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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宅浴廁管道通風設計之初步研究 

Preliminary Study on Dust Ventilation of Bathroom in Apartment D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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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地區地小人稠，居住類型由平面式

居住型態，轉變為立體式的集合住宅型態。

集合住宅的設計案例，為了增加生活機能，

卻忽略浴廁基本需求、造成意外頻傳，甚至

成為傳染病散播之途徑，研究顯示其主要原

因是浴廁通風系統設計不良所導致。 

    本研究針對集合住宅浴廁的現況，調查

其浴廁通風系統設計不良的原因，藉由氣流

流場物理特性搭配通風設備，改善浴廁通風

不良問題，除可減少意外事故，避免傳染病

的傳播，並達到節約能源之效果。研究結果

顯示，於浴廁管道間增設空氣逆止閥，除可

抑止管道間廢氣進入室內，並可有效的提升

通風效能，對於集合住宅、醫院及公共場所

浴廁的通風設計，除可提供浴廁通風設計之

參考，並可改善舊有建築浴廁管道間通風效

能。 

關鍵詞：浴廁、通風、節能 

 

一、緣起與目的 

1-1  研究動機 

近年來，在浴廁所發生的意外事故時

有所聞，本研究針對浴廁通風設計上的疏

失所造成意外與災害概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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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浴廁通風與換氣設計不良，容易造成

潮濕，使得浴廁為建築單元內，最易

發生意外事件的場所。在浴廁發生意

外事件中，機率最高就是滑倒，而滑

倒除了造成皮肉之苦，若不慎撞擊浴

廁內之物品，造成碎裂或撞擊要害，

對生命威脅頗大。 

2、早期將瓦斯熱水氣裝設於浴室內，使

得浴廁發生危險的機率升高。根據衛

生署統計資料，台灣地區死亡人數：

其他可利用氣體及一氧化碳之意外中

毒，在民國九十年，共有八十五位因

此中毒身亡。 

3、2003 年全球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

群（SARS），震驚全球，截至 2003 年

7 月 14 日為止，全球發生 8437 件病

例，造成 813 人死亡；香港淘大社區

發生交叉感染；國內亦爆發疫情，發

生 671 件病例，造成 84 人死亡。世界

衛生組織 WHO 指出，未來除了 SARS

病毒外，可能會爆發更強烈的病毒。

但未來的病毒傳染途徑是何種類型，

並不排除以空氣為媒介的病毒傳染。  

1-2  研究目的 

上述意外與災害，與浴廁通風良否息息

相關，為了避免事故在我們生活環境中一再

的發生，浴廁通風換氣是必需要改善與設

計，本研究的目的： 
1、檢討目前集合住宅浴廁通風的缺點。 
2、改良目前集合住宅浴廁通風換氣的模式。 



 2

1-3  研究範圍 

針對集合住宅浴廁無開窗、只靠管道間

為唯一通風途徑【圖 1】。經調查發現，在此

範圍內，有三種較常使用之通風模式： 
1、浴廁排氣扇，以管線直接連接到管道

間，且整個管道間與室內之間並無其

餘開口。 
2、浴廁排氣扇，將廢氣排至天花板與結

構體之間形成的隔間（以下簡稱上層

隔間），再利用上層隔間與管道間所形

成的通道，達到排氣動作。 
3、浴廁排氣扇，將廢氣排至上層隔間，

並無任何開口讓廢氣達到流動狀況。 

 

圖 1、無開窗的浴廁 

以上三種通風換氣模式在各建築物中較

為普遍，尤其是第二種通風方式，更是建築

物中最常發現。本研究的範圍，以目前建築

物最常見的第二種通風模式作為主要的討論

對象。 
1-4 研究方法 

在建築物設計中鮮少討論浴廁通風的問

題，於文獻上更遍尋不著管道間通風之相關

議題，因此本研究先採取以現場調查方式，

調查既有浴廁通風狀態，進而檢討排氣效

應；製作縮尺模型做煙流試驗，模擬空氣在

管道間流動的方式，驗證氣體流動狀況；藉

此改善浴廁通風換氣設計，提供設計基礎。 

 

二、既有浴廁通風狀態與效應檢討 

2-1  既有浴廁通風狀態 

目前於台灣一般集合式建築設計中，往

往將浴廁設計在屋內而且無開窗【圖 2】。在

浴廁牆面附近，設有管道間。此管道間為了

安裝及維修方便、節省成本等考慮之下，往

往在浴廁牆面與管道間相通之處，頂部留有

一截沒有封閉的缺口【圖 3】，預留作為浴廁

管道維修及通風效果的用途。 

 

圖 2、浴廁與管道間之關係 

 

圖 3、浴廁與管道間之缺口 

相關浴廁通風系統設計的瑕疵，須由管

道間排氣方式作為探討。 

排氣的方式，由圖 4 到圖 8 的順序表示。

首先，浴廁未使用時，浴廁並無異味或水氣

產生，空氣為乾淨狀況【圖 4】；其次，正在

使用浴廁時，浴廁開始產生異味或水氣【圖

5】；其後，經由機械抽排系統將異味或水氣

排放到上層隔間【圖 6】；最後，異味或水氣

排放到上層隔間後，再經由管道間做排氣的

動作【圖 7】。 
    在這種排氣狀況，在相鄰兩間的浴廁，

水氣或異味產生時【圖 8】，由機械抽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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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使用前之浴廁 

 

圖 5、水氣或異味產生 

 

圖 6、排放到上層隔間 

 

圖 7、由管道間排出 

排放至上層隔間後，部份廢氣經由管道間排

放，而另一部分則因機械抽排系統未啟動及

頂層隔間的縫隙，散逸至隔壁相鄰浴廁，容

易造成污染【圖 9】。 
由管道間相連接之樓上樓下的浴廁，則

因管道間相通，水氣及異味會循著管道間，

逸散到其他樓層，造成其他樓層的污染【圖

10】，而管道間亦成為污染傳遞之主要路徑。 

 

 
圖 8、水氣或異味產生 

 
圖 9、部份經由管道間排出，部份經由隔間逸入 

 
圖 10、管道間成為傳遞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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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排氣系統形式 

在既有浴廁通風狀態下，管道間擔任排

氣的功能。一般而言，利用管道間做換氣的

功能，是利用「煙囪效應」來作排氣動作，

達到室內換氣的效果。而此種排氣系統有兩

種形式： 
1、於一個封閉的狀況下，管道間就像一

支大煙囪，廢氣會循著管道間向外排

氣，我們稱之為獨立排氣系統【圖

11】。 
2、當管道間有其他開口時，每一樓層的

空氣會循著管道間散逸，並在其他樓

層排氣，我們稱之為共用管道排氣系

統【圖 12】。 
由檢討中得知，共用管道排氣系統有其

便利性，但亦有以下缺點： 
1、污染空氣會經由管道間傳遞到各樓

層。 
2、以空氣為傳染途徑的傳染疾病易在各

樓層間傳遞。 
3、發生火災時，濃煙及火苗會經過此途

徑流竄。 

 
圖 11、獨立排氣系統 

 
圖 12、共用管道排氣系統 

  三、 縮尺模型測試 

    本研究製作縮尺模型以便做煙流測試

【圖 13】，以施放煙霧模擬空氣在管道間的動

向，便於了解空氣在管道間流動現象。本模

型根據一般建築物高度，及管道間尺寸，作

為縮尺模型製作的依據，模擬共用管道排氣

系統。一般建築物每一層建築物單層樓高設

定為 320cm，而管道間尺寸約為 50*50cm，管

道間開口處距離樓地板約為 290cm 建築物管

道間開口尺寸30*20cm。模型製作尺寸為1/10

透明壓克力材質的縮尺模型，依據實際建築

物縮小，便於觀察，模型每層高度 32cm，共

三層，管道間尺寸 5*5cm，管道間開口處距離

樓地板 29cm，建築物管道間開口尺寸 3*2cm

【圖 14】。 

 
照片 13、管道間縮尺模型 

模型分成三層，以 A、B 區分左右兩區

間，用以代表同一樓層、相鄰兩戶，本測試

以點檀香方式產生煙霧。 

 
圖 14、縮尺模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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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時測試環境氣溫為 25.6 度，環境風

速為零，模擬自然通風狀況下，抽風機沒啟

動，空氣在管道間內自由流動。 
由 1A 開始施放煙霧【圖 15】，在大約 2

秒後，可見煙霧竄入隔壁 1B，煙霧沿著管道

間向上流動。等煙霧經過第二層 2A、2B 開

口部時，部分煙霧往 2A、2B 蓄積，煙經過

第三層 3A、3B 時亦同。【圖 16】。經過一段

時間，大部分煙霧隨著管道間開口排出；部

分煙霧漸漸在 2、3 層內聚集，再慢慢由每一

層底下的開口流出【圖 17】。 

 

照片 15、煙霧產生 

 

照片 16、煙霧流入 

 

照片 17、煙霧由開口流出 

四、改善措施 
改善通風換氣設計缺失，在實務上有幾

種可行方式： 

    1、浴廁通風路徑變更。 

    2、浴廁位置變更。 

    3、沿用舊有管道通風路徑，設計相關產

品，以便利用。 

    以上所述皆為可行，但最經濟有效的方

式為第三種，只要少許的變更，就可以同時

達成符合通風與換氣的需求。 
由排氣效應檢討與縮尺模型測試中發

現，若是使用共用管道排氣系統，則可能會

將廢氣及有害物質傳送到各樓層。欲將共通

管道系統改造為獨立管道系統，則必須考慮： 
1.自然通風與機械通風相互配合 
2.設計廢氣逆止閥 

  4-1  自然通風與機械通風相互配合 

    浴廁通風的一般情況，若室外氣壓小

時，室內氣壓大於外部氣壓，可以自然的方

式排氣【圖 18】；若室外氣壓大過於室內氣壓

時，採取機械排氣，可增加排氣效果【圖 19】。 

 

圖 18、自然排氣 

 
圖 19、機械排氣 

  4-2  設計廢氣逆止閥 

就實際使用上而言，要保持負壓狀況，

必須將機械排氣設備 24 小時不停地運轉。但

是住宅浴廁並非醫療院所等，沒有必要 24 小

時保持負壓狀況，只要在使用浴廁時及使用

後一段時間內，將浴廁內氣體置換即可。但

是集合式住宅所採取通風模式，是共通管道

排氣系統，假設機械排氣設備使用後關閉或

者沒有啟動，則所排出的廢氣及其他樓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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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就會逸入室內。 
在實務上，必須將管道間與室內通道以

砌磚或其他方式封閉，避免空氣經由此途徑

逆流入浴廁，再增設排氣管路，讓機械排氣

設備所排出的廢氣，直接進入管道間【圖

20】，於機械排氣設備排氣管路之間或末端，

設計空氣逆止閥，防止管道間內或其他樓層

空氣逸入【圖 21】。 

 
圖 20、浴廁與管道間介面封閉圖 

 
圖 21、廢氣逆止閥示意圖 

4-3 模型測試二 

    由上得知，設置逆止閥之重要性。本次

測試則以配置測試的方法，來瞭解裝置逆止

閥與否對於共通管道系統之浴廁的通風效果

之影響。 

    茲將配置情形敘述如下： 

    （1）2A 裝置逆止閥及風扇（不動） 

    （2）3A 僅裝置逆止閥 

    （3）2B 僅裝置風扇（啟動） 

    （4）3B 僅裝置風扇（不動）【圖 22】 

3A 

逆止閥 

 

3B 

 

風扇（不動） 

2A 

逆止閥 

風扇（不動） 

3B 

 

風扇（啟動） 

圖 22、測試配置 

    由測試發現，裝置逆止閥的 2A、3A 及有

啟動抽風扇的 2B，並無煙霧進入；而無裝置

逆止閥、僅裝抽風機但抽風機未啟動的 3B 則

煙霧瀰漫【圖 22】。由測試可知，有裝置逆止

閥可以有效的阻絕廢氣進入室內，啟動風扇

也可以，但是有一個缺點，若風扇老化，轉

速過低，則無法阻絕煙霧進入。 

 

圖 23、測試比較 

 

五、結論與建議 

    為了改進目前管道間通風的缺失，增設

空氣逆止閥是一種途徑。空氣逆止閥於浴廁

使用時，自動開啟，達成管道暢通；沒有使

用時，自動閉合，防止管線內廢氣散入浴廁。

而每一層樓都裝置時，可以將共通排氣系統

改為獨立排氣系統。如此，可有效的提升通

風效能，也可以抑止管道間廢氣進入室內。

舊有建築物亦可利用此裝置，達到防疫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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