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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目：
鍋爐使用保養與維護

講師：楊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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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鍋爐係以產生蒸汽或熱水供給它用為目的之危險性設備，其

廣泛使用於各種產業，為重要設備之一。若鍋爐使用不當會有爆
炸的危險，此情況經常在媒體上有所報導。為確保鍋爐之安全，
我國政府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訂定相關行政法規(如鍋爐及壓
力容器安全規則、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等)，以資管理。
目前各國民中小學普遍設有營養午餐，而供應午餐的廚房必

設有鍋爐，以便產生蒸汽供給壓力鍋之蒸、炒使用，故相關人員
對於鍋爐的使用保養與維護有必要做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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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是什麼？長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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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規上，鍋爐的定義
一、本規則所稱鍋爐，分為下列二種：

1.蒸汽鍋爐：指以火焰、燃燒氣體、其他高溫氣體或以電熱加熱
於水或熱媒，使發生超過大氣壓之壓力蒸汽，供給他用之裝置
及其附屬過熱器與節煤器。

2.熱水鍋爐：指以火焰、燃燒氣體、其他高溫氣體或以電熱加熱
於有壓力之水或熱媒，供給他用之裝置。(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2條)

台中發電廠
發電鍋爐

洗衣店的
電熱鍋爐

蒸汽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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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規則所稱小型鍋爐，指鍋爐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
1…….
6.最高使用壓力在10kgf/cm2（1MPa）以下，(不包括具有內徑超
過150mm之圓筒形集管器，或剖面積超過177cm2之方形集管器
之多管式貫流鍋爐)，且傳熱面積在10m2以下之貫流鍋爐(具有
汽水分離器者，限其汽水分離器之內徑在300mm以下，且其內
容積在0.07m3以下)。(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3條)

這是使用量最多的小型
鍋爐定義，其相關的操
作及檢查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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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規則適用於下列容量之鍋爐：
(1)最高使用壓力(表壓力，以下同) 超過1kgf/cm2，或傳熱面積
超過1m2，或胴體內徑超過300mm，長度超過600mm之蒸
汽鍋爐。

(2)…
(4)鍋爐中屬貫流式者，其最高使用壓力超過10kgf/cm2 (包括具
有內徑超過150mm之圓筒形集管器，或剖面積超過177cm2

之方形集管器之多管式貫流鍋爐) ，或其傳熱面積超過10m2

者 (包括具有汽水分離器者，其汽水分離器之內徑超過
300mm，或其內容積超過0.07m3者) 。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4條)

這是要由政府列管檢
查之鍋爐，從製造開
始到每年的檢查，都
由政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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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是由那些部件組成？
鍋爐係由鍋爐本體、爐、附屬裝置及附屬品等組成。
1. 鍋爐本體：包括胴體或汽（水）鼓或上（下）集管器及多數小口
徑管等。

2. 爐：係由燃燒裝置及燃燒室組成，為燃料燃燒發熱之部位。
3.附屬裝置及附屬品：包含了(1)給水裝置 (2)供汽裝置 (3)燃燒裝置

(4)自動控制裝置(5)通風裝置(6)沖放裝置 (7)水處理裝置以及
(8)壓力表、水位計、溫度計、安全閥等

集管器

水
管
水管

燃燒室

燃燒機

水位計

給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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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鍋爐構造剖視例

小型貫流鍋爐剖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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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設備(鍋爐)構造剖視例

臥型爐筒煙管式鍋爐剖視圖



鍋爐操作技能
鍋爐操作包含了下列五大項

(一)鍋爐啟用前之檢點
（1）鍋爐本體
（2）鍋爐附屬品及附屬裝置

(二)起動（點火）
點火前應先實施前排淨

(三)升壓
（1）指示裝置及各接頭檢點
（2）安全閥及沖放裝置測試

(四)運轉操作
（1）送汽
（2）燃燒狀況檢點

(五)停止運轉
檢點燃料有無切斷，實施爐內排淨 10



(一)鍋爐啟用前之檢點
1、鍋爐本體及鍋爐室等之檢點

（1）鍋爐本體

a.基礎及結構有無異狀 (腐蝕、變形、龜裂等)，螺栓有無鬆脫。

b.保溫、耐火材料等有無破損，保溫鐵皮有無腐蝕。

c.各孔、蓋等有無異狀

d.空氣閥是否打開

e.燃燒室有無異狀

（2）鍋爐室及其他

a.通道等有無阻礙物

b.鍋爐室內有無不必要之引火性物質

c.鍋爐合格證有無在使用有效期間內

2、附屬品及附屬裝置之檢點

（1）給水系統 11



a.給水槽儲水量是否正常

b.開啟給水管路應開之閥，檢查有無洩漏，檢查給水管路有
無異狀。

c.給水泵狀況是否正常

d.開啟水處理設備應開之閥，檢查水處理情形是否正常。

（2）水位計

a.玻璃是否清晰，各閥之開閉是否正常。

b.二套水位計之水位是否相同

c.鍋爐水位是否正常

d.測試水位計是否暢通，有無阻塞。

（3）燃料系統

a.儲油槽、日用油槽之液位是否正常。

b.開啟供油管路應開之閥，檢查有無洩漏，管路是否正常。

c.排放油加熱器內之水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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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設定油加熱器之溫度（含儲油槽及日用油槽）

e.檢查點火用瓦斯狀況

（4）燃燒裝置

a.檢查燃燒器之結構有無異狀，噴嘴有無油污或損傷。

b.檢查火星塞、火焰檢出器之狀況。

c.電路各接點、有關連結機構是否正常。

（5）通風裝置

a.節氣閘門開閉情形是否正常

b.通風機轉動情形是否正常

（6）蒸汽輸送系統

a.關閉主蒸汽閥

b.打開冷凝水排洩閥

（7）安全裝置

a.安全閥狀況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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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爆發門狀況是否正常

c.低水位警報器是否正常

（8）沖放裝置

a.沖放閥之開閉是否圓滑，有無洩漏。

（9）壓力錶

 a.玻璃是否清晰，有無破損。

 b.指針是否歸零

（10）排氣溫度計

 a.溫度計表面是否清晰

 b.指示是否在室溫位置

(二)起動（手動點火時）
1、點火操作

（1）點火準備要領

a.操作盤各按鈕開關切入準備點火位置 14



b.實施爐內排淨，確認節氣閥開度及排淨時間是否適宜。

c.確認燃油溫度與燃油壓力

（2）點火

a.低燃燒位置瓦斯點火並確認

b.適當時間內燃燒器點火並確認

(三) 升壓
（1）燃燒控制及監視

a.在達到常用壓力之前維持低燃燒

b.檢點壓力錶，監視壓力變動情形。

c.檢視燃油壓力，監視爐內火焰及煙囪排煙狀況。

（2）關閉空氣閥

a.當蒸汽產生後，至鍋爐內部之空氣完全被放出後

(約1kgf/cm2)，將空氣閥關閉。

（3）水位計之檢測 15



a.水側連接管之沖放

(a)關閉蒸汽旋塞

(b)打開排水旋塞

(c)關閉排水旋塞

(d)打開蒸汽旋塞

b.蒸汽側連接管之沖放

(a)關閉水側旋塞

(b)打開排水旋塞

(c)關閉排水旋塞

(d)打開水側旋塞

（4）各接頭之檢視

a.對各閥類、孔等實施檢視。

（5）沖放裝置之操作

a.先開「快開閥」再開「慢開閥」
16



b.先關「慢開閥」再關「快開閥」

c.沖放時要注意水位下降情形

（6）安全閥之試驗(每月自動檢查時實施)

a.在到達安全閥設定壓力之75％時，實施手拉試驗。

b.在手拉試驗時，不可靠近安全閥吹洩管側。

(四)運轉操作
（1）供汽

a.打開凝結水排洩閥

b.微開主蒸汽閥實施暖管

c.關閉凝結水排洩閥

d.徐徐全開主蒸汽閥

（2）監視與調整

a.監視壓力及鍋爐水位變動情形

b.調整給水槽及供油槽之液位
17



c.監視爐內燃燒及排煙狀況，並調整燃燒。

d.檢查各閥類、孔蓋等，是否有洩漏。

（3）將運轉時之日期、天候及儀錶計器數據記載於紀錄表上

(五)停止運轉
（1）降低燃燒負荷

（2）停止燃燒器之運轉

（3）實施爐內排淨後再停止通風機運轉

（4）關閉主蒸汽閥

（5）補充給水至適當水位

（6）關閉給水及燃料各閥，檢查有無洩漏。

（7）當壓力下降至1.0kgf/cm2以下時打開空氣閥

（8）操作盤上各按鈕開關應放停用狀態

（9）鍋爐房整理整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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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之相關安全檢查及安全管理措施為何？
(鍋爐的相關人員要知道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一)設備及人員資格 (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14~15條)

(二)鍋爐及鍋爐房設計 (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8~13條)

(三)操作運轉 (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16條)

(四)自動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2條,第34條 ,第80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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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備及人員資格

1.鍋爐之操作管理，應設置專任操作人員，於鍋爐運轉中不得
使其從事與鍋爐操作無關之工作。

1-1.鍋爐操作人員應經相當等級以上之鍋爐操作人員訓練合格或
鍋爐操作技能檢定合格。

2.同一作業場所或同一機組設置之鍋爐，其操作人員如有二人
以上者，雇主應指定一人為主管，擔任指揮、監督鍋爐操作
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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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鍋爐及鍋爐房設計

鍋爐房或鍋爐設置場所，應依左列規定管理：
1.應將鍋爐安裝於專用建築物內或安裝於建築物內以障壁分隔
之場所（以下稱為「鍋爐房」）。

2.應於鍋爐房設置二個以上之出入口。但無礙鍋爐操作人員緊
急避難者，不在此限。

3.鍋爐最頂端至鍋爐房頂部之天花板、樑、配管或其他鍋爐上
方構造物等，應維持1.2m以上之淨距。

4.豎型鍋爐或鍋爐本體外側未加被覆物者，其外壁至牆壁、配
管或其他鍋爐側方構造物等之間，應維持45cm以上之淨距。

5.鍋爐、煙道或鍋爐附設之金屬製煙囪，如未裝設非金屬不燃
性材料被覆物厚度達10cm以上者，其外側15cm內，不得堆
置可燃性物料。

6.鍋爐房或鍋爐設置場所儲存燃料時，除固體燃料應距離鍋爐
外側1.2m以上外，其他燃料應保持2m以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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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運轉

雇主應使鍋爐操作人員實施下列事項：
1.監視壓力、水位、燃燒狀態等運轉動態。
2.避免發生急劇負荷變動之現象。
3.防止壓力上升超過最高使用壓力。
4.保持壓力表、安全閥及其他安全裝置之機能正常。
5.每日檢點水位測定裝置之機能一次以上。
6.確保鍋爐水質，適時化驗鍋爐用水，並適當實施沖放鍋爐水，
防止鍋爐水之濃縮。

7.保持給水裝置機能正常。
8.檢點及適當調整低水位燃燒遮斷裝置、火焰檢出裝置及其他自
動控制裝置，以保持機能正常。

9.發現鍋爐有異狀時，應即採取必要措施。
置有鍋爐作業主管者，雇主應使其指揮、監督操作人員實施前
項規定。
第一項業務執行紀錄及簽認表單，應保存三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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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動(定期)檢查 (分每月及每年)

A.對鍋爐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1.鍋爐本體有無損傷。
2.燃燒裝置：
(1)油加熱器及燃料輸送裝置有無損傷。
(2)噴燃器有無損傷及污髒。 (3)過濾器有無堵塞或損傷。
(4)燃燒器瓷質部及爐壁有無污髒及損傷。
(5) (6)煙道有無洩漏、損傷及風壓異常。
3.自動控制裝置：
(1)自動起動停止裝置、火焰檢出裝置、燃料切斷裝置、水位調
節裝置、壓力調節裝置機能有無異常。

(2)電氣配線端子有無異常。
4.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1)給水裝置有無損傷及作動狀態。
(2)蒸汽管及停止閥有無損傷及保溫狀態。
(3)空氣預熱器有無損傷。
(4)水處理裝置機能有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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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對小型鍋爐應每年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1.鍋爐本體有無損傷。
2.燃燒裝置有無異常。
3.自動控制裝置有無異常。
4.附屬裝置及附屬品性能是否正常。
5.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C.依規定實施之定期檢查應就下列事項記錄，並保存3年：
1.檢查年月日。
2.檢查方法。
3.檢查部分。
4.檢查結果。
5.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鍋爐常見之故障現象

運轉操作之故障現象、故障原因及處裡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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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遮斷故障現象、故障原因及處裡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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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水管管接頭洩漏

鍋爐運轉後之損壞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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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流式鍋爐局部過熱造成集管器破裂

鍋爐運轉後之損壞案例2

（取自日本ボイラ協会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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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的規格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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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規格需求說明書範例 (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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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