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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壩水工機械 

概述 
大壩水工機械分為控制水庫蓄水，提高水頭，調節宣洩之水工機械，及在緊急情

況或正常維護時關閉以阻斷水流之水工機械；後者乃作為前者之安全閘門。 

作為提高水頭，調節宣洩之水工機械有： 
 八套壩頂溢洪道弧形閘門及吊門機 
 三套沖刷道固定輪閘門及吊門機 
 一套河道放水口何本閥及吊門機 
 二套排洪隧道固定輪閘門 
 二套進水口阻水閘門及吊門機 
 一條壓力鋼管 
 三條不鏽鋼襯護沖刷道 
 一條不鏽鋼襯護河道放水口排放管 

 

作為上述閘閥之安全門，之水工機械有： 
三套沖刷道擋水閘門及吊門機（其中一套吊門機與河道放水口不鏽鋼襯護排放管

擋水閘門吊門機共用） 
 一套河道放水口環滑閘門及吊門機 
 一套排洪隧道擋水閘鈑及吊門機 
 一套進水口固定輪閘門及吊門機 
 二套吸出管出口擋水閘鈑及吊門機 

 

水工機械設備介紹 

副壩水工機械設備 
為落水池之洩水，以便檢查及維護，在副壩左右兩側各埋一條排水鋼管，其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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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各裝設一套控制閘門及吊門機。每條排水鋼管出口各裝設一個舌閥，以防尾水

倒流進入落水池。 

操作 

現場控制箱 

1. 操作用主要按鈕有上昇〞RAISE〞，下降〞LOWER〞及停止〞STOP〞三按鈕。 
2. 當雨季時，電熱器電源開關應放在〞ON〞位置，控制箱內電熱器將由恆溫控

制器來調節箱內溫度以防箱內受潮，馬達電熱器則當電磁開關附勢馬達轉動

時，電熱器電路被切斷停止加熱，馬達停轉時電路即接通電熱器加熱，以保

持馬達線圈溫度以防受潮。 
3. 各控制箱皆各擁有獨立之門及鎖，控制箱為防塵、防濕結構。 
4. 當電磁開關，按鈕等接點髒污時，需以接點清潔劑擦拭乾淨。 
5. 潤滑油或潤滑脂不可加注於接觸器或電驛之接點上，因潤滑油易使灰塵聚積

而膠結使接觸不良。 
6. 所有線路須經常檢視，使保持安全狀況，接頭須夾緊電線導體，並保持絕緣

電阻不少於 1M Ohm。 
7. 吊門機內之位置極限開關及扭矩開關一經設定完成後，不可隨意變更調整。 
8. 當閘門開啟時，操作員須注視電流表、指示燈、開度指示計及吊門機組之動

作情形，隨時防異常之發生，必要時按〞STOP〞按鈕，停止吊門機。 
 

閘門操作方法： 

開啟： 

1. 按下〞RAISE〞則電磁剎車放鬆，馬達轉動，〞OPERATION〞指示燈亮。 
2. 電流表指示馬達之負載電流。 
3. 閘門開度指示之指針順時鐘方向旋轉，自〞CLOSE〞移向至〞OPEN〞。 
4. 若欲使閘門停止在任何位置，則即時按〞STOP〞按鈕，停止吊門機。 
5. 當閘門提昇至全開位置，全開極限開關作用，馬達停轉，〞FULLY  OPEN〞

指示燈亮。 
6. 在運轉中，當扭矩過大時，扭矩開關作用切斷電源，〞OPERATION〞指示燈

熄滅。先排除障礙物或少量逐次提高扭矩開關設定值，再行操作，扭矩開關

設定值有一限度，不可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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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馬達超載，超載電驛作用迫使馬達停轉，〞OVER LOADING〞指示燈亮。 

關閉： 

1. 按鈕〞LOWER〞則電磁剎車放鬆，馬達轉動，〞OPERATION〞指示燈亮。 
2. 電流表指示馬達之負載電流。 
3. 閘門開度指示器之指針逆時鐘方向旋轉，自〞OPEN〞移向至〞CLOSE〞。 
4. 若欲使閘門停留在任何位置，則即時按〞STOP〞按鈕。 
5. 當閘門下降至全閉位置時全閉極限開關作用，馬達停轉，〞FULLY CLOSED〞

指示燈亮。 

閘門操作時可能發生之問題及處理方法： 

當已按上按鈕而馬達不轉時，問題可能是： 

1. 扭矩開關作用而切斷電源，其原因可能為閘門卡住物體，請先清除障礙物或

增加扭矩開關設定值再行操作。 
2. 熱動電驛作用，其原因可能有二： 

a. 閘門卡住物體，造成扭矩過大，而使電流激增，請先清除障礙物，或檢

查閘門是否故障。 
b. 馬達線圈或線路短路，請先測馬達及線路絕緣值，再行試車。 

3. 保險絲燒斷，請另換新。 
4. 按錯按鈕，請參閱電路圖或操作手冊。 

未按停止按鈕而馬達不轉時，問題可能是： 

1. 電源中斷 
2. 扭矩開關動作 
3. 超載電驛動作。 
 

維護 

閘門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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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扉及閥葉油漆狀況及損壞 
 閘門及舌閥之漏水 
 鋼管之油漆及變形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是否過熱 
 齒輪及螺桿之潤滑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之油位 
 軸承是否過熱 
 齒輪（包括接觸及變形或損壞等） 
 吊桿及螺旋桿（包括變形及損壞）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等） 
 閘門開度指示器 
 極限開關之動作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電磁剎車（包括來令片磨損及來令片間隔等） 

 

重點注意事項： 

1. 扭矩設定應儘可能小一點；極限開關設定要確實 
2. 手動操作時因轉輪已經減速故稍覺變重即應停止，不可以止漏否來判

斷。如繼續操作可能會造成螺桿彎曲，吊門機機座破裂。 
3. 當吊門機始動時要注意中間桿是否轉動（正常為上、下運動），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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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表示法蘭聯結螺栓未鎖緊，應先鎖緊後再操作。 
4. 因閘鈑深入水中，如無法判定是否已操作至定位，可以將吊門機機座基

礎螺栓旋鬆數牙，再以手動操作，並密切注意基座是否上舉。 
 

沖刷道 

固定輪閘門、吊門機及其控裝置 

沖刷道閘門由固定輪門扉、門框、油壓吊門機、控制裝置及其附件等組成，裝設

在每道沖刷道出口，其目的在宣洩洪水，緊急降低水庫水位及必要時排除水庫淤

砂。 

操作： 

每座沖刷道閘門及其附屬設備之操作控制設備包括油泵控制系統、現場控制系

統、懸垂控制系統及遙控系統等。 

油泵控制系統： 

每一沖刷道閘門室內皆裝有二組油泵及一個油壓控制箱。在正常狀況下，一組油

泵做正常運轉，另一組則處於預備狀態，當正常運轉轉之油泵故障時，可自動起

動備用泵運轉。每一現場電氣控制箱內安裝一組電動自動交互運轉裝置，使二組

油泵能自動交替運轉。為聯鎖操作油泵及閘門，每座閘門設有低油位開關及最低

油壓開關各一組，且能顯示在遙控控制盤及現場控制箱上。每一油泵並裝有一缷

卸載控制裝置。所有需要之選擇開關、試驗開關、儀錶、馬達起動器、控制變壓

器、輔助電驛及定時器等均安裝在每一現場電氣控制箱內。 

閘門現場控制系統 

每一現場控制箱安裝一組選擇開關，構成〞遙控〞、〞現場〞、〞關掉〞及〞懸垂〞 
等四種選擇控制模式。為便於沖刷道閘門之操作，箱上亦有〞上昇〞、〞 下降〞

及〞停止〞等三點式之按鈕控制站。每座閘門都有一組機械式開度指示器。極限

開關均安裝在防水箱中，其他必需之選擇開關、按鈕控制站、指示燈、保險絲以

及控制電驛、變壓器、換流器、避雷器等都裝在每一現場控制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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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懸垂控制系統 

1. 維護工作進行時，為沖刷道閘門之操作，現場控制箱內裝有一個四極防水懸

垂控制插座。 
2. 懸垂控制站以 15 公尺長之軟線懸吊，軟線之一端裝有防水控制站，包括〞上

昇〞、〞停止〞及〞下降〞等三點按鈕，另一端則安裝適用懸垂控制插座之四

極插頭一個。 
3. 當選擇開關轉到〞懸垂〞位置時，沖刷道閘門即由懸垂控制站控制。 

閘門遙控系統 

1. 三座沖刷道閘門由一組安裝在大壩運轉大樓之遙控控制台遙控操作。 
2. 遙控按鈕、閘門開度指示器、安培計及指示燈均裝在控制台上。 

閘門全開時之扣掛 

每座閘門設有自動扣掛控制電路，當閘門達全開位置時，用以遙控操作扣掛。另

外，每一現場控制箱內也裝有一個手動扣掛操作開關。 

維護： 

門扉及儲放裝置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橡膠水封之漏水及變形（或損壞） 
 主輪及導輪（包括旋轉，變形及輪面損壞） 
 儲放導輪（包括油漆，變形及號能否用手操作） 
 中間桿與門扉連接之螺栓及阻水鈑。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泵（包括發熱、噪音及振動） 
 管路滲漏 
 電磁閥操作及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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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閥（關斷閥）是否漏油、變形或損壞 
 油箱變形或損壞 
 安全閥操作 
 油管路過濾器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伺服機座（包括油漆狀況、變形或損壞） 
 液壓伺服機（包括變形或損壞、振動、漏油及油漆狀況等）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之動作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指示燈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重點注意事項： 

1. 遙控操作開啟時不管扣掛裝置是置於〞ON〞或〞OFF〞，都會到達全開

後，繼續上昇到扣掛位置扣掛，所以如果要長期維持在全開位置，應至

現場控制箱將閘門操作向下若干後，再操作至全開。如此可以避免伺服

機漏油致閘鈑重量全部掛在扣掛裝置上。 
2. 閘門全開位置要設定好，使閘門下緣可以跟導槽下緣切齊，可以避免閘

鈑底水封受水流切割損壞。 
3. 操作油更換作業如循下述方法操作，會更省時省力，且更有效率： 

 將扣掛裝置置於〞ON〞 
 閘鈑操作到全閉位置 
 清空油槽並清洗乾淨，注入新操作油。 
 準備適當數量空油桶，於油壓控制箱上找到回油管，鬆脫接頭，接

上管路連至空油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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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閘鈑至扣掛位置，過程中注意更換空油桶避免舊油溢出。 
 換油完成。 

 

擋水閘門及吊門機 

擋水閘門由固定輪門扉、門框、儲放裝置、電動鋼索吊門機控制裝置及其附件組

成，安裝在每一沖刷道進口，以供沖刷道鋼襯及固定輪閘門檢查及維護時，用以

擋水。若沖刷道定輪閘門損壞及無法完全關閉時，擋水閘門將可緊急關閉。第一

號沖刷道擋水閘門係與河道放水口共用，其功能亦同。 

操作 

每座沖刷道擋水閘門之吊門機操作設備包括現場控制箱及設在壩頂橋胸牆之控

制站等兩種現場操作控制設備。 

在現場控制箱操作 

每一現場控制箱上有一組包括〞上昇〞、〞下降〞及〞停止〞等三點式按鈕。 
每一閘門都有一組機械式開度指示器，控制箱內亦安裝所有必需之指示燈、保險

絲、控制電驛及變壓器。 

在壩頂橋樑胸牆操作 

一個防水按鈕控制站包括〞上昇〞、〞下降〞及〞停止〞等三點按鈕，安裝在壩

頂橋樑胸牆上，亦可由此操作，不必進進入吊門機平台操作。 

維護 

閘門及儲放裝置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油漆狀況、變形（或損壞） 
 橡皮水封之漏水及變形（或損壞） 
 主輪及導輪（包括旋轉、變形及輪面損壞） 
 儲放裝置（包括油漆、變形及是否能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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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有無過熱 
 聯結器之噪音 
 齒輪之潤滑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之油位 
 軸承是否過熱 
 齒輪（包括接觸、變形或損壞等） 
 鋼索（包括表皮磨損、損壞、油脂等） 
 吊門機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閘門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之動作 
 接點和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和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電磁剎車（包括來令片磨損及來令片間隙等） 

 

重點注意事項： 

1. 一次操作一個閘門 
2. 記錄開度指示器開度 
3. 檢查閘鈑與吊樑之導履有沒有在導軌內 
4. 先將閘鈑吊昇坐在座樑上，再昇降吊樑試驗閘鈑上兩個充水閥動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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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避免無法阻斷庫水，無法進行控制閘門維修。 
5. 當阻水閘鈑由全閉吊昇時，要控制開度，最好只讓充水閥打開充水，待

水頭平衡後再操作吊上，此操作要觀察電流變化，來找到最佳開度。 
6. 閘鈑吊舉操作時，要隨時注意鋼纜走動情形，有不正常狀況，或有異音

時應馬上停止。 
7. 關閉操作時，留在捲胴上之鋼索最少要有二圈以上（稱為棄捲） 
8. 鋼索損壞程度檢查，如有下列情況則該鋼索不能再使用： 

 鋼索一撚間素線之切斷達 10%以上 
 直徑的減少，為公稱直徑的 7%以上者 
 有扭缠現象 
 顯著的變形或顯著的腐蝕 

 

不鏽鋼襯護沖刷道 

沖刷道以不鏽鋼護面鋼鈑襯護，以減少鏽蝕，並免除在高速水流接觸面油漆。 

沖刷道排水及灌水 

沖刷道鋼襯及固定輪閘門檢查、維護時，沖刷道應先排水。排水前，擋水閘門應

在平衡水頭下降至關閉位置，而固定輪閘門亦在全關位置，然後將固定輪閘門提

起 100 公壓開度，排除沖刷道內的水。俟排水完成後，固定輪閘門即可吊起，供

進行閘門及鋼襯之檢查維護工作。 
檢查及維護工作完成後，沖刷道應按下列操作程序予灌水： 
沖刷道固定輪閘門降至全閉位置 
藉著吊樑及吊門機之操作，將安裝在門扉上之旁通閥打開約 150mm 
俟沖刷道灌滿水且作用在擋水門之水頭達平衡後，將擋水閘門吊至壩頂儲放。 

維護 

沖刷道鋼襯鈑厚度每五年應以超音波鈑厚計測設備檢查一次。 

河道放水口 

何本閥及控制裝置 

何本閥由閥體、鋼罩、驅動設備、控制裝置及必要之附屬設備等組成，安置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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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放水口鋼管路之下游端，以控制、調節水庫放水量。 

操作：有現場操作及遙控操作 

現場操作 

河道放水口閘門室設置一個現場控制箱，以控制何本閥之操作。控制箱上安裝一

組設有〞遙控〞、〞關掉〞及〞現場〞等三種控制模式之選擇開關，以及一組包

括〞開啟〞、〞關閉〞及〞停止〞等三點之按鈕開關，以供何本閥之操作。極限

及扭矩開關均裝在防水箱內。所有必需之選擇開關、按鈕控制站、指示燈、控制

用變壓器、保險絲、電驛、換流器、避雷器等均裝在現場控制箱中。當閥啟閉操

作中，套管被卡住或者塞時，由延時過電流電驛切斷操作電路，以保護其安全。 

遙控操作 

何閥之遙控係在大壩運轉大樓之遙控控制台操作，並與環滑閘門之遙控一起操

作。遙控設備、閥開度指示器、安培計及指示燈（全開、全關、運轉及遙控選擇

等）均裝置在遙控控制台上或現場控制箱內。 

維護  

閥體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可動圓筒與錐頭間之滲漏 
 可動圓筒與管狀筒體間之滲漏 
 管狀筒體法蘭與河道放水口排放管法蘭間之滲漏 
 柱體法蘭與排放管法蘭連接螺栓是否鎖緊 

驅動器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是否過熱 
 齒輪、螺帽、螺絲及控制千斤頂之潤滑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之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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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承是否過熱 
 齒輪及螺紋（包括接觸、變形或損壞等）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閥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及扭矩開關之動作情形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接鈕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電磁剎車（包括來令片磨損及來令片之間隙等） 

重點注意事項： 

何本閥是由馬達操作連桿動作，動作平滑度非常重用，當操作時電流之觀測特別

重要，電流異常昇起，表示可動圓筒滑動不順，應馬上停止操作，待靜止數秒後

再行操作；如狀況持續發生應馬上聯絡相關部門處理。 
 

環滑閘門及控制裝置 

一組包括吊門機之環滑閘門安裝在河道放水口排放管下游端，即何本閥之稍上

游，其功能可視為何本閥之保護閘門。環滑閘門平常都處於開啟狀態，何本閥需

要維護時，環滑閘門應平衡水壓下關閉，但當何本閥損壞時，環滑閘門亦能在水

庫水位 170 公尺所作用之不平衡水壓下關閉。 

操作 

環滑閘門及其輔助設備之控制包括油泵、現場及遙控等三種控制系統及電動機操

作之充水閥控制系統。充水閥裝有保護裝置，諸如極限開關，扭矩開關及安全開

關等。吊門機上裝有電位計，供遠方偵測閘閥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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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泵控制系統 

河道放水口閘門室設有一組油壓控制箱，裝置兩組油泵，其中一組為常用，一組

為備用。閘門室亦安裝一個現場電氣控制箱，便於充水閥、油泵及環滑閘門等之

控制。正常狀況下，一組泵為正常運轉，另一組則為備用。若正常泵組故障，備

用泵組即自動起動，兩組泵之交替運轉係由一自動交互運轉器控制。為避免環滑

閘門在不平衡壓力操作，上昇控制回路裝有一個壓力開關。此外，有一個低油位

開關，供聯鎖油泵及環滑閘門之操作，並可顯示在現場控制箱及遙控控制盤上。

所有必需之選擇關、試驗開關、儀錶、馬達起動器、控制變壓器、輔助電驛及定

時器等均安裝在現場電氣控制箱內。 

閘門現場控制系統 

一組選擇開關，包括〞遙控〞、〞關掉〞及〞現場〞等三種選擇控制模式，安裝

在現場控制箱上，專司閘閥及充水閥控制模式之選擇。箱上亦安裝〞上昇〞、〞

下降〞及〞停止〞以及〞開啟〞、〞關閉〞及〞停止〞等兩組三點式按鈕開關，

便於分別操作環滑閘門及充水閥。閘門現場並裝有機械式開度指示器一組，以便

從現場閱讀閘門開度。所有極限開關均安裝在防水箱內。所有必需之選擇開關、

按鈕控制站、指示燈、保險絲、電控制及變壓器、換流器、避雷器等亦均安裝在

現場控制箱內。 

閘門遙控系統 

環滑閘門及何本閥在同一遙控控制台操作，此控制台安裝在大壩運轉大樓 
按遙控〞上昇〞按鈕時，馬達操作之充水閥將開啟，充水流入其下游面之水管內，

充滿後壓力開關之接點閉合，使油泵開始運轉，並使環滑閘門之電磁閥受激，接

著環滑閘門開始上昇。當環滑閘門達全開位置時，充水閥即自動關閉。 

閘門全開時之扣掛 

當閘門全開時，由一自動扣掛控制電路來遙控操作其扣掛。另外，現場油壓控制

箱上亦裝有一手動扣掛操作裝置，以供現場操作之用。 
 

重點注意事項： 

環滑閘門平時都維持在全開位置，因操作時大都以遙控為之，故操作後應擇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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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將扣掛裝置解除，以免因伺服機漏油而將閘鈑重量掛在扣掛裝置上。 

維護 

閘門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水封之漏水或損壞 
 門扉承鈑及蓋帽支承座之磨損 
 排水閥及充水閥之漏水情形 
 預報颱風會影響本區時，應檢查之項目如下： 

1. 通氣孔之功能 
2. 下蓋帽之淤砂沈積及雜物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泵（包括發熱、噪音及振動） 
 管路滲漏情形 
 電磁閥之動作及發熱 
 停止閥（包括漏油、變形或損等） 
 油箱變形或損壞 
 安全閥之動作 
 油管路過濾器 
 加油口過濾器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伺服機座（包括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液壓伺服機（包括振動、漏油、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等）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 、振動及電壓值等） 
 閘閥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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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電阻 

 

擋水閘門及吊門機 

安裝在第一號沖刷道之擋水閘門與河道放水口共用。 
 

重點注意事項： 

因與 #1 沖刷道共用阻水閘門，故通常在河道放水口全閉位置，並無設定全閉極

限開關，操作時要特別注意。 

不鏽鋼襯護排放管路 

河道放水路排放管係以耐蝕護面鋼鈑焊接襯護，以減少鏽蝕及免除高速水流接觸

面油漆。 

放水管之排水及灌水 

為放空河道鋼襯排放管路，供進行排放管及環滑閘門之檢查及維護工作，擋水閘

門應在平衡壓力即何本閥在關閉狀態下降至關閉位置。擋水閘門關閉後，將何本

閥打開 100mm 衝程，排除放水管內之水量，檢查及必需之維護工作即可展開。 
檢查及維護工作完成後，鋼管需先灌水，其操作程序如下： 
1. 關閉何本閥 
2. 以吊樑及吊門機打開安裝在門扉上之旁通閥 
3. 鋼襯排放管路灌滿水，且擋水閘門之作用水壓達到平衡後，閘門即可吊至壩

頂，並移至第一號沖刷道擋水閘門槽。 

維護 

鋼襯排放管護面厚度應以超音波鈑厚計測量裝置每五年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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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頂溢洪道 

弧型閘門、吊門機及控制系統 

溢洪道閘門由弧型門扉、門框、門樞錨座、電動鋼索吊門機、控制裝置及必要之

附屬設備等組成，安裝在每一道壩頂溢洪道上，以控制水庫蓄水及洩洪。 

操作 

壩頂排洪弧型閘門操作控制包括現場及遙控等兩種控制系統。 

現場控制系統 

每一現場控制箱安裝一組包括〞現場〞、〞關掉〞及〞遙控〞等三種控制模式之

選擇開關；壩頂橋樑胸牆上則安裝一組包括〞上昇〞、〞下降〞及〞停止〞等三

點之按鈕控制站，便利弧型閘門之操作。 
每座閘門都有一組機械開度指示器。極限開關均安裝在防水箱中，其他必要之選

擇開關、指示燈、保險絲、控制電驛、控制變壓器、換流器及避雷器等都裝在每

一現場控制箱內。 

遙控系統 

八座壩頂排洪弧型閘門由一組安裝在大壩運轉大樓之遙控控制台控操作 
遙控按鈕、閘門開度指示器、安培計及指示燈（包括全開、全關、運轉及遙控選

擇等）均裝在遙控控制台上。 

維護 

閘門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及門樞大樑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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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膠及水封之漏水及變形（或損壞） 
 門框磨損及損壞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是否過熱 
 齒輪聯結器之噪音 
 齒輪之潤滑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之油位 
 軸承是否過熱 
 齒輪（包括接觸及變形或損壞等） 
 鋼索（包括表皮磨損、損壞及油脂等）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閘門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之動作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電磁剎車（包括來令片磨損及來令片間隙等） 

重點注意事項： 

1. 弧型閘門為最常用之排洪工具，而且不管排洪量多寡，每次都是所有閘

門依次全開，故每一閘門之開度都必須一致，本廠之作法為在閘鈑上另

行安裝尺標，直接指示實際開度，並作為機械開度指示器，及電氣開度

指示器之校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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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閘門接近全開時，因鋼纜層層收進捲胴槽溝內，造成垂直段之鋼纜向外

引出，致無法撐住鬆索開關動作裝置，使鬆索開關滑下動作動作極限開

關。造成下降操作迴路斷路，應先加以改善。 
3. 弧型閘門全閉時最怕漏水，如當時水位高過閘鈑底檻時，可輕易發覺；

但如當時水位較低，但後來水位高起時，如未確實緊閉，就會造成大量

漏水。故每次操作後應確實檢查，不但可避免漏水，也可發現閘鈑是否

壓住異物損傷底水封。 
 

排洪隧道 

固定輪閘門、吊門機及控制裝置 

排洪隧道閘門由固定輪門、門框、油壓吊門機、控制裝置及其他附屬設備等組成，

安裝在每一孔排洪隧道，以供調節水庫水位，並可與其他排洪設施聯合操作，以

宣洩洪水。排洪隧道亦可在必要時，用以緊急宣洩，降低水庫水位。 

操作 

排洪隧道閘門及其輔助設備之控制裝置包括油泵、現場、懸垂及遙控等控制系

統。每一吊門機裝設一電位計，用以遙示所偵側之閘門開度。 

油泵控制系統 

閘門室內安裝一組油壓控制箱，設有兩組油泵，其中一組為備用。每一油泵組包

括一電動馬達及雙油泵。在正常狀況下，一組泵做正常運轉，另一組則處於備用

狀態，當正常運轉之泵故障時，可自動起動備用泵運轉。電氣控制箱內亦安裝一

組電動自動交互運轉器，使兩組泵能自動交替運轉。為聯鎖操作油泵，設有低油

位開關及最低油壓開關各一組，且能顯示在遙控控制台及現場控制箱上，每一油

泵並裝設一組缷載控制裝置。所有需要之試驗開關、儀錶、馬達起動器、控制變

壓器、輔助電驛及定時器等均安裝在電氣控制箱內。 

閘門現場控制系統 

兩座排洪隧道控制閘門由一個安裝在吊門機室之現場控制箱控制。每座閘門在控

制箱上各裝一組選擇開關，包括〞遙控〞、〞現場〞及〞懸垂〞等三種選擇控制

模式。為便於閘門操作，箱上亦有〞上昇〞、〞下降〞及〞停止〞等三點式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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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閘門都有一刻度盤機械式開度指示器，所有極限開關均裝在防水箱中，其他

必需之選擇開關、按鈕控制站、指示燈、保險絲以及控制電驛、變壓器、換流器、

避雷器等均裝在現場控制箱內。 

懸垂控制系統 

排洪隧道閘門維護工作進行時，每一閘門由一組懸垂控制系統操作。 
現場控制箱內安裝一個四極防水懸垂控制插座。 
懸垂控制站以 15 公尺長之軟線懸吊，軟線一端裝有防水控制站，包括〞上昇〞、〞

停止〞及〞下降〞等三點式按鈕，另一端則安裝一個適用於懸垂控制插座之四極

插頭。 
當選擇開關之控制模式轉到〞懸垂〞位置時，排洪隧道閘門即由懸垂控制站操作。 

閘門遙控系統 

兩座排洪隧道閘門由一組遙控控制台操作遙控，控制台安裝在排洪隧道頂之大壩

運轉大樓。 
遙控按鈕、閘門開度指示器、安培計及指示燈（全開、全關、運轉、扣掛、低油

位、一號及二號油泵故障及遙控等）均裝在控制台及現場控制箱上。 

閘門全開時之扣掛 

每一閘門設有自動扣掛控制電路，以便閘門達全開位置，遙控操扣掛。 

維護 

閘門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橡膠水封之漏水及變形 
 主輪及滾子（包括旋轉、變形及輪面損壞） 
 儲放裝置（包括油漆、變形及能否手操作） 
 中間桿裝置之磨損及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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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油泵（包括發熱、噪音及振動） 
 管路滲漏 
 電磁閥操作及發熱 
 停止閥（包括漏油、變形或損壞） 
 安全閥操作 
 油管路過濾器 
 加油口過瀘器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之動作 
 接觸器（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重點注意事項： 

1. 通常排洪隧道僅作無水操作試驗，因兩個閘門之控制裝置位於同一開關

箱，故操作前一定要確認要操作的是那一個閘門。 
2. 正常關閉有問題時，可以動作緊急關閉閥利用自重關閉，但操作後一定

要作後續處理，因自重關閉，操作油全部回到油槽，致伺服機活塞上部

充滿空氣，不利機件，也影響下次開啟操作。 
3. 閘門拆解大修時，操作模式一定要切換到〞懸垂〞位置，不可貪圖方便

使用一般模式，因大修時閘門分離，缺少閘鈑重量，致無法往下操作。 
4. 換油作業同沖刷道控制閘門 

 

擋水閘門及吊門機 

擋水閘門包括固定輪門扉、門框、儲放裝置、電動架空移動起重機、控制裝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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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附屬設備等，安裝在排洪隧道進口，即排洪隧道控制閘門之上游，以供排

洪隧道閘門檢查及維護期間擋水，並做安全閘門。 

操作 

擋水閘門係由安裝在吊門機室中之 30 噸架空移動吊車之八點懸垂式控制按鈕站

操作，八點包括〞鎖定〞、〞解鎖〞、〞上昇〞、〞下降〞 、〞東〞、〞西〞、〞南〞

及〞北〞等。 

維護 

閘門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橡膠水封之漏水及變形 
 主輪及滾子（包括旋轉、變形及輪面損壞） 
 儲放裝置（包括油漆、變形及手操作狀況）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如下： 
 減速齒輪箱有無過熱 
 聯結器之噪音 
 齒輪之潤滑 
 吊鉤（變形或損壞）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之油位 
 軸承是否過熱 
 齒輪（包括接觸、變形或損壞等） 
 鋼索（包括表皮磨損、損壞及油脂） 
 索滑輪（變形或損壞）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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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極限開關之動作 
 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按紐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電磁剎車（包括來令片磨損及來令片間隙等） 

重點注意事項： 

1. 本阻水閘鈑之操作乃利用 30 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當吊鉤與吊樑及閘

鈑連結，準備吊舉之前，勿必注意起重機之兩邊之阻擋銷已定位，否則

閘鈑之重量會讓起重機猛然前衝，恐造成機件損壞，人員受傷。 
2. 操作前應先測試過捲揚裝置 
3. 閘鈑之充水閥於操作前也應該檢查，以免漏水。 
4. 鋼索檢查同沖刷道擋水閘門 

 

發電進水口、輸水路及尾水路 
 

固定輪閘門、吊門機及控制裝置 

進水口閘門由固定輪門扉、門框、油壓吊門機、控制裝置及其附屬設備等組成，

安裝在壓力鋼管進口，為壓力鋼管檢查及維護時之安全閘門，亦可於壓力鋼管損

壞時，供緊急關閉進水口之用。 

操作 

進水口閘門及輔助設備之控制系統包括〞油泵〞、〞現場〞、〞懸垂〞及〞遙控〞

等四種控制系統。 
進水口閘門平常可從翡翠電廠以手動遙控控操作，或從桂山電廠以監控資料蒐集

系統遙控操作。為防止被未經許可人員操作，設有現場及懸垂控制系統用連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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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及其干涉電驛。 
進水口閘門設有緊急關閉裝置，當電廠機組緊急停機時能緊急關閉閘門。 
進水閘門之開啟，首先啟動油泵，供給伺服機液壓油，帶動閘門上昇。當開度達

30 公分時，閘門即藉裝置在翡翠電廠之壓力鋼管壓力開關連鎖電路自動停止開

啟，俟壓力鋼管充滿水，壓力開關又使油泵起動，閘門即自動繼續上昇至全開位

置。為保持閘門在此全開位置，另設有一套自動浮式控制電路。 
進水口控制閘門之正常下降操作係依靠自重，因此不需操作油泵。惟維護時，以

液壓操作下降，首先啟動油泵，供給液壓油以帶動伺服機。 

油泵控制系統 

進水口平台安裝一組油壓控制箱，設有兩組油泵，其中一組為備用設備。在正常

狀況下，一組油泵做正常運轉，另一組則處於備用狀態，當正常運轉之泵故障時，

可自動起動備用泵運轉。電氣控制箱內亦安裝一組電動自動交互運轉器，使兩組

油泵能自動交替運轉。為聯鎖油泵及閘門之操作，每一組泵裝設低油位開關及最

低油位開關及最低油壓開關各一個，且能顯示在現場控制箱及翡翠電廠；每一組

泵亦裝設一組卸載控制裝置。所有必需之試驗開關、儀錶、馬達起動器、控制變

壓器、輔助電驛及定時器等均安裝在現場控制箱內。 

閘門現場電氣控制系統 

現場控制箱上安裝一組選擇開關，包括〞現場〞及〞懸垂〞等兩種選擇控制模式。

現場及懸垂控制裝置係由遙控監控控制站傳來之允許操作指令聯鎖。為便於閘門

之操作。箱上亦有〞上昇〞、〞下降〞及〞停止〞等三點式之按鈕開關。此外，

閘門安裝刻度盤機械式開度指示器。所有極限開關均裝在防水箱中，其他必需之

選擇開關、按鈕控制站、指示燈、保險絲以及控制電驛、控制變壓器等均裝在現

場控制箱內。 

閘門懸垂控制系統 

 進水口控制閘門之維護工作進行時，由一組懸垂控制系統操作。 
 現場控制箱內安裝一五極防水懸垂控制插座。 
 懸垂控制站以 35 公尺長之軟線懸吊，另一端則安裝一個適用懸控制插座之

五極插頭。 
 所有按鈕均為瞬時開、關型接觸，並附刻字名稱牌。 
 當選擇開關移至〞懸垂〞位置時，現場及懸垂控制之干涉電驛即受激，使閘

門由懸垂控制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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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注意事項： 

發電進水口控制閘門平時絕對不可將扣掛選擇開關置於〞ON〞，因電廠機組跳機

時會自動將閘門關閉，以阻斷水流。 

維護 

閘門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橡膠水封之漏水及變形（或損壞） 
 儲放裝置（包括油漆、變形及是否能手動操作） 
 中間桿裝置之磨損及變形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泵（包括發熱、噪音及振動） 
 管路滲漏 
 電磁閥動作及發熱 
 停止閥（包括漏油、變形或損） 
 油箱變形（或損壞） 
 安全閥操作 
 油管路過濾器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伺服機座（包括油漆狀況、變形或損壞） 
 液壓伺服機（包括振動、油漆狀況、漏油及變形或損壞）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閘門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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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重點注意事項： 

1. 閘門之自動控制由一個凸輪極限開關組控制，該組開關由開度指示器之

鏈條驅動，當鏈條動作不夠滑順時，可能造成動作異常，而且不容易分

析，故先不急於針對單一現象處理，可先將閘門全閉，觀察開度指示是

否一致，結果往往是不一致，此時可以只調整鏈條，就可以恢復正常；

如只針對某點開關調整，反而會將整組開關都打亂。 
2. 換油作業同沖刷道控制閘門 

 

阻水閘門、吊門機及控制裝置 

進水口上游面為一簾幕牆結構，為配合在三種不同水庫水位對水質及水溫做最佳

選擇，以滿足大台北區供水及發電需求。牆上有上、中、下三個開口，並設置兩

座閘門，一座在簾幕牆上游面，用以關閉中間開口或上面開口；另一座在下游面，

用以關閉中間開口或下面開口。 

操作 

每一阻水閘門之操作控制系統包括〞現場〞、〞懸垂〞及〞自動〞等三種控制系

統。為進水口結構之安全，下列操作規則應嚴格遵守： 
水庫水位低於 El. 138 公尺時，僅可從下層孔取水 
水庫水位低於 El. 158 公尺時，不准從上層孔取水 
閘門維護完成後，以懸垂式控制系統使閘門降至原位置時，運轉人員應遵守上述

操作規則。 

現場控制系統 

選擇開關包括〞現場〞、〞關掉〞及〞懸垂〞等三種選擇控制模式，安裝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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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控制箱上。為便於閘門之操作，每一現場控制箱內安裝一組包括〞上昇〞、〞

下降〞及〞停止〞等三點式按鈕開關。每一閘門 2 亦裝置一組刻度盤機械式開度

指示器。所有必要之選擇開關、按鈕控制站、指示燈、保險絲、控制電驛及控制

變壓器均安裝在每一現場控制箱內。另為便於上、下層孔閘門之啟閉操作，每一

控制箱安裝一組選擇開關，包括〞上層孔〞及〞下層孔〞等兩種選擇位置。 

懸垂控制系統 

每一現場控制箱內安裝一個四極防水懸垂控制插座，以便利閘門維護時之操作 
懸垂控制站以一軟線懸吊，軟線一端裝有防水控制站，包括〞上昇〞、〞停止〞

及〞下降〞等三點式按鈕，另一端則安裝一個適用於懸垂控制插座之四極插頭。 
當選擇開關之控制模式轉到〞懸垂〞位置時，阻水閘門即由懸垂控制站控制。 

自動控制系統：已停用 

重點注意事項： 

阻水閘門操作一定要準確定位，否則會受發電用水沖刷，鋼索會不停抖動，久而

久之鋼絲就會斷裂，減損鋼索夀命。 

維護  

閘門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門扉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橡膠水封之漏水及變形（或損壞） 
 主輪（包括旋轉、變形及輪面損壞）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是否過熱 
 齒輪聯結器之噪音 
 齒輪之潤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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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之油位 
 軸承是否過熱 
 齒輪（包括接觸及變形或損壞） 
 鋼索（包括表皮磨損、損壞及油脂等）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閘門開度指示器之指示 
 極限開關之動作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等） 
 表示燈 
 保險絲  
 按鈕開關及選擇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絕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電磁剎車（包括來令片磨損及來令片間隙等） 

 

重點注意事項： 

1. 本阻水閘門鋼纜，因水位變化，時而浸於水中，時而露出水面，故最容

易發生鏽蝕，必須加強保養。 
2. 鋼索檢查同沖刷道擋水閘門 

 

壓力鋼管 

排水 

排水之程序： 
1. 檢視當時之水庫水位及尾水位 
2. 確認水輪機進口主閥及導翼，主排水閥及輔助排水閥均全部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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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閉進水口控制閘門 
4. 開啟壓力鋼管上的主排水閥，因主排水閥連接壓力鋼管及吸出管，故可將壓

力鋼管內尾水位以上之充水排除 
5. 關閉主排水閥並打開輔助排水管之輔助排水閥，輔助排水閥及管自主排水閥

上游側分歧，故可將水排至集水井。本階段排水期間，集水井排水泵應持續

運轉。 

灌水 

灌水之程序如下： 
1. 確認輔助排水閥為全關 
2. 在不平衡水壓下，進水閘門從關閉位置提昇至 10 公分開度 
3. 檢查安裝在電廠之壓力鋼管壓力開關，並調整閘門開度，使鋼管之水頭增加

率小於 40 公尺／小時 
4. 進水閘門全關一小時，以消除鋼管中殘留之氣泡 
5. 閘門吊昇至正常開啟位置。 

維護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鋼管內面之油漆 
 鋼管厚度（採用超音波鈑厚計測設備） 
 人孔及伸縮節墊圈之滲漏 
 排水閥之滲漏（包括墊圈、楔、圓盤等） 

 

重點注意事項： 

壓力鋼管膨脹接頭之鎖緊螺栓應按季節調整鬆緊度，以避免因熱脹冷縮造成漏。 
 

吸出管擋水閘鈑及吊門機 

吸出管出口安裝兩組擋水閘鈑，供發電機組及吸出管維護時，用以擋水。每組閘

鈑由兩片完全相同之滑動閘鈑扉、閘鈑框、吊樑及儲放裝置等組成。 
閘鈑之起重設備為一組單軌吊車，安裝在吸出管出口平台頂之鋼構架上。 
閘鈑扉儲放在吸出管平台上，並以繫桿與地面繫緊，使受風力及地震力作用時仍

能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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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注意事項： 

1. 吸出管閘鈑係由懸垂式控制站及 10 噸單軌吊車操作運轉 
2. 操作前先測試過捲揚裝置 
3. 吊樑之掛鉤、脫鉤裝置確實檢查 
4. 鋼索上應明確標示閘鈑全閉位置 
5. 鋼索到達全閉位置時應用手搖動兩側鋼索確定鋼索完全鬆弛 
6. 閘鈑吊舉操作時，應注意拉昇至鋼索脫離鬆弛狀態時，再以手搖動兩側鋼索

感受鋼索繃緊度以確定是否掛鉤完全 
7. 鋼索檢查同沖刷道擋水閘門 

維護 

閘鈑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閘鈑扉油漆狀況及變形（或損壞） 
 橡膠水封之漏水及變形（或損壞） 
 儲放裝置之油漆狀況及變形 
 單軌吊車鋼構架之油漆狀況及變形 

吊門機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是否過熱 
 齒輪聯結器之噪音 
 齒輪之潤滑 
 吊鉤及索輪（變形或損壞）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減速齒輪箱之油位 
 軸承是否過熱 
 齒輪（包括接觸及變形或損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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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索（包括表皮磨損、損壞及油脂等） 
 鋼軌（包括螺栓及螺帽） 

電氣 

每半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包括過電流、噪音、振動及電壓值等） 
 極限開關之操作 
 接觸器及電驛（包括接點、線端、動作、噪音及振動） 
 表示燈 
 保險絲 
 按鈕開關 

 
每年檢查一次之項目如下： 

 馬達之緣電阻 
 電線及電纜之絕緣電阻 
 電磁剎車（包括來令片磨損及來令片間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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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大壩#1~#8 溢洪道弧型閘門 

開度計改善報告 

一、前言： 

        翡翠大壩#1~#8 溢洪道弧型閘門自 74 年 6 月 10 日開始備料與製

造，於 76 年 5 月 12 日全部安裝與無水試運轉完成，使用迄今已 16 年，

現場開度計是由閘門馬達運轉時經齒輪，減速機扇形齒輪等傳動，再由

開度計聯結電位計，轉換器將信號傳送至控制室顯示開度，誤差很大。 

         

二、經現狀要因分析有下述缺點： 

A. 當鬆攬情形開啟閘門馬達轉動開度計，指針指示約 20cm 時，鋼

攬拉緊閘門才開始動作，設計不良。 

B. 開度計面盤刻度 0~10m 為均等刻度，但實際應為不均等刻度，

最大誤差約 40cm。(詳表一) 

C. 開度計與馬達減速機有時動有時不動。 

D. 減速機與開度計之間扇形齒輪接觸不緊密。 

E. 開度計游隙較大。 

 

三、改善過程分三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在弧型閘門及牆上按裝開度尺取代現有開度計。 

1. 請翡管局安檢科提供弧型閘門開度及弧長計算公式及對照表(詳

表一、二) 

2. 依據「翡翠水庫工程竣工報告」第二冊 3-687 頁剖面圖瞭解閘門

全開時底檻位置 EL171.0m，閘門全閉位置 EL161.0m 垂直高度為

10m，此遷挺高度為 10m，此高度即為閘門開度範圍。(詳附件三) 

3. 依據「翡翠水庫工程竣工報告」第二冊 3-687 頁(c)，門扉寬

13.85m，高 9.3m(面鈑外側弧長 9.695m)與翡管局提供開度與弧長



對照表中開度 9.3m 時弧長 9.695 完全相符計算公式無誤。(詳附

件四) 

4. 選定開度尺按裝位置，為距門樞中心線 R=11.821 位置按裝開度

尺，不影響閘門開啟及觀瞻。(詳附件三照片) 

5. 將開度及弧長等用貼紙刻在三夾板上試裝，在閘門及牆上測試弧

度及是否會影響閘門開啟。 

6. 將開度及弧長直接蝕刻在#304 不銹鋼板(寬 15cm 厚 3mm)上，牆

上開度尺 0~3.7m 分兩塊(1.35m，2.35m)組裝，閘門上開度尺

3.7m~10.3m 分三塊(2.1m，2.1m，2.4m)組裝。 

7. 開度尺蝕刻後請翡管局安檢科人員共同確認無誤，于本年 6 月 1

日~8 月 9 日，9 月 24 日~10 月 17 日進行按裝及測試。 

8. 弧型閘門相關位置如下： 

   EL 173.24m – RC 牆頂 

   EL 172.50m – 拉線式電位計(齒輪箱底座) 

   EL 171m    – 全開位置 

   EL 170.30m – 閘門頂端 

   EL 161m    – 閘門底端(全閉位置) 

 

第二階段：裝設拉線式行程電位計，可程式電阻轉換器將弧長信號傳送至大

壩控制室 

1. 拉線式行程電位計德製 SIKO SGL135-0006(詳如附件)固定於

EL172.5m 齒輪箱底座上，拉線端固定於閘門下方鋼纜頭座上，

調整不銹鋼線與門鈑緊貼，可減少量測誤差 

a. 拉線行程及電阻：0~15M，0~10KΩ±0.5％ 

b. Wire：Steel wire，φ1.0mm(stainless) 

c. Travel speed：max 4m/s 

弧型閘門全閉時重測拉線式行程電位計電阻如下： 



 

 

 

 

 

 

 

 

 

 

 

 

 

 

 

 

 

 

 

 

 

 

 

 

 

 

 



 

 

 

 

 

 

 

 

 

 

 

 

 

 

 

 

 

 

 

 

 

 

 

 

 

 

 



 

 

 

 

 

 

 

 

 

 

 

 

 

 

 

 

 

 

 

 

 

 

 

 

 

 

 



 

 

 

 

 

 

 

 

 

 

 

 

 

 

 

 

 

 

 

 

 

 

 

 

 

 

 



 

 

 

 

 

 

 

 

 

 

 

 

 

 

 

 

 

 

 

 

 

 

 

 

 

 

 



 

 

 

 

 

 

 

 

 

 

 

 

 

 

 

 

 

 

 

 

 

 

 

 

 

 

 



 

 

 

 

 

 

 

 

 

 

 

 

 

 

 

 

 

 

 

 

 

 

 

 

 

 

 



 



新安裝之弧型閘門尺標可以使每一閘門開度一致，並供其它開度計之校準之用 

 
小開度由閘門上緣與壁上尺標讀出（上圖），較大開度由閘鈑側尺標與胸牆上緣指出（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