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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通風系統在正常情況下，須維持隧道空氣符合溫度要求之環境，列車因故停於

隧道內，需提供隧道通風氣流，以維持列車空調設備繼續運轉。當列車於隧道內發生火

警，由隧道通風系統產生一定速度的氣流，以抵擋煙塵擴散，維持逃生路徑，確保旅客

安全。

本文分別針對各國先進城市地下捷運系統隧道通風、煙控系統進行探討，包含臺

灣地區都會區捷運隧道通風系統設計原則及方法，另外探討彙整相關國家，包含中國大

陸、印尼雅加達、法國土魯斯、丹麥哥本哈根等地小空間捷運車站之隧道通風系統設計

理念、配置方法與臺灣都會區之差異性，以作為後續捷運隧道通風系統精進參考。

321

壹、 捷運工程隧道通
風系統規劃理念

捷運環境控制系統(Env- 

ironment Control System; ECS)

目的，在正常營運狀況下，

提供乘客一個舒適環境，塞

車時降低列車冷凝器周遭環

境溫度，以維持列車空調系

統及車內人員適當之環境條

件，在緊急情況下能保障旅

客安全。

以臺灣都會區捷運環境

控制系統為例，分為開放系

統、密閉系統與月台門系統，

其車站及隧道配置示意，如

圖1～3所示，分述如下：

圖1 地下捷運車站開放式環控系統示意圖

圖2 地下捷運車站密閉式環控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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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放系統

地下車站月台層公共區與軌道區相通，隧

道內的空氣，經由列車行駛時推拉，隧道內的

空氣經釋壓井與外界氣流交換。隧道高溫氣流

進入車站月台，成為車站空調負荷來源。臺北

捷運初期路網於冬天或外氣溫度較低的季節，

即採用此種全外氣模式，此種系統亦可應用於

高緯度地區，外氣溫度較低之城市。

二、密閉系統

地下車站月台層公共區與隧道側相連通，

但關閉隧道通風井風門隔絕外氣流通，以減少

活塞效應引入外界熱空氣成為車站冷氣負荷。

空調循環方式與前述開放式系統相同，月台下

方排氣系統(UPE)是車站公共區空調系統之回

風，抽回空調系統後，再行循

環送風。臺北捷運初期路網，

車站供應冷氣時採用此模式

運轉。

三、月台門系統

月台門系統(PSD)是指沿

車站月台兩側設置電動滑門之

系統，其又分為密閉式、非全

密閉式二種。若月台門採用全

密閉式，則以月台門區分，內側屬車站冷氣區

域，外側則為隧道區；隧道是藉由列車活塞效

應，氣流經釋壓井進行換氣及散熱，軌道側排

氣系統(UPE、OTE)經由排氣通風井排出，而地

下車站內冷氣不會與隧道空氣混合。公共區回

風，須另設回風風機(RAF)，以完成空調系統循

環。臺北捷運後期路網的新莊線、蘆洲線、松

山線、信義線及高雄捷運紅橘線路網、桃園機

場聯外捷運等皆採用全密閉式月台門系統。

隧道內發生火災時，隧道通風設備所需

容量，係由火災模式的臨界速度Vc(Critical 

Velocity)來決定。當密閉空間發生火災，為控制

煙氣擴散方向，防止逆流現象發生，所需的速

度即為臨界速度。隧道中風速與煙塵擴散關係

示意如圖4所示，隧道通風系統設計經常採用臨

界速度作為設計目標。

               圖3 地下捷運車站月台門環控系統示意圖

●Ａ線：回流極限，左邊區域有回流。
●Ａ－Ｂ線間：安全區
●Ｂ線：斷面極限，左邊區域不充滿斷面。
●Ｃ線：貼地極限，右邊區域濃煙脫離頂部貼地面。

火災發生

達回流極限

達斷面極限

達貼地極限

A

B

C

圖4 隧道風速與煙塵擴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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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捷運系統隧道通風系統

目前高運量部分有紅線、橘線二條路線

營運，高運量系統之車輛為鋼軌鋼輪，標準軌

1435mm，第三軌750V直流供電。初期每列車

3節車廂營運，未來可擴充為6節車廂，車廂間

互相連通，列車長度131m，採全密閉式月台門

系統。

隧道通風系統[3]採用加壓式通風系統，

通風設備包含是位於車站二端的隧道通風機

(TVF)、位於橫渡線或特殊軌處的噴流式風機

(JAF)、軌道排氣風機(TEF)及隧道風門等，隧道

通風系統配置同圖5所示。

貳、臺灣都會區捷運隧道通風系統

一、臺北捷運系統隧道通風系統

臺北捷運之高運量系統車輛為鋼軌鋼輪系

統，標準軌1435mm，第三軌750V直流供電，

每列車6節車廂，車廂間互相連通，車站月台長

度141m。

隧道通風系統主要採用設計參考文件為

「高運量地下捷運系統環控工程設計指南」

[1]、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手冊第四冊

固定設施需求[2]、及NFPA 130[7]，以SES程式

[8、9]模擬分析，主要設計要求如下：

(一)  隧道通風系統在地下車站月台兩側端

末，設置釋壓通風井，在正常運轉

時，採自然通風以節省運轉費用，隧

道平均溫度維持40°C以下。

(二)  當列車於隧道中停止20秒至20分鐘

或更久，由於列車行駛時活塞效應所

造成的氣流逐漸趨於消失，列車散發

的熱量會使隧道中密閉空間的溫度昇

高。應維持隧道內列車冷凝器周遭環

境溫度低於46°C以下，以維持列車空

調系統可運轉。

(三)  緊急模式考量通風區間內，考量單

一列車發生火災事故，最大釋熱量

20MW，隧道內風速超過臨界速度或

至少2.5m/s。逃生方向與通風氣流相

反，最大氣流速度低於11m/s，溫度低

於60°C。設置全密閉式月台門的各路

線，緊急模式隧道通風機統一採用四

送二排，以利行控中心操作。

 臺北捷運系統隧道通風系統流程圖如

圖5所示，典型機房配置如圖6所示。

圖5 臺北捷運系統典型隧道通風系統流程示意圖

圖6 臺北捷運系統典型隧道通風機房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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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車站之環控系統設置通風井，大致與

臺北地區捷運類似。釋壓井面積約為26m2。每

一通風井長度以60m為原則，若總長超過60m，

則通風井面積須酌予增加。緊急模式運轉事故地

點前後相鄰車站，四處隧道通風機房，原則採

一送一送一排一排共4台隧道風機的模式啟動。

三、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機 場 捷 運 為 鋼 軌 鋼 輪 系 統 ， 標 準 軌

1435mm，直達車5節車廂列車長度為104m，

普通車4節車廂列車長84m，第三軌750V直流

供電，採全密閉式月台門系統。車廂間互相連

通。隧道通風系統設計要求[4]，大致與臺北都

會區捷運系統、高雄捷運系統相同。正常運轉

時，隧道平均溫度應維持40°C以下，塞車時，

使隧道內列車空調冷凝器周遭之平均空氣溫度

維持在45°C以下。

緊急模式考量在相鄰站間僅單一列車發生

火災事故，使隧道內風速大於臨界速度或至少

2.5m/s，氣流速度不可大於11m/s，溫度低於

60°C。人員採逆風逃生，

通風井的設置原則[3]大致與高雄捷運系統

相同。

參、中國大陸、雅加達等地捷運隧
道通風系統

一、中國大陸捷運隧道通風系統

(一) 設計規範

 中國「地鐵設計規範」(GB 50157-

2013) [5]對於隧道通風系統防、排煙規定

如下：

1.  區間隧道火災的排煙量，按單洞區間隧

道斷面的排煙流速2-11m/s計算。

2.  區間隧道事故，排煙風機、地下車站公

共區和車站設備與管理用房排煙風機，

耐溫等級250°C/1hr。

3.  列車阻塞(即塞車模式)在區間隧道時的

送排風量，控制列車頂部的隧道溫度低

於45°C。

4.  在事故工況(即緊急模式)下參與運轉的

設備，從靜止狀態轉換為事故工況狀態

所需時間不應超過30s，從運轉狀態轉換

為事故工況狀態所需時間不應超過60s。

(二) 風亭(通風井)相關規定

 地下車站應按通風、空調系統要求設

置進風亭、排風亭和活塞風亭。在滿足功

能的前提下，根據地面建築的現狀或規劃

要求，風亭可集中或分散佈置。

1.  當採用側面開設風口的風亭時，進風、

排風、活塞風口部之間的水平淨距不應

小於5m，且進風與排風、進風與活塞風

口部應錯開方向布置或排風、活塞風口

部高於進風口部5m。

2.  當採用頂面開設風口的風亭時，進風、

排風、活塞風口部之間的水平淨距不應

小於10m，活塞風亭口部之間、活塞風

亭與或排風亭口部之間的水平淨距不應

小於5m。

3.  當風亭在事故工況下用於排煙時，排煙

風亭口部與進風亭口部、出入口口部的

直線距離宜大於10m；當直線距離不足

10m時，排煙風亭口部宜高於進風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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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出入口口部5m。

(三) 單活塞、雙活塞風亭(通風井)配置

 中國大陸捷運隧道通風系統最常用的

配置方式，於車站兩端分別設置兩個活塞

風井(即雙釋壓通風井，亦稱雙活塞風井)，

其系統流程圖如圖7所示，典型機房配置

如圖9-a所示。車站兩端各有釋壓通風井2

座、排氣井1處、進氣井1座，共有4座通風

井；分別設置TVF、TEF風機，所需地面用

地與機房空間較大。

 釋壓通風井面積16m2，長度40m以

內，自然通風井、機械通風井合併使用。

若僅為機械通風井，則面積為10m2，風速

為6m/s。每一隧道通風機房配置2台隧道風

機，風量60m3/s，風壓1000 Pa，可逆轉軸

流式風機。依據運轉模式啟動TVF對隧道送

風或排氣。兩台TVF可互為備用。月臺發生

火災，站廳至月臺樓梯通道處向下氣流速

度不小於1.5m/s，區間(隧道間)火災，列車

釋熱量7.5MW(考慮1.5倍安全係數)，按單

隧道區間斷面風速2～2.5m/s。

 近來部分城市對於捷運隧道通風系統

進行優化設計[6]，將TVF兼作TEF，同時取

消進站端的釋壓井，如此車站每端僅有一

處活塞風井(釋壓井)、進氣井、排氣井各

一座，稱為單活塞風井，系統流程如圖8所

示，典型機房配置如圖9-b所示。平時TVF

運轉，具TEF功能，其排氣由排氣井排除，

釋壓通風井僅提供自然式通風口功能，若

有緊急模式發生，與TVF/TEF相通之OTE、

UPE風門關閉，則TVF變成隧道通風風機，

對事故隧道進行排氣或送風。因TVF常態下

處於運轉狀態，可維持較高妥善率，避免

因TVF僅供隧道通風使用，平時不需運轉，

若妥善率不佳反而於緊急模式無法運轉。

圖7 雙活塞風井流程示意圖

圖8 單活塞風井流程示意圖

圖9 單/雙活塞風井典型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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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活塞隧道通風系統尤其適合設置月

台門系統的島式捷運車站，與傳統的雙活

塞風井相比較，單活塞風井可減少釋壓井所

需用地，縮短車站長度，節省土建投資，地

面的風亭數量相應地減少兩個，降低通風

井對地面景觀衝擊，減少地面用地需求。

二、印尼雅加達捷運隧道通風系統

印尼首都雅加達，人口超過900萬，鄰近

地區另有超過400萬人通勤進出市區，市中心交

通非常擁塞。印尼交通運輸部於2010年9月批

准第一條捷運-南北線捷運計畫。向日本國際合

作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貸款提供資金，採統包方式興建，南北線

第一期由Lebak Bulus站至Bundaran HI站，全長

15.5公里，設置13個車站，包括7個高架站、6

個地下站，第一期工程預計將於2017年完成。

地下段車站採全閉式月台門系統，窄軌

1067mm，架空線供電1500V DC，初期列車長

度120m，6節車廂，未來可擴充8車廂160m。隧

道通風系統[10]設計以日本鐵道相關法規標準為

主，或採用其他國際標準。地下段分為3個統包

工程標，由2家不同顧問公司進行設計，本公司

負責其中2個地下車站的設計。

隧道通風系統以SES程式[8、9]模擬分析，

包括營運時段之正常、塞車、緊急模式等，及

非營運時段冷卻隧道的維護模式。採用加壓式

通風系統，火災最大釋熱量10MW，主要通風設

備是位於車站二端的TVF、TEF及隧道風門、位

於橫渡線設置衝流式風機(IAF)等，緊急模式隧

道內風速應大於臨界風速。

(一) 通風井的設置原則如下：

 地下車站二端設置供進氣、排氣與釋

壓通風井各三座。每個通風井之斷面積視

各車站環控通風設備容量而定。釋壓井面

積為20m2。隧道通風設備經整合兩家顧問

公司之設計，每一隧道通風機房配置2台可

逆轉軸流式TVF風機，風量60m3/s，可互為

備用。另設置2台TEF風機，風量17.5m3/s，

連接軌道側的OTE、UPE排氣系統。

(二) 隧道通風系統模式要求[10]

1. 正常操作模式

 列車正常運轉期間，不運轉TVF風機。

正常、塞車狀態，隧道內平均空氣溫度低

於45°C以下。

2. 塞車操作模式

 塞車狀態時，採用以一送一排的方式，

啟動列車後方車站一部TVF風機吸入外氣，

順著列車行進方向吹送；同時以列車前方

車站的一部TVF風機，對隧道排氣。除考慮

一處塞車外，亦包含全線隧道區間均出現

列車塞車的情境。

3. 緊急操作模式

 當列車在隧道中發生火災，且無法移動

需就地疏散時，隧道中列車失火，可有2個

方向逃生，依發生事故地點接近車頭、或

車尾，依遠離火場方向來進行疏散逃生。

緊急操作控制模式，啟動上游車站的TVF風

機將外氣送入隧道；下游車站之TVF風機將

煙氣排放至外界，且排氣側車站之TEF配合

操作協助隧道排氣。考慮設備的備用，緊

急模式運轉事故地點前後相鄰車站，四處

隧道通風機房，原則採一送一送一排一排

共4台隧道風機的模式啟動。

 雅加達捷運隧道通風系統流程與臺北

捷運類同，如圖5所示，典型機房配置如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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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國土魯斯、丹麥哥本哈根
等地捷運隧道通風系統

一、土魯斯捷運地下車站隧道通風系統

土魯斯(Toulouse)位於法國西南部加龍河畔，

是法國第四大城市，僅次於巴黎(1210萬)，里昂

(210萬)，和馬賽(170萬)。土魯斯捷運目前營運

共兩個地下捷運線路A線和B線。A線全長12.5公

里、18個車站。1993年6月營運; B線：全長15.7

公里、20個車站。2007年6月營運。採用西門子

(馬特拉)VAL 206/208全自動無人駕駛，膠輪系

統。系統爬坡最大坡度為7%，第三軌750V DC

供電。膠輪，標準軌1435mm，二節車廂，列車

長度26m，車廂間不連通，車站月台長度52m。

土魯斯捷運為短車站，地下車站採全閉式

月台門系統，典型地下車站公共區排煙風管設

置於車站軌道區上方，以側向支管與車站公共

區相連接，如圖11所示。於軌道上方則無任何

排氣口。

土魯斯位於北緯43.6度，夏天乾球溫度

1.0%危險率為31.2°C，列車車廂未提供冷氣，

圖10 雅加達捷運典型隧道通風機房配置示意圖

圖11 土魯斯捷運地下車站照片

軌道側未設置OTE系統，隧道內散熱以列車行進

的活塞效應進行換氣。

車站排煙系統將熱煙排往隧道區，由車站

間的隧道通風機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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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列車於地下段發生火災，若列車尚可移

動，標準程序為進入下一車站進行人員逃生，

不在隧道中進行疏散，其他車站則停止營運，

此種設計理念，與臺灣地區的捷運系統頗為不

同，亦為可行的作法。

地下車站進排氣通風井，直接設置於人行

道上，供車站一般通風使用。至於隧道通風系

統用的釋壓井，則設置地下車站間的隧道區，

並非設於地下車站月台兩側。

土魯斯捷運A線，1993年開始營運，至今

逾20年，土魯斯交通主管當局TISSEO，針對

營運的捷運A線(長12.5公里，其中隧道段9.5公

里)，於2008年起進行改善設計，2014年完成A

線隧道通風系統安全改善工程，包括更換隧道

通風機、豎井相關機電設施，設計過程採用一

維流場模擬，設計火災規模為6MW，隧道排煙

所需通風量以臨界風速為設計依據，緊急排煙

模式[11]整理如圖12所示，主要說明如下：

(一)  緊 急 排 煙 模 式 ( 通 風 設 施 正 常 條 件

下)：依據該國2005年11月22日公告

法令，有關公共人員運輸系統隧道安

全標準要求，若車輛材質不符合NF 

F16101/102和103標準(A線VAL車輛的

現況)，則車站間火災氣流速度，應以

火災規模高於6MW的臨界風速(Vc)來

考慮，煙氣由排氣井N排出，兩側風速

無逆流現象發生。

(二)  降級模式(排氣風機失效條件下)：由

通風井N-1取代失效的通風井N進行排

氣，通風井N+1進行送風，另一處通風

井N+2(N+2或N-2視情況而定)對隧道送

風，隧道氣流速度應大於臨界風速，

以確保煙氣由排氣井排出，不會擴散

至其他車站。

(三)  降級模式(送氣風機失效條件下)：當送

風無法操作，煙氣由排氣井排出，並

在事發站間，隧道氣流速度必須大於

1.0m/s，煙氣不可造成擴散。

二、哥本哈根捷運地下車站隧道通風系統

哥本哈根捷運現階段已有M1及M2二條路線

營運，共計有21公里、22座捷運車站，共有9座

地下車站，其餘為地面或高架車站，屬於深開

挖的地下車站有6站，淺開挖則有3站。

哥本哈根位於北緯55.6度，夏天乾球溫度

1%危險率為24.0°C，地下車站採全閉式

月台門系統，未設置冷氣，列車車廂未提

供冷氣。捷運車站為中運量小空間車站，

捷運列車長39m，三節車廂，車廂間互相

連，車站月台長44m，第三軌供電(750V 

DC)，鋼輪鋼軌，軌距1435mm。且穿越古

老城區，地面用地取得困難，通風井優先

考慮量體減化，地面突出物之通井、採光

井，採用玻璃材質。

(一) 哥本哈根地下車站空間設計概況

              圖12 土魯斯捷運隧道通風排煙系統模式及降級模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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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6座深開挖地下車站為短車站，站

體開挖長度僅61.5m，隧道通風系統架構，

如圖16所示，一側為自然換氣的釋壓井，

另一側為機械通風井，並與軌道上方OTE開

口相連，安裝100m3/s直立式可逆轉軸流風

機二組，每組風機額定馬力為225kW，風

機葉輪直徑約2.36m，每組風機風量均設計

100%備用，若一組故障或維修，另一組可

備援運轉。設計最大火載量20MW，火災前

10分鐘的最大火載量5MW，依NFPA 130設

計，排煙設備耐溫要求250°C/1hr。

 當列車在站與站之間的地下隧道起火

時，規定列車駛向下一座車站，開啟全密

閉式的月台門，並啟動隧道風機，火災煙

流將由月台門外側軌道上方樓板排風口抽

排，軌道側形成相對負壓，月台側形成相

 以車站站體開挖長度僅約61.5m，寬度

約18.6m，站體高度約22.67m，地下車站月

台層、地面通風井的照片如圖13所示，車

站縱向剖面如圖14所示。

(二)  哥本哈根捷運隧道通風系統設計概況

[12]

 地下隧道長度約10公里，內含二處橫

渡段(Crossover)及一處道岔段，隧道通風系

統共有23組軸流式風機安裝在地下車站及

隧道內；並有14組吊掛式噴流式風機，安

裝於淺開挖車站間隧道頂部；另有8組壁掛

式噴流式風機安裝於側面隧道入口的隧道

牆壁；在較長隧道內增設中間通風豎井，

如圖15所示。

圖13 哥本哈根捷運地下車站照片

圖14 哥本哈根捷運地下車站縱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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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正壓，煙流將由月台流向軌道側，避免

煙氣進入車站，利於人員逃生，煙流在軌

道上方開口，經水平混凝土管道，由通風

井排出。

伍、結語

一、隧道通風系統設計參數比較

本文針對高運量捷運車站或短車站隧道通

風系統，針對釋壓井數量、斷面積、長度、風

速要求、火災釋熱量等主要設計原則，綜整如

表1所示。

二、隧道通風系統設計原則及相關設計方式

差異探討

由表1可看出，各城市的捷運系統，因氣候

件、車站長度、系統特性等因素互有不同，所

以主要參數亦會有差異。隧道通風系統設計，

須滿足系統在正常、塞車、緊急及夜間維修等

需求，因這些功能與捷運車站所在溫度條件、

設計法規標準、車站長度及捷運系統性能均有

相關，透過程式計算與分析與相關案例經驗探

討，配置隧道通風機房、通風井、隧道通風設

備及配置操作模式，不斷精進成長，以達到合

理適當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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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隧道通風系統主要參數比較

臺灣地區捷運
大陸地區捷運

(以鄭州市為例)
雅加達捷運 土魯斯捷運 哥本哈根捷運

捷運系統基本資料

鋼 輪 鋼 軌 ( 重 運 量
路 網 ) ， 標 準 軌
1 4 3 5 m m 列 車 長
141m (臺北捷運)，
六節車廂，車廂間
互相連

鋼輪鋼軌，標準
軌1435mm，六節
車廂，車廂間互
相連

鋼輪鋼軌，窄軌
1067mm，列車
長120m，六節
車廂(初期)，車
廂間互相連

膠 輪 ， 標 準 軌
1435mm，列車
長26m，二節車
廂 ， 車 廂 間 不
連通

鋼 輪 鋼 軌 ， 標
準軌1435mm列
車長39m，三節
車 廂 ， 車 廂 間
互相連

供電 第三軌供電
(750 V DC)

架空線供電
(1500V DC)

架空線供電
(1500V DC)

第三軌供電
(750 V DC)

第三軌供電
(750 V DC)

釋壓井數量 每車站兩端各一 每車站兩端各一
或各二 每車站兩端各一 設於兩車站間

隧道

每 車 站 機 械 通
風 井 、 自 然 通
風井各一

釋壓井斷面積，m2 20～26
16，自然/機械通
風井合併使用；
10，機械通風井

15～20 依需求 依需求

隧道風速要求，m/s >2.5，或Vc 2～2.5 1～2，或Vc Vc Vc

釋壓井長度，m <60m為原則 <40m為原則 依需求 依需求 依需求

列車火災釋熱量，MW 20 7.5 10 6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