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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風基本概念

第一部份：通風系統設計與改良方法

第一節 概說

第二節 空氣中有害物暴露濃度容許上限值與檢測方法

第三節 通風方法的架構與分類

第四節 一個問題

第五節 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的原因與改善方向

第六節 結語

第一節 概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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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業場所或生活環境污染物引致的問題

1. 健康問題：

日常實際經驗顯示， 實驗室、工廠、廚房、浴室、廁所、辦公室

、建築物… 時常瀰漫著化學品的味道、粉塵、煙霧、油煙味 …。

這些汙染物從汙染源散逸出來，若不將它們移除，當環境中的

(1)污染物濃度超過某一濃度、

(2)工作人員於這些汙染物環境中曝露超過某些時間長度，

對健康可能造成急性、慢性危害。

2. 安全問題：

當污染物或粉塵粒子具有可燃性，若周遭有高溫熱源、火苗或帶

有電荷的粉塵粒子時，在某些濃度、溫度、壓力條件下，可能引

致火災(爆燃)或爆炸(包括：氣爆、塵爆)，對安全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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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風不良引致健康與安全問題的案例

(1) 健康問題：化學物質引致疾病的事例

 1948-1967 年間，3,637化學師死於不同癌症如胰腺癌及淋巴癌

(Li et al. 1969)

英國、瑞士多位化學相關之技師死於細胞淋巴癌、血癌及腦瘤等

(Olin et al. 1978, 1980; Searle et al.1978)

 1964-1977年間，曾於杜邦公司服務之3686位化學師死於結腸癌

、皮膚癌及前列腺癌 (Hoar et al. 1981)

 22位服務於BP Amoco 公司員工有7位研究員得惡性腦瘤

(BP Amoco 1989)

女性化學師或實驗室技術員有較高畸胎比率

(Tallinn et al. 2001)

…

Figure from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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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了解決作業場所空氣中有害物對健康與安全的危害，需要建立兩個面向

的措施：

(1)科技面—發展有效而省能源的通風技術與汙染物濃度檢測技術；
<1>控制工作場所的污染物濃度、<2>排除工作場所臭味與異味、

<3>控制工作場所的熱與溫度、<4>提供工作場所新鮮空氣等方法。

(2)管理面—建立並落實有效而簡捷的法規與檢查、教育訓練、考試制度

，並編印不斷更新的教材、指引、手冊。經由管理面的推展

或業者的自主需求，將科技面落實至作業場所，以將空氣中

有害物的濃度降低至目標值以下，以維護作業人員之健康。

2. 通常汙染物的移除，是藉由某些吸氣設備吸氣口的「吸氣」，使空氣在污

染物散發處往吸氣口流動，此一空氣的流動將汙染物(可能是氣體、蒸氣、

煙霧、顆粒…)「攜帶」進入吸氣口，再經由管道系統排至他處。然而，是

否只要提供吸氣的氣流，汙染物就會順從的被氣流攜帶出去呢？

二、 工業通風的目的與方法

Introduction

(源頭處理) (後端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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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常實際經驗的一些案例提供我們一些事實，例如：

(1) 廁所的窗戶或牆面雖然裝設了多部排氣機，但若排氣機以及補氣的

安排不恰當(不一定是排氣量不足)，當有人衛生習慣不佳，沒有沖洗

乾淨，則可能一直存在令人不快的氣味，即使增加更多的排氣機也

無濟於事，徒然增加噪音、耗費電力；

(2) 家庭或餐廳廚房的爐台上方即使裝設了號稱馬達風機很強的大吸風量

而且設計美觀的傳統型排油煙機，室內還是到處可以聞到烹飪時洩

漏出來的油煙味，可能致病的油煙瀰漫在廚房與客廳、臥室，一般

人卻習以為常。

(3) 廠房、實驗室內，經常瀰漫化學品的氣味、煙塵到處飄散、高溫。

日常經驗的事實顯示：若使用直覺式的方法：「提供吸氣，污染物就會跟

著走；若吸不走就加大吸氣量」，通常不能解決問題。

Introduction

8

4. 欲處理「通風」的問題，在科技面需要使用「流體力學」與「空氣動力學」

的知識與技術。

「吸氣」(suction) 的流體力學在 物理、航太、機械、化工、水利、造船、

環工、冷凍空調、安衛等領域的流體力學課本以及研究論文所佔的篇幅

相對於其他主題較為稀少。

然而，「吸氣」的應用卻相當廣泛，例如：

「往復式引擎以及氣渦輪機引擎的進氣」、

「心臟舒張壓期間的血流」、

「肺部呼吸擴張期間的氣流」、

「合成噴流在腔室擴張時的吸氣」、

「工業廠房、實驗室、家庭廚房與廁所、建築物等的污染物排放與

通風」…。

因此，需要研究人員與工作人員特別關注。

Introduction



9

三、 工作或居家環境危害健康的汙染源

Introduction

分 類 特 徵 範 例

氣體 (gas) 常溫下為氣態 Cl2、CO、NOx、SOx

液體 (liquid) 常溫下為液態 硫酸、硝酸

蒸氣 (vapor) 常溫下為液態或固態之氣相 甲苯、氨氣、汞、碘、汽
油之氣相

霧滴 (mist) 懸浮在空氣中的液態微粒 硫酸霧滴、油煙

煙霧 (fume)
0.01~100 m

固體物質受熱氣化再冷凝而產
生的固態微粒

香煙的煙霧、拜香的煙霧、
燃燒稻草的煙霧、電鍍

燻煙 (smog)
0.001~1 m

物質燃燒後產生之微粒 金屬燻煙、橡膠燻煙、氣
焊燻煙

粉塵 (dust)
*可吸入性(inhalable)微粒：
0.01~100 m
*以上可吸入性微粒中，
< 10 m 者能進入呼吸道與肺部，特
別稱為「可呼吸性(respirable)微粒」

固體粒狀物
*「可吸入性(inhalable)微粒」
雲團，肉眼可部分看見。
*「可呼吸性(respirable) 微粒」
雲團在濃度小於數拾 mg/m3

時，肉眼無法看到。

水泥、矽砂、木頭粉末、
石膏粉末、穀粒粉塵

纖維 (fiber)
0.01~100 m

長徑遠大於短徑的固體粒狀物 玻璃纖維、石綿

微生物 (microbe) 細菌、病毒

動植物與相關物品 棉塵、花粉、皮屑、木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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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粒的危害

A. 微粒依粒徑的不同，對人體有不同程度的影響。若微粒的直徑為 dp，則：

(1) dp > 10 m：大多可以被擋在呼吸道之外。

(2) 2.5 < dp < 10 m：能夠進入上呼吸道，但部分可隨著分泌物等排出體外

。與dp < 2.5 m 的微粒相比， 2.5 < dp < 10 m 的微粒對人體健康危害

相對較小。

(3) dp < 2.5 m (PM2.5)：被吸入人體後會進入支氣管，干擾肺部的氣體交換

，引發哮喘、支氣管炎和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這些顆粒可能通過支氣

管和肺泡進入血液，其中的有害氣體、重金屬等溶解在血液中，對人體健

康的傷害很大。PM2.5 還可成為病毒和細菌的載體，是呼吸道傳染病的重

要傳播因素之一。

B. 環保署將大氣中 PM2.5 的濃度 p (g/m3) 分級，並提出警示的建議：

(1) p  35 g/m3：低級。

(2) 36 < p  53 g/m3：中級，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的成人與孩童

應考慮減少體力消耗，特別是減少戶外活動。

(3) p > 54 g/m3：過高，應該減少或避免戶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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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場所可能接觸到或暴露於各式各樣對人體有害的化學物質

，可能經由口、鼻、眼睛或皮膚進入人體，因此必需將對健康俱有潛在

危害的化學物質加以管理、控制及防患，期使勞動者之健康有獲得保障

的機會。

各國一般性的做法是藉著[下表]所列的方法，檢測空氣中有害化學

物質的濃度，規定檢測到的空氣中有害化學物質的濃度不可超過規定值

或建議值。這些規定值或建議值是基於職業醫學、生物醫學、動物實驗

、人體試驗、產業活動經驗、勞工對有害物質之劑量反應關係等等資料

，以法規或建議訂定出來的有害化學物質暴露上限。

各國訂定或建議之有害化學物質暴露濃度容許上限之名稱不同，例

如[下表]所示：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第二節 空氣中有害物暴露濃度容許上限值與檢測方法

一、 空氣中有害化學物質暴露濃度容許上限值與檢測法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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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日本 我國

訂
定
單
位

美國職業安
全衛生署
(OSHA)

美國國家標
準研究所
(ANSI)、
美國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
所(NIOSH)

美國政府
工業衛生
技師協會
(ACGIH)

日本産業
衛生学会

日本厚生
勞動省

日本厚生
勞動省

勞動部
職安署

勞動部
職安署

濃
度
名
稱

容許暴露界
限值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PEL)

建議暴露容
許濃度

Recom-
mended

Exposure 
Limit
(REL)

恕限值
Threshold 

Limit 
Value
(TLV)

許容濃度
(常時許容
濃度、最
大許容濃

度)

管理濃度 抑制濃度、
制御風速

容許濃度
(時量平均、短時間時量平

均、最高容許濃度)

評
價
對
象

作業環境測定有害化學物質濃度
個人曝露
有害化學
物質濃度

勞動場所
有害化學
物質濃度

局部排氣
裝置外部
有害化學
物質濃度

作業環境監測有害化學物
質濃度

測
定
方
法

個人採樣(勞工暴露) 個人曝露
測定

作業環境
測定

局部排氣
裝置性能
自動検査

個人採樣(勞工暴露)

屬
性

告示
(法規)

建議
(非法規)

建議
(非法規)

勧告
(非法規)

告示
(法規)

告示
(法規)

告示
(法規)

空氣中有害化學物質暴露濃度容許上限值與檢測法的名稱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局所排気装置の定期自主検査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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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 OSHA 對 PEL 的定義：

一種空氣中化學物質濃度的上限值，若每日暴露在低於此化學物質濃度的空氣

中 8 小時，超過 30 年，則近乎所有人員均不會產生不良效應。

The basic exposure limits are defined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a
chemical in air to which nearly all individuals can be exposed without
adverse effects for an 8-hour work-day over a 30-year career.

2. 美國 OSHA 訂定的「PEL」之數值雖有其職業醫學與生物醫學的統計基礎，

但是因為勞工日與日之間以及每日不同時間的暴露變化可能頗大，仍有一些無

法確定的因素。因此，OSHA 在 1978 年發表 PEL 時，在前言有以下之描述：

OSHA 認知人員暴露的空氣中化學物質濃度是日日有變化的，PEL 是不可超

過的最大容許值。因此，人員暴露的平均濃度必須控制在頗低於 PEL 的值，

方能合乎規定。

OSHA recognizes that there will be day-to-day variability in airborne
exposure experienced by a single employee. The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is a maximum allowable value which is not to be exceeded; hence
exposure must be controlled to an average value well below the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in order to remain in compliance.

二、美國 OSHA 訂定之「PEL」 的討論與使用

14

3. 考慮平常操作時的變異性，OSHA 規定列於 29 CFR part 1910 之物質 (例

如石棉、苯、鉛、氯乙烯、無機砷、鉻、焦爐排放物、棉塵、1,2-二溴-3-

氯丙烷、丙烯腈、環氧乙烷、甲醛、二氨基二苯甲烷、4,4-二氨基二苯甲烷

、1,3-丁二烯、二氯甲烷、呼吸性晶體二氧化矽等) 於空氣中濃度的八小時

時間權重平均值必須低於「Action Level」(一般低於 PEL)，超過時需啟動

暴露監管與醫療監控。舉例而言：鉛的 PEL 是 50 g/m3，而鉛的 Action

Level 是 30 g/m3.

OSHA 對 Action Level 的定義：

An Action Level, calculated as an eight (8)-hour time-weighted

average (and generally lower than the PEL), is a concentration

designated for specific substances listed in 29 CFR part 1910 (e.g.,

asbestos, benzene and lead) that initiates certain required activities

such as exposure monitoring and medical surveillance. For example,

the PEL for lead is 50 g/m3 while the Action Level is 30

g/m3. Action Levels must be followed.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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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L 的使用

(1)在一段長時間 T 內對現場空氣中有害物的濃度進行檢測，獲得的汙染物濃度數據 C
是隨時間 t 變化的 [C = f(t)]。通常可以分析得到三個基本量：

<1>平均值 Cave：這段長時間 T (例如 T = 8 小時) 量測結果的濃度平均、

<2>瞬間值 Cinst：這段長時間 T 內每一段短時間 t (例如 t = 15分鐘) 的濃度平均值、

<3>最大值 Cmax：這段長時間 T 內，隨時間 t 變化的量測數據出現的最大濃度值。

基於以上對美國 OSHA 訂定之 PEL 的討論，「平均值」若頗低於 (well below) PEL
值，較能降低每日變化與其他變異所造成不確定性的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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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SHA 1989 的 PEL 是以下述之一或二種方法來衡量：

<1> 最大值 (Ceiling Values)：在 PEL 表中註有 ”C” 的物質，任何時間的暴露濃度
不可超過規定的暴露極限。若瞬間量測不可行，則以每15分鐘的時間權重平均
作為判斷依據。

<2> 八小時時間權重平均值 (8-hour Time Weighted Averages, TWA)：在 PEL 表
中未註有 “C” 的物質，在一天輪班 8 小時，ㄧ週 40 小時的條件下，八小時時
間權重平均值不可超過規定的暴露極限。

<3> 短時間暴露極限 (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s, STEL)：對一組選取的化學物
質，OSHA 設定短時間週期 (4 - 30分鐘) 不可超過的「可接受的最大峰值」。

英文原文：
The 1989 OSHA PELs are measured in one of two ways:
<1> Ceiling Values. An employee’s exposure to any substance listed in Table of PEL,

the exposure limit of which is preceded by a “C”, shall at no time exceed the
exposure limit given for that substance. If instantaneous monitoring is not
feasible, then the ceiling shall be assessed as a 15-minute time weighted average
exposure which shall not be exceeded at any time during the working day.

<2> 8-hour Time Weighted Averages (TWA). An employee’s exposure to any substance
listed in Table of PEL, the exposure limit of which is not preceded by a “C”, shall
not exceed the 8-hour Time Weighted Average given for that substance in any 8-
hour work shift of a 40-hour work week.

<3> 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s (STEL). For a select subset of chemicals, OSHA has
set “acceptable maximum peak” concentrations that may not be exceeded for
short time periods (from 4 – 30 minutes).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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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的規定：

台灣法規對於在一段長時間內對現場空氣中有害物濃度進行檢測所獲得的時變數據分
析計算後所獲得之平均值、瞬間值、最大值有容許值的規定，分別稱為：PELTWA、
PELSTEL、PELC 。在「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表中，PELTWA、PELSTEL 需同時符合
規定數值；一些註記有「高」字樣的物質，尚需符合 PELC 的規定數值。敘述如下：

<1>PELTWA [時量平均容許濃度]：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值，意指勞工每天工作八小
時，一般勞工重複暴露在此濃度下，不致有不良反應。(註：美國 TWA 的條件比
台灣多一項「ㄧ週 40 小時」。)

<2>PELSTEL [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勞工任何一次連續暴露在此濃度以下15分鐘，
不致有下列情況發生：<1>不可忍受之刺激、<2>慢性或不可逆之組織病變、<3>
意外事故增加之傾向或工作效率之降低。PELSTEL可以下式，從 PELTWA 換算而得：

PELSTEL = PELTWA  Cv

其中 Cv 稱為「變量係數 」，如下表所示：

<3>PELC (最高容許濃度)：勞工任何時間之暴露均不可大於此濃度。

PELTWA 變量係數 Cv

PELTWA < 1 3.00
1  PELTWA < 10 2.00

10  PELTWA < 100 1.50
100  PELTWA < 1000 1.25

PELTWA  1000 1.00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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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以上<1>~<3>三類 PEL 的定義所量測到的濃度若各以 CTWA、CSTEL、CC，則

這些量測到的濃度值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為合格：

Introduction

單一物質 多種物質同時存在

CTWA  PELTWA

CSTEL  PELSTEL

CC  PELC

Σ(CTWA/PELTWA)i  1 

Σ(CSTEL/PELSTEL)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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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之表格為我國某些[法規]所列的 [空氣中有害物]、[粉塵] 容許濃度的

節錄範例 (非完整表格)，僅提供參考；若欲獲取詳細與最新的數值，應

尋求各國最新之[法規/建議]。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編
號

物質名稱 化學式
容許濃度 化學文摘社號

碼 (CAS No.)
備註

ppm mg/m3

1 Acetaldehyde 乙醛 CH3CHO 100 180 75-07-0

2 Acetic acid 醋酸 CH3COOH 10 25 64-19-7

3 Acetic anhydride 乙醋酸 (CH3CO)2O 5 21 108-24-7

4 Acetone 丙酮 (CH3)2CO 750 1780 67-64-1 第二類有機
溶劑

5 Acetonitrile 乙腈 CH3CN 40 67 75-05-8

6 Acetylene 
tetrabromide

四溴化乙炔
(1,1,2,2四溴乙烷)

CHBr2CHBr2
1 14 79-27-6

7 Acrolein 丙烯醛 CH2=CHCHO 0.10 0.23 107-02-8

8 Acrylamide 丙烯醯胺 CH2=CHCHNH2 0.03 79-06-1 丙類第一種特定
化學物質

9 Acrylic acid 丙烯酸 CH2=CHCOOH 10 30 79-10-7

10 Acrylonitrile 丙烯腈 CH2=CHCN 2 4.3 107-13-1 丙類第一種特定
化學物質

11 Aldrin 阿特靈 C12H8Cl6 309-00-2 禁止製造、輸入、
使用、販賣

12 Allyl alcohol 丙烯醇 CH2=CHCH2OH 2 4.8 107-18-6

13 Allyl chloride 氯丙烯 CH2=CHCH2Cl 1 3 107-05-1

14
Allyl glycidyl 
ether (AGE)

丙烯基縮
水甘油醚

H2C=CHCH2OCH
CHCH2O

5 23 106-92-3

我國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節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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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粉塵特性
容許濃度

可呼吸性粉塵 總粉塵

第一種粉塵
含結晶型游離二氧化矽
10%以上之礦物性粉塵

10 mg/m3

%SiO2+2
30 mg/m3

%SiO2+2

第二種粉塵
含結晶型游離二氧化矽
未滿10%之礦物性粉塵

1 mg/m3 4 mg/m3

第三種粉塵 石綿纖維 0.15 f/cc 0.15 f/cc

第四種粉塵

厭惡性(嚴重性)粉塵

(nuisance dust = 
particulate not 
otherwise regulated)

5 mg/m3 10 mg/m3

我國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節錄摘要)

單位 [ppm] 與 [mg/m3] 的換算法：

Y (mg/m3) = X (ppm)  M / VM

X：以 [ppm] 表示之濃度

Y：以 [mg/m3] 表示之濃度

M：污染物之分子量 (g/mole)
VM：為空氣之莫耳體積，在 l atm、25℃ 時，VM＝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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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訂有污染物濃度檢測方法，使用這些方法檢測出來的污染物濃

度必須低於政府訂定的污染物濃度容許的上限值(例如：美國的PEL、日

本的「管理濃度」與「抑制濃度」、台灣的「容許濃度」…)。

這些污染物濃度檢測方法包括：

(1)「作業環境監測」：用以檢測勞動場所勞工個人暴露以及作業環境中

有害化學物質濃度。

此類測定通常有以下兩類檢測法：

<1>勞工暴露實況測定(個人採樣) → 用以檢測勞工個人曝露濃度。

有害物質之濃度偵測器由勞工佩戴，夾在勞工衣領，以呼吸區為主

，距鼻子不可超過30公分。偵測勞工作業期間(通常是8小時)有害

物濃度隨時間的的變化值。再依後面所述的方法計算長時間平均、

短時間平均(瞬間值)、最高值。

<2>勞工作業環境實態測定(區域採樣) → 用以調查污染源或評估工程

控制效能。依照勞工作業之行動範圍及有害物質之分佈狀況，擬訂

出測定區域之測定點，包括：

三、 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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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測定：測定區域以每 3 m為原則，等間隔劃分縱橫線，取縱橫線的交

點為測定點，於勞工呼吸帶之適當高度(離地面大約50 ~ 150

cm)，隨機取5~20點以採樣器取樣，每點採樣時間10分鐘以

上，取其時間平均值。

B測定：對最高暴露值之場所及時間，另外實施測定，以補強A測定。

(2)「局部排氣裝置性能(自動)檢查」：用以檢測吸氣設施的性能。對於某

些化學物質，檢測氣罩吸氣引致之氣流在有害物發散最遠位置的風速，

所量測到的風速必需高於規定的臨界風速(在日本稱為「制抑風速」)；

對於某些化學物質，檢測氣罩外部或開口面規定位置的污染物洩漏濃度

，所量測到各規定位置的污染物濃度經公式計算後的數值必需低於規定

的臨界濃度(在日本稱為「抑制濃度」)。

Introduction

1. 降低 -- 整體通風 (一般通風)；(我國法規名詞：整體換氣)
(General Industrial Ventilation 或簡稱 General Ventilation)

藉整體性的吹氣、吸氣或開口自然通風以稀釋室內整體的汙染物濃度

與/或降低溫度。

2. 移除 -- 局部通風 (我國法規名詞：局部排氣、局部通風 )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或簡稱 Local Ventilation)

於汙染源或熱源發生處裝置氣罩、排油煙機、氣櫃、生物安全櫃 …
以吸氣或吹/吸氣將溢出之汙染物與/或熱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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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通風方法的架構與分類

Introduction

工業通風的方法係以 [流體力學/氣動力學]之原理與方法，降低或移除工作

場所或居家環境中危害健康之汙染物濃度與/或溫度，並維持作業場所的舒

適。

註：(1) 在本課程中，無論是使用「局部通風」或「局部排氣」，均指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2) 在本課程中，無論是使用「整體通風」或「整體換氣」，均指
General Industrial Ventilation。



通風方法的架構與分類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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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氣(供氣)系統

通風
Ventilation

整體通風 局部通風

排氣
Exhaust

補氣
Makeup Air

局部排氣系統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System

Makeup Air 
Supply System

自然通風
Natural 
Ventilation

強制通風
Forced 
Ventilation

機械通風
Mechanical
Ventilation

或

General Industrial Ventilation
或簡稱

General Ventilation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或簡稱

Local Ventilation

熱浮力
通風

側向自
然對流

吹氣、
開口自
然逸出

吹氣
+

吸氣

吸氣、
開口自
然補氣

氣罩、管道、
空氣清淨裝置、
風機、煙囪

風機、管道、
空氣清淨裝置、
空調設備、
吹氣口

許多製造商、經銷商的廣告宣稱「我的[氣罩/氣櫃]產品」

馬達/風機最強，所以風量大、吸力強，因此最有效！

這樣的宣告 對嗎 ?

Introduction

吸氣風量 Qs 大，吸力就比較強嗎？

吸氣風量 Qs 大，就比較有效嗎？

一、 吸氣量大 ===== 吸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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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一 個 問 題



二、 一個傳統型化學排氣櫃的洩漏

(Picture quoted from website)

Vface (m/s)

Cleak
(ppb)

Leakage 
concentration
measured at 
manikin’s 
breathing 
zone

Face velocity

?

Introduction

化學排氣櫃的一般外觀

Ivany, R., First, M. W., and Diberavdinis, L. T., “A new method for quantitative, in-use 
testing of laboratory fume hoods,” Am. Ind. Hyg. Assoc. J., 1989, Vol. 50, No. 5, pp. 27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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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幾何參數 —
* 吸氣口面積 A
* 吸氣口形狀

* 凸緣尺寸與形狀

* 安裝位置與方向

(2) 流體流動參數 —
* 吸氣流率 Qs

* 吸氣速度 Vs

* 壓力 Ps, Pv, Pt

(3)  流動的物理特性 —
* 氣動力學、流體力學、熱力學、熱傳學

(a) Receiving Hood

(b) Capturing Hood

(Pictures 
quoted from 
website)

三、 氣罩設計的重要參數

吸氣流率 Qs 並非唯一影響氣罩性能的主要參數。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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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氣量大  吸力強  洩漏少

未依循正確的氣動力原理設計氣罩，僅以最原始的方法：

「增加吸氣量」來解決問題，徒然增加電力消耗與噪音，

對洩漏的減低僅能達到一定程度。

Qs Vs

Qs =  A   Vs

Introduction

四、 吸氣量、吸力與洩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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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道系統設計不良與/或風機匹配不恰當。

(未預先依據學理設計與計算，導致全部、部份或者管道尾端

的氣罩吸氣不足，無法達到氣罩設計時的入口吸氣速度。)

(2)  氣罩設計不良 (污染物移除效率低)。

(3) 環境干擾氣流太大。

(4) 沒有補氣或補氣不良。

第五節 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的原因與改善方向

這四個原因可能同時發生，也可能部分發生。其中任何一項缺失，都可

能導致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

後二項「(3)沒有補氣或補氣不良」、「(4)環境干擾氣流太大」雖然不

是氣罩或管道/風機的問題，而是氣罩所在空間環境的問題，但若沒有

處理好，則即使氣罩與管道/風機設計均很好，卻是會造成汙染物洩漏

的「致命因素」。[參考第二章]

一、 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的原因

必須優先處理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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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若使用直覺式的方法：「提供吸氣，污染物就會跟著走；若吸不走就

加大吸氣量」，通常不能解決問題。

2. 若一個「局部排氣」吸氣設備設計不良(沒有依循正確的氣體動力學)，
則過大的吸氣速度(或者吸氣流量)只會造成不必要的能源損耗以及過

大的噪音，卻得不到預期的效果，某些情況反而造成洩漏增加。吸

氣設備必須要依循正確的氣體動力學原理設計，並匹配恰當的「後

勤支援系統」(管道、風機…)，方能以合理的能源損耗來降低洩漏以

及噪音。所以，「吸氣設備 (氣罩、氣櫃…)」與「管道/風機…」具

有同等重要性，不可偏廢。

3. 造成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的原因，主要的有四個層面：

<1>環境干擾氣流、

<2>沒有補氣或補氣不良、

<3>氣罩設計不良、

<4>管道系統設計不良與/或風機匹配不恰當。

改善方向也必須朝這四個層面考量。

第六節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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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使用於規範「作業環境測定」與「個人採

樣」檢測之結果，似顯寬鬆 (參考前節對PEL的討論：Exposure must be 
controlled to an average value well below PEL)。若不考慮法規面，單

純就技術面而言，無論法規如何訂定，長期處於有毒物質的環境，即使微

量，並不一定能「保證必然安全」。所以，如果技術面能夠做到「遠低於

容許標準」或「幾乎無洩漏」，且能源消耗量在可容許與合理的範圍 (有效

的通風設計，不一定需要大的吸氣流率)，則應該盡量朝「發展好的技術以

達到幾乎無洩漏」努力。

5. 英國與美國的通風法規均針對「作業環境測定」與「個人採樣」的空氣中

有害物濃度有管制。英國並無針對「通風設備風速或風量之檢查」；美國

有少數種類有「通風設備風速或風量之規定」。日本除了針對「作業環境

測定」與「個人採樣」的空氣中有害物濃度有管制之外，尚針對「局部排

氣裝置性能自動検査」規定了「制抑風速」與「抑制濃度」。我國參考美

國的「PEL」、「REL」、「TLV」訂定「容許濃度」，但仍有不同；台灣

參考日本的法規與指引訂定多種法規與指引，但亦有許多不同。如何融合

兩個不同的系統，且不遺漏各自重要的精神，需要各方賢達的貢獻努力。

6. 「控制風速」應較適合作為吸氣設備設計的參考參數，而不適合作為衡量

「吸氣設備性能」的指標。

Introduction



第二章 通風系統的氣動力問題

Aerodynamics

第一節 往吸氣口的風速隨離開吸氣口的距離下降太快

第二節 環境氣流的影響

第三節 流動邊界層分離 (Flow Boundary-layer Separation)

第四節 鈍體效應 (Bluff-body Effect)

第五節 汙染物質點尺寸效應

第六節 管道系統設計不良以及風機匹配不恰當

第七節 補氣不恰當

第八節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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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通風系統設計與改良方法

導致通風系統低效或失效的氣動力因素

Aerodynamics

工程性原因：

物理性原因：

(1) 往吸氣口的風速隨離開吸氣口的距離下降太快

(2) 側風的影響

(3) 流動邊界層分離

(4) 鈍體效應

(5) 汙染物質點尺寸效應

(6) 管道系統設計不良、風機匹配不洽當

(7) 補氣不恰當

氣罩

管道、
風機、
開口

34



1.  Flow Field under a Hood

Aerodynamics

y/D (%)

V / Vs
(%)

Circular Opening

Vs

Figure quoted from ACGIH Manual 35

Vs

Pollutant

Iso-velocity 
Line

Streamline

(a) 無凸緣 (b) 有凸緣

第一節、 往吸氣口的風速隨離開吸氣口的距離下降太快

2.  Centre Line Velocity of a Suction Hood

Aerodynamics

想想吸塵器的例子!!!

Pollutant
若 Vs = 10 m/s  V  3 cm/s  at  y/D = 7

但裝設在低位置，又會影響作業員的動作!!!

0 1.0 2.00.5 2.51.5
y / D

y/D V/Vs

0      100.0 % 
1       7.8  %
2         3.0  %
3         1.4  %
4         0.8  %
5         0.5  %
8         0.2  %

10         0.1  %

V (y)  y -2

V

36

Vs

y

V

D

Huang, R. F., Sir, S. Y., Y.-K. Chen, W.-Y. Yeh, C.-W. Chen, and C.-C. Chen, “Capture envelopes of rectangular hoods in 
cross drafts,” America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62, Sep./Oct. 2001, pp. 563-571. 

Measured by Hot-
Wire Anemometer

Huang et al.’s Experimental Results (2001) 



由於流體往吸氣口流動的速度隨著與吸氣口的距離增加而下

降太快 (V  y -2)，所以氣罩必須盡量靠近汙染源。

然而，當氣罩盡量靠近汙染源時，往往會阻礙作業員的工作。

實際使用氣罩時，必須克服此一兩難的困境。

Aerodynamics

3.  吸氣原理與實際使用難以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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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若要使用錐形上吸式氣罩，則吸氣口需盡量靠近污染源發生處，

且吸氣量必須足夠大。

(2) 改變氣罩型式(如槽狀吸氣口)與吸氣方向(如側吸式、後吸式、

下吸式)，使吸氣口能盡量靠近污染發生處而不影響作業。

(3) 若污染物有高溫，則上吸式氣罩的凸緣要加大，吸氣量也必須

加大，凸緣四周可以懸掛帷幕或垂簾，並留補氣間隙。

(4) 使用不須要太大風量的特殊氣罩設計技術，如AC (推挽式氣簾)、

IAC (傾斜推挽式氣簾) 、IQV (傾斜四渦流)、IQV-com 等等。

Aerodynamics

請參考「第一部份 第四章 傳統型氣罩設計與改良方法」、

「第二部份 創新型氣罩設計專題」

4.  降低「氣罩吸氣速度隨距離下降太快」影響的設計注意事項

38



Aerodynamics

第二節 環境氣流的影響

1.   Flow Pattern

Half Rankine Body-of-Revolution

No Draft

Dividing Stream-surface

Suction 
Opening

Flange

Vs

Vc

Cross 
draft

S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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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ang, R. F. and Sir, S. Y., “Capture envelopes of rectangular hoods in cross drafts,” America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62, 
Sep./Oct. 2001, pp. 563-571. 
(2) Huang*, R. F. and Chen, J. L., “The capture envelope of a flanged circular hood in cross drafts,” America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62, March/April 2001, pp. 199-207. 

Aerodynamics

Flow Pattern in Symmetry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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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st workplaces a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draft!!!

LDV (laser Doppler velocimeter) measuremen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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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d s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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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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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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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ffects of R on Dividing Streams

44

氣罩吸氣時，若周圍有環境氣流(例如：風扇、冷氣、人員走動、作業員

手部與身體的動作…)，則流場立刻轉變，變成極容易洩漏。環境氣流對氣罩

吸取污染物的戕害是很大的，應該設法降低環境氣流的影響程度。

若一污染物發生源置於一氣罩吸氣口上游距離吸氣口  處，氣罩吸氣速

度 Vs，若有一股側風 Vc 吹過，則可以使用上頁的方程式計算出可以承受的最

大 R 值，再將可以承受的最大 R 值乘以 Vs 即可得到可以承受的最大 Vc 值；

若實際側風速度大於計算出來的可以承受的最大 Vc 值，則分隔流線與氣罩中

心線交點到氣罩吸氣口中心點距離即會小於污染物發生源至氣罩吸氣口的距離

，造成污染物洩漏。上頁的方程式並未考慮紊流的效應，應用時亦需逐例計

算，且須以上頁的方程式修正污染物發生源有寬度時的效應。

實際的環境氣流的方向與大小隨時間而變，並非恆定，紊流也非定常，

所以必須依據經驗予以簡化方能使用。工程應用上，常常依以下方法簡化，以

考慮側風導致氣罩失效的影響：

工廠依據平常情況正常操作時(例如平常作業時開啟的門、窗、電扇、冷

氣、器械…照常開啟)，必需注意以下之環境氣流情況：

若環境干擾氣流 Vdraft，當 Vdraft,max > 0.2 m/s 時，對氣罩的性能通常會產生

致命的傷害。

4. 氣罩所處空間環境干擾氣流的上限

Aerodynamics



5. 降低「環境干擾氣流」影響的設計注意事項

(1) 四周可加裝垂簾或擋板以阻擋環境干擾氣流。其中一面垂簾或擋板

可捲起或升起，或左右拉開，以容許作業員工作或進出。需留自然

補氣口或進行強制補氣。

(2) 汙染源出口與氣罩附近不可吹風扇。若一定要吹風扇，則必須盡量

靠近地面，遠離汙染源出口與氣罩，且風速盡量低。

(3) 工作人員應盡量減少在汙染源出口與氣罩附近走動的機會，若要走

動，行動速度需盡量緩慢。

(4) 使用較能克服「環境干擾氣流」的特殊氣罩設計技術，如AC (推挽

式氣簾)、IAC、IQV-bsc、IQV-com 等等。

Aerodynamics

請參考「第一部份 第四章 傳統型氣罩設計與改良方法」、

「第二部份 創新型氣罩設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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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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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流動邊界層分離 (Boundary-layer Separation)
Aerodynamics

1.  Flow Boundary-Layer on a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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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 top, 
Doorsill, 
Side post

Aerodynamics

(1) Flow Passing a Corner

U

方柱水平截面

Re = 2144

Re = 3144

2.  Examples of Boundary-Layer Separation

47

(1) Huang, R. F. and Lin, B. H., “Effects of flow patterns on aerodynamic forces of a square cylinder at incidence,” Journal of
Mechanics, Vol. 27, No. 3, 2011, pp. 347-355.
(2) Huang, R. F., Lin, B. H., and Yen, S. C., “Time-averaged topological flow pattern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vortex shedding of a

48

一個通風案例：

工作檯面前端產生邊界層
分離，並形成一個迴流泡，
逆流將汙染物帶至上游，
並在迴流泡內滾轉滯留一
段時間，迴流泡內高濃度
的汙染物將會以「分子擴
散」(molecular diffusion)
以 及 「 紊 流 飄 散 」
(turbulent dispersion) 的
物理機制與外界交換質量，
造成汙染物洩漏；若此時
有環境氣流吹過，積蓄在
迴流區內的高濃度汙染物
(形同「蓄毒」) 的洩漏更
可預期。

Leakage 
induced by 
Molecular 
Diffusion & 
Turbulence 
Dispersion

Leakage 
induced by 
Molecular 
Diffusion & 
Turbulence 
Dispersion

迴流將汙染物攜帶至上游的例子。

(2) Flow Passing a Corner

Aerodynamics



3. 降低「流體邊界層分離」影響的設計注意事項

Aerodynamics

請參考「第二部份 創新型氣罩設計專題」

(1) 使用「邊界層分離控制技術」，例如：流線型導板、平面噴流、

AC (推挽式氣簾)、IAC、IQV、IQV-bsc、IQV-com 等等。

(2) 工作人員應盡量減少在櫃形體氣罩開口附近走動的機會，若要走

動，行動速度需盡量慢。

(3) 會引致「流體邊界層分離」的工作檯前緣或櫃形體氣罩開口附近

不可吹風扇。若一定要吹風扇，則必須距離地面近、遠離汙染源

出口與氣罩，且風速低。

49

第四節 鈍體尾流效應

Aerodynamics

1.   Wake downstream a Bluff Body

Consider a person’s body as a bluff body

When a person stands in front of a suction device, 
what happens with the flow downstream the 
person’s chest?

Shoulder

Head

Flow

Wake

? Suction

Pollu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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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dynamics

2.   Examples of Bluff-Body Effect

(1) 平板下游

(1) Huang, R. F. and Lin, B. H., “Effects of flow patterns on aerodynamic forces of a square cylinder at incidence,” Journal of
Mechanics, Vol. 27, No. 3, 2011, pp. 347-355.
(2) Huang, R. F., Lin, B. H., and Yen, S. C., “Time-averaged topological flow pattern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vortex shedding of
a square cylinder in crossflow at incidence,” Journal of Fluids and Structures, Vol. 26, No. 3, 2010, pp. 406-429.

(a) Low Re (Reynolds Number) (b) High Re (Reynolds Number)

U

方柱水平截面

(2) 方柱下游

Re = 2144

Re = 3144

A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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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ang, R. F. and Lin, B. H., “Effects of flow patterns on aerodynamic forces of a square cylinder at incidence,” Journal of
Mechanics, Vol. 27, No. 3, 2011, pp. 347-355.
(2) Huang, R. F., Lin, B. H., and Yen, S. C., “Time-averaged topological flow pattern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vortex shedding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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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 V

水平分量

垂
直
分
量

後吸式：

上吸式：

速度 V

無作業員 作業員立於檯前

(3) 作業員立於後吸式氣罩前方

一個通風案例：

工作檯面有加熱源，汙染物從
被加熱的容器上方開口以強烈
紊流狀態往上散逸(烹飪時的排
油煙機是其中一例)。

(1)工作檯面前方無作業員：
若採取後吸式氣罩以盡量靠近
汙染物散發口，則大部分污染
物被吸入吸氣口；若為高溫加
熱，且若汙染物產生率高時，
則仍可能有部分汙染物因強烈
紊流與浮力效應而往上散逸，
未能被吸氣口捕捉。
(2)工作檯面前方有作業員：
若採取後吸式氣罩以盡量靠近
汙染物散發口，則當作業員立
於檯前工作時，因後吸式氣罩
氣流的水平速度分量較大，在
作業員前方形成強烈的回流，
汙染物好容易因而散逸出來。
此種情況在高溫加熱，且汙染
物產生率高時特別嚴重。

3.  降低「鈍體尾流效應」影響的設計注意事項

Aerodynamics

請參考「第二部份： 各種創新型氣罩設計專題」

(1) 使用一般型氣罩或櫃形體氣罩時，作業員工作時身體至少離開一

段距離 ，且工作時動作要慢。

(2) 使用AC (推挽式氣簾)、IAC、IQV、IQV-bsc、IQV-com等等

流動控制技術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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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汙染物質點尺寸效應

55

Schutle, P., Geraci, C., Zumwalde, R., Hoover, M., Kuempel, E.: Occupational risk management of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 
JOEH, Vo. 5, 2008, pp. 239-249.  Also Figure 13-67-1 of ACGIH Manual
(1) Particles with diameter of 200~300 nm have minimal diffusion and inertial properties and are easily transported 

by moving air and captured.
(2) Particle motion by diffusion increasingly dominates as particle diameter decreases below 200 nm.
(3) The inertial behavior of large particles, especially those ejected from energetic processes such as grinding,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particle diameter, enabling them to cross the streamlines of moving air and avoid capture.

*

Behaviors of a Particle in a Flow

2. 降低「 汙染物質點尺寸效應」影響的設計注意事項

(1) 汙染源盡量接近吸氣口。

(2) 加大凸緣。

(3) 加大吸氣速度。

Aerodynamics

請參考「第一部份 第四章 傳統型氣罩設計與改良方法」

56



<1> 由一部風機提供整個管路系統與各型氣罩的吸氣。

<2> 設計者以最大吸氣量 Qs = 500 CMM (P = 0時) 以及最大靜壓 P = 180 mm Aq
(Qs = 0時) 估算風機能否提供管路系統壓損以及所需的總吸氣量。

因此各個氣罩的吸氣量遠遠不足且遠端的氣罩吸氣幾乎趨近於零。

第六節 管道系統設計不良以及風機匹配不恰當

Aerodynamics

1. 管路系統分歧、綿長，未經仔細計算設計，而且僅由一或二部風機提供

整個系統的吸氣。雖有 damper 分配氣流，但遠端氣罩吸氣量非常小。

風機/馬達規格：
Q = 500 CMM
P = 180 mmAq
30 kW, 3, 4P, 
380 V, 60 Hz
1480 RPM

一個設計不佳的案例

風機後處理器

?

Q at P = 0
P at Q =0

57

2. 排氣系統壓損未經仔細計算設計，風機的 [壓力/風量] 特性未釐清，

導致匹配不恰當，風機在需求流率所對應之壓力低於排氣系統壓損，

導致氣罩的吸氣速度不足 (吸氣量不足) 。

Aerodynamics

Q*

P*
Fan 
performance 
curve

System 
impedance 
curve

P

Q

P at Q = 0

Q at P = 0

.

.
0

0
Qmax

P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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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降低「管道系統設計不良以及風機匹配不洽當 」影響的設計注意事項

(1) 對於以下四項工作：

「排氣系統的配置」、

「靜壓平衡計算」、

「風機/排氣系統 P-Q 匹配」、

「排氣系統建置完成後的調整」，

均需依據正確的科學方法仔細「定量」計算，切不可僅以

「經驗」或「想像」估量。

請參考「第一部份 第六章 管道系統的設計與計算」

A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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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補氣不恰當

Aerodynamics

1. 補氣的功能

當氣罩吸氣時，氣罩所在的房間，因空氣被抽出室外，室內壓

力遂漸降低(ㄧ直到一段時間之後達到一個穩定值)，室內、外將

產生一個壓力差(室內壓力低於外氣壓力)。當室內壓力低於外氣

壓力時，由於以下兩個原因，將使汙染物容易洩漏：

(1) 室內壓力低於外氣壓力時，相當於風機(吸入口在室內，排

出口在室外)要克服的「壓力差」或「壓力損失」變大，所

以吸氣量會減小。

(2) 室內壓力降低時，空氣變得較稀薄，汙染物較容易擴散出

來，不易被吸氣口捕捉。

因此，必需由室外引入新鮮空氣，以補充室內被吸走的空氣，

使室內、外的壓力差達到目標的數值，此種方法稱為「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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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氣的方法

(1) 自然補氣(被動補氣)：

吸氣罩所在之房間設有窗、門或刻意裝設的開口，當吸氣罩吸氣時，

室內壓力降低，外氣因而由窗、門的縫隙(或打開的間隙)或刻意裝設

的開口被吸入室內。

(2) 主動補氣：

吸氣罩所在之房間設有開口，開口連結風機、管道，將吸氣罩所在房間

外界的空氣主動供應入室內。

案例： 家用廚房排油煙機 採用自然補氣。
使用家用廚房排油煙機時，遠離油煙機排出口的窗或門務必留有開口
(10~20 cm以上即可)，不可全部關閉。 若實在無法使用自然補氣時，
可採取主動補氣；
靠近油煙機排出口的窗或門務必關閉，以免排出的油煙倒吸回室內。

大多數人未意識到此點，排油煙機廠商也未提醒使用者。

Aerodynamics

案例： 商用(餐廳)廚房排油煙機常需採用主動補氣。
使用商用廚房排油煙機時，因吸氣量大，且經常無法使用自然補氣。
必須使用主動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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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補氣 (被動補氣)

氣罩、
氣櫃、
排油煙
機…

窗
補氣孔

門

Aerodynamics

(1) 當吸氣罩吸氣時，外氣由窗、門的縫隙(或打開的間隙)或刻意裝設的開

口被吸入室內。此時，室內壓力會低於室外的壓力。

(2) 可藉由調整「窗、門或開口的的大小」來調整室內、外的壓力差。

窗、門的縫隙(或打開的間隙)或刻意裝設的開口愈小空氣被吸入室內的

阻力就愈大，室內、外的壓力差就愈大。自然補氣開口的大小應使室內

維持 P  -3 Pa。

(3) 補氣孔的位置若不恰當，常常會產生局部迴流區，使汙染物久久不散；

或造成干擾氣流， 使汙染物洩漏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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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

地板

補氣罩
吸氣罩

4. 主動補氣
Aerodynamics

(一) 功能

(1) 經由風機、管道的設置，將吸氣罩所在房間外界的空氣主動供應入室內。藉著調整補氣

流量(Qm)與吸氣流量(Qs)的比例 (RQ = Qm / Qs)，可使室內壓力大於(RQ > 1)、等於(RQ =
1)或小於(RQ < 1)外氣壓力。

(2) 若室內壓力等於或稍大於外氣壓力且補氣氣流不造成室內環境氣流干擾時，對吸氣設備

移除汙染物的效能是有利的；但可能導致能源的浪費，且若室內空氣有汙染物，則汙染

物可能由縫隙洩漏至室外。若室內壓力小於外氣壓力且/或補氣氣流造成室內環境氣流干

擾時，對吸氣設備移除汙染物的效能是不利的。主動補氣的流率應使室內維持

P  -3 Pa。

(二) 方法

(1) 可使用「差壓計」量測室內、外的壓差，調整補氣流量(Qm)與吸氣流量(Qs)的比例，以

達到室內壓力為正壓、大氣壓或負壓。

(2) 補氣氣流的出口流速應盡量降低，必要時出氣口應加裝擴散器以降低出口流速，藉以減

小室內環境干擾氣流的影響。

(3) 補氣罩應盡量遠離吸氣罩，並盡量靠近遠端的牆面，使補氣氣流藉著Coanda effect貼著

牆面向下溢出，可減小室內環境干擾氣流的擾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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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

Diffusor

Flow
Distributor

Uniform Flow

補 氣 罩

(1) 補氣罩可做成二維擴張型，如此可使出口氣流速度減小，並可貼牆安裝。

(2) 若補氣罩的擴張角太大，則補氣罩內會有偏流現象，使得補氣罩出口風速極
不均勻。此時可在補氣罩內加裝數片隔板(或其他方法)，以調整出口風速均勻
度。隔板的形狀、數目、分佈、間隔等需要以CFD或實驗獲得最佳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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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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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風系統最常見的七種氣動力問題

(1) 吸氣速度隨離開吸氣口的距離下降太快

(2)  干擾氣流的影響

(3)  流動邊界層分離

(4)  鈍體尾流效應

(5) 汙染物質點尺寸效應

(6) 管道系統設計以及風機匹配不洽當

(7) 補氣不恰當

2.  吸氣速度、流動邊界層分離、廻流、紊流對汙染物洩漏的效應

Ivany, R., First, M. W., and 
Diberavdinis, L. T., “A new method 
for quantitative, in-use testing of 
laboratory fume hoods,” Am. Ind. 
Hyg. Assoc. J., 1989, Vol. 50, No. 5, 
pp. 274-280.

Combined Effect

Effect of increasing Vs

on leakage induced by  
#(3)、(4)、(7)

Effect of increasing Vs
on leakage induced by 
#(1)、(2)、(5)、(6)

Vs,  Qs

Cleak

A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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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氣設備效能的一般行為

(Leakage 
Level)

Qs
(Suction Flow Rate)

High

Low

Low High

Devices designed following 
correct physical principle

Devices NOT designed following 
correct physical principle

Cleak X

O

Under 
suction

Over 
suction

A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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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上幾種「氣體動力學」、「流體力學」的流動現象，在吸氣罩

設計時，若不經「流動控制技術」(Flow Control Technology)
處理，在實際應用時，常常成為汙染物洩漏的源頭。

A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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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許多手冊提醒我們許多吸氣罩的一般設計原則，但由於氣體動力學的

物理現象複雜而視情況而異，故很難一一揭示設計細節的 Know How。

因此，以下第(1)、(2)、(5)、(7)項雖有提及，但並未有深入的物理探

討與細膩的解決辦法；第(3)、(4) 項較少觸及；第(6)項有一些個案範

例，但不易直接套用至實際案例。

工程性問題：

(1) 往吸氣口的風速隨離開吸氣口的距離下降太快
(2) 側風的影響
(3) 流動邊界層分離
(4) 鈍體效應
(5) 汙染物質點尺寸效應

(6) 管道系統設計以及風機匹配不洽當
(7) 補氣不恰當

物理性問題：
排氣系統的氣動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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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欲發展創新而有效的通風設計方法與細節，必需同時考量 所有

7 個物理性與工程性問題，並與氣體動力學的基礎研究結合。

後續討論的「排氣系統改善案例 」以及「創新型氣罩專題討論」

中有不少有別於傳統的設計例子。

Aerodynamics

第一章 通風系統設置、檢測、維修保養注意要項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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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通風系統設置、檢測、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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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通風系統效果不彰的改善方向與維修保養要項

一、 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的原因以及檢測要項

Testing & Maintenance

(1) 管道系統設計不良與/或風機匹配不恰當。

(未預先依據學理設計與計算，導致全部、部份或者管道尾端

的氣罩吸氣不足，無法達到氣罩設計時的入口吸氣速度。)

(2)  氣罩設計不良 (污染物移除效率低)。

(3) 環境干擾氣流太大。

(4) 沒有補氣或補氣不良。
必須優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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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原因可能同時發生，也可能部分發生。其中任何一項缺失，

都可能導致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

後二項「(3)沒有補氣或補氣不良」、「(4)環境干擾氣流太大」雖

然不是氣罩或管道/風機的問題，而是氣罩所在空間環境的問題，

但若沒有處理好，則即使氣罩與管道/風機設計均很好，卻是會造

成汙染物洩漏的「致命因素」。[參考第二章]

在處理改善「管道系統設計不良與/或風機匹配不恰當」與「氣罩

設計不良」之前，需同時或先將「補氣」以及「環境干擾氣流」做

好，使得

環境干擾氣流速度 Vd  0.20 m/s、

室內外壓力差 ∆P = Proom – Poutdoors 符合 ∆P  -3 Pa 。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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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氣流

2.  補氣

貳、 「設計」專業人員制度

因此，局部排氣裝置的檢測可包括：

4. 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

淨裝置、風機)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靜壓或差壓。

3. 氣罩吸氣速度、

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安裝位置與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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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通風設備效果不彰，容許濃度檢測不合格，建議從以下方向考慮改善與維

修保養：

(1) 干擾氣流：

<1> 氣罩所在廠區、房間、隔間減小或阻止環境干擾氣流的設計是否恰當？

<2> 氣罩是否在門、窗、冷氣、電扇出氣口附近？

<3> 補氣是否引致額外環境干擾氣流？

(2) 補氣：

<1> 是否有補氣？

<2> 需不需要主動式補氣？

<3> 如何使補氣足夠？補氣是否均勻？

二、 通風設備效果不彰的改善方向與維修保養要項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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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罩：

<1> 氣罩設計、製作、安裝是否恰當？

<2> 氣罩入口風速是否達到設計的目標值？

<3> 汙染物發散源與氣罩吸氣口之間的距離與兩者之間的相對位置與距離

是否在氣罩設計的目標值之內？

<4> 吸氣口以及汙染物發生源與氣罩吸氣口之間是否有阻礙物？

<5> 氣罩有否腐蝕或破損？

(4) 管道/風機：

<1> 管道設計、製作、安裝是否恰當？

<2>風機馬達組與管道 P-Q 需求的匹配是否恰當？

<3> 管道有否破損或凹陷？

<4> 管道內有否沉積物？

<5> 風機馬達組性能是否已下降或故障？

<6> 濾網、空氣清淨裝置是否未清理？

<7> 風機之旋轉方向是否正確？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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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局部排氣裝置的設置、檢測、維修保養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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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國外通風「源頭管理」制度

壹、 Introduction

美國 英國 日本

基本法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29 CFR (OSH-29 CFR)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Act

勞動安全衛生法

人員訓練
與認證

參加 ABIH (American 
Board of Industrial 
Hygiene) 認可之工業衛

生或安全相關訓練課程並

經工業衛生師認證通過，

可獲得工業衛生師資格

(Certified Industrial 
Hygienist, CIH)

BOHS (British 
Occupational 
Hygiene Society)與
UKAS (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
有訓練課程與認證制度

經考試認證通過

得為有機溶劑作

業主管、粉塵作

業主管、鉛作業

主管、特化作業

主管

78

美國 英國 日本

合格人員
可從事之
工作

作業環境採樣及分

析、工程控制 /通
風、健康風險評估

及危害通識、工業

衛生管理、噪音、

其他。

局部排氣裝置應由

經過充分訓練及合

格人員進行局部排

氣系統之功能維護、

維修、檢查。

需指定作業主管擔任通風

設備檢點等監督工作：對

於有機溶劑、粉塵、特定

化學物質、鉛作業，應指

定不同之有害物作業主管

(經過技能培訓課程結訓者)
擔任，決定作業方法，並

從事指揮勞工作業，監督

通風檢點及個人防護具之

使用維護等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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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英國 日本

通風系統

設計、建造、安

裝、檢測及維修

保養技術參考

國家標準：

ANSI/AIHA Z9.1、Z9.3、
Z9.4、Z9.5、Z9.6、
Z9.7； NFPA 91-1999、
45-2000；
ANSI/ASHRAE 62-2004、
55-2004、52.1-2004、
52.2-1999、110-2016；
ANSI F3.1-2000
指引：

ACGIH Manual；
ANSI/AIHA Z9.2；
ANSI/NFPA Z33.1；
NSF Z9.2-1960、Z33.1-
1961；
ASHRAE Handbook；
OSHA Technical 
Manual-Ventilation 
Investigation...

指引：

HSE 的 HSG54、
HSG258、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regulations、
A guide to LEV；
HAS (Health and 
Safety Authority)的
LEV Guidance；
BOHS的Proficiency 
Module Syllabus P601-
604、
COSHH Essentials…。

指引：

(1)局所排気装

置の定期自主

検査指針、

(2)吹吸型排気

装置の定期自

主検査指針…。

壹、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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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項執行情形
壹、法規修正作業準備
一、手冊(草案)三、 「源頭管理」流程

經嚴格訓練而勝任的
「設計」專業人員

製作
安裝
試運轉

運轉

原始性能
測試

定期(重點)檢測

…設計

「原始性能測試」結果需與
「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報告」
比較：
(1)環境氣流速度、
(2)補氣、
(3)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4)氣罩安裝位置與距離、
(5)吸氣口速度。

「定期(重點)檢測」結果需與
「原始性能測試」結果
比較：
(1)環境氣流速度、
(2)補氣、
(3)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4)氣罩安裝位置與距離、
(5)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上下游靜

壓孔的靜壓或差壓。

維修保養

目前制度運轉重點
從「設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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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專人(或供應者)設計、由勞
工、監督人員或專業人員執
行檢查與維修保養。

2.要求供應及設計人員繳交：
(1)「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報告」
(2)「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

試報告」
(3)「局部通風系統操作、檢查

與維修保養手冊」

3.要求檢查人員繳交：
(1)「局部通風系統定期(重點)

檢查紀錄表」

4.要求維修保養人員繳交：
(1)「局部通風系統維修保養紀

錄表」

雇主 供應及設
計人員

1.設計「局部通
風系統」

2.撰寫/制定：
(1)「局部通風系

統設計報告」
(2)「局部通風系

統原始性能測
試報告」

(3)「局部通風系
統操作、檢查
與維修保養手
冊」

(4)「局部通風系
統定期(重點)
檢查紀錄表」

(5)「局部通風系
統維修保養紀
錄表」

檢查人員

1.目視檢查局
部通風系統
各元件之損
壞情況。

2.量測、評估
局部通風系
統各元件之
效能，且能
有效控制排
放源及暴露

3.填寫「局部
通風系統定
期 (重點 )檢
查紀錄表」
。

1.對局部通風
系統各元件
之效能進行
維修保養。

2.填寫「局部
通風系統維
修保養紀錄
表」

維修保
養人員

Testing & Maintenance

四、「源頭管理」局部排氣裝置相關人員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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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氣流

2.  補氣

3.  吸氣速度

局部排氣裝置的檢測可包括：

簡稱：「氣流檢測」

4. 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
、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下游靜壓檢測
孔的靜壓。

簡稱：「壓力檢測」

Testing & Maintenance

在管道系統某些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
風機]上下游設置靜壓檢測孔(可裝設壓力錶，但需注意儀錶的維修
保養)，檢測該位置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靜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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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雇主

1. 委請專人(或供應者)進行設計、由勞工、監督人員或專業人員執行例行檢

查與維修保養等相關工作。

2. 提供局部排氣裝置設計人員、檢查人員、維修保養人員相關資料。

3. 要求設計人員在設計工作完成後繳交「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報告」(附錄一)

，內容應以文字、圖、表格、照片等清楚描述，並詳述設計依據，包括：

 先說明器械、製程、作業程序概要與有害物特性，再依以下項目逐一

說明：

(1)降低環境干擾氣流措施。

(2)補氣措施。

(3)局部排氣裝置的氣罩型式、設計圖、安裝方式、污染物發生源與氣罩的

相對位置與距離、氣罩吸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氣罩吸氣風量。並

須述明氣罩型式、安裝方式與氣罩吸入口風速等等的設計依據。

(4)局部排氣裝置的管道系統設計圖、管道系統各元件上下游之壓損、風速

與風量、各節點的風速、靜壓與全壓、排放孔位置、清潔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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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管道系統某些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

下游)設置靜壓檢測孔(可裝設壓力錶，但需注意儀錶的維修保養)，述明

檢測點的位置以及該位置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設計靜壓。(參考附錄六：

氣罩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速度是否降低；節點上下游

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污染物的沉積狀況；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可用

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塞狀況；風機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風機的

性能狀況。)
(6)局部排氣裝置的空氣清淨裝置的種類、規格、壓損係數、容許操作流量

、維護方法、維護頻率。

(7)局部排氣裝置的風機性能曲線資料、轉速、風機性能曲線與管道系統風

量-壓損曲線(或管道系統風量-壓損操作點)的匹配資料與設計依據。

(8)局部排氣裝置的排放裝置設計圖、風速、壓損與風量資料、設計依據、

重要檢測點的風速、靜壓與全壓。

(9)其他設計資料，例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度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

設計，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漏的考量；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

力系統，以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等。

***以上各項必須詳述設計依據。

4. 要求設計人員在通風系統建構完成後，請專人調整與進行性能檢測。



85

5. 要求設計人員在局部通風系統調整與性能檢測之後，撰寫並繳交「局部通

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附錄二)。內容應以文字、圖、表格、照片等

清楚描述，包括：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

(2)室內外壓力差(補氣效能)。
(3)氣罩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6)第(1)-(5)項檢測數據與設計值的比較。

(7)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下游

靜壓檢測孔的靜壓。

(8)其他檢測資料，例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度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

設計，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漏的考量；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

力系統，以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等。

***第(1)、(2)、(3)項的檢測方法依(附錄五)。

***第(1)-(5)項檢測不合格者，不得正式運轉。

Testing & Maintenance

(氣流檢測)

(壓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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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通風系統建構完成並檢測後，必須比對「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

測試報告」與「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報告」，合格之後方可驗收。

7. 嚴格要求檢查人員依照局部通風系統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局

部通風系統操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執行氣罩、管道、空

氣清淨器、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之檢查，並填寫「

局部通風系統定期(重點)檢查紀錄表」(附錄三)。

8. 嚴格要求維修保養人員依照局部通風系統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

「局部通風系統操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執行氣罩、管道

、空氣清淨器、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之維修保養，

並填寫「局部通風系統維修保養紀錄表」(附錄四)。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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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及供應人員

1. 整理局部通風系統設計與設計資料，撰寫「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報告」

(附錄一)，並繳交給雇主保存。內容應以文字、圖、表格、照片等清

楚描述，並詳述設計依據，包括：

 先說明器械、製程、作業程序概要與污染物特性，再依以下項目逐

一說明：

(1)降低環境干擾氣流措施。

(2)補氣系統設計與措施。

(3)局部排氣裝置的氣罩型式、設計圖、安裝方式、污染物發生源與氣

罩的相對位置與距離、氣罩吸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氣罩吸氣

風量。並須述明氣罩型式、安裝方式與氣罩吸入口風速等等的設計

依據。

(4)局部排氣裝置的管道系統設計圖、管道系統各元件上下游之壓損、

風速與風量、各節點的風速、靜壓與全壓、排放孔位置、清潔孔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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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管道系統某些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
設置靜壓檢測孔，述明檢測點的位置以及該位置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

設計靜壓。

(參考附錄六：氣罩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速度是否降

低；節點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污染物的沉積狀況；空氣清淨裝置

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塞狀況；風機上下游的靜

壓可用以監控風機的性能狀況。)

(6)局部排氣裝置的空氣清淨裝置的種類、規格、壓損係數、容許操作流

量、維護方法、維護頻率。

(7)局部排氣裝置的風機性能曲線資料、轉速、風機性能曲線與管道系統

風量-壓損曲線(或管道系統風量-壓損操作點)的匹配資料與設計依據。

(8)局部排氣裝置的排放裝置設計圖、壓損與風量資料、設計依據、重要

檢測點的風速、靜壓與全壓。

(9)其他設計資料，例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度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

的設計，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漏的考量；馬達風機組設置備

用電力系統，以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等。

***以上各項必須詳述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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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建置完成後，安排專人進行系統調整與性能檢測，並撰寫「局部通風

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附錄二)，交給雇主保存。內容應以文字、圖、

表格、照片等清楚描述，包括：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

(2)室內外壓力差(補氣效能)。
(3)氣罩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6)第(1)-(5)項檢測數據與設計值的比較。

(7)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下游

靜壓檢測孔的量測靜壓。

(8)其他檢測資料，例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度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

設計，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漏的考量；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

力系統，以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等。

***第(1)、(2)、(3)項的檢測方法依(附錄五)。
***第(1)-(5)項檢測不合格者，不得正式運轉。

(氣流檢測)

(壓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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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局部通風系統操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內容必須包括：

系統規格、操作程序與內容、檢查、維修保養項目、方法與頻率、全

面檢查及檢測的項目及時程表。

4. 制定「局部通風系統定期(重點)檢查紀錄表」(附錄三)，內容必須包括

：各項檢測的歷史紀錄。

5. 制定「局部通風系統維修保養紀錄表」(附錄四)，內容必須包括：各

項維修保養明細及更換元件的歷史紀錄。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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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查人員

1. 時常以目視檢查，察知局部通風系統的子系統：「局部排氣系統(裝置)
」與「補氣系統」各元件之損壞情況。

2. 嚴格依照局部通風系統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局部通風系統操作、

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與步驟，使用量測、評估設備檢測氣罩、管

道、空氣清淨裝置、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補氣系統各

元件之效能，且能有效控制排放源及暴露。

3. 嚴格依照檢測結果填寫「局部通風系統定期(重點)檢查紀錄表」(附錄三

)，並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附錄二)比對。若有偏離，

立即通知維修保養人員進行維修保養，並與維修保養人員密切聯繫，追

蹤問題排除之進度，以確定局部排氣裝置達到設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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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局部通風系統定期(重點)檢查紀錄表」(附錄三)包含以下項目：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

(2)室內外壓力差(補氣效能)。
(3)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下游靜

壓檢測孔的靜壓，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塞、壓力計是否有阻塞

或故障。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6)第(1)-(6)項檢測數據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的比較。

(7)氣罩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若「第(3)項檢測：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

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靜壓或差壓」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

」比較結果為合格，則本項檢測得略過)。
(8)檢視管道系統的排放孔、清潔孔，是否有氣膠、蒸氣等容易凝結或燃燒

的物質、沉積物等。

(9)機械結構檢查。

***第(1)、(2)、(3)項的檢測方法依(附錄五)。
***第(1)-(5)項的檢測結果若不符合「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

報請維修保養。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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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維修保養人員

1. 嚴格依照局部通風系統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局部通風系統操

作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與步驟，對氣罩、管道、空氣清淨裝置、

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補氣系統、降低環境氣流的

措施之效能進行維修保養。

2. 詳細填寫「局部通風系統維修保養紀錄表」(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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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局部排氣系統設計報告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聯絡人姓名

聯絡人電話/電郵

事業單位行業特性
(可填多種)

雇用勞工人數
(男/女/合計)

污染物名稱
(可填多種)

從事污染物作業人數
(依污染物類別填寫)

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單
位/設計人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
負責部分)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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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系統設計特
徵簡述
(依下列項目擇重點
簡要敘述)

(1)降低環境干擾氣流措施：

(2)補氣措施：

(3)氣罩：

(4)管道：

(5)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彎管、擴或縮
管、風門、空氣清淨裝置、風機)的位置以及該位置上下
游靜壓檢測孔的設計靜壓：

(6)空氣清淨裝置：

(7)風機：

(8)排放裝置：

(9)其他：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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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起(自由添加頁數)，依以下項目，以文字、圖、表格、照片等清楚描述設計與計算方法
並述明依據。
先說明器械、製程、作業程序概要與污染物特性，再依以下項目逐一說明：
(1)降低環境干擾氣流措施。
(2)補氣系統設計與措施。
(3)局部排氣裝置的氣罩型式、設計圖、安裝方式、污染物發生源與氣罩的相對位置與距離、

氣罩吸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氣罩吸氣風量。並須述明氣罩型式、安裝方式與氣罩
吸入口風速的設計依據。

(4)局部排氣裝置的管道系統設計圖、管道系統各元件上下游之壓損、風速與風量、各節點
(兩管相接處)的風速、靜壓與全壓、排放孔位置、清潔孔位置。

(5)在管道系統某些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下游設置靜壓檢
測孔(可裝設壓力錶，但需注意儀錶的維修保養)，述明檢測點的位置以及該位置上下游靜
壓檢測孔的設計靜壓。(參考附錄六：氣罩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速度是
否降低；節點上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塞狀況、
風機上下游的的靜壓可用以監控風機的性能狀況。)

(6)局部排氣裝置之空氣清淨裝置的種類、規格、壓損係數、容許操作流量、維護方法、維護
頻率。

(7)局部排氣裝置的風機性能曲線資料、轉速、風機性能曲線與管道系統風量-壓損曲線(或管
道系統風量-壓損操作點)的匹配資料與設計依據。

(8)局部排氣裝置的排放裝置設計圖、風速、壓損與風量資料、設計依據、重要檢測點的風速
靜壓與全壓。

(9)其他設計資料，例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度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設計，以符合防蝕
防火、防爆、防漏的考量；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力系統，以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等。
***以上各項需詳述設計依據。

設計人簽名/日期：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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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聯絡人姓名

聯絡人電話、電郵

事業單位行業特性
(可填多種)
雇用勞工人數
(男/女/合計)
污染物名稱
(可填多種)
從事污染物作業人數
(依污染物類別填寫)

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單位/設計人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分)

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單位
/測試人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分)

附錄二

Testing & Maintenance

局部排氣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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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簡述
(依下列項目擇重點簡
要敘述)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m/s)：
#1：測試： 設計：
#2：測試： 設計：
#3：測試： 設計：

(2)室內外壓力差(Pa) (補氣效能)：
測試： 設計：

(3)氣罩入口風速VS (m/s)或開口風速Vf (m/s)：
#1：測試： 設計：
#2：測試： 設計：
#3：測試： 設計：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1：測試： 設計：
#2：測試： 設計：
#3：測試： 設計：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1：測試： 設計：
#2：測試： 設計：
#3：測試：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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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簡述
(依下列項目擇重點簡
要敘述)

(6)第(1)-(5)項檢測數據與「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報告」的比較：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m/s)：

合格 不合格

<2>室內外壓力差(Pa) (補氣效能)：
合格 不合格

<3>氣罩入口風速 VS (m/s)或開口風速 Vf (m/s)：
(合格標準： 量測值  設計值)
#1： 合格 不合格
#2： 合格 不合格
#3： 合格 不合格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1： 合格 不合格
#2： 合格 不合格
#3： 合格 不合格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1： 合格 不合格
#2： 合格 不合格
#3： 合格 不合格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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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簡述
(依下列項目擇重點簡
要敘述)

(7)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
風機)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靜壓 (參考附錄六)，檢測時需注
意靜壓孔是否有阻塞、壓力計是否有阻塞或故障：

#1：測試： 設計：
#2：測試： 設計：
#3：測試： 設計：

(8)其他檢測資料，例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度的選擇、元件
間結合方式的設計，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漏的考量；
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力系統，以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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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起(自由添加頁數)，依以下項目，以文字、圖、表格、照片等清楚描述檢查方
法與檢查結果。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
(2)室內外壓力差(補氣效能)。
(3)氣罩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6)第(1)-(5)項檢測數據與設計值的比較。
(7)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下游靜壓檢測
孔的量測靜壓或差壓(參考附錄六：氣罩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
速度是否降低；節點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污染物的沉積狀況；空氣清淨裝置上
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塞狀況；風機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風
機的性能狀況。)，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塞、壓力計是否有阻塞或故障。

(9)其他檢測資料，例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度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設計，以
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漏的考量；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力系統，以防非預期
的斷電、停電等等。
***第(1)、(2)、(3)項的檢測方法依(附錄五)。
***第(1)-(5)項檢測不合格者，不得正式運轉。
測試人簽名/日期：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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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局部排氣系統定期(重點)檢查紀錄表

Testing & Maintenance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聯絡人姓名

聯絡人電話、電郵

事業單位行業特性(可填多種)

雇用勞工人數(男/女/合計)

有害物名稱(可填多種)

污染物名稱
(可填多種)

從事污染物作業人數
(依污染物類別填寫)

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單位/設計人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分)

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單位/測試人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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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m/s)：
與「局部排氣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異常
異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護保養？ 是 否

(2)室內外壓力差(Pa)：
與「局部排氣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異常
異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護保養？ 是 否

(3)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
下游靜壓檢測孔的靜壓(參考附錄六)，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塞
壓力計是否有阻塞或故障：
#1：
#2：
#3：

與「局部排氣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異常

異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護保養？ 是 否

測試人簽名/日期：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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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1：
#2：
#3：

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異常

異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1：
#2：
#3：

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異常

異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測試人簽名/日期：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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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

(6)氣罩入口風速VS (m/s)或開口風速Vf (m/s) (若「第(3)項檢測：管
道系統重要檢測點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靜壓」與「局部通風系統原
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為合格，則本項檢測得略過)：

#1：
#2：
#3：

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異常

異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7)檢視管道系統的排放孔、清潔孔，是否有氣膠、蒸氣等容易凝結
或燃燒的物質、沉積物等：

#1：
#2：
#3：

測試人簽名/日期：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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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

(9)機械結構檢查：
以下四個表格，擇適用者使用，進行檢查與填寫：
<1>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定期檢查紀錄表
<2>局部排氣裝置內之空氣清淨裝置定期檢查紀錄表
<3>局部排氣裝置(或除塵裝置)重點檢查紀錄表
<4>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定期(重點)檢查紀錄表

***第(1)、(2)、(6)項的檢查方法依(附錄五)。
***依檢測結果，報請維修保養。

依以下項目檢查：
(1)環境干擾氣流大小。
(2)室內外壓力差(補氣效能)。
(3)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例如：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風機)上下游靜壓檢測
孔的靜壓 (參考附錄六：氣罩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速度是否降低；
節點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污染物的沉積狀況；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可用
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塞狀況；風機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風機的性能狀況。)
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塞、壓力計是否有阻塞或故障。
(4)氣罩幾何形狀與尺寸。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離。
第(1)-(5)項檢測數據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

測試人簽名/日期：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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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氣罩入口風速VS或開口風速Vf。(若「第(3)項檢測：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上下游
靜壓檢測孔的靜壓或差壓」與「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為合格，
則本項檢測得略過)。
(7)檢視管道系統的排放孔、清潔孔，是否有氣膠、蒸氣等容易凝結或燃燒的物質、
沉積物等。
(8)機械結構檢查。
***第(1)-(5)項的檢測結果若不符合「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報告」，報請維修

保養。
測試人簽名/
日期：
測試人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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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定期檢查紀錄表

Testing & Maintenance

設備名稱
或編號

日期 年 月 日
檢查人員
職務姓名

檢查部分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1.氣罩、導管及排氣機之磨
損、腐蝕、凹凸及其他損
害之狀況及程度。

2.導管或排氣管之塵埃聚積
狀況。

3.排氣機之注油潤滑狀況。

4.導管接觸部分之狀況。

5.連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
帶之鬆弛狀況。

6.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
設施是否牢固。

7.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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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局部排氣裝置內之空氣清淨裝置定期檢查紀錄表

Testing & Maintenance

設備名稱
或編號

日期 年 月 日
檢查人員
職務姓名

檢查部分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1.構造部分之磨損、腐蝕及
其他損壞之狀況及程度。

2.除塵裝置內部塵埃堆積之
狀況。

3.濾布或除塵裝置者，有濾
布之破損及安裝部分鬆弛
之狀況。

4.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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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部排氣裝置(或除塵裝置)重點檢查紀錄表

Testing & Maintenance

設備名稱
或編號

日期 年 月 日
檢查人員
職務姓名

檢查部分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1.導管或排氣機粉塵之
聚積狀況。

2.導管接合部分之狀況

3.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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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定期(重點)檢查紀錄表

Testing & Maintenance

設備名稱或
編號

日期 年 月 日
檢查人員
職務姓名

檢查部分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特
定
化
學
設
備
或
其
附
屬
設
備(

不
含
配
管)

1.內部有無足以形成其損
壞原因之物質存在

2.內面及外面有無顯著損
傷、變形及腐蝕。

3.蓋、凸緣、閥、旋塞等
之狀態。

4.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
與其他安全裝置及自動
警報裝置之性能。

5.冷卻、攪拌、壓縮、計
測及控制等性能。

6.備用動力源之性能。
7.其他為防止丙類第一種
物質或丁類物質之洩漏
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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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管

1.熔接接頭有無損傷、變形
及腐蝕。

2.凸緣、閥、旋塞等之狀態

3.接於配管之供為保溫之蒸
氣管接頭有無損傷、變形
或腐蝕。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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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局部排氣系統維修保養紀錄表

Testing & Maintenance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聯絡人姓名

聯絡人電話、電郵

事業單位行業特性(可填多種)

雇用勞工人數(男/女/合計)
污染物名稱
(可填多種)
從事污染物作業人數
(依污染物類別填寫)
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單位/設計人員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分)
局部通風系統原始性能測試單位人員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分)
局部通風系統定期(重點)檢測單位人員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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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保養項目/
執行情形

(1)

(2)

(3)

(4)

(5) 

(6) 

(7)

(8)

***以上內容必須包括：各項維修保養明細及更換元件的歷史紀錄。

維修保養人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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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環境干擾氣流、室內外壓力差(補氣效能)、
氣罩入口(開口)風速檢測方法

Testing & Maintenance

壹、環境干擾氣流檢測方法

在局部排氣裝置作動或不作動情況下，工廠依據平常情況正常操作(例如平

常作業時開啟的門、窗、電扇、冷氣、器械…照常開啟)，進行以下檢測。

1. 外裝型氣罩 (側吸式、上吸式、後吸式、下吸式、側邊槽吸式、吹吸氣

流式與推挽氣簾式、接收型)：

在距離氣罩吸氣口外緣往外 1 m的前、後、左、右四個與地面垂直的面

上，以無指向性風速計量測上、下、左、右、中央五個位置(如下圖)的

環境氣流速度Vdraft，有阻礙而無法量測的垂直面或量測位置不必量測。

各測量位置所測得的環境氣流速度中，最大的數值稱為Vdraft, max。若

Vdraft, max < 0.20 m/s，即為合格。

2. 吸氣口凸緣周遭包覆隔板或垂簾等外罩之氣罩 (Booth，簡稱包圍型 I )：

不必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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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邊或雙邊開口櫃形排氣裝置 (Cabinet，簡稱包圍型 II )：

在距離氣罩吸氣開口面往外約1 m遠而平行於吸氣開口面的平面上，以

無指向性風速計量測上、下、左、右、中央五個位置的環境氣流速度

Vdraft。

各測量位置測得的環境氣流速度中，最大的數值稱為Vdraft, max。

若Vdraft, max 的上限值 < 0.20 m/s，即為合格。

Testing & Maintenance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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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室內外壓力差(補氣效能)檢測方法

檢測補氣量是否足夠，可以使用氣壓計，分別量測室內(氣罩所在

之房間、廠房、隔間)氣壓Pin與室外(風機出口接管排出口之環境)氣壓

Pout，再相減(Pin - Pout)以獲得室內外壓力差P；

亦可使用差壓計，直接量測室內外壓力差P。若室內外氣壓差 P

= Pin - Pout 符合 P ≥ -3 Pa，即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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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罩吸入口(開口)風速檢測可於吸入口(開口)依「管道內截面平均風速與

流量」的檢測方法進行

(例如：US EPA Method 2C: Determination of Gas Velocity and
Volumetric Flow Rate in Small Stacks or Ducts (Standard Pitot
Tube)、US EPA Method 2G: Determination of Stack Gas Velocity
and Volumetric Flow Rate with Two-Dimensional Probes、US EPA
Method 2F: Determination of Stack Gas Velocity and Volumetric
Flow Rate with Three-Dimensional Probes、ISO 16911-1:2013(E):
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Manual and Automatic
Determination of Velocity and Volume Flow Rate in Ducts—Part 1:
Manual Reference Method 、 ISO 16911-2: 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Manual and Automatic Determination of Velocity and
Volume Flow Rate in Ducts—Part 2: Automated Measuring
Systems、ISO 3966:2008: Measurement of Fluid Flow in Closed
Conduits— Velocity Area Method Using Pitot Static Tubes)，
但因檢測位置與方法較複雜，故建議可依下列簡化之方法進行。

參、氣罩吸入口(開口)風速檢測方法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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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連結或延伸自同一主管道的所有局部排氣裝置同時作動，進行以下檢測。

1. 外裝型氣罩 (上吸式、側吸式、背吸式、斜吸式、斜背吸式、下吸式、側下吸

式)：

在氣罩吸氣口平面上以指向性風速計量測吸入口風速。若吸入口為矩形或方

形，將該量測速度之水平面畫分為至少16個等面積之區域，等面積區域的短

邊必須小於0.5 m (如以下左圖所示黑點所示)。在各個等面積區域中心點量測

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風速Vi，將量得的各點風速Vi加總，再除以量測點的數目

得到平均風速Vs。指向性風速計放置位置大略如下圖中的黑點所示。將平均

風速Vs記錄於表格中。若吸入口為圓形，量測位置如以下右圖黑點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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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氣口凸緣周遭包覆隔板或垂簾等外罩之氣罩 (Booth，簡稱包圍型I)：

(1)若類似以下左、中兩圖之氣罩，以指向性風速計量測包圍區內，平行於

氣罩吸氣口水平面上，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面平均風速。該量測速度之

水平面盡量選取在包圍區的中段以上，但須避開迴流區(若可能的話，應

先以煙流法判斷迴流區所在位置而避開之)。將該量測速度之水平面畫分

為至少16個等面積之區域，等面積區域的短邊必須小於0.5 m (如下圖所

示)。在各個等面積區域中心點量測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風速，將量得的

各點風速Vi加總，再除以量測點的數目得到平均風速Vs，將平均風速Vs

記錄於表格中。

(2)若類似以下右圖之包覆型氣罩，則以指向性風速計量測開口處的吸入風

速Vf，將這些開口處的吸入風速Vf記錄於表格中。



125

Testing & Maintenance

3. 單邊或雙邊開口櫃形排氣裝置 (Cabinet，簡稱包圍型II)：

以指向性風速計量測櫃形排氣裝置開口平面上，往櫃形排氣裝置內部，

垂直於量測平面的面平均風速。將在櫃形排氣裝置開口平面畫分為至少

16個等面積之區域，等面積區域的短邊必須小於0.5 m (如下圖所示)。
在各個等面積區域中心點量測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風速Vi，將量得的各

點風速Vi加總，再除以量測點的數目得到平均風速Vf，將開口平均風速

Vf記錄於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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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以靜壓量測診斷局部通風裝置管道問題範例

(a) 空氣清淨裝置堵塞 (b) 主管或支管堵塞

Testing & Maintenance

下表中之讀值係指靜壓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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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風機性能劣化、排氣口堵塞、
或管道接頭鬆動

(d)支管在X處堵塞

(e)風機性能劣化、排氣口堵塞、
或管道接頭鬆動

(f)支管在X處堵塞

Testing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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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空氣清淨裝置需清理

Testing & Maintenance

(i) 隨時簡易監控該氣罩吸氣速度是否下降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he Road Not Taken”
…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Robert Frost (1874 – 1963)
American p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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