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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536章 

下水道管內檢測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說明下水道管內檢查測量(以下簡稱檢測)及檢測前清理工作之相關規

定，管內檢測包含管道閉路電視(CCTV)檢視 (管徑≦∮1200mm)、人員進入管內

檢視及測量 (管徑>∮1200 mm)、聲納檢測、管內慣性定位測量、管道即時觀測

器檢測等。 

1.2 工作範圍 

1.2.1  承包商應負責下水道之管內檢測工作，並予以錄影、記錄及研

判，以瞭解下水道內狀況。工作實施對象包含下水道人孔、陰井及管

路。 

1.2.2  工作內容包含人孔開啟及調查、擋排水及繞流抽水、下水道清

洗及障礙物清除、管內檢測、錄影及紀錄。 

1.2.3  承包商應負責協調取得下水道清洗之水源及清出淤泥之棄置場

所之相關許可。 

1.3 相關章節 

1.3.1  第01310章--計畫管理 

1.3.2  第01320章--施工過程文件紀錄 

1.3.3  第01321章--施工照相及攝(錄)影 

1.3.4  第01330章--資料送審 

1.3.5  第01450章--品質管理 

1.3.6  第01556章--交通維持 

1.3.7  第01740章--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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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關準則 

1.4.1  內政部 

(1) 下水道法及其施行細則 

(2)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1.4.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 噪音管制法及其施行細則 

(2) 水污染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 

(3) 廢棄物清理法及其施行細則 

1.4.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 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 

(2) 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 

(3)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4)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 

(5)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6)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7)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 

(8)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9) 缺氧症預防規則 

(10)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1.4.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2) 施工計畫製作綱要 

1.5 資料送審 

1.5.1 品質管理計畫 

品質管理應依「第01450章--品質管理」之規定辦理，品質管理計畫應

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之「品質計畫製作綱要」撰寫。 

1.5.2 施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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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應提送完整詳細之管內檢測施工計畫，並經工程司同意後進行

管內檢測工作。應包含內容如下： 

(1) 工地組織及人力：至少應聘僱合格之管渠技術士、勞安衛人員、缺

氧作業主管資格者(可兼任)。 

(2) 施工程序：包括施工步驟、時程及須工程司協助辦理之事項。 

(3) 工程進度：預定進度表及施工網狀圖必須依工程特性及契約要求詳

實訂定。 

(4) 施工機具設備：須列出符合本章之第3.1.3款規定。 

(5) 淤泥清運處理計畫。 

(6) [  ] 

1.5.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應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及其權責、自動檢查計畫、安全衛生設施

配置、災害預防及應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巡視工地之作法、各項

作業之標準作業程序及安全作業標準。 

1.5.4 承包商應於管內檢測工作完成後，依檢測項目檢附相關紀錄、檢測報

告、影像或影片及其它施工規範要求之資料(若無則免附) 送工程司，以

作為下水道修繕設計之依據。各檢測項目應送交之資料如下： 

(1)管道閉路電視(CCTV)檢視 (管徑≦∮1200mm)：如「檢視影片電子

檔」、「下水道人孔調查表」、「下水道閉路電視檢視工作紀錄」及判

釋所得之「管線異常狀況統計表」等。 

(2)人員進入管內檢視及測量 (管徑>∮1200 mm)：如「下水道人孔調查

表」、「管線異常狀況統計表」、「管段沉積狀況縱斷面圖」等。 

(3)聲納檢測：如「聲納檢測影片電子檔」、「下水道人孔調查表」、「下

水道聲納檢測工作紀錄」、「下水道聲納檢測報告電子檔(含管道斷

面聲納影像)」、「聲納檢測異常狀況統計表」等。 

(4)管內慣性定位測量：如「下水道人孔調查表」、「慣性定位成果圖

表」等。 

(5)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如「下水道人孔調查表」、「管線異常狀況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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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表」等。 

1.5.5 [  ] 

1.6 現場環境 

1.6.1 現有下水道人孔之圖說位置係依據現有之資料標示，如有與現場不一致

時，應以現場為準，並經工程司同意後，據以修正竣工圖說。 

1.6.2 施工期間承包商應維持所有下水道之正常排水功能。 

1.6.3 [  ] 

2. 產品 

2.1 估驗繳交成果 

 估驗時承包商應依檢測項目繳交以下各項成果各[3][  ]份，各項作

業記錄應保持完整，整理裝訂成冊，各檢測項目應繳交成果如下： 

2.1.1   管道閉路電視(CCTV)檢視 (管徑≦∮1200mm) 

(1) 施工照片或圖像：每管段應提送施工位置照片或圖像一張，應清楚

標示工程名稱、管段編號及施工年月日，輸出時應以彩色列印，影

像須清晰。 

(2) 檢視原始影片電子檔：檢視時之影片必須為電子檔，影片解析度至

少須達1024*768(4:3畫面)或1280*720(16:9畫面)，並存於隨身碟

或燒錄成光碟送交工程司，電子檔資料夾或光碟片應註明工程名

稱、道路名稱、管段編號。拍攝之下水道狀況正常時，錄影須能清

晰顯示各段管壁及管節；有異常狀況時，須依本章之第3.2.12款規

定辦理。每一管段之檢視自拍攝工程標示板、人孔周圍環境，至攝

影機下孔、進入下水道內檢視完畢為止，皆為連續拍攝，不得有任

何中斷或剪接之情形。 

(3) 管段缺陷剪接光碟。 

(4) 下水道人孔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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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孔氣體偵測紀錄表。 

(6) 下水道閉路電視檢視工作紀錄表。 

(7) 下水道異常狀況統計表。 

(8) [  ] 

2.1.2   人員進入管內檢視及測量 (管徑>∮1200 mm):  

(1) 施工照片或圖像：每管段應提送施工位置照片或圖像一張，應清楚

標示工程名稱、管段編號及施工年月日，輸出時應以彩色列印，影

像須清晰。 

(2) 下水道人孔調查表。 

(3)人孔氣體偵測紀錄表。 

(4) 下水道異常狀況統計表。 

(5) 管段沉積狀況縱斷面圖 

(6) [  ] 

2.1.3   聲納檢測 

(1)施工照片或圖像：每管段應提送施工位置照片或圖像一張，應清楚

標示工程名稱、管段編號及施工年月日，輸出時應以彩色列印，影

像須清晰。 

(2)聲納檢測影片電子檔：廠商之聲納設備應附攝影機，影片解析度至

少須達1024*768(4:3畫面)或1280*720(16:9畫面)，並存於隨身碟

或燒錄成光碟送交工程司，電子檔資料夾或光碟片應註明工程名

稱、道路名稱、管段編號。聲納檢測過程應全程攝影，每一管段之

聲納檢測自拍攝工程標示板、人孔周圍環境，至聲納設備下人孔、

進入下水道內檢測完畢為止，皆為連續拍攝，不得有任何中斷或剪

接之情形。 

(3)下水道人孔調查表。 

(4)人孔氣體偵測紀錄表。 

(5)下水道聲納檢測工作紀錄。 

(6)下水道聲納檢測報告(電子檔)，報告內容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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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水道斷面聲納影像。 

B.下水道淤積分佈圖。 

C.下水道淤積狀況360˚展開圖及腐蝕狀況360˚展開圖(視需要檢

附)。 

D.下水道功能評估報告。 

(7)下水道聲納檢測異常狀況統計表。 

(8) [  ] 

2.1.4   管內慣性定位測量 

(1) 施工照片或圖像：每管段應提送施工位置照片或圖像一張，應清楚

標示工程名稱、管段編號及施工年月日，輸出時應以彩色列印，影

像須清晰。 

(2) 下水道人孔調查表。 

(3)人孔氣體偵測紀錄表。 

(4) 慣性定位成果圖表。 

(5) [  ] 

2.1.5   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 

(1) 施工照片或圖像：每管段應提送施工位置照片或圖像一張，應清楚

標示工程名稱、管段編號及施工年月日，輸出時應以彩色列印，影

像須清晰。 

(2) 下水道人孔調查表。 

(3)人孔氣體偵測紀錄表。 

(4) 下水道異常狀況統計表。 

(5) [  ] 

2.2 驗收繳交成果 

驗收時承包商應繳交成果與估驗時相同，除人孔氣體偵測紀錄表外，於

竣工前將上述成果各[3][    ]份整理裝訂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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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3.  施工 

3.1 準備工作 

3.1.1 承包商應提供所有必須之人員、材料、機具及補給。工作開始前，承包

商應依據工程司之要求，提送經檢查及認可之機具設備。 

3.1.2 承包商應於施工前勘查工作範圍內之人孔，如有迷失或無法開啟之情

形，應與工程司討論排除方式，經工程司同意後施作。 

3.1.3 施工機具及設備分為管道閉路電視(CCTV)檢視、人員進入管內檢視及測

量、聲納檢測、管內慣性定位測量、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等五大類別: 

1.管道閉路電視(CCTV)檢視 (管徑≦∮1200mm)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如

下： 

(1) 電視攝影檢視車：所採用電視攝影檢視系統應具備以下規格。 

A.攝影鏡頭可前視、旋轉掃描及垂直側視(側視時影像上下位置與

前視時相同)。 

B.解析度：高於[250,000][  ]畫素。 

C.彩色標準：[NTSC][  ]。 

D.感光度：大於[10][  ]Lux。 

E.距離計數器最小讀數：[10][  ]cm。 

F.距離計數器容許誤差：[± 2][  ]% 

G. [  ] 

(2) 高壓清管車:出水壓力須能達到 [17,000][  ]kPa。 

(3) 輔助清管設備：可切除樹根、止水膠圈、混凝土硬塊、固著結垢物

之各型切除器。 

(4) 發電機、空氣壓縮機、抽水泵、止水栓塞等附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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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安全設施：至少須包括四用氣體偵測器、抽送風設備、空氣呼

吸器等空氣防護器、氧氣筒、工作吊帶、三角吊掛架、防墜器、安

全護欄、急救箱、交通安全錐及連桿等。 

(6) 清水搬運車：視需要而定。 

(7) 真空吸泥機及污泥搬運車：視需要而定。如高壓清管車已具備吸泥

功能，本項設備可免。 

(8) 吊卡車：視需要而定。 

(9) [  ] 

承包商應於施工前，檢送其所使用攝影系統之清晰度、亮度及色彩飽和

度規格，以及試拍工程標的50m 或最長管段之影片送工程司核可。 

 

2. 人員進入管內檢視及測量 (管徑>∮1200 mm)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如

下： 

(1) 人員進入時應備有充足之安全及通訊設備，地面上應有支援人員並

配備有通訊及救援設備。 

(2) 小艇、潛水裝備及檢查設備(水中攝影機、水中照相機、氧氣瓶、

防爆照明燈具)、手電筒（聚光防水）、水準儀或其他工程司認可之

儀器、帶距離刻度的繩索、防毒面具、生命探測器等。 

(3) [  ] 

 

3.聲納檢測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如下： 

(1) 聲納檢測系統包括: 

A.載具：自走車或浮船 

B.水下聲納掃描單元（須安裝於載具）。 

C.控制單元(含聲波處理單元)。 

D.高解析度彩色監視器和電腦：解析度高於[1024*768][  ] 

E.電纜及絞盤 

F. [閉路電視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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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2) 聲納系統的主要技術參數應符合下列規定： 

A. 掃描範圍應大於所需檢測的管道規格。 

B.聲波頻率不小於2MHz。 

C.橫向(側向)解析度優於或等於1/250(側向分辨尺寸/量測距

離) 。 

D.可進行360˚圓周掃描，聲納波束寬度(Beam Width)≦[0.9˚] 

E.每圈掃描時間≦1 sec 

F. [  ] 

(3) 設備的傾斜感測器、滾動感測器應具備在[±45˚][  ]內的自動補

償功能。 

(4) 設備結構應堅固、密封良好，應能在0℃～+40℃的溫度條件下正常

工作。 

(5) 檢測設備應與管徑相適應，探頭的承載設備負重後不易滾動或傾

斜。 

(6) 發電機、空氣壓縮機、抽水泵等附屬設備。 

(7) 施工安全設施：至少須包括四用氣體偵測器、抽送風設備、空氣呼

吸器等空氣防護器、氧氣筒、工作吊帶、三角吊掛架、防墜器、安

全護欄、急救箱、交通安全錐及連桿等。 

(8) [  ] 

 

4. 管內慣性定位測量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如下： 

(1) 方位測量器（OMU）及計程儀（一般放在方位測量器之外）: 

A. 工作溫度：-10℃ ~+50 ℃。 

B. 抗干擾能力：不受電磁波及磁場干擾，不受地表環境影響。 

C. 測量點距：連續不間斷測量。 

D. 最大平面誤差 ： [0.25%] [  ] L（L為管線長度） 

E. 最大深度誤差 ： [0.1%] [  ] L（L為管線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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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00%] [  ] 防水 

G. [  ] 

(2) 資料傳輸軟體和資料處理軟體。 

(3) 個人電腦。 

(4) [  ] 

 

5.下水道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如下： 

(1) 管道即時觀測器也叫電子潛望鏡，它通過操縱桿將高放大倍數的攝

影鏡頭放入人孔(陰井)空間，能夠清晰地顯示管道裂紋、堵塞等內

部狀況。設備由探照燈、攝影鏡頭、控制器、伸縮桿和視頻成像和

存儲單元組成。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設備的主要技術指標應符合下

表的規定。 

 

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設備主要技術指標 

項  目 技 術 指 標 

圖像感測器 ≥1/2.8 – type CMOS，彩色 

靈敏度（最低感光

度） 
≤1.4勒克斯（lux） 

視角 ≥63.7º（wide）- 2.3º（tele） 

解析度 ≥1280×720 

測距 鐳射測距 

變焦範圍 光學變焦≥30倍，數字變焦≥12倍 

存儲 錄影編碼格式：MPEG4、AVI；照片格式：JPEG 

(2) 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設備應堅固、抗碰撞、防水密封良好，應可以

快速、牢固地安裝與拆卸，應能夠在0℃～+50℃的氣溫條件下和潮

濕、惡劣的排水管道環境中正常工作。 

(3) 錄製的影像資料應能夠在電腦上進行存儲、重播和截取圖像等操

作。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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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  ] 

3.2 施工方法 

3.2.1 通則 

(1) 承包商之施工應依據本章之第1.4項規定辦理。 

(2) 承包商應於進行管內檢測工作之[48][  ]小時前通知工程司及下

水道管理單位。 

(3) 下水道管內檢測工作單元係指相鄰二人孔間之下水道管段。每一管

段應有一獨立之檢視影片檔及檢視工作紀錄。如遇無法以人孔區分

管段者(如道路側溝)，承包商可視現場狀況自訂檢視出入口，予以

適當之編號及標示。 

(4) [  ] 

3.2.2 人孔氣體偵測與通風作業 

(1) 人員進入人孔作業前，應根據「缺氧症預防規則」及「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配合人孔開啟作業，立即進行人孔氣體

偵測與通風作業。其方式係先以四用型氣體偵測器量測人孔內一氧

化碳、硫化氫、可燃性氣體及氧氣濃度，並予以記錄。量測後即進

行人孔通風作業，俟人孔內氣體濃度達到安全衛生標準後，人員始

可進入作業，且人員在人孔內工作期間，仍應持續進行人孔氣體偵

測及通風作業。 

(2) 人孔內氣體濃度警戒值如下: 

           A.CO(一氧化碳)：應低於35ppm 

B.H2S(硫化氫)：應低於10ppm 

C.GAS(可燃性氣體)：應低於30%(LEL) 

D.O2(氧氣)：應介於18～23%(VOL) 

E.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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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孔調查作業 

(1) 在執行每一管段之清管及檢視作業前，應開啟該管段上、下游之人

孔，並依本章之第3.2.2款規定作業後，目視觀察人孔內狀況，將

結果填入「下水道人孔調查表」(附件一)內。 

(2) 人孔內壁如被髒污、結垢附著遮蔽，則應利用高壓沖洗槍設備清洗

孔壁，以利清楚觀察。人孔內如有積水或淤泥影響檢視作業進行，

承包商應先清除之。 

(3) [  ] 

3.2.4 下水道擋水及導水作業 

(1) 進行下水道管內檢測時，應先進行擋水及導水作業(不適用於「聲

納檢測」、「下水道閉路電視檢視併聲納檢測」及「管道即時觀測器

檢測」)，將上游管線污水予以繞流至下游或其他污水管線；如須

排入雨水溝渠應取得相關主管機關許可。 

(2) 擋水作業可視下水道型態，採用充氣栓塞、砂包或其他經工程司認

可之設備，以堵塞上游之進水。使用充氣栓塞擋水時，應於上游處

至少設置[2][  ]處栓塞，並將栓塞內氣壓之壓力表置於人孔附

近地面，栓塞壓力應維持在[200][  ]kPa以上。充氣栓塞應附有

出廠檢驗合格證明。 

(3) 導水裝置之容量係依據工作時下水道之流量，必要時選用適當之擋

水設施、抽水泵系統、導水繞流管線及水位監測計等自動控制設

備，將上游水體導至管段之下游，而不致影響施工。 

(4) 承包商應依據導水距離、施工期間及現場交通狀況做好導水作業系

統之安全防護及警告設施，並做好防止污水外洩，避免污染環境。 

(5) 工作場所如有易燃浮油應先將其清除。 

(6) [  ] 

3.2.5 下水道清洗作業 

(1) 管段清洗順序：除工程司另有指示外，原則上應由上游管段往下游

管段逐段清理，必要時應於下游段設攔污柵等設施，以防止砂土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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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向下游。 

(2) 清洗方向：以管段為施工單元，由下游人孔向上游清理。 

(3) 為達到可清楚判釋管況之目的，承包商應使用高壓清管機將下水道

內之淤泥、砂石及污物等清除，並將下水道內壁清洗乾淨，阻塞或

淤積較嚴重之管段可增加沖洗次數，以增進清洗效果。有無法以高

壓清管機清除之固著物，則依本章之第3.2.6款規定辦理。進行高

壓清管時須注意避免過高之水壓導致破損狀況加劇及土石大量崩

落。清洗完畢應將匯集於人孔內之淤泥、砂石、污物，以真空泵吸

除乾淨。 

(4) 吸除之淤泥、砂石、污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廢棄物清理法施

行細則」及相關規定棄置於合法場所，且承包商在裝運時不得沿途

散落致污染地面，並應保持工地現場整潔。 

(5) 施工過程中之污水不得逕自排入雨水下水道及溝渠，如違反相關法

令時概由承包商負責。 

(6) [  ] 

3.2.6 下水道障礙清除 

下水道內若有樹根侵入、止水膠圈突出、固著油脂、混凝土硬塊等特殊

阻塞情形，應採用管內切除機具予以清除，清除後之狀況應優於「下水

道異常狀況分級對照表」(附件六)中之輕度等級。清出之障礙物應依

「廢棄物清理法」、「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及相關規定棄置於合法場

所。 

3.2.7 管道閉路電視(CCTV)檢視作業流程 

(1) 選擇合適之載具(自走車、雪橇、浮具)及照明頭燈，以確保檢視影

像之品質。 

(2) 拍攝工作前置作業 

A.系統設定： 

螢幕上輸入檢視日期、檢視方向、管段長度、管徑、管材。 

B.拍攝工程標示板及人孔周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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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進入人孔前，應先錄影拍攝工程標示板及人孔周圍環境，

工程標示板上應清楚書寫[檢視日期]、[道路名稱]、[管段編

號]、[管段長度]、[管徑]、[管材]、[起始人孔]、[  ]，拍

攝工程標示板時畫面應至少停留[5][  ]秒鐘。所有拍攝均應

連續實施，不得中斷，且畫面應清晰可辨識。 

C.攝影機置入下水道內： 

接續前一步驟，攝影機仍繼續拍攝及錄影，將攝影機緩慢垂放至

人孔內，視情形以人工方式或自走方式使攝影機進入已清洗之下

水道內，直至機尾與管口對齊。視情形於人孔底部及人孔口使用

下孔齒輪組與纜線護套管，以避免纜線與人孔邊緣摩擦而損壞。 

D.距離計數器設定： 

首先歸正攝影鏡頭，並將距離計數校正為攝影機之長度。攝影機

纜線之鬆緊度應適中，不可過鬆，以免導致距離計數之誤差過

大。 

E. [  ] 

(3) 進行檢視作業及紀錄： 

啟動攝影機開始前進並拍攝影像及錄影。攝影機應保持穩定之速度

前進，速度不得超過[9][  ]m/min。新設管線驗收時，必須每一

接管處全圓周檢視;舊有管線功能檢視，則須每[二][  ]接管處

全圓周檢視。檢視時應將攝影機焦距做適當之調整，接管處影像必

須拍攝接管正面，影像品質必須清楚以利判釋，整段影像攝影畫面

必須全管影像，所攝得影像不能偏向一隅或一邊。 

如發現異常現象，應調整攝影機位置至異常點前適當距離，可直視

管線全圓周影像，停留錄影[10][  ]秒鐘。然後前進至異常點所

在位置，以側視鏡頭全圓周掃瞄及特寫異常狀況，使其能被清楚觀

察，並將畫面停留錄影[10][  ]秒鐘以上。此時攝影機纜線之鬆

緊度應適中，不可過鬆，以免導致距離計數之誤差過大。 

監控人員應將異常點相關資料及異常現象之種類確實填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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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路電視檢視工作紀錄表」(附件二)。中 

如遭遇無法通過之障礙，應退回攝影機，嘗試由另一端人孔進入，

反方向檢視。 

如因下水道內積水，攝影鏡頭沒入水中，無法清楚拍攝或繼續前進

檢視，承包商應與工程司協商必要之處置方案或辦理變更設計。 

(4) 未能檢視段之處理 

檢視作業可能遭遇無法排除之障礙而有部分管段未能檢視。對於此

「未能檢視段」，承包商應檢附相關影片或照片等佐證資料，報請

工程司認可後，得以減作或變更設計。惟承包商仍應就減作部分之

工程技術與施工層面規劃解決方案供參。 

(5) [  ] 

3.2.8 人員進入管內檢視及測量作業流程 

(1) 檢視及測量內容： 

A. 管線內之坡度狀況是否良好，有否波浪狀以致積水。 

B. 管線內接頭接合狀況是否良好，有否墊圈脫落、凸出或地下水

滲入。 

C. 管線內壁有否龜裂、破損狀況。 

D. 管線內是否清潔，有否堆積影響水流之土砂石或混凝土等障礙

物。 

E. [  ] 

(2) 試驗前應先將管上游人孔內之進水管線以充氣之橡皮充氣止水栓塞

充氣膨脹或以其他經工程司認可之方法堵塞，以阻止水流進人孔

內。於下游人孔設置排水抽水機，將管內積水抽出，用送風機送入

新鮮空氣，並測量管內空氣應符合標準(一氧化碳應低於35ppm，硫

化氫應低於10ppm，可燃性氣體應低於30%(LEL)，氧氣應介於18～

23%(VOL))，人員方可進入工作。人員進入時應備有充足之安全及

通訊設備，地面上應有支援人員並配備有通訊及救援設備。 

(3) 人員進入管線後，由前座人員負責氣體偵測及提供光源，另一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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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管線檢視及拍攝，最後一人負責管內與管外之通訊聯絡。 

(4) 以紙板或噴漆標明接頭之編號，於管內接頭處做記號，以手提彩色

攝影機逐一拍攝每一支管之接頭。 

(5) 以水準儀或其他工程司認可之儀器測量管內接頭處之渠底高程，測

點應包括位於人孔處之管端以及坡度變化處之折點，每10m至少應

測定1點，每一人孔至人孔間之管段除兩端外，管內至少應測定3

點。 

(6) 所有檢視之接頭影像及測定之高程均應製作書面資料，標明正常或

異常之情況以資存憑。書面資料應註明檢視日期、時間、人孔至人

孔之編號及距離、管材、管徑、高程測定點之位置及高程、檢測點

距管口之距離或管內接頭順序號數等，凡不良處之情形均應加以說

明並附照片。 

3.2.9 聲納檢測作業流程 

(1) 聲納檢測是通過聲納設備以水為介質對管道內壁進行掃描，掃描結

果以電腦進行處理得出管道內部的水下斷面狀況。聲納檢測的必要

條件是管道內應有足夠的水深，故聲納檢測時，管道內水深應大於

[300mm][  ]。  

(2) 檢測前應從被檢管道中採取水樣通過實測聲波速度對系統進行校

準。 

(3) 選擇合適之載具。 

(4) 聲納探頭的推進方向宜與水流方向一致，並應與管道軸線一致，滾

動感測器標誌應朝正上方。 

(5) 聲納探頭安放在檢測起始位置後，在開始檢測前，應將計數器歸

零，並應調整電纜處於自然繃緊狀態。 

(6) 聲納檢測時，在管段起始、終止人孔檢查處應進行2m～3m長度的重

複檢測。 

(7) 承載工具宜採用在聲納探頭位置鏤空的漂浮器。 

(8) 在聲納探頭前進或後退時，電纜應保持自然繃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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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據管徑的不同，應按下表選擇不同的脈衝寬度。 

 

 

脈衝寬度選擇標準 

管徑範圍（mm） 脈衝寬度（µs） 

300～500 4 

500～1000 8 

1000～1500 12 

1500～2000 16 

2000～3000 20 

(9) 探頭行進速度不宜超過[0.1m/s][  ]。 

(10)檢查採樣圖像間距為[2m][  ]，發現異常管段的部分則採樣間距

不在此限。檢測結果應按附件三的格式填寫現場記錄表，並應按附

件四的格式繪製沉積狀況縱斷面圖。 

(11)當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中止檢測： 

A. 探頭受阻無法正常前行工作時。 

B. 探頭被水中異物纏繞或遮蓋，無法顯示完整的檢測斷面時。 

C. 探頭埋入泥沙致使圖像變異時。 

D. 其他原因無法正常檢測時。 

(12)規定採樣間隔和圖形變異處的輪廓圖應現場捕捉並進行資料保存。 

(13)經校準後的檢測斷面線狀測量誤差應小於[3%][  ]。 

(14)聲納檢測截取的輪廓圖應標明管道輪廓線、管徑、管道積泥深度線

等資訊。 

(15) 淤積量準確度校核：管徑900～1350mm，準確度不低於92%，管徑

1,800mm以上，準確度不低於95% 。測距誤差校核：1～4m範圍不大

於2mm；5m以上不大於10mm。(請問準確度校核如何做？誰來做？何

時做(是否應該施測前要做)？)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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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管內慣性定位測量作業流程 

(1) 適用於管道最小內徑(ID)為[40mm][  ]。設備行進時，方位測量

器的 30多個感測器被動地測量資料，測量採樣頻率為 [100赫

茲][  ]，即每秒[100個][  ]採樣點。 

(2) 對每個採樣點，軟體計算X方向（距離Distance），Y方向（水平角

Heading），Z方向（俯仰角Pitch）和側滾位置Roll的變化。 

(3) 每個樣本點成為一個向量，依次相連，構成行進路徑。重建路徑和

已知出入口點座標相結合便可獲得所選坐標系內的最後結果。所有

資料皆由慣性定位儀自行運算獲得。 

(4) 輸出檔案格式可將結果載入地理資訊系統（GIS）或其他平臺。 

(5) [  ] 

3.2.11 下水道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作業流程 

(1) 管道即時觀測器只能檢測管內水面以上的情況，管內水位越深，可

視的空間越小，能發現的問題也就越少。光照的距離一般能達到

30m ~40m，一側有效的觀察距離大約僅為20m~30m，通過兩側的檢

測便能對管道內部情況進行瞭解，所以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時，管

內水位不宜大於管徑的1/2，管段長度不宜大於50m。 

(2) 鏡頭中心應保持在管道豎向中心線的水面以上。影像不可偏向一隅

或一邊。 

(3) 拍攝管道時，變動焦距不宜過快。拍攝缺陷時，應保持攝影鏡頭靜

止，調節鏡頭的焦距，並連續、清晰地拍攝10s以上。 

(4) 拍攝人孔內壁時，應保持攝影鏡頭無盲點地均勻慢速移動。拍攝缺

陷時，應保持攝影鏡頭靜止，並連續拍攝10s以上。 

(5) 對各種缺陷、特殊結構和檢測狀況應作詳細判讀和記錄，並應按附

件格式填寫現場記錄表。 

(6) 現場檢測完畢後，應由相關人員對檢測資料進行覆核並簽名確認。 

(7)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中止檢測： 

A. 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儀器的光源不能夠保證影像清晰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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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鏡頭沾有泥漿、水沫或其他雜物等影響圖像品質時。 

C. 鏡頭浸入水中，無法看清管道狀況時。 

D. 管道充滿霧氣影響圖像品質時。 

E. 其他原因無法正常檢測時。 

(8) [  ] 

3.2.12 下水道異常狀況研判 

承包商應指定具有下水道閉路電視檢視影像判釋專業經驗之技術人員，

逐一詳看閉路電視攝影成果影片，依據「下水道異常狀況分級對照表」

(附件六)，針對每一調查管段之異常狀況進行研判，並填入「下水道異

常狀況統計表」(附件五)中。 

人員進入檢查僅可作為初步判斷重度淤積、異物、樹根侵入、塌陷、脫

開、脫節、膠圈脫落等缺陷的依據。當需確認時，應排空管道並採用電

視檢測。 

聲納檢測僅能檢測水面以下的管道狀況，可以檢測積泥、管內異物，不

能檢測管道的裂縫等細節的結構性問題，對結構性缺陷檢測有局限性，

聲納輪廓圖不宜作為缺陷準確判定和修復的依據，應採用電視檢測方式

予以核實或以其他方式檢測評估。 

管內慣性定位測量主要係針對管道進行三維管道軌跡測量及定位，不宜

作為缺陷準確判定和修復的依據，應採用電視檢測方式予以核實或以其

他方式檢測評估。 

管道即時觀測器檢測宜用於對管道內部狀況進行初步判定，設備安放在

管道口位置進行快速檢測，對於較短的排水管可以得到較為清晰的影像

資料，主要用來觀察管道是否存在嚴重的堵塞、脫開、滲漏等問題，檢

測的結果僅可作為管道初步評估的依據。 

當需要時，採用兩種以上的方法可以互相取長補短。例如採用聲納檢測

和電視檢測互相配合可以同時測得水面以上和水面以下的管道狀況。 

3.2.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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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4.1.1 下水道人孔調查以[座][  ]計量。 

4.1.2 下水道擋排水及繞流抽水作業以完成清洗管段之數量計量，單位為[公

尺][  ]，每管段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 

4.1.3 下水道清洗作業應包含人孔底面之清洗，其計量以皮尺於地面量測，自

起始人孔中心計至終點人孔中心為止，單位為[公尺][  ]，每管段計

量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惟人孔清洗於契約內有單獨

計量時，本作業之計量應扣除[自人孔中心至管口之水平距離][  ]。 

4.1.4 下水道管內檢測作業自地面取景拍攝開始至完成檢視處為止，但其計量

如管段完成全段檢視，為自管線起始人孔中心計至終點人孔中心，以皮

尺於地面量測；如管段僅完成部分檢視，則為[自起始人孔中心計至管

口之水平距離][  ]加上[管口至攝影鏡頭無法前進之距離(計數器顯

示距離)][  ]，計量之單位為[公尺][  ]，每管段四捨五入計算至

[小數點第一位][  ]。 

4.1.5 下水道若為曲線配置之情況時，前述二項之計量為[自起始人孔中心計

至管口之水平距離][  ]加上[管口至管口之前進距離(計數器顯示距

離)][  ]加上[管口至終點人孔中心水平距離][  ]，計量之單位為

[公尺][  ]，每管段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 

4.1.6 廢棄物中之污泥運棄除另有規定外，其計量單位為[公噸][  ]，每車

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 

4.1.7 依本章之第3.2.6款規定辦理之下水道障礙清除作業，計量單位為

[處][  ]，每處長度以[1][  ]m為限，超過該長度則另計1處，其

配合工作包含擋排水及繞流抽水、障礙物清運處理等不另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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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費、交通安全維護費、自主性品管費、工程保險

費、為驗收所需之「文書資料檢查」及「現場抽驗」費用等皆以[一

式][  ]計量。 

4.1.9 [  ] 

4.2 計價 

4.2.1 管段減作範圍之清理檢視費用不予給價。  

4.2.2 施工照片費用除另有規定外，不另給價。 

4.2.3 契約如規定採實作結算方式給價時，除實作數量以實際量得之數量核算

費用外，以一式計價者，除工程保險費依契約規定計價外，其餘均以實

作結算與契約金額之比例增減之。 

4.2.4 品管管理費以[一式][  ]計價，其費用包括擬定施工計畫、品質計

畫、施工自主檢查及品管作業等項目。 

4.2.5 交通安全維護費以[一式][  ]計價，其費用包括交通安全標示措施、

交通警戒措施、圍籬及拒馬、聘雇交通疏導所需之指揮人員等項目。 

4.2.6 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費以[一式][  ]計價，其費用包括聘雇合格之工

地安全衛生人員、作業人員之安全教育、工地安全措施、工程環保及確

保公共安全等項目。 

4.2.7 為驗收所需之「文書資料檢查」及「現場抽驗」費用，以[一式][  ]

計價，包括依規定進行抽驗之所有相關費用，「現場抽驗」施工品質不

合格而加驗所增加之費用由承包商負擔。 

4.2.8 下水道擋排水及繞流抽水作業依管徑分類，以每公尺長度乘以契約單價

或一式計價，費用包含機具損耗、油電消耗、人工等項目。 

4.2.9 人孔清洗依人孔種類分類，以[座][  ]乘以契約單價計價。契約內如

未列有本項計價項目時，清除人孔內積水、淤泥及清運處理費用已包含

於下水道清洗作業單價內，不另給價。 

4.2.10 下水道清洗作業依管徑分類，以每公尺長度乘以契約單價計價，其費用

包含清洗用水、機具損耗、廢棄物運棄等項目。清理範圍除管線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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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孔內積水、淤泥及雜物之清理，其費用包含於管線清理內，不另

給價。 

4.2.11 下水道人孔調查依人孔種類分類，以[座][  ]乘以契約單價計價，其

費用包含機具與材料之損耗以及人工等。 

4.2.12 下水道管內檢測作業之影像須能清晰顯示各段管壁及管節，有異常狀況

時，應能顯示異常狀況、方位及距離。如錄影無法符合上述要求時，該

段管線須重新檢視錄影，俟合格後再予以計價。每一管段之檢視皆須連

續拍攝，包含工程標示板、人孔周圍環境、攝影機下孔及下水道內檢

視，影像不得有任何中斷或剪接。如有不連續狀況時，該段管線須重新

檢視錄影，俟合格後再予以計價。其計價依管徑分類，以每公尺長度乘

以契約單價計價，費用包含機具損耗、電視攝影檢視與錄影、錄影帶及

光碟、影像判釋、報表之製作等項目。 

4.2.13 廢棄物中之污泥運棄除另有規定外，以每公噸重量乘以契約單價計價，

其費用包含中間處理、簽證、清運及最終處置等項目；如未列有污泥處

置費用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4.2.14 本章之第3.2.6款規定辦理之下水道障礙清除作業，以[處][  ]乘以

契約單價計價，其費用包含清除用水、機具損耗、油電消耗、人工、配

合之擋排水及繞流抽水、障礙物清運處理等。 

4.2.15 [  ] 

〈本章結束〉



 

 

【附件一】 

下水道人孔調查表 
調查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工程編號  

人孔編號  承包商  

人孔位置         路    段    巷    弄    號(□前面、□後面、□對面、□其他           ) 

人孔種類 □人孔  □陰井  底座尺寸： 

人孔座標* 橫座標(E)： 縱座標(N)： 
人孔高程* 地面(m)：              蓋頂(m)：               人孔深度(m)： 

連接管線 

管口編號 1 2 3 4 5 6 

水流方向 □出□入 □出□入 □出□入 □出□入 □出□入 □出□入 
至人孔編號       

管徑(mm)       

管材       

管底深度(m)*       

方位角(˚)*       

方位距離(cm)*       

跌落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跌落深度(m)*       

框蓋口尺寸 □∮600mm  □∮750mm  □∮900mm  □∮1000mm  □其他        

框蓋材質 □石墨鑄鐵 □混凝土鐵框蓋 □其它他 人孔週遭數位照片 

框蓋現況 □良好 □破損 □迷失 □其他  

人孔爬梯 □良好 □鬆動損壞 □缺踏步 
人孔壁 □良好 □破損 □漏水 □腐蝕 

人孔導槽 
□有導槽 □良好 □破損 □腐蝕 

□無導槽 

人孔淤積 □良好 □淤積 □滿水 □其他 

障礙 

障礙處理 □需要  □不需要 

障礙內容 

 

 

 

 

解決方案 

 

 

 

 

註：1.有*之欄位視契約需求決定是否填寫。 
2.管口編號由北方起，順時針方向依序排列。 
3.如為方形下水道，則管徑量測欄記錄方式為’寬’×’高’ 

 

 

檢查人：             監造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工程名稱)      下水道閉路電視檢視工作紀錄表 
* 請確實填寫以利資料建置 * 

檢視日期：         年         月        日 

管段編號：                   →                      (上游人孔→下游人孔)     道路名稱：           

檢視起始人孔：                檢視次第：        (該管段之第幾次檢測) 

使用攝影系統之廠牌及型式：                               

管段基本資料 

(若為免開挖整建後 

管長：              (m)  管徑：              (mm)  管材：                             之管段，請填寫內襯

或板帶材質)  

編號 

異常點 

距 離 

(m) 

異常 

方位 

檢

測

設

備 

 

  異 常 現 象 勾 選 

說       明 
積水 

淤積 

阻塞 

管壁 

破裂 

管壁 

破洞 

管壁 

腐蝕 

接縫

處縱

向脫

開 

接縫

處橫

向脫

開 

樹根 

入侵 

不明

支管

插入 

膠圈 

突出 

內襯

或板

帶脫

落或

破損 

內襯

突起

或皺

摺 

   C     
         

S     
        

   C     
         

S     
        

   C     
         

S     
        

   C     
         

S     
        

   C     
         

S     
        

記錄人：                                監造人：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於說明欄中註記異常輕重程度。並彙整異常狀況圖檔為附件。 



 

 

【附件三】 

(工程名稱)      下水道閉路電視檢視併聲納檢測工作紀錄表 
* 請確實填寫以利資料建置 * 

檢視日期：           年           月          日 

管段編號：                   →                      (上游人孔→下游人孔)      道路名稱：           

檢視起始人孔：                檢視次第：        (該管段之第幾次檢測) 

使用攝影系統之廠牌及型式：                               

管段基本資料 

(若為免開挖整建後 

管長：              (m)  管徑：              (mm)  管材：                             之管段，請填寫內襯

或板帶材質)  

編號 

異常點 

距 離 

(m) 

異常 

方位 

檢

測

設

備 

 

  異 常 現 象 勾 選 

說       明 
積水 

淤積 

阻塞 

管壁 

破裂 

管壁 

破洞 

管壁 

腐蝕 

接縫

處縱

向脫

開 

接縫

處橫

向脫

開 

樹根 

入侵 

不明

支管

插入 

膠圈 

突出 

內襯

或板

帶脫

落或

破損 

內襯

突起

或皺

摺 

   C     
         

S     
        

   C     
         

S     
        

   C     
         

S     
        

   C     
         

S     
        

   C     
         

S     
        

記錄人：                                監造人：                            日期：           年           月           日 

註1：請於說明欄中註記異常輕重程度。並彙整異常狀況圖檔為附件。 

2：「C」表示閉路電視檢視CCTV，「S」表示聲納檢測。 

          



 

 

【附件四】管段沉積狀況縱斷面圖格式(適用於人工調查或聲納設備) 

編號 

管段編號 
起始 

人孔 
檢視日期 

檢視 

次第 
路 名 

管長 

(m) 

管徑 

(mm) 
管材 

光碟片編

號 

異常

起點

(m) 

異常終

點(m) 

異常 

方位 

備註 

 上游

人孔 

下游

人孔 

               

檢測方向:

積深
(mm)

平均
積深
(mm)

占管徑
百分比
(%)

平均
百分
比(%)

間距(m)

總長(m)

繪 圖 區

橫坐標:距離

縱
坐
標
:
積
深

 
   檢查人：               繪圖員：                 監造人：                           繪圖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五】 

(工程名稱)      下水道異常狀況統計表 

編號 

管段編號 
起始 

人孔 
檢視日期 

檢視 

次第 
路 名 

管長 

(m) 

管徑 

(mm) 
管材 

光碟片

編號 

異常

起點

(m) 

異常

終點

(m) 

異常 

方位 
異常狀況說明 處理建議 

異常分級 

上游

人孔 

下游

人孔 

類別 

(1~8) 
程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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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下水道異常狀況分級對照表 

評比

權重 
下水道異常狀況 輕度 中度 重度 判斷準則 

5 

1.破損龜裂 

Cracking 1分 2分 3分 

輕：產生裂縫，沒有變形 

中：產生裂縫，造成變形，但未達重度 

重：破損、穿孔或發生滲漏現象 

4 

2.管節接縫處脫開 

Pulled or Dropped joint 1分 2分 3分 

輕：縱向或橫向位移<2.5 cm 
中：縱向或橫向位移≧2.5cm 但未達重度 
重：止水膠圈突出或發生滲漏現象 

4 

3.樹根侵入 

Root intrusion 1分 2分 3分 

輕：侵入樹根直徑<2.5 cm 
中：侵入樹根直徑≧2.5 cm，但未達重度 
重：樹根侵入，形成阻塞及滲漏 

4 

4.接入管突出 

Protruding 1分 2分 3分 

輕：突出<2.5 cm 
中：突出≧2.5 cm 
重：私接暗管或接管處產生阻塞或滲漏 

3 

5.腐蝕﹑沖蝕 

Corrosion﹑Erosion 1分 2分 3分 

輕：表面剝落，管壁出現凹凸面。 

中：礫石、強化鐵絲或鋼筋出露 

重：礫石掉落，鋼筋銹斷 

3 

6.下陷 

Sag 1分 2分 3分 

輕：積水<管徑30% 
中：積水≧管徑30%，但未達重度 
重：積水淹沒攝影鏡頭 

2 

7.結垢 

Grease 1分 2分 3分 

輕：造成管徑損失<10% 
中：造成管徑損失≧10% 
重：形成阻塞，清洗噴頭無法通過 

2 

8.淤積 

Debris 1分 2分 3分 

輕：造成管徑損失<10% 
中：造成管徑損失≧10% 
重：形成阻塞，清洗噴頭無法通過 

計分方式 

‧單一評分＝評比權重＊嚴重度(例：中度破損龜裂=5×2分=10分) 
‧綜合評分＝單一評分之和 

分級方式 

‧此評比係針對「單一管段」(人孔至人孔間)進行分級。 

‧A 級﹕未達 B 級者。 
‧B 級﹕綜合評分≧20，或中度異常加總之評分≧12，或重度異常加總之評分≧8。 
‧C 級﹕綜合評分≧30，或中度異常加總之評分≧20，或重度異常加總之評分≧15。 
‧綜合評分尚需考慮管徑、管深、管材及其周圍環境等因子加權，管徑較大，深度較深

等應予加權升級。 

‧異常分類1、2、3、4以「處」來進行評估，每1處異常給予1個單一評分。 

‧異常分類5、6、7、8以「管節」來進行評估，每1管節的異常給予1個單一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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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免開挖整建後之下水道異常狀況分級對照表 

評比

權重 
下水道異常狀況 輕度 中度 重度 判斷準則 

5 1.內襯或板帶脫落 － － 3分 
內襯或板帶明顯未貼附原管壁，而呈現

脫離狀態；或已發生滲漏現象。 

5 2.內襯或板帶破損 － － 3分 
內襯或板帶明顯有破裂或斷裂；或已發

生滲漏現象，或發現有樹根侵入。 

4 3.內襯突起或皺摺 － 2分 － 
與完工驗收之檢視影片比較，可看出內

襯有突起或皺褶，但尚無滲漏現象。 

5 4.不明接入管 － － 3分 
有不明管接入下水道內，表示內襯或板

帶已遭破壞。 

3 5.下陷 1分 2分 3分 

輕：積水<管徑30% 
中：積水≧管徑30%，但未達重度 
重：積水淹沒攝影鏡頭 

2 6.結垢 1分 2分 3分 

輕：造成管徑損失<10% 
中：造成管徑損失≧10% 
重：形成阻塞，清洗噴頭無法通過 

2 7.淤積 1分 2分 3分 

輕：造成管徑損失<10% 
中：造成管徑損失≧10% 
重：形成阻塞，清洗噴頭無法通過 

計分方式 

‧單一評分＝評比權重＊嚴重度 
‧綜合評分＝單一評分之和 

分級方式 

‧此評比係針對「單一管段」(人孔至人孔間)進行分級。 

‧A 級﹕未達 B 級者。 
‧B 級﹕綜合評分≧20，或中度異常加總之評分≧12，或重度異常加總之評分≧8。 
‧C 級﹕綜合評分≧30，或中度異常加總之評分≧20，或重度異常加總之評分≧15。 
‧綜合評分尚需考慮管徑、管深、管材及其周圍環境等因子加權，管徑較大，深度較深

等應予加權升級。 

‧均以「處」進行評估，每1處異常給予1個單一評分。 

‧關於內襯或板帶之堪用狀況，建議應實地取樣後，依公共工程綱要規範【第02538章】

下水道管線整建免開挖施工之材料檢驗規範進行相關試驗，以評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