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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公路隧道消防安全，長久以來一直是民眾所重視之課題，本文就適用於公路隧道內之自動滅火設

備，以滅火原理、成本、動作時機等比較分析，並對水霧及細水霧設備配置、區劃及應用予以介紹。水

霧滅火設備目前實際應用於國內長隧道有台九線蘇花改之觀音及谷風段隧道，以及台９線南迴公路安朔

至草埔段隧道，主要應用於火災時隧道內之滅火降溫；細水霧設備主要應用於平時隧道內溫度超過常溫

之降溫應用，由於國內係屬亞熱帶氣候，夏季隧道內溫度較高，加以隧道車流量日增，車輛引擎發熱與

排放廢氣均使隧道溫度快速上升，故應用細水霧蒸發吸熱原理，可降低隧道溫度。本文也針對水霧及細

水霧設備採用數值模擬方法加以分析探討，針對水霧設備於隧道內發生火災時，對於用路人避難環境影

響與安全性予以評估，以及針對細水霧設備於隧道內高溫環境之溫度場變化，藉由改變水量探討參數對

隧道噴霧降溫所造成的影響。最後，探討為保護隧道內用路人長期使用安全，擬定水霧及細水霧設備於

火災時，均應併同交控以及排煙系統，擬定整體防災計畫，以維護用路人生命安全，達成隧道整體安全

與防護目的。

1 2 3 4 5

摘  要

Abstract

Investigation on Automatic Fire Extinguishing Equipment 
Apply in Fire Extinguishing and Cooling in Road Tunnels

Fire safety of highway tunnels has long been a topic that relevant domestic units attach importance.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automatic tunnel fire extinguishing equipment, with its fire-fighting principle, cost, operation timing, 
etc., and introduce the standard configuration of water spray system and water mist system. The water spray 
system and water mist system fire extinguishing equipment is actually applied to several long tunnels in Taiwan 
area. The major applications are to reduce tunnel air temperature in normal operation, and limited the fire growth in 
emergency condition. Because Taiwan is belong to the sub-tropical climate. The tunnel temperature is always high 
in summer season. The increasing traffic releases more heat and exhaust emission into tunnel.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mist evaporation can reduce tunnel temperature.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water spray and water 
mist system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It evaluate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safety of the passenger 
evacu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water mist equipment in the tunnel temperature field of high temperature changes, 
by changing the amount of water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parameters on the automatic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Finally, in order to protect long-term safety of passenger in the tunnel and set up automatic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in the event of fire. A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 should be settled up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raffic control and smoke exhaust system to maintain the life safety of passenger and to reach a tunnel overall 
safety and protection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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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路隧道消防安全，長久以來一直是民眾

所重視之課題，交通部99年12月頒布之「公路

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規範」[1]，明確規定甲級隧

道應設置自動滅火設備，包括自動撒水設備、

水霧設備、細水霧設備、泡沫滅火設備等。隧

道內若發生火災，對用路人及救援單位將造成

生命安全威脅。爰此，本文以自動滅火設備中

之水霧滅火降溫設備應用案例加以說明安全防

護之重要性。

由於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勢起伏大，山區

縱橫，若隧道長度長達超過10公里，夏季隧道

內氣溫普遍偏高，加上車流量頻繁，使得隧道

內溫度較外氣高10℃以上，將高達40～50℃，

容易造成車輛拋錨或引起火災，危及隧道安

全。本文也舉自動滅火設備中細水霧設備為例，

介紹其滅火降溫原理、系統架構及安全防護。

以上兩種設備，均經由計算流體力學軟體

分析，模擬正常操作時之降溫效益以及火災時

之啟動時機，最後結合隧道交控及排煙系統擬

訂操作模式，以利擬訂緊急應變計畫，達成隧

道整體安全防護目的。

貳、隧道主動式滅火設備

一、自動化滅火系統原理

公路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1]所規定

之主動式滅火設備，包括：1.自動撒水設備、

2.水霧滅火設備、3.細水霧滅火設備、4.泡沫滅

火設備、5.二氧化碳滅火設備、6.潔淨藥劑滅火

系統等，基於5.及6.滅火系統等係屬氣體式自

動滅火設備，需要氣密要求，無法適用於隧道

內，以下僅針對前述四種水系統滅火設備之特

性及物理化學性質加以說明：

(一)  自動撒水設備：大粒徑水滴直接落於

燃燒中之可燃物表面，利用水之高蒸

發潛熱，降低可燃物表面溫度，並使

其降至燃點以下。

(二)  水霧滅火設備

1.  乳化作用：由於霧狀水流高速衝擊作

用，微粒水珠進入液體表層引起劇烈擾

動，使可燃液體表層形成一層由水粒和

非水溶性液體混合組成的乳狀物表層，

達到吸熱降溫作用，減少可燃物體蒸發

量，使其難以繼續維持燃燒。

2.  冷卻作用：對燃燒物降低溫度產生冷卻

作用。

3.  稀釋作用：用於水溶性可燃物質，可發

揮稀釋作用。

(三)  細水霧滅火設備

1.  冷卻作用：小粒徑霧狀水滴，單位質量

水微粒子總表面積變大，容易吸收熱

量，蒸發速度快，經由蒸發過程除去火

場中的熱，達到滅火效果。

2.  稀釋作用：細水霧遇熱產生蒸氣，氣體體

積膨脹會將火源四周空氣推開，使得火源

四周氧濃度降低，達到抑制火源效果。

3.  遮斷作用：霧狀的水會吸收自火源放射

出來輻射熱，可防止向周圍延燒，且直

徑越小的粒子比起大粒子更能有效吸收

輻射熱，阻止火勢蔓延。

4.  窒息作用：當放射出的水滴觸及高溫

時，將快速形成水蒸氣，使體積膨脹

1600倍，降低空氣中氧濃度，達到窒息

目的。

(四) 泡沫滅火設備

1.  冷卻作用：泡沫含有水份，對燃燒物產

生冷卻作用。

2.  窒息作用：泡沫覆蓋於燃燒面，完全阻

隔空氣供給，產生窒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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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自動啟動，NFPA 502建議隧道內之水

系統設備以自動啟動機制為原則，亦可設

計以手動啟動，惟一旦手動啟動延誤，在

火警偵測器偵知火災事故後3分鐘，仍應能

自動放射上述各種水系統設備。日本隧道

內水系統之設置基準與設計要領第三、七

集，均有特別提出關聯設備運用機制，啟

動模式與NFPA 502之規定類似，但有較多

之隧道模型及實地實驗數據，以日本道路

協會為例，水霧設備若未提早以手動方式

啟動，於雙孔單向隧道，火警偵測器偵知

火災事故後3分鐘即自動啟動；於單孔雙向

隧道，火警偵測器偵知火災事故後10分鐘

即自動啟動。

二、主動式滅火設備差異比較

依據目前公路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

條文規定，並未清楚定義隧道內適用何種滅火

設備，而參考國內消防法規、國際相關準則及

相關研究報告，綜整各種主動式滅火設備提供

參考，有關其功能差異及效益，如表1所示。

三、水系統設備之動作時機[2]

(一)  國外法規探討

 國外相關規範及研究報告對水系統設

備啟動時機提出建議，NFPA 502[3]及歐

盟研究計畫UPTUN均建議水系統設備採手

表1 隧道主動式滅火設備功能差異及效益比較表[2]

項
次

比較項目

隧道主動式滅火設備種類

自動撒水滅火設備
(Sprinkler System)

水霧滅火設備
(Water Spray System)

細水霧滅火設備
(Water Mist System)

泡沫滅火設備
(Foam System)

1
噴頭放水量
(L/min m2)

5~23 6~20 0.2~1.5 3.7以上

2 水滴粒徑(μm) 5000以上 1000~5000 1000以下 5000以上

3
放射壓力
(kgf/cm2)

大於1 大於2.5
1.小於12.1(低壓)
2.12.1~34.5(中壓)
3.大於34.5(高壓)

大於1

4 噴頭設置位置 車道上方 隧道側壁 車道上方 車道上方

5 滅火介質
水 

(取得容易且經濟)
水 

(取得容易且經濟)
水 

(取得容易且經濟)
水+泡沫滅火原液(部份有
污染，需更換或充填原液)

6 水質要求 乾淨 乾淨 極高(須過濾) 乾淨

7 管材成本 普通 普通
昂貴 

(須另獨立配管)
普通

8 適用火災類型 A A、B、C A、B、C B

9 吸熱及冷卻效率 佳 優 極優 普通

10 電氣絕緣性 不可 可 佳 不可

11 泵浦設備 可與其他系統共用 可與其他系統共用
細水霧泵浦為獨立
設備

可與其他系統共用

12 設備產品 產品多樣 多數為日本進口產品 皆為歐美進口產品 產品多樣

13 人員逃生影響
產生大水量，人員
逃生較不易，但不
會造成不適

產生水量，人員逃生
較不方便，但不會造
成不適

水量少，大部分被
蒸發，較易人員逃
生，不會造成不適

路面蓄積大量泡沫，人員
逃生較不易，會造成不適

14 防護死角
遮蔽物影響大，必
要時需增設噴頭

需考量放射角度與遮
蔽物之相對位置

幾乎不受遮蔽物影
響放射性能

遮蔽物影響大，必要時需
增設噴頭

15 車輛燃燒物

車輛底部及內部因
阻隔，水滴不易進
入火源，較無法抑
制火災

水霧飄浮整個防護空
間，因火災氣流而捲
入車輪底部與內部，
可較有效抑制火災

細水霧飄浮整個防
護空間，因火災氣
流而捲入車輪底部
與內部可有效抑制
火災

車輛底部及內部因阻隔，
水滴不易進入火源，較無
法抑制火災，必須使用大
量泡沫覆蓋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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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相關研究報告探討

 水系統滅火設備動作後有降低火場

能見度之現象，因此若水系統設備過早動

作，則有可能危及用路人之避難安全；相

反的，若延遲啟動，則可能降低水系統滅

火設備對快速成長火災之抑制效能，台灣

因無隧道內設置主動式滅火設備先例，台

灣世曦與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原南亞技術學

院)研發(101年度)「公路隧道火災煙控CFD

模擬之研究」[4]及與警察大學「由國內長

隧道現有消防機制，探討國道公路隧道消

防救援最適模式暨效益評估計畫」研究報

告[5]，針對高速公路之點排式排煙系統與

水系統設備安裝於隧道內，曾進行分析模

擬，根據此份研究報告，模擬設定水系統

最佳動作時機為3.5分鐘之前。

(三)  水系統設備啟動方式及最佳啟動時機

建議

 前述國外法規對於水系統啟動方式

及時機，可參考日本道路協會隧道緊急設

施規定，水霧設備可利用監視裝置來確認

火災規模及位置，經隧道控制中心人員確

認後以手動方式啟動水系統設備及受信總

機，經由火災探測器自動偵測動作，顯示

火警發報位置及火警分區，並將信號傳至

監視設備，連動閉路電視攝影機，進行開

啟路況資訊顯示設備，於最佳時機自動啟

動水系統設備。

參、水霧設備火災時之滅火降溫
應用

一、水霧滅火設備標準配置[6]

(一)  系統由隧道外機房提供水源及加壓泵

浦，將高壓水輸送至隧道水霧噴頭

滅火。

(二)  本系統由水源、泵浦、管、閥(含控制

閥、GV、CV等)，偵測器(如火焰式探

測器或工業型熱像追蹤攝影等) 、控制

盤、電源等設備組成。

(三)  本系統配合火警、通風區劃將隧道規

劃分區，以隧道50 m長為一放水區

劃，並以最大2區為放水對象，提供40

分鐘以上水源容量，另考量山區消防

人員搶救到達時間較長，外加20分鐘

的用水自救餘裕量。水霧設備配置區

劃示意圖，如圖1所示。

圖1 水霧設備分區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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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霧滅火設備配合人行避難橫坑間

距350 m。平均避難速度以0.8 m/s

計算，假設人員於火災發生3分鐘後

確認開始避難，至避難橫坑時間為

180s+438s=618s。水霧設備開啟係配

合火災區(N)與火災上游一區(N-1)共兩

區(單區50 m x2=100 m)。水霧啟動時

間約210s(3.5分鐘)。典型公路隧道配

置撒水區劃示意圖，如圖2所示。

二、水霧系統模擬說明[4]

隧道內裝設水霧系統其目的主要是火災

時抑制火勢延燒、冷卻火場溫度、爭取救援時

效，以及營造後續救援之安全環境。配置時需

考量於行車淨空外之空間，水霧系統每1組噴頭

係由二個噴嘴所組成，其中一個噴嘴之口徑為

水平方向，另一噴嘴之口徑係傾斜配置，使噴

灑範圍均須跨過車道涵蓋對面側壁。為探討水

霧設備於火災運轉降溫應用，以下採FDS進行

模擬。水霧噴頭配置，參考相關工程配置，隧

道斷面與水霧系統噴頭方式如圖3所示。一組噴

頭係由二個噴嘴所組成，分別以水平方向、傾

斜配置，依此噴頭之組合模式模擬水霧系統噴

頭，分析有或無水霧對火場溫度之影響。

圖2 典型水霧設備配置區劃示意圖

圖3 隧道斷面與水霧系統噴頭示意圖

本模擬水霧系統噴頭含水平及傾斜噴嘴，

自火源中心起向其上、下游方向分別各佈設一

區域之水霧系統噴頭，每區之長度為50公尺，

總計佈設噴頭區域之長度為100公尺。

針對水霧系統情境模擬相關參數之設定

如下：

(一)  水霧系統於火勢引燃後210秒啟動之。

(二)  大貨車火災成長曲線，參考Runehamar 

Tunnel全尺寸隧道大貨車火災T3實驗

所得之火災成長曲線，以一輛大貨車

火災固體火源模擬之，並設定火源來

引燃，模擬之釋熱曲線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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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霧系統噴頭係以水平及傾斜之噴嘴

組合，一顆噴頭之流量設定為250 L/

min，每顆噴頭之間距為5公尺。

三、水霧系統啟動對用路人避難環境影響與

安全性評估[4]

(一)  對用路人避難溫度之影響

 模擬結果檢討火場附近水霧系統是否

啟動之用路人避難溫度比較。檢視圖5可發

現水霧系統啟動，對降低火場上游用路人

避難溫度有所助益。

由圖6、圖7，可發現水霧系統啟動在火場

下游5公尺及20公尺處，用路人避難溫度低於水

霧系統不啟動情境。

火場下游10公尺與15公尺處在210秒水霧

系統啟動至約480秒的時間，水霧系統啟動情境

用路人避難溫度反而高於水霧系統不啟動，原

因為水霧啟動改變火場氣流，將火場上方高溫

之煙氣帶向下方所造成。

圖4 大貨車固體火源模擬所得之HRR曲線

圖5 火場上游5m、10m用路人避難溫度

綜合前述模擬結果可知，當火場水霧設備

啟動，確實可抑制火勢延燒、冷卻火場溫度、爭

取救援時效，以利營造後續救援之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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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細水霧設備正常運轉降溫應用

一、隧道內主要溫升熱源分析與探討

隧道內氣流溫升現象為長隧道營運安全須

特別注意之重大課題，國工局相關研究報告[7、

8、9]均進行研究探討隧道內氣流溫升，其主要

與隧道熱源、隧道壁熱傳導及隧道氣流量有關：

(一)  隧道內熱源

 隧道內的熱源來自車輛、照明、交

控設施等，其中以車輛所造成的熱源為最

大，其次為照明；車輛發熱量可由下式

計算：

(1)

Qcar ： 車輛發熱量(kW)

M ： 車輛重量(kg)

G ： 重力加速度

S ： 坡度 

Fr ： 滾動摩擦係數 

ρ ： 空氣密度（1.14 kg/m3, 30℃）

CD ： 車行風阻係數 

Ae ： 車輛風阻面積(m2)

Ve ： 車速(m/s)

Va ： 隧道內風速(m/s)

η ： 引擎效率

(二)  隧道壁熱傳導

 隧道壁會吸收隧道內的溫度並傳導至

岩壁，在車流量離峯時間或溫度較低的夜

間，再度釋放至隧道內，故隧道壁材質對

熱傳性質有很大的決定。隧道壁體之熱傳

可視為一穩態熱傳，與熱傳導係數、溫差

有關，可由下式計算：

圖6 火場下游5m、10m用路人避難溫度

圖7 火場下游15m、20m用路人避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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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w ： 隧道壁吸收之熱量(kW) 

U ： 隧道壁熱傳導係數(W/m2-℃) 

Aw ： 隧道壁面積(m2) 

Tw ： 隧道壁之平均溫度 

Ta ： 隧道內空氣平均溫度

(三)  隧道氣流量

 隧道內空氣帶走的熱量，為空氣流率、

空氣比熱、溫度差的乘積，可由下式計算：

 (3)

Qa ： 空氣帶走之熱量(kW) 

ρ ： 空氣密度（1.14 kg/m3, 30℃） 

A ： 隧道斷面積(m2)

Va ： 隧道內風速（m/s） 

Cp ： 空氣比熱(1.006 kJ/kg-℃) 

Ti ： 隧道進氣端溫度(℃) 

To ： 隧道排氣端溫度(℃)

隧道內各項熱源產生的熱量，除由隧道壁

熱傳導的進行熱交換外，其餘熱量會造成隧道

內空氣溫度升高，最後熱空氣由隧道口排出。

當交通量愈大、隧道長度愈長，隧道內空氣的

溫升就會更加明顯。

二、細水霧降溫原理及組成

(一)  細水霧降溫原理

 細水霧降溫係利用噴頭釋放出霧狀微

小水粒，如圖8所示。由於水在溫度30℃時

之蒸發潛熱達2,430 kJ/kg，可藉由蒸發吸收

大量蒸發潛熱，而使空氣溫度降低。

(二)  細水霧降溫設備組成

 細水霧降溫設備包括水源、配管、

緊急電源、啟動裝置(自動啟動)、一齊開

放閥、噴頭及加壓送水裝置等，其系統架

構如圖9所示。細水霧降溫設備，其噴頭

圖8 細水霧噴頭噴霧示意圖

圖9 細水霧降溫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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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型，其球型內溫度、濃度分布均勻，並

忽略與輻射的換熱。水霧的溫度變化，將

以對流所造成的顯熱傳遞和空氣與水霧之

間的蒸發潛熱來決定。則一顆水滴的熱平

衡方程可寫為：

 (7)

 Mp為水顆粒質量，Cp為水顆粒比熱，

TP為水顆粒溫度，h為對流係數，AP為水

顆粒面積，Tair為空氣溫度，hfg為蒸發

潛熱。

三、細水霧降溫系統模擬

為進一步了解前述細水霧降溫系統構想可

否達到降溫需求，本文以計算流體力學軟體進

行隧道細水霧降溫模擬。探討細水霧降溫造成

於正常條件下降溫效果。設置4個噴頭，噴霧方

向朝行車方向，隧道內模擬溫度為40℃，於100

長的隧道範圍內，模擬每個噴頭0.875 L/Min、

1.75 L/Min、3.5 L/Min三種流量，隧道風速4 

m/s，噴霧粒徑60 μm，模擬結果如圖10、11

所示。

水量的大小是最直接影響細水霧降溫程

度的主要依據，理論上水量越多降溫效果會越

好，但是基於隧道行車安全考量，水量不可能

無限大。由流場模擬結果可知，當細水霧水量

上升時其顆粒運行軌跡長度會變長，其中水量

3.5 L/Min大約可以將隧道降溫2℃，1.75 L/Min

約為1℃，0.875 L/Min約為0.5℃，依此結果發現

降溫程度與細水霧水量成正比，且影響程度很

大，但若一昧的增加水量，則水顆粒會使水粒

子來不及蒸發，使能見度降低影響行車安全。

設置高度及降溫防護範圍以不影響行車安

全、損壞或降低機電設備操作及壽命為原

則。由於噴嘴粒徑很小，容易因水中雜質

堵塞，且水泵浦前設置過濾器過濾水中雜

質；水泵浦必須加裝變頻使能在不同操作

模式時調控水量，系統架構如圖9所示：

(三)  細水霧降溫水滴粒徑、噴水量計算

 一般而言，細水霧系統之水滴粒徑在

1,000μm以下，屬於細水霧範圍。細水霧

噴頭放水噴霧，其水滴直徑與水壓1/3次方

成反比，與撒水頭孔徑2/3次方成正比，水

滴直徑參數關係[10]如下：

 (4)

Dm ： 水滴直徑，D ： 撒水頭孔徑

P ： 放水壓力，Q ： 流量

水滴的總表面積則可以下式表示

 
(5)

 
(6)

U ： 水滴速度， V ：  火羽流上升速度

M ： 水滴質量， ρg ： 熱氣流密度

G ： 重力加速度， S ：  水滴向下面之半

球面積

CD ： 摩擦阻力

 由上列公式之關係可知，在同樣放水

量前提下，欲減小水滴直徑且增大水滴總

表面積的方法有二，第一種方式是縮小噴

頭孔徑，另一種則是提升放水壓力。

(四)  細水霧降溫熱傳方程式

 液滴與空氣間的熱交換方程式可以由

熱平衡的關係式導出，液滴可以看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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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隧道細水霧降溫模擬流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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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或溫度超過40℃時，啟動細水霧降溫系統，

以達隧道降溫功能，並同時啟動交控系統運

作，提醒用路人前方路況，以避免影響用路人

行車安全其啟動操作流程，如圖12所示。

伍、細水霧設備整合於火災時之
滅火降溫應用

細水霧降溫設備如同水霧設備，當火災發

生時，必須整合於隧道監控系統，以監視及控

制隧道內交控、排煙等系統之運轉，再依據情

況決定各防災系統開啟時機。

當隧道內發生火災時，交控系統之影像偵

測事件須納入警告通報，並由即時影像判讀是

否為火災或其他重大事故；在確定隧道內確實

發生火災時，除將影像偵測事件納入警告通報

消防搶救外，並第一時間啟動細水霧設備，以

增加用路人疏散時間及利於消防人員進入隧道

內搶救，其火災模式操作流程，如圖13所示。

四、細水霧降溫系統啟動時機

當隧道內發生壅塞或車流量過大時，容易

使得隧道內產生高溫現象，除由空氣品質及溫

度偵測器感測外，亦可藉由交控系統車輛偵測

器之偵測數據進行事件通報，在車流量到達上

圖11 改變水量的降溫結果

圖12 細水霧設備降溫啟動操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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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綜合評估各種主動式滅火設備，除了二氧

化碳及潔淨藥劑係屬氣體式自動滅火設備，需

要氣密要求，無法適用於隧道外，另外，自動

撒水滅火設備由於吸熱冷卻效率不如水霧或細

水霧滅火設備；泡沫滅火設備安裝於隧道內，

有安裝空間、使用年限及污染問題，故水霧或

細水霧滅火設備相形之下較適用於隧道內。

本文主要介紹隧道內安裝水霧及細水霧

滅火設備之模擬及應用實例，目前國內最長隧

道有雪山隧道及台九線蘇花改之觀音及谷風隧

道，前者由於夏季營運時隧道溫度高達40～

50℃，目前設有細水霧設備應用於正常隧道

內降溫，經模擬結果顯示，當水量增加會造成

較好的降溫效果，但流量過大恐會影響行車安

全，本設備火災時也可提供輔助滅火降溫使

用。另外，台9線蘇花改之觀音及谷風段以及

南迴公路安朔至草埔段隧道火災時設有水霧滅

火降溫設備，由於水霧滅火降溫設備之噴頭放

水量及粒徑較大，不適於正常降溫使用，由於

此隧道設有點排式通風排煙系統，通風效果較

好，不會造成溫升問題。

水霧或細水霧滅火設備應用於火災滅火降

溫時，均應併同交控以及排煙系統，擬定整體

防災計畫，以維護用路人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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