則該導體將發生電暈放電形式。刷狀放電釋放所含之能量密度可能高到足以引起

燃燒，然而，由經驗測試得知，其放電之等效能量不太可能大於 4 mJ。 

(四) 沿面放電（propagating rush discharge） 

沿面放電是正常刷狀放電的一種進展，可以在兩表面含有大量相反電荷之高電阻

率非導體的薄狀平板上發生。通常該薄狀平板背覆著導體，但基本上來說係該薄狀平

板被極化，而與帶電電容器的電介質有相同情況。假如有導體接近到該非導體的表

面，該合成靜電場將促使沿著大塊面積非導體表面上發生電離，然後能發生放電，而

使大面積非導體上之電荷，經過鄰近該表面之離子化氣體，快速地流至初始放電點，

結果將產生激烈且具高能量而類似火花的放電，其可能非常地危險。 

三、液體放電[3] 

因液體流動而分離之電荷會嘗試再結合，假如液體為低導電率，不論該液體是被

注入到接地之導電槽體 (正常而言指金屬槽) 或非導電槽體或容器，皆能保存其電

荷。 

液體接觸接地金屬的電荷消散率即為其散逸時間 τ （單位為秒），它是液體的電

位以指數衰減的方式降至原來 37 %所需花費的時間。假如液體有高於 50 pS/m 的導

電率，即其散逸時間約為 0.35s，便不能保存危害性電荷，此已被許多的應用所接

受，例如：醇及酮類正常下即為此類。但在某些情況下（如攪動），1,000pS/m 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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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率也可能要求防止危害性電荷的保存，而潔淨且為白色的油類，例如：煤油或汽

油，正常下其導電率低於 50 pS/m，故能保存大量電荷。 

當液體帶電時，液體內部及周圍的空間區域皆有電場存在，假如這些電場強度夠

高，便會有放電發生。一般來說，液體內部的放電不具點火危害，但它們可能帶來化

學性變化，而改變液體特性或導致該設備腐蝕。但大氣周圍中的放電可能具危害性，

在槽體內，液體表面與接地的牆面或結構體間的電場強度，能超過崩潰強度，欲估計

其導致之放電能量是極不可能的，並且在任何事件中，這種能量是不能和以金屬電極

所決定的最小點火能量來比較。 

有時利用限制注入槽體的速率，能使液體表面的電場強度低於崩潰值，進而達到

避免危害的情形。液體電荷殘留在導體或非導體容器內皆相似，雖然後者的散逸時間

受容器的電阻所控制。非導體容器被視為可增加液體放電的可能性，但其定量數據卻

極少。 

四、固體放電[3] 

接地電阻大於 106Ω 的非導體及導體皆可因液體之許多處理而成為帶電者，這些

包括： 

(一) 液體流經它們（電荷可能因液體和物體間的接觸電化或因已帶電之液體轉移而產

生，例如：被絕緣之金屬法蘭，非導體管路中之被絕緣金屬管部分，或非導體

管路本身）。 

(二) 承裝帶電液體，例如：將帶電液體注入未經接地之桶子。 

(三) 導體浸於帶電液體中（該物體將取得其位於液體中該位置之電位，例如：取樣系

統之未經接地的金屬零組件）。 

(四) 帶電霧滴或噴霧沈降在物體上，例如：在洩漏蒸汽附近的未經接地物體。 

另帶電液體附近之被絕緣導體，其因感應帶電的可能性應必須被關注。 

五、霧滴或噴霧之帶電[3]  

懸浮帶電微粒因周圍大氣提供的絕緣性保留其電荷。當霧滴或噴霧持續產生時，

例如：用水或噴射流清洗槽體時，電荷密度會達平衡值，因其電荷輸入速率等於微粒

沈降或衝擊槽體結構之損失率。 

霧滴或噴霧之電荷雲內部及周圍存有電場，電場內任一點的電場強度依其電荷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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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電荷雲的大小與形狀及槽體的大小情況而定。電荷雲內部或附近之絕緣導體可能

會因感應或微粒沈降而帶電，然後能對大地產生引燃性火花。當電荷密度非常高時，

會使微粒間之大氣環境完全離子化而發生雷狀放電作用，但此種現象，目前並未從實

際作業上觀察到，而電暈放電是可能的，特別是從接地突出物至電荷雲之電暈放電，

且此具信是在電荷雲中建立電荷密度平衡的重要因子。 

用水清洗槽車之裝貨槽體時，所產生之帶電霧滴，即為一重要例子，而在此過程

中，因水噴射進入槽內而破裂成被隔離的小水塊(isolated slugs of water)即為被絕緣導

體的一種類型。 

 

第三節  防止靜電放電火災爆炸之通則 

一、避免可燃性氣體環境的形成 

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要完全避免可燃性物質的使用是不太可能的，故可以藉由

一些預防措施來避免可燃性氣體環境的形成。 

對可燃性蒸氣，由於其揮發物質比重較空氣重會有在低窪地區累積現象，而累積

的可燃性蒸氣會造成局部區域濃度達其爆炸下限，此時一旦發生靜電時，即易引發火

災爆炸，導致嚴重之後果。因此，在有可燃性蒸氣的作業場所，可藉由適當通風換氣

的方法來減少可燃物的濃度堆積。 

二、避免足夠的氧濃度 

若可燃性作業場所中氧濃度無法供應，即避免其燃燒所需之最低需氧濃度

(MOC)，為有效的預防火災爆炸措施。在實際工廠作業中，常藉由抽真空或利用惰性

物質置換空氣中的氧氣量，以達到作業場所中的氧濃度低於 MOC。常見之惰性物質

有二氧化碳、水蒸氣、煙道廢氣、氮氣、氦氣及氬氣等。利用惰性氣體之取代，使其

氧濃度低於MOC之火災爆炸預防措施，稱為惰性化處理。 

此外，在進行惰化設計時，需注意其氣密性是否良好，尤其在無氧氣濃度連續偵

測的作業場所。 

三、避免有效靜電火源的產生 

由靜電的發生原因與放電形式，靜電火源的消除方法可分為接地(grounding)與等



 13 

電位搭接(bonding)、環境增濕、抗靜電材料、靜電消除器及限制速率等方法。 

(一) 接地與搭接 

靜電危害防制方法中，接地與搭接是最有效且經濟的方法。累積在導體上的電

荷，可在一次放電中將能量完全釋放，導致靜電放電危害發生。防制的方法，可將所

有導體做電性之連接在一起(搭接)，然後再接地，使導體上的電荷向大地散逸，不致

引起靜電放電的危害。對人體而言，在易燃的環境中，人體也有可能產生靜電放電，

故穿戴靜電手環或靜電鞋等亦可將人體累積的電荷導向大地。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存在易燃性蒸氣的一般作業場所中，被絕緣的金屬設備/元

件、導電性產品或人員身體本身的電位需達 300V 以上，方可能因放電而引燃周圍的

易燃性物質。因此在工廠中將被絕緣的金屬設備/元件、導電性產品等實施接地，保持

接地電阻小於 106 Ω，就足以將電荷向大地散逸，而將本身的靜電電位降至 100V 以

下，避免發生靜電危害事故。 

(二) 增加作業環境濕度 

增加環境中空氣的相對濕度，亦是工業界中常見的靜電防制方法。在高濕度

(R.H.>65%)環境中，物質表面具有親水性，容易吸附空氣中的水份，進而降低物質表

面電阻，增加靜電向大地散逸的速率，這類物質如：棉、紙、醋酸纖維(Cellulose  

acetate)等。採用此法可用加濕器、水蒸氣噴出等方法。 

(三) 抗靜電材料 

物質蓄積靜電電荷的高低與靜電散逸速度之快慢有關，通常電阻值愈低的物質，

其靜電散逸速度愈快，不易累積靜電。因此，藉由抗靜電材料的處理可降低材料之表

面或體積電阻係數，以有效將累積電荷導引掉，而採行此方法時，仍需做好接地與等

電位搭接，使電荷能有效散逸於大地。 

使物質具有抗靜電能力的方法有下列二種： 

1.在絕緣性物質的表面塗滿抗靜電物質，如：碳、抗靜電劑等，可使絕緣性物質

表面形成導電層。 

2.在絕緣材料製造過程中加入碳粉、抗靜電液或金屬纖維等，使物質成為抗靜電

材料或導電性材料。 

(四) 靜電消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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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空氣電離產生離子，由於異性離子互相吸引，使帶靜電物體的電荷被中和，達

到靜電消除的目的。靜電消除器應依環境因素的影響選擇合適的靜電消除器，才能發

揮最大的靜電消除效果，且需注意因電離所產生的臭氧等衛生問題，以及產生靜電放

電或引燃易燃性物質等安全性問題。 

(五) 限制速率 

物質因摩擦而產生靜電，降低摩擦速率可緩和靜電的產生，可防止或降低電荷的

產生速率，以避免靜電危害的產生。如液體輸送至儲槽或容器，低導電率(小於 50 

PS/m)液體中，若含有不溶合物質(如：懸浮物、水等)，應限制液體流速小於 1m/s，

若液體中未含有不溶合物質，液體流速應小於 7m/s[3]。 

 

第四節  國內外有關有機溶劑作業之靜電相關法規與標準 

國內有關有機溶劑作業之靜電相關法規主要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5 條與

第 252條[6]，如表 1，另有機溶劑作業之靜電相關國家標準如表 2。 

表 1 國內靜電相關法規 

法規名稱 

（項目） 

條文 

（編號） 
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 
第 175條 

雇主對於下列設備有因靜電引起爆炸或火災之虞

者，應採取接地、使用除電劑、加濕、使用不致

成為發火源之虞之除電裝置或其他去除靜電之裝

置： 

1. 罐注、卸收危險物於液槽車、儲槽、油桶等之

設備。 

2. 收存危險物之液槽車、儲槽、油桶等之設備。 

3. 塗敷含有易燃液體之塗料、黏著劑等之設備。 

4. 以乾燥設備中，從事加熱乾燥危險物或會生其

他危險物之乾燥物及其附屬設備。 

5. 易燃粉狀固體輸送、篩分等之設備。 

6. 其他有因靜電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化學設備

或其附屬設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 第 252條 1. 雇主對於有發生靜電致傷害勞工之虞之工作機



 15 

法規名稱 

（項目） 

條文 

（編號） 
內容 

施規則 

 

械及其附屬物件，應就其發生靜電之部分施行

接地，使用除電劑、或裝設無引火源之除電裝

置等適當設備。 

 

表 2 國內靜電相關標準 

織物及針織物帶電性

檢驗法 
CNS-8312-L3148 紡織品帶電性之檢驗法 

防帶靜電鞋 CNS-8878-Z2045 
靜電安全鞋、靜電工作鞋標

準 

 

在日本及歐美國家有關靜電防制之規範、標準則有較詳細且完整之規定，例如日

本厚生労働省之靜電氣安全指針、英國 BS 5958 part 1 & part 2、美國 NFPA 77、歐盟

CLC/TR 50404 及 IEC 60079-32-1 等相關技術指引與標準規範等，可提供較務實之參

考，其中歐盟 CLC/TR 50404已取代早期之英國 BS 5958 part 1 & part 2，而日本厚生

労働省之靜電氣安全指針，除了主要係參考歐盟 CLC/TR 50404 標準外，也簡化且酌

修了一些規定，因此本計畫有關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之靜電放電火災爆炸防止對策，主

要係參考日本厚生労働省之靜電氣安全指針及英國 BS 5958 part 1 & part 2之部分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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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之靜電放電火災

爆炸防止對策 

在靜電上，依液體之導電率可分為高導電率、中導電率及低導電率之三等級，如

表 3 所示，其中對低導電性液體之處理作業，其靜電點火屬於高風險。而不同大小槽

體之靜電危害與防止對策亦有其差異性，一般可分為大型、中型及小型槽體之三等

級，如表 4所示[7]。 

另外，對於易燃性液體之蒸氣與大氣混合後所形成之可燃性氣體環境存在之頻率

及期間，將其危險場所分成 0區、1區及 2區[8]。 

一、0區(zone 0)係指可燃性氣體環境連續存在或長時間存在或經常性地短時間存在之

場所。 

二、1區(zone 1)係指可燃性氣體環境在正常操作下，可能有時會存在之場所。 

三、2區(zone 2)係指可燃性氣體環境在正常操作下不太可能存在，如果存在，也只存

在一段短時間之場所。 

表 3 靜電上之液體導電率等級 

液體導電率等級 導電率 

高導電率 ＞1000 pS/m 

中導電率 50~1000 pS/m 

低導電率 ＜50 pS/m 

 

表 4 槽體之大小等級 

槽體大小等級 尺寸 

大型 直徑或對角線長度大於 5m，一般容積 50m3以上 

中型 直徑或對角線長度小於 5m，容積約 1~50m3 

小型 容積小於 1m3 

 

有機溶劑作業因靜電放電造成火災爆炸主要有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

攪拌或混合、清洗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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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管路輸送作業 

當液體於管路內流動時，液體與管壁之界面必然形成電氣雙重層現象，此時，一

方之極性電荷隨液體流動，而另一方極性之電荷則殘留於管壁。 

此帶電量除管路與液體之導電性外，另受流速 v，管路直徑 d 等之影響。而隨接

地金屬管路內液體流動之電流可以下列公式表示， 

  i = 3.7 x 10-6d2v2


















v

l
exp1                                    （1） 

ι 指管路長度，τ 為液體之電荷緩和時間 ε/σ（ε，σ：液體之介電常數與導電

率）。當導電率較低之液體或管路長度極長等（ι/ντ=∞）可忽略指數參數時，可由上

述公式得出電荷密度 q與流速成比例之公式。 

  q = 4.7 x 10-6ν                                                  （2） 

由公式（2）得知靜電對策中實際採用之流速 1~10m/s 液體相當於電荷密度

5~50μC/m3。此外，ι≧3ντ長之管路則視為無限長之管路。 

有關液體管路輸送作業之靜電防止對策如下[7]： 

一、接地與搭接 

(一)使用導電性管路或軟管，並接地。 

(二)管路之連接處要搭接。 

二、限制流速以抑制電荷產生 

(一)中、高導電率液體之最大輸送流速為 10 m/s。 

(二)低導電率液體之最大輸送流速為 7 m/s與公式（3）中流速較低者。 

(三)初期之最大流速為 1 m/s。 

(四)二相液體（混合水滴、粉體之液體）時之最大流速為 1 m/s。 

(五)使用絕緣性管路、容器（包括含有內襯）時之最大流速為 1 m/s。但低導電率液

體不使用絕緣性管路或容器。 

 

第二節  填充作業 

當液體於管路內流動時，液體與管壁之界面必然形成電氣雙重層現象，此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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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極性電荷隨液體流動，而另一方極性之電荷則殘留於管壁。 

有關液體管路輸送作業之靜電防止對策如下[7]： 

一、填充之一般靜電對策 

爲抑制填充作業中，電荷之累積應採取以下措施： 

(一) 接地或搭接：除容器與儲槽外，浮頂、管路、幫浦、過濾器、軟管等全部附加

導體須適當接地或搭接。 

1.大型儲槽等固定設備之接地電阻宜低於 10Ω。 

2.使用軟管時，宜選用導電性材質並以搭接方式進行接地。 

3.爲避免火花放電，液體表面應避免有漂浮之導体（如浮標尺、採樣用容器

等）。 

4.鐵桶等可搬運型金屬容器，因不確實接地或搭接之災害多，因此需特別注

意。 

(二) 作業員之靜電對策 

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之防止帶電措施。 

(三) 以底部填充或填充管伸至槽底等，避免液體飛散或噴濺。 

1.從儲槽或容器上方填充（top loading），因液體之飛散、噴濺或在液體表面之

反彈，發生泡沫等促進帶電情形，所以應將填充管伸至槽底。此時，不要接

觸到槽底。此外，爲防止液體飛散，宜設計填充管使用 45 度角前端或其前端

裝設 T型管，使液體對槽底呈水平方向之流入。 

2.自儲槽底部填充（bottom loading）時，為避免往上噴濺或產生霧滴，應沿儲

槽壁面的方向流入，故宜在管路前端裝設 T型管等。 

3.填充管伸至槽底填充，在填充管前端低於液面下 0.6m 或管路直徑之兩倍前，

流速應限制於 1 m/s以下。 

(四) 即使填充中、高導電率之液體，配管內之最大流速不可超過 10 m/s，以策安全。 

(五) 混合固體不純物或水滴之液體，流速限制於 1 m/s以下。 

(六) 填充時需注意不可攪動水等沉澱層，以避免其產生電荷。 

(七) 可於儲槽中央裝設上下貫穿之接地導體或金屬網，以抑制液面之電位上昇。 

(八) 測量或採樣時，需實施靜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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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導電率液體之填充 

低導電率液體（50 pS/m 以下）填充於儲槽時，除上述一之對策外，尚需採取以

下措施。 

(一) 添加帶電防止劑以導電化，或 

(二) 採取下列任一措施，抑制其可燃性環境之形成，以防止著火。 

1.儲槽內之惰性處理：使用氮氣等惰性氣體。 

2.使用浮頂或浮動蓋(floating cover)（此等為導電性，須適當搭接）。 

(三) 限制填充速度 

1.儲槽填充惰性氣體者，無須限制速度。 

2.儲槽有浮頂或浮動蓋，而不可惰性化時，於浮頂或浮動蓋浮起前，流速限制

於 1 m/s 以下。浮起後，雖無特別之速度限制，但安全起見，建議限制於 7 

m/s以下。 

3.固定式頂蓋之大型儲槽，若未惰性化時，流速限制於 1 m/s以下。 

4.流速限制：低導電率液體（不含有無法溶解於液體之固體或水滴等時）之填

充流速限制，如下所示。 

νd=  
 








mpSsmN

mpSsmN

/5/38.0

/5/50.0
2

2

導電率

導電率                      （3） 

ν 為管路內之流速、d 為上流之管路直徑，若管路直徑不同時，則選用直徑最小

者。若該最小直徑之長度為 10m 以下，且其截面積為第二最小直徑截面積之 67%以

上者，宜使用第二最小直徑。 

N =









5.1

2/

1

L

 

 

 6.4

6.42

2







L

L

mL

    

L 為儲槽截面對角線之長度，但油槽車(公路槽車)等槽內完全區劃時，則使用該

區劃之 L。即使符合上述公式，ν仍不可超過 7m/s。 

底部填充因無接地汲取管，其表面電位將比頂部填充大。因此，底部填充時，其

流速限制為公式（3）之 75%。 

(四) 於液體流動之上方安裝微型過濾器等零件，會有較大之帶電，故填充入槽前，

應有適當之緩和距離（3νε/σ）。若無法確保此距離時，應於配管內滯留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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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ε，σ為液體之介電常數與導電率。 

三、公路槽車、鐵路槽車 

公路槽車（≦50m3）、鐵路槽車（≦100m3 左右）之液體填充，或將液體由槽車

填充至其他容器時，可能引發靜電危險，須採取以下靜電對策。 

(一)  接地與搭接 

作業開始前公路槽車、鐵路槽車、或附屬之軟管、其他容器等所有導體實

施接地、搭接（接地、搭接依順序進行），並於作業結束後拆除之（搭接、接

地依順序進行）。宜採用不實施接地時，則無法運轉之互鎖控制式幫浦。 

(二)  作業員之靜電對策 

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之防止帶電措施。 

(三)  限制流速 

低導電率液體採用公式（3）或 7m/s，兩者中之速度較慢者，而中、高導

電率之液體則限制於 10m/s以下。 

(四)  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等之帶電防止措施 

使用防止帶電用品（作業服、作業鞋與作業手套等）。 

(五)  靜置時間 

1.填充作業結束後，至少等 5分鐘之靜置時間，才取出汲取管。 

2.採樣或測量，至少等 10分鐘之靜置時間後，才進行。 

3.此外，利用計量井（gauge well）進行採樣或測量時，不須有靜置時間。 

四、軟管 

爲抑制填充作業中，電荷之累積應採取以下措施。 

(一) 使用導電性軟管（1m長之電阻為 103~106Ω），藉搭接方式接地。 

(二) 處理低導電率液體或易燃液體時，應使用導電性軟管，不可使用絕緣軟管。 

(三) 為補強軟管，而纏繞金屬線（亦有包覆於絕緣物上者）時，該金屬線須確實搭

接。但低導電率液體或易燃液體，不可使用纏繞金屬線之絕緣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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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盛裝作業 

作業員使用小型容器盛裝液體時，應採取下列靜電對策，以防止液體飛散，或與

管路、軟管、儲槽之摩擦、衝擊而引起靜電危險[7]。 

一、實施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等之帶電防止措施。 

二、容器、漏斗、管路、軟管噴嘴等宜採用金屬或導電性材質。 

三、容器、漏斗、管路、軟管噴嘴等宜採用金屬或導電性材質。 

四、注意漏斗、管路、軟管噴嘴、計量器、可搬式台架、幫浦等導体必須接地與搭

接。 

五、接地、搭接需於注入液體前依次進行接地、搭接，作業結束後拆除搭接，並待必

要之靜置時間後，再拆除接地。 

六、為防止液體飛散，應使用漏斗或汲取管，而將前端降至容器底部。 

七、從容器直接盛裝時，宜使用漏斗或汲取管，但亦可在液體不飛散下，順著容器內

壁緩慢地盛裝。 

八、使用幫浦時，不可打入氣泡。 

 

第四節  測量與採樣作業 

當進行儲槽內之測量與採樣作業時，液體表面之計量浮標等物可能產生靜電，並

有著火之虞，因此建議儲槽內裝設計量井。若無法裝設時，應盡量避免測量與採樣作

業。此外，測量也可採用防爆型超音波液面計量器[7]。 

在未安裝計量井，但必須進行測量或採樣作業時，則採用靜置時間之規定（低導

電率液體至少靜置 10 分鐘，含游離水分之低導電率液體則需 30 分鐘以上）。但已裝

設計量井之儲槽則無需靜置時間。 

測量與採樣之所有金屬物件，可與經接地之儲槽搭接，若儲槽未接地（例如絕緣

性容器），則直接接地。此時，不可使用金屬鍊條。手動採樣或測量時，必須實施作

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等之帶電防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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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混合與攪拌作業 

一、高純度液體之混合與攪拌作業較無帶電量之大問題，但當混入空氣、水分或粉體

後，則帶電量會變大。 

二、若可能時，低導電率液體以添加帶電防止劑或高導電率液體，將導電率提高至

1,000 pS/m以上。 

三、容器等所有金屬接地、搭接。 

四、遵循第二節之液體填充作業規定。 

五、絕緣內襯容器之內襯層電阻高時，將促進帶電並發生沿面放電，因此應避免使

用，此時，可以導電性內襯取代，或在容器內放入接地金屬板（參閱第六節）。 

六、實施作業員相關之靜電對策，以防人體所引起之點火危險（參閱第六章）。 

七、使用易燃液體形成爆炸性環境時。 

(一) 不可使用氣體攪拌機、噴射攪拌機或高速螺旋槳攪拌機。 

(二) 添加帶電防止劑或高導電率之液體，將導電率提高至 1,000pS/m 以上，或以惰

性氣體進行替換、密封。 

八、管路內（in-line）混合 

配管內之管路內混合，因無法形成可燃性環境之蒸汽空間，故無災害發生之虞。

但接受端之儲槽，應實施填充作業之靜電對策（參閱第二節）。 

九、噴射攪拌機（jet mixer）。 

(一) 低導電率液體不宜使用噴射攪拌機。 

(二) 中、高導電率液體（或添加帶電防止劑等將導電率提高至 50pS/m 以上之低導

電率液體）不因攪拌而使液體表面破裂，因此只需所有金屬部分確實接地，即

可使用噴射攪拌機。 

(三) 液體上方空間若為 Zone 0、1 之危險場所者，應實施防止爆炸性環境形成之對

策或避免使用噴射攪拌機。 

第六節  儲槽清洗作業 

一、容器、噴嘴、配管或軟管（可燃性環境中，不可使用絕緣材質）等所有導體應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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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作業員之靜電對策，以抑制點火危險。 

三、開啟液體排出口，以防止清洗液體累積。 

四、可燃性溶劑之高壓清洗作業 

(一) 清洗容器為金屬材質且容積低於 5m3或直徑 3m以下。 

(二) 最大壓力：5MPa。 

(三) 最大液體流量：1L/s。 

(四) 高純度溶劑：混合粉體等固體在 1wt%以下。 

五、無法符合上述條件時，則利用惰性氣體，進行密封。 

六、絕緣性容器之清洗作業，應採用惰性氣體，進行密封。 

 

第七節  絕緣性容器、管路、軟管、閥 

體積電阻率高於 108Ω．m 或表面電阻率 1010Ω 以上材質之玻璃內襯、塑膠儲槽

等絕緣性容器、絕緣管路、軟管、球型閥會累積靜電，因該帶電而產生感應帶電或因

導體接近時，引起刷狀放電與沿面放電，故應盡量避免使用。尤其，對大、中型儲槽

或低導電率液體，應避免使用絕緣材質，此外，於 Zone 0之危險場所，即便是小型容

器，亦宜避免使用絕緣性容器（無法避免使用時，應諮詢專家意見）[7]。 

一、對非金屬製之容器進行填充時，該容器應導電化（導電性容器），並以法蘭等金

屬接地。 

二、即使高導電率液體，使用絕緣性容器或管路（含絕緣性內襯容器、管路）時，流

速應低於 1 m/s以下。 

三、遵循液體填充作業。 

四、注意漏斗、管路、軟管噴嘴、計量器、可搬式台架、幫浦等導体必須接地與搭接

安裝於絕緣性容器或管路、軟管之導体（如法蘭、遮蔽用金屬等）應接地。 

五、若可能時，絕緣容器內宜放入接地金屬板，使之與液體接觸。此時，金屬板之面

積為 0.04Vt m
2以上[9]。Vt係儲槽之容積（m3）。 

六、可搬運型之絕緣性容器，若其有金屬部分，可能產生火花放電，因此，於危險場

所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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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於 Zone 1之危險場所，使用絕緣性容器與管路時，必須實施完善之風險評估。 

八、於 Zone 0之危險場所，應避免使用絕緣性容器與管路，或採取防止點火對策（防

止爆炸性環境形成之對策）。無法避免使用絕緣性容器與管路時，應諮詢專家意

見。 

九、於 Zone 0、1 之危險場所，應避免絕緣性容器與管路之表面摩擦（如清潔作業

等）以防止產生電荷。 

 

第八節  靜置時間與計量井 

一、靜置時間[7] 

靜置時間係利用電荷緩和之靜電防止對策。即使低導電率液體，填充後就不會繼

續產生靜電，因此，利用電荷緩和現象，則可逐漸降低液體之帶電量。 

應填充易燃液體而使內部形成爆炸性環境之儲槽等容器，在實施採樣與測量作業

時，宜裝設計量井以策安全，若無法裝設時，則應於填充結束後隔一段時間實施，以

利緩和液體之帶電量，避免帶電之液體表面產生靜電放電。此外，利用靜置時間之靜

電對策，應搭配其他防止靜電發生之對策，不宜單獨使用。 

(一) 靜置時間為電荷緩和時間之 3倍（3ε/σ，初期值之 1/e3（ 05.0 ）倍）以上或一

般低導電率液體（50 pS/m以下）時，靜置時間為 10分鐘以上，含游離水份或

粉體等之低導電率液體，則需 30分鐘以上[9]。此外，亦可採用表 5之值。 

(二) 採用表 5時，若液體中含有游離水分等，則其靜置時間約為表 5之 3倍。 

(三) 實務上可採用表 5，但因其為參考性質（經驗值），若有適當之根據時，也可

放寬該值。 

(四) 內部塗裝之儲槽，其塗裝材料之導電率若較液體之導電率低時，則靜置時間為

該塗裝材料電荷緩和時間之三倍以上。 

(五) 在安裝計量井之儲槽等容器，進行採樣或測量等作業時，無須靜置時間。此

外，作業員之手動採樣或測量作業，必須實施作業員之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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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靜置時間之參考值 

單位：分鐘 

導電率 

（S/m） 

儲槽內之液體體積（m3） 

≦10 10~50 50~5,000 ≧5,000 

≧10-8 ≧1 ≧1 ≧1 ≧2 

10-12～10-8 ≧2 ≧3 ≧10 ≧30 

10-14～10-12 
≧4 ≧5 ≧60 ≧120 

≦10-14 ≧10 ≧10 ≧120 ≧240 

 

二、計量井[7] 

計量井係利用接地之金屬板或金屬網等，將空間區隔小型化，形成靜電遮蔽空

間，可抑制場強，防止靜電放電。 

因帶電物體而形成高電場內，若有突起物時，可能引起點火放電。例如進行測量

或採樣作業時，儲槽內裝設接地且內徑 30cm大小之金屬圓筒即是一例。 

第九節  作業員之靜電對策 

一、作業員（人體）之接地[7] 

為防止因作業員帶電所引起之靜電放電，需控制作業員（人體）之漏洩電阻低於

108Ω，且其帶電電位低於 100V 以下。人體之漏洩電阻主要來自作業鞋電阻與地板漏

洩電阻之加總，因此爲符合人體漏洩電阻之條件，作業場所之地板與作業鞋須採取下

列之導電化措施。 

(一) 地板之導電化：為使作業員接地，而與大地不會絕緣，應使用適當接地之導電

性地板或導電性地墊，以使作業地板導電化。作業地板之漏洩電阻應控制於

108Ω以下，以利人體所帶之靜電，經由地板快速流入地面。 

(二) 作業鞋之導電化：爲防止感電，作業鞋之電阻應為 105~108Ω。 

(三) 因坐姿作業而限制行動範圍時，可採用防靜電手環作為接地。 

二、作業服之帶電防止[7] 

為抑制作業員蓄積電荷，作業員應穿著防止帶電之作業服，並實施下列綜合性之

帶電防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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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業服選用混入導電性纖維，具防止帶電效能之作業服。 

(二) 作業手套、作業帽（含安全帽）等視作業內容與場所之需，選用防止帶電之材

質。 

(三) 橡膠手套選用具導電性手套。 

(四) 嚴禁於危險場所內穿著或脫換作業服，以避免產生電荷與放電。 

(五) 應正確穿著防止帶電之作業服，並確實扣緊鈕扣與拉鍊。此時（作業員以穿戴

防止帶電作業鞋且導電性地板進行接地之前提），不需特別限制防止帶電作業

服的裏面衣服材質。 

另於 Zone 0 與 1 等危險場所內所穿戴之防止帶電作業服，宜採用不燃性或難燃

性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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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因有機溶劑大部分屬於易燃液體，而大部分有機溶劑亦屬於低導電率物質，因此

進行有機溶劑之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作業時，可能

形成可燃性氣體環境，且又同時產生靜電帶電現象，因此有可能造成靜電放電之火災

爆炸事故，而其相關防止對策主要可分為接地、限制電荷產生量、避免形成可燃性氣

體環境及促進電荷散逸等。 

一、接地及避免隔離的導體 

(一) 隔離的導體(例如：金屬桶、桶身結構、其他隔離金屬物件)不論是本質上或意

外地被使用於液體處理作業時，由於液體上的電荷，而使其帶高電位，而可導

致火花放電。因火花放電比刷狀放電更低之電位，即可點燃可燃性蒸氣存在，

所以隔離的導體特別有危害。因此，所有液體處理系統之導電組件都應適當接

地，而處理易燃液體之人員也應接地。 

(二) 要定期檢查儲槽，確使沒有鬆脫且未搭接之金屬物件(例如：金屬罐)，飄浮在

液面上。 

二、藉由控制製程相關參數，可限制電荷的產生量，適當的控制方式如下： 

(一) 藉由限制泵送率或加大填充管之口徑，以限制儲槽之填充管的填充速度。 

(二) 在泵及過濾器之下流，提供足夠的電荷緩和之停留時間。 

(三) 避免出現兩相液體的情況 (例如：攪動油槽底部的積水)，若無法避免出現兩相

液體的情況時，要進一步限制液體的流速。 

(四) 藉由底部填充或填充管伸至槽底，避免液體飛濺填充。 

(五) 不可使用氣體攪拌機、噴射攪拌機或高速螺旋槳攪拌機。 

(六) 限制清洗作業之最大壓力與最大液體流量。 

三、避免形成可燃性氣體環境 

(一) 避免形成蒸氣空間(例如：儲槽使用浮頂或浮動蓋)。 

(二) 將蒸氣空間惰性化(例如：儲槽填充氮氣、二氧化碳等惰性氣體)。. 

(三) 採取充足之通風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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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電荷散逸 

(一) 將搭接之導體物件及人員接地。 

(二) 將絕緣性物件置換成接地之消散性或導電性物件。 

(三) 在低導電率溶劑，添加帶電防止劑以導電化。 

(四) 將低導電率溶劑，置換成中、高導電率溶劑或添加高導電率溶劑。 

第二節  建議 

一、有機溶劑大部分屬於易燃液體及低導電率物質，因此進行有機溶劑處理作業時，

有可能因靜電放電造成火災爆炸事故，所以應進行相關火災爆炸危害之風險評

估。 

二、避免形成可燃性氣體環境是防止點火的最好方式，因此有機溶劑作業時，為避免

發生火災爆炸事故，應優先考量採取各種適當措施，以避免產生可燃性氣體環

境。 

三、對於有機溶劑作業場所，可能形成可燃性氣體環境時，應進行防爆危險場所等級

（0 區、1 區或 2 區）之劃分，以提供後續靜電防制及防爆電氣機械器具選用之

參考。 

四、有機溶劑之處理作業，為避免靜電帶電，宜儘量採用金屬設備與容器等，但該等

金屬設備與容器等所有導電性物件及配件都必須搭接與接地，否則可能更危險，

因此應定期檢測與維護各搭接與接地之情形。 

五、使用者應要求有機溶劑之製造商或供應商，將導電率納入物質安全資料表中第九

項物理性及化學性之必要項目。 

六、有機溶劑處理作業，常因作業人員對靜電危害認知不足或未落實現場工安巡檢與

維護保養，應舉辦靜電危害分析講習與訓練研討會等，以強化作業人員之靜電危

害防制能力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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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防止有機溶劑處理作業產生靜電引起火災爆

炸之技術指引 

本技術指引主要係參考日本厚生労働省之靜電氣安全指針、英國 BS 5958及國際

電工委員會 IEC 60079-10-1相關標準，內容包括防止有機溶劑輸送、填充、盛裝、測

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洗等處理作業產生靜電引起火災爆炸之對策，提供相關事

業單位或檢查機構參採，以減低因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之靜電放電，造成火災爆炸等工

安事故。  

1.目的 

本技術指引係提供有機溶劑之輸送、填充、盛裝、測量或取樣、攪拌或混合、清

洗等處理作業，避免靜電放電造成火災爆炸之參考。 

2.範圍 

本指引之目的非在討論與使用本指引有關的所有安全議題。本安全指引的使用者

有責任在使用前，採取適當的安全衛生實務管理，並確定法令的適用性或其他限制。 

3.詞彙 

3.1 0區(zone 0)：係指可燃性氣體環境連續存在或長時間存在或經常性地短時間存在

之場所。。 

3.2 1區(zone 1)：係指可燃性氣體環境在正常操作下，可能有時會存在之場所。。 

3.3 2區(zone 2)：係指可燃性氣體環境在正常操作下不太可能存在，如果存在，也只

存在一段短時間之場所。 

3.4高導電率液體：導電率超過 1000 pS/m之液體。 

3.5中導電率液體：導電率介於 50pS/m與 1000 pS/m間之液體。 

3.6低導電率液體：導電率未滿 50pS/m之液體。 

3.7大型槽體：直徑或對角線長度大於 5m，一般容積 50m3以上之槽體。 

3.8中型槽體：直徑或對角線長度小於 5m，容積界於 1 m3與 50m3間之槽體。 

3.9小型槽體：容積小於 1m3之槽體。 

4. 防止靜電放電火災爆炸之通則 

4.1避免可燃性氣體環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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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可燃性蒸氣的作業場所，可藉由適當通風換氣的方法來減少可燃物的濃度堆

積。 

4.2避免足夠的氧濃度 

藉由抽真空或利用惰性物質置換空氣中的氧氣量，以達到作業場所中的氧濃度低

於燃燒所需之最低需氧濃度(MOC)，常見之惰性物質有二氧化碳、水蒸氣、煙道廢

氣、氮氣、氦氣及氬氣等。 

4.3避免有效靜電火源的產生 

藉由接地(grounding)與等電位搭接(bonding)、環境增濕、抗靜電材料、靜電消除

器及限制速率等方法，消除靜電放電引火源。 

5. 有機溶劑處理作業之靜電放電火災爆炸防止對策 

5.1管路輸送作業 

5.1.1接地與搭接 

（一）使用導電性管路或軟管，並接地。 

（二）管路之連接處要搭接。 

5.1.2限制流速以抑制電荷產生 

（一）中、高導電率液體之最大輸送流速為 10 m/s。 

（二）低導電率液體之最大輸送流速為 7 m/s與 5.2之公式（1）中流速較低者。 

（三）初期之最大流速為 1 m/s。 

（四）二相液體（混合水滴、粉體之液體）時之最大流速為 1 m/s。 

（五）使用絕緣性管路、容器（包括含有內襯）時之最大流速為 1 m/s。但低導

電率液體不使用絕緣性管路或容器。 

5.2填充作業 

5.2.1填充之一般靜電對策 

爲抑制填充作業中，電荷之累積應採取以下措施。 

（一）接地或搭接：除容器與儲槽外，浮頂、管路、幫浦、過濾器、軟管等全部

附加導體須適當接地或搭接。 

1.大型儲槽等固定設備之接地電阻宜低於 1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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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軟管時，宜選用導電性材質並以搭接方式進行接地。 

3.爲避免火花放電，液體表面應避免有漂浮之導体（如浮標尺、採樣用容器

等）。 

4.鐵桶等可搬運型金屬容器，因不確實接地或搭接之災害多，因此需特別注

意。 

（二）作業員之靜電對策 

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之防止帶電措施。 

（三）以底部填充或填充管伸至槽底等，避免液體飛散或噴濺。 

1.從儲槽或容器上方填充（top loading），因液體之飛散、噴濺或在液體表面之

反彈，發生泡沫等促進帶電情形，所以應將填充管伸至槽底。此時，不要接

觸到槽底。此外，爲防止液體飛散，宜設計填充管使用 45 度角前端或其前端

裝設 T型管，使液體對槽底呈水平方向之流入。 

2.自儲槽底部填充（bottom loading）時，為避免往上噴濺或產生霧滴，應沿儲

槽壁面的方向流入，故宜在管路前端裝設 T型管等。 

3.填充管伸至槽底填充，在填充管前端低於液面下 0.6m 或管路直徑之兩倍前，

流速應限制於 1 m/s以下。 

（四）即使填充中、高導電率之液體，配管內之最大流速不可超過 10 m/s，以策

安全。 

（五）混合固體不純物或水滴之液體，流速限制於 1 m/s以下。 

（六）填充時需注意不可攪動水等沉澱層，以避免其產生電荷。 

（七）可於儲槽中央裝設上下貫穿之接地導體或金屬網，以抑制液面之電位上

昇。 

（八）測量或採樣時，需實施靜電對策。 

5.2.2低導電率液體之填充 

低導電率液體（50 pS/m 以下）填充於儲槽時，除上述一之對策外，尚需採取以

下措施。 

（一）添加帶電防止劑以導電化，或 

（二）採取下列任一措施，抑制其可燃性環境之形成，以防止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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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儲槽內之惰性處理：使用氮氣等惰性氣體。 

2.使用浮頂或浮動蓋(floating cover)（此等為導電性，須適當搭接）。 

（三）限制填充速度 

1.儲槽填充惰性氣體者，無須限制速度。 

2.儲槽有浮頂或浮動蓋，而不可惰性化時，於浮頂或浮動蓋浮起前，流速限制

於 1 m/s 以下。浮起後，雖無特別之速度限制，但安全起見，建議限制於 7 

m/s以下。 

3.固定式頂蓋之大型儲槽，若未惰性化時，流速限制於 1 m/s以下。 

4.流速限制：低導電率液體（不含有無法溶解於液體之固體或水滴等時）之填

充流速限制，如下所示。 

νd=  
 








mpSsmN

mpSsmN

/5/38.0

/5/50.0
2

2

導電率

導電率                      （1） 

ν 為管路內之流速、d 為上流之管路直徑，若管路直徑不同時，則選用直徑最小

者。若該最小直徑之長度為 10m 以下，且其截面積為第二最小直徑截面積之 67%以

上者，宜使用第二最小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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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為儲槽截面對角線之長度，但油槽車(公路槽車)等槽內完全區劃時，則使用該

區劃之 L。即使符合上述公式，ν仍不可超過 7m/s。 

底部填充因無接地汲取管，其表面電位將比頂部填充大。因此，底部填充時，其

流速限制為公式（1）之 75%。 

（四）因於液體流動之上方安裝微型過濾器等零件，會有較大之帶電，故填充入

槽前，應有適當之緩和距離（3νε/σ）。若無法確保此距離時，應於配管內

滯留 30秒以上。ε，σ為液體之介電常數與導電率。 

5.2.3公路槽車、鐵路槽車 

公路槽車（≦50m3）、鐵路槽車（≦100m3 左右）之液體填充，或將液體由槽車

填充至其他容器時，可能引發靜電危險，須採取以下靜電對策。 

（一）接地與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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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開始前公路槽車、鐵路槽車、或附屬之軟管、其他容器等所有導體實

施接地、搭接（接地、搭接依順序進行），並於作業結束後拆除之（搭接、接

地依順序進行）。宜採用不實施接地時，則無法運轉之互鎖控制式幫浦。 

（二）作業員之靜電對策 

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之防止帶電措施。 

（三）限制流速 

低導電率液體採用公式（1）或 7m/s，兩者中之速度較慢者，而中、高導

電率之液體則限制於 10m/s以下。 

（四）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等之帶電防止措施 

使用防止帶電用品（作業服、作業鞋與作業手套等）。 

（五）靜置時間 

1.填充作業結束後，至少等 5分鐘之靜置時間，才取出汲取管。 

2.採樣或測量，至少等 10分鐘之靜置時間後，才進行。 

3.此外，利用計量井（gauge well）進行採樣或測量時，不須有靜置時間。 

5.2.4軟管 

爲抑制填充作業中，電荷之累積應採取以下措施。 

（一）使用導電性軟管（1m長之電阻為 103~106Ω），藉搭接方式接地。 

（二）處理低導電率液體或易燃液體時，應使用導電性軟管，不可使用絕緣軟

管。 

（三）為補強軟管，而纏繞金屬線（亦有包覆於絕緣物上者）時，該金屬線須確

實搭接。但低導電率液體或易燃液體，不可使用纏繞金屬線之絕緣軟管。 

5.3盛裝作業 

作業員使用小型容器盛裝液體時，應採取下列靜電對策，以防止液體飛散，或與

管路、軟管、儲槽之摩擦、衝擊而引起靜電危險。 

5.3.1實施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等之帶電防止措施。 

5.3.2容器、漏斗、管路、軟管噴嘴等宜採用金屬或導電性材質。 

5.3.3容器、漏斗、管路、軟管噴嘴等宜採用金屬或導電性材質。 

5.3.4 注意漏斗、管路、軟管噴嘴、計量器、可搬式台架、幫浦等導体必須接地與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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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5.3.5 接地、搭接需於注入液體前依次進行接地、搭接，作業結束後拆除搭接，並待必

要之靜置時間後，再拆除接地。 

5.3.6為防止液體飛散，應使用漏斗或汲取管，而將前端降至容器底部。 

5.3.7 從容器直接盛裝時，宜使用漏斗或汲取管，但亦可在液體不飛散下，順著容器內

壁緩慢地盛裝。 

5.3.8使用幫浦時，不可打入氣泡。 

5.4測量與採樣作業 

5.4.1 當進行儲槽內之測量與採樣作業時，液體表面之計量浮標等物可能產生靜電，並

有著火之虞，因此建議儲槽內裝設計量井（參閱 6.3）。若無法裝設時，應盡量

避免測量與採樣作業。此外，測量也可採用防爆型超音波液面計量器。 

5.4.2 在未安裝計量井，但必須進行測量或採樣作業時，則採用靜置時間之規定（低導

電率液體至少靜置 10 分鐘，含游離水分之低導電率液體則需 30 分鐘以上，參閱

6.4）。但已裝設計量井之儲槽則無需靜置時間。 

5.4.3 測量與採樣之所有金屬物件，可與經接地之儲槽搭接，若儲槽未接地（例如絕緣

性容器），則直接接地。此時，不可使用金屬鍊條。 

5.4.4 手動採樣或測量時，必須實施作業員（人體）之接地與作業服等之帶電防止措

施。 

5.5混合與攪拌作業 

5.5.1 高純度液體之混合與攪拌作業較無帶電量之大問題，但當混入空氣、水分或粉體

後，則帶電量會變大。 

5.5.2 若可能時，低導電率液體以添加帶電防止劑或高導電率液體，將導電率提高至

1000 pS/m以上。 

5.5.3容器等所有金屬接地、搭接。 

5.5.4遵循第二節之液體填充作業規定。 

5.5.5 絕緣內襯容器之內襯層電阻高時，將促進帶電並發生沿面放電，因此應避免使

用，此時，可以導電性內襯取代，或在容器內放入接地金屬板（參閱 6.2）。 

5.5.6實施作業員相關之靜電對策，以防人體所引起之點火危險（參閱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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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使用易燃液體形成爆炸性環境時。 

（一）不可使用氣體攪拌機、噴射攪拌機或高速螺旋槳攪拌機。 

（二）添加帶電防止劑或高導電率之液體，將導電率提高至 1000pS/m 以上，或

以惰性氣體進行替換、密封。 

5.5.8管路內（in-line）混合 

配管內之管路內混合，因無法形成可燃性環境之蒸汽空間，故無災害發生之虞。

但接受端之儲槽，應實施填充作業之靜電對策（參閱 5.2）。 

5.5.9噴射攪拌機（jet mixer）。 

（一）低導電率液體不宜使用噴射攪拌機。 

（二）中、高導電率液體（或添加帶電防止劑等將導電率提高至 50pS/m 以上       

之低導電率液體）不因攪拌而使液體表面破裂，因此只需所有金屬部分確

實接地，即可使用噴射攪拌機。 

（三）液體上方空間若為 Zone 0、1 之危險場所者，應實施防止爆炸性環境形成

之對策或避免使用噴射攪拌機。 

5.6儲槽清洗作業 

5.6.1 容器、噴嘴、配管或軟管（可燃性環境中，不可使用絕緣材質）等所有導體應接

地。 

5.6.2實施作業員之靜電對策，以抑制點火危險。 

5.6.3開啟液體排出口，以防止清洗液體累積。 

5.6.4可燃性溶劑之高壓清洗作業 

（一）清洗容器為金屬材質且容積低於 5m3或直徑 3m以下。 

（二）最大壓力：5MPa。 

（三）最大液體流量：1L/s。 

（四）高純度溶劑：混合粉體等固體在 1wt%以下。。 

5.6.5無法符合上述條件時，則利用惰性氣體，進行密封。 

5.6.6絕緣性容器之清洗作業，應採用惰性氣體，進行密封。 

6.其他防止靜電放電之對策 

6.1作業員之靜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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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作業員（人體）之接地 

為防止因作業員帶電所引起之靜電放電，需控制作業員（人體）之漏洩電阻低於

108Ω，且其帶電電位低於 100V 以下。人體之漏洩電阻主要來自作業鞋電阻與地板漏

洩電阻之加總，因此爲符合人體漏洩電阻之條件，作業場所之地板與作業鞋須採取下

列之導電化措施。 

（一）地板之導電化：為使作業員接地，而與大地不會絕緣，應使用適當接地之

導電性地板或導電性地墊，以使作業地板導電化。作業地板之漏洩電阻應

控制於 108Ω以下，以利人體所帶之靜電，經由地板快速流入地面。 

（二）作業鞋之導電化：爲防止感電，作業鞋之電阻應為 105~108Ω。 

（三）因坐姿作業而限制行動範圍時，可採用防靜電手環作為接地。 

6.1.2作業服之帶電防止 

為抑制作業員蓄積電荷，作業員應穿著防止帶電之作業服，並實施下列綜合性之

帶電防止措施。 

（一）作業服選用混入導電性纖維，具防止帶電效能之作業服。 

（二）作業手套、作業帽（含安全帽）等視作業內容與場所之需，選用防止帶電

之材質。 

（三）橡膠手套選用具導電性手套。 

（四）嚴禁於危險場所內穿著或脫換作業服，以避免產生電荷與放電。 

（五）應正確穿著防止帶電之作業服，並確實扣緊鈕扣與拉鍊。此時（作業員以

穿戴防止帶電作業鞋且導電性地板進行接地之前提），不需特別限制防止

帶電作業服的裏面衣服材質。 

6.1.3 Zone 0 與 1 等危險場所內所穿戴之防止帶電作業服，宜採用不燃性或難燃性材

質。 

6.2絕緣性容器、管路、軟管、閥之靜電對策 

體積電阻率高於 108Ω．m 或表面電阻率 1010Ω 以上材質之玻璃內襯、塑膠儲槽

等絕緣性容器、絕緣管路、軟管、球型閥會累積靜電，因該帶電而產生感應帶電或因

導體接近時，引起刷狀放電與沿面放電，故應盡量避免使用。尤其，對大、中型儲槽

或低導電率液體，應避免使用絕緣材質，此外，於 Zone 0之危險場所，即便是小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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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亦宜避免使用絕緣性容器（無法避免使用時，應諮詢專家意見）。 

6.2.1 對非金屬製之容器進行填充時，該容器應導電化（導電性容器），並以法蘭等金

屬接地。 

6.2.2 即使高導電率液體，使用絕緣性容器或管路（含絕緣性內襯容器、管路）時，流

速應低於 1 m/s以下。 

6.2.3遵循液體填充作業。 

6.2.4 注意漏斗、管路、軟管噴嘴、計量器、可搬式台架、幫浦等導体必須接地與搭接

安裝於絕緣性容器或管路、軟管之導体（如法蘭、遮蔽用金屬等）應接地。 

6.2.5 若可能時，絕緣容器內宜放入接地金屬板，使之與液體接觸。此時，金屬板之面

積為 0.04Vt m
2以上。Vt係儲槽之容積（m3）。 

6.2.6 可搬運型之絕緣性容器，若其有金屬部分，可能產生火花放電，因此，於危險場

所不可使用。 

6.2.7於 Zone 1之危險場所，使用絕緣性容器與管路時，必須實施完善之風險評估。 

6.2.8 於 Zone 0 之危險場所，應避免使用絕緣性容器與管路，或採取防止點火對策

（防止爆炸性環境形成之對策）。無法避免使用絕緣性容器與管路時，應諮詢專

家意見。 

6.2.9 於 Zone 0、1 之危險場所，應避免絕緣性容器與管路之表面摩擦（如清潔作業

等）以防止產生電荷。 

6.3計量井 

計量井係利用接地之金屬板或金屬網等，將空間區隔小型化，形成靜電遮蔽空

間，可抑制場強，防止靜電放電。 

因帶電物體而形成高電場內，若有突起物時，可能引起點火放電。例如進行測量

或採樣作業時，儲槽內裝設接地且內徑 30cm大小之金屬圓筒即是一例。 

6.4靜置時間 

靜置時間係利用電荷緩和之靜電防止對策。即使低導電率液體，填充後就不會繼

續產生靜電，因此，利用電荷緩和現象，則可逐漸降低液體之帶電量，利用靜置時間

之靜電對策，應搭配其他防止靜電發生之對策，不宜單獨使用。 

6.4.1 靜置時間為電荷緩和時間之 3 倍（3ε/σ，初期值之 1/e3（ 05.0 ）倍）以上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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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低導電率液體（50 pS/m以下）時，靜置時間為 10分鐘以上，含游離水份或粉

體等之低導電率液體，則需 30分鐘以上。此外，亦可採用表 1之值。 

6.4.2採用表 1時，若液體中含有游離水分等，則其靜置時間約為表 1之 3倍。 

6.4.3 實務上可採用表 1，但因其為參考性質（經驗值），若有適當之根據時，也可放

寬該值。 

6.4.4 內部塗裝之儲槽，其塗裝材料之導電率若較液體之導電率低時，則靜置時間為該

塗裝材料電荷緩和時間之三倍以上。 

6.4.5 在安裝計量井之儲槽等容器，進行採樣或測量等作業時，無須靜置時間。此外，

作業員之手動採樣或測量作業，必須實施作業員之接地。 

 

表 1 靜置時間之參考值 

單位：分鐘 

導電率 

（S/m） 

儲槽內之液體體積（m3） 

≦10 10~50 50~5,000 ≧5,000 

≧10-8 ≧1 ≧1 ≧1 ≧2 

10-12～10-8 ≧2 ≧3 ≧10 ≧30 

10-14～10-12 
≧4 ≧5 ≧60 ≧120 

≦10-14 ≧10 ≧10 ≧12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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