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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1 

• 水工機械顧名思義就是一種用於水利工程的機械。 

• 機械的使用，就是操作機械。操作機械有一定的
程序。機械要能順利按程序操作，首先機械要做
好維護保養，以防機械操作時無法順利操作。 

• 例行性檢查是希望發現機械的不正常狀況，是維
護保養的手段。 

• 機械的一顆重要的小螺絲釘鬆動，比如飛機的駕
駛艙玻璃螺絲釘鬆動足以釀成飛安大災難，機械
的缺陷只會持續的擴大與惡化，如果沒有保養維
護絕不可能自動復原。任何機械外觀的異常，都
是警訊；任何異常聲響，都是設備故障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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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2 

• 例行性維護保養是固定時間給予機械的維
護保養。有日檢查保養、周檢查保養、月
檢查保養、季檢查保養、年度檢查保養等
等。 

• 例行性檢查、維護保養，在水工機械是十
二萬分重要的作業，決不可輕忽。在下面
的章節將介紹一些設置或檢查、維護保養
疏忽，所造成水工機械的故障或損壞。 



英傑技師事務所 5 

貳、水工機械簡介1 

• 儲存或放流水庫、潭、堰、河或海水的機械，統

稱水工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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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2 

• 水庫常用之水工機械： 

(1)油壓或鋼索式弧形閘門 

(2)手動、電動直立梯桿式或螺桿式吊門機與閘門 

(3)鋼索吊門機與斜軌滾輪式閘門 

(4)油壓或鋼索式倒伏式閘門或堰 

(5)各式閘閥及鋼管 

(6)攔污柵及撈污機 

(7)發電機 

(8)抽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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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3 

• 大埔水庫  閘門雙驅動吊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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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4 

• 武界壩  閘門吊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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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5 

• 寶二水庫  空注閥驅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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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6 

• 寶二水庫  空注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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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7 

• 仁義潭水庫  荷本閥油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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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8 

• 仁義潭水庫  油壓式弧形放水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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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9 

• 明德水庫  鋼索捲揚式弧形放水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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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0 

• 烏山頭水庫  放水壓力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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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1 

• 南化水庫  斜軌電動閘門鋼索式吊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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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2 

• 南化水庫  斜軌滾輪式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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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3 

• 直潭壩  撈污機 

 



英傑技師事務所 18 

貳、水工機械簡介14 

• 仁義潭 直立式閘門電動螺桿吊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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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5 

• 仁義潭  鋼索倒伏式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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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6 

• 柴油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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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7 

• 金門金沙水庫  直立式雙梯桿電動吊門機與
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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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18 

• 電動抽水機 

 



英傑技師事務所 23 

貳、水工機械簡介19 

• 柴油引擎驅動 豎軸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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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工機械簡介20 

• 螺旋式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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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工機械的操作1 

• 水工機械的操作於各個水庫都有一定的操
作程序，因不同的水工機械，而有不同的
操作程序。 

• 且均有一定的操作準則。 

• 依各個水庫的營運狀況，每個水庫都各自
有不同的水工機械的操作程序。 

• 最好能將每個水庫的水工機械的操作程序
及操作準則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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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工機械的操作2 

以下幾點操作注意事項提供諸位參考： 

• 放水閘門或排砂閘門的啟閉，應承上級的
指示操作。 

• 放水閘門或排砂閘門開啟操作前，應先確
認警報系統已啟動警報或向下游通報。 

• 操作時，應先查看閘門行進路徑有無異物
阻塞，如有異物阻礙應先排除後再啟動吊
門機或捲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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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啟閉申請單 

申請單位 申請人   

現場聯絡人 姓名：                   電話： 

作業時間 

作業內容與地點 

作業需求及希望配
合事項 

集管中心主辦 

水門操作中控室意
見及建議 

水源組 會辦 

集管中心 

主任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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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工機械的操作3 

• 關閉閘門時，觀察開度指示器，了解關閉
行程終點，其止限開關有無作動，若無作
動，則應立即關閉開關切斷電源停止運轉，
以防損壞吊門機或閘門。 

• 荷本閥或空注閥的開啟，切忌小開度的開
啟，應至少打開一半以上的開度，因水庫
內含有上游沖下來的大量的沉木或礫石，
小開度的閘閥，關閉時，其閥蕊及閥座容
易夾到異物造成閥桿或傳動螺帽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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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工機械的操作4 

• 閘閥關閉時，過扭據矩開關作動，電源跳
脫，閘閥停止關閉，此時閘閥開度指示器
顯示閘閥尚未全部關閉，因此判斷閘閥可
能壓到異物。此時之處理原則為:應盡量以
手動反轉打開閘閥，若電源可恢復，亦應
反轉打開閘閥，至少要開到閘閥開度指示
器顯示閘閥一半開度以上，確認異物已被
沖走後再關閉閘閥。切忌直接用手動方式
企圖往前強迫地關閉閘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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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工機械的操作5 

• 閘門啟閉時，有異聲，若其異聲發自吊門機或捲
揚機，應停止運轉，檢查吊門機的梯桿或捲揚機
的鋼索，齒輪與軸承，系統潤滑，門框及軌道有
無異狀或異物等，等到排除故障及異聲後再行啟
動。 

• 鋼索捲揚機啟閉的弧形閘門，應於啟閉時檢查弧
形閘門兩側的鋼索，其吃力有無平均，用目視檢
查其兩者鬆緊度有無不同，若吃力或鬆緊度不同，
應停機檢修。亦可檢查齒輪囓合是否平均?來判斷，
若齒輪囓合不平均，應停機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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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工機械的操作6 

• 柴油發電機，尤其緊急柴油發電機，啟動
運轉時，應先檢查冷卻水質、水位、潤滑
油量、以及輸出端電路無送電中，並聯盤
正常，才可啟動柴油引擎發電。柴油引擎
無法啟動，不要強制啟動，應檢查曲軸、
軸承、進排氣閥等，確認有無異物卡死，
最好以手盤車，能順暢轉動飛輪時，表示
引擎無異物卡死，能正常運轉，此時才可
開啟電門再啟動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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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工機械的操作7 

• 柴油引擎驅動的豎軸抽水機的操作: 

          假如柴油引擎額定轉速為1,800rpm，
暖機時間為3分鐘，抽水機投入時機應等到
柴油引擎轉速達950rpm時 ; 抽水機欲停機，
而將柴油引擎解聯時，柴油引擎之轉速亦
應下降到950rpm才解聯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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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1 

• 直角齒輪減速機止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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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2 

• 空注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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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3 

• 抽水機軸與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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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4 

• 抽水機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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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5 

• 萬向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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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6 

• 荷本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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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7 

• 閘門接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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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8 

• 吊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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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瑕疵或損壞的水工機械9 

• 撈污機油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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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1 

• 鋼索式閘門或弧形閘門檢查 

（1）吊門機檢查項目：鼓輪、鋼索、鬆纜機
構、開度計、極限開關、外觀、電動馬達、
扭力限制器、齒輪及鏈條聯軸器、減速機、
開放齒輪。 

a.鼓輪：檢查纏繞是否正常? 

b.鋼索：檢查鋼索是否斷股、變形。兩側吃
力是否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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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2 

c.鬆纜機構：彈簧伸縮靈活度、固定螺絲之鬆脫。 

d.開度計：是否與閘門開度同步? 

e.止限開關：動作否正常? 

f.外觀：油漆是否生銹脫落? 

g.馬達：檢查噪音異常震動。 

h.扭力限制器：感應片運轉是否順暢? 

i.齒輪及鏈條聯軸器：潤滑是否足夠? 

j.減速機：潤滑油量是否足夠? 

k.開放齒輪：運轉情形、齒輪磨損、油脂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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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3 

（2）控制箱檢查項目：控制箱體、指示燈、
開度指示表、開關、控制電驛、接地電阻、
運轉電壓、電流。 

a.控制箱體：按鈕開關及端子固定、防潮電
熱器。 

b.指示燈：檢查燈號訊號。 

c.開度指示表：是否與閘門開度同步? 

d.開關：主開關及電磁開關。 

e.控制電驛：補助電驛、保護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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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4 

（3）門體檢查項目：結構部份、橡膠水封、
主輪、存放樑、軌道及導輪。                                                                                                                             

a.結構部份：銹蝕、面板厚度、軸承及桁完
整變形否?鋼板需做NDE檢驗否? 

b.橡膠水封：是否漏水? 

c.主輪：輪面是否磨損、加注黃油? 

d.存放樑：螺栓是否鬆動脫落? 

e.軌道及導輪：是否平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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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桿式閘門及吊門機定期檢查建議報告表（1/2） 

工程構造物名稱：排砂道閘門        NO：1 

檢查結果：正常，異常X，調整△ 日期： 101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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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桿式閘門及吊門機定期檢查建議報告表（2/2） 

工程構造物名稱：排砂道閘門        NO：1 

檢查結果：正常，異常X，調整△ 日期： 101 年 8 月 16 日 

 



英傑技師事務所 62 

伍、水工機械的檢查5 

• 梯桿式吊門機及閘門檢查： 

(1) 吊門機檢查項目：外觀、機座、驅動機及開度計、
梯桿、閘門體。 

a.外觀：灰塵、污物清除、油漆脫落生銹、外力傷
損。   

b.機座：焊道裂痕、固定螺栓之鬆脫。  

c.驅動機及開度計：固定螺栓鬆脫、斷裂、噪音、
振動、絕緣電阻、操作電流值、電壓、極限開關
作動與開度計開度之正確配合、各極限開關作動
是否正確。 

d.梯桿：潤滑、外力損傷、變形、磨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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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6 

（2）控制箱檢查項目：控制箱體、指示燈、
開度指示器、開關、控制電驛及接地電阻、
運轉電壓、電流。 

a.控制箱體：按鈕開關及端子固定、防潮電
熱器。 

b.指示燈：檢查燈號訊號。 

c.開度指示器：是否與閘門開度同步? 

d.開關：止限開關、主開關及電磁開關。 

e.控制電驛：補助電驛、保護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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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7 

（3）門體：結構部份、導履、橡膠水封、運
轉時振動。 

a.結構部份：清除雜物、淤沙、油漆是否生
銹脫落?鋼板是否減薄?是否做NDE檢驗? 

b.導履：螺栓之鬆動、脫落。 

c.橡膠水封：水封螺栓是否老化、變形、磨損、
鬆動脫落及漏水? 

d.運轉時振動：上升時異常振動及噪音、下
降時異常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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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桿式閘門及吊門機定期檢查建議報告表（1/2） 

工程構造物名稱：制水閘門     NO：1 

檢查結果：正常，異常X，調整△ 日期： 101 年 8 月 16 日 



英傑技師事務所 66 

梯桿式閘門及吊門機定期檢查建議報告表（2/2） 

工程構造物名稱：制水閘門     NO：1 

檢查結果：正常，異常X，調整△ 日期： 101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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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8 

• 發電機檢查項目： 

（1）引擎本體：異常振動、清潔。 

（2）潤滑油：至少每二年更換一次潤滑油。 

（3）燃油系統：滴漏、油量檢查、調速桿／
燃油線及接頭。  

（4）冷卻水系統：冷卻水水面、冷卻風扇皮
帶的鬆緊、水箱散熱片清理、熱交換器拆
卸清理、冷卻水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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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水工機械的檢查9 

（5）吸排氣：空氣濾清器檢查、空氣濾清器
更換、排氣消音器檢查。 

（6）起動系統：電瓶檢查（比重1.26-1.28、
液量）、盤車機、啟動馬達及壓縮機。 

（7）保護裝置：各指示燈測試、水溫檢視、
油壓過低指示、過速度指示、電壓值、扭
力限制器、過載警報等。 

（8）其他：自動啟動測試（ATS）、啟動積
時（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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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發電機定期檢查建議報告表 

 設備名稱：閘門用1號柴油發電機(350KW) 

檢查結果：正常，異常X，調整△    101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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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水工機械的保養1 

• 維護保養原則：依照水工機械原製造廠所提供的
水工機械的維護保養手冊實施保養即可。 

• 每天維護保養項目 

• 每周維護保養項目 

• 每月維護保養項目 

• 每季維護保養項目 

• 每6個月維護保養項目 

• 每1年維護保養項目 

• 每2年維護保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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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水工機械的保養2 

• 按製造廠規範，不是每一種水工機械都需
做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6個月、每
1年、每2年的維護保養。 

• 經查柴油引擎發電機製造廠之有關機器之
保養手冊，其固定維護保養週期，為每日、
每周、250小時或6個月、每1500小時或1
年、每6000小時或2年的維護保養週期，每
次維護保養都針對不同的維護保養項目，
因此可保證機器之運轉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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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水工機械的保養3 

• 電氣開關箱保養注意事項﹕ 

1.每個開關箱下有一個抽風扇上有一個送風
扇及防潮電熱保持空氣乾燥，溫度控制調
整35度C。 

2.每個月定期測試閘門電磁開關、極限開關、
全開、超全開、全閉、超全閉測試動作
﹙測試動作分動態→有水測試，及靜態→
無水測試﹚。 

3.電氣結線修復後，應做欠相及相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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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水工機械的保養4 

4.測量電壓值、電流值（不可超過額定值）
及絕緣值應在（1MΩ以上）3φ380v 、 
3φ220v電壓值上下10﹪屬正常。 

5.靜態測試：馬達電源開關關閉，閘門不開
情況下，只測試電氣線路極限開關全開、
全閉、超全開、超全閉。 

6.建議開關箱勿使用PLC控制，應使用傳統繼
電器控制，故障時只有一項目，PLC故障係
全部項目，送修時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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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水工機械的保養5 

• 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驗 

1.依台電公司規定，高壓設備每六個月定期檢驗一
次，低壓設備亦每六個月檢驗一次，報告送台電
公司。 

2.高壓設備應全面擦拭乾淨、變壓器絕緣油、高壓
電纜線、高壓電纜頭、GCB（瓦斯斷路器）、
VCB1、VCB2、VCB3（真空斷路器）、絕緣測
試、使用DC測試6-12-18-36KV各器具耐壓情況
均紀錄於報告。 

3.低壓設備各開關箱內器具無熔絲開關RST三相電
線絕緣測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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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機電控制系統及設施 

每月維護保養成果彙整表1 

項次 
設施名稱 

合計 改善結果 持續追蹤或結案 

1 北岸進水口下層＃3、＃7閘門鋼索素線折斷截斷6% 3門 △ 持續追蹤 

2 二米調節閘門＃1閘門鋼索鋼索素線截斷8％ 1門 △ 持續追蹤 

3 二米調節閘門＃1-8破波板面漆脫落 8門 △ 持續追蹤 

4 
南岸進水口下層＃1、＃4閘門鋼索素線截斷6％，＃3閘門鋼索素線
截斷3％ 

3門 
△ 持續追蹤 

5 
北岸沉砂池排砂道#8超全閉、過扭力異常 1門 

Ｏ 結案 

6 
林尾圍堤P2控制箱L1、L2、L3共18盞路燈不亮 18盞 

Ｏ 結案 

7 
北岸進水口耙污機輸送帶馬達電源線外皮龜裂 1門 

Ｏ 結案 

總計：17門、18盞 



英傑技師事務所 76 

閘門機電控制系統及設施 

每月維護保養成果彙整表2 

• 異常現象檢討分析 

 項
次 

異 常 現 象 原 因 分 析 處 理 結 果 

 

1 #3、#7閘門鋼索截斷6%。 100/8/8 #3、#7閘門因排砂道淤砂過
水口衝擊鋼索，鋼索截斷6%。 

維修廠商加強滑輪砂石清理，已備料完成，
鋼索斷裂超過10%即更換鋼索。 

2 閘門#1鋼索素線截斷8% 。 100/8/15中控室開啟排砂道#2進行排
砂，欲關閉排砂道#2時，因操作錯誤
誤將二米調節閘門#1誤認為排砂道#2，
導致二米調節閘門#1鋼索鬆脫及部分
鋼索斷股。 

經技師勘查於左側鋼索有素線截斷8%，
已備料完成，鋼索斷裂超過10%即更換鋼
索。 

3 閘門#1-8破波板面漆脫落。 應為面漆與底漆無法結合，受到太陽
高溫照射導致面漆硬化、龜裂。 

已發包施工中。 

4 #1 、#4閘門鋼索截斷6%。 

#3閘門鋼索截斷6%。 

100/8/4豪雨帶來洪水，民生用水及工
業用水持續供水，因洪水夾帶石頭進
入進水口衝擊鋼索，導致鋼索截斷。 

請通知有關單位加強排砂及測量淤砂，避
免石頭進入進水口衝擊鋼索，已備料完成，
鋼索斷裂超過10%即更換鋼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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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水工機械的保養6 

維護保養及「工作安全」 

1.發現有人感電後，因電流已通過人體，危及生命，對感電
者應立刻做心肺復甦術CPR，並馬上通知救護車將感電者
送醫。 

2.停電作業：經斷電後開關箱應上鎖並懸掛停電作業中及禁
止送電，無論保養高低壓設備養成戴安全帽穿安全鞋，確
保作業人員工作安全。 

3.避雷針接地設備應每年測試一次未達10Ω以下應改善，如
不改善雷擊時會造成設備損壞。   

4.應遠離運轉中之迴轉機械設備以策人身安全。衣著應扎實
整齊，頭髮束緊勿飄逸作瀟灑樣，免遭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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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 水工機械的操作有一定的程序，要依序進
行。 

• 機械要能順利按程序操作，應要維護保養
在最佳狀況之下，以利能順利操作。 

• 例行性檢查是機械維護保養的手段，應落
實例行性檢查作業，做成紀錄。 

• 依水工機械製造廠的維護保養手冊，建立
一套水工機械定期檢查、維護、保養機制，
貫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