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600 章
號誌系統作業規範
1.通則
本章說明鐵路號誌系統之ㄧ般規定，包括工程範圍、工作項目、
界面、協調、送審資料、相關準則、現場環境、竣工文件、基本
產品要求、材料及施工等共通性基本要求。
1.1

工程概要

1.1.1

號誌系統工程範圍依據各計畫起迄點，並應涵蓋和原有設備介接
之相關號誌設備修改或新設。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聯鎖系統工程
聯鎖系統可為繼電聯鎖系統或電子聯鎖系統，繼電聯鎖是以
繼電器接點組合成聯鎖邏輯電路，電子聯鎖是以電腦軟體程
式組合成聯鎖邏輯電路，站場道旁基本設備及施工方式兩者
均相同，因此本章「號誌系統作業規範」及「號誌設備材料」
均適用於繼電聯鎖或電子聯鎖系統。聯鎖系統工程工作包括：
A. 新設機房內號誌設備：聯鎖裝置、電源設施、就地控制裝
置等。
B. 新設道旁號誌設備：軌道電路、計軸器、號誌機、轉轍器
及就地扳轉按鈕、繼電器箱、電源設備及各式號誌電纜等。
C.遷移並修改既有之集中監視系統(CMS 及 CMT)、安全監控
主機及攝影機。
D.拆收並點交既有號誌設備予業主指定之管理單位。(拆收
範圍及項目依各案工程契約辦理。)
(2) ATP 系統設備
包括新設星型高頻信號線、感應器及介接至新設之聯鎖裝
置，修改路線介接處南、北端既有相關感應器，拆收並點交
既有 ATP 設備予業主指定之管理單位。(拆收範圍及項目依
各案工程契約辦理。)
(3) 中央行車控制站裝置（CTC 及 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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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軟體修改、新設 CTC 站裝置、TID 終端機，拆收並
點交既有 CTC 及 TID 設備予業主指定之管理單位。(拆收範
圍及項目依各案工程契約辦理。)
(4) 計軸器系統設備
包括新設置之計軸頭與其連接纜線、介接至道旁之繼電器
箱、計算單元與軟體，及計軸器設備所需之電源轉換裝置等。
(5) 中途閉塞裝置
站間閉塞裝置應配合兩端站聯鎖裝置系統配置，經由軌道電
路/計軸系統、出發號誌控制及列車運轉建立閉塞方向，已建
立之閉塞方向應保持至列車到對方站，欲變更閉塞方向時，
應由控制出發號誌後查核「全區間無列車佔用」並查核對方
站「衝突進路設立」
、相關進路未鎖錠時，閉塞方向才可變更。
(6) 平交道防護設備
包括自動警報機組(含閃光燈、警音等)、自動遮斷機、平交
道集中監視裝置、小型方向指示器、大型方向指示器、平交
道緊急按鈕、平交道告警燈、障礙物自動偵測裝置、列車防
護無線電裝置、監視錄影裝置及平交道路線封鎖按鈕等。
1.1.2

本系統必須將新設號誌系統設備銜接至現有之號誌系統，所有新
設號誌設備須完成安裝測試，確認系統正常運作後方可實施切
換，另必要時須配合軌道工程及電車線系統實施軌道切換。

1.1.3

承包商必須依據契約之規定履行所有工作項目，以提供完整安全
且符合功能及營運需求之號誌系統，工作項目詳述於本規範第 1.3
節。

1.1.4

契約總價已涵蓋所有號誌系統之設備、產品、材料、施工、人力、
軟體工程與成果的供應，包括所有必須的製造、組裝、運輸、交
貨及工地的卸貨、保險、安裝、油漆、檢驗、測試、系統整合與
切換，以及勘查與調查、監督、工作之配置、管理、協調、會議
與文件製作等工作。承包商於數量估算單(Bill of quantity,B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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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詳列或不足，但為完成系統工程所需之材料、設備、工具、
軟硬體及勞務等均含於契約總價內，應由承包商供應。
1.1.5

承包商於執行契約規定之所有工作項目的期間，如工程司認為必
要時，應派遣翻譯人員，不另給付費用。

1.2

工作項目
承包商應執行契約規定及工程司所指示之工作（於其授權且不違
背契約之範圍），至少包括以下各項：

1.2.1

以 Microsoft Office 軟體撰寫及製作契約規定之各項文件，包括
計畫書、證明書、簡報資料、紀錄、報告、日誌、程序書/表及手
冊，並依工程司之指示提供契約規定數量之列印稿及以光碟片為
儲存媒體的數位檔案。

1.2.2

勘查與調查
(1) 銜接地點之工作範圍的沿線實地勘查，包括建築物、纜線徑
路、既有系統/設備之安裝空間與數量及其使用現況。
(2) 調查既有系統/設備之相容性，包括硬體及軟體規格、銜接
與整合所需之其他技術資料。
(3) 依據土建與一般機電工程之進度，配合現場會勘界面需求及
其施作的適當性。
(4) 勘查與調查後須提送成果資料交工程司審查。

1.2.3

協調、配合及會議
(1) 工作項目相關之界面議題與相關之承包商、使用者進行協
調，並依照工程司之指示予以配合。
(2) 依據契約規定及工程司之指示，指派授權人員出席相關會
議，並於會議前準備相關資料或文件。
93) 依據會議結論進行相關之後續工作，倘有其他窒礙難行之
處，承包商應依循契約規定辦理。

1.2.4

本工程各項設備所需之輸入許可、通關、申請文件，承包商應遵
循相關規定，必要時得以書面向業主提請協助。

1.2.5

圖面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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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說應依照工程司指定之格式及規定予以繪製，其大小應有
足夠空間供工程司及承包商簽章，並裝訂成易於攜帶之圖
冊。圖說經工程司審查、核可後方得進行製造或裝配或施工。
(2) 以 AutoCAD 軟體及一致的標準製圖格式製作數位圖檔（CAD
檔及 PDF 檔），並依工程司之指示提供契約規定數量之列印
稿及以光碟片為儲存媒體的數位檔案。
(3) 承包商應依業主的製圖規範製作圖說，若業主無現成的製圖
規範，承包商應製作製圖規範送請工程司核定後據以執行。
(4) 依據號誌系統之需要、勘查與調查之成果資料、協調後之界
面配合事項等綜合呈現安裝空間及設備數量於施工圖。
(5) 依據現場實地情況及實際竣工資料繪製竣工圖。
(6) 施工圖與竣工圖應依據各設備之特性予以區分為製造圖、組
合圖、零件圖、材料明細表、安裝圖、機房及機架佈置圖、
號誌聯動圖表、軌道絕緣圖及軌道號誌佈置圖、電纜佈置
圖、系統架構圖、單線圖、昇位圖、介接圖、系統切換圖、
接線圖（表）、號誌邏輯電路圖及必須的設定組態或架構資
料等。
(7) 經工程司簽核之施工圖如依實際需求有所變更時，應提出申
請，並經工程司核准後，方可實施。
1.2.6

供料及運送
(1) 經工程司核定之送審資料，承包商據以訂購各項設備、產品
及材料。
(2) 前述訂購時機應將製造、試驗、檢驗、通關、運送、申請許
可文件、現場安裝及契約規定時程納入考量。
(3) 設備、產品及材料應依其性質、尺寸及運送方式，於運送前
採取適當的分裝、使用恰當的材料予以包裝，避免於運送過
程因碰撞而造成損傷，包裝材料之外側應標明下列資料：
A.製造廠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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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品名、型號、數量、重量及生產序號。
C.製造年份(西元)。
D.附日期之包裝及品管標章。
E.業主名稱及契約案號。
(4) 運送時應綜合考量運載方式、路徑、時間及出入口，避免影
響道路交通或傷及物品之完整功能或外表。
(5) 依據相關法令，於必要時準備運輸及交通維持計畫，並提送
主管機關核定。
1.2.7

安裝及施工
(1) 依據協調後之進場時機開始安裝及施工。
(2) 移設之既有設備應仔細、小心地進行拆解、安裝及復原作
業，以免影響原有之功能及性能。
(3) 依據工程司核可之施工圖或安裝圖施作。
(4) 施工現場之情況若與圖說有差異時，承包商應建議修改方案
並提報工程司同意後進行後續之工作。
(5) 依 工 程司指示配 合與其他關聯 標現場 各項設 備安裝測試
調整施工。

1.2.8

既有設備及界面之銜接
(1) 銜接前必須再確認兩者之尺寸、位置、電氣特性、通訊協定
及軟體設定等技術性能的相容性。
(2) 銜接時不得妨礙既有系統/設備正常運作、影響鐵路運轉、
危及人身安全、損傷財物之情事，工程司於必要時得暫時禁
止工作之進行，直到修訂之銜接步驟已排除前述顧慮。
(3) 銜接後施作必要的設定、調整、測試及修改。
(4) 任何可能影響鐵路運轉之作業，應於夜間非營運時段進行。

1.2.9

測試及整合
(1) 各項設備應執行出廠試驗、檢驗及單機測試。
(2) 依系統及設備之特性分區、分次系統進行功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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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核定的系統整合程序進行全系統及銜接既有系統的整
合測試。
(4) 廠商執行測試作業時如有拆除或更動既有營運系統之軟硬
體或配線，應依據核定之復舊測試計畫，辦理復舊測試作
業，如復舊測試作業涉及軌道佔用偵測裝置應俟第 1 班正式
列車通過確認號誌系統正常無誤後方可撤離，以確保既有
營運系統恢復原狀 。
(5) 復舊測試計畫應詳述測試範圍、新舊設備功能及配線(現場測
試時會影響到既有營運系統的設備功能及配線)、測試程序
(包括：作業項目、復舊後作業項目、執行步驟及測試方法)、
測試紀錄表單(包括：測試作業項目、步驟、完整的新舊號誌
條件檢核圖表、新舊配線接點位置圖表)。
(6) 測試完成並確認系統功能無誤時，應依據核定的系統切換計
畫逐步系統之切換。
(7) 任何可能影響鐵路運轉之作業，應於夜間非營運時段進行。
(8) 於契約工作範圍內，配合工程司之指示，協助其他必要之檢
驗或測試。
(9) 系統啟用前，辦理使用單位之操作及維護作業的訓練課程。
(10) 全系統啟用後，配合工程司的指揮，協助使用單位之操作及
維護作業的執行。
1.2.10 既有設備之拆收及點交
(1) 拆收前應依據軌道號誌佈置圖及電纜佈置圖，正確標記設備
名稱及連絡電纜；拆收中應與施工圖面比對，確認停用號誌
設備及連絡電纜之範圍及數量是否拆收正確；拆收後應與車
站行車室確認各項號誌狀態是否正常。
(2) 設備應仔細、小心地進行拆解、分類、包裝及儲存作業，以
免影響原有之功能及性能。
(3) 拆收後之設備應建立移交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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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據工程司之指示，協助轉交相關單位。
1.2.11 其他項目
(1) 執行品質保證與管制作業。
(2) 提供操作及維修手冊。
(3) 依契約規定提送計價作業所需之相關文件。
(4) 依契約規定提供維修工具、測試儀器及備用零組件。
(5) 辦理操作及維修之訓練課程。
(6) 配合驗收程序提送竣工文件、材質保證書及保固切結書。
(7) 驗收後，依契約執行保固、維修作業。
(8) 其他契約規定之工作。
(9) 其他未明列，但為完成契約所需之必要工作。
1.3

界面

1.3.1

承包商應於施工圖製作及現場安裝時審慎處理相關界面議題，隨
時向工程司提報差異處，並建議解決方案；經工程司同意後據以
執行。各項界面之處理應以行車系統最低風險為最優先考量。

1.3.2

既有系統、設備之界面如下：
(1) 工程範圍南北兩端附近兩側之電纜線槽、ATP 感應器及器具
箱等。
(2) 現有之 CTC 及 TIS（綜合調度所）。
(3) 繼電器室之號誌集中監視系統（CMS 及 CMT）
、安全監控主機
及攝影機。
(4) 分駐所之號誌集中監視系統（CMS 及 CMT）。
(5) 站間中途閉塞裝置與聯鎖裝置。
(6) 有時因號誌設備之一致性與切換之困難度，號誌施工範圍未
必與土建施工範圍一致。

1.3.3

土建工程界面

承包商應確認由土建工程提供之界面的細節，並於澆注混凝土前及施作完
畢後參與會勘，相關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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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繼電器室、號誌電源、電池室及備品室對外出入口門設置掛
鎖(12mm 孔徑)或於門旁適當位置設置崁入式不銹鋼鑰匙箱。
(2) 繼電器室設置電纜管道間(1m×1.5m)並連通至月台層主電纜
槽(引入口注意防止水灌入管道間)。
(3) 主電纜線槽設置(電纜線槽埋設之各種方式請參照附件一）：
A.站內：月臺下方兩側。
B.站外：東、西正線外側。
C.高架、隧道、橋梁區段以外與原有線槽銜接，設永久性電
纜線槽。
(4) 連通電纜線槽之預埋管（與其他系統共用）
A.高架段連通兩側電纜線槽。
B.第一主正線與第二主正線間之道岔區縱向連通，包括東側
及西側於南、北兩端合計 4 處。
C.車站區外側電纜線槽與管道間之連通預埋管。
D.行車控制室與電纜線槽之連通預埋管。
E.電車線桿處連通電纜線槽與軌道間（連接回流軌、接地之
用）。
F.各月台每隔 50 公尺設置 1 處 5 吋預埋連通管。
G.月台兩端末設 6-5 吋 PVC 預埋管至主電纜線槽。
H.月台嚮導員室設預埋管 2-5 吋 PVC 至主電纜線槽。
(5) 纜線徑路、電纜架所需之結構開孔，纜線佈放完畢後開孔處
之防火填塞由承包商負責施工。
(6) 道旁號誌設備之基礎、纜線穿越電纜線槽側邊所需之開孔、
電纜線槽及維修步道之蓋板邊緣施工後整修(如發泡劑)由
承包商自行於現場施作。
1.3.4

一般機電工程界面
承包商應確認由一般機電工程提供之界面的細節，並參與會勘，
相關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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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車控制室、繼電器室、號誌電源及電池室各設置 1 組接地
匯流排【系統接地電阻不超過1Ω(接弱電接地系統) ，供號
誌系統承包商設備接地之用；道旁設備接地不超過10Ω(接回
流軌接地系統)。

(2) 由車站緊急發電機提供備援之獨立緊急電源迴路，包括隔離
開關及配電盤設置於號誌繼電器室，供電規格為 3 相 4 線 AC
380/220V 或單相 3 線 AC 220/110V，60Hz 容量為 75kVA，承
包商若認為容量不足或太大時，應洽業主協調予以變更。

(3) CTC 系統承包商應依修改完成之最新列車資訊資料，提供各
車站旅客列車資訊顯示系統（TIDS）供列車到站自動播音系
統使用，並負責提供界面軟硬體設備（包括協調雙方通訊協
定）
，車站之 TIDS 只需以通信電纜連接至界面裝置，即可切
換使用自動模式更新資料。

(4) 工程範圍內每一月台面股道側由一般機電設有列車接近警
示燈及列車到達自動播音系統，聯鎖系統應提供列車接近之
訊號乾接點，任一方向之運行列車接近月台時啟動，雙方分
工範圍如下：
A.一般機電提供警示燈、控制與驅動迴路及介接所需之端子
台（依股道數區分），並負責纜線的終端處理與接線。
B.聯鎖系統提供介接所需之聯鎖條件、繼電器及佈放一條介
接纜線，介接點位於電訊房或指定之機房。
1.3.5

電訊系統工程界面
承包商應確認所有與電訊系統工程相關界面之細節，並參與會
勘，相關界面如下：
(1) 光、銅纜之介接端子的型式、數量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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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訊系統提供介接所需之端子台或光纖配線架，承包商需提
供介接所需之纜線及其接頭或端子。
(3) 號誌系統負責提供及佈放電訊房至繼電器室 0.9mm×20P 之通
訊電纜、24C 光纜及電訊房至行車控制室 0.9mm×10P 之通訊
電纜。
1.3.6

電車線系統工程界面
承包商應確認所有與電車線系統工程相關界面之細節，並參與會
勘，相關界面如下：
(1) 電車線系統負責提供並安裝道旁號誌設備與回流軌間之接
地線，同一處所多個號誌設備間之連接地線則由承包商負責
提供並施作。
(2) 電車線系統於軌道電路送、受電端，須裝設過壓保護器。
(3) 號誌負責提供接地連接板，電力負責將接地連接板接至回流
軌，號誌接地應為一點接地，避免接成環路。

1.3.7

軌道工程界面
承包商應確認所有與軌道工程相關界面之細節，並參與會勘，相
關界面如下：
(1) 長焊軌區段及 UIC60 道岔內裝設夾膠接頭，由軌道工程供料
及施作，號誌工程必須確認安裝位置，並配合軌道工程量測
絕緣電阻值。
(2) 非長焊軌區段及 50KG N 型道岔內裝設塑鋼絕緣接頭組，由
號誌工程供料及施作，軌道工程需配合調整軌道間隙及軌枕
調整。
(3) 軌道電路連軌線由號誌工程供料及施作。
(4) 50KG N 型電動轉轍器安裝配件（包括動作桿、鎖錠桿、轍查
桿、連接板等），由號誌工程供料及施作，尖軌鑚孔由軌道
工程施作，號誌工程需配合鑚孔定點及配合施作。安裝電動
轉轍器所需軌枕（優先採用 PC 枕或合成枕；臨時軌或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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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須經工程司同意後，可採用木枕），由軌道工程供料
及施作，號誌工程必須提供電動轉轍器型號及尺寸，並配合
施作及監造。
(5) UIC60 電動轉轍器安裝配件（包括動作桿、鎖錠桿、轍查桿、
連接板等）及所需軌枕（優先採用 PC 枕或合成枕；臨時軌
或特殊狀況，須經工程司同意後，可採用木枕），由軌道工
程供料及施作，號誌工程必須提供電動轉轍器型號及尺寸，
並配合施作及監造。
（UIC60 電動轉轍器安裝配件經協調，可
由號誌工程供料施作，需於特訂條款/需求書註明）
(6) 號誌設備穿越軌道電纜，設置電纜防護型 PC 枕(數量地點由
號誌工程提供資料)。
1.4

工作協調及會議

1.4.1

承包商於履行契約期間為求符合工程進度之需求，應遴派適任及
授權人員與下述單位協調：
(1) 臺鐵局：承包商應進行瞭解既有號誌系統/設備之使用現況
及介接所需之資料，並考量使用及維護單位之建議事項。
(2) 關聯契約之廠商：承包商應與同區段工作之其他廠商，進行
工作上之協調，包括進出工地通道、工程界面之認定、施工
時程與順序之配合等，承包商應採取各項合理的步驟，以便
利工地內或鄰近之其他廠商工作之進行。
(3) 公、民營管線單位和政府部門：承包商與公、民營管線單位、
政府機關及工程路權內或鄰近工地之其他廠商協調工程之
進行，以消除或儘可能減少工程之延誤，並避免與該等單位
之工作形成衝突。承包商與各單位協調之每項措施，均應以
書面向工程司報告確認。
(4) 承包商因施工需要，須向各有關單位申請手續、許可或報備
時，應自行負責辦理，如需以業主名義辦理者，承包商應備
妥資料送工程司，並由工程司函送，其費用如契約中無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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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由承包商負責。
(5) 分包商、貿易商及供應商：各貿易商、供應商及分包商之工
作應由承包商協調，協調工作應包括安排適當的材料交貨時
間表、機具進場時間及設備安裝時程、品質檢驗，以確保工
程之正常進行。
(6) 承包商與工程司之協調包括工程管理、品質管制、工程進度
及依據相關規章必須配合或申請之各項作業等事宜。
(7) 工程司為執行本契約可隨時進入工程有關之任何地區，以便
執行檢驗、試驗或其他任務，承包商不得拒絕，並應給予一
切之協助與方便。
(8) 如工程司認為本工程施工將對鄰近商家、住戶或民眾造成不
便時，工程司應通知承包商，將此有影響工作之全部或一部
份提前予以完成，承包商應即照辦，並不得提出任何要求。
1.4.2

承包商於契約履行期間應遴派適任及授權人員參與會議，包括但
不限於下列會議：
(1) 發包後會議：開工前由工程司召開發包後會議，以瞭解承包
商所有相關人員，建立溝通管道，並確認承包商瞭解契約規
定之品保與品質控制及安全需求。
(2) 開工後會議：開工後由工程司召開開工會議，承包商應於會
議中陳述其工作重點及順序、界面議題及建議方案、系統整
合與切換之概念等項目。
(3) 工地施工會議：工程司於施工中召開工地施工會議，會議內
容依工程進度而定，主要如下：
A. 檢討前次會議結論，並追蹤相關議題之執行成效。
B. 各工作項目之現況、進度、可能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案。
C. 關連廠商討論各項界面議題及其配合狀況。
D. 施工方法及整體系統之討論、溝通與協調。
E. 討論主要設備之送達與優先順序，及暫定施工時程與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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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F. 討論要徑工作之品保/品管需求及暫定施工時程與完工日
期。
G. 討論工進圖片、施工製造圖、產品資料、樣品和工作圖等
報告及送審文件。
H. 有關安全、緊急狀況之安排及處置、警衛、保全及工區管
理維持之程序等。
I. 其他上級機關交辦事項及與會人員之臨時動議。
(4) 進度會議：承包商需定期召開內部進度檢討會議，並將會議
紀錄檢送工程司備查；工程司得定期召開進度會議，會議內
容主要如下：
A. 檢討前次會議紀錄，如有必要可修改紀錄，經主席同意後
列入紀錄。
B. 檢討並深入討論前次進度會議中未解決之疑問和議題。
C. 工程司對於會議報告不滿意，可以要求解釋及澄清。
D. 檢討前次進度會議後完成之工作，如：工地外之製造程
序、產品輸送、提送時程之延誤、變更設計所衍生之問題，
以及其他可能延誤工作進度時程及完工日期之所有狀況。
E. 若工作較預定進度落後時，承包商應檢討落後原因，提出
趕工計畫，內容須包含落後原因分析及改正措施，以趕上
原有預定進度。
F. 檢討工地觀察、問題、工程司之決定、工作品質、及工人
工作標準等。
G. 檢討並結束目前之事項，注意未解決之議題及工程司對新
資訊之要求。
(5) 品管會議：工程司得定期召開品管會議，承包商配合辦理之
事項如下：
A. 承包商專案組織之督導人員及專案組織之品管代表、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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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主要負責人員、安衛人員、分包商代表等人員均應
參加會議，工程司得視需要另外要求產品製造廠之技術代
表參加會議。
B. 承包商應準備相關之品管資料。
(6) 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會議
A. 承包商之安全衛生工程師應參加由工地安衛委員會每月
召集之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會議，以落實工程安全計畫手
冊。
B. 承包商認為有必要時，可召集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會議，
並由承包商之安全衛生主管主持。
C. 會議中應商討並訂定執行公共安衛事宜等事項。
(7) 協調會議：工程進行中遇有需協調之事項時，得由工程司或
承包商召集召開協調會。
A. 協調對象包括但不限於契約相關之廠商、公民營管線單
位、政府機關及承包商之分包商與供應商等。
B. 由承包商自行召集與分包商及供應商間之協調會，如會中
並無工程司指派之人員列席時，承包商需於會後將協調會
議記錄檢送工程司參考。
(8) 現場會勘：工程進行中遇有下列情況時，得由工程司或承包
商召集以進行現場會勘：
A. 現場施工中遭遇特殊情況。
B. 現場施工之障礙物。
C. 現場與契約所述之實際情況有顯著差異者。
D. 與原設計條件有顯著差異，致使方案無法繼續執行者。
E. 承包商應維持現場情況，並以書面通知工程司進行現場會
勘，以判定承包商所述之情況是否與契約情況有顯著差
異，以及是否造成契約金額之增減和工期之延誤。
(9) 其他工程司指定之會議。
16600-14

110/01

1.5

送審資料

1.5.1

承包商應依據契約圖說及規範之規定辦理資料送審，如圖說或規
範有特別規定之部分，應依其規定辦理。送審資料之數量應依契
約規定辦理，未規定部份為正本一份、副本六份。

1.5.2

承包商應依據規範之規定或工程司之指示提送資料及文件，承包
商應考量工作時程與工程司之審查及回覆所需之作業時間，並自
行承擔因延遲提送而導致延誤工作進度的責任。

1.5.3

送審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 品質計畫書：包括證明書、報告書、施工照片及影片、各種
檢驗及測試報告等之提送。
(2) 施工計畫書、測試計畫、新舊系統模擬測試後之復舊測試計
晝 、系統切換圖及系統整合程序/切換計畫書。
(3) 製造廠商資料、產品規格與型錄及技術文件。
(4) 配合關聯廠商準備界面議題所需之圖說或文件，並需於圖說
或文件簽署。
(5) 輔助說明系統/設備架構及特性之圖說，例如：系統架構圖、
單線圖、計算書、詳細介接圖、機房及機架佈置圖、聯動圖
表、聯鎖電路圖、軌道絕緣及佈置圖。
(6) 工廠製造圖、材料明細表及組裝圖。
(7) 施工圖、安裝圖、標準詳圖、配線圖、接線圖（表）及必須
的設定或組態或架構資料。

1.5.4

上述圖說之繪製若涉及號誌系統專有特性者，應使用臺鐵局既有
用法與呈現方式，包括圖例、符號、縮寫、名稱、配置等。若有
差異或新增者，承包商應於文件提送前預先洽工程司會同相關單
位協商、確認。

1.5.5

承包商應確保送審資料彼此間的一致性、連貫性及完整性，不應
有矛盾、抵觸的現象，工程司對送審文件之核定，係指同意該文
件之內容，並未免除承包商應遵守契約及規範之責任。承包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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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工程司之審查意見修訂或補充送審資料，並以書面說明或於
重新提送之資料上標示出變動的部分。
1.5.6

產品、設備及材料需提送規格與相關技術文件，經工程司以書面
核定後方可運抵工地，承包商應依工程司之要求提送出廠、測試
或檢驗報告。

1.5.7

工廠製造與組裝、設備安裝及結線等工作應依工程司核定之圖說
進行。圖說未核定前之任何工作項目，工程司有權予以拒絕；承
包商應自行負擔相關之額外成本，且不得據以要求延長工期。

1.5.8

承包商應依據契約規定及工程司之指示提送竣工文件，包括（但
不限於）下列項目：
(1) 纜線徑路、設備及機房佈置圖。
(2) 纜線及設備之接線表及配線圖。
(3) 操作及維護手冊。
(4) 設備之設定、組態及架構資料（依設備之功能及性質而定）。
(5) 設備之韌、軟體之電子/數位備份資料，以及執行還原過程
所需之所有工具（依設備之功能及性質而定）。

1.6

相關規範

1.6.1

第 16620 章

鐵路號誌聯鎖系統規範

1.6.2

第 16621 章

計軸器設備規範

1.7

相關準則及命名原則

1.7.1

契約規定之工程必須依據本規範、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建築技術
規則、消防安全法令、屋內外線路裝置規則、建築物屋內外電信
設備工程技術規範等及其它本地適用法規和規定來完成。

1.7.2

當本規範和各標準間發生衝突或抵觸時，應依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建築技術規則、消防安全法令、屋內線路裝置規則、電業供
電線路裝置規則、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等及其它
相關法規優先採用之。

1.7.3

規範、標準及其它相關法規，包括簽約後之所有修正條文，皆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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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契約之一部分。
1.7.4

各項設備原產地之同等法規及標準須由承包商提送經業主同意後
備查。

1.7.5

所有設備之安裝、製造、測試及材料之提供均應符合最新版之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CNS）、消防安全法令等及其他本地之條例與法
規，若以上法規、標準未規定者或未經業主及使用單位要求之產
品品質者，應符合下列所示之規則與標準：
(1) 臺灣鐵路管理局運轉規章、臺灣鐵路管理局號誌裝置養護檢
查作業程序、電務規章及其他相關規定。
(2)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3) 國際鐵路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 UIC)
(4) 國 際 電工 技術 委 員 會(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5) 美國鐵路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 AAR)
(6) 日本工業標準(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JIS)
(7)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
(8) 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9) 美國電氣法規（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NEC）
(10)美國電氣製造商協會（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NEMA）
(11)美國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12)其他-製造國相關標準，惟需相當或優於上列標準。

1.7.6

主纜線編號命名原則（請參照附件三）。

1.7.7

轉轍器/調車號誌機命名原則（請參照附件四）。

1.7.8

站區對應站間軌道 T 命名原則（請參照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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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軌道 T 命名原則（請參照附件六）。

1.7.10 掩護號誌機命名原則（請參照附件七）。
1.7.11 號誌繼電器室設置原則（請參照附件八）。
1.7.12 號誌設備工程圖例設置原則（請參照附件九）。
1.8

現場環境

1.8.1

承包商所供應、裝設之產品、設備及材料須於下列環境條件下能
正常運作：
(1) 相對濕度：20%～90%（屋內無空調之條件）
，50%～100%（屋
外非結露）。
(2) A.環境溫度：氣象局氣象報告各地溫度 0℃~40℃。
B.工作溫度：設備安裝處所因機件設備運作產生熱量，及太
陽陽光照射下致設備周圍溫度升高之最低和最高溫度；於
屋內無空調之條件下，工作溫度為 0℃~50℃，道旁器具箱
內工作溫度為 0℃~70℃。號誌設備應採用適應此高溫之零
組件，或改善箱體通風設施(不得採用風扇)，使箱內之最
高溫度於夏天最高環境溫度能夠降溫至設備零組件適應
之溫度，承包商應提出相關設施資料供業主審查認可。
(3) 列車（包括電車與柴電車輛）行進間產生之震動及柴油車排
出廢氣及煙塵（隧道）。
(4) 灰塵：屋外設施處於高落塵地區，必須採取有效防範措施。

1.8.2

本工程施作範圍屬亞熱帶氣候太陽輻射強度高（1,250W/m2）且氣
候潮濕，承包商提供的所有產品、設備及材料均安裝於無空調房
間或道旁箱體內，相關設備必要時需作隔熱及防潮處理，使其能
在當地氣候條件下正常地運作。應把本地多颱風、雷擊與地震的
因素考慮進去。另應注意防止螞蟻及小蟲等或粉塵、油煙進入影
響設備正常功能。

1.8.3

道旁號誌設備之位置不得逾越建築界限。

1.8.4

軌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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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軌距：1,067mm。
(2) 鋼軌形式：N50、UIC60、JIS60。
（鋼軌斷面圖請參照附件二）
。
(3) 道岔番號數：8、10、12 及 16 號，道岔之幾何圖請洽工程司
提供。
1.8.5

牽引電力：電壓為 25KV，頻率為 60Hz。

1.8.6

電磁干擾防護需求：
(1) 號誌設備應能忍受牽引系統的電磁干擾，且不會對列車運轉
造成危害。鐵路牽引電力系統為：
A. 電壓：25kV。
B. 頻率：60Hz。
(2) 號誌設備應考慮外部電路之感應電壓值如下：
A. 正常運轉狀況下：88V/km（單軌）；48V/km（雙軌）。
B. 短路狀況下：440V/km（單軌）；240V/km（雙軌）。
(3) 號誌設備之運作應不受高壓電力纜線、低壓配電纜線、電視
台、廣播電台、行動電話基地台、無線電台及雷達站等之干擾。

1.8.7

安全外部電路防護方法
(1) 所有外部電路須為雙線與雙切。
(2) 所有蓄電池組都不接地，除軌道電路電源外，其他安全電路
之電源側都必須加裝接地故障偵測器。
(3) 室內及室外電路用蓄電池電源應分開設置。
(4) 號誌燈電路：
A. 所有號誌燈電路須使用雙切，但紅燈電路可為單切。
B. 號誌燈電源使用 DC 10V 時，每條線上的總感應電壓應不得
超過 2 伏特(LED 燈 3 伏特)，以防止接地故障時燈絲發光。
C. 號誌燈使用 AC 110V 60Hz 電源時，從電源經變壓器至號
誌燈泡於燈泡兩端的感應電壓不得大於 2 伏特(LED 燈 3
伏特)，號誌燈電路、電纜長度應能符合前述要求。感應
電壓值請參照前一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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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電化區間號誌機和點燈電源間電纜，依照號誌裝置養護檢
查作業程序第 133 條規定，應採用高遮蔽係數遮蔽電纜，
其二者間和軌道平行之距離不得超過下表之規定：
限制
長度

地區單軌(號誌機
距變電站 10
公里以內)

電源
AC/DC10V
AC110V
AC220V

單軌(號誌機
距變電站 10
公里以上)

雙軌(號誌機
距變電站 10
公里以內)

雙軌(號誌機
距變電站 10
公里以上)

燈泡

LED

燈泡

LED

燈泡

LED

燈泡

LED

45 公尺

67 公尺

60 公尺

90 公尺

65 公尺

97 公尺

90 公尺

650 公

975 公

850 公

1275 公

900 公

1350 公

1200 公

1800 公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1300 公

1950 公

1700 公

2550 公

1800 公

2700 公

2400 公

3600 公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135 公
尺

(5) 使用於安全電路之所有繼電器(包括室內、室外用)均應為直
流線條安全繼電器，且不得串接二極體，自外部接收受電之
安全繼電器應不受連續 AC 250V 60Hz 與 AC 1200V 60Hz 0.3
秒之影響。
(6) 裝有安全繼電器的外部控制電路應為雙切，且正常運轉時每
條線感應電壓應保持低於 250 伏特，及電車線系統發生短路
故障時應低於 1200 伏特 0.3 秒，此為外線長度的限制因素。
因此平行於軌道之無遮蔽電纜最大控制電路長度為 4.6 公里
（雙軌）、2.6 公里（單軌）。軌道沿線雙方向的外線控制電
路，若由同一組蓄電池供電，則平行於軌道之最大線路總長
度必須小於 4.6 公里（雙軌）、2.6 公里（單軌）。
(7) 電動轉轍器電路
A. 當電動轉轍器馬達由裝於電動轉轍器箱體內之控制繼電
器所控制，此控制繼電器必須符合安全繼電器防止干擾規
格之需求。
B. 當電動轉轍器控制繼電器非裝於電動轉轍器之內部時，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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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轉轍器馬達電路須有防止交流干擾之設備，能承受連續
AC 250V 60Hz 與 AC 1200V 60Hz 0.3 秒之干擾電壓，控制
繼電器至馬達的電纜長度應符合前一款之規定。
1.9

設備儲存及維護

1.9.1

設備儲存之場所應設置適當的照明、通道、防盜保全設施。

1.9.2

產品、設備及材料應存放在乾淨、乾燥的場所，以保護產品、設
備及材料免於受到灰塵、蒸氣、水氣、施工碎片及天然災害的損
傷，長期儲存之產品、設備及材料之保護應依照原製造廠之說明
辦理。

1.9.3

任何會受到凝結濕氣傷害的產品、設備及材料，則必需提供輔助
的電熱器，或將此產品、設備及材料存放在溫、溼度可受控制之
室內場所。

1.9.4

儲存期間必須持續實施定期維護之設備，包括潤滑、保養、清潔、
熱機、充電、放電、量測等作業，承包商應依據原製造廠之維修
手冊進行相關作業，並保存相關的執行及檢驗紀錄，以供工程司
隨時查驗。

1.10

訓練

1.10.1 承包商應於施工期間提出訓練計畫，詳列訓練種類、對象、課程、
教材及時程，經工程司核定後據以執行。訓練課程為工程驗收之
一部分，訓練費用已包含於契約金額內。
1.10.2 操作人員訓練
(1) 訓練工程司指派之人員及業主之運轉操作人員，使受訓人員
熟稔各設備之操作程序及設備失效時的應變措施等。
(2) 本項訓練過程應全程錄影，錄影光碟片應交工程司。
1.10.3 維修人員訓練
(1) 訓練工程司指派之人員及業主之維修人員，使受訓人員熟捻
竣工文件之判讀、各設備之運作原理、維修工具之使用、檢
修與維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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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訓練課程至少應包括所有新設之設備、新設備與既有設備之
介接、以及維修作業之差異。
1.10.4

訓練應使用中文教材及國語教學，教材應詳述各項縮寫、參數之
定義及邏輯。

2.

產品

2.1

號誌系統之構成及基本需求
承包商提供構成完整號誌系統的所有設備應滿足下列事項：
號誌設備應符合規範、系統架構圖之構想，且無需變更既有號誌
系統之使用習慣、操作程序及維護作業。

2.1.1
2.1.2

號誌設備應可彼此相容，且能與既有系統整合、介接，以構成完
整的新號誌設備。

2.1.3

號誌設備應具有安全防護機制，例如：避雷保護、突波吸收器、
接地及保安裝置等，使得任何外來之影響（例如：電磁干擾、電
力供應異常、接地系統故障）或設備本身故障等異常情形時，都
不應造成人員損傷或損及其他設備。

2.1.4

號誌設備應為標準化新製品，除了檢驗或測試之需要，不得於交
貨前運轉過。

2.1.5

號誌設備應為單純功能之模組化，模組外部應有機械結構防護，
以防止不同模組之誤用。相同功能之單體（設備、零件、組件、
電路板卡片）除指撥開關或軟體設定外應可直接互換。

2.1.6

號誌設備、系統之容量應具有至少 20%之備用容量。

2.1.7

承包商提供之號誌設備應可利用使用單位之維修工具（一般手工具
及三用電錶）進行維護作業，若有不足之處，承包商應負責提供。

2.2

標籤與設備銘牌

2.2.1

設備應以工程司核准之格式（包括文字之尺寸和字體）貼上永久
性標籤，以資識別與警示。同類設備之標籤，外觀和尺寸須一致。

2.2.2

標籤、號碼牌和警告標記須以永久性、耐用、防蝕材料製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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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司核定之永久性固定物牢牢固定，其文字書寫應清晰並不易
消除。安裝於屋外之設備應在預期的使用壽命全期，保持清晰易
認，且不因氣候影響而變質。
2.2.3

設備銘牌除另有規定者外須為不銹鋼材質，內容須包括但不限於
下列：製造廠家、序號、型號、規格、製造日期等。

2.3

導線管與配件

2.3.1

非金屬導線管應為聚氯乙烯（PVC）材質，直管應符合 CNS1302
K3006 標準，彎管應符合 CNS 6109 C4253 標準，搭配使用之配件亦須
符合 CNS6109 C4253 標準，且由同一製造廠提供。

2.3.2

非金屬導線管應僅能埋設於混凝土結構物中，或於其外部施以厚
度 5 公分以上之無收縮混凝土防護層。

2.3.3

金屬導線管應為熱浸鍍鋅厚鋼管，直管應符合 CNS2606 C4060 標
準，彎管應符合 CNS6081 C4225 標準，搭配使用之配件亦須符合
CNS6079 C4223 標準。

2.3.4

安裝完畢後之金屬導線管若有刮傷、毀損或其它損傷，須以工程
司核准之相容性鋅粉漆塗敷兩層修補。

2.4

固定件

2.4.1

號誌設備須以不銹鋼材質之膨脹螺栓或化學螺栓（包括螺帽、平
墊圈、彈簧墊圈）予以固定於結構物，其尺寸應符合圖說之標示
或原製造廠商之建議值。

2.4.2

號誌設備固定如需額外的支架、托架、螺桿予以銜接時，其材質
應為不銹鋼材質或熱浸鍍鋅鋼材質。

2.4.3

安裝於箱體內之模組、零件、組件、電路板卡片亦須以不銹鋼材
質或銅質之螺絲予以固定，其尺寸應符合被固定物之孔徑並可防
止因震動而產生脫落現象。

2.5

防火阻絕材料

2.5.1

土建工程為配合號誌系統施作之開孔，承包商應於施作完畢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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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阻絕材料填封其中的空隙。包括管道間、電纜架/槽、導線管
穿越結構物、樓地板面及牆面之開孔，以及契約圖說上所標示之
位置或規範中其他章節列舉之位置。
2.5.2

防火阻絕材料應符合 CNS 15814-1 標準，且不含石棉及有毒物質，
其防火時效應高於或等於結構物之防火時效，但不得低於 2 小時
防火時效。

2.6

接地

2.6.1

號誌設備機房(繼電器室)內，設有設備接地匯流排及系統接地匯
流排，設備接地匯流排連接電車線回流軌，機房內之各設備外殼
金屬材質以符合 CNS679 C2012 標準之 2mm2 綠色絕緣電線構成完整
的環路後連接至匯流排，再由電力工程連接至電車線回流軌。該
設備接地匯流排接地電阻小於 2 歐姆。

2.6.2

機房內各設備之接地導線得構成一完整的環路，或各設備分別採
用獨立之接地導線，亦即單一設備之接地隔離時，不會影響其他
設備之接地。

2.6.3

室外(包括站場和站間)各號誌設備(器具箱、號誌機及電動轉轍器
等)應使用符合 CNS679 C2012 標準之 22mm2 絕緣電線作為接地導
線，連接同一處所多個號誌設備之外部金屬材質，再由電車線系
統負責安裝道旁號誌設備與回流軌間之連軌線。

2.7

電纜架

2.7.1

室外電纜架應為不銹鋼之製品（SUS-304-2B），室內電纜架應為
鋁合金 6063 擠型之製品（外表須經陽極處理、再經靜電粉體塗
裝）；直式托架、各種彎頭、接頭、連接板、固定片及封閉板應
為相同材質，且為同一製造廠提供。

2.7.2

電纜架之鋼板厚度須達 2mm 以上，鋁板厚度須達 3mm 以上，寬度
及高度不應小於圖說之標示。

2.7.3

電纜架之水平吊掛及垂直支撐距離不得大於 1 公尺，且在每個轉
彎處都須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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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固定、組裝電纜架之角鋼、螺桿、螺絲、螺帽、華司、彈簧華司
均應為不銹鋼材質或熱浸鍍鋅鋼質。

2.7.5

電纜架之安裝需依示意圖之原則確實施工，佈置圖說上另有註明
者除外。若與其他管路衝突時，依工程司於現場之指示施工。

2.7.6

安裝完畢後之電纜架外表若有刮傷、毀損或其它損傷，須以工程
司核准之相容性鋅粉漆（鋼製）、原製造廠之塗裝漆（鋁製）塗
敷兩層修補。

2.7.7

電纜架需以符合 CNS679 C2012 標準之 2mm2 絕緣接地線貫穿全程，
並連接至近處配電箱之接地匯流排，電纜架連接有中斷處，需以
相同規格之跳線連接。

2.7.8

電纜架組立完成後之外觀必須平整均勻，內外壁不得凹凸不平，
不得有凸刺，以免拉線時刮損電纜絕緣層。

2.7.9

纜線佈放於電纜架上必須排列整齊，並以尼龍束線帶加以綑紮固
定，纜線進出電纜架處及轉彎處都必須加以固定。

2.8

高架地板

2.8.1

高架地板下須設置配線電纜槽(Cable Tray)，纜線於高架地板下
須佈放於電纜槽內且排列整齊，並以尼龍束線帶加以綑紮固定。

2.8.2

設置之高架地板其高度為 30cm，荷 載重至少 600KG/M²，且承包商
須考量高架地板可承受設備安裝之載重。

2.9

電源設備

2.9.1

承包商應提供電力纜線自號誌專用電源開關（一般機電工程範圍）
引接電源至電源架。

2.9.2

聯鎖系統工程設置電源架(含無熔絲開關、變壓器及整流充電機
等），以供電給各號誌設備。

2.9.3

各式不斷電交流電源設備，由整流充電機、變流器、蓄電池等組
成，整流充電機、變流器機體須為各自獨立單體，以利搬運。

2.9.4

電力纜線（僅限佈放於機房內）
(1) 導體應為軟銅線，符合 CNS1365 C2031（或其他同等國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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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規定。
(2) 絕緣應為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或交連聚乙烯
（Crosslink Polyethylene）材質，並符合下列規定：
A. 聚氯乙烯材質應具有抗熱、抗濕之特性，符合 CNS679
C2012、CNS3301 C2058（或其他同等國際標準）之規定。
B. 聚氯乙烯絕緣的最大、最小及平均厚度應符合 CNS3301
C2058（或其他同等國際標準）之規定。
C. 交連聚氯乙烯材質應具有抗熱、抗濕之特性，包括其絕緣
的最大、最小及平均厚度應符合 CNS2655 C2047（或其他
同等國際標準）之規定。
(3) 電纜外被覆應為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其外被
覆的最大、最小及平均厚度應符合 CNS3301 C2058、CNS2655
C2047（或其他同等國際標準）之規定。
2.9.5

站場電源器具箱應由繼電器室供應 AC 220V 電源，再以 220V/110V
變壓器降壓供應整流充電機等負載。

2.9.6

站場內如有平交道設備，應由繼電器室以專用電纜供應 AC 220V
電源，再以 220V/110V 變壓器降壓，供應各整流充電機等負載。

2.9.7

站間各電源器具箱應由南、北站繼電器室分別供應 AC 440V 電源，
再以 440V/220V-110V 變壓器降壓，供應整流充電機等負載。

2.10

項
次
1

號誌工程與其它工程之界面
號誌工程須與土木、建築、軌道、機電、電訊等相關工程相互配
合，相關工程須納入考量，其界面需求如下表：
項目
及位置
繼電器室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備註

1. 空間需求特等站、一等站 180m²， 土建
二等站 160m²，三等站 110 m²。
2. 繼電 器 室 上方 避 免 設置 浴室 、廁 土建
所、給排水管徑路、空調管路及蓄
166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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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及位置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備註

水池不得經過繼電器室，非必要之
開關箱不放置室內。
3. 大門以雙開方式設置，並於門旁適 土建
當位置設置崁入式不鏽鋼鑰匙箱，
以便放置鑰匙。
4. 高架地板面至頂板懸吊設置下緣， 土建
兩者間淨空最少 3.2 公尺高。
5. 高架地板高度為 30cm，荷載重至少 土建
600kg/m2。
6. 設置電纜管道間(1m×1.5m)(含電纜 土建
架)並連通至主電纜槽(高架段引入
口須注意防水灌入管道間)電纜孔
應設於月台下方，並預留月台側邊
電纜施工進出口人孔。
7. 號 誌 專 用 電 源 緊 急 迴 路 容 量 ≧ 機電
75KVA(3 相 4 線式 380V/220V 或單
相 3 線式 220V/110V，視車站整體
供電方式，經協調後決定並應詳列
於聯鎖系統施工技術規範)。
8. 空調設備(設置多台空調設備自動 機電
交換 運 轉 )使 室 內 保 持 24 ℃ 之恆
溫，分路 NFB 開關需設於號誌繼電
器室分電盤內。
9. 繼電 器 室 消防 設 備 應依 據消 防規 機電
定，依據室內面積設置相關消防及
滅火設備。
10. 門口及室內設置監視設備。
166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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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及位置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備註

11. 設置 1 組接地匯流排【系統接地電 機電
阻不超過1Ω(接弱電接地系統)。
12. 設置鐵路電話。
13. 除繼電器室主要照明外，繼電器室 電訊
四周牆壁須設置輔助照明。

機電

14. 運轉記錄器使用之通訊網路(繼電
器室至號誌分駐所)。

號誌

15. 預留維修插座、通信傳輸對線，並
聯通至電池室連通孔。

土建

16. 高架地板下設置電纜線槽。
17. 繼電器室内設置監視錄影器設備

號誌
號誌

2

電池室

1. 空間需求≧30 m²。

土建

2. 設置高架地板，高架地板高度為 土建
30cm，荷載重至少 600kg/m2。
3. 設置排風機二台，須有自動交換運 機電
轉功能；設於地下層之電池室，排風機
應設置適當之排風管，排風至外部。
4. 依勞安規定於電池室附近設置沖 土建
洗設備。
5. 繼電器室之纜線管道須和電池室 土建
高架地板連通。
3

號誌設備
1. 空間需求≧20 m²鄰近號誌繼電器 土建
維修室
室。
2. 應依勞安照度標準配置照明設施。 土建

4

行車控制
1. 預埋 5 吋 PVC 管 4 支連通月台側邊 土建
室
電纜線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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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及位置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2.設備接地匯流排。

機電

3.高架地板。

土建

備註

4.若於月台新設行車室，行車室牆體預 土建
留月台出發號誌反應標誌嵌入式設計
為原則。
5.嵌入之月台出發號誌反應標誌尺寸 號誌
5

6

大小由號誌承包商提供。
繼電器室 通訊電纜(0.9mm×20P)及光纜(24C)。 號誌
~電訊房
電纜
電 訊 房 ~ 鎧 裝 長 途 電 話 通 訊 電 纜 (0.9mm ×
行 車 控 10P)， 施 作 承 包 商 為 號 誌 ， 此 纜 線
號誌
制 室 電 設 置 之 目 的 為 給 行 車 室 設 置 之 TID
纜
裝置使用。
號誌平台
1. 需求尺寸洽號誌單位確認，號誌平 土建
（高架
台二次施工與電纜槽同高，平台預留電
段）
纜凹槽並連通主電纜線槽。
2. 設置接地匯流排。

土建

3. 中途閉塞號誌處設置鐵路電話。

電訊

4. 與轉轍器共構之號誌平臺應就可 土建
設置空間採特殊考量，避免與其他建物
衝突。
7.

壁龕（地
1. 依照號誌設備預定位置，設置號誌 土建
下化段）
用壁龕，壁龕尺寸為寬 14m×深 2.25m。
2. 壁龕內建置器具箱水泥基礎 6 只， 土建
由土建併同壁龕ㄧ次施工。
3. 壁龕南北各端器具箱基礎下方側 土建
邊各預留 1 支 8 吋 PVC 管連通至主電纜
線槽，各器具箱基礎間預留 1 支 8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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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及位置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備註

PVC 管連通。

8

4. 設置接地匯流排。

土建

5. 中途閉塞號誌處設置鐵路電話。

電訊

6. 設置輔助照明設備及開關。

機電

月台列車
1. 設置繼電器室之車站由號誌於繼 機電
接近警示
電器室內提供聯鎖條件接點，並配線至
燈
電纜架接線端子，由機電敷設電纜至繼
電器室介接使用。
2. 其 它 站 由 號 誌 系 統 於 中 途 閉 塞 號誌
號誌器具箱提供聯鎖條件乾接點，並
敷設電纜至電訊房或指定地點供機電
使用。

9

自動播音 1. 由列車資訊顯示器(TIDS)負責提供
機電
自動播音介接界面條件。
及旅客列
車資訊顯
示系統
2.CTC 承包商應依修改完成 TID 之最 號誌
（TIDS）
新列車資訊資料，提供各車站設置之旅
界面
客列車資訊顯示系統（TIDS）使用，並
負責提供界面軟硬體設備（包括協調雙
方通信協定）。

10

11

月台出發
設於開車燈開關上方或行車室附近適 機電
號誌反應
標誌出線 當操作之地點，出線孔預埋 2 支 3 吋
孔及預埋 PVC 管連通至月台側邊電纜線槽，實際
管
設置位置應洽車站會勘後決定。
月臺預埋
1.各月台每隔 50 公尺預埋 1 支 5 吋連 土建
連通管
通管。
2.月台兩端末設 6-5 吋 PVC 預埋管至主 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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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及位置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備註

電纜線槽由土建標提供，供號誌工程承
包商佈纜使用。
3.月台嚮導員室設預埋管 2-5 吋 PVC 土建
至主電纜線槽供號誌工程承包商佈纜
12

13

使用。
地下化區 於南、北站場轉轍區間(出發號誌機至 機電
段站場
進站號誌機中間)設置照明設備，照度
南、北端 應符合勞安工作規定，並設置開關，於
轉轍區間 工作人員到達時即可扳轉開關使用。
養護照明
設備
軌道電路
號誌
1.區隔軌道電路需安裝絕緣接頭，軌道 軌 道 / 號
提供
絕緣接頭
工程需配合辦理。
誌
裝設
2.安裝夾膠接頭施工及材料由軌道工 軌 道 / 號
程辦理，號誌單位配合測試絕緣。

地點

誌

3.塑鋼絕緣接頭施工由號誌工程辦理。 軌 道 / 號
誌
14

電動轉轍
號誌
1.電動轉轍器安裝用 PC 枕（或合成枕） 軌 道 / 號
提供
器安裝
由軌道工程供料、施作，號誌工程配合。 誌
裝設
2.50Kg N 型電動轉轍器安裝配件（包 軌 道 / 號

地點

括動作桿、鎖錠桿、連接板等）由號誌 誌
工程供料、施作，軌道工程配合尖軌鑽
孔工作。
3.UIC60 電動轉轍器安裝配件（包括動 軌 道 / 號
作桿、鎖錠桿、連接板等）由道岔工程 誌
（或號誌工程）供料、施作，號誌工程
配合調整、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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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及位置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備註

4.電動轉轍器安裝工作需軌道和號誌 軌 道 / 號
工程密切配合，相關安裝配件供料、施 誌
工，編製施工預算書時應注意協調，避
免雙方相關施工項目重覆或漏列。
5.高架化或地下化路基淨寬度有限，電 軌 道 / 號
動轉轍器安裝時應考慮淨空，若須安裝 誌
於路線外側(距軌道中心 2.5 公尺)及
16 號道岔裝設輔助拉桿(距軌道中心
1.65 公尺)時，則電纜管溝需縮減寬
度，以利電動轉轍器安裝。
6. #16 號道岔須設置牽動拐軸及輔助 土建
拉桿。
15

版式軌道
1. 原則上定距離(約 50 公尺)埋設預 土建
預埋管
（高架段 埋 5 吋 PVC 管 2 支，若已由土建於每塊
和地下
軌道版（約 10 公尺）埋設 5 吋 PVC 管
段）
2 支可供號誌、電力接地線等使用，則
可不必重複埋設。
2. 月台兩端末設預埋管 5 吋 PVC 管 6 土建
支。
3. 號誌設備箱設置處設預埋 5 吋 PVC 土建
管 4 支。
4. 預定號誌設備位置之處所可視需 土建
要增加預埋管或於纜線槽側邊預留開
孔連接（由號誌提供預埋管數量及地
點）。

16

主電纜線
1. 站內：月臺下方兩側。
槽
2. 站外：東、西正線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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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及位置

項

目

施作
承包商

備註

3. 高架、隧道、橋梁區段以外之一般 土建
區段：設永久性電纜線槽。
4. 線槽配置須依鐵工局 104 年 3 月 12 土建
日鐵工工字第 1040002680 號函辦理設
計。
17

號誌設備
1. 設備接地：號誌機、繼電器箱、電 電車線
接地、連
動轉轍器接地端子連接至回流軌。
軌線
2. 回流軌之連軌線焊接（軌道電路區 電車線
間號誌連軌線由號誌工程辦理施工，計
軸器區間可免設置號誌連軌線）。
3. 軌道電路送、受電端，須裝設過壓 電車線
保護器。
4. 號誌負責提供軌道電路圖，供電力 電車線
工製作連軌圖。
5. 電車線連軌工程施工前，其連軌圖 電車線
必須經號誌確認。

18

電車線中
1. 設置地點與進站號誌機距離 700 公 電車線
性區間
尺。
2. 設置地點與中途閉塞號誌機距離 電車線
400 公尺。

19

20

3. 設置於坡度千分之七以下之路線。 電車線
電車線站 電化區間用以隔離站場及站間電車線 電車線
外隔離開 電源，開關需設置於進站號誌機與其
關
ATS 標誌間。
電源設施
1. 號誌系統供電迴路斷路器狀態。
機電
運轉狀態
機電
信號乾接 2. 自動切換開關(ATS)狀態。
點
3. 發電機運轉狀態。
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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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

3.1

準備工作

3.1.1 承包商應確認工作所需之設備、材料及相關圖說已經工程司核定。
3.1.2 承包商應依照工程司核定之施工圖，與關連廠商協調及進行號誌系
統各項工作所須之預埋作業及施工，包括預埋管、開孔、基礎、預
埋螺栓等。
3.1.3 承包商應確認相關的界面已由關聯廠商施作完畢，或已達到不妨礙
號誌設備施工的程度。
3.1.4 任何與既有號誌系統量測、銜接有關之工作，承包商應於施作前與
工程司及相關主管單位協調，以避免影響列車運轉、旅客安全。必
要時，承包商應依據臺鐵局之作業規定備妥申請文件，經核准後方
可進行，並遵守相關的安全與防護措施。工作進行時不可損壞其他
設備，若不慎而損壞，應儘速通知臺鐵局並負責修復。
3.2

安裝

3.2.1 號誌設備之安裝應符合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
則、建築技術規則及各適用標準之規定。
3.2.2 號誌設備之安裝另應依契約之規定及各規範之有關章節，製造廠之
說明及適用之規定安裝、測試。
3.2.3 設備應於安裝後依契約之規定及製造廠發行之手冊進行檢查、測量
及紀錄，且於同時紀錄天氣狀況，並提送工程司備查。
3.2.4 除非另有註明，施工圖所示尺寸應為 mm，圖示之導線管外徑及配
件尺寸應為標稱值，且以 CNS 管徑尺寸為基準、管材厚度應符合
CNS 或 ASTM 標準。圖說所示之設備高程應為距離各該層樓地板完
成面之高度。
3.2.5 安裝於高架區段號誌設備，需參考橋梁斷面圖說及依據建築界線規
定設置。
3.2.6 各式號誌機及器具箱安裝前承包商應先勘查現場環境，若安裝高度
超過 2 公尺以上者，應依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7 條第三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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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設置護欄、護蓋，承包商應提送符合該規定之施工圖說（包括
安裝高度、固定方式、工作平台、梯架型式及護欄等），經工程司
審核後方可製造安裝；若安裝後有不符合勞安相關規定者，承包商
應負責修改，其相關費用均已含於總價，承包商不得要求增加費用。
3.3

施工方法

3.3.1 安裝於室內的號誌設備所須之預埋作業及施工包括預埋管、開孔
等，由土建承包商負責施作。道旁號誌設備之基礎及纜線穿越電纜
線槽側邊所需之開孔由承包商自行於現場施作。
3.3.2 所有號誌設備、導管、纜線及電纜架都應遵照本規定、經核定之施
工設計圖說要求，架設或吊掛於建築結構上。
3.3.3 高架段部份，纜線自電纜線槽側邊引出至號誌設備所需之套管由承
包商於實際設置地點負責鑿孔，並以無收縮水泥填塞套管與線槽側
邊之空隙。
3.3.4 高架段軌道版區段，高度超過 1.5 公尺之道旁號誌設備基礎應以化
學螺栓與維修步道之結構連結，號誌機應至少使用 6 根直徑 12mm
之化學螺栓，各種繼電器箱應至少使用 8 根直徑 16mm 之化學螺栓。
3.3.5 於軌道版路基區段，出發號誌機及各號誌設備基礎，可以使用膨脹
螺栓或化學螺栓植筋方式施作。
3.3.6 安裝於道旁之號誌設備應於其底部以無收縮水泥填塞，以避免滯留
水氣鏽蝕設備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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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電纜線槽埋設之各種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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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鋼軌斷面圖

附圖 1 50 公斤/公尺鋼軌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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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UIC60 公斤/公尺鋼軌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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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JIS60 公斤/公尺鋼軌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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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主纜線編號命名原則
1. 電纜名稱以到南端點里程為主命名，例如 98+100~98+400 間電纜以
098.4A 命名。
2. 站內以 2 碼(如 C1 主電纜為 01A,第 2 條為 01B,C2 主電纜為 02A,第 2
條為 02B……)；站間以 3 碼加小數 1 位為原則(如 98+400 命名為 098.4A;
第 2 條為 098.4B，不足 3 碼，前方加 0)。
3. C1 到 C2 聯絡電纜(第 1 條 C1/C2A,第 2 條 C1/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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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轉轍器/調車號誌機命名原則
標準站(1C)

大站(1A,1B)

備註

進站

1 碼(1R,2L)

1 碼(1R,2L)

1：北東；2：南西
3：北西；4：南東

出發

1 碼(1LA,2RA)

2 碼(11L,12R)

進路式
調車
單燈式
調車

2 碼(11L,22R)

3 碼(111L,212R)

R：向右(下行)
L：向左(上行)

轉轍器

2 碼(11A,12B)

3 碼(101A,102A)

出號誌機 A、B、C：
站內股道位置
11：北
12：南
AB：雙動

SS1,SS2,SS3,SS4

備註：
A. 超過雙軌之進站號誌機，依地理位置，以下列原則擴充。

B. 為區別主副站場，主站場轉轍器為數字 1xx，副站場轉轍器為
數字 3xx；主站場調車號誌機為數字 2xx，副站場調車號誌機
為數字 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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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站區對應站間軌道 T 命名原則
站區對應站間軌道 T 命名，分為 ABCDEFGH，且為倒序，最靠近站場為 A1T，
依次為 A2T，直到鄰站分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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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軌道 T 命名原則
A. 單線區間站內軌道 T 命名主正線為 1RAT、東副正線 1RBT、西
副正線 1RCT，如圖。

B. 雙單線區間站由軌道 T 命名：東主正線 1RAT、東副正線 1RBT、
西主正線 2LAT、西副正線 2LBT。
C. 轉轍區間(O.S.)軌道 T 命名：以就近轉轍器編號命名。
D. 站間軌道 T 命名：北東依序 A1T、A2T…；北西依序 C1T、A2T…；
南東 B1T、B2T…；南西 D1T、D2T…。

E. 進站號誌機至最外側轉轍器設有短軌道 T，以 ENT(東北端)，
WNT(西北端)，EST(東南端)， WST(西南端)命名。
F. 客車場到開線以 P1T、P2T……命名，貨車場到開線以 F1T、
F2T……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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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掩護號誌機命名原則
A. 進站號誌機 1R，外方掩護號誌機為 101R(掩護號誌機應為 3
碼) 。
B. 進站號誌機 3R，外方掩護號誌機為 103R(掩護號誌機應為 3
碼) 。
C. 進站號誌機 2L，外方掩護號誌機為 102L(掩護號誌機應為 3
碼) 。
D. 進站號誌機 4L，外方掩護號誌機為 104L(掩護號誌機應為 3
碼) 。
E. 若超出雙線，依地理位置擴充 105R(北東)、107R(北西)、
106L(南西) 、108L(南東)，如圖。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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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空間
2

(m )
站場股道數

1-2 股(招
呼站)
2 股(有轉
轍器)
3-10 股
11 股以上
集中聯鎖主
機房
調車場(運
務區)
調車場(機
務區)
備註：

【附件八】號誌繼電器室設置原則
主繼電器室
副繼電器室
備註
聯鎖裝
電池 聯鎖裝 電池
置
室
置
室
40~50
x
X
X
1. 調車場須視規模
及範圍增加繼電
器室。
80~90
30
X
X
2. 維修室(備品室)
原則不設置，如有
80~120
30
X
X
特殊需求，由電務
120~150
30
100
30
段報處核准。
150~180
30
X
X
3. 1-2 股(招呼站)
如未新建站房，則
120~150
30
100
30
可以不設繼電器
室。
120~150
30
100
30

A.
B.
C.
D.
E.
F.
G.
H.

繼電器室地板高度距軌面高至少 60cm
繼電器室結構(地板至天花板)高度至少為 380cm
高架地板起至樑下至少為 330cm
繼電器室上方勿設置水路管線，以免漏水，肇致設備受損，影
響行車安全
電池室應設置排風設備;繼電器室應設置空調設備
繼電器室上方應加蓋遮陽棚架，並設置排水設施(如台東站)
繼電器室門寬為兩扇門(60+60cm)、高 220cm
高架地板距地板高度至少為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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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
樑

380cm
R.H.結構高度

330cm

30cm 高架地板
地板
距離軌面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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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號誌設備工程圖例設置原則

16600-47

110/01

16600-48

110/01

16600-49

1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