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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扣件失效的
用戶檢查手冊

文/ Guy Avellon

扣件的選擇與使用

扣件博士:

很多時候扣件失效的問題在我們選購

扣件產品時就已經開始了。有時是提出採

購需求的人與採購專員乃至於經銷商溝

通不良，造成訂購到錯誤的扣件產品。接

著在訂購完成後，還有很多種扣件使用方

式可能是誤用的。當您選擇扣件產品以及

其使用方式時，以下的建議是您該注意且

避免的。扣件的選用：

1. 務必確認有買對產品，若有疑惑，就要發問。
• 這聽來是很基本該做的事，但維護保養人員以及工程師面對

非技術人員時，會在訂單上使用難以辨識的術語與描述。

2. 若您的訂單內容包括一支某強度等級的扣件，以及一個不
同強度等級但尺寸相同的螺帽，就要問並且再度確認。

3. 您使用的螺帽之強度等級務必要與其搭配的扣件相符。
• 選購到錯誤的扣件產品時，在採購的環節就會出現不精準的

情況，原因可能是沒有規格明細或是因為價差。

• 多的產品被退還回來時，許多類型的產品在存放過程中可能

會混料，導致在維護保養的環節出現問題。

4. 務必確保處於接合狀態下的多支扣件與螺帽全都要屬於同
一個強度或屬性等級。

5. 螺栓長度必須夠長，才能在可以使用的情況下於頭部下方
與螺帽下方容納平墊片。

• 只需讓至少兩條螺栓的牙露出已經鎖上的螺帽即可，再露出更

多牙也沒用，而且會增加接合件上螺紋的應力。

• 與螺帽開口接合的螺栓端面不可是貼平的，因為螺帽的第一

條牙不是完整的牙。

6. 與任何SAE強度等級為5、ISO強度等級為8.8或A325以
上的扣件搭配使用時，務必使用經過硬化處理的SAE或
ASTM F436平墊片裝到螺帽與螺栓頭部的下方。

7. USS平墊片只能用於鈑金、塑膠或任
何可壓縮材質。

• USS平墊片增加承壓面的程度不會高
於使用在鋼材質接合處上的SA E墊
片。

• 唯一會增加承壓面積的扣件產品是法

蘭頭的螺栓與螺帽，因為這是該扣件

不可或缺的部分。

8. 細螺紋(UNF)會比粗螺紋扣件產生多
出10%的夾持荷載。
• 這是因為應力面積不同；細螺紋扣件的

金屬成分較多。

• 細螺紋扣件較淺的螺旋角度比較不易

因為振動而發生鬆脫。

9. 以多支螺栓接合時，絕不可將不同表
面處理的螺栓與螺帽混用。

• 換句話說，不可將未經電鍍的、經過電

鍍的，或採用不同塗佈的螺栓與螺帽混

用。

• 尤其是別讓有電鍍的扣件混用熱浸鍍

鋅的扣件，這樣可能使螺帽被攻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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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鎖固式扣件無法預防失去預加荷載。
• 若夾持荷載沒有明顯高於外部的使用中荷載，就不可能預防鬆脫

以及預加荷載的喪失。 

11. 若組裝物不含OEM製造的鎖固式墊片，絕不可隨便把一個墊
片裝到扣件上。

• 請參照以上事項。

12. 鎖固式裝置無法預防預加荷載喪失。
• 如果接合處的材料、扣件與安裝時用的扭力不相容，就無法保證

不會喪失預加荷載。

13. 金屬製的鎖固式預置扭力螺帽可重複使用，尼龍埋入式螺帽
則無法。如果你預計會頻繁保修，那就選用金屬螺帽。

• 預置扭力的鎖固式螺帽會塗上潤滑油來減少螺紋的摩擦。

• 尼龍螺栓就好比標準螺帽，螺紋是乾的沒有上潤滑油，會增加摩

擦力與扭力。

扣件的安裝：

1. 任何螺栓若沒有妥當安裝，都可能也都將會失效。
• 面對夾持荷載的喪失，有數百個變數要考量。

2. 每個接合處都是獨特的。
• 你對某一個接合處做的處理，不一定對另一處就是好

的。

3. 衝擊式扳手不是用來安裝扣件的，絕對不是。
• 這種扳手有太多不受控的初始衝擊扭力。 

• 若一定要使用它們，請在不具安全疑慮的接合處上進行

可受控的測試。

4. 一致的鎖緊施力比施加扭力還重要。
• 若有一邊比另一邊還緊，就會發生鬆脫。

5. 比起扭力，鎖固的技法會影響接合。
• 接合處可以承受多少壓縮？ 

• 扭力的模式有搭配使用遞增的扭力嗎？

6. 絕不要在初始的鎖固過程中對扣件施加所有扭力，
尤其是在一個接合處上鎖固多支扣件時。

• 第一支扣件會變得較緊，然後其他扣件被鎖緊時，它又

會變鬆。

7. 鎖固時，要遞增地增加扭力。若接合處有安全性的
考量，請在施加荷載的兩分鐘後再度鎖緊該扣件，

• 這是因為材料、接合處和扣件都會受壓。

• 沒有那種不可壓縮的墊片。每種材料都會鬆弛也都可以

被壓縮。

8. 對扣件頭部施加扭力，會比鎖固螺帽還需要用到更
多扭力。

• 扭轉力會被施加在扣件上，而非拉伸螺紋部位，這樣會

更加分散張力。當扣件的頭部停止扭轉，扣件會自己往

回轉，因此損失拉伸以及夾持荷載。

• 若扣件有做潤滑，就可減少這種效應。

• 尼龍材質每次使用時也會因為耗損

而阻力降低。 

14. 鎖固式裝置不一定都會在每個用
途中有足夠的性能表現。

• 鎖固式墊片適用於鈑金與小螺絲，

而非1-1/2” (38 mm) 的螺栓。

• 可鎖固住螺紋的化學成分不是每一

種都有相同作用，請閱讀其標籤。

15. 可鎖固住螺紋的化學成分適用於
低衝擊與低振動的荷載。

• 別仰賴任何鎖固式裝置來防止鬆

脫或預加荷載的喪失。

• 預加荷載的量必須足以超過預測

的使用中荷載。

9. 在同一個接合處鎖固多支扣件時，請遞增地
施加荷載並採用十字形交叉的方式來施加。

• 這會產生荷載很平均的接合效果。

10. 夾持荷載務必要大於使用中的荷載。
• 若沒有，接合處會鬆脫或因為金屬疲勞而失

效。

11. 扭力是一種摩擦力的作用，只能用來評估拉
伸摩擦。請讓所有表面都保持一致性。

• 以相同扭力鎖固乾的以及潤滑過的扣件，會導

致乾的扣件夾持荷載遠低於潤滑的扣件。

12. 只有在扣件有上潤滑劑時，扭力扳手才會很
精確。

• 這是因為摩擦力是常數而不是變數。

13. 比起乾的扣件，潤滑過的扣件僅需較少的扭
力就能達到同樣的夾持荷載。

• 潤滑劑會減少摩擦，所以只需要較少扭力(摩
擦力)來鎖緊。

14. 與標準的六角螺帽相比，所有的金屬製預置
扭力的鎖固式螺帽用來鎖緊所需的扭力更
少。 
• 這些產品表面都有塗上蠟，來減少其鎖固特性

產生預置扭力的摩擦阻力。

• 這些產品至少能重複使用五次。

15. 鎖固潤滑的扣件時，若沒有使用適合該潤滑
劑的扭力值，就絕對不要進行鎖固。

• 某些潤滑劑比其他款式更滑，每種款式都不一

樣。

• 對非常有效益的潤滑劑套用太高的扭力，就會

使扣件被拉伸到降伏點(美製粗牙)或造成滑牙
(美製細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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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若套用適當的扭力，潤滑的扣件被振動鬆脫的程度不會比乾的扣
件來得高。

• 潤滑的扣件比未潤滑的扣件能產生更多且更一致的夾持荷載。因此夾

持荷載越高就越能抗振動鬆脫。

17. 讓作業程序保持一致。
18. 絕不能用扭力來評測接合處的預加荷載，這樣會有太多變數，而
且不精確。

• 這些變數包括要克服生鏽、漆料或預埋，所以這不是一個真實的指標。

19. 若在還未達到理想的扭力值之前就停止鎖固的動作，接下來你只
能沿鎖固的方向繼續往前鎖緊，絕不能往回。

• 鎖固螺帽時會在螺紋之間產生多的摩擦，影響扭力，導致扭力低於理想

值且無法回增。

20. 鎖固螺帽或螺栓的速度越快，接合處越容易鬆開。
• 速度的增加會產生更多壓縮力，導致鬆開，這是一種彈性回彈效應。

21. 加裝套筒不會影響到扭力。
22. 加長手把的長度會影響扭力。
23. 引擎本體的攻孔會被OEM廠認定為濕的扭力。
24. 千萬別在攸關安全的用途中重複使用螺栓。

• 可能會有應力導致的裂縫，但肉眼不可見。

25. 絕不可重複使用螺帽。
• 螺帽的壽命是有限的。

• 內牙損傷很常見，但不一定都

是肉眼可見。

26. 若由多支扣件組成的組裝件
當中有一支扣件失效了，請
更換鄰近的扣件。

• 荷載已經轉移了，迫使鄰近的

扣件吸收更多荷載，也會導致

失效。

27. 若由多支扣件組成的組裝件
當中有超過一支扣件失效
了，請更換所有扣件。

28. 請保持乾淨。
29. 請保持鎖緊。
30. 要時常監控。
31. 扣件是用來鎖固萬物的事物
中最便宜的商品。

有疑惑就要提出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