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620 章
鐵路號誌聯鎖系統
1.

適用範圍與環境需求

1.1

本規範適用於交流 25kV/60Hz 電化區間使用之軌道號誌電子聯鎖系統
(Electronic Interlocking，簡稱 EI)。

1.2

電子聯鎖系統須考量鐵路特殊環境，所設計之裝置元件、設備材料應保
證於下列環境條件下能正常運作：

1.2.1

環境溫度：戶外溫度介於 0℃~40℃。

1.2.2

工作溫度：須考量因機件設備運作產生熱及陽光照射(太陽輻射強度
1,250W/m2 以上)，致設備周圍溫度再升高，室內無空調情況下最高達
50℃，道旁器具箱內最高達 70℃。

1.2.3

相對濕度：20%～90%（屋內無空調情況）；50%～100%（屋外非結露）。

1.2.4

防塵防水：道旁設備箱及電纜接續箱(Joint Box)，其箱體應符合 IP55
等級。

1.2.5

應將颱風、雷擊、地震、蟲害(蛇、鼠、壁虎、螞蟻)及粉塵、油煙等影
響設備正常功能之因素納入設計考量。

2.

系統功能概要

2.1

聯鎖系統處理功能
本規範電子聯鎖系統係以電腦軟體程式處理聯鎖邏輯，將進路設定、號
誌顯示、列車偵測、電動轉轍器控制、平交道控制等與行車運轉間建立
一套聯鎖關係，即使系統、機器設備故障或操作錯誤，系統應能趨向安
全側，不得危及行車安全，亦即系統應有故障仍安全(Fail Safe)的保安
原則。

2.2

電子聯鎖系統與號誌系統之子系統界接功能整合
電子聯鎖系統為整個鐵路號誌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其組成包括聯鎖設
備、就地控制裝置 CVDU、號誌機、列車偵測設備及轉轍器等構成。號誌
系統尚包括有中央行車控制（CTC）、列車自動防護（ATP）、站間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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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塞(ABS)及平交道防護等子系統。本規範之電子聯鎖系統除了提供聯鎖
功能外，應能與上述子系統功能界接與整合，以構成符合鐵路運轉需求
之完整號誌系統。
2.3

聯鎖系統診斷及運轉紀錄功能

2.3.1

系統自我診斷功能
本系統不論輸入、輸出、處理單元、邏輯單元、傳輸單元或界面單元之
個別或共通部分故障、異常或不同步時，系統必須藉由系統自我診斷功
能，以執行確保能安全繼續運轉、切換他系運轉或停止運轉，並應將診
斷故障資訊及運轉狀態資訊傳送至維修中心(分駐所)顯示於監控伺服
器，通告及指引維修人員查修。

2.3.2

系統運轉紀錄功能
本系統應具備行車號誌運轉紀錄功能，以記錄號誌系統之運轉狀態，傳
送至維修中心(分駐所)顯示於監控伺服器，維修人員可以透過系統內任
一監視畫面瞭解當時號誌運轉及透過資料查詢過去的運轉紀錄，並可搜
尋指定時間範圍的歷程資訊及運轉畫面之重演(Replay)。

3.

系統構成
本規範電子聯鎖採用下列型式：(由機關於招標時擇一選定)
□ 分散式電子聯鎖(Decentralized Interlocking) ，於每一車站設置
聯鎖系統處理單元，其架構如圖 1-1 所示。
□ 集中式電子聯鎖(Centralized Interlocking)，可以於一個車站至
數個車站共用一套聯鎖系統處理單元，其架構如圖 1-2 所示。
控制指令與聯鎖資訊透過通訊傳輸網路、現場設備控制器，遠端處理就
地控制裝置與現場道旁號誌設備的聯鎖方式。電子聯鎖系統由聯鎖設備
（ Interlocking Device ） 、 現 場 設 備 控 制 器 （ Field Objects
Controller）、電源設備(Power Supply Equipment)、道旁設備(Wayside
Equipment)、就地控制裝置(Local Control)及通訊網路（Communication
Network）等單元及診斷運轉紀錄裝置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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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號誌系統架構示意圖(分散式電子聯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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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圖以 X、XX、XXX 站之號誌設備皆由設置於 XX 站之電子聯鎖設備集中控制
為例，一套聯鎖設備能集中控制之車站數由機關於招標時訂定。

圖 1-2. 號誌系統架構示意圖(集中式電子聯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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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聯鎖設備（Interlocking Device）
區分為執行較高整體安全等級(Safty Integrate Level，SIL)需求之保
安部份及執行較低 SIL 之非保安部份兩大類，兩者均採單元模組化，區
分為微處理器單元、輸出單元、輸入單元、通訊單元及故障偵測單元，
依不同的應用需求及規模選用各單元，以架構成完整的聯鎖。廠商提供
的聯鎖系統單元、組成元件及功能等，除須符合本規範的各項規定外，
中文名稱用語須於文件送審時，提出經本局認可或修改。

3.2

現場設備控制器（Field Objects Controller）
現場設備控制器係經由通訊網路連接聯鎖設備，透過號誌尾線
（Signalling Tail Cable）控制道旁號誌設備，並取得狀態資料回饋至
聯鎖設備。電子聯鎖系統對道旁號誌設備應使用具有備援迴路之驅動電
源，並符合安全電路之原則。

3.3

道旁設備(Wayside Equipment)
道旁設備指繼電器室(Relay House)以外之設備。包括列車偵測、電動轉
轍器、號誌機等設備及其附屬之器具箱(Case)或接續盒(Joint Box)。

3.4

就地控制裝置(Local Control Device)
採 CVDU(Color Video Display Unit)設置於行車室，透過通訊網路、聯
鎖設備控制道旁設備，並裝有所有必要的控制及顯示元件，以控制號誌系
統滿足運轉需求，並且設定即時顯示號誌設備的運轉及異常狀態視窗。

3.5

診斷記錄監視裝置
來自系統診斷、運轉記錄與號誌狀態監視的裝置(以下稱診斷記錄監視裝
置)。此裝置能即時診斷系統異常、故障之處置、紀錄系統運作、設備、
單元及網路通訊之運轉狀態，亦可執行事件重演功能，在維修中心(分駐
所)即可掌握系統診斷紀錄、行車號誌運轉紀錄，進行號誌遠端狀態監視
與管理。

3.6

系統診斷運轉記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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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記錄裝置應具即時診斷、運轉記錄與事件重演功能。正常時，呈現
行車號誌運轉狀態(軌道佔用、個別計軸、轉轍器、號誌機等)，異常或
故障時，即時提供診斷、通報(告警)資訊與紀錄予維修中心，維修人員
透過遠端監控可掌握判斷分析系統狀態。
3.7

電源設備(Power Supply Equipment)
負責提供號誌系統相關設備所需之電源，所需纜線佈放及電源設備配置
應參照圖 2「號誌系統主要纜線佈置示意圖」及圖 3「號誌系統電源架構
示意圖」。號誌電源室內及器具箱內應設置分電盤、電源供應端子台。
分電盤、端子台應依區分 AC 與 DC 電源，各分路名稱清楚標示，以供電
給所有號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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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纜線佈置說明請詳本規範第 4.3.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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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號誌系統電源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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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聯鎖系統設備硬體及軟體規格

4.1

聯鎖設備規格

4.1.1

綜合系統運轉可靠性與可用性之考量，聯鎖設備應採用複式單元所組成
的熱備援模組化架構，所採用 U 機櫃應為市場化通用標準且各機櫃尺寸
一致，且符合或優於下列任一種型式：
(1) 3 取 2 並聯多數決架構（Tripple Modular Redundant）。
(2) 2oo2 複式並聯架構（2 out of 2, Dual Redundant）。

4.1.2

聯鎖設備的任何單元發生運轉異常或偵測出故障時，該單元應能自動地
被隔離（3 取 2 並聯多數決架構）或平順地移轉至另一正常運轉的相同
單元（2oo2 複式並聯架構），無間斷地維持整個系統的正常運作。設備
發生單點故障時，僅會於診斷記錄裝置產生告警紀錄，聯鎖設備之功能
不可因前述過程受到任何影響或導致任何可能危及安全之狀態。

4.1.3

聯鎖設備應能自我檢查及測試，以確認使用中的單元及軟體是否正常工
作或已發生故障，但自我檢查及測試功能之執行不可降低 SIL 或 SWSIL，
亦不可延遲系統反應時間。任何的異常應可於 LRU 目視可觀察之處以發
光二極體（LED, Light Emitting Diode）或於在線式（online）診斷設
備顯示 LRU 之工作狀態、異常現象、故障代碼等相關資訊。

4.1.4

架構於通訊網路上之聯鎖設備各單元應配合 SIL 及 SWSIL 之要求，採用
符合 IEC 62280-1 相關規定的安全傳輸機制，以確保傳輸資料的安全完
整性。無論是傳輸失效或資料錯誤，接收端必須以限制最嚴謹（Most
Restricted Condition）之預設狀態運作，不允許造成危險狀況或錯誤
控制。

4.1.5

聯鎖設備各單元應能依據各自應用軟體及應用資料執行相關的聯鎖工
作：
(1) 系統與外部界接部分及電子聯鎖系統涉及保安功能或安全電路之
界接者，應具有故障安全(Fail safe)之功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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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軟體程式執行聯鎖電路之運算，包括查核與檢查功能。
(3) 包括單元使用之唯讀與動態記憶體（ROMS 及 RAMS）應進行檢查，以
確保資料的正確性、防範內容錯誤造成的非預期或危及安全之動作。
(4) 用於決定輸入及輸出的正確狀態之記憶體區段，在每一測試週期重
新使用前應清除或蓋寫以保證查核的完整性。
(5) 包括來自通訊網路資料的輸入及輸出應連續作安全查核，至少每
0.5 秒重新查核一次。每一查核應採用兩次掃描，以確保輸入是有
效的；輸出應進行回饋檢查，以確保輸出是正確的，此一回饋檢查
應獨立於設備狀態之偵測訊號。
(6) 診斷程式與聯鎖控制邏輯程式應各自獨立。
(7) 診斷檢查程式應包含輸入及輸出的處理，並依據各單元所取得之目
前（最新）資料進行檢查。
(8) 處理器故障時不得自動再啟動。
4.1.6

任何一個執行保安功能之 LRU 故障時，系統應以 Fail Safe 的作法自動
反應。聯鎖設備的架構及運作應確保除了處理器單元、輸出及輸入電路
板更換，只需對輸入及輸出電路板的每一安全輸入及輸出予以測試外，
其他電路板之更換，系統不需要重新測試。

4.1.7

聯鎖設備（包括輸入及輸出電路板之安排）應依站場相關設備的位置劃
分群組，以避免發生單一故障時導致站場全區均無法操作，以縮短日後
維修時間。

4.1.8

聯鎖原則
聯鎖邏輯應按聯鎖圖表及下列原則設置：
(1) 聯鎖邏輯應在同一時間內完成，衝突進路不得建立。
(2) 號誌進路邏輯除依照聯鎖圖表所列條件外，應符合本局既有完整之
運轉功能，至少包含但不限於「路線封鎖防護」
、
「與進路衝突的調
車區」
、
「分區保養」
、
「與進路平行的進路」及「進路解鎖方向」等。
(3) 電動轉轍器之鎖錠：
A.電動轉轍器應有轍查鎖、進路鎖或分段進路鎖等鎖錠功能。
B.電動轉轍器啟動後，應持續動作至完成，不得中途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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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跨越雙區(兩調車區)之雙動轉轍器及主正線上分歧之單動轉轍
器(出發號誌機前之單動轉轍器除外)，於准調車控制時，應自動
扳轉至定位。
D.雙動轉轍器於操作分區保養設定時，應以兩個單動轉轍器來處
理，位於非保養區之轉轍器應鎖錠於定位並不得扳轉。
E.分區保養時，應控制及查核鄰區的跨區轉轍器為定位。取消保養
時應查核跨區轉轍器為定位或鄰區未設定相關進路。
(4)號誌進路之建立，應先查核相衝突進路之號誌機已顯示險阻。
A.出發號誌進路之建立，應先查核閉塞方向。
B.閉塞須具有方向保留功能，不得設置中立位。
(5)進路應設置保留鎖或接近鎖。
A.系統邏輯處理應能判別列車接近與異常軌道佔用之差別。列車接
近必須檢核順序邏輯。異常軌道佔用系統不得誤判為列車接近。
B.系統邏輯應能判別列車進路解鎖與軌道異常佔用恢復之差別。列
車進路解鎖必須檢核行車方向之順序邏輯。軌道異常佔用及恢復
不得誤判為列車進路而解鎖。限時解鎖計時應於進路取消後或逆
向行車後，該進路 OS 區間無列車佔用，才開始計時。
C.進站號誌機進路的接近鎖解鎖時間不得少於 90 秒。
D.出發號誌機的保留鎖解鎖時間應為 60 秒。
E.調車號誌機保留鎖解鎖時間不得少於 30 秒。
F.顯示進行號誌之各號誌機解鎖時間應個別計時。
G.若聯鎖圖表為分段解鎖者，進路前段解鎖後，後段才能解鎖；反
之，進路前段鎖錠後，後段才能建立鎖錠，直通進路亦同。
(6)紅燈、黃閃、上紅下黃閃及上紅下黃等號誌顯示控制電路應附加閃光
查核及紅燈不顯示或斷燈之防護邏輯。
(7)雙黃燈顯示電路應附加斷燈防護，防止雙黃燈不同步點燈。
(8)調車號誌機應由轉轍區間列車偵測軌道佔用及進路鎖控制。
(9)進站號誌機應採用接近鎖。
A.接近區間以兩個閉塞區間為原則。若無法設置為兩個區間，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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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應有在司機員得知列車應由 130km/h 使用常用緊軔減速至停於
進站號誌機前所需時間不小於 90 秒之延伸距離。
B.接近邏輯應與接近表示燈、接近鈴及取消/確認按鈕聯動。接近
表示邏輯應能判別列車離站時，不得發出接近表示燈與接近鈴。
(10)進站號誌機顯示准調車時，中途第一閉塞號誌機應顯示險阻；列車
已接近時，該調車區之准調車控制應不能建立。但本系統應能判別
調車列車與進站接近列車之區別，允許調車列車採取分段調車(2 次
調車)。例如:站內調車至站外，因運轉需要，先取消調車(系統不
能誤判該調車為進站接近列車)，隨後又再控制該區准調車，應能
建立。
(11)准調車控制：應先查核電動轉轍器位置，跨區雙動轉轍器及主正線
上分歧之單動轉轍器在定位(出發號誌機前之單動轉轍器除外)、衝
突進路、分區保養，但不查核轉轍區間軌道佔用(OST)。准調車建
立後，進站號誌機顯示紅閃光，調車進路開通之出發號誌機顯示紅
閃光。
(12)准調車取消：應查核跨區雙動轉轍器及主正線上分歧之單動轉轍器
在定位(出發號誌機前之單動轉轍器除外)及 OST 無列車佔用。
(13)准調車強迫取消：
就地控制准調車取消時，若因轉轍器或異常軌道佔用，致調車無法
取消，應可由點選該調車區之取消圖示，再次點選強制取消確認圖
示，於取消表示燈閃爍 30 秒後，將其強制取消。
(14)站外股道應有路線封鎖功能。
(15)自動閉塞號誌系統使用三燈式號誌顯示。
(16)自動閉塞裝置的行車方向控制電路，應能防止相衝突的鄰站反向出
發號誌機及反向中途閉塞號誌機顯示進行號誌。
(17)站間有列車佔用時，應提供行車方向鎖錠，以防止行車方向之改變
（封鎖時除外）。
(18)行車方向控制電路應動作閉塞號誌機。
(19)閉塞號誌系統應能提供平交道行車方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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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進站之號誌預告機，其內方軌道被佔用時，應顯示「險阻」。
(21)電子聯鎖系統應監視及處理軌道依序佔用及淨空情形，並按列車進
路查核連續三個軌道區間之佔用與淨空，當系統偵測軌道區間未依
序佔用及淨空時，後方號誌機應顯示「險阻」，以防止其他列車進
入該閉塞區間，經人員確認系統安全無虞後，才能再開通進路。
4.2

現場 設 備 控 制 器規 格

4.2.1

設備控制器須符合雙機熱備援架構，組成之單元必須符合下列任一種型式：
(1) 採用與聯鎖設備相同之單元。
(2) 單元之理念與聯鎖設備相同，惟單元之容量較小。
(3) 單元之理念與聯鎖設備相同，以符合 LRU 原則採較小容量製造之整
合式複合單元。

4.2.2

設備控制器除運作所需之系統程式、通訊軟體與輸入/輸出管理程式外，
不應內建有邏輯運算程式或其他應用軟體或應用資料。

4.2.3

設備控制器發生運轉異常或偵測出故障時，應能自動地切換至備援系
統，無間斷地維持控制器的正常運作。設備發生單點故障時，僅會於診
斷記錄裝置產生告警紀錄，道旁號誌設備不可因前述過程發生變動，亦
不可產生錯誤的狀態訊息。

4.2.4

設備控制器應能自我檢查及測試，以確認是否正常工作中或已發生故
障，但自我檢查及測試功能之執行不可降低 SIL 或 SWSIL，亦不可延遲
系統反應時間。任何的異常應可於 LRU 之各設施功能單元面板上可目視
觀察，以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LED）或於在線式（on-line）
診斷設備顯示各設施功能之工作狀態、異常現象、故障代碼等相關資訊。

4.2.5

設備控制器若以通訊網路與聯鎖設備連接時，應採用符合 SIL 要求之
IEC62280-1 相關規定的安全傳輸機制，以確保傳輸資料的安全完整性。
無 論 是 傳 輸 失 效 或 資 料 錯 誤 ， 接 收 端 必 須 以 限 制 最 嚴 謹 （ Most
Restricted Condition）之預設狀態運作，不允許造成危險狀況或錯誤
控制。

4.2.6

設備控制器應依據其內部設定型態執行來自聯鎖設備的控制命令，併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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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號誌設備的狀態回傳至聯鎖設備：
(1) 設備之運作攸關行車安全，號誌尾線應以安全電路處理，設備控制
器亦應配合採用具有故障安全(Fail to Safe)功能之輸出/輸入單
元。
(2) 與計軸器、自動閉塞裝置之界接應採用具有故障安全(Fail to Safe)
之設計或裝置。
(3) 輸入及輸出應連續作安全查核，至少每 0.5 秒重新查核 1 次。查核
應採用兩次掃描，以確保輸入是有效的；輸出應進行回饋檢查，以
確保輸出是正確的，此一回饋檢查應獨立於設備狀態偵測訊號之
外。
(4) 處理器故障時，不得自動再啟動。
4.2.7

設備控制器應設置電動轉轍器現場扳轉按鈕所需之控制與顯示電路；准
調車時，可在現場控制轉轍器。

4.2.8

與 ATP 界接之號誌控制迴路應以安全電路與 ATP 同步運作；亦即號誌顯
示險阻時，提供予 ATP 亦應為顯示險阻之資訊。

4.2.9

設備控制器與平交道設備應以安全電路及安全繼電器界接。

4.2.10 器具箱之整體結構、各種元件及纜線之接線等應能承受列車經過所產生
之震動，仍維持應有之正常運作，且不得使 LRU 之更換時間超過 1 分鐘。
4.3

道旁設備規格

4.3.1

列車偵測設備規格
(1) 列車偵測採雙計軸器系統，計軸器系統應符合本局「第 16621 章 計
軸器設備規範」。
(2) 雙計軸器（計軸 1 與計軸 2）
，採訊號並聯供聯鎖系統使用，任一系
統故障時，不得影響聯鎖與行車，個別計軸器之故障狀態應於就地
控制裝置 CVDU 及系統診斷紀錄裝置顯示判別。
(3) 電子聯鎖系統提供切換重置電路，於就地控制 CVDU 設置點選視窗
及圓形狀態表示燈，區分為站內一組、站外南/北端依路線數量分
別各設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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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號誌顯示規格
採常時點燈、設下位顯示，並應符合本局「號誌機斷燈下位顯示順序相
互關係表」之規定，號誌機器具箱內應提供下位顯示功能。
(1) 主號誌
A.採三位式號誌(平安、注意、險阻)。
B. 常時點燈，不設冷燈查核，但須具備斷燈查核功能。
C.平安、注意、險阻號誌：
綠燈(G)：表示平安，依路線最大限速度；黃燈(Y)：表示注意，
限速 60km/hr；
紅燈(R)：表示險阻，應停車，再依規章規定越過。
D.減速號誌：
(A)雙黃燈(Y/Y)：經由 16 號單開反位之進站、出發號誌機，限
速 60Km/hr 以下。進站號誌顯示 Y/Y 時，表示進路經 16 號道
岔單開反位，並可預知次一號誌機為顯示進行號誌(如 Y/Y、
YF、R/YF、R/Y)，但次一號誌機為 R 時，則應改為顯示 Y。經
過#16 轉轍器反位進路的「出發」號誌機，不管其前方號誌機
顯示何種號誌，皆顯示雙黃燈。
(B)黃閃(YF)：限速 45km/hr 通過#12 號道岔曲線側。
(C)紅黃閃(R/YF)：限速 35km/hr 通過#10 號道岔曲線側。
(D)紅黃(R/Y)：限速 25km/hr 通過#8 號道岔曲線側。
(2) 准調車號誌：
A.調車號誌使用原位置之主號誌機顯示紅閃光，以規定的調車速度
前進。正線進入支線或調車場之調車號誌應附設調車進路表示機
表示開通的進路。
B.調車進路到達股道被列車佔用時或到達點未設軌道偵測裝置
者，調車號誌之進路表示機應予以閃光。
C.調車號誌顯示前，進路表示機不得表示進路。
D.調車號誌機位於主進路的中途，主進路顯示進行時，調車號誌機
應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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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主號誌機設於調車進路之中途，當調車進路顯示進行時，主進路
號誌機應熄滅，調車號誌機應加裝進路表示器。
(3) 中途閉塞號誌：
A.前方閉塞顯示與後方閉塞顯示關係，R→Y→G。
B.進站號誌顯示 R、R/Y、R/YF 及 YF，該號誌機外方的閉塞號誌機
應顯示注意號誌。
C.進站號誌顯示 RF，該號誌機外方的閉塞號誌機應顯示險阻號誌。
(4) 號誌預告機
A.當進站或出發顯示險阻或進站號誌預告機內方區間被佔用時，顯
示水平或 0°燈列。
B.當進站或出發顯示黃燈、雙黃燈、黃閃光、紅燈黃閃光、紅黃燈
時，顯示右斜或 45°燈列。
C.當進站或出發顯示綠燈時，顯示垂直或 90°燈列。
D.進站與出發號誌預告機：
號誌預告機設置地點，應邀集臺鐵局運、 工、機、電等相關單位現場會
勘決定植設位置 。軌道號誌佈置圖已有標示及雖未標示而會勘決

定有設置之需要者，廠商應包含軟硬體設置；其餘廠商應預留各
進站與出發號誌機預告之軟體及輸出控制點於該站 RH 內之指定
位置，進站須預設虛擬軌道防護區間及輸入控制點。
(5) 進站與出發號誌反應燈
A.列車停於 ATS 標誌處，司機員無法瞭望進站號誌時，必須在該進
站號誌機外方適當地點設置進站反應燈。因配置或曲線等致出發
號誌機之號誌顯示狀態，由列車乘務員或月台之站長不能望見之
站，須設置出發號誌反應燈於各該出發號誌機之外方，以表示主
號誌機顯示狀態。
B.進站或出發號誌機顯示進行號誌時，反應燈顯示綠燈閃光，進站
或出發號誌顯示險阻時，反應燈顯示白色燈光。
C.反應燈設置地點，由本局洽相關單位現場會勘決定。軌道號誌佈
置圖已標示或雖未標示經勘查有設置之需要者，依規範規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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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6) 自動列車停車標誌(ATS)：
A.自動列車停車標誌(ATS)機柱附掛 ATS 字樣之反光標誌。
B.進站號誌為險阻時，ATS 顯示紅燈（LED 燈）
；進站號誌機顯示進
行號誌時，ATS 燈光熄滅。
C.准調車進站號誌紅閃光時，ATS 應為無燈。
(7) 出發號誌機顯示、出發反應標誌與切換按鈕
A.出發號誌機反應標誌與聯鎖系統連接，設置於月臺上高度略低於
成人視線，並以符合 CNS 14165 IP65 等級之箱體裝設 LED 顯示
燈與按鈕，箱體外部設置鎖扣，鎖扣孔之內徑應不小於 12mm。
B.依股道數及上、下行方向分別設置 2 個 LED 顯示燈（上位黃燈、
下位綠燈）與 1 個綠色按鈕(各月台面皆須設置，設置地點及方
式等由本局洽同相關運轉單位進行現場會勘後決定)。
C.操作程序如下：
(A)進路未設定前，上位黃燈與下位綠燈均不顯示。
(B) 站間未設有平交道時，現場出發號誌機顯示進行號誌時，相
對應股道及方向之下位綠燈配合顯示。上位黃燈與按鈕不使
用。
(C)受出發號誌控制之平交道：
a.進路控制為停車模式時，其出發號誌反應標誌顯示黃燈，
控制盤顯示該進路鎖錠。
b.當平交道已控制為停車模式，出發進路設定後，現場該出
發號誌機仍顯示險阻（紅燈）。
c.運轉人員按下該股道之出發號誌反應標誌按鈕後，相關平
交道警報至設定時間後，現場及 CVDU 之該出發號誌機顯示
進行號誌，號誌反應標誌顯示綠燈。
d.列車越過出發號誌機後，出發號誌反應標誌熄滅。
(8) 手作號誌代用器
當進站號誌機故障，無法顯示進行號誌時，由運轉人員依照運轉規
16620-17

110/01

章行車實施要點規定點選設置於 CVDU 上之手作號誌代用器視窗，
啟動手作號誌代用器，若 CVDU 故障則可使用設置於 CVDU 旁之實體
鑰匙開關。設置原則：
A.手作號誌代用器設於進站 ATS 標誌燈左或右下方，於就地控制
CVDU 設控制視窗，並以實體銅纜連接電路，不因任何號誌系統故
障影響其功能。
B.手作號誌代用器啟動後以綠燈（LED 燈）顯示，60 秒後自動熄滅，
CVDU 裝置表示燈應同時顯示/熄滅。
C.ATS 連接之器具箱應設置手作號誌代用器所需之控制迴路、電源
與端子台。
D.進站號誌機與最近之轉轍器超過 15 公尺以上時，原則上應設置
手作號誌代用器，惟實際設置地點或設置需求與否，由本局會同
臺鐵局相關運轉單位進行現場會勘後決定。若需設置，廠商應配
合提供設置手作號誌代用器及其所需之纜線。
(9) 調車區界標
未設調車號誌機之站場（以准調車為調車功能之車站）須設置調車區
界標，以距離進站號誌機 300 公尺為原則，若因環境因素未能有足夠
距離時，以能瞭望進站號誌機顯示調車號誌之處所設置為原則。
(10)接近號誌機距離指示標誌
1000 公尺以上之隧道内及地下化路線設有中途閉塞號誌機及 ATS 標誌時，應配
合設置「接近中途閉塞號誌機及 ATS 標誌距離指示標誌」預告司機員中途閉塞
號誌機及 ATS 標誌即將接近，而依指示標誌指示之距離採取適當之措施。前項
「接近中途閉塞號誌機距離指示標誌」
，於隧道處單線區間時設於進路之左邊側
牆上，雙線區間設於各該路線外側側牆上，自中途閉塞號誌機外方 600 公尺起
至 100 公尺止，每隔 100 公尺，依次裝設 6 個、5 個 …… 1 個之橙黃色反光圓
形板；「接近 ATS 標誌距離指示標誌」
，於隧道處單線區間時設於進路之左侧側
牆上 ，雙線區間設於各該路線外侧側牆上， 自 ATS 標誌外方 800 公尺起至 100
公尺止，每隔 100 公尺，依次裝設 8 個、7 個 … … 1 個之橙黃色反光圓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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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動識別標誌及慢行容許標誌
自動閉塞號誌機係容許號誌，為表示與其他號誌機區別，應加裝自
動識別標誌，此標誌為黑邊白底反光之方形板。如中途閉塞號誌機
設於上坡度千分之十之路線時，則應加設慢行容許標誌，黃底黑色
坡字圓形板之標誌。
(12)調車號誌反應燈
如調車號誌機視距不足時，應設置調車號誌反應燈。調車號誌顯示
進行時，反應燈顯示綠燈閃光，調車號誌顯示險阻時，反應燈顯示
白色燈光。
(13)進路表示器
A.進路表示器用以顯示軌道佈置圖上的進路終點軌道名稱，終點有
列車佔用或到達點未設軌道偵測裝置時應閃光警示。
B.進路表示器規格依材料規範製作。
4.3.3

電動轉轍器規格
(1) 電動轉轍器功能應適用安裝於 60kg、50kg、37kg 道岔，並提供適
用之連桿配件。
(2) 電動轉轍器應為直流高速動作型(動作時間 5 秒以下)具過載保護裝
置，此裝置應裝設於繼電器室內或繼電器箱內。
(3) 額定工作電壓為 DC110V。
(4) 道岔動程為 145 mm，電動轉轍器動作桿之動程必須大於 160mm 以便
於調整。
(5) 電動轉轍器連續推力應大於 600Kgf。
(6) 轉轍器之轍查接點及控制接點應能免於錯誤接通，應使用附增強壓
力接點，用於顯示電路之轍查接點應為雙切。
(7) 電動轉轍器安裝配件:
A.電動轉轍器應安裝配件，含動作桿、鎖錠裝置、轍查桿、尖端桿
等各種連接桿應可連續調整，並附有固定螺栓等配件。
B.電動轉轍器應有機械式定反位鎖錠及轍查功能。
C.接線箱參考本局樣品，導線管採用可撓 PE 管或同等強度非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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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可撓管
(8)轉轍器應設有手搖扳轉設施。每一轉轍器應附一支手搖把以應緊急之
用。手搖把插入時，應切斷馬達動作電源。提供電動轉轍器動作之
電源電路與顯示轉轍器狀態之顯示電路應完全分開，轉轍器定反位
顯示電路應分離，上述電路應為雙切。跨越 2 保養區的雙動轉轍器
A、B 應個別控制及表示。所有端子內外配線應高於底板，且為垂直
視線所及之處所。轉轍器應設置保養時可就地扳轉反位之按鈕，按
鈕鬆開後轉轍器自動復歸定位，設置位置應提送經機關核可。
(9)電動轉轍器之過載電路及控制繼電器，當馬達起動後超過 10 秒時，
過載繼電器應動作，並保持激磁以切斷動作電流。電動轉轍器馬達
起動約 15 秒後，若定反位未密合顯示，應接通警報接點，發出轉
轍警告。所用以控制之繼電器應為安全繼電器。
(10)以准調車控制之車站，每一電動轉轍器旁(雙動可共用一只)應裝設
現場扳轉用按鈕及表示燈，按鈕區分定位(綠色)、反位(黃色)及共
用按鈕(白色)各 1 只；按鈕應使用雙切接點。表示燈定位為綠色，
反位為黃色。按鈕與表示燈設置於控制箱，高度約 150cm。
(11)電動轉轍器應設有監視轉轍器之電壓電流紀錄、轉轍方位、扳轉次
數紀錄、轉換時間紀錄等功能、並另須備有以圖控軟體、資料庫軟
體為基礎之維護管理系統、圖形視覺化軟體必須包含軌道佈置圖畫
面，以顯示受監視轉轍器之警報狀態與參數值，系統須採用智慧化
功能，以學習轉轍器動作特性並能定義可接受效能範圍「包絡線」
(Envelope)以精確偵測異常狀態，並於故障發生前提供最大維修機
會，以達到早期預防保養之效能。
(12)電動轉轍器維護管理系統須能即時監測轉轍器設備狀態，並將資料
由乙太網路傳送至電子聯鎖系統或工作站之主機，並須符合
EN50125-3、EN50121-4 或更新版本之規定。使用者經由主機透過乙
太網路能即時了解設備狀態，以供維護人員於轉轍器故障前後查看
數據紀錄。
(13)電動轉轍器維護管理系統須備有可擴充功能、以增加轉轍器監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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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須具有資料儲存裝置，採用具有至少儲存 30 天的紀錄資料
且支援熱插拔可攜式儲存媒體，如與電子聯鎖系統或工作站主機連
線中斷、在回復連線時須將儲存之資料傳送至電子聯鎖系統或工作
站主機。
(14)電動轉轍器維護管理系統使用者藉由維護系統電腦存取電子聯鎖系
統或工作站主機資料，並可同時提供多名使用者登入使用，且系統
必須提供至少三級安全存取等級，以管控或限制各使用者的使用功
能權限。
4.3.4

平交道設備控制需求
(1) 第 1 種平交道接近區段分成 2 段，第 1 段警報時間為 60 至 120 秒，
第 2 段應在 50~70 秒間。第 3 種平交道警報時間不得低於 30 秒，
受出發控制平交道之出發號誌機顯示延遲應可設定範圍 0~30 秒(秒
數設定間格以 5 秒為一單位)。
(2) 如有設置障礙物自動偵測系統之平交道，其平交道警報時間應不得
低於 42 秒。廠商應依平交道現場條件及本局車輛煞車條件設計警
報所需時間。
(3) 平交道控制應採電子式控制裝置(檢附安全認證文件)，平交道警報
控制邏輯須於軟體處理。
(4) 平交道控制條件及設計電路應提出經本局審核，若為受出發號誌控
制之平交道，當出發號誌故障，若平交道啟動範圍無列車佔用，平
交道不得啟動警報。
(5) 平交道啟動點位於站內時，CVDU 應設置符合第 5.3.2(5)控制模式
(自動、手動、停車)。
(6) 應設置路線封鎖平交道防護電路。
(7) 應設置平交道監視界面。
(8) 東、西線上、下行警音解除時間應可設定延遲。
(9) 站場南北端於出發號誌與調車區界標之間有平交道，須於轉轍房內
設置平交道調車手控閘刀開關(若無轉轍房則設於業主指定地點，其
安裝型式須送審查後施作)，以便調車作業時操控平交道警報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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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子聯鎖系統應具有偵測平交道是否處於警報作動狀態及控制平交
道警報延時之功能。當平交道已處於警報作動狀態時，若有任一方
向列車將於一定時間內抵達平交道啟動點，則電子聯鎖系統應持續
維持警報動作，直至列車完全通過平交道止。廠商應考量平交道現
況條件並於設計前完成需求調查，並提出建議之警報延時秒數送本
局審查核可，惟警報延時應為至少 5 秒。
(11)平交道保安設備之電子模組單元須為 SIL4 等級要求。
4.3.5

繼電器規格
(1) 本系統如需使用繼電器應為插入式、直流吸引式電樞型、識別牌。
未加電壓時，不論擺放位置如何，常開接點不得接通，常閉接點不
得斷開。
(2) 以安全為目的而使用的繼電器應為 A.A.R.或其他同等級的國家標
準之 DC 安全繼電器。繼電器應為插入式，工作電壓為 24V。
(3) 非保安電路使用的繼電器可為 DC 插入式中性繼電器或附能快速更
換的插頭及插座之繼電器組。
(4) 電動轉轍器的過載保護，當馬達開始動作後約 10 秒內，過載繼電
器會動作並保持以切斷動作電流。
(5) 時素繼電器應符合故障安全設計，為安全電子式。可設定範圍從 15
秒至 120 秒。實際計時時間不得低於設定時間，亦不得大於設定時
間的 120%。
(6) 閃光發生裝置應採用電子式(不得使用繼電器)每分鐘動作次數為
40~45 次內，並附有閃光查核功能。
(7) 外線迴路之繼電器應採用有極安全繼電器。
(8) 廠商應提出所有型式的繼電器型錄及詳細說明，並提出安全繼電器
依照「號誌系統作業規範」規定辦理防護的電力干擾測試資料。

4.3.6

配線及電纜規格
除非另有說明，全部室內及室外配線與電纜應由廠商供應。號誌電纜依
規範製造並應在臺灣採購，規範外的特殊電纜應送經本局核定。
(1) 電子聯鎖系統應設置繼電器室與站場器具箱及站間器具箱間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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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纜線，廠商應依照圖 2「號誌系統主要纜線佈置示意圖」為原
則，再配合電子聯鎖系統特性與其他規範納入所有必要的纜線，規
劃完整的電纜佈置圖，以符合契約的各項規定。主要纜線之配置原
則說明如下：
A.示意圖之器具箱僅擇一表示，廠商仍須依實際需求數量設置器具箱。
B.電訊室~RH，佈放 10P×0.9mm2 長途電話電纜 1 條。
C.RH~行車室，佈放 2C×16 mm2×1 條做為 CVDU、TID 不斷電 AC110V
電源用、37C×1.5 mm2×1 條做為實體開關使用、24 芯光纖 2 條做
為 CVDU 傳輸用，2 條 24 芯光纜應分別佈放於不同的電纜徑路。
D.繼電器室與站場及站間各器具箱間，依南、北端分別設置 2 條 48
芯 光 纜 與 光 纖 配 線 / 收 容 盤 （ 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
ODF），所有纜線(含光纜)必須作終端處理(端子及 ODF)。ODF 需
包括 24 條光纖跳接線（含兩端的保護套）
。除受限於現場環境外，
2 條 48 芯光纜應分別佈放於不同的電纜徑路。
E.繼電器室與站場器具箱及站間器具箱間，依南、北端分別設置至
少 28P×0.9mm2×2 條為原則，作為計軸器傳輸電纜。廠商應視現
場號誌設備數量需求計算電纜數量，且備用容量應至少 40%。
F.繼電器室與站場器具箱及站間器具箱之間，電纜佈放原則：
(A)繼電器室與每個站場器具箱之間：至少個別佈放 14 芯 1 條，
廠商應視現場號誌設備數量需求計算電纜所需芯數及數量，
且備用容量應至少 40%。
(B)繼電器室與站間器具箱之間：至少佈放 14 芯 1 條，廠商應視
現場號誌設備數量需求計算電纜所需芯數及數量，且備用容
量應至少 40%。
G.前述各項纜線應佈放至工作範圍外第一個既有的道旁器具箱（繼
電器箱）
，且應提供端子台(附斷路指示燈)、ODF 及纜線終端處理
與接線；纜線規格應符合本局材料規範。
(2) 前項之規定為電纜敷設之基本需求，其餘全部室內及室外配線與纜
線應由廠商依實際需要及規範相關規定供應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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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誌電纜與通訊電纜應依本局「號誌設備材料規範」設置，規範未
規定之纜線種類，廠商應事先提送其詳細規格與型式檢驗報告經本
局核定。
(4) 除電力電纜及接地線外，使用纜線芯線時，應保留 40%的備用芯線，
但不得少於 2 芯，所有電纜芯線(包括備用芯線)均須配線連結安裝
於端子上，並整理完整。光纜之備用容量為 30%。
(5) 同一條主電纜應配線於同一端子排(例如 37C 電纜由第一芯自上向
下排列至第 37C 須配置於同一端子排，不得分割)。
4.3.7

安全電路
(1) 除另有說明外，電子聯鎖系統與外部界接應依照規範、功能特性進
行協商，並採用具有故障安全功能之界接設計或裝置，不得影響行
車安全或降低 SIL 等級。
(2) 影響行車安全的電路，應採用具有確保故障安全之設計或裝置。
(3) 兩設備間使用室外電纜的安全電路應採用雙線雙切。
(4) 使用獨立電源之同一室內的安全電路可採用單線單切。
(5) 控制室外設備機能之電路應為分散式，置於設備附近以避免電車線
系統之干擾。
(6) 連接外線之安全電路的電源與負載不得在同一處所，連接電纜不得
折返。
(7) 安全外部電路防護、電磁干擾防護等，應依本局「號誌系統作業規
範」之相關內容辦理。

4.4

電源設備規格
(1) 一般機電工程於號誌電源室內設置號誌專用電源開關，供電規格為
3 相 4 線式 AC 380/220V 或單相 3 線式 AC 220/110V 60Hz 容量為
75kVA，若供電容量不足時，廠商應提出精算表，洽本局協調核准
變更。若市電停電時由緊急供電迴路（緊急發電機備援）提供號誌
系統所需之電源。
(2) 複式單元組成之號誌設備模組應採用不同的供電迴路，每一電源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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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應以 NFB 保護，NFB 因故跳脫時，不致影響系統之運作。
(3) 每一室外號誌設備之供電應以警報型保險絲保護，單一保險絲熔斷
時，不得影響其他號誌設備之運作。同一室內或同一機箱內，實體
電路之電源供應應採環狀迴路供電，即檢修拆離迴路任一供電點
時，不得影響迴路上其它負載之運作。
(4) 號誌設備不得僅以充電機整流之輸出直接作為直流電源供應直流
負載，應設置使用蓄電池組作為備載電源。變流器及整流充電機之
額定容量應至少為負載容量之 2 倍，充電機及變流器應具有負載容
量之冗餘(Redundancy)熱備援設計。
(5) 聯 鎖系統直 流備援 電 源(於市 電及發電 機供電中 斷時之備 用電
源)，採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或鎳鎘電池或鋰鐵電池或鉛酸電池或
其它備援供電(統稱備援電源)，由本局依個案指定勾選之備援電源
採購規範設置。
(6) RH 備用電源 ：不斷 電 電源設備 之充電 機 (AC/DC110V)及變流器
(DC/AC110V)，須為各自獨立單機，以利維修、搬運。
A.DC 110V：RH 內 1 組備援電源 DC 110V（標記為 B110）供電動轉
轍器及變流器所需之電源。
B.AC 110V：RH 內 DC 110V 經變流器轉換為 AC 110V（標記為 BX110）
供應就地控制裝置、CTC 傳送裝置、診斷記錄裝置及 TID 等設備。
平時前列負載由變流器輸出供電，變流器故障時自動切換市電供
電。惟號誌機點燈平時由市電供電,停電時自動切換為變流器供電,
並俟發電機啟動後自動切換至發電機供電，若市電恢復則再自動
切換至市電供電。前述切換過程供應負載電源不得瞬間中斷。
C.RH 內第 1 組 DC 24V（標記為 B24in/1），供應室內聯鎖設備。
D.RH 內第 2 組 DC 24V(標記為 B24in/2-1、2-2)，應分別獨立供應
室內 2 組計軸器設備所需之電源。
E.RH 內第 3 組 DC 24V（標記為 B24ex）供應室外站場迴路所需之電
源，惟室外迴路之受電端電壓值應能驅動設備正常運作。
F.南北站場各號誌機點燈電路應設置不同分路保險絲及 AC 110V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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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變壓器。
G.平交道由所轄之 RH 或中途器具箱供應 AC110V 專用迴路。
H.所有供應室外設備之電源迴路應各自設置接地查核設備。
(7) 站間：閉塞號誌機之備援電源 1 組( B24 12V-0 V- 12V)，設於站
間閉塞號誌機處之器具箱內。
(8) 備援容量依備援電源採購規範。廠商應依據號誌設備之數量及消耗
電流，提供計算及相關佐證文件經本局核定。
(9) 下列設備由交流分電盤之供電迴路直接供電，再於設備端設置整流
充電機供應號誌設備：
A.站場：器具箱電源由號誌繼電器室以 2Cx16mm2 電力電纜傳送 AC
110V 電壓至器具箱。南、北站場各單獨迴路，並設置電源端與負
載端保護裝置。器具箱間供電以端子座連結且電纜不得接續，若
傳送距離過長致電壓無法符合額定電壓值時，廠商應提出解決改
善方案，經本局核可後，得變更傳送電壓值。
B.站間：號誌器具箱電源由號誌繼電器室供應，室內經 AC 220/440V
10kVA 變壓器升壓至 AC 440V 後，以 2Cx38mm2 電力電纜傳送電壓
至站外第一個器具箱內，再以並接方式依序傳送至各處器具箱。
各處器具箱內 AC 440/110V 2kVA 變壓器降壓為 AC 110V，供應負
載。南、北站間應各自設置單獨迴路，各器具箱內並設置電源端
與負載端保護裝置。
C.兩站間電源傳送分界，以傳送距離一半設置為原則，實際分界位
置，廠商需洽本局確認。
(10)各種電源設施應提供告警及警報訊號乾接點，並與聯鎖設備或道旁
號誌設備控制器界接納入診斷記錄裝置之側錄範圍。告警及警報訊
號至少包括下列：
A.劃分為適當群組之 NFB 跳脫或保險絲熔斷警報。
B.主電源故障告警（適用於雙迴路供電，任一迴路中斷之情況）或
警報。
C.電源供應設備告警（適用於複式架構，任一設備故障之情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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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
D.電源迴路接地查核警報。
E.備援電池低電壓告警。
F.蓄電池電解液面過低告警(各種電池組應有低電壓監視，每一組
電池至少應有 1 只電池液面檢知裝置)。
(11)電源設備之功能規格應符合本局規範。
(12) 蓄電池組之備援時間應為 5 小時，依據號誌設備之數量及消耗電
流，廠商應提供計算書及相關佐證文件經本局核定。但下列供電迴
路不得小於所述之最小容量：
A.繼電器室內之 DC 110V 蓄電池組至少為 135AH，DC24V 電池組
至少為 95AH。
B 道旁器具箱內之蓄電池組至少為 95AH。
C.平交道器具箱內之蓄電池組至少為 135AH。
4.5

就地控制裝置-CVDU 規格
廠商應於送審文件中提出 CVDU 詳細規格，若涉及軟體程式、傳輸協定與
傳輸格式等，須與本局協商、取得同意後再進行製作。

4.5.1

就地控制 CVDU 採雙主機、雙螢幕之熱備援，一為主系(常用)、一為副系
(備用)，須設定主副切換權限與經由密碼保全自動轉移控制權，故障時
須提示(語音、視窗)自動備援切換至另一系；亦可經由密碼保全轉移控
制權，手動切換至另一系。

4.5.2

CVDU 應採用工業規格之工作站組成，包括主機、硬式磁碟機、LCDU、鍵
盤與滑鼠等周邊設備及擺放 CVDU 的工作桌(桌面不得為金屬材質)。CVDU
經由通訊網路與聯鎖設備銜接，號誌電源室內 AC 110V 不斷電迴路供應
CVDU 所需之電力。

4.5.3

CVDU 之微處理器、作業軟體、記憶體及整體架構應滿足電子聯鎖系統之
性能，包括控制與顯示數量、操作程序及反應時間。並應採用以磁碟陣
列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為架構之複式硬式
磁碟機，且 RAID 1 控制晶片應允許採用不同廠牌、不同容量規格之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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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碟機，同時具備熱抽換（Hot Swap）功能，以簡化維修作業
4.5.4

LCDU 螢幕之解析度應讓操作人員可於距離 80 公分處清楚辨識， LCDU
至少應符合下列規格：
(1) 配合行車控制室之佈置與運轉需求選用適當大小之螢幕，但不得小
於 42 吋。
(2) 可視角度：水平不小於 170 度，垂直不小於 160 度。
(3) 最佳解析度≧1920x1080。
(4) 對比率≧600：1。
(5) 亮度≧300 cd/m2。
(6) 若 LCDU 採壁掛式或懸吊式安裝時，廠商應以堅固耐用的支架安裝
LCDU，而無須提供工作桌，本局不再另外給付其它費用。

4.4.5

CVDU 設置分 3 種型式。行車室用控制型(單 1 站、可控制)；RH 用維修型
(單 1 站、不可控制)；分駐所用監視型(多站、不可控制)。

4.6

通訊網路規格

4.6.1

電子聯鎖系統採用的通訊網路應為獨立專用的封閉式傳輸系統，不得與
非號誌系統之設備銜接，其實體媒介應為：
(1) 室外及室內/外之間應使用符合本局材料規範規定之銅纜或光纜。
若廠商基於整體系統性能考量欲使用規範未明訂之纜線，應事先提
送其詳細規格與型式檢驗報告予本局核定。
(2) 室內設備之間及機箱內單元之間（包括跳接線）則依製造廠商之設
備規格選用，但廠商仍應提送其詳細規格與型式檢驗報告予本局核
備。

4.6.2

通訊網路應為雙迴路架構，並符合下列原則：
(1) 室內各自迴路應採用不同的纜線，任一纜線發生單點故障時，僅會
於診斷記錄裝置產生故障紀錄，仍可維持系統之正常通訊。
(2) 室外迴路應為各自獨立的雙迴路環狀鏈路(Dual Ring)，除受限於
土建設施提供之纜線徑路外，纜線亦應佈放於不同的徑路。任一迴
路發生單點故障時，僅會於診斷記錄裝置產生告警紀錄，仍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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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向的傳輸維持該迴路之正常通訊。
4.6.3

通訊網路採用之通訊協定應可滿足每 0.5 秒更新一次全系統的資料傳
輸，且應符合 IEC 62280-1 對 SIL 之相關規定，廠商應於送審文件中敘
明傳送/接收端所採用之資料防護、錯誤檢測、資料封包（Packet）處理
原則、資料安全碼、資料安全處理程序等的技術或手段，以確保規定之
SIL 及 THR 得以維持。

4.6.4

電子聯鎖或電子閉塞若採用通訊協定方式界接，廠商應於竣工時提供採
用之通訊協定及界面整合說明之相關文件，以利後續工程辦理。

4.7

診斷記錄監視裝置規格
診斷運轉記錄裝置包含系統診斷與運轉紀錄。

4.7.1

系統診斷範圍：聯鎖處理設備、就地控制裝置、通訊界面、傳輸網路、
設備控制器、電源供應器等。
運轉紀錄範圍：除系統診斷範圍所列聯鎖處理設備、就地控制裝置、通
訊界面、傳輸網路、設備控制器、電源供應器等之診斷紀錄外，就地控
制裝置 CVDU(參考本局既有控制盤)畫面上的軌道佔用、號誌顯示、轉轍
位置、進路設定與取消等所有狀態變化與操作紀錄，以及其它附設故障
監視、開關切換紀錄。

4.7.2

系統異常診斷記錄：系統運作過程中系統診斷範圍內，如主機瞬間當機、
供電瞬間中斷、傳輸瞬間離線、訊號或通訊瞬間中斷、設備或單元間歇
暫態性故障，雖立即自行恢復，但系統應能依序執行診斷、通報與紀錄。

4.7.3

系統故障診斷記錄：系統運作過程中系統診斷範圍內及運轉紀錄範圍內
之設備單元故障時，系統應能依序執行診斷、通報與紀錄。

4.7.4

事件重演：就地控制裝置 CVDU 的運轉執行，系統應具備事件重演功能。
全程紀錄系統運作、設備、單元及網路通訊之運轉狀態，在維修中心(分
駐所)即可掌握系統診斷紀錄、行車號誌運轉紀錄，執行遠端監看。

4.7.5

診斷記錄裝置應將電子聯鎖設備系統自我診斷的訊號、行車號誌運轉紀
錄資訊經由資料擷取、網路傳輸、資料庫及智慧型人機界面，將系統正
常、異常及故障狀態的訊息提供號誌維修人員判別、預防與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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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診斷記錄裝置應採用工業規格之伺服器及工作站組成，分別設置於繼電
器室及維修單位之辦公室（分駐所），分駐所之診斷記錄裝置透過臺鐵
局提供之通訊網路與電子聯鎖系統銜接；繼電器室之伺服器應採用號誌
電源室內 AC 110V 不斷電迴路供應診斷記錄裝置所需之電力。

4.7.7

診斷記錄裝置應即時側錄號誌系統之運轉狀態及異常資訊，至少應包括
下列各項：
(1) 聯鎖設備、道旁號誌設備控制器、計軸器設備及各網路通訊單元之
運轉狀態與異常資訊。
(2) 運轉事件及異常記錄。
(3) 線上設備/單元診斷，包括轉轍器、各式號誌機、列車偵測區段及
個別之計軸器(計軸器 1 及計軸器 2)設備運轉狀態等道旁號誌設備
之控制信號及顯示狀態。
(4) 電源設施運作狀態，包括主電源中斷、備援電力供電狀態、電源供
應設備告警與警報訊息、NFB 跳脫或保險絲熔斷、電源迴路接地查
核、備援電池低電壓告警等。
(5) 經由道旁號誌設備控制器界接之外部訊號（與行車號誌相關部分）
。
(6) 所有來自於遠端遙控（CTC）或 CVDU 之控制命令及電子聯鎖系統傳
遞之顯示訊號。
(7) 圖說核定前，其它經本局指定之事件。
(8) 事件回溯檢閱。

4.7.8

每一紀錄之事件之原始資料（raw data）至少應包括時間戳記（精確至
0.1 秒）、LRU 或道旁設備之代碼、故障或異常代碼、控制或狀態之代碼。

4.7.9

診斷記錄裝置之螢幕應以類似 CVDU 之畫面即時呈現號誌系統之運轉狀
態，依據側錄所得資料呈現細節如下：
(1) 號誌設備之控制與顯示未改變時：圖示（icon）穩定表現。
(2) 號誌設備之控制與顯示改變時：圖示閃爍 3 秒鐘表現。
(3) LRU 異常事件需進一步檢查或採取維修作業，但不影響系統運轉功
能及效能者：圖示反白表現並發出告警音。
(4) 故障事件已影響系統運轉功能及效能，或有對人員造成傷害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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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立即採取檢修作業：圖示以紅色外框及反白表現並發出急
促警報音。
4.7.10 診斷記錄裝置應可於線上即時（On Line）診斷電子連鎖系統的各項設
備，設備狀態應以完整的系統架構圖呈現，惟整體運作不應妨礙電子聯
鎖系統之 SIL，亦不可降低系統運轉性能或反應時間。
4.7.11 診斷記錄裝置應可執行回溯檢閱之功能，但其運作若有妨礙電子聯鎖系
統運轉之虞時，廠商應另行提供獨立裝置執行回溯檢閱功能，不得要求
本局額外支付費用。
4.7.12 回溯檢閱功能應能依據側錄所得的資料，以軌道佈置圖（類似 CVDU 之畫
面）清晰呈現號誌系統之運轉狀態與列車行進的順序。回溯時段及速度
應能由使用者自行選定，回溯速度至少應提供 5 段：最慢速、慢速、正
常、快速與最快速。
4.7.13 回溯檢閱功能亦可由使用者選擇時段，依事件時間將號誌系統之運轉狀
態與列車行進的順序以時序圖顯示於螢幕或自印表機列印文字稿。軟體
應自動將各事件之原始資料轉換為可供人員直接判讀之型式，包括名稱
及位置之符號或縮寫等，再呈現於時序圖與文字稿之中。
4.7.14 診斷記錄裝置應能依據側錄所得的資料提供統計數據，依使用者選定的
時段或依選定的設備類別統計所有異常事件，並顯示於螢幕或使用具有
可將紀錄利用通用序列匯流排(USB)拷貝及利用 DVD 光碟燒錄之輸出功
能 且 所 輸 出 之 USB 或 燒 錄 之 DVD 光 碟 紀 錄 資 料 可 於 任 何 裝 設 有
Microsoft Office 作業系統之電腦讀取及列印輸出，無需另外安裝特定
電腦軟體，以便於其它個人電腦作進一步的分析與研判。
4.7.15 診斷記錄裝置之伺服器未能正常運轉時，應能自動產生警報顯示於遠端
工作站。伺服器故障期間，工作站應自動接替事件紀錄之功能，並於伺
服器恢復運轉後自動將故障期間之事件紀錄上傳至伺服器。
4.7.16 診斷記錄裝置之規格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1) 主機之微處理器、作業軟體、記憶體及整體架構應滿足前述各款，
提供合理的操作程序及反應時間。
(2) 主機應採用以磁碟陣列 RAID（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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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RAID）為架構之複式硬式磁碟機，且
A.RAID 控制晶片應允許採用不同廠牌、不同容量規格之硬式磁碟
機，同時具備熱抽換（Hot Swap）功能，以簡化維修作業。
B.硬式磁碟機之總容量扣除預先安裝之軟體後，實際剩餘之空間應
尚能儲存本規範所訂之運轉紀錄達 3 個月以上，保固期間若未能
通過驗證時，廠商應無償進行擴充。
C.當硬式磁碟機之剩餘可記錄容量小於 1 週時，主機應產生告警訊
息，以便維修人員進行歷史資料的光碟備存作業；剩餘可記錄容
量小於 3 天時，則自動執行資料覆蓋，覆蓋時優先刪除最早日期
之資料。
(3) 提供 DVD 燒錄光碟機，以便轉存硬式磁碟機之內容，並可於其它個
人電腦進行判讀（廠商應無償提供判讀所需之軟體），以及鍵盤與
滑鼠等周邊設備。
(4) LCDU 螢幕之大小應足以顯示與就地控制 CVDU 畫面相同之資訊，螢
幕之解析度應讓操作人員可於 80 公分外清楚辨識，必要時應採用
由同一主機輸出之多螢幕顯示，LCDU 至少應符合下列規格：
A.配合顯示需求選用適當大小之螢幕，但不得小於 32 吋（含）。
B.可視角度：水平不小於 170 度，垂直不小於 160 度。
C.最佳解析度≧1920x1080。
D.對比率≧600：1。
E.亮度≧300 cd/m2。
(5) 廠商應提供擺放 LCDU 螢幕之非導電體工作桌。
4.7.17 廠商應於送審文件中提出診斷記錄裝置詳細規格，若涉及軟體程式、傳
輸協定與傳輸格式等，必須與本局協商、取得同意後再進行製作。
4.7.18 設置於維修單位之辦公室（分駐所）之診斷記錄裝置，應能顯示轄區各
站 RH 之診斷記錄裝置內容。
4.8

軟體

4.8.1

本規範軟體之係指電子聯鎖系統於下列設備/單元使用之軟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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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鎖裝置。
(2) 道旁控制器。
(3) CVDU。
(4) 通訊網路之傳送與接收模組（軟體元件或硬體單元之韌體）。
(5) 診斷記錄裝置
(6) 列車偵測裝置(計軸器)
(7) 前述第(1)項、第(4)項應用軟體及應用資料修改所需之修改、編譯軟
體工具，及軟體驗證/認證前基本測試所需之軟體工具及模擬工具。
4.6.2

電子聯鎖系統相關之軟體應依照 IEC 62279 及 IEC 62280-1 標準執行、
發展、編撰、管制、修改、管理、驗證、認證與測試等各項作業，並留
有紀錄足以追蹤相關的各項作業。

4.8.3

廠商應於送審文件中敘明電子聯鎖系統使用之軟體如何達成「故障安全」
之安全措施，以符合本規範規定之系統安全等級，至少應包括下列：
(1) 硬體故障時，軟體之偵測方式及對應策略。
(2) 減少軟體潛在性錯誤之程式撰寫及編譯原則。
(3) 防範非法侵入或電腦病毒之手段。
(4) 檢測機器碼或應用資料變異之方法。
(5) 預防資料因傳輸錯誤造成功能失效之傳輸協定細節。
(6) 使用商用軟體模組/程式之安全管制措施。

4.8.4

應用軟體與應用資料應為完成契約工作所必須之軟體的一部分，不得視
為系統程式的一部份，本局及使用單位有權於契約規定之站場進行維護
或修改，以排除系統或軟體之錯誤，或使電子聯鎖系統更趨於完善、符
合營運需求。

4.8.5

前款所述應用軟體與應用資料之維護或修改應包括下列各項：
(1) 軌道佈置與線形資料之增設、刪除及修改。
(2) 電子聯鎖系統之架構、型態、數量、關聯性等系統運作所需參數之
增設、刪除及修改。
(3) 道旁號誌設備之增設、刪除及修改。
(4) 電子聯鎖系統界接點之增設、刪除及修改。
16620-33

110/01

(5) 電子聯鎖系統之輸出、輸入及內部使用變數（internal variable）
間之：
A.聯鎖條件的增加、刪除及修改順序。
B.時間延遲參數的增設、刪除及修改。
(6) 電子聯鎖系統必須可鍵入列車運轉特性及/或軌道線型資料。
(7) 本局及使用單位經派遣具備號誌系統經驗及電腦基本操作能力之
適當人員接受廠商之訓練，使用者應無須具備電腦程式語言
(Programming Language)或布林代數(Bollean Algebra)或階梯圖
(Ladder Diagram)之撰寫能力，即可操作廠商提供之軟體工具進行
前款所述之維護或修改工作。
(8) 依據欲修改之部分而定，廠商提供之軟體工具的人機界面應以下列
方式為之：
A.軟體工具提供圖形界面採直覺化操作，以拖曳、置放、連接各種
不同的物件(object)方式，建立電子聯鎖系統所需之軌道佈置、
系統架構與組成、號誌設備，再使用對話窗或樣板表格之方式，
選填或鍵入各物件之名稱/代碼、物件之聯鎖關係等資料，以作
為聯鎖運算條件之依據。
B.軟體工具提供聯動圖表(其格式應取得本局之同意)之樣板，鍵入
所有號誌進路及聯鎖條件，以作為聯鎖運算條件之依據。
C.以相同一致的方式建立實體 I/O 接點、號誌設備之控制/顯示訊
號、聯鎖設備、道旁號誌設備控制器、通訊網路及 CVDU 之間的
內部邏輯鏈路。
D.前述各項所述之物件名稱應允許採用正體中文命名。
E.或其他經本局同意之人機操作界面進行軟體修改。
(9) 軟體工具應具備有鍵入資料的查核功能，交叉核對以確認資料之正
確性、合理性、邏輯性及檢查彼此間是否存在有矛盾，並找出修改
後的應用軟體/應用資料缺少或多餘的部分，此一功能應為確保電
子聯鎖系統安全原則的基礎。
(10) 應用軟體/應用資料經檢查確認無誤後，軟體工具應產生一中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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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資料檔，再送交原製造廠進行驗證及認證，加入安全檢核碼，並
轉譯成電子聯鎖系統可執行之機器碼後，再由使用單位植入設備中
啟用。
(11) 廠商應提供安裝軟體工具的工作站、機器碼植入設備過程中所需之
裝置或 ROM 燒錄器及其它附屬之連接線，以構成完整的軟體工具。
(12) 廠商應比照原製造廠的作業流程，協助使用單位建立軟體維護/修
改的標準作業程序（SOP），至少包括下列：
A.作業前準備工作。
B.各階段施行順序與步驟。
C.自我檢核表及檢核標準。
D.各階段的測試步驟及通過標準。
E.工作日誌及填寫要項。
(13) 軟體使用於電子聯鎖系統之交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A.廠商應準備軟體交付清單，詳細記載軟體版本及其使用單元。
B.備份軟體應交付三份：安裝於備用單元、以機器碼形式燒錄於 ROM
或其它儲存媒體，及儲存於安裝軟體工具之工作站的硬式磁碟機
內特定防改寫目錄中。
C.交付時機：系統測試完成，正式驗收前。
D.交付方式
(A)機器碼應安置於備用單元上，但必須經過測試，以確認軟體
版本及功能與現場已通過測試者相同。此一測試之時間應依
照臺鐵局之程序事先提出申請，且不得妨礙列車營運與安全
規定。
(B)應用軟體/資料之中繼電子資料檔應依照軟體維護/修改標準
作業程序執行一次完整的修改程序，以確認軟體版本及功能
與現場已通過測試者相同。

5.

操作需求

5.1

就地控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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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控制依操作項目與個別需求不同，部分於 CVDU 操作畫面操作、部分
於實體鑰匙開關操作、部分於 CVDU 及實體鑰匙開關皆可操作。CVDU 操
作畫面與實體開關之配置樣式須依規範規劃、圖說送審核、成品展示、
試操作之程序，本局得於上線使用後依操作需求提出無償修改(三次)。
5.1.1

於 CVDU 控制操作項目：
(1) CVDU 1/CVDU 2 手動切換(CVDU 控制+密碼保全)
(2) 計軸重置(CVDU 控制+密碼保全)
(3) 路線封鎖(CVDU 控制+密碼保全)
(4) 複線運轉(CVDU 控制+密碼保全)
(5) CTC/就地切換(CVDU 控制+密碼保全)
(6) 手作號誌代用器(CVDU 控制)
(7) 平交道自動、停車模式、手動模式(CVDU 控制)

5.1.2

於實體鑰匙開關操作項目：
(1) CTC 外線切離開關(實體鑰匙開關附指示燈)
(2) TID 外線切離開關(實體鑰匙開關附指示燈)
(3) CTC/就地切換(實體鑰匙開關附指示燈)
(4) 手作號誌代用器(實體鑰匙開關附指示燈)
(5) 平交道手動模式(實體鑰匙開關附指示燈)
其中(3)~(5)項平時由 CVDU 控制，若 CVDU 故障則系統可自動轉換至實體
鑰匙操作。

5.2

CVDU 佈置

5.2.1

CVDU 畫面
(1) CVDU 主畫面應依軌道佈置圖配置，以圖示物件（icon object）之
方式呈現，滑鼠游標點選操作控制。
(2) CVDU 畫面包含控制所需之點選按鈕及顯示各種設備狀態及列車位
置之圖示物件外，畫面另應標示各種控制與顯示物件之名稱、CVDU
裝置位置、月台、分區保養與調車區、行車方向與銜接站名、軌道
佈置或平交道等，其畫面配置規劃，須經本局確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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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VDU 畫面底色以黑色顯示；軌道線條以白色顯示為原則。
(4) CVDU 畫面之方向呈現，水平軸為北(左)南(右)向、垂直軸為東(上)
西(下)，可切換轉向成南(左)北(右)、西(上)東(下)。
(5) CVDU 畫面內容至少應含下列項目：畫面上方正中央位置標示站名，
廠商應提出操控配置畫面予本局審查核可。
A.顯示現場狀態資訊列至少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功能:
(A)列車偵測(如雙計軸、重置、同時、故障確認按鈕)。
(B)現在故障狀態下拉視窗按鈕，故障狀態以紅色框底表示。
(C)系統狀態下拉視窗按鈕，故障狀態以紅色框底表示。
(D)就地、CTC 選擇按鈕。
(E)CVDU 1 系、2 系切換按鈕。
(F)電源及聯鎖、轉轍器、斷燈等故障表示確認按鈕。
(G)依地理位置設置保養區、封鎖區、調車區下拉確定、取消按
鈕。
(H)跟隨確認及取消、故障確認按鈕。
B.工具列至少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功能，且畫面上需有相對應之選擇
圖示:
(A)進路窗:如滑鼠故障時可在此下拉視窗以方向鍵選擇進路。
(B)轉轍器窗:如滑鼠故障時可在此下拉視窗以方向鍵選擇轉轍
器名稱，此時應產生下拉視窗，如轉轍器已在定位則詢問是
否反位轉換。
(C)型態:選擇事件狀態視窗尺寸大、小。
(D)其他:
a.系統檢視:產生下拉視窗顯示系統操作及通訊狀態。
b.輸入輸出模組檢視:彈出模組輸入、輸出狀態視窗。
c.列車偵測檢視:彈出列車佔用 1、2 系狀態視窗。
(E)障礙檢視:彈出虛擬繼電器資訊狀態視窗。
(F)維修:
a.邏輯檢視:輸入密碼會跳出邏輯狀態檢視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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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檢索:輸入密碼會跳出有儲存日期及時間之歷史紀錄視
窗，並可依點選單項或全部設備進行搜尋。
(G)廠商應針對各功能操作窗設定相對應之快捷鍵，以容易快速
操作。
C.即時事件窗:顯示即時操作項目、號誌機顯示、轉轍器方位、軌
道狀況、故障狀態等。
5.2.2 控制與顯示
(1) CVDU 畫面除軌道佈置圖上的控制按鈕與顯示外，其它顯示符號平時
隱藏，狀態出現時再以視窗彈出，例如列車接近、斷電、斷燈故障
顯示之表示燈、確認按鈕等，平時應隱藏，不佔畫面，狀態出現時
才彈出視窗及搭配語音警示，點選進入下一層，可查詢檢視詳細訊
息狀態內容。
(2) CVDU 之聲音告警/警報，應採語音播放，其音量大小應可調整。各
種警示語音播放詞由廠商規劃，經本局確認。
(3) 任何錯誤控制或無效控制應出現警示聲音與視窗，並列入紀錄。
(4) CVDU 設置雙主機雙螢幕(CVDU-A 常用與 CVDU-B 備用)，常用與備用
應規劃自動切換功能，且任一故障時，應有語音及視窗提示。
(5) CVDU 畫面應設有 CTC 控制或就地控制之切換點選按鈕與表示燈。
(6) 配合軌道佈置圖及站場內與站間之軌道佔用區間以燈帶表示：
A.無列車佔用時，燈帶維持白色。
B.列車佔用時，以紅色顯示。
C.進路已建立，主進路以綠色燈帶顯示，調車進路以黃色燈帶顯
示。進路鎖定中，皆以閃爍燈帶顯示，進路解鎖後燈帶熄滅。列
車行進區段以紅色燈帶顯示，列車通過後進路區段解鎖後紅色燈
帶熄滅；啟動限時解鎖時，畫面出現視窗顯示解鎖計時時間(紅
色數字)，點選進入下一層，可檢視解鎖計時中的所有內容，若
解鎖逾時，應顯示「解鎖異常」字樣及語音。
D.異常佔用：除站內股道外，站間軌道佔用超過 15 分鐘，佔用燈
應顯示閃紅光，且顯示故障訊息及警示語音；路線封鎖時，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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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仍依正常功能顯示列車佔用狀態，惟佔用超過 15 分鐘時無
須顯示軌道故障及警報。
(7)列車號碼窗：CVDU 畫面上「到、開線及站外股道」顯示列車號碼窗(站
內每 1 股道、站外每 1 閉塞區間)，並依據 CTC 系統廠商提供界面
裝置及相關通訊協定資料，配合界面整合及機能測試作業。
(8) 號誌進路建立時，起點之號誌機圖示代表實際之號誌機。不同功能
之號誌機圖示以不同顏色區分：
A.行車進路之起點號誌機圖示為綠色。
B.調車進路之起點號誌機圖示為黃色。
C.依站內路線區分之號誌跟隨：
東主正線、西主正線皆可設定跟隨，且東、西向僅需各設置一個
點選圖示即可設定多條主正線之跟隨功能。
(A)控制為具有「控制」文字點選圖示。
(B)取消為具有「取消」文字點選圖示。
(C)設定號誌跟隨時，CVDU 畫面之跟隨股道應呈現對應之「東主
正線跟隨」、「西主正線跟隨」字樣。
(9)計軸器重置(CVDU 控制+密碼保全)
A.雙計軸「計軸 1」及「計軸 2」平時兩套並聯使用，作為列車偵
測、軌道佔用顯示、號誌聯鎖控制條件。單一計軸系統故障，不
影響號誌聯鎖運作。
B.任一計軸故障時，須以警音警示，CVDU 彈出故障訊息畫面(顯示
故障資訊)。雙計軸皆故障時，須個別警音警示(2 次)，CVDU 個
別彈出故障訊息視窗(顯示故障資訊)。故障資訊需能明確呈現任
一故障計軸頭之所在位置。
C.CVDU 畫面依據站內、北東、北西、南東、南西五區設置計軸 1/
計軸 2 點選圖示及各自對應監視表示圖示，以執行重置功能(列
車接近不得重置、重置無效)。CVDU 不具並聯、計軸 1、計軸 2
切換功能。
(A)共同位:均為綠色圓形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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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個別計軸:保養系為紅色圓形圖示，使用系為黃色圓形圖示。
(C)故障:均為紅色方形圖示，顯示計軸 1、計軸 2 故障。
D.繼電器室內依據站內、北東、北西、南東、南西五區，設置「計
軸 1 系」及「計軸 2 系」三段式(並聯、計軸 1、計軸 2)切換開
關(實體開關)，供技術人員測試。
E.站內及站間繼電器箱內設置「無車確認按鈕」供強制重置之操
作，採雙按鈕(個別 T 按鈕+共用按鈕)、附指示燈(雙系故障 T 指
示燈接收 CVDU 重置指令時亮 60 秒後熄滅，單系故障時不亮)及
檢測燈測試開關，以避免誤重置。「無車確認按鈕」各按鈕名稱
標示須與 CVDU 標示相同
「無車確認按鈕」設置位置：
(A)站內「無車確認按鈕」：按鈕以集中設置於南、北站場（OST
及站內股道）最靠近月台之繼電器箱，按壓時應能確認有無
列車佔用。
(B)站間「無車確認按鈕」：按鈕以個別設置於該 T 近車站之一
端，即 A1、A2 及 C1、C2 設於閉塞區間南端；B1、B2 及 D1、
D2 設於閉塞區間北端。
F.計軸重置方式
計軸系統故障，CVDU 個別彈出故障訊息視窗、輸入密碼、確認後，
執行重置。
系統邏輯處理應能判別雙計軸同時故障或列車佔用，不得誤判混
淆。站內重置為有條件重置(最後 1 軸有計出)，站間重置平時為
預備重置(待車模式)。
雙計軸故障之重置方式，區分為一般重置與強制重置。無論那一
種重置，皆必須與號誌聯鎖，不得因重置造成不安全及列車運
轉。當列車接近時，聯鎖應使之無法執行重置；亦即重置須於無
列車接近時執行。
(A)一般重置(人工操作)：
一般重置用於單一計軸故障時之重置，重置指令參考正常系計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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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列車佔用對故障系計軸之重置。
(B)強制重置：
強制重置用於雙計軸同時故障之重置(無參考基準)。必須號誌維
修人員至現場，先通知值班站長共同確認無列車佔用之情況
下，由值班站長先在就地控制 CVDU 點選「計軸選擇開關」計
軸 1 的位置（啟動重制電路保留 60 秒），重置電路使現場繼
電器箱「無車確認按鈕」附紅色指示燈亮，號誌維修人員按
壓「無車確認按鈕」(共同+個別 T)，CVDU 畫面計軸故障監視
燈熄滅，表示完成重置。待計軸 1 完成重置後，再點選計軸 2
位置，以一般重置程序完成計軸 2 重置。若前述先計軸 1，再
計軸 2 之重置程序因故無法完成，亦可由先計軸 2，再計軸 1
之重置程序。
G.計軸重置模式
計軸重置模式區分如下：
(A)非待車模式：依重置指令輸出查核條件執行後，不須經一班
列車即可重置，站內(含 OS)採用此模式。
(B)待車模式：依重置指令輸出查核條件執行後，須經一班列車
才可重置，站間採用此模式。
(C)特殊模式：於路線封鎖解除後，站間之計軸採「待車模式」
重置；若計軸 1 系及 2 系皆故障時，則應無法直接解除路線
封鎖，俟執行強制重置後，方能解除路線封鎖。
H.重置指令輸出須查核條件：
(A)重置指令輸出，須查核確認無列車接近，且不得影響行車或
造成不安全清除軌道佔用。
(B)重置指令輸出，須查核確認本系故障、它系正常。例如計軸 1
之重置，須查核計軸 1 故障及計軸 2 正常，始能輸出重置指
令。
I.行車室就地控制裝置不得設置無條件重置之開關或按鈕，以免誤
操作，造成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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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路線封鎖(CVDU 控制+密碼保全)：
A.於 CVDU 畫面依據站外路線分別設置路線封鎖點選按鈕及表示
燈，路線封鎖控制時，須彈出視窗提示、輸入密碼，經點選確認
後完成封鎖。
B.須設置「路線列車佔用確認按鈕」，於路線有列車或異常佔用仍
須執行封鎖時，彈出視窗提示、輸入密碼、點選「列車佔用確認」
，
以強制執行封鎖。
(11)受出發號誌控制平交道：
A.應設置選擇自動或停車模式視窗。
B.紅色停車按鈕視窗及表示燈（停車模式）。
(12)複線運轉控制(CVDU 控制+密碼保全)：
A.站南、北端 CVDU 畫面分別設置複線運轉點選開關及表示燈，複
線運轉控制時，須彈出視窗提示、輸入密碼，經點選確認後完成
複線運轉。
B.複線運轉使用時機：雙單線區間於出發號誌故障、閉塞號誌正常
時，將閉塞方向固定於正常行車方向，維持複線運轉。
C.出發號誌故障時，CVDU 畫面應彈出複線運轉操作之提示訊息及語
音，提醒號誌控制員。
(13)電動轉轍器控制與顯示
A.每一電動轉轍器應設置點選圖示。
B.電動轉轍器設置綠色定位顯示視窗及黃色反位顯示視窗。
C.CVDU 畫面點選電動轉轍器編號後，出現定、反位控制視窗，選取
定位或反位即執行控制。
D.CVDU 之軌道佈置圖上電動轉轍器位置以燈帶表示；轉轍器異常未
定位時，轉轍器編號閃光顯示，同時以轉轍故障指示燈及語音告
警，雙動轉轍器故障(A 或 B)應各別顯示。
E.進路設定後，轉轍器位置與進路不一致之電動轉轍器編號閃光，
表示轉轍器正扳轉中。轉轍器到達指定位置後，轉轍器編號顯示
由閃光變為穩定光。進路建立後，定位時定位側顯示綠色定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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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反位時反位側顯示黃色反位穩光。
(14)號誌機表示燈
A.進路設定中，CVDU 相關進站及出發號誌機標記顯示綠閃光，調車
號誌機標記顯示黃閃光。
B.當進路建立後，CVDU 進站及出發號誌機標記依進行顯示綠燈，險
阻顯示紅燈或無顯示；1A 及 1B 站調車號誌機標記顯示黃燈，表
示調車號誌已顯示進行。
C.中途號誌機之顯示應依現場實際號誌狀態(G、Y、R 及無顯示)，
顯示於 CVDU。
(15)列車接近表示
列車進入接近區間時，CVDU 畫面應有「列車接近紅色燈」
，並同時語
音提示，語音可經由點選「列車接近紅色燈」予以確認，即取消語音。
(16)分區保養
依據站區內路線之區域分別設置分區保養下拉視窗以點選准許或
取消。
(17)其它按鈕、開關、顯示裝置
A.站場主電源狀態
設置警報及告警表示燈，斷電及復電時應有語音告知，並以下列
方式顯示：
(A)市電中斷紅色字樣顯示。
(B)發電機供電綠色字樣顯示。發電機異常紅色字樣顯示。
B.站場及中途電源狀態
依 RH、南/北站場及南/北中途分區設置斷電告警字樣，以紅色字
樣顯示(例如南中途斷電)，斷電時應有語音警示。
(A)電源中斷警報：NFB 跳脫、保險絲熔斷、主電源供電中斷、電
源供應設備故障。
(B)電源中斷告警：雙迴路供電任一迴路中斷、複式電源供應設
備故障。
(C)低電壓及低電解液告警。
16620-43

110/01

C.接地告警：顯示「接地」紅色字樣。
D.依據北東、北西、南東、南西四區顯示中途號誌設備故障(例如
北東中途故障)及平交道警報反應燈(反應 XR 狀態，以紅燈顯示)。
E.CVDU 畫面應另設置下列：
(A) CVDU 1 系、2 系故障表示燈。
(B) CTC 外部切離視窗與表示燈。
(C) TID 常用、備用外線切換視窗與表示燈。
(D) 到、開線及站外股道應設置顯示列車號碼之裝置。
(E) 每一進站號誌機設置一個手作號誌代用器控制視窗與表示
燈。
(18)下列切換操作項目，點選後應彈出警示視窗或輸入密碼，經確認後
才能執行：
A.CTC 與就地控制切換(視窗+密碼、確認)。
B.路線封鎖與解除(包含路線列車佔用及異常佔用之確認) (視窗+
密碼、確認)。路線封鎖欲解除時，若計軸雙系皆故障，則無法
解除封鎖。
C.複線運轉開關操作(視窗+密碼、確認)。
D.計軸重置(視窗+密碼、確認)。
E.號誌取消(視窗確認)。
F.無效操作(視窗確認)。
G.准調車強迫取消(視窗確認)。
H.分區保養操作(視窗確認)。
I.跟隨操作(視窗確認)。
(19)語音應依事件類別予以區別，承包商應運用語音組合方式使操作人
員得以清楚辨認，應包含以下類別：
A.各設備異常，但不影響系統操作或性能。
B.各設備故障，且已經影響系統的正常操作。
C.語音取消/確認按鈕視窗供操作員確認相關重要之顯示資訊，並
取消語音，但相關之顯示資訊仍應維持，直到該狀態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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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VDU 控制程序

5.3.1

控制權
(1) 聯鎖設備應能接受 CTC 遠端控制或 CVDU 之就地控制，且應設有安全
查核機制，同一時間只能接受其中之一的控制命令，但兩者應同時
顯示相同的資訊。異常時，轉移控制權後循下列原則轉入備用模式：
A.CTC 故障或通訊中斷且控制模式已設定為就地控制，聯鎖設備接
受就地控制。
B.就地控制模式下 CVDU 1 系故障時，聯鎖設備改為由 CVDU 2 系控制。
(2) 各種聯鎖站之控制：
A.第一種聯鎖 A(簡稱聯鎖 1A 站)：所有行車路線及調車進路均集中
於 CVDU 操作。
B.第一種聯鎖 B(簡稱聯鎖 1B 站)：調車進路均集中於 CVDU 操作，
行車進路由 CTC 調度員操作，必要時切換由就地控制。控制權切
換按鈕應標示為 CTC/就地控制兩段；前段由 CTC 控制正線之行車
進路，就地控制調車線之調車進路；後段由就地控制管控所有正
線及調車線之調車進路。
C.第一種聯鎖 C(簡稱聯鎖 1C 站)：所有行車進路可由 CTC 調度控
制，必要時經調度員授權由就地控制，調車控制以准調車方式辦
理。
站場聯鎖設備之分類及其進路控制區的分界點及切換方式，廠商應
洽本局協商後辦理。
(3) 聯鎖 1B、1C 站中央切換為就地控制時，CVDU 應具備可操控各行車
進路之功能，且能於顯示螢幕畫面上以電腦滑鼠或鍵盤直接點選控
制行車號誌。
(4) CTC/CVDU 於控制命令輸出前，應先執行控制合理性查核，其控制合
理性查核應設計於聯鎖邏輯單元內，若有任何衝突之控制時，應視
為無效控制並應彈出警示視窗及語音告知。
(5) 當准調車條件建立，電動轉轍器應能現場扳轉，使用道旁轉轍器扳
轉開關之轉轍器啟動按鈕及定位或反位按鈕同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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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控制程序
控制程序中，依序第一點選(例如起點按鈕或其它按鈕)、第二點選(例如
到點按鈕或其它按鈕)，若操作了第一點選按鈕，經 10 秒未操作第二點
選按鈕之情況，此控制應自動解除。
(1) 進路控制：
號誌進路控制應以起點-到點（NX,Entrance-exit）方式控制，進
路建立程序：
A.起點到點：先點選 CVDU 上起點圖示(線路上的圖示)或號誌機標
記(例如 1R)，所有條件符合、允許設定進路之到點出現閃爍，再
點選到點圖示或產生下拉視窗點選(例如股道 1、2、3；NE、NW、
SE、SW 或 A、B、C、D)，由聯鎖建立進路，並自動地扳轉進路上
的轉轍器及號誌機顯示；不符合或不允許的進路則出現反白。
B.預設進路：同一起點不同到點、不同起點不同到點，允許各 1 個
預設進路。預設進路設定後，應於 CVDU 畫面該預設進路起點呈
現提示視窗，例如:呈現「預設 2→SW」字樣，於預設進路執行後，
字樣消失。
C.跟隨進路：當主正線上有同方向的續行列車時，進站、出發號誌
顯示後，可設定該線之跟隨控制。
D.應設置已建立的進路(含跟隨控制)號誌取消圖示，號誌取消時應
彈出警示視窗及語音。
(2) 准調車及進路式調車控制：
A.區域調車，每一調車區應設置「准調車」及「取消調車」按鈕。
B.進路式調車，與號誌進路建立程序相同，但起點控制按鈕應與主
進路起點按鈕區別。
C.進路式調車進路應提供「直通進路(起點至終點進路)」功能，以
避免不必要的中間號誌進路控制。
D.進路式調車進路之取消，與主進路取消按鈕合用。
E.區域調車因異常無法取消，應彈出警示視窗及語音提醒操作人
員，點選強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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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線封鎖控制：
A.啟動條件：查核兩站間無列車及無同方向之出發號誌後，相鄰兩
站得共同執行同一站間同一路線之封鎖控制。
B.先執行路線封鎖控制之車站封鎖燈紅閃光，並傳送封鎖條件至對
方站。對方站 CVDU 開始鈴響、封鎖燈紅閃光，待對方站亦執行
同一路線之封鎖控制後，路線封鎖才能建立，封鎖燈變為穩定紅
燈顯示。
C.封鎖建立後，該線平交道自動警報機能停止，改由平交道現場手
動開關控制，且兩站對該路線之出發進路無法建立。
D.封鎖建立後，任一方取消封鎖時，平交道警報機能即恢復自動警
報。雙方未完全取消封鎖前，原取消封鎖站再度封鎖，平交道仍
為自動警報，必須經由 CVDU 列車佔用確認程序，才能再度完成
封鎖。
E.若站間因故有列車佔用或異常佔用而必須辦理路線封鎖時，經由
雙方站行車控制人員輸入密碼確認後（CVDU 確認視窗），路線封
鎖再依前 B 項程序。
F.封鎖期間站間閉塞號誌機應顯示紅燈。
(4) 複線運轉操作程序
A.運轉人員取得就地控制權。
B.相鄰兩站確認『下行線無上行列車』、『上行線無下行列車』，且
閉塞方向已固定於東線下行與西線上行正常行車方向，兩站均扳
轉為複線運轉。
C.黃色箭頭顯示燈：
(A)燈亮表示已建立複線運轉。
(B)燈熄滅表示尚未建立複線運轉。
D.綠色顯示燈：
(A)燈亮表示出發號誌機（內方）防護區域無列車佔用。
(B)燈熄滅表示出發號誌機（內方）防護區域有列車佔用。
E.出發號誌機（內方）防護區域轉轍區間內之轉轍器方位及列車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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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況必須採人工確認，並依運轉規章顯示手作號誌代用。
F.依照運轉規章取消複線運轉、恢復 CTC 控制。
(5) 受出發號誌控制平交道，依下列模式控制：
A.自動控制：出發/調車進路建立後，自動啟動平交道警報功能後，
現場出發號誌機方能顯示進行號誌。
B.手動控制：必須由運轉人員依運轉規章手動控制平交道，平交道
應無條件警報。若手動切回自動控制，控制電路必須有條件確認
出發號誌機至平交道間之列車佔用狀態，才能回復自動控制，平
交道停止警報。相關控制電路必須設計既使人為錯誤操作，仍能
確保平交道警報功能正常。
C.停車模式：按壓按鈕後指示燈亮，依第 4.3.2(7)C(C)項之規定進
行控制。平時應置於自動模式。

6.

安全標準與系統保證

6.1

基本要求

6.1.1

廠商應依據號誌佈置圖、聯動圖表、操作需求及本規範之規定發展相關
之聯鎖邏輯（應用軟體及應用資料）及施工圖設計，若號誌設備或規章
變更時，廠商應無條件配合修改聯鎖邏輯及施工圖設計。

6.1.2

電子聯鎖系統應有鐵路機構實際安裝之使用實績，該實績證明必須以客
運為主之長途幹線交流電氣化鐵路的行車號誌聯鎖安全控制用系統。有
關實績證明之條件，另訂於投標須知中。

6.1.3

電子聯鎖系統應有鐵路機構實際安裝之使用實際經驗，該實際經驗必須以
客運為主之長途幹線交流電氣化鐵路的行車號誌聯鎖安全控制用系統。

6.1.4

電子聯鎖系統應符合臺鐵局之運轉規章及各項規定，且得以讓各種列車
編組有效率、安全地以雙單線運行於正線。

6.1.5

電子聯鎖系統（含通訊網路）應為複式單元所組成的熱備援模組化架構。
任一單元發生單一異常事件時，系統/單元應無間斷、平順地移轉，不得
進入降級運轉再重新啟動；移轉過程不可影響號誌設備及聯鎖功能，更
不可導致任何可能危及安全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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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電子聯鎖系統各設備與單元應為模組化防呆設計，採用插入式電路板型
式，電路板應無法插入錯誤的插槽，既使錯插或連接插頭不對時亦不得
導致危險狀況的產生。

6.1.7

電路端子應採用雙入雙出軌道式組合型接線端子，中間設置可隔離功能
設備。

6.1.8

除運作所需之韌體、設定識別單元之位址及不同應用條件之跳線裝置或
指撥開關外，電子聯鎖系統使用之相同產品型號的 LRU 應可互相替換。

6.1.9

電子聯鎖系統各設備應有穩定電源供應及必要的隔離措施，包括依現場
實際環境提供突波與雷擊的保護，以確保設備的功能可在鐵路環境下能
可靠地運作，廠商應提出具體之作法說明供本局審查。

6.1.10 電 子 聯 鎖 系 統 各 設 備 應 具 有 抑 制 電 磁 干 擾 (EMI) 及 具 備 電 磁 相 容 性
(EMC)，並應符合 EN50121、IEC62597、IEC61000 等相關章節之規定。廠
商應執行工程範圍內環境及電磁相容性相關之調查，並應考量對於號誌
系統設備所產生之電磁干擾及設備所產生的電磁場對於人體暴露應符合
之標準，亦應採取相對應之防護措施。
6.1.11 電子聯鎖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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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聯鎖設備應採用適應此高溫之零組件，
或改善箱體通風設施(但不得使用風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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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提出相關設施資料
供本局審核。
6.1.12 電子聯鎖系統於場站應用的設計、修改，包括軌道佈置的變更、進路的
增減或變更、及聯鎖條件之變更等，只需依廠商提供之標準作業程序及
修改工具輸入軌道佈置資料及聯動圖表並修改相關資料和結線圖等，由
廠商提供相關之修改訓練及必要之軟體。
6.1.13 電子聯鎖系統各設備/單元若內建有實時時鐘，作為設備運轉紀錄時間戳
記之基準，應透過通訊網路以診斷記錄裝置之時間為同步基準源。未設
有實時時鐘之設備/單元者，應以診斷記錄裝置接收到運轉紀錄之時間為
基準，廠商並應於送審文件中評估事件發生實際時間與記錄時間的誤差
值。診斷記錄裝置之時間校準由維修人員以手動實施，不可使用外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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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作為時間同步
的基準源。
6.1.14 電子聯鎖系統應具備有安全查核措施只允許經授權的人員登入（Login）
系統，或更新經廠商驗證及認證過之軟體/韌體。授權人員登入系統期
間，系統應有安全防護措施，避免系統正常運轉及保安功能被干擾。
6.1.15 電子聯鎖系統應具備防範措施，僅能允許執行經測試、驗證及認證過之
軟體，以避免電腦病毒之入侵危及系統運作之穩定性與安全性。
6.1.16 電子聯鎖系統之操作界面應為正體中文，一般消費者市場可購得之電腦
（伺服器及工作站）應採用正體中文版本之作業系統（不得採用英文作
業系統再外掛中文界面），惟經本局同意之號誌系統專有名詞、電子聯
鎖設備名稱及原製造廠之標準量產品得使用英文縮寫替代。
6.1.17 除消耗性材料外，廠商或原製造廠應於電子聯鎖系統各項設備/單元之使
用壽期內，維持相同型號產品之製造及供應。當相同型號之產品於計畫
停產 12 個月前，應預先通知使用單位並建議替代產品/方案，包括必要
的修改及測試程序與步驟。各項設備/單元之使用壽期規定如下：
(1) 執行保安功能之設備/單元為 20 年。
(2) 其它非屬前項之設備/單元為 10 年。
(3) 一般消費者市場可購得之電腦（包括伺服器及工作站）、螢幕及附
屬周邊設備為 5 年。
6.1.18 廠商所提送之文件，本局將依營運操作安全需要，修正系統界面、操作
需求及相關細節，廠商應配合辦理修正。
6.2

設計標準

6.2.1

電子聯鎖系統之製造及執行必須符合國際公認的適用安全標準，且該標準
適用於具地下及高架路線設施之鐵路或高速鐵路或捷運等軌道運輸系統。

6.2.2

廠商應依契約、規範（包括其它互為關聯之規範）及各項適用的 CNS 或
國際標準之規定執行所有必須之工作，以確保電子聯鎖系統得以與既設
號誌系統完全匹配、介接及正常連線運作。

6.2.3

本規範未規定之部分，廠商必須依照第 14 參照規範章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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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引用之標準應採用契約開始時之最新版本，若事先獲得本局認可，廠商
得採用與規範規定不同之其它同等或更優的標準及法規，並提供中、英
文版之影本供本局事先審核。廠商必須負責證明或展示該標準或法規具
同等或更優的效用，本局將依據該標準或法規與原規範標準之差異判定
此一同等或更優標準或法規之適用性。

6.2.5

若所引用之標準或規範針對某一項特別功能（或規定）有不同之重複要
求，應引用較嚴格之要求。若與本地的法令、法規或標準相衝突，則以
本地法令、法規或標準為優先適用。任何相互矛盾或衝突之需求應提請
本局裁決。

6.3

系統保證

6.3.1

工作範圍
(1) 廠商應就電子聯鎖系統工作範圍，執行系統保證作業。
(2) 廠商應於設計、製造、安裝、測試、驗收、商業運轉之保固期間等
階段 執行系統保證作業，亦即 可靠度 （Reliability）、可用度
（Availability）
、可維修度（Maintainability）
、安全（Safety）
相關分析、驗證與展現等作業（以下簡稱 RAMS）
，以確保 RAMS 均已
完整地納入工程設計與設計變更之中。
(3) 廠商應以邏輯化及系統化的方法來規劃與執行系統保證作業，並展
現本規範中所約定的安全需求及其他需求均已充分地融入於設計
中。
(4) 系統保證之工作應包含系統安全、RAM 作業及提供相關之報告。系
統保證之工作應遵守以下之規範:
A.IEC 62278(EN 50126)：軌道應用標準─可靠度、可用度、可維修
度 與 安 全 性 之 規 範 與 展 現 （ Railway Applications –The
Spec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
B.IEC 62279(EN 50128)：軌道應用標準─通訊、號誌及處理系統─
鐵 路 控 制 與 防 護 系 統 之 軟 體 （ Railway Ap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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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Signal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 –
Software for Railway Control and Protection Systems）。
C.IEC 62425(EN 50129)：軌道應用標準─通訊、號誌及處理系統─
攸關安全之電子系統運用於號誌控制（Railway Applications –
Communication, Signal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 – Safety
Related Electronic Systems for Signalling）。
D.IEC 62280(EN 50159)：軌道應用標準─通訊、號誌及處理系統─
傳 輸 系 統 之 安 全 相 關 通 訊 (Railway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 Signal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 – Safety
Related Communication in Transmission Systems)。
E.IEC 61508：電氣/電子/可編程電子安全相關系統的功能安全
(Functional Safety of Electrical/Electronic/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afety Related Systems)。
(5) 在電子聯鎖系統正式切換前，廠商須提供本局所有系統保證之文
件、軟體和程序，以使本局能夠：
A.持續對系統之營運執行系統保證管理作業。
B.於系統有修正或擴充時能持續執行系統保證管理作業。
(6) 廠商應依據所提出並經本局核定之系統 RAM 計畫及系統安全計畫來
執行系統保證工作。
(7) 無論是廠商所完成之系統 RAM 計畫、系統安全計畫或系統保證相關
的報告和文件，均應視為一份可持續修訂的文件，並於契約期間
內，經本局之核定後視需要予以修訂。
(8) 在契約期間，廠商應定期召開系統保證工作會議，以確保所有與系
統保證相關工作均已於要求的時間點執行完成，同時廠商應配合進
度執行新危害的辨識、確認與登錄、剩餘風險容忍度的評估、分析
與修正，並如期提供本局有關系統保證趨勢之進展。
(9) 本局將對廠商及其下包商之系統 RAM 計畫及系統安全計畫執行稽查
作業，並評估相關計畫作業的工作內容與進度。
(10) 廠商應負責對其子系統及設備承商之系統 RAM 計畫及系統安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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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與核定，以使能與廠商所提送之系統 RAM 計畫及系統安全計
畫一致。廠商應監督其子系統及設備承商在其系統 RAM 計畫及系統
安全計畫中所規範的系統保證工作。
6.3.2

RAM 需求
(1) 一般規定
A.廠商應藉由下列各項作法，使系統可靠度、可維修度及可用度獲
致最佳化之結果：
(A)提供高可靠度及可用度。
(B)減少維修及故障之停機時間。
(C)排除或降低所有經過確認的危險。
(D)對於可能引起乘客或人員傷害以及設備損壞，且無法完全避
免之意外事件，如果不能完全消除，須減少受害範圍及降低
其嚴重性。
(E)減少人機界面問題。所有相關定義、作業方式、報告內容及
分析格式，應依國際間系統保證相關標準、準則及規範，以
及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B.廠商所提出之設計、建議與提供之備品種類與數量，以及訓練成
效應確保 MTTR(平均修復時間)小於 30 分鐘。
(2) 系統 RAM 計畫
A. 廠 商 應 參 考 IEC62278(EN50126) 、 IEC62279(EN50128) 、
IEC62425(EN50129)與 IEC61508 等標準，並依據本規範對系統保
證工作之要求提送「系統 RAM 計畫(System RAM Plan)」，經本局
核可後據以執行相關作業。並應於契約履行階段保存相關的紀
錄。
B.系統 RAM 計畫中應包含可靠度、可維修度及可用度(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Maintainability, RAM)之執行計畫，並說明
下列內容：
(A)計畫目標。
(B)計畫組織，包括人員權限、職務、資格及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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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界面組織，應確認各作業與相關支援人力、組織間之關係。
(D)作業及程序，包括：
a.設計及分析技術。
b.測試、檢查，以及各階段之驗證。
c.設計及施工之掌控。
d.確認、評估、報告、追蹤、更正危險缺失等之方法。
e.參與設計審查及設計變更需求之掌控。
f.稽查。
g.記錄、資料及證明文件。
h.提供系統保證需求予分包廠商，並自分包廠商處得知其作
業現況之方法。
(E)配合計畫之里程碑，提送 RAM 作業時程。
(F)設置一系統 RAM 作業之負責人。
(G)廠商之系統 RAM 計畫中所訂定之各項工作，應依據各個不同
的計畫階段予以區分。
(3) 可靠度分析
A.可靠度分析應在開工日即開始進行，並持續維持及更新，直至設
計及可用度驗證完成為止。這些分析將是預估系統是否能符合本
規範與招標文件需求的基礎。
B.分析應就會影響系統保證之各子系統、設備及元件，執行並提出
下列項目(包含但不限於)：
(A)功能描述，包含概要圖說及功能、流程圖等。
(B)可靠度方塊圖。
(C)可靠度配當。
(D)可靠度預估。
(E)失效模式、影響與關鍵性分析(Failure Modes , Effects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FMECA)。
(F)可靠度關鍵項目清冊。
(G)分析所需及供證明用之資料。以上所述之各子系統、設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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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其對象應至 LRU，且 LRU 的清單應經本局核可。
(4) 可維修度分析
A.可維修度分析應在開工日即開始進行，並持續維持及更新，直至
設計及可用度驗證完成為止。這些分析將是預估系統是否能符合
契約需求的基礎。
B.分析應就會影響系統保證之電子聯鎖系統、設備及元件進行，以
確保系統與子系統之維修成本與失效時間降至最低，其結果應能
指出進行各項故障檢修所需之人時。提出文件中應含括分析所需
及供證明用之可維修度資料。
C.以上所述之各子系統、設備及元件，其對象應至 LRU，且 LRU 的
清單應經本局核可。
(5) 可用度分析
可用度分析結果應符合招標文件相關規定，並依規定測試、展現、
驗證與確認。
(6) 失效報告及矯正行動系統 (Failure Reporting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FRACAS)
A.FRACAS 應由廠商執行與建立，並提供一份在製造、施工、安裝、
測試與展現等階段，發生問題原因和失效處理的歷史紀錄文件。
B.廠商須應在製造、施工、安裝、測試與展現等階段，透過操作與
維修資訊回饋的作為，用 FRACAS 來監控設備安全與 RAM 之性能。
C.FRACAS 應用來監控設備組件之性能與確認其失效的模式及採行
的改正行動。
D.FRACAS 應被用於:
(A)提升設備之可靠度成長，以超越規範之目標值水準。
(B)併同設備之失效資料作為設計審查之參考。
(C)在測試驗證與保固期間，驗證設備可靠度的能力及可能的衰
退，以確保設備能維持其可靠度之水準。
(7) RAM 展現
A.於設計階段結束前應依「系統 RAM 計畫」提出「RAM 展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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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含可用度、可靠度及可維護度的展現，以作為後續執行 RAM
展現或各子系統/設備相關工作的依循。除載明執行期程與方法
外，應敘明依據的標準與展現方法，以證明其能滿足 RAM 目標。
B.廠商應依據「RAM 展現計畫」具體執行 RAM 展現，並於展現完成
後 30 天內提送「RAM 展現報告」。。
6.3.3

系統安全需求
(1) 一般規定
A.廠商應依本規範之系統安全要求，以及國際間安全管理相關標
準、準則及規範，及時確認潛在風險與實際危害，以採取必要行
動，降低或消除這些風險與危害。
B.電子聯鎖系統於計畫各階段作業中，應確認其過程與結果均能達
成招標文件規定之系統安全目標。
C.系統安全準則，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
(A)當所有系統元件均正常運作時，整個系統及每一功能性單
元，於所有操作狀況下，均須安全地運作。
(B)就分析中所確認之潛在風險或實際危害，應依以下優先順序
予以降低或消除：
a.採具最低風險與危害之設計。
b.設置安全裝置、系統或設備。
c.設置警報或警告裝置、設備。
d.使用特殊程序。
(C)安全關鍵項目：於設計階段，廠商應執行電子聯鎖系統之安
全關鍵項目分析，並經本局審查與核可。
a.就分析確定之安全關鍵項目，所關連之子系統或設備，不
得具有會導致重大或致命危害的失效模式或組合失效模
式。
b.此等關鍵子系統或設備，應具故障自趨安全之設計或採複
置裝置檢查，俾使任何故障或功能喪失時，皆不會導致不
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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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當任何子系統、設備及元件之故障，會導致人員受傷、主
要系統損壞或營運中斷時，則廠商應採複製裝置、熱機自
動備援，或依故障自趨安全原則進行設計。
(D)故障安全原則：
a.一般準則：
(a)元件故障或喪失輸入訊號，不得造成危害；
(b)併發其他故障時，亦不得造成危害；
(c)相同原因或相關原因，所造成之多重元件同時故障，不
得導致危害；
(d)單點故障不得造成安全保護喪失。
b.電力/電子電路準則：
(a)電線斷裂、受損或接點、電驛不潔，造成通電後沒有反
應，於斷電或重新接通電路，均不得造成危害。
(b)建立電子電路之故障自趨安全準則時，應考慮元件可能
因開路或短路的故障。
(c)具多重端子之裝置，應假設可能因端子開路、短路，或
端子間部份短路的各種組合狀況的故障。
(E)警告標誌設置原則：
a.對可能危害乘客及營運、維修人員之狀況，均應設置警告
標誌。
b.必要之關機聯鎖及安全符號、警告標誌皆應納入維修程序
中，並張貼在各相關使用設備附近、設備房入口，如：高
壓電源危險、高溫危險及高速機械裝置危險。
c.操作、維修設備之人員，不得曝露於不合理的風險與危害
中。
(F)安全裝置防護原則：
a.任何非依規定順序操作將會導致之風險與危害，於系統設
計中即應包含元件間之聯鎖。
b.電子聯鎖系統之所有設備均應有適當防護措施，以防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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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及破壞。
c.電纜應佈設於適度加蓋之電纜槽內，或予足夠的安全遮
蔽、保護。
(G)複式元件或電路故障時，應可立即警示，或由廠商定出定期
檢查時程及程序，以確保聯鎖邏輯均可操作。
(2)系統安全計畫
A. 廠 商 應 參 考 IEC62278(EN50126) 、 IEC62279(EN50128) 、
IEC62425(EN50129)與 IEC61508 等標準，並依據本規範對系統保證
工作之要求提送「系統安全計畫(System Safety Plan)」
，經本局
核可後據以執行作業。並應於契約履行階段應保存相關的紀錄。
B.系統安全計畫中應就工作範圍，規劃系統安全分析、管理與驗證
之執行計畫及依據，並說明下列內容：
(A)計畫目標。
(B)計畫組織，包括人員權限、職務、資格及其責任。
(C)界面組織，應確認各作業與相關支援人力、組織間之關係。
(D)作業及程序，包括：
a.設計及分析技術。
b.測試、檢查，以及各階段之驗證。
c.設計及施工之掌控。
d.確認、評估、報告、追蹤、更正危險缺失等之方法。
e.參與設計審查及設計變更需求之掌控。
f.稽查。
g.記錄、資料及證明文件。
h.提供安全需求予分包廠商，並自分包廠商處得知其作業現
況之方法。
(E)配合設計、施工及計畫之里程碑，提送安全作業時程。
(F)設置一安全作業之負責人。
(G)系統安全準則。
(H)廠商應對安全設定目標與承諾，制定書面說明之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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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資深的管理階層簽署。
(I)廠商之系統安全計畫中所訂定之各項工作，應依據各個不同
的計畫階段予以區分。
(3)系統安全分析
A.安全與風險接受準則
(A)廠商應參照 6.3.1、(4)所訂定之規範，對危害嚴重等級、危
害發生頻率和危害忍受度劃分之定義及本局確認之表格來執
行危害嚴重等級、危害頻率和危害容忍度分析作業。對於風
險可容忍度(Risk Tolerability)之訂定，至少須符合國際上
目前已經開始營運之現代化類似軌道系統之標準。
(B)廠商就危害登記冊所登錄之危害，應提出減輕措施，並經本
局之檢核及認可。且應依危害嚴重等級、危害發生頻率和危
害忍受度，提出風險接受準則。對於意外傷亡之風險(Risk of
Fatalities)之訂定，至少須降低至國際上目前已經開始營運
之現代化類似軌道系統之標準。
(C)廠商應對本局提出營運階段持續性安全管理之整體安全準則
及安全目標。
B.危害分析
(A)危害分析的目的是為辨識與紀錄所有有關本電子聯鎖系統營
運時可能發生之危害，並評估其危害風險。
(B)廠商應對所有相關權責單位所執行的危害辨識過程及其初步
風險評估進行管理。
(C)廠商應將危害分析的結果，使用危害登記冊紀錄，需能對危
害減輕納入設計做追蹤，並對未來營運階段任何工作地點所
發生的危害，及所有的作業行動，提供簡易存取的功能。
(D)廠商應定期維護危害登記冊，並對所有相關單位所提出的危
害減輕措施，進行完整之辨識和紀錄作業。
(E)對於所有相關單位所辨識出之減輕措施及其執行結果，廠商
應提供完整之工作紀錄及進度報告予本局。
16620-59

110/01

(F)廠商應製作應用於營運與保固期間之變更及維修等各階段之
危害檢核流程，包含製作危害登記冊所完成之新增危害及其
減輕措施之辨識過程。
(G)最終風險評估、危害減輕的接受及危害的結案，需要符合已
核定之安全及風險接受準則。
(H)於本系統切換測試開始前，須完成危害登記冊，並須於本系
統正式切換前提送予本局。危害登記冊應包含資料庫功能之
軟體，並須提供本局所有的密碼、支援軟體和使用手冊，以
供本系統營運時使用及後續發展。
(I)危害分析應包含但不限於：
a.初步危害分析 (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 PHA)。
b.系統危害分析 (System Hazard Analysis, SHA)：廠商應
就系統整合時以及各子系統界面間，所可能產生之危害進
行分析。
c.子系統危害分析 (Subsystem Hazard Analysis, SSHA)：
廠商應分別就各子系統進行分析。
d. 操 作 及 支 援 危 害 分 析 (Operation & Support Hazard
Analysis, OSHA)：廠商應發展出營運前之安全分析，以推
論系統之營運安全。
e.界面危害分析(Interface Hazard Analysis, IHA)：分析各
子系統間之界面及外在界面所可能產生之危害進行分析。
f.危害登記冊(Hazard Log)。
g.所有危害分析文件均應清楚描述目的、範圍、方法、以及
與其他文件相互間之關係。其中，相關欄位應載明所引用
之相關細部設計文件，或/及操作手冊、維修手冊名稱，以
及廠商相關文件之參考編碼。
h.遇有重大/致命且無法解決之危害，或在系統測試至保固期
間發生之重大意外，廠商須另提送故障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FTA)予本局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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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設計安全研究
(A)設計安全研究的目的是為設計流程提供安全分析的文件，以
確保能將危害減輕措施優先納入於設計。
(B)設計安全研究應對關鍵性系統/子系統/設備有完整之說明，
並對可能會影響到系統與子系統安全之硬體與軟體之細部設
計，進行詳細之危害分析。
(C)設計安全研究應以系統層級的危害分析流程及危害登記冊為
基礎來製作。設計安全研究亦應使用被認可或特別規範要求
之定量及定性分析技術來執行：
a.危害及作業能力研究(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ies,
HAZOP)。
b.故障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FTA)。
c.事件樹分析(Event Tree Analysis, ETA)。
d. 失 效 模 式 、 影 響 及 關 鍵 性 分 析 (Failure Mode Effects
Criticality Analysis, FMECA)。
e.量化風險分析(Quantified Risk Analysis, QRA)。
(D)設計安全研究應特別指出由下列環境所產生的危害：
a.包含維修作業的正常操作。
b.降級操作模式。
c.緊急情況。
d.對天然危害所特別提出之特殊或有效的減輕措施。
(E)設計安全研究應考量：
a.操作方式。
b.系統可靠度、可用度和可維修度（RAM）。
c.營運階段所預期的維護方式及其持續性。
d.營運階段人員之標準。
(F)安全關鍵項目清冊。
(G)SIL 等級需求如下：
a.執行保安功能之系統應參照 IEC 62278(EN 50126)、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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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5(EN 50129)與 IEC 61508 標準定義之 SIL4 等級，其
內建之軟體應比照 IEC 62279(EN 50128)與 IEC 61508 標
準定義之 SWSIL4 等級。
b.執行控制與顯示之系統應參照 IEC 62278(EN 50126)、IEC
62425(EN 50129)與 IEC 61508 標準定義之 SIL2 等級，其
內建之軟體應比照 IEC 62279(EN 50128)與 IEC 61508 標
準定義之 SWSIL2 等級。
c.電子聯鎖系統之各項軟體修改工具應比照 IEC 62279(EN
50128)與 IEC 61508 標準之相關規定，以確保經軟體工具
產出之機械碼於執行階段不會危及安全完整性等級。
d.使用之通訊協定應比照 IEC 62280(EN 50159)與 IEC 61508
標準之規定，以確保 SIL 之符合性。
e.除本規範所要求之安全完整性等級外，廠商應依據 IEC
62278(EN 50126)、IEC 62279(EN 50128)、IEC 62425(EN
50129)與 IEC61508(或同等級之其他標準)，執行 SIL 分
配，並制定各子系統之安全完整性等級。
f.廠商應依據 IEC 62278(EN 50126)、IEC 62279(EN 50128)、
IEC 62425(EN 50129)與 IEC 61508 之規定委託第三方單位
執行獨立安全評估(ISA)，並出具安全評估報告以說明能達
成 SIL 需求。
g.ISA 應具備 ISO/IEC 17020 認可之資格，而 ISA 評估的範圍
至少應包含：
(a)系統設計及開發過程。
(b)廠商的品質管理及安全管理。
(c)設計文件、測試文件及安全相關文件(如：本案相關的
危害分析、風險量化分析 QRA 等)。
(d)生產檢查。
(e)現場安裝及現場測試見證。
D.工程安全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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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於設計階段結束前應依「系統安全計畫」提出「工程安全驗
證計畫」，以驗證系統符合營運安全需求，計畫中除載明執
行期程與方法外，並敘明依據的標準與評估方法，以證明其
能滿足本契約要求的安全目標。
(B)於製造、施工、安裝與測試等階段，廠商應依據「工程安全
驗證計畫」具體執行驗證，並將各階段驗證結果紀錄於「工
程安全驗證報告」提送審查。
(4)系統安全管理
A.系統安全資料及程序，應納入訓練教材以及操作手冊、維修手冊
中。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正常及緊急操作下，營運、維修人
員所使用之保護裝置及緊急設備。
B.廠商之系統安全組織應參與設計審查。其系統安全工程師應提供
危害輸入、危害分類，並提出審查意見，評估所作設計是否符合
安全目標/準則，並擇優提出適當建議。
C.與安全相關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設計完成、設計變更，以及測試
計畫、操作手冊、維修手冊等文件)於發佈前，均應經廠商之系
統安全工程師審查及核准。
(5)安全風險管理
A.安全風險管理應包含與死亡、受傷以及財務損失(包含財產的損
失和/或環境的破壞)相關之預防措施。
B.任何合理實際的使用情況下，廠商應對危害執行前置辨識、確認
及登錄，並在設計階段中加以消除。對於不能在設計階段中合理
實際被消除的危害，廠商應執行風險評估，以確保剩餘危害風險
能符合：
(A)在設計階段中能對危害盡可能減到最小。
(B)在後續階段中儘可能再減輕。
(C)能對危害執行後續的管理作業。
C.安全風險管理之準則應遵循 IEC 62278(EN 50126)規範中所定義
之低到合理可行(ALARP)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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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廠商應確認所有內、外部相關界面以及設備操作與維修所產生之
風險，並應提出本局所認可且能將風險降低到合理可行程度的各
種可能方法。
E.廠商應發展和維護所有已經辨識與確認危害之危害登記冊，此危
害登記冊應是安全證明文件的一部分。
(6)符合管理
A.廠商應確保危害登記冊之內容能符合所有操作與維修安全法規
之要求。
B.在本規範所提出的所有慣例、標準及規格規範，在危害登記冊中
也應參考並確認符合需求。
(7)安全證明
A. 廠 商 應 於 細 部 設 計 完 成 後 ， 提 供 設 計安 全 證 明文 件(Design
Safety Case)，於系統整合測試完成後，提供營運安全證明文件
(Pre Operational Safety Case)。
B.安全證明文件(Safety Case)應建立具體之佐證資料，以證明電
子聯鎖系統之系統安全已滿足本規範之要求。廠商應參考 IEC
62425(EN 50129)之規定建構安全證明文件，其組成應至少包含
但不限下列之必要部分。
(A)系統定義。
(B)系統品質管理。
(C)系統之安全需求與安全管理(含 Hazard Log 及 SIL 說明)。
(D)系統之技術安全。
(E)系統其他關聯安全證明實例。
(F)系統安全之結論。
6.4

驗證與認證管理

6.4.1

廠商應提送驗證與認證管理計畫供本局審查，經本局核定後，始能進行
設計、製造、安裝、系統測試與切換等程序，於契約履行階段應保存相
關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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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驗證與認證管理計畫之擬訂應參考 IEC 62278(EN 50126)標準，依系統
生命週期概念，詳細規劃各階段之驗證與認證管理作業。其內容應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部分：
(1) 負責執行驗證與認證管理計畫之廠商組織、人員之適任說明(例如
個人之詳細學經歷資料)。
(2) 驗證與認證管理相關職權與責任。
(3) 驗證與認證管理工作執行範圍。
(4) 電子聯鎖系統之驗證與認證管理需求與目標。
(5) 驗證與認證管理機制與作業程序。
(6) 驗證與認證工作項目與文件交付之時程。
(7) 界面需求之分配、追蹤、管控作業等之執行辦法。
(8) 驗證與認證作業稽核辦法。
(9) 管理驗證與認證作業之軟體說明。

6.4.3

廠商應說明及證明需求之可追溯性，不只於兩階段間，更要廠商證明所
使用之系統/軟體可以在簡單、快速、易懂、容易操作的情況，證明如何
於向後續階段追溯，並應可向先前各階段回溯。

6.4.4

上述之可追溯性，須能夠在簡單、易懂、易操作，且於同一軟體/系統、
文件、檔案內來呈現。其證據須為提送業主之文件，並在本局要求審查
時提供，不得拒絕。

6.4.5

廠商針對需求所提出的證據，若是為文件，其文號、版次、章節、描述
及內部審查證據須清楚記錄在系統/軟體裡，並在需要列印紙本報告的情
況下能夠呈現上述細節。若提出證據為圖說則需提供其文號、圖號與版
次。

6.4.6

廠商應說明將會如何追蹤界面需求，在驗證與認證管理系統/軟體內如何
追蹤各子系統功能界面需求。界面需求與一般需求所須提供證據以及管
理方式相同。

6.4.7

廠商的驗證與認證團隊應將所有需求分配給適當的子系統同時確保每個
界面需求都被該界面子系統納入設計考量。

6.4.8

廠商應於每階段提供兩次驗證與認證報告，第一份報告為該階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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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相對應之上階段需求(於前一階段結束前提送)，第二份報告為該
階段需求以及其完整證據供本局審查(於該階段結束前提送)。
6.4.9

廠商需在各階段與驗證與認證報告提送之前持續進行驗證與認證作業，
本局將會不定期要求檢查/稽核廠商驗證與認證作業進度，廠商需配合並
提供所需之相關證據。

6.4.10 驗證與認證團隊成員需在提出驗證與認證報告時，負責審查該子系統各
階段所提供之證據是否滿足相關需求。
6.5 獨立驗證與認證（IV&V）
6.5.1

工程進行中的各階段，依據廠商對系統各項作業之執行成果，本局得另
案指派獨立驗證與認證單位（IV&V）驗證與認證廠商之設計、製造、安
裝、測試、最後驗收完成，並依據本規範之標準詳細檢視廠商之各項程
序。IV&V 認證作業所需之相關資料，廠商應全力配合提供，以確保完工
後的電子聯鎖系統可以符合規範及安全需求。

6.5.2

IV&V 評鑑工作之重點如下：
(1) 電子聯鎖系統與製造廠商先前類似工程案例差異處之管制。
(2) 各軟體單元/模組管理。
(3) 電子聯鎖系統內部及外部界面與整合之相關作業。
(4) 各項作業、文件與紀錄之可追蹤性與符合性（含規範、法令、現有
既設號誌系統）。
(5) 出具安全評鑑報告及最終認證書(Final Certificate）等認證報告
與相關文件。
(6) 本局於接獲 IV&V 之評鑑報告後，將視需要要求廠商補充說明或進
行改善措施，廠商應予以配合不得拒絕。
(7) 獨立驗證與認證單位之執行費用由本局負擔，廠商配合辦理 IV&V
之費用已包括於契約金額內，不另給付。

6.6 技術移轉、支援與所有權、使用權
6.6.1

技術移轉與支援
(1) 除契約規定之項目外，廠商應對本局及使用單位執行技術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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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包括下列各項：
A.提供足夠的備用單元、元件、材料與零件。
B.提供診斷與維修工具。
C.提供修改應用軟體及應用資料所需之工具。
D.協助使用單位建立軟體修改及測試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E.提供使用單位建立系統保證作業程序之建議書，以符合本規範第
6.3 所述標準之規定。
F.舉辦訓練課程，並考核學員的訓練成效。
G.提供操作、維修手冊及其它相關的技術資料。
H.施工過程本局得派員參與，本局有需求時廠商應對本局提出相關
說明。
(2) 除契約及規範規定之工作項目外，下列亦屬廠商應執行之技術支
援工作：
A.於工程圖說製作階段（開工日後 30 日起，至本局核定相關文件
之日止），派遣合格、適任之工程師參與協商與瞭解下列技術性
議題：
(A)既有號誌設備之操作方式、步驟與慣用方式。
(B)既有號誌設備之詳細界接規格與電氣迴路。
(C)技術性文件與圖說之呈現方式，包括圖例、符號、縮寫、名
稱、參數及配置等，應提出詳細說明並取得本局與使用單位
的共識。
B.於工程安裝、測試及系統切換階段（設備運抵工地開始安裝前 7
日，至系統切換完畢之日止），派遣合格、適任之測試工程師執
行下列工作：
(A)設置各項測試作業所需之模擬措施及儀器。
(B)執行各項單元/設備、界面、系統、整合測試、系統切換作業。
(C)解決現場安裝及測試發生的所有問題。
(D)解決系統界接發生的所有問題。
(E)設置系統切換作業所需之臨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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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協商系統切換與啟用之時間及詳細步驟。
(G)必要時執行應變措施，以降低對鐵路營運之影響範圍與時間。
(H)列席本局舉辦之會議，配合準備號誌系統之相關資料，並解
答、書面回覆本局及使用單位的各項技術性議題。
C.設備啟用前，派遣合格、適任之講師準備訓練教材、執行訓練課
程，並考核學員之訓練成效。
D.設備啟用後，於適當地點指定、授權合適的聯絡人員執行下列技
術服務：
(A)設置符合原製造廠標準之維修程序，將故障之 LRU 運交原製
造廠進行試驗及修復，並於修復完畢後交付原送修單位。運
交 LRU 之所有費用由廠商支付，包括運費、保險費、報關費、
倉儲費及稅金等。
(B)原製造廠依契約規定交付之軟體/文件發現瑕疵或可能影響
安全之虞，而必須進行版本更新時；應通知使用單位將所有
的詳細資訊，包括緣由、安全議題、影響範圍、更新與測試
之程序及步驟；並於使用單位同意後，提供更新之軟體/文件
以及更新所需之人力。
(C)當使用單位認為有事實需要時，得以廠商提供之工具修改應
用軟體及應用資料後，經送交原製造廠執行驗證及認證後，
再進行更新作業。
(D)前項軟體修改之需求，使用單位亦得送交原製造廠代為服務。
(E)當一般消費者市場可購得之電腦、工作站的硬體設備替換
時，提供軟體安裝或轉移所需之程序、步驟與測試等諮詢與
協助。
(F)當原製造廠交付之設備於計畫停產 12 個月前，通知使用單位
並建議替代產品/方案，包括必要的修改及測試程序與步驟。
(G)保固期限內，提供本局及使用單位有關技術、設備（操作與
維修事項）之諮詢、建議，並於必要時提供人力與儀器之現
場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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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廠商於執行上述各項技術移轉與支援工作期間，廠商應自行準
備、派遣翻譯人員，不另給付費用。翻譯人員除具備語言翻譯能
力外，亦應能正確傳達號誌系統之專業語意，廠商應承擔未能正
確傳達造成之誤解或延誤工作之後果。本局若認為不足以勝任
時，得通知廠商立即更換翻譯人員。
6.6.2

所有權及使用權
(1) 廠商依契約所提供之硬體設施所有權均歸本局所有，完工後移轉
使用單位所有。
(2) 廠商依契約所發展與提供之應用軟體及應用資料所有權均應歸屬
本局所有，廠商並應交付軟體程式，以利本局需要時可執行重新
安裝或設定作業。
(3) 廠商應保證其所提供之系統軟、硬體等均為合法授權之產品，其
使用權、所有權(硬體)均可直接移轉給本局及使用單位，且廠商
對上述軟硬體之使用不得超越授權容量。
(4) 廠商所提供之相關軟、硬體設備應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如有侵
害他人著作權者，應由廠商負全責。
(5) 廠商對專利產品的使用應負完全責任，若因此而產生任何糾紛或
賠償，應由廠商負責解決，與本局無涉。
(6) 本局或使用單位對各階段已完工範圍，於最後驗收前有權先行使
用，而不須先付款或給予補償，廠商應予以配合不得藉故拖延或拒
絕，惟本局或使用單位之使用並不視為對本工程之驗收或已接受。

7.

系統界面
電子聯鎖系統設備之界面，包括與 CTC（含 TID）、ATP、列車偵測裝置(計
軸器或軌道電路)、自動閉塞、平交道保安設備或其它監視系統等之界接。

7.1

CTC 界面
CTC/EI 施工界面示意圖(如附圖 5)

7.1.1

控制與顯示編碼表之細節，包括定義、數量、排列順序及傳輸通訊協定
定義，由電子聯鎖系統廠商與 CTC 設備廠商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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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電子聯鎖系統與 CTC 設備直接採用「電子編碼訊息」作為資料交換界面，
並應依據既設 CTC 傳輸通訊協定或機關指定之通訊協定作為相互間資料
交換界面之應用。(既設 CTC 提供之通訊協定資料如本規範第 17 節「CTC
車站傳送部-電子聯鎖裝置間串列(SERIAL)通訊規格及 DT960 傳送裝置
之主機介面規格(通訊步驟篇)」)。

7.1.3

以 CTC 站傳送裝置替代 CTC 站裝置，依據 CTC/EI 施工介面辦理施工，RH
內電子聯鎖設備與站傳送裝置之相關軟體，由電子聯鎖設備商負責，CTC
系統廠商須負責建置 CTC 傳送裝置（含相關線路匹配變壓器並提供
RS-232C 界面），並配合電子聯鎖設備商辦理 CTC 系統測試及提供相關
之技術支援。

7.1.4

CTC 系統提供之界面裝置及相關通訊協定資料，作為電子聯鎖 CVDU 列車
號碼窗編碼顯示使用。始發站(例如調車場)電子聯鎖需有車次號碼鍵入
功能，並經由 CTC 界面傳送至 CTC 總機使用（列車號碼所有資料交換應
於車站傳送裝置處界接），資料傳送至電子聯鎖系統後之編碼及解碼所
需之軟硬體設備及相關作業，由電子聯鎖系統辦理。

7.1.5

電子聯鎖系統於號誌電源室內提供 AC 110V 之不斷電電源給 CTC 傳輸裝
置(設於 RH)所需之電源、無熔絲斷路器（No Fuse Breaker, NFB）、電
力纜線與界接端子，雙方應確認容量需求。

7.1.6

電子聯鎖系統於號誌電源室內提供 AC 110V 之不斷電電源給 TID 傳輸裝
置(設於行車控制室)所需之電源、無熔絲斷路器（No Fuse Breaker,
NFB）、電力纜線(RH 至就地控制裝置界接端子)，雙方應確認容量需求。

7.1.7

工程範圍如有既設風速器(風速測量設備)，電子聯鎖工程應負責移設，
包括室外之風速器、行車室內之主機及連接繼電器室纜線等，並將告警
資訊經由站傳送裝置傳回 CTC 總機，完成原有風速測速告警功能，契約
另有規定須新設者，依契約規定辦理。

7.1.8

風速器移設或新設，室外之風速器、行車室內之主機及連接設備之纜線
徑路等施工及電纜均由廠商負責，廠商應提送施工圖，由本局核定後據
以施工。風速器主機應有下列功能：
(1) 風速器應能在任何時刻，以連續性、每秒公尺為單位來顯示當時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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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速 20m/s < WS < 25m/s 應有警音及視訊(黃燈)等告警。
(3) 風速 WS > 25m/s 應有警音及視訊(紅燈)等告警。
(4) 警音及視訊等告警應傳送回 CTC 控制中心，顯示在 CVDU 上並設有
警音告警。
7.1.9

因應新 CTC 設置，電子聯鎖系統與新 CTC 之界面軟、硬體應具備工業用
乙太網路(Ethernet)TCP/UDP/IP 通訊協定，和 IEEE 802.3 標準相容並
至少符合安全完整性等級 SIL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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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 CTC/EI 界面分工：
A 代表主辦、B 代表協辦、C 代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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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

EI

本局

1

製作聯鎖圖表。

A

C

2

製作控制顯示符號表(I/O List)，並將傳
輸協定內容定義於控制顯示符號表(I/O
List)中。

A

B

C

3

於 RH 內建置站傳送裝置含相關線路匹配
變壓器並提供 RS-232C 界面。

A

B

4

提供及佈設 RS-232C 傳輸線，作為站傳送
裝置和 EI 界接用。

B

A

5

提供「站傳送裝置主機界面規格書」給本
局及 EI 廠商使用。

A

B

6

提供 CTC 傳輸裝置（設於 RH 內）主機
AC110V 電源（UPS 供電）。

B

A

7

提供 TID 傳輸裝置（設於行車控制室）主
機 AC110V 電源（UPS 供電）。

B

A

8

就地控制 CVDU 設置 CTC 外線切離、旁路
開關及表示燈。

B

A

9

有關 CTC 外線切離、旁路裝置，除前第 8
項外，其它供料及工作。

A

B

10

就地控制 CVDU 設置 TID 常用、備用外線
切換開關及表示燈。

B

A

A

B

B

A

A

B

11

12

13

作

內

容

有關 TID 常用、備用外線切換裝置，除前
第 10 項外，其它供料及工作。
就地控制 CVDU 設置列車號碼窗並負責界
接由 TID 系提供之界面，完成整體列車號
碼窗功能。
TID 提供界面裝置及通信協定（與提供車
站旅客列車資訊系統 TIDS 相同之界面）
以供第 12 項使用。列車號碼窗解碼所需
之軟硬體設備及相關作業，由電子聯鎖系
統辦理。

CTC

14

EI 各階段連結測試及切換啟用。

B

A

15

CTC 總機設備各階段連結測試及切換啟
用。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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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

作

內

容

CTC

EI

16

風速器新建或移設

B

A

17

其它未界定之材料及工作，由本局代表依
照以往慣例協調裁示雙方工作權責。

B

B

本局

備 註

A

7.2

ATP 界面

7.2.1

廠商應與本局協商、確認聯鎖條件、號誌燈界接規格與線路圖，以及所
有界接點之位置。

7.2.2

電子聯鎖系統提供 ATP 感應器所需之聯鎖條件及滿足聯鎖條件傳輸之纜
線配線及界接材料。ATP 電纜應依本局 PVC 絕緣 PVC 被覆號誌電纜規範
佈放。

7.2.3

ATP/EI 界面分工：
A 代表主辦、B 代表協辦、C 代表審查

項次

項

目

ATP 系統 聯鎖系統

1

ATP 所需聯鎖條件供料及配線
至界面端子。

B

A

2

ATP 編碼器箱水泥基礎建造。

B

A

3

電纜接線腳套供料、安裝(含端
子台)。

B

A

4

ATP 編碼器箱箱體供料。

A

B

5

ATP 編碼器箱安裝（含搬運）。

B

A

B

A

B

A

A

B

6

7

8

ATP 設備（器具箱等）接地線
連接（含工料）
ATP 編碼器箱與繼電器箱間連
絡電纜(控制、電源)供料、敷
設。
編碼器箱內部配線、電纜整理
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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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地上感應器(含安裝配件、電纜
保護管)供料、設置地點會勘。
地上感應器安裝及固定(含安
裝配件、電纜保護管)。
電纜接線腳套至地上感應器之
纜線敷設及配線。
ATP 編碼器箱至電纜接線腳套
之纜線敷設及配線。
ATP 編碼器箱至號誌機之纜線
敷設及配線。
ATP 靜態測試及動態測試。

A

B

A

B

A

B

B

A

B

A

A

B

設計、會勘等技
術服務工作

ATP 技術服務工
作

7.2.4 電子聯鎖應配合 ATP 速度運轉曲線之優化
(1) ATP 燈泡偵測板（LDB）串接號誌點燈迴路，以偵測號誌機號誌顯示
資訊。
(2) 號誌控制條件
ATP 雖藉由站場各號誌機燈泡偵測板（LDB）讀取各種號誌顯示狀
況，但仍無法滿足 ATP 運轉曲線最佳化之需求，因此，必需提供額
外的號誌控制條件，號誌控制條件以 AC110V 接至編碼器箱之獨立
LDB，而編碼器箱 LDB 之輸出使用一電阻器（1.5KΩ，20W）取代號
誌燈為負載。一般站場需要下列額外的號誌控制條件：
A.擴增閉塞資訊（Extended Line Information，ELI）
(A)當進站顯示 G，其對應直線股道的出發號誌顯示 G 燈時，必須
將此信息（ELI）透過聯鎖，使相關進站號誌 ATP 獲取資訊，
其用意在於提高當進站是 G 燈，而出發不是 Y 或 Y/Y 燈而是 G
燈時之速度，以使 ATP 提速至路線最高之限速，提高行車效
率。增加 ELI 控制條件的前提，是進站對應直線股道的出發
號誌顯示 Y 或 Y/Y 燈時有二個以上的進路，此狀況通常是發
生在出發號誌內方之橫渡線為 16 號道岔轉轍器。
(B)當第一閉塞號誌顯示 G，對應進站號誌顯示 G 必須將信息
（ELI）透過聯鎖使相關第一閉塞號誌 ATP 獲取資訊，以使 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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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至路線最高限速，提高行車效率。加這個 ELI 控制條件
的前提，是第一閉塞號誌距離進站號誌較近（< 800 公尺）才
需要，因要提早在第一閉塞號誌前使 ATP 知道進站為直線 G
燈，使 ATP 擴增移動路權為三個閉塞區間。
B.擴增出發資訊（Extended Starter Information，ESI）
(A)當進站顯示 Y 燈，進入主正線出發號誌顯示 YF、R/YF、R/Y
等燈號時，必須把出發顯示之資訊（ESI）以控制信號告知進
站，以免進站 ATP 以出發為 R 燈處理，讓 ATP 作出最佳之車
速監控。
(B)出發號誌機若同一種顯示燈號，有二個以上進路（例如出東
正線或出西正線），則必須有控制條件使 ATP 知道是出東正
線或西正線，以便連結下一只地上感應器。
C.站場到達股道資訊（Station Arrival Track，SAT）
(A)當進站號誌機若同一種顯示燈號，有二個以上進路（例如進
1、2、3 股道），當彼此進路有必要區別以增加行車效率時，
則必須有控制條件使 ATP 知道是進那ㄧ個股道，以便連結下
一只地上感應器。
(B)當進站為 Y/Y 或 YF 以下燈號，而對應主正線出發顯示進行號
誌，必須將出發顯示進行的訊息，以控制信號告知進站 ATP
已提供二個以上號誌區間的路權，使 ATP 作出最佳之車速監
控，提高行車運轉效率。
D.其他特殊需求號誌控制條件
軌道號誌佈置較為特殊之站場，為提高行車運轉效率，必需提供特
殊需求號誌控制條件，以滿足 ATP 達到最佳化運轉曲線之需求。
7.3

計軸器界面

7.3.1

雙方應依號誌佈置圖協商、確認界接之細節，包括列車偵測區間、系統
運作狀態、電源、通訊電纜及所有界接點之位置。

7.3.2

計軸器設備以符合故障安全設計或裝置提供各偵測區間的列車佔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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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線端子台，電子聯鎖系統則提供界接所需之纜線、接線。
7.3.3

電子聯鎖系統以列車佔用狀態、行車方向及閉塞方向等條件以軟體研判
計軸設備之常態、佔用、干擾、故障甚至封鎖狀態提供計軸器設備重置
所需條件。

7.3.4

計軸器設備提供告警/警報所需之乾接點訊號及接線端子台或軟體界
面，電子聯鎖系統則提供界接所需之纜線、接線。

7.3.5

電子聯鎖系統於號誌電源室及道旁器具箱內提供計軸器設備所需之 DC
24V 電源及接線端子台，計軸器設備提供界接所需之電力纜線、接線、
電源供應設備及電源防護裝置。

7.3.6

電子聯鎖系統應於繼電器室及道旁器具箱提供計軸器設備內部、外部傳
輸所需之通訊電纜及軌道式組合型接線端子台，廠商應提出接線端子台
型式經本局審查核可。計軸器設備提供界接所需之纜線、接線及突波抑
制器。

7.3.7

電子聯鎖系統須依規定設置「計軸器重置電路」，於開機、受干擾、故
障修復時，將系統重置恢復其原有功能。於車站區聯鎖系統就地控制
CVDU 需設置計軸器故障/異常表示燈、確認按鈕圖示及計軸器重置視窗
用等相關功能。

7.3.8

除有另行規定之區間可採用「單計軸系統」，其他區間一律採「雙計軸
系統」，兩種系統交界處，由計軸系統廠商應處理兩系統之間所需的界
接需求。

7.3.9

新設計軸系統（雙計軸或單計軸）和原計軸系統（軌道電路和計軸器並
聯）界接處，新設計軸系統廠商應提出安裝規定，防止兩系統相互干擾
且軌道佔用偵測之死區間不得超過 2 公尺，新設計軸系統廠商須於系統
啟用前 15 天提出測試數據，證明兩者在任何狀況下運作均互不干擾。

7.3.10 單一計軸系統具備各自獨立輸出，以表示軌道佔用狀況。
7.4

自動閉塞界面

7.4.1

電子聯鎖系統於自動閉塞裝置應採下列方式進行：
(1) 工程範圍內之站間自動閉塞系統，廠商應視為電子聯鎖系統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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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統籌辦理，站間電子閉塞系統之通訊網路，應採用光纖電纜傳輸。
(2) 工程範圍超出進站/出發號誌機未達對方站之進站/出發號誌機的
部分，廠商應依據特訂條款界定之工程範圍及內容，採用繼電聯鎖
或電子聯鎖方式辦理，以利新設與既有設備之銜接。
(3) 電子聯鎖系統與既有自動閉塞裝置應採具有故障安全之設計或裝
置界接，以整合臺鐵局的號誌系統。
7.4.2

工程範圍內之自動閉塞裝置（包括中途閉塞號誌機、電源設施、器具箱
及箱內之設備與電氣迴路）與各種纜線（包括銜接既有設備之纜線）均
屬電子聯鎖系統之契約工作範圍。

7.4.3

自動閉塞裝置於新設與既有設備的銜接應循下列原則進行：
(1) 廠商應與本局協商界接電路之細節。
(2) 工程範圍內之自動閉塞裝置(包括中途閉塞號誌，電源設施器具及
箱內設備與電氣迴路及各種纜線等)，除所需之原有電路圖由本局
提供外，廠商必須負責製作電路圖(本局提供之電路圖僅供參考)、
供料、施工、測試切換等。原則上，閉塞裝置閉塞電路電纜、直流
電源、電池之器具箱應合併設置。惟若受現場環境條件及纜線壓降
問題，廠商可於東、西線分別設置於各自獨立之器具箱，並提出設
置設計供本局審查核可。
(3) 電子聯鎖系統負責提供銜接所需之纜線（包括號誌、通訊、電力電
纜）
。
(4) 廠商應與本局協商界接測試與系統切換之時間，並將測試記錄提送
本局。

7.4.4

於施工範圍交界處新設電纜和原有設備電纜，以電纜接續箱界接，廠商
應負責施作界接接續箱(包括內部端子，配線等)及接續箱兩端電纜，引
入接續箱內配線整理，於新系統切換時，配合本局切接原有電纜以電纜
接頭組接續。若交界接處位於新設閉塞裝置附近，得以新設閉塞裝置器
具箱為新舊電纜接續用。

7.5

一般機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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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除依「號誌系統作業規範」之電源供應及接地外，電子聯鎖系統應與一
般機電協商、確認下列所述之警報/告警信號之細節。

7.5.2

一般機電應提供電源設施運轉狀態信號所需之繼電器訊號乾接點及端子
台，電子聯鎖系統提供界接所需之纜線、接線、突波抑制器及必要的判
斷邏輯。相關訊號如下：
(1) 號誌系統供電迴路斷路器狀態。
(2) 自動切換開關（Auto Transfer Switch, ATS）狀態。
(3) 發電機運轉狀態。

7.5.3

工程範圍內每一月台邊臨股道側由一般機電設有列車接近警示燈，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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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機電提供警示燈、控制與驅動迴路及界接所需之端子台（依股
道數區分），並負責纜線的終端處理與接線。
(2) 電子聯鎖系統提供界接所需之聯鎖條件(號誌進路判別列車接近及
列車離開)於繼電器室電纜架，並提供界接所需之纜線及安裝界接用
接線箱於月台下方之側壁(實際安裝位置依本局指定位置訂定)。

7.5.4

繼電器室主照明由一般機電設置(照度至少為 800 流明)，聯鎖設備之機
架及機櫃等，聯鎖系統廠商應設置輔助照明(LED)。

8.

系統測試
除依本局「號誌系統作業規範」之規定外，本電子聯鎖系統之試驗、檢
驗及測試尚應符合下列業規定。

8.1

一般要求

8.1.1

系統設備製造、組裝前，廠商應提出測試計畫，詳述測試項目、方法、
數據及測試日期，經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8.1.2

本局得於製造、組裝、材料試驗、安裝施工及測試等各階段隨時派員進
行抽驗，立約廠商之系統供應商或製造廠應免費提供抽驗時所需之儀
器、模擬器等設備，並配合進行抽驗作業。

8.1.3

系統供應商或製造廠若位於國外時，立約廠商應協助本局派遣人員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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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許可、安排旅館住宿與交通行程，本局派遣人員之所有規費、旅費、
食宿等費用由本局支付，廠商無須負擔。
8.1.4

工程期間本局得進行各種必要之勘查、測量及檢驗，如經檢測不符合規
定者，廠商應立即改善或拆除重做，其費用由廠商自行負責。

8.2

廠內試驗

8.2.1

型式試驗與例行試驗
(1) 立約廠商應依照製造廠的檢驗標準，在製造程序中執行設備的型式
試驗，並應於試驗開始 30 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局，本局得在試驗期
間派員參與。
(2) 正常量產之例行試驗，由製造廠品管、立約廠商查驗，基本上本局
不派員參與，但廠商應提送中間檢查及例行試驗的記錄作為佐證。
(3) 若為重複性的型式試驗，則視同例行試驗。
(4) 若為本契約特別製造的零組件，其試驗應歸類為型式試驗，並應提
送所供應零組件之完整清單。對於為符合特別技術規格僅以原有零
組件修改，而非新開發者，則執行簡化型式試驗。簡化型式試驗，
只要查核改變部分的資料即可，但原有零組件試驗記錄之佐證必須
提送，以彌補被省略的試驗。

8.2.2

模擬試驗
(1) 電子聯鎖系統之設備/單元於例行試驗後，應依照現場所需之架構
組裝，進行模擬試驗。
(2) 模擬試驗至少必須包括聯鎖設備、就地控制裝置及運轉記錄。道旁
設備及外部介接之訊號得以模擬設備透過通訊網路替代。
(3) 模擬試驗，應依照聯動圖表之號誌進路、聯鎖條件及規範所訂之功
能逐一試驗，並於查核表登錄試驗通過與否之紀錄。
(4) 試驗過程，若有發現任何未符預期之結果，應於修改後重新試驗。
(5) 軟體工程之修正，應符合系統保證計畫及品質管理計畫之規定。

8.3

現場測試

8.3.1

組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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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至現場組立完成之組件或單元，如聯鎖設備、電動轉轍器、計軸器
等應個別測試，測試合格後始得進行系統測試。
8.3.2

系統測試
(1) 以聯鎖設備、CVDU、診斷記錄裝置及號誌設備界接端模擬輸入/輸
出，就聯動圖表及聯鎖邏輯逐一測試。
(2) 於系統測試期間，在不妨礙現場安全之條件下，本局得提出各種可
能假想狀況，要求廠商逐一進行模擬測試，以驗證系統運作是否符
合安全或預期之功能與目標，廠商應予配合，不得以妨礙工程進度
藉辭推諉。
(3) 測試過程若有發現任何未符預期結果之功能，廠商應依據系統保證
計畫及品質管理計畫之規定執行矯正措施，再行重新測試。
(4) 系統測試完成後，廠商應提送系統測試報告。

8.4

系統切換

8.4.1

測試完成後，廠商應視系統之穩定程度提出系統切換計畫，經本局定後
進行切換及測試，並作成記錄。

8.4.2

系統切換計畫應配合土建工程之進度，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
(1) 軌道工程、電訊系統、電車線工程之配合與協調要項。
(2) 切換工期、步驟與方法。
(3) 切換設備項目，及所使用之材料及工法，包括必要之臨時或模擬設施。
(4) 電氣線路圖。
(5) 避免因作業異常延誤營運之應變措施。

8.4.3

廠商應提出系統切換之工期、工作項目及方法，應能清楚地分辨出每項
工作會產生之結果。

8.4.4

系統正式切換前，本局得視新設備與既有系統銜接之需要，於不妨礙運
轉及安全的條件下，要求廠商事先依地點/設備分次進行模擬切換，並於
模擬切換後恢復原狀；且本局將視辦理結果要求廠商修訂相關電路或系
統切換計畫，廠商不得藉故推諉/拒絕或要求增加契約金額。

8.5.5

廠商應列出設備改接或介接之細項、數量及所需之施工法、使用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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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等之清單與說明。

9.

備品與特殊工具
廠商應依本規範之規定提供電子聯鎖系統各種設備/單元維護之備品及
修改工作所需之特殊工具。

9.1
9.1.1

指定備品
每一聯鎖站及站間廠商應提供備用零件及材料如下(其費用已含於契約
總價內)：
(1) 聯鎖設備之 LRU(含電源轉換單元）
，各種型式總數量的 5%，至少為
1 個。
(2) 道旁號誌設備控制器之 LRU(含電源轉換單元），各種型式總數量的
5%，至少為 1 個。
(3) 聯鎖設備及道旁號誌設備控制器若使用相同型式之可替換單元
時，仍應按前兩款之規定分別計算。
(4) 各型避雷器及 NFB 各 20%，各型保險絲與突波抑制器各 50%，預留
之接線端子台不算備品。
(5) 接用之各型安全繼電器及一般繼電器各 5%，不足 2 個以 2 個計。
(6) LED 號誌燈，紅色燈、黃色及綠色燈各種型式總數量的 5%，至少為
3 個。進路表示器總數量的 5%，不足 1 台以 1 台計。
(7) 電動轉轍器 (含動作桿、鎖錠裝置、轍查桿、連接板等安裝配件、
接線盒、過載繼電器、就地扳轉按鈕) 總數量 5%，不足 1 組以 1 組
計。另電動轉撤器調整工具組每車站繼電器室放置 1 組，維修中心
（號誌分駐所）放置 1 組 。
(8) 站內 B24V 充電機、B110V 充電機、B110V/AC110V 變流器、站間 B24V
整流充電機總數量各 5%，不足 1 組以 1 組計。
(9) 各型式備援電池設置數量（只）的 10%，至少 5 只/ 组。

9.2

建議備品

9.2.1

建議於指定備品以外的兩年內維修必要的備用零件、測試及維修儀器、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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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建議備品應逐項表列項目、數量及價格，於投標時提送。此建議備品項
目，不含於投標總價內。

9.2.3

廠商建議之備品，本局得選擇全部、部分或拒絕任一項目，廠商所提出
的型號、功能與價格不得於任意變更。

9.2.4

本局於工程期間擴充需要之採購，本局有權依原核定後之單價選購，廠
商應為履約。

9.3

軟體修改裝置

9.3.1

修改電子聯鎖系統內建的應用軟體/應用資料所需之軟體工具，包括植入
機器碼所需之裝置或其它附屬之連接線、使用手冊及相關的標準作業程
序書。

9.3.2

電子聯鎖設備若有使用記憶體儲存應用軟體或應用資料時，廠商另應提
供各種容量記憶體(設置量之 5 倍)。

10.

訓練

10.1

訓練計畫

10.1.1 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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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10.1.2 廠商於系統設備安裝後，應依據核定之訓練計畫，對本局指派之人員進
行訓練，讓學員瞭解系統架構、運作方式及故障排除方法，以使系統順
利運作。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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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除必要的基本原理介紹外，訓練教材與案例之編撰應以契約規定之工程
範圍及送審文件為主。
10.2

訓練對象

10.2.1 操作人員訓練
(1) 訓練本局指派之運轉操作人員及維修人員，熟悉各設備之操作程
序、訊息顯示意義及設備失效時的應變處置等。
(2) 講解內容應全程錄影，製成教材光碟片交付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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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維修人員訓練
(1) 訓練本局指派之維修人員，熟悉竣工圖說及紀錄判讀、系統設備運
作原理、維修工具使用方法、維護程序及故障狀況研判與緊急處置
程序。
(2) 訓練課程應包括所有新設之設備、新設備與既有設備與其他子系統
之界面，以及維修作業之差異性。
10.3

訓練方式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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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訓練至少分 3 梯次辦理，各梯次之訓練課程、時數不得少於下列：
(1) CVDU 操作訓練/10 人/8 小時/課堂講授及實際操作。
(2) 電子聯鎖系統竣工圖說及記錄判讀/10 人/24 小時/課堂講授。
(3) 電子聯鎖系統維護訓練(含系統運作原理、維護週期、程序、方法、
標準)/10 人/32 小時/課堂講授及實際操作。
(4) 電源設施維護訓練/10 人/4 小時/課堂講授及實際操作。
(5) CVDU 維護與修改訓練/10 人/24 小時/課堂講授及實際操作。
(6) 故障識別與研判、查修要領、緊急處置程序及診斷記錄裝置、維修
工具使用/10 人/40 小時/課堂講授及實際操作。
(7) 軟體工具使用與軟體修改及維護/10 人/40 小時/課堂講授及實際操
作。
(8) 系統保證作業與安全管理程序(系統保證報告與文件判讀)/10 人/4
小時/課堂講授。
(9) 計軸系統設備安裝、硬體設定、軟體操作與運轉/10 人/24 小時/課
堂講授及實際操作。
10.3.3 訓練地點由本局指定，所使用電腦設備、訓練課程內容、講義、資料、
訓練設備、師資等均由廠商安排提供。
10.4

測驗

10.4.1 本局將視需要參與各訓練課程的測驗，以驗證各課程的訓練成效，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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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必須配合，驗證過程不得協助受測學員，測驗方式如下：
(1) 驗證期間，所有學員應予以編組，並得參考廠商提供之手冊與相關
文件(或竣工文件)。
(2) 依實際營運經驗，檢驗號誌設備的操作流程。
(3) 模擬設備故障狀況(得同時模擬 3 個相關類似狀況)，檢驗學員對系
統的瞭解程度與故障排除能力。
(4) 受測學員對(3)項之故障排除平均時間將作為驗證本規範要求之
MTTR(30 分鐘)。

11.

竣工與驗收

11.1

竣工

11.1.1 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書面通知監造及主辦單位，並應於竣工後
7 日內，將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規定之其它紀錄、手冊、
程序、光碟等資料，送請監造單位審核。相關竣工、初驗、驗收作業悉
依本局頒佈最新版本之工程竣工驗收程序辦理。
11.1.2 廠商除依本局工程竣工、驗收程序相關規定提送相關文件外，至少應依
下列項目提送文件供監造單位及本局審核，若項目整併時，應註明。
(1) 竣工文件
A.軌道佈置圖與聯鎖圖表。
B.各設備間之纜線徑路與電纜佈置圖。
C.機房設備佈置圖、器具箱設備佈置圖。
D.電源分布圖。
E.設備間纜線接線端子表及配線圖。
F.操作及維護手冊。
G.系統接地、避雷與突波保護圖。
H.設備之設定、組態及架構資料（依設備之功能及性質而定）。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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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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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據契約及各號誌設備規範規定之出廠試驗報告及檢驗報告。
B. 依本局核定之測試計畫所執行之現場測試報告。
C. 依本局核定之系統切換計畫所執行之系統切換測試報告。
D. 若啟用後曾發生故障，應一併提送故障分析與改善紀錄。
E. 本局得於驗收階段依據測試計畫之內容及使用單位之實際操作程
序進行抽測，廠商應免費提供相關之儀器與設施。測試結果若與
測試報告不符或與規範有差異時，廠商應補充說明或進行改善措
施，本局得擇期驗證改善之成效，廠商不得據以主張延長工期。
(3) 穩定度證明文件
電子聯鎖系統經切換啟用後，依診斷記錄裝置電腦資料或維修單位
出具連續 30 天未有歸責於系統設備發生故障之穩定度證明文件。
(4) 訓練記錄
依本局核定之訓練計畫所執行之訓練記錄，包括下列：
A. 訓練教材及講義資料之副本及電子檔。
B. 授課內容錄影之影音檔，應以時下最新最普遍之檔案格式儲存於
光碟片，可於 DVD 播放機或一般個人電腦上自動播放。
C. 受訓學員之成效報告。
(5) 系統保證文件
A. 符合本規範 6.3 系統保證之相關文件。
B. 履約過程中經本局或 IV&V 正式要求提出之補充/佐證文件或改善
報告。
(6) 設備交付清單
A. 依據竣工文件列出設備交付清單，清單內容應分階層依設備種類
按可替換單元分類，並列有本工程的使用總數量。
B. 廠商應依本規範第 9.3.1 之規定交付軟體修改裝置，軟體之交付
另應符合本規範第 4.8.5(13)款之規定。
C. 廠商應依本規範第 9.之規定交付特殊工具。
D. 廠商應依本局核定之相關文件及本規範第 9.1 & 9.2 之規定擬定
備品交付清單，經本局核定後交付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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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術支援文件
A. 本規範第 6.6.1(1)D 規定提送之標準作業程序書。
B. 本規範第 6.6.1(1)E 規定提送之建議書。
C. 本規範第 6.6.1(2)D 規定提送之技術支援計畫文件。

12.

保固與維保

12.1

保固

12.1.1 電子聯鎖系統於系統驗收合格次日起保固 2 年，保固期間內，設備故障
應以備品先行替換，損壞之設備，廠商最遲應於接到通知後 30 天內，無
條件復原或換新，否則每遲延 1 日，按損壞設備之契約價款百分之一，
逐日計課違約金，其他規定依契約相關條款辦理。
12.1.2 廠商應於驗收合格後 1 週內出具保固切結書，由本局核存。
12.1.3 廠商應於保固期限內，免費提供本局技術支援服務，其項目包含技術及
設備之諮詢、建議及現場支援。
12.1.4 廠商應對於經常發生故障之設備零組件，經檢修或更換新品後，須提出說
明故障原因、故障零組件名稱、故障排除方法、安裝與使用注意須知等。
12.2

維保

12.2.1 維保期間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廠商應自驗收合格次日起 2 年止提供維保服務(切換
啟用後至驗收合格期間，設備之維修保養應由廠商負責)。
12.2.2 維保範圍
(1) 電子聯鎖系統機房（繼電器室）內之所有設備，包括聯鎖設備、通
信傳輸設備、PLC、不斷電設備、計軸器裝置等。
(2) CVDU。
(3) 站間閉塞裝置（站內及站間為 EI 部分）。
(4) 道旁號誌設備控制器（Trackside Field Objects Controller）。
(5) 站場及站間計軸器設備。
(6) 設備之障礙分析。
(7) 電動轉 轍器每月維修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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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維修保養期間廠商應執行電子聯鎖系統及新設雙計軸設備之維護作業，
維修作業包括定期保養、檢測、調整、故障排除及事故搶修，以維持設
備正常運轉，相關規定如下：
(1) 廠商於系統切換啟用後，應即指派電子聯鎖系統維護工程師 2 名（24
小時駐點服務），至本局指定地點駐守，配合執行號誌故障排除，
駐守期間 3 個月(含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重大節日），
以避免因號誌故障影響行車，該員需具備系統故障能即時排除之能
力，駐守及維修所需工具、個人裝備，廠商須自行負責，所需費用
（含工料費）已包含於「維修保養服務費用」工項內，不另給付，
駐守人員名單廠商應於系統啟用前 15 天檢送本局備查。
(2) 系統切換啟用前（15 天）廠商應提出維修保養計畫送審，維修保養
計畫至少應包括派駐人員及工作人員之學經歷、專長，例行保養時
程（不能低於臺鐵局號誌裝置養護檢查作業程序之標準），保養紀
錄表等。
(3) 維修保養計畫內容至少須包含：
A.維修人員名冊(履歷表)。
B. 維修作業實施計畫表(包含定期保養週期、保養內容、維修記錄
表格、負責人、機具等)。
C.維修作業組織表。
D.緊急連絡體制表。
E.安全衛生管理體制表。
(4) 派駐工程師應有廠商所授與之委任書或授權證明書。
(5) 派駐維修人員執勤時應穿著作業用服裝及配戴所屬單位識別證、臂
章等。
(6) 設備啟用至驗收後 2 年期間，廠商應負責系統之維修、保養、故障
排除、及事故搶修等工作。
(7) 故障修復後應將查修過程、故障原因、處理方式及改進計畫提交本
局審查。故障時間超過契約規定時依相關規定辦理。
(8) 維修保養服務費用計算方式，除派駐人員以 18 人月依實際執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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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計算外，另依起訖時間（自驗收合格次日起 2 年止），以維修
保養範圍之設備費（含工料費）總價每年以約 2％計算，投標商須
於投標時，列出維修保養之設備清單（應與詳細價目表相符）。
(9) 廠商應備妥維修作業所需之備品及消耗性材料，相關之成本已包含
維修費用中，本局不再另外支付。
(10) 原製造廠規定必須定期清潔、檢查、潤滑、調整、更換或添加之消
耗性材料之作業屬定期保養，廠商應派員執行，並填具執行完畢之
保養報告送監造單位備查。
(11) 廠商於接獲本局或使用單位通知時，應立即派員修復。對於影響列
車正常營運者屬重大故障，廠商應於 4 小時內修復，其餘屬一般故
障，廠商應於 24 小時內修復。相關罰則依契約違約及服務績效違
約金章節辦理。
(12) 於系統啟用 3 個月內（廠商派駐守人員期間），若因廠商負責維修
保養範圍內之設備故障，而影響列車正常營運，除依照契約相關罰
則辦理外，另無論修復時間長短，廠商應負責因號誌故障所造成損
失之相關賠償費用，且不得藉詞要求追加任何費用。
(13) 依據診斷記錄裝置所側錄之資料，廠商應於每月 5 日前向權責單位
提送異常事件統計報告。若異常事件起因於器材、設備、施工不良
而發生故障或損壞等情事，應一併提送故障分析與改善記錄，相關
之分析與改善作業應符合本規範第 6.3 章節「系統保證」之規定。
12.2.4 維修保養期間工作之安全措施及規定，必須與工程施工期間同，相關勞
工安全衛生費用均已含在內，廠商必須依相關規定辦理，並負全責。
12.2.5 於保固期滿前，使用單位得視系統運轉狀況與實際需要與廠商或其指定
之授權單位(必須依照相關法令完成設立、登記，且具備證明文件，及由
廠商負責人簽署並經公證之授權文件)議訂維修合約，廠商不得拒絕或藉
故推辭。維修合約之議訂應本公平合理及誠信之原則，且須符合採購法
令、政府規定之審計/會計原則本契約之相關規定。

13.

付款

16620-89

110/01

依契約內容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章節規定。

14.

參照規範(依勾選項目)
廠商除依循本電子聯鎖規範外，所需建置子系統或器材應符合下列規
範；若廠商認為有更優規格可適用時，應以書面提出變更申請，經本局
核定後，始能施作。
□號誌系統作業規範
□計軸器設備規範
□LED 號誌燈規範
□號誌燈變壓器規範
□號誌用鎖規範「TRAS(K)-S20006」
□充電機規範
□直流-交流變流器規範
□串聯式突波抑制器規範「TRAS(KS-0021)」
□固定軌式端子及配件規範「TRAS(KS-0001)」
□PVC 絕緣 PVC 被覆號誌電纜規範
□洋灰電纜線槽規範「TRAS(E)S-0004」
＊下列依個案選項規範
□氫燃料電池系統規範「TRAS(K)-S20002」
□甲醇重組燃料電池系統規範
□免加水型鎳鎘蓄電池(95AH)規範
□鋰鐵電池(95AH)規範

15.

名詞定義
(1) 應用資料（Application data）：以特定的順序表示應用範圍的真
實狀況，包括架構、型態、特性、數量、關聯性等系統運作所需之
參數，以作為程式執行時的依據。
(2) 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於應用範圍內為滿足特定功
能或需要而撰寫之程式，或內含於程式之應用資料。
(3) 評鑑（Assessment）：分析程序，以決定被授權的設計者和認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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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交付的產品是否符合規範，並達成所預期的特定功能與目的。
(4) 自動列車防護系統（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system , ATP）：
由設置於列車上與道旁的設備構成系統，結合聯鎖系統後，當列車
冒進或超速時自動啟動煞車（緊急緊韌），以達到防護功能。
(5) 可用性（Availability）
：在所需要的外在資源均已獲得的狀況下，
並於規定的條件下與規定的時刻/時程內，系統處於可執行指定功
能狀態的能力。一般係指平均故障間隔時間以及平均故障間隔時間
與平均修復時間之和的比值 (MTBF/(MTBF+ MTTR))。
(6) 雙單線（Bidirectional Ttraffic lines）：於號誌系統的防護與管
制下，允許列車安全地以任一方向運行於雙股道路線的任一股道。
(7) 商業現成軟體（Commercial Off-The-Shelf software COTS）：市
場需求為導向軟體，以滿足廣泛的商業使用者為目的之軟體。
(8) 號誌設備集中監視系統（Signalling Equipment Central Monitoring
System, CMS）：由設置於號誌設備處之偵測裝置，檢測異常狀態，
透過通訊迴路集中傳送至號誌分駐所，以進行修護工作。
(9)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Central Traffic Control system CTC）：設
置於調度所之電腦化系統，由調度員計畫列車的運轉，結合聯鎖系
統後，統一控制號誌設備，指揮調度各項行車工作。
(10) 彩色螢幕工作站（Colour Video Display Unit, CVDU）：以現代化
個人電腦技術為基本平台，用於系統控制之圖形化人機界面裝置，
包括主機、彩色液晶螢幕（Liquid Crystal Display Unit, LCDU）、
鍵盤及滑鼠等。
(11) 元件（element）
：設定為基本元素或基礎材料以成為單元或產品的
一部分。
(12) 錯誤（error）
：與預期的設計結果有差異的偏差，導致於非預期或
失效的系統行為。
(13) 器具箱（equipment case）：設置於道旁容納號誌設備，依設備或
系統之類別通常區分為電源箱（P, power case）、接線箱（JB,
junction box）、繼電器箱（R, relay case）、平交道設備箱（LX,
16620-91

110/01

level crossing case）
、ATP 箱（ATP, ATP case）
、CTC 箱（CTC, case）
等。
(14) 故障安全（Fail Safe）：係指能於硬體故障或軟體發生錯誤時，可
防止不安全狀態發生，或將系統/設備運轉維持或導入一已知安全
狀態之設計概念。對所有分析評估方法（fail-safe approaches，
probabilistic approach 及 deterministic approach），均應符合
規定之 RAMS 要求。
(15) 失效（Failure）
：與系統特定的性能有差異的偏差，失效是系統故
障或錯誤的結果。
(16) 故障（Fault）
：系統之錯誤或失效所導致的不正常情況，故障可能
是隨機的或有系統性的。
(17) 故障迴避（Fault Avoidance）：當系統在設計和建構時，使用設計
手段以避免故障之產生。
(18) 容錯（Fault Tolerance）：系統內建的性能，在有限個硬體或軟體
錯誤發生時，仍能持續地提供正確的特定服務。
(19) 韌體（Firmware）：有次序的指令集和關聯的資料儲存在獨立功能
的主記憶體內，通常是以 ROM 的方式為之。
(20) 系統生命週期（System Lifecycle）：於系統概念階段至系統停用或
廢棄期間發生的活動，有關詳細之階段定義，請詳見 IEC 62278(EN
50126)。
(21) 線上可替換單元（Line Replaceable Unit, LRU）：係指系統內部
可以偵測出已經故障的線上可替換之單元，可依照維修程序於安裝
地點以一般手持工具進行更換。
(22) 最低層可替換單元（Lowest Line Replaceable Unit, LLRU）：係
指線上更換單元內部可以偵測出已經故障的最低層之單元，並且可
於維修工場內，依照故障檢查維修程及立約商提供之測試診斷設備
及特殊工具予以更換。
(23) 正線（Main Line）：指經常作為列車在站通過或到開及行駛兩站間
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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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平均故障間隔時間（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MTBF）：單一
系統（或同型設備/單元）正常運作時間之總和（T）除以發生關聯
性故障之總次數（n），亦即 MTBF＝T/n。
備註：在規定之設計及環境容許範圍內，依據原製造廠之手冊進行
操作、維修或測試，所發生之故障稱為關聯性故障。
(25) 平均修復時間（Mean Time To Repair, MTTR）：在固定的時間區間
內，單一系統（或同型設備/單元）排除故障所需之校正維修時間
的總和（Tcm）除以發生關聯性故障之總次數（n）
，亦即 MTTR＝Tcm/n。
(26) 產品（Product）
：元件與單元的聚集、交互連接以形成系統、子系
統或設備項目，以符合特定需求之方式。產品可以視為包含軟體或
硬體（含相關文件）之全部元件與單元。
(27) 可程式邏輯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固
態的控制系統，具有使用者可程式的記憶體以儲存指令，用以實行
特定功能。
(28) 可靠性（Reliability）
：在已確定外在資源的條件下，及在設定的
瞬間或時程內，滿足所指定功能之項目的能力。
(29) 危險（Risk）：特定風險事件之結果，和其發生之頻率或概率之結
合。
(30) 安全性（Safety）：從不可接受的危險程度中解除。
(31) 攸關安全的軟體（Safety-Related Software）：負責維持安全的軟
體。
(32) 軟體（Software）：智慧性的創作品包含程式、程序、規則，以及
任何附屬於系統之運作的相關文件。
備註：軟體與用來傳輸的媒介無關。
(33) 軟體維護（Software Maintenance）：在軟體被最終使用者接受之
後，所實施的行為或行為組合。其目標在於改進、增加及/或改正
軟體的功能性。
(34) 軟 體 安 全 完 整 性 等 級 （ Software Safety Integrity Level,
SWSIL）：指執行攸關安全功能之軟體所需的整體安全數值，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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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必需的技術和估測，以減少剩餘的軟體故障到適當的程度，數
值愈大表示整體安全愈高。
(35) 安全完整性等級（Safety Integrity Level, SIL）：指配置攸關安
全功能之系統所需的整體安全數值，數值愈大表示整體安全愈高。
(36) 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於合乎規
定之場所，由合格人員採用固定的方法、順序及工具執行相同的工
作，以確保每一次工作的成果與品質都符合預期的規定。
(37) 列車資訊系統(Train Information System, TIS)：CTC 系統之子系
統，向車站傳遞行駛於路線上之列車號碼及相關時刻的資訊，車站
之運務人員亦可依實際行車狀況進行修訂。
(38) 容許危害率（Tolerable Hazard Rate, THR）：單一設備或功能因
故障導致發生危險的容許機率。
(39) 可追蹤性（Traceability）：生命週期中，藉由所建立之文件或紀
錄，串聯兩個或多個產品（或活動）間之關係，特別是彼此具有前
/後順序或主/從關係。
(40) 單元（Unit）
：元件的聚集、交互連接以形成產品或設備之ㄧ部分，
以符合特定需求。單元可以視為軟體或硬體或兩者的結合體。
(41) 不斷電系統（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UPS）
：由蓄電池組、
充電機、變流器、旁通開關（by pass switch）及其它防護設施所
組成，當輸入端電源中斷時，仍能依靠電池組提供穩定的交流電
源，以確保輸出端的電源供應品質。
(42) 系統生命週期（Life Cycle）：自啟用後，在規定之設計及環境容
許範圍內，且無外力或外部因素影響之情事，依據原製造廠之手冊
進行操作、維修或測試，直至停用/拆除/報廢之日為止。
(43) 認證（Validation）：藉由分析和測試的行動，證明產品符合所有
指定的需求。
(44) 驗證（Verification）：藉由分析和測試的行動，以決定生命週期
之每一階段的產出，滿足前一階段的需求。
(45) 保安（Vital）：參照「故障安全（Fail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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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文件
下表僅作為送審文件管制之用，所有提送文件之種類、數量與細節仍應
依照投標須知、契約及規範之規定辦理。

投標時送審文件
項次

文件類別

契約/規範(條款)

提送時間

1

規範確認書

各章節
(參照規範確認書格式)

投標時

2

電子聯鎖系統使用實績證明

投標須知

投標時

3

指定備品及工具

9

投標時

4

建議備品

9.2

投標時

規範確認書格式(範例)
規範

投標廠商文件

規範條文及內容摘要

廠商說明

1.適用於交流 25Kv/60Hz 電化區間 適用

符合/不符合
頁碼
P3

符合

使用之電子聯鎖。

決標後送審文件
項次
文件類別

契約/規範(條款)

提送時間

1

計畫性管理類文件：

1-1
1-2

品質管理計畫(包括硬體及 無
軟體工程)
無
整體施工計畫

簽約日+40 日

1-3

分項施工計畫

無

各分項施工前

1-4

測試計畫

8.1.1 及 11.1.2(2)

設備安裝前 15 日

1-5

系統切換計畫

8.4

系統切換前 90 日

2

系統保證文件：

2-1

系統 RAM 計畫

6.3.2

開工日+60 日

2-2

系統安全計畫

6.3.3

開工日+60 日

2-3

RAM 配當報告

6.3.2

設計階段

2-4

失效模式、影響與關鍵性分
6.3.2
析報告

設計階段

2-5

RAM 預估報告

6.3.2

設計階段

2-6

RAM 展現計畫

6.3.2

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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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RAM 展現報告

2-8

危害分析報告與危害登記冊 6.3.3

設計、施工、測試與營
運等階段

2-9

設計安全研究

6.3.3

設計階段

2-10

設計安全證明文件

6.3.3

設計階段

2-11

工程安全驗證計畫

6.3.3

設計階段

2-12

工程安全驗證報告

6.3.3

測試階段

2-13

營運安全證明文件

6.3.3

測試階段

6-1

系統出廠模擬試驗報告

無

設備出廠前

6-2

現場分項測試報告

無

設備安裝測試後+7 日

6-3

系統整合測試報告

無

系統測試後+7 日

6-4

系統切換紀錄

無

系統切換後+7 日

7

訓練文件

7-1

訓練計畫

10

訓練前 30 日

7-2

訓練教材與講義(含電子檔) 10

訓練前 15 日

7-3

訓練過程錄影光碟

10

訓練結束+30 日

7-4

訓練成效報告

10

訓練結束+30 日

8

其它文件

8-1

拆收設備移交清冊
無
(拆收前應先辦理財產減損
程序)

設備點交日

8-2

國外設備輸入之相關文件

無

設備運交前

8-3

製造標準

無

依規範規定

8-4

竣工文件

無

竣工前 7 日

8-5

驗收文件

無

驗收前 30 日

8-6

驗證與認證管理計畫

6.4

開工日+60 日

6.4

依驗證與認證管理計畫
之規劃，於各階段提送兩
次報告，第一份報告應於
前一階段結束前提送，第
二份報告於該階段結束
前提送

8-7

驗證與認證報告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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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 站傳送裝置-電子聯動裝置間串列(SERIAL)通訊規格及
DT960 傳送裝置之主機介面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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