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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千斤頂係方便實用的隨車手工具，其結構需具有足夠強度，

且須具有穩固及適用的升程，以確保作業中人員及工作物負載的

安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民國83年公告列檢汽車用輕便式千斤

頂，凡內銷出廠或進口之車用千斤頂未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陳

列或販售；台南分局設置千斤頂專業實驗室，負責依國家標準執

行千斤頂檢驗工作，為消費者的商品安全把關。 

由於產業環境變遷，目前千斤頂之進口來源以中國為多，偶

有發現檢驗不符合之案件，業者必須進行不合格改善作業或者將

商品退運、銷毀，造成業者的成本損耗；因此，本自行研究專題

蒐集實驗室105年至109年檢驗不合格案件項目資料，探討千斤頂

品質不符合之原因，並分析及提供改善對策之建議參考，以提升

廠商對該產品安全性品質的認知與檢驗人員檢測所需的技術性之

幫助。 

 

貳、車用千斤頂之工作原理 

2-1螺旋千斤頂之工作原理 

在CNS 4076汽車用輕便式螺旋千斤頂檢驗標準的型式分類有

普通型、保險桿型、車體型及伸縮型，以伸縮型為最常見配置於

汽車上的型式，因其具有結構簡單、體積小、易收藏、操作簡便

與價格便宜等多項優點，其作用原理示意圖如圖2-1，主要係以「螺

紋」與「槓桿」的機械利益相乘，獲得放大的輸出力/輸入力比值，

操作者得以數公斤的手動操作力便可頂舉數百公斤的車體。 

 

圖2-1 汽車用伸縮型螺旋千斤頂舉升前與舉升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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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液壓千斤頂之工作原理 

在CNS 4074汽車用輕便式液壓千斤頂的型式分類有普通型、

保險桿型及車體型，以普通型為最常見配置汽車之型式，因其具

有輸出力大、操作簡單、體積小、收納方便等優點。 

液壓千斤頂的作用原理是利用巴斯卡原理及槓桿效益相乘，

即可獲得很高的機械利益(輸出力/輸入力)。 

由圖2-2液壓千斤頂原理示意圖說明工作原理，在舉起重物前

關閉釋放閥，下壓活塞A，液壓油被從A缸擠壓流經單向閥進入B缸

內，進而舉升重物W；開啟釋放閥時，液壓油排放出儲油桶，重物

下降。 

假設右側操作桿下壓的力量為F（㎏）、兩側活塞斷面積分別

為A、B（cm2），因密閉流體中，容器的各處有相同的壓力，則內

部產生的壓力P=F/A=W/B（㎏/cm2），所以W=F×（B/A），而槓桿比

效益為L1/L2，便可獲得機械利益M，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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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右活塞A的行程為S1，左活塞B的行程為S2，因為右活塞A所

壓出的液體容積必須和送入左活塞B的液體容積相等，所以

A×S1=B×S2，即S2=（A/B）×S1；由此可知負載側活塞B的行程S2因兩

側活塞面積比（A/B）而減小。 

 

圖2-2液壓千斤頂原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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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輪型液壓千斤頂之工作原理 

輪型液壓千斤頂之工作原理，則係將普通型液壓千斤頂的設

計轉成橫臥式，利用壓力缸水平方向輸出端的直線運動推力，經

銷接連桿機構之桿臂轉換成弧形運動的垂直承載力，見圖2-3輪型

液壓千斤頂作動實體圖，在水平與垂直力兩者之間，由於連桿方

式及槓桿操作產生力矩，因此連桿機構輸入端與輸出端之曲柄與

支點位置的設定，改變了運動方向，隨著位置點的不同，其機械

利益值亦隨時改變，且當舉臂於閉合高度及水平位置，舉升臂受

力最大，設計時應考量幾何力關係，否則將導致產品斷裂失效。 

 

圖2-3 輪型液壓千斤頂作動實體圖 

 

參、汽車用輕便式千斤頂檢驗相關規定 

3-1千斤頂檢驗方式 

汽車用輕便式千斤於民國83年公告列檢，判定原則係指千斤

頂之功能、規格、用途為使用於頂舉車子為限，檢驗範圍指本體

重量30公斤且標稱負載30公噸以下之液壓千斤頂、輪型液壓千斤

頂及螺旋千斤頂，檢驗方式採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 

以逐批檢驗方式，則每次於製造完畢出廠、進口輸入前，都

需向標準檢驗局申請檢驗，經取樣檢驗合格、取得合格證書，並

於商品本體上附加商品安全標章後，才可以上市銷售。 

以驗證登錄方式，商品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程序為模式二+模

式四或模式二+五或模式二+七模式，廠商須取得驗證登錄證書

後，廠商必須要確保生產廠場所製造之產品與申請時所附型式試

驗報告之原型式一致，並於商品本體上附加商品檢驗標識後，始

得於證書有效期限內運出廠場或輸入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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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千斤頂之相關檢驗規定及書表皆可上網本局網頁

(https://www.bsmi.gov.tw)下載查詢，請讀者自行上網查閱。 

 

3-2千斤頂檢驗標準及實驗室主要檢測設備 

螺旋千斤頂、液壓千斤頂、輪型液壓千斤頂之檢驗標準及測

試項目簡列如表1，詳盡內容可上網國家標準(CNS)網路服務系統

www.cnsonline.com.tw免費預覽查詢。 

表1 液壓千斤頂、輪型液壓千斤頂及螺旋千斤頂檢驗之國家標準 

 CNS 4074液壓千斤頂 CNS 5432、5433輪型液

壓千斤頂、檢驗法 

CNS 4076汽車用輕便

式螺旋千斤頂 

檢

測

項

目 

(1) 外觀檢查 

(2) 構造與尺度檢查 

(3) 性能測試 

a. 負載操作測試 

b. 耐負載測試 

c. 洩漏測試 

d. 傾斜負載測試 

(4) 標示 

(1) 外觀、構造 

(2) 揚升動作 

(3) 品質檢驗 

a. 控制閥試驗 

b. 升程持續試驗 

c. 安全閥保險試驗 

d. 安全超負載試驗 

e. 強度試驗 

f. 偏載試驗 

g. 耐久試驗 

h. 最後操作試驗 

(4) 表面處理 

(5) 製造時一般注意事項 

(6) 標示 

(1) 外觀檢查 

(2) 構造與尺度檢查 

(3) 機械性能檢查 

a. 負載運作檢查 

b. 耐負載試驗 

c. 傾斜負載試驗 

(4) 標示 

千斤頂測試實驗室使用檢測設備為千斤頂油壓試驗機(圖

3-1)、長度量測儀器、操作力測試設備、荷重元、自動操作設備(圖

3-2)、空氣壓縮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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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千斤頂油壓試驗機           圖3-2自動操作設備  

 

肆、各類型千斤頂逐批檢驗案件品質檢測不符資料之收集與分析 

4-1千斤頂逐批檢驗批數及不合格統計 

蒐集105年~109年各類型汽車用千斤頂逐批檢驗案件之批數

及不合格統計如表2。檢驗批數分別為液壓式505批、螺旋式281

批、輪型液壓式29批；不合格率則以輪型液壓式27.6%最高，液壓

式2.6%次之，螺旋式1.1%最低。 

表2 汽車用千斤頂逐批檢驗案件批數統計 
  型式/ 

    批數 

年度 

螺旋 液壓 輪型液壓 年度 

總批數 
批數 

不合格

批數 
批數 

不合格

批數 
批數 

不合格

批數 

105 61 0 151 8 5 2 217 

106 72 2 107 1 10 2 189 

107 69 0 107 2 6 3 182 

108 55 1 72 2 5 1 132 

109 24 0 68 0 3 0 95 

合計 281 3 505 13 29 8  

不合格率% 1.1 2.6 27.6 

 

4-2千斤頂檢驗不合格項目及樣品狀況 

蒐集實驗室執行汽車用千斤頂（螺旋/液壓/輪型液壓）檢驗

不合格案件之不符合項目及樣品狀況，分別歸納如下表3~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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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NS 4076/螺旋千斤頂不合格項目及樣品狀況 

申請書號碼 規格(噸) 章節/項目 樣品不合格狀況 

20206xxxxxx 1 6.3.1/負載運作檢查 螺桿斷裂(圖 4.1) 

204C6 xxxxxx 2.5 6.3.2/耐負載試驗 母螺帽套斷裂(圖 4.2) 

20308 xxxxxx 1.5 6.3.1/負載運作檢查 止推軸承及螺桿損壞(圖 4.3) 

     

    圖4.1螺桿斷裂       圖4.2母螺帽套斷裂 圖4.3止推軸承損壞 

表 4 CNS 4074/液壓千斤頂不合格項目及樣品狀況 

申請書號碼 
規格

(噸) 
章節/項目 樣品不合格狀況 

205T5xxxxxx 7 5.4.1/負載操作測試 最高位置，溜塊下降 

20705xxxxxx 12 5.4.1/負載操作測試 最高位置，溜塊下降 

20205xxxxxx 10 5.4.1/負載操作測試 最高位置，溜塊下降 

20205xxxxxx 10 5.4.1/負載操作測試 柱塞處漏油(圖 4.4) 

20205xxxxxx 16 5.4.1/負載操作測試 柱塞處漏油 

20205xxxxxx 20 5.4.1/負載操作測試 操作桿套筒之焊道破裂(圖 4.5) 

20205xxxxxx 20 5.2/外觀檢查 
操作桿套筒與底座接合之連桿下端插銷

孔處斷裂。(圖 4.6) 

20205xxxxxx 20 5.4.1/負載操作測試 操作桿套筒之焊道破裂 

20206xxxxxx 2 5.4.1/負載操作測試 操作槓桿泵柱塞處液壓油洩漏 

20207xxxxxx 20 5.4.1/負載操作測試 
千斤頂底座之油路封閉孔處洩漏液壓油

(圖 4.7) 

205T7xxxxxx 5 5.3/構造尺度檢查 輔助螺桿從溜塊旋轉脫離(圖 4.8) 

20208xxxxxx 2 5.4.1/負載操作測試 無法揚升，釋放閥無法關閉 

20208xxxxxx 20 5.4.2/耐負載測試 
樣品鑄鐵底座之底部裂痕導致洩漏液壓

油(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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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4柱塞漏油    圖 4.5操作桿套筒焊道  圖 4.6連桿銷孔斷裂 
                              斷裂 

 

圖 4.7油路封閉孔漏油 圖 4.8 輔助螺桿脫落  圖 4.9鑄鐵底座漏油 

 

表 5 CNS 5432/ 5433/輪型液壓千斤頂不合格項目及樣品狀況 

申請書號碼 規格(噸) 章節/項目 樣品不合格狀況 

20305xxxxxx 2 
CNS 5432/5/製造時

一般注意事項 

頂盤與頂舉臂銷接處之插銷缺少

扣件,致插銷與頂盤脫落(圖 4.10) 

20205xxxxxx 2 
CNS 5432/5/製造時

一般注意事項 

頂盤輔助螺桿底部缺插銷而脫落

(圖 4.11) 

204T6xxxxxx 1.6 
CNS 5433/3.4/安全

超負載試驗 

液壓系統損壞，油壓缸破裂(圖

4.12) 

205T6xxxxxx 1.5 
CNS 5433/3.4/安全

超負載試驗 

液壓系統損壞，操作受損，頂盤無

法再舉升 

20207xxxxxx 2 
CNS 5433/3.3/安全

閥保險試驗 
安全閥提早開啟動 

205T7xxxxxx 1.5 
CNS 5433/3.2/升程

持續試驗 
安全閥處有漏油現象(圖 4.13) 

205T7xxxxxx 2.5 
CNS 5433/3.2/升程

持續試驗 
操作桿變形彎曲(圖 4.14) 

205T8xxxxxx 0.5 
CNS 5432/3.1/揚升

動作 
加載後，頂盤無法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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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插銷頂盤脫落     圖4.11頂盤脫落       4.12油壓鋼破裂 

 

 
    圖4.13安全閥漏油        圖4.14操作桿變形彎曲 
  

4-3千斤頂檢驗不合格項目及分配比率 

蒐集統計螺旋式、液壓式及輪型液壓式千斤頂逐批檢驗案件

不合格項目及其占比，如表6~表8。 

 

表 6 CNS 4076/螺旋千斤頂逐批檢驗案件不合格項目及比率 

項目 件數/總件數 比率(%) 

6.3.1/負載運作檢查 2/3 67% 

6.3.2/耐負載試驗 1/3 33% 

 

表 7 CNS 4074/液壓千斤頂逐批檢驗不合格項目及比率 

項目 件數/總件數 比率(%) 

5.2/外觀檢查 1/13 8 

5.3/構造尺度檢查 1/13 8 

5.4.1/負載操作測試 10/13 62 

5.4.2/耐負載測試 1/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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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符合原因探討及矯正措施之建議 

5-1螺旋式千斤頂不合格原因分析與矯正措施建議 

不合格項目 不符合原因歸納 試驗室分析 建議對策 

負載運作檢查 

1.螺桿斷裂、損壞 

2. 止推軸承損壞 

1.設計不良，操作柄

轉動螺桿時，螺桿與

螺母的運作不夠圓滑

確實，有金屬摩擦異

音，阻力及扭轉應力

過大，導致螺桿斷

裂、螺紋受損等狀

況。 

2.止推軸承強度等級

不足。 

1.改善設計，使螺桿與螺母

操作圓滑確實，降低阻力與

零件承受應力，提升性能。

設計螺桿與螺母需考慮螺

桿外徑、螺紋谷徑、螺紋形

狀、螺距、嚙合母螺紋部的

長度、熱處理、材質，確保

強度、耐磨性、自鎖性、螺

牙強度及傳力性能順暢之

要求。 

2.選用強度等級較高、品質

佳及適合的裝配游隙的軸

承。 

耐負載試驗 母螺帽套斷裂 高標產品負載規格 

須依標稱負載規格，設計產

品結構強度，且結構之安全

係數應大於 CNS 測試之要

求。 

 

 

 

表 8 CNS 5432/輪型液壓千斤頂逐批檢驗不合格項目及比率 

項目 件數/總件數 比率(%) 

3.1/揚升動作 1/8 13 

5/製造時一般注意事項 2/8 25 

3.2/升程持續試驗 2/8 25 

3.3/安全閥保險試驗 1/8 13 

3.4/安全超負載試驗 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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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液壓式千斤頂不合格原因分析與矯正措施建議 

不合格項目 不符合原因歸納 試驗室分析 建議對策 

外觀、構造

尺度檢查 

操作桿套筒與底

座接合之連桿下

端插銷孔處斷裂 

泵浦連桿插銷孔斷

裂面佈滿紅漆塗

層，非因受測而拉斷

裂。 

改善製程品管檢查與測試，確

保產品品質完善。 

輔助螺桿從溜塊

旋轉脫離 

輔助螺桿底端螺紋

壓印深度不足，手旋

轉輔助螺桿到最高

位置時，未能確實停

止而脫離溜塊。 

確實壓深輔助螺桿底端螺紋制

止點，使溜塊套筒頂端與輔助

螺桿底端應能卡住限制轉動，

避免螺桿脫離。 

負載操作測

試 

最高位置，溜塊

下降 

溜塊升到最高位置

時，揚程限制裝置之

作用及強度，未能安

全及確實保持鞍座

於最高位置，係因油

封破裂變形。 

改善油封材質、型式，提升油

封強度。改善回油溝槽之設

計、加工尺寸，以避免油封遭

回油溝槽劃破裂痕。 

操作槓桿泵柱塞

處液壓油洩漏 

操作泵柱體密封圈

強度品質不足，加

工尺寸公差配合等

級不佳。 

改善操作泵柱塞油封圈材質、

尺寸、圈數，提升強度以符合

操作條件要求。 

操作桿套筒之焊

道破裂 

操作桿套筒加工成

型焊接品質不佳，

承受不住槓桿操作

壓力。 

1.從熔接材料、方法、接頭種

類等方式著手改善，提升熔接

品質、熔接深度與接合強度。 

2.改以鉚接方式接合套筒，增

加強度，或改以一體鑄件成形

方法製造套筒，以提升強度。 

耐負載測試 

樣品鑄鐵底座之

底部裂痕導致洩

漏液壓油 

底座於鑄造過程中

的缺陷裂紋，因承受

負載時，底座產生彎

曲應力與剪應力合

成作用，致裂紋處洩

漏液壓油。 

1.改善底座鑄件的品質，避免

裂紋，例如設計鑄件結構壁厚

均勻，控制鐵液的含硫含磷量

等方面著手。 

2.底座材質以鍛造品成形，獲

取優良的機械性質與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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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輪型液壓式千斤頂不合格原因分析與矯正措施建議 

不合格項目 不符合原因歸納 試驗室分析 建議對策 

製造時一班

注意事項 

插銷與頂盤分離

脫落  

插銷穿透頂盤與頂舉臂銷

接孔，卻缺少扣件固定插

銷。 

改善製程品管，運用品管防

錯手法，防止組裝過程發生

人為疏失，確保產品組裝完

善。 

安全超負載

試驗 

1.油壓缸破裂 

2.液壓系統損壞  

1.因連桿構造關係，在頂舉

過程中，油壓缸的受力是

頂舉重量的數倍，油壓缸

受軸向應力及彎曲應力

的合成作用，結構強度不

足，此外，鞍座到達最高

位置時，揚程限制裝置回

油功效不足，導致油壓缸

斷裂。 

2.油封零件的型式、強度、

品質不適，導致液壓油洩

漏。  

3.產品負載規格值標稱過

高。 

1.產品結構設計時，需考量

幾何力量關係，應依產品

標稱負載規格，設計結構

強度符合且大於CNS測試

值安全倍數的要求；此

外，應改善並確保揚程限

制裝置的回油功能，避免

鞍座達最高位置，繼續操

作，因回油功能不足而導

致油千斤頂損壞。 

2.執行產品檢測，確保設計

開發的產品，能符合標準

之要求水準之上。 

安全閥保險

試驗 

安全閥提早開

啟，未能於

100%~115%標稱

負載值時開啟作

動 

負載測試設備之負載值失

準，或出廠前未執行安全閥

負載值調校 

應備有負載檢測設備，並定

期查核調校檢測設備負載

值之準確度，成品應全數依

CNS 規定值調整設定安全

閥作動值。 

升程持續試

驗 

安全閥處有漏油

現象、操作桿變

形彎曲 

因連桿結構的受力放大的

效應，油壓系統內部壓力

大，若油封耐壓性、密封性

不足，導致液壓油漏油。操

作力大，操作桿管材強度不

足，造成操作桿變形彎曲。 

1.改善油封的材質、型式、

耐壓性。 

2.改善操作桿管材的材

質、厚度以增加操作桿之

強度。 

3.降低產品標稱負載規格。 

揚升動作 

加載後，頂盤無

法揚升 

油壓通路不良，異物阻塞、

逆止閥之閥座與鋼珠密封

性不足、油封墊圈品質不適

且緊密公差過大等因素。 

1. 結構體翻砂及油壓通道

內部加工後之粉屑須清

除乾淨。 

2. 橡膠密封材質的選用及

活塞與缸體活動公差等

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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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螺旋與液壓千斤頂最常發生之不合格項目為負載操作測試，

屬動態操作測試，即施予120%標稱負載於鞍座，從最低到最高位

置，反覆做三次升程操作，負載頂升過程中，軸承、油封、焊道

接合等處，需承受動態負載相當於數倍靜態負載的效應，故較容

易發生不合格情況。 

各類型千斤頂逐批檢驗不合格率以輪型液壓式最高，因輪型

液壓千斤頂受載頂舉的過程中，機械利益隨高度位置而改變，銷

接連桿機構及油壓缸等零件承受拉、壓、剪、彎曲應力合成作用，

造成零件損壞率高，所以不合格率較其他兩類型千斤頂高，因此

業者設計輪型液壓千斤頂時，應考量連桿機構的幾何力量關係，

並採取大於CNS測試要求的安全係數，否則將導致產品斷裂失效。 

本研究經由呈現實驗室近年檢驗過程中，千斤頂檢測不符項

目及品質不良之資料收集分析探討，並提出改善方向的建議，期

能提供實用的千斤頂檢驗資訊予相關進口、製造業等人員參考，

在千斤頂設計、製造或進口時，留意這些常見的不合格案例，以

降低不合格案件發生的情形，減少後續改善、退運、銷毀的處理

成本，同時亦能增長檢驗人員技術能力，並確保消費者使用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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