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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台台門門系系統統絕絕緣緣與與接接地地之之探探討討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處副總工程司 電機技師/冷凍空調技師 林逸羣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處   副工程司 陳世平 

 

1、前言 

月台屏蔽門(Platform Screen Doors，PSD)簡稱月台門，具有防止蓄意跳軌、物件掉落及避免乘客在候

車時不慎跌入或被擠入軌道層造成的傷亡，型式大致分為全罩式月台門(Platform Screen Doors，PSD or 

Platform Edge Doors，PED)及半高式月台門(Platform Gate Doors，PGD)兩種，另全罩式兼具防止月台冷氣

空調流失等優點，故目前被視為可提高乘客安全性及車站整體的節能效益。但國內外現代化的捷運系統，

裝設月台門的歷史尚短，累積經驗仍不足，由於，在月台門系統絕緣性能不良時，將會產生新的安全隱

憂，如感電、雜散電流腐蝕、干擾行車控制、跳火，甚至引燃周邊易燃物造成火災，嚴重危害車站安全，

本文將針對台灣與大陸相關規範及運轉經驗，針對月台門系統絕緣提出具體可行之改善措施與建議。 

2、月台門絕緣系統的組成 

2.1 絕緣系統的目標 

將月台門結構絕緣於月台邊緣，是確保月台門結構與軌道間等電位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絕緣，

不同電位間的持續電流會流過月台門結構，造成材料的電氣腐蝕等新的安全隱憂，等電位與絕緣系統架

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等電位與絕緣系統架構圖 

對此，國內台北市捷運工程局之「接地、連接和防蝕實作規定」即規定，從月台邊起 1m 處應以電阻

率 100MΩ-cm 以上材質，進行絕緣隔層施作，另由月台邊緣之 3m 內或月台門周圍 2m 內，不可安置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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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之金屬設備，且月台表面需用不易潮濕及污染之材質。換言之，月台及相關設備的設計，須能使乘

客上下車時，不會因接觸到列車與大地，而造成感電傷害。此外，台北捷運新蘆線及後續路網與台北高

運量初期路網不同，系統於設計之初即將月台門之配置納入基本規範中，因此，對於有關「避免人員感

應到接觸電位」之防範標的，已從「列車與大地接觸電壓問題」轉移至「月台門與大地接觸電壓問題」，

在此狀況下，月台門表面金屬部分之防感電處理至為重要。 

2.2 絕緣系統的構成 

月台門設備主要由門體結構、門機傳動系統、電源系統和控制系統等四大部分組成。其系統絕緣包

括:月台表面、月台門頂部連接件、底部支撐結構和端門與土建絕緣，以及相關部件間的絕緣。月台表面

絕緣層及月台門所有設備的對地絕緣值須大於 0.5MΩ。 

月台表面絕緣通常採用在公共區側距離月台門寬度不小於 1500mm 的地面區域內設置絕緣地板，其

絕緣做法是在月台裝修層下敷設絕緣層，或者直接將月台地面裝修層設置為絕緣層，且於此絕緣隔層範

圍內，不可安置任何接地之金屬設備。 

月台門系統的頂箱與連接件、門檻與支撐結構件透過安裝絕緣襯墊、絕緣套來保證絕緣性能達到規

定要求，月台門絕緣系統由下底部絕緣構件，底側部絕緣件，頂部絕緣件與絕緣地板，四部分組成，如

圖 2 所示，惟有保證月台門門體與土建結構絕緣，同時與軌道等電位連接，乘客於同時接觸月台門門體

和車體時，才是安全的。 

 

 

圖 2 月台門絕緣系統組成示意圖 

2.2.1 下底部絕緣構件 

下底部絕緣構件是月台絕緣系統最重要也是最難安裝及最容易損壞的部分，它既要滿足絕緣性能的

要求，又要承載整個門體的重量及用於定位，保證門體不侵入列車包絡線(即不與列車碰擦)，幾乎所有類

型的月台門都有下底部絕緣構件，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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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下底部絕緣構件示意圖 

下底部絕緣構件之絕緣要求完全依靠絕緣面來實現，其絕緣套和中、底部之絕緣墊片既要具備絕緣

性能又要有一定的強度，另須考量有可能長期處於潮濕的環境當中，如圖 4 所示。 

 

 

圖 4 絕緣面結構示意圖 

該部分材料一般採用複合材料，目前仍未有足夠數據表明某種材料為經久耐用，只能採取定期更換

的方式來保證絕緣。由於車站可維修的時間短及絕緣件數量多，另底部絕緣構件較為脆弱，絕緣值易受

安裝品質、工序、操作環境等因素影響致維護成本較高。 

2.2.2 底側部絕緣件 

地磚為月台裝修層的最後一層，因必須與月台門門檻平齊，故在工序上必須待月台門門檻高度調整

完畢後方能施作，底側部絕緣件主要是用於收邊，即填補月台門與月台之間的 l 條長約 141m 的縫隙，該

縫隙寬度一般不超過 1cm，底側部絕緣件由絕緣材質與密封膠組成，絕緣材質是嵌入在門體與月台結構體

之間的 l 根長條形的絕緣材質(絕緣值同樣需達 1×1014Ω-m 以上)，嵌入後其上端與月台標高平齊，之後在

其頂端打 1 條密封膠收口，如圖 5 所示。 

底側部絕緣件門檻段常受到乘客踩踏經常損壞，特別是女性乘客的高跟鞋，使用一段時間後需要進

行修整，包括更換被踩裂的絕緣材質及重新打膠；如不修整，設備防護等級會下降，遇雨或地板之清潔

用水影響絕緣性能甚劇。材料型式選擇方面，絕緣材質由於受到頻繁踩踏，本身必須緻密堅硬且絕緣性

能良好，因密封膠只符合絕緣性能的要求，目前市面上沒有合適產品，多用外牆防水密封膠替代，日後

須注意該部分之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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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月台門底側部絕緣件示意圖 

2.2.3 頂部絕緣構件 

如圖 6 所示，頂部絕緣構件可採用絕緣礙子、絕緣板，與底部絕緣構件相比較為可靠，因不承重，

安裝條件較好，空間大，施工順序不交錯，施工環境好，不受水及乘客的影響因素小，故絕緣性能較為

穩定，圖 7 所示為月台門與天花板間介面放大詳圖，為保持月台門本體對地絕緣，天花板與月台門需保

持 20mm 間隙並以絕緣填縫料填縫(絕緣值需達 1×1014Ω-m 以上)。 

 

圖 6 月台門上部介面剖面圖 

 

圖 7 月台門與天花板間介面放大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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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絕緣地板 

絕緣地板由於需要兼顧美觀，往往採用複合材料，在材料選取上要注意耐燃等級，施工過程中須注

意妥善處理月台上的地板落水頭、引導箭頭、月台板伸縮縫，以免形成絕緣上忽略之區域，如圖 8 所示。

月台板下積水同樣也會對絕緣地板造成侵害造成地板鼓起、破裂，一旦出現問題須及時處理避免發生危

害。 

 

圖 8 地坪內部埋設絕緣膜構造示意圖 

2.3 目前月台絕緣層現狀及技術分析 

月台絕緣是依月台門絕緣要求而設置，目前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2.3.1 黏貼橡膠絕緣膜 

在月台結構粉刷層上直接鋪設橡膠絕緣膜，並再於其上施作水泥砂漿層後鋪貼石材；大陸之廣州軌

道交通早期線路、深圳軌道交通、天津軌道交通及目前國內捷運車站大都採用此種方式，效果並不理想，

施作方式如圖 9、圖 10 所示。 

研究發現，在月台結構粉刷層上鋪設橡膠絕緣膜後再鋪貼石材方式，其絕緣效果並不理想，因為採

用防水的概念進行防電流洩漏。防水與防電流洩漏之間有本質上的區別，防水是防水分子洩漏，絕緣是

防電子、離子的運動。月台面石材下的水泥砂漿中 Ca(OH)、矽酸鹽等成分是導電體，水泥砂漿本身吸濕，

其下面是絕緣膜，絕緣膜上下都是水泥砂漿，洩漏電流沿水泥砂漿層擴散，由於上、下部接觸面積大，

電流洩漏路徑多，最終導致絕緣電阻值很小，另橡膠絕緣膜之間及橡膠絕緣膜與砂漿之間不能保證完全

密合，因此月台石材下面的絕緣結構缺陷很多，絕緣電阻值檢測一般達不到要求，即使達到要求，也是

勉強達到 0.5MΩ，稍微受潮絕緣電阻值即急劇下降。 

在月台結構墊層上鋪設橡膠絕緣膜，經過大陸軌道交通及國內目前捷運的實際使用證明，該方案只

是理論上有絕緣效果，由於材料選擇、施工方法和施工技術等一系列原因，很難保證月台絕緣區域達到

絕緣要求，目前，該方案已漸漸不被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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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高雄捷運設計案例 

 

圖 10 台中捷運/台北環狀線設計案例 

2.3.2 直接在月台面黏貼橡膠絕緣板 

在月台黏貼橡膠地板(防火等級為 B 級)實現月台區域絕緣。橡膠地板直接黏貼在與乘客接觸的月台表

面，受環境溫度的影響小，只要保持表面清潔乾燥，絕緣效果明顯。但存在建築消防設計規範要求地下

公共建築的表面裝飾材料必須達到防火 A 級，而橡膠地板的防火等級最高是 B 級，如果一旦車站發生火

災，橡膠地板會遇火燃燒，釋放出有毒煙霧，將給運營安全帶來極大危害。另橡膠地板與非絕緣區域的

裝飾石材存在色差、材質軟硬的差別，影響整個車站的裝修效果；此外，橡膠地板的壽命比石材短，需

要後期營運期間定期更換，增加營運成本；大陸之廣州軌道交通、南京軌道交通等採用此方式，絕緣效

果好，但與防火規範相悖，構造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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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地坪表面鋪設絕緣橡膠地板構造示意圖 

2.3.3 直接在月台結構粉刷層上塗裝高分子絕緣塗料 

直接在月台結構粉刷層上塗布高分子絕緣塗料，其優點是其與上下層水泥砂漿密合牢靠，整體性好，

但其絕緣結構與於結構粉刷層上黏貼橡膠絕緣膜一樣，效果並不理想；大陸之北京軌道交通地鐵 5 號線、

深圳軌道交通地鐵 3 號線採用這種方式。 

綜上所述，需要研發一種有效、簡捷的月台絕緣技術，以滿足軌道月台安全要求。 

2.4 絕緣處理中的常見問題 

從目前國內外月台門的安裝與使用情況來看，月台門體設備與月台土建結構的絕緣處理，始終是個

困擾施工與使用單位的問題，迄今尚沒有良好的解決方案，常見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4.1 安裝過程中的問題 

月台門設備的底部與土建之間存在相當多的施工介面，頂部更是與月台結構、風管、保溫材料、乘

客資訊系統、方向指示牌等存在連接或接觸的可能。在安裝過程中，只要有任何外部設備或材料與其搭

接，甚至門檻下未清理徹底的混凝土碎料和垃圾，均可能造成整側的月台門絕緣不良；由於接觸點多，

各單元之間又互相連接，因此出現絕緣問題後，很難找出缺失之處，往往帶來重工，不但延誤工期，而

且影響品質。 

目前，月台門廠商基本上採用在門體結構頂部與結構梁之連接件、底部與月台板連接件中加入絕緣

墊片和絕緣襯套的形式來確保門體與土建結構的絕緣，絕緣襯套基本為矽樹脂玻璃層壓布板或聚對苯二

甲酸丁二醇脂加工而成，絕緣墊片的基本材料為聚酯薄膜，以上絕緣材料的電擊穿強度為 2.3kV/mm，絕

緣電阻為 1×1014Ω-m。這些絕緣材料在清潔、乾燥的環境下都是很好的絕緣材料，但在地下及高架車站的

環境下很難保證絕緣效果，這是由於車站的環境溫、濕度變化非常大，灰塵多，凝結在絕緣套、絕緣墊

片表面的濕氣、灰塵與被絕緣隔離開的金屬構件表面的濕氣、灰塵連成一片使得絕緣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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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使用維護中的問題 

由於月台門設備的使用環境較差，尤其是高架與地面車站，設備長期處於日曬雨淋與塵土飛揚中，

月台的灰塵與沖洗時的積水進入門檻等門機結構，都會影響絕緣性能。因此設備安裝使用不久後，絕緣

性能就可能呈現出較明顯的下降趨勢。 

3、月台門與鋼軌進行等電位連接的原因 

3.1 等電位系統主要實現以下2點目標： 

(1) 為保證足夠的強度，月台門立柱和門框均為金屬材質(大部分地鐵/捷運路線月台門的外露金屬材料採

用不銹鋼及鋁合金)，列車車體外露材質也類似，月台門與鋼軌進行等電位連接，主要是為了避免因

軌道電位升高、月台門電氣回路故障等原因，導致鋼軌與月台門金屬框架間出現電位差，而使上下車

的乘客觸電；雖然乘客皮膚同時接觸月台門和車輛金屬裸露部分的概率很低，但作為安全隱患，仍需

高度重視。 

(2) 萬一出現架空線接觸事故(架空線觸碰到月台門結構)，觸碰點與接軌點之間的低等電位電阻引起之高

短路電流，可迅速觸發牽引電力之斷路器跳脫。 

3.2 等電位系統存在的問題 

在進行等電位連接情況下，而月台絕緣不良(月台絕緣下降到一定程度時)將會引發以下問題： 

3.2.1 號誌系統「紅光帶」問題 

正常情況下，當軌道被列車佔用時，採用軌道電路的號誌系統會將該段軌道電路在控制顯示終端顯

示為「紅色」，以表示該段軌道被「佔用」，由於等電位連接後軌道與月台連為一體，如果月台絕緣無

法滿足軌道電路對地的絕緣要求，該段軌道即使在沒有列車佔用的情況下也會因洩漏電流之影響顯示為

「紅色」，造成對行車控制系統的干擾。 

3.2.2 雜散電流腐蝕問題 

如果月台絕緣系統不良時將軌道以等電位連接，相當於人為製造了一個雜散電流通路，供電線上的

電流會有很大一部分透過這個路徑引入到車站金屬結構中，造成對金屬部件的腐蝕，不僅增加營運電費

成本，還會加快車站主體結構鋼筋的電化腐蝕，導致車站的主體土建結構強度降低，危害十分巨大。 

3.2.3 月台上金屬連接部件會出現「跳火」現象 

月台絕緣不良，因鋼軌上的雜散電流透過等電位連接線被引入月台，將在月台金屬連接部件出現跳

火的現象，月台門之上蓋板與天花吊頂、通風風管靠近處、月台門端門與裝修牆面處，經常會發生「跳

火」現象，可能導致月台上方如天花板燈具、管線及建築裝潢材料等設備燒毀，因跳火點無法預測，在

實際操作中，只能等到出現問題的時候，再採取補救措施。因絕緣值無法保證，跳火現象是月台門系統

絕緣處理方案中必須解決的一大難題，造成設備、人身與消防安全極大的隱憂。 

3.2.4 電氣迴路燒毀 

因故障造成鋼軌電位驟升，導致月台門設備電源迴路、控制迴路或監控迴路等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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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雷擊造成損壞 

因雷擊打到軌道區，造成軌道電位驟升，月台門設備本身因突波或耐壓防護不足燒毀。 

上述現象在採用等電位連接的各條營運路線上是個普遍的現象，在營運路線投入使用後，絕緣不良

是個共通性的問題，至今似乎也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 

4、解決方式探討 

4.1 儘量避免相關工程界面干擾 

在月台門結構設計上，端門的絕緣系統與正線月台門的絕緣系統應完全獨立，這是因為端門與其他

專業的施工界面較多，如圖 12 所示，施工位置條件較差，出現絕緣強度不符合標準的可能性比較大，將

端門的絕緣系統與正線月台門的絕緣系統完全獨立的結構，可以避免發生端門絕緣強度不合格而影響正

線月台門絕緣之強度。目前，多數月台門廠商採用此設計，除此之外尚需考量月台門系統與土建結構的

安裝預留界面。 

 

圖 12 月台門土建界面示意圖（月台頭、尾端） 

4.1.1 對下部結構(月台板) 預留要求 

由於要考慮絕緣和安裝門檻等需要，一般須於安裝月台門系統之有效月台長度範圍內，月台板邊緣

預留安裝槽(一般預留 300mm~400mm(寬)*150mm~250mm(深)的安裝槽)，如圖 13、圖 14、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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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月台邊緣凹槽配置圖 

 

圖 14 預埋槽鋼側視圖(平行於月台方向觀看) 

 

圖 15 預埋槽鋼正視圖(垂直於月台方向觀看) 

4.1.2 對頂部土建結構或樑的預留要求 

由於月台門之立柱頂端透過鋼連接件與土建結構或樑連接，因此對於頂部土建結構或樑的位置等均

應 要 求 ， 需 考 量 月 台 門 安 裝 需 求 及 列 車 包 絡 線 ， 土 建 結 構 或 樑 底 部 到 月 台 裝 修 完 成 面 的 高 度 為

3100~3600mm，主要是考慮到頂部裝修完成後能遮擋住月台門立柱頂端之連接件，保持美觀及考慮土建

結構或樑高度，對門體的變形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 42 －

電機技師雜誌 
2015/8 172期 

土建結構或樑之中心線到月台邊緣線約為 170±30mm ，主要是考慮列車包絡線的要求以及確保能儘

量選擇較小之連接件;土建結構或樑厚約 200~250mm，頂部土建結構或樑的厚度與月台門的安裝有結構強

度之需求，因此建議將頂部土建結構或樑的厚度設置在 200~250mm，如圖 16 所示。 

 

圖 16 月台門土建界面示意圖 

4.1.3 合理的絕緣結構設計 

月台絕緣之絕緣結構設計其合理性是保證絕緣效果的基礎，絕緣材料只是絕緣結構的要素之一，現

行方案中雖使用絕緣電阻率很高的材料，但絕緣電阻實測值卻很低，就是因為絕緣結構設計上因上、下

部接觸面積過大之缺陷所造成。例如橡膠絕緣膜之絕緣電阻很高，但由於其上、下各有一水泥砂漿層，

而造成月台石材面之絕緣電阻實測值很低的實際情形，故於絕緣結構之設計上如何降低上、下部之接觸

面積是一首要目標，目前本處經與台灣世曦顧問研究，以類似屋頂隔熱五腳磚之預鑄式水泥塊上，鋪設

絕緣地磚單元(配合模矩約 2M×2.4M)，直接鋪設於月台絕緣區域結構層上方，可大幅降低上、下部接觸

面積。預鑄式單元間以預先黏著於結構體之絕緣橡膠條及橡膠墊塊，與四周區隔形成整體絕緣之效果，

如圖 17 所示。 

 

圖 17 新型絕緣結構設計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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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後續良好月台門之維護保養 

確實做好月台門的維護保養工作，減少周邊設施的維護保養頻率；妥善處理好施工界面，是保證月

台門系統與相關專業施工得以順利進行及達成預期工期目標，尤其要注意月台地面的清潔工作對月台門

絕緣的影響。 

4.3 不進行等電位聯結的可行性 

目前沒有安裝月台門的既有路線車站也在準備加裝月台門。但如何解決月台絕緣下降及月台門與鋼

軌是否應該進行等電位連接與是否需要絕緣安裝、月台側是否需要設置絕緣地板或絕緣層等問題，一直

是個爭論的焦點。月台進行絕緣處理不僅施工技術複雜、工期長、增加建設成本，而且受塵土、潮濕以

及車站之清潔工作等影響因素，不僅費時費力，而且絕緣效果無法保證，同時一旦絕緣下降並沒有很好

恢復的辦法。藉由目前國內月台門絕緣情況的現狀引出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即月台門與鋼軌間不進行

等電位連接是否可行。 

4.3.1 軌道電位升高 

人體出現觸電感覺是因為電流流過人體出現之電流效應，人體感知電流的容許值與人體的自身情況

(如人體皮膚的接觸電壓、接觸面積、接觸壓力、皮膚類型等)和環境溫、濕度，電流流過人體的時間、頻

率、波形及路徑等諸多因素有關。因為人體感知電流程度的不確定性，依日本電氣協會「低壓線路接地

保護指針」，人員可承受之漏電電壓為 50V，在潮溼場所為 25V，由相關學術分析結果顯示，軌道之轉

移電壓在 20~50V 左右。此外，根據相關文獻所分析及量測，軌道電位可能超過 100V 以上，此電壓可全

數轉移至月台門，其衍生之金屬接觸電壓經現場量測可達 60V，顯然平時運轉時人員若承受金屬接觸電

壓將有感電的風險，經過相關營運經驗探討，導致軌道電位瞬間升高可能的故障如下： 

(1) 架空線(或第三軌)對鋼軌、對地或架空地線發生短路故障。 

(2) 直流供電系統發生框架洩漏故障。 

(3) 牽引變電所整流變壓器二次側交流系統發生單相接地故障。 

4.3.2 正常情況下軌道電位的變化分析 

軌道電位高低和整流器位置、供電區段長度、負載分擔狀態、負載電流、回流線電阻、軌道電流及

鋼軌對地電阻等有關，鑒於施工介面複雜，絕緣控制面大，在實際工程中，很難保證門體之絕緣達到 0.5MΩ

的要求，惟為確保乘客的安全，建議可對乘客容易觸碰的區域，如滑動門門框、門兩邊的立柱包板、門

檻、門楣樑底板等相關金屬部分進行局部絕緣處理。 

月台門進行絕緣處理，可防止其絕緣失敗或劣化時，使人員有第二道防線的保護。不過，絕緣措施

往往受系統電氣特性及月台上的環境因素與複雜的動態變化所影響，可能難以長久全面維持良好的絕緣

性能，例如潮濕、淋雨積水、列車往來震動、落塵、清洗、設備安裝或其他臨時性的施工等，都可能造

成刮傷絕緣層、絕緣劣化甚至破壞擊穿，只要有一小部分絕緣不良或破壞就會影響整體的絕緣性能，產

生人員感電的風險。 

為避免乘客發生感電事件，因此須針對列車金屬門框、月台門金屬門框、附件扶手等局部做絕緣處

理，目前常用月台門設備之絕緣方式有以下幾種： 

(1) 陽極處理，大多為不銹鋼材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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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氟碳烤漆或塘瓷烤漆，大多為鋁合金材質使用。 

(3) 月台門設備金屬部位貼絕緣材料或進行覆膜絕緣處理。 

(4) 月台門設備直接採用絕緣材料製作。 

採用的絕緣技術可根據所在地區之環境、客流量等特點選擇不同的技術及參數值（如耐磨性、耐衝

擊性、耐濕熱性等）控制絕緣，目前國內外地鐵或捷運大多以第 1 及 2 項絕緣處理方式進行月台門設備

表面之絕緣處理，日本捷運較常採用第 3 項絕緣處理方式，而大陸地鐵這兩年來已採用第 4 項絕緣處理

方式，惟其成本較高，因此仍不普遍。第 1~3 項月台門設備表面絕緣處理方式缺點為長時間使用後仍有

可能因人為破壞或環境惡劣，導致邊角翹起、起泡、刮傷等問題，長期使用後必須定期進行補貼或重新

覆膜或塗漆，會有後期營運成本增加的問題。但若直接採用第 4 項月台門設備表面絕緣處理方式，以玻

璃纖維或玻璃纖維增強塑料(Fiber Reinforced Plastic，FRP)等絕緣材料直接製作月台門設備，其與不鏽鋼

及鋁合金材料相比其優點為抗拉強度高、輕巧、耐腐蝕、隔熱、抗老化及防水等，缺點為初期成本將大

增。 

綜上所述，月台門與鋼軌之間不進行等電位連接所擔心的電壓差問題，可以透過在月台門金屬框架

上進行絕緣處理的方式來解決。因此，月台門與鋼軌不進行等電位連接是可行的，但須注意以下兩點： 

(1) 軌道之供電系統須配置軌道電壓限制裝置： 

當供電區段有列車運行或系統發生短路故障時，因鋼軌作為牽引回流的迴路，鋼軌對地電位將浮升。

為防止鋼軌對地電位過高造成對人傷害，通常在每個車站都設有過電壓保護裝置或軌道電壓限制裝置 

(OVPD)。過電壓保護裝置(OVPD)的電壓檢測及接觸器主接點，均接於鋼軌(負極)和地之間，系統架構如

圖 18 所示，其設定值按人體耐受電壓-時間特性曲線進行設定，如圖 19 所示，當檢測電壓高於設定值時，

軌道電壓限制裝置動作，將鋼軌與地短路，使鋼軌與地等電位，進而保護車站旅客之人身安全。為同時

滿足直流牽引供電系統安全可靠運行和保護乘客安全的要求，須合理選擇 OVPD 的設備參數，國內捷運

之供電及月台門系統均設有 OVPD，但供電系統設定接觸電壓為 120V，而月台門系統設定接觸電壓為

60V，對此，供電及月台門系統是否需同時裝設 OVPD 仍有探討之必要性。 

 

圖 18 軌道電壓限制裝置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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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建議之鋼軌安全接觸電壓 

(2) 為避免架空線斷線後與月台門門體接觸產生之安全隱憂，月台門系統之月台設備及機房內設備須與車

站之接地系統連接，接地電阻值<1Ω。當月台門門機內部若發生驅動電源電壓洩漏至門體時，可透過

接地達到保護，同時月台門系統內保護裝置動作，使月台門系統退出運營處於待修狀態，月台門各單

元間以接地線連接，意即將同一側月台門金屬框架等電位相連，惟各單元之間須能靈活隔斷以方便測

試，如圖 20 所示。 

 

圖 20 月台門接地示意圖 

4.4 軌道電壓限制裝置之可程式控制 

當月台門門體系統整體絕緣未完全達到要求時，即需增加防護措施，過電壓保護裝置（OVPD）可監

控流通過接地開關的電流，當電流或開關投入時間達到設定值，OVPD 即自動復歸。復歸後，若軌道電位

仍超過標準時，OVPD 將再投入；但若 OVPD 在一定時間內連續投入超過設定次數，則 OVPD 將鎖定，

以確保人員安全。 

4.4.1 過電壓保護裝置（OVPD）之主要類型 

(1) 接觸器型：當檢測到軌地電位值高於設定值時，接觸器動作，將鋼軌與地短接，其動作時間約為 150

～200ms，其缺點為易誤動作且反應時間不夠迅速，且無法經由訊號控制其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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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閘流體接觸器組合型：閘流體接觸器組合型 OVPD，由閘流體及接觸器兩個主迴路構成。當檢測到軌

地電位值高於設定值時，閘流體快速導通，同時起動接觸器動作，將鋼軌與接地極短接，因此其動作

時間非常短(約為 3ms)，其優點為反應時間快且可經由控制器控制其閉合。 

4.4.2 閘流體接觸器型 OVPD 主要參數的選取 

(1) OVPD 承受短路電流最嚴重的情況是直流牽引供電系統發生框架洩漏故障或架空線與架空地線短路

時。當 OVPD 動作後，閘流體主迴路中通過的短路電流為整流機組提供的短路電流及相鄰牽引變電站

提供的短路電流之和。根據計算結果，對於不同容量的整流機組及牽引變電所間距，其電流值將有所

變化。因此在選取 OVPD 時，其承受短路電流的能力應能滿足最嚴重故障時的短路電流而不致損壞。 

(2) 閘流體承受的時間為當發生框架洩漏故障時，閘流體迴路導通，框架保護電流元件測出洩漏電流。從

啟動框架保護到交流側斷路器及直流斷路器全部跳脫的時間約為 120～170ms，而接觸器的動作時間

約為 150～200ms。因此，閘流體迴路承受短路電流的持續時間，應為 OVPD 閘流體迴路導通後一直

到接觸器迴路閉合的時間。 

4.4.3 過電壓保護裝置（OVPD）營運操作上存在之問題 

(1) OVPD 與電壓型框架保護裝置之間問題：框架保護裝置主要用於當直流設備正極對設備外殼發生短路

時，須使斷路器跳脫，快速切除故障，以使供電設備免遭損壞。它主要由電流、電壓測量元件組成，

電流測量元件一端接設備外殼，另一端接地，用於檢測設備外殼與地之間流過的故障電流；電壓測

量元件一端接設備外殼，另一端接於整流器負極(相當於接鋼軌)，用於測量設備外殼與整流器負極之

間的電壓，當測量到的電壓大於設定值時，電壓元件則在設定的時間內動作，使斷路器快速跳脫，

切除故障。 

電壓型框架保護和 OVPD 測量的幾乎是同一個電壓，亦即為鋼軌對地電壓。但鋼軌電位升有可能是

由於直流設備正極對設備外殼短路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於鋼軌電位升高所造成的，但電壓型框架

保護和 OVPD 無法區分鋼軌電位升高的原因，如果二者無差別的動作，可能造成混亂，且因電壓型

框架保護動作可能引起聯跳而擴大事故範圍，為保障供電系統安全，可考慮加大對二者電壓監測元

件設定值的級差，以保證 OVPD 先於電壓框架保護動作。如果是鋼軌電位升高引起的測量電壓升高，

因 OVPD 的動作消除了電位差，則電壓型框架保護不動作。只有在正極對設備外殼發生短路故障，

電位差不能消除時，才延時啟動框架洩漏保護電壓單元，執行跳脫操作。 

另因在捷運系統營運初期，因鋼軌對地絕緣較好，因此框架保護電流元件不動作，只有框架保護電

壓元件能反映直流設備正極與外殼之間的短路故障。但經過一段時間的運行之後，鋼軌對地絕緣性

能下降，絕緣劣化，發生直流設備正極與外殼之間的短路故障時框架保護電流元件能夠可靠動作，

並使斷路器跳脫。此時鋼軌與地之間的電位差值減小，當設定值過高時，框架保護的電壓元件並不

會動作，使得電壓框架保護失去了意義。 

(2) OVPD 為雜散電流提供路徑：目前捷運系統常遇到 OVPD 經常誤動作情形發生，把鋼軌(相當於牽引

所的負極) 直接接地，其後果是導致雜散電流通過地下結構鋼筋後再通過 OVPD 流回到負極，無疑

增大了雜散電流，無論對於結構鋼筋還是鋼軌都將導致電腐蝕加重，並且容易使雜散電流洩漏到大

地，這是非常不好的。捷運系統通常做了很多防護，就是為抑制雜散電流的外洩，防止地下其他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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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管道造成電腐蝕。而 OVPD 每次誤動作接地，將使這一防護系統破壞無疑，這並不是設置 OVPD

的初衷。 

(3) OVPD 容易出現燒毀現象：OVPD 是先於框架保護動作的，當直流設備正極與外殼之間短路時，OVPD

要承擔牽引電力所有的接地短路電流，尤其是在地下車站，接地短路電流足以使 OVPD 燒毀。為了

避免 OVPD 燒損現象發生，有的做法是在主回路裡增加附加電阻限制電流，但這並非良策，因為增

加附加電阻相當於增加了接地電阻，無形中提高了人體的接觸電位，這與保護人身安全背道而馳。 

(4) OVPD 經常誤動作：從國內外捷運系統營運經驗發現，OVPD 經常誤動作。例如北京地鐵 5 號線一個

地下車站運行 10 個月的統計，OVPD 共計誤動作 1700 餘次。究其原因主要是可能引起鋼軌對地電位

升高的原因非常多，如電磁感應產生的高電位、列車進站煞車制動時的反電動勢、列車運行時因牽

引馬達的主迴路操作產生過電壓等等，都會引起鋼軌對地電位升高，並且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軌道

電位升高的具體原因並排除，故使 OVPD 經常動作，給營運帶來不必要的麻煩。 

目前在國內外已營運之捷運系統中，普遍存在鋼軌電位異常的問題，當 OVPD 動作時，鋼軌與地之

間的雜散電流可達到 800A 以上。軌道電位限制裝置動作頻繁，根據國外部分線路資料顯示，OVPD

動作的次數每天可達近千次，甚至導致直流框架保護動作，從而引發大範圍之牽引電力停電。當軌

道電位限制裝置動作時，不可避免會有大量電流以大地為回路流通，尤其是當多台軌道電位限制裝

置動作時，對地下金屬結構會產生很大的腐蝕。若採取將鋼軌電位限制裝置採永久閉合狀態連接方

式，雖然解決了鋼軌電位過高的問題，但大量的鋼軌回流通過軌道電位限制裝置流入地網，形成雜

散電流，對接地網和車站金屬結構產生腐蝕，將影響接地網和車站金屬結構的使用壽命，所以應在

保證鋼軌電位處於安全範圍的情況下，儘量減少軌道電位限制裝置啟動，以避免雜散電流的增加。 

(5) OVPD 裝設位置錯誤：倘鋼軌與月台門並未實施等電位連接，卻將 OVPD 設置於月台門與系統接地

間，此時當月台門底部或地板絕緣失效時，因月台門與車站系統接地相連接，則月台門與車輛間之

電位差有可能使人員感電，且此時因月台門為接地狀態，OVPD 亦失去其效用；另當月台門之門體框

架絕緣絕緣失效時，此時人員如同時碰觸月台門與車輛，將導致大電流流經人員後經由 OVPD 再往

大地流去，對人員將造成極大傷害，相關電流路徑如圖 21 所示。 

 

圖 21 OVPD 裝設位置錯誤 

過電壓保護裝置（OVPD）內之低壓限制裝置(HVL)又稱電壓抑制器，如圖 22 所示，是利用雙向閘流

二極體(Thyristor)依設定的電壓投入接地開關使鋼軌接地，以達到降低軌道電位之目的，HVL 的動作電壓

及動作時間是可以控制器調整，如圖 23 所示，電壓依 EN50122-1 建議值設定，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24 所

示。 



                                                                    

 

 

－ 48 －

電機技師雜誌 
2015/8 172期 

 

圖 22 低壓限制裝置(HVL)又稱電壓抑制器(VLD)實體圖 

 

圖 23 OVPD 動作電壓及時間設定 

利用 OVPD 一端連接鋼軌，另一端連接結構或系統接地以偵測其電位差，保護人員安全。當列車停

靠月台時，且負軌對地電壓高於 50 伏特，OVPD 內之電壓抑制器接點將閉合；列車未進站，但軌道對地

電壓高於 120 伏特時，OVPD 也將導通。本方式與常規的鋼軌電壓限制裝置不同，透過與號誌系統的聯控，

自動識別是否有列車在車站內，若站內無車，則閉鎖軌道電壓限制裝置不動作；若站內有車，則根據回

路監測電壓情況進行判斷是否動作，如此月台門系統即可以直接接地，無需做絕緣處理；同時減少軌道

電壓限制裝置動作之次數減少 OVPD 故障。 

 

圖 24 OVPD 可程式控制整體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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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論與建議 

在國內外已啟用月台門的地鐵或捷運之營運路線，月台門系統接地和絕緣的矛盾問題相當普遍，絕

緣下降而引起的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出來，月台門與鋼軌如不進行等電位連接就不需要對月台進行絕緣處

理。這不僅大幅地降低了建設成本，還節省了建設工期，同時避免號誌系統「誤佔據」故障、雜散電流

對車站鋼結構的腐蝕及出現「跳火」等問題，於工程實務上其意義是明顯的，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

題，需要在理論和實際運用中探索和研究。 

透過對軌道電壓限制裝置的可程式控制，不僅有效地解決了在列車進站後乘客上下車時，鋼軌與月

台、月台門(地)之間存在的電位差，而且減少軌道電壓限制裝置動作次數，避免因動作頻繁導致直流框架

保護動作，引發大區域直流停電，同時使得月台門系統得以直接接地，無需做任何絕緣處理。 

不論車站是否裝設月台門，建議每一車站均須依 EN50122-1 裝設軌道電壓限制裝置（OVPD），內含

可程式控制的閘流二極體，且僅需設置於鋼軌及號誌或月台門設備房與系統接地匯流排之間，惟為避免

因 OVPD 導通時之對地電阻值比經由人體接地電阻值大，導致電流會經由人體路徑導通至車站系統接地，

鋼軌經由 OVPD 之導通電阻值，須遠小於人體電阻 1000Ω。 

另將 OVPD 全時監控，狀態顯示於行控中心或車站控制室，並於 OVPD 閉鎖後建立自動告警機制，

以利派維修人員了解其閉鎖原因，若有裝設月台門則須將月台門與接地系統連接，以防止門體因機構漏

電而發生人員感電危險，如圖 25 所示；倘為更強化人員感電的防護，可以透過在月台門金屬框架上進行

絕緣處理的方式來解決，為捷運或地鐵之安全營運提供更完整的保障。 

 

圖 25 OVPD 設置與月台門之接地示意 

以上建議的基本概念是抑制過高的鋼軌電位及加強月台門金屬框架之絕緣措施，這些概念是現代月

台門防止人員感電的設計概念。採用這些設計概念的現代月台門運轉歷史尚短，其整體效果尚待長期運

轉實績來驗證，很顯然的要確保長期良好的保護性能，必須再考慮運轉、維護及管理的問題，這方面值

得我們繼續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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