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2018年3月26日) 

  
商業廚房煤氣爐具之 
現場測試及投入運作的 

注意事項 



範圍 

主要涵蓋非住宅式食肆氣體用具(熱
負荷在70千瓦以內)的一般現場測試
指引，特別適用於商業廚房之煤氣爐
具。 



定義 

 投入運作 
 指確定氣體用具正常及安全操作之工序。 

非住宅式氣體用具的投入運作必須由註冊
氣體裝置技工進行，此技工必須是認可合
資格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非住宅式氣體用具 
 主要是為在非住宅房產內使用而建造或本

意是主要作此用途的氣體用具，不論該用
具是否如此使用。 



一般事項 

非住宅式氣體用具之維修工程必須由
具備《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
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第51D章)
所訂明的第7類工程資格的註冊氣體
裝置技工進行。 



工作守則及相關條例 

• 《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 

• 氣體應用指南之十二 - 氣體用具機動排氣系統的裝置規定 

(熱負荷在 70 千瓦以內者) 

• 氣體應用指南之十四 - 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 

• 氣體應用指南之二十一 - 食肆及食物製備場所內作供應飲

食用途的煤氣裝置規定 

• 《建築物(設計)規例》第35A 

• 《水務設施規例》(第102章) 

• 《電力供應條例》(第406章) 

•  勞工處工作守則 - 控制工作地點空氣雜質(化學品) 

 

 

 

 

 



煤氣供氣喉管 

步驟一:  檢查供氣喉管，確保沒有銹蝕和漏氣; 

步驟二:  檢查供氣喉管，確保沒有安裝在通風不足的喉槽內      

         或任何通風不足的空間; 

步驟三:  裝設於樓宇內的供氣喉管必須附有標明”          “ 

         字樣的黃色膠帶以知識別，並檢查該標示情况，確保   

         正常及清晰; 

步驟四:  檢查供氣軟喉(如有)，確保沒有過期。 

步驟五:  檢查緊急控制閥，確保操作正常及其操作標記是否完整 

     無缺。 

 

煤氣 TOWNGAS 



煤氣錶 

步驟一: 檢查煤氣錶，確保沒有銹蝕和漏氣; 

步驟二: 檢查煤氣錶上的標示，確保完整無缺; 

步驟三: 如有告示指出最接近的上游緊急控制閥的位置，就 

    須檢查告示，確保完整無缺。 

步驟四: 如有告示指出主錶下游裝置的分錶數目和位置，就  

        須檢查告示，確保完整無缺。 

 

 

 



一般檢查 

步驟一: 檢查煤氣供應閥的操作狀態，確保正常; 

步驟二: 檢查煤氣爐具的安全操作標籤，確保完整無缺; 

步驟三: 檢查煤氣爐具之爐身部份及其支撐結構的狀況，確保穩固; 

步驟四: 檢查燃燒室及排煙管道，確保煙氣通道沒有阻塞； 

步驟五: 檢查以下煤氣爐具裝置的操作狀態，確保正常: 

 煤氣開關掣 

 爐頭 

 點火系統 

 電子自動點火器 

 點火棒的橡膠喉 

 

 

 

 

 



一般檢查 (續) 

步驟六: 如煤氣爐具設有風機，就須測試其功能，確保操作正常; 

步驟七: 如煤氣爐具設有供水及排水系統，就須測試其功能， 

        確保操作正常； 

步驟八: 檢查熄火安全裝置(FFD)操作是否正常: 

 熱電式 - 燃點氣體爐具及量度開動熱電閥時間。開閥所需時

間必須少於 40秒，當火燄熄滅後，FFD必須能在 75秒 內關

掉供應燃燒器的煤氣; 

 電子火燄保護系統 (HFID) - 視乎適合情況，模擬燃點故障

如遮蓋檢測器或防止火燄接觸檢察器。檢查電關閉閥所需關

氣時間是否符合生產商的指定時間。 

 

 

 

 

 



一般檢查 (續) 

步驟九: 檢查鮮風及抽氣系統操作是否正常: 
 

 在施工前，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須檢查廚房內的通風系統， 
包括鮮風及排風系統，如發現通風系統操作不正常，必須
通知食肆負責人委派相關人士作出修正。 
 

 如採用 機動 通風系統，須使用有靠方法，例如電聯鎖或
氣壓感應系統或同等裝置，以確保煤氣爐具使用時該機動
排氣系統保持開動，另須檢查聯鎖系統並確保聯鎖系統沒
有裝置凌駕功能。 
 

 檢查告示是否清晰地提醒使用者在使用氣體用具前必須開
動該聯鎖裝置。 

 

 

 

 



商業廚房氣體爐具 



中式炒鑊爐 (三點式測試) 

步驟一: 把最少有19英吋直徑中式炒鑊並注滿最少一半水，放於炒   

        鑊爐上; 

步驟二: 將炒鑊爐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三: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四: 取樣時須平放探頭於與煙道出口同一水平的中心位置; 

步驟五: 將炒鑊爐調較至中火 (一般將氣掣把手關上約 45o角); 

步驟六: 按 步驟一 將鑊放上炒鑊爐後，重覆步驟三至四; 

步驟七: 將炒鑊爐爐火全關掉，只保留火種燃燒; 

步驟八: 按 步驟一 將鑊放上炒鑊爐後，重覆 

        步驟三至四; 

步驟九: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測試點 
測試點 



蒸櫃 
 

步驟一: 將蒸櫃裝滿水，再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二: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三: 當煙氣溫度穩定後方可取樣，取樣時須平放探頭於  

        與煙道出口同一水平的中心位置; 

步驟四: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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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爐 / 腸粉爐 

步驟一: 將腸粉爐或蒸爐裝滿水，再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二: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三: 當煙氣溫度穩定後方可取樣，取樣時須平放探頭於與 

        煙道出口同一水平的中心位置; 

步驟四: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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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爐 

步驟一:  用裝滿最少一半水的煲放在其中一個平面爐的爐頭上; 

步驟二:  將該爐頭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三: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四:  如下圖顯示 - 量度時，從該爐頭的四個指定位置中的最少兩個 

        位置量度數據 (建議 1前1後)，而取樣探頭必須距離煲底以上   

        100毫米，平放並切線地接觸煲邊。 在眾量度位置中，以最高煙 

        氣排放數值為結果; 

步驟五: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步驟六: 重覆步驟一至五測試各爐頭。 

 

 
測試器皿 

測試點 

測試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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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毫米 



平底爐 

步驟一:   用裝滿最少一半水的煲放在平底爐上; 

步驟二:   將平底爐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三: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四:  在自然預混平底爐取樣時，從四個指定位置中的最少兩個位置量 

         度數據，而取樣探頭必須距離煲底以上 100毫米，平放並切線地 

         接觸煲邊。在眾量度位置中，以最高煙氣排放數值為結果; 

步驟五 :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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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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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鴨爐 / 燒豬爐 

步驟一:  將燒豬爐 / 燒鴨爐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二: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三: 量度時，平放取樣探頭於燒鴨爐頂的排煙口位置，  

        此排煙口必須保持常開最少 25毫米; 

步驟四: 當煙氣溫度穩定後才量度數據; 

步驟五: 另須量度爐底出口位置，為確保沒有煙氣向下流 

        出爐底，所以爐底出口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濃度 

        不可高於周圍邊水平； 

步驟六: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Point for 

measurement

Front View

Point for 

measurement

Plan View

測試點 

測試點 



乳豬爐 

步驟一:  將乳豬爐的三個燃燒器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二: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三:  量度位置共有兩處，分別在各燃燒器之間 (如下圖顯示);  

步驟四: 取樣探頭須距離爐面以上100毫米，並距離最近分界線之前 50 

  毫米。 在該兩個量度位置中，以最高煙氣排放數值為結果; 

步驟五: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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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熱水爐 

步驟一: 將熱水爐熱水掣調控至最大流量; 

步驟二: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三: 通過位於煙氣分流器上的測試點，將探測器之探針 

        申延至煙道內中間位置，最後，以最高煙氣排放數 

        值為結果; 

步驟四: 測試完畢後，將熱水爐氣掣關掉。 

 

 

分流器測試點 

煙道內
測試點 

備註:  對於煙道沒有直接接駁到機動排氣系統的熱水爐，  

       其取樣位置在煙道出口中心。 



鐵板爐 

步驟一: 將鐵板爐的 2個 燃燒器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二: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三: 量度位置分別在兩個燃燒器的煙道出口處 (如果只有 

        一個燃燒器，量度位置便在煙道出口中心處);  

步驟四: 取樣時，須平放探頭於與煙道出口同一水平的中心位 

        置，以最高煙氣排放數值為結果; 

步驟五: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測試點 

測試點 



煤氣飯煲 

步驟一: 將飯煲裝滿水，再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二: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三: 取樣位置在飯煲周邊排氣位，選擇任何三個平均距離點  

        (如下圖顯示) 

步驟四: 在該三個量度位置中，以最高煙氣排放數值為結果; 

步驟五: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測試點 



炸油爐 
 

步驟一: 炸油爐須裝滿大約80%油 (沒有油時，可用水代替); 

步驟二: 將炸油爐調較至最高火力; 

步驟三: 量度前先讓燃燒狀態穩定 3 至 15分鐘; 

步驟四: 取樣時，須平放探頭於與煙道出口同一水平的中心位 

        置 (如下圖顯示); 

步驟五: 量度完畢後必須關掉氣閥。 

 

 

測試點 



爐具燃燒性能 

燃燒要求 
 首先，燃燒產物出口位置必須暢通無阻; 

 燃燒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比例需乎合以下要求: 

 

 

 

 

 
 當氣體用具在運作時，一氧化碳濃度在工作人員的呼吸高度位

置(距離地面 1,500 – 1,700毫米及距離氣體用具 300毫米)， 
必須少於 25 ppm 。投入運作後或維修氣體用具後，一氧化碳
濃度最好控制在 2.5 ppm 以下。 

備註:  在任何操作環境下， 必須沒有離火、回火、 黃火及熄火等情形出現。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比例 
(二氧化碳濃度 > 1%) 

沒有煙道的氣體爐具或沒有把煙道直
接接駁到機動排氣系統的氣體用具 

 0.01 

已把煙道直接接駁到機動排氣系統的
氣體用具 

 0.02 



測試紀錄 

新安裝之工商業氣體裝置測試及 

投入運作檢查核對表(藍表) 

維修工商業氣體裝置檢查核對表(黃表)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須填寫以下檢查核對表，亦須提醒經營者或負責

人必須將測試紀錄妥善保存不少於 2年。 其中包括: 

 



定期的保養及維修 

為保持爐具最佳狀態，建議每年安排三至四次的
定期檢查及預防性的維修，避免爐具突然發生故
障: 

 爐具結構是否穩固； 

 氣密檢查； 

 爐頭及火種的孔道是否暢通； 

 煤氣及空氣比例是否正確； 

 各爐掣操作是否暢順。 

 



預防意外的發生 

 清楚緊急控制閥的位置及其操作； 

 煮食器皿的罷放要穩妥及不可超越爐面範圍，
以免不慎碰翻，引致燙傷； 

 爐具結構要堅固及有足夠托承力； 

 適當火力調教，避免火焰超出煮食器皿； 

 若煮食時有食物溢出或濺出，應立刻調教爐火，
以免殘渣積聚在爐頭上。 

 



預防意外的發生 (續) 

 切勿讓過多氣體積聚在爐頭上才點火； 

 切勿屈身越過正在使用中的爐頭，以免被燒傷
或被蒸氣所燙傷； 

 避免接近爐具的廢氣出口，以免被廢氣所燙傷； 

 要經常清潔抽氣系統的油污，以免油污被燒著； 

 當抽氣及鮮風已關掉或運作不正常時，切勿開
啓任何氣體爐具。 

 



 處理煤氣洩漏 
 

如你察覺或懷疑煤氣洩漏，請即採取下列措施： 

 打開所有門窗；  

 檢查爐具的開關掣是否意外地打開；  

 關掉煤氣錶總掣及熄滅所有火種； 

 若煤氣爐具已全部關妥，但仍察覺有煤氣氣味，
請立刻到屋外致電煤氣公司 24小時緊急事故
熱線28806999。 

 

預防意外的發生 (續) 



 處理煤氣洩漏(續) 
 

 切勿觸動任何電掣(如開燈或關燈)；  

 切勿在室內使用任何電話，包括手提電話；  

 切勿使用火柴或打火機；  

 切勿用火測試漏氣來源；  

 切勿開啓任何煤氣爐直至漏氣情況得到合資
格人仕控制。 

預防意外的發生 (續)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