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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札記 

非常感謝各方專業人士的熱心參與，使得這期的燃燒季刊得以順利地完

成。每一期燃燒季刊的發行總是十分令人期待，因為每一期的季刊就像是台灣

燃燒科技發展的腳印，一步一步地記錄著台灣燃燒科技研發的進步過程。季刊

發行至今，已有十一年的時間了，隨著時代的需求與各科技領域的擴展，現代

的燃燒研究已經進入十分多元化的階段，這些都可以從季刊上所發表的研究論

文與報導文章看出一個端倪。國內的燃燒研究無論是在環保議題或是安全與實

用性的議題上，都有非常傑出且令人讚賞的研究成果。近年來由於微小化技術

精進與應用，國內學者專家也開始研究微尺寸燃燒技術這一個全新的領域，『現

階段微尺度燃燒科技與成果簡介』一文有詳細的相關介紹。此外在實尺度的燃

燒課題中尚有許多技術與界面問題需要我們的關心與注意，很高興本期燃燒季

刊中有專題論文『燃料中硫成分之燃燒高溫腐蝕特性』、現場燃燒改善報告『五

∼八機鍋爐燃燒改善實例報告』與產品介紹『耐火鋼的發展介紹』，而『台南

市區加油站 95無鉛汽油成分分析』一文亦針對油氣成分所造成的污染議題作深

入的探討。相關活動報導有學會『第十三屆燃燒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與

留影』，以及學術研討會消息『Call for paper 13屆燃燒學術研討會』、『 Call for 

paper of ICDERS』等。 

無論如何，今日台灣燃燒科技的發展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專家與前輩

們所投入的心血奠定了今日的成就，這些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日後新的發展

還需藉由這些前輩的傳承與後進的參與方能達成，在此期許大家一同為我國燃

燒科技盡一分心力，共同締造燃燒科技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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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微尺度燃燒科技發展簡介 

 
趙怡欽1, 許家睿2, 陳冠邦3 

 

中文摘要 

微小尺度燃燒具有高能量密度、便捷可攜帶的特色，使之成為先進國家爭相研究的對象，

大尺度的燃燒觀念已無法完全套用於微燃燒的研究領域，尺寸的縮小使得擴散等效應更加顯

著，導致火焰存在於微小管道的困難度增加，適當的高溫反應及維持較高的燃燒反應率可以

避免熄滅現象的產生，因此微燃燒器與傳統燃燒器在設計所偏重的方向亦不同，而使用微機

電技術製造微燃燒器已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目前許多學者對於微管燃燒所需要的操作條件

已漸漸能掌握，為了避免熱散失與自由基(radicals)消耗，絕熱的設計與觸媒的應用將是未來
微燃燒器發展的方向，而 Damköler number 則為微燃燒器提供了操作條件上的參考。本文主
要介紹在微反應領域中，與燃燒較具有關聯並且值得參考的文章，而國內也正致力於這方面

的研究，目前已有初步定性上的成果，在量測方面的困難度隨尺寸縮小而增加，數值模擬與

理論分析搭配實驗結果成為現階段研究的重點，期待可以了解微管燃燒的內部反應，以作為

未來微燃燒器設計的參考。  

關鍵詞：微管燃燒、微機電技術(MEMS) 

緒論 

1.前言 

由於微機電(Micro-Electronic-Mechanical Systems, MEMS)技術的逐漸成熟，機械結構的
縮小化成為科技潮流的新趨勢，微感應器(micro-sensor)、微致動器(micro-actuator)及許多具有
創意的設計都藉由這項科技不斷發展，為人們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並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讓大眾見到了微小化所帶來的好處。 

以目前的各個先進國家都在研發的微衛星為例，在經濟效益、市場需求，科技與參與單

位的不同需求之下，小型衛星其造價便宜、體型小可一次酬載多枚及製造時程短的優點皆受

各國重視。對於微衛星的研發，為達到高度的靈活性，相關系統都面臨到必須縮小體積與減

輕重量的問題，以 NASA所分類的等級中發現，當微小衛星小到重量 1公斤、直徑十公分時
(約棒球大小)，其姿態控制的推進器(thruster)噴嘴喉部大小約在十幾個微米，而這部分只能仰
賴微機電技術的製造。在推力方面，為了達到可連續性及重複使用的目的，觸媒燃燒結合微

機電技術的微推進器也正在國內發展。 

                                                 
1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所教授 
2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所碩士班研究生 
3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所博士後研究員 

研 究 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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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論任何的微致動器都需要提供能源維

持運作，而提供能源的系統無論在能量與體積上都

要與運作的系統相互匹配，目前大多數的微致動器

主要依賴電磁能與熱能等相關能源進行驅動，現階

段的電能主要由低能量密度(power density)的電池
所提供，為了達到足夠的效能必須增加能源系統所

佔有的體積，這將使得微系統(micro system)必須在
效能與系統體積上做出抉擇，為了使微系統有效的

縮小化，微尺度的燃燒系統成為目前開發的新科

技，主要因為燃燒所放出的能量密度遠大於傳統電

池，以甲烷為例，其所含的能量密度為電池的 100
倍，因此即使只能將燃燒所釋放熱能的 10%轉為電
能，其能量密度依然高出電池甚多(見圖一)，因此
利用微管燃燒的方式可以為微系統提供充足的能

源，並且可以縮小能源系統的體積。 

而微管燃燒現象的探討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開始，當時實驗發現火焰無法存在於某種

臨界尺寸之下，因而產生熄滅(quench)的現象，此現象產生的臨界尺寸則稱之為熄滅間距
(quenching distance)或熄滅管徑(quenching diameter)，這些臨界尺寸會因燃料、濃度與一些其
他因素而產生差異，根據相關文獻所提供的資料，將不同燃料在當量比(equivalence ratio)ψ＝1
時的熄滅間距列在表一做為參考[1]，一般而言，熄滅管徑約為 1.54倍的熄滅間距。如何避免
熄滅的問題產生，換言之，如何訂定一個操作條件使火焰得以在臨界尺寸下進行傳遞，成為

本研究最先需要克服的問題，而在研究的過程當中，將發現其它的問題也陸續衍生，在本文

中將探討現階段微尺度燃燒的特色與相關研究，及目前所遇到的困難，從而累積相關的知識

經驗，以做為未來微燃燒系統的設計參考。 

2.微小化所遭遇之問題 

微小化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流體的連續性(continuity)是否存在，因為這將影響到相關分
析的力學定律是否適用，定義流體連續性的參考主要根據納森數(Knudson number)，其定義為
分子平均自由路徑長(mean free path)與特徵長度的比值，當比值愈小表示單位體積中所含的分
子愈多，亦表示愈連續，根據推算的結果，對空氣而言，除非流場中的特徵長度小於 1 微米
(micron)，否則其連續性都存在。 

接著要考慮的是與尺度有關的一些無因次化參數(non-dimensionalized parameters)以及其
衍生的相關參數或理論與現象，例如雷諾數(Reynolds number)其中含有尺度因數，所以微小
化後，雷諾數必會明顯改變，而與雷諾數相關的參數，包括邊界層或者壓損，以及相關的紊

流與層流(turbulent and laminar flows)現象必定受影響，當尺度微小化後，紊流現象幾乎不再
存在，所以紊流混合(turbulent mixing)就不易產生，換言之，微小化後流體之間混合就會產生
問題，當然前述的邊界層磨擦與壓損都可能造成問題。受尺度影響的無因次參數不只是雷諾

數，尚有許多，例如與頻率(frequency)有關的 Strouhle數、表面積/體積比(surface area to volume 
ratio)以及噴霧的 SMD(sauter mean diameter)等等。在相關力學領域中還有相當多，在使用時
值得先考慮。 

除了上述與尺度相關的參數與理論之外，尚有許多因微小化造成的實際問題，以及因為

微小化領域尚在建立過程中，相關配合材質與系統都付之闕如所造成的問題也值得注意，例

圖一  電池與不同燃料之能量密度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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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系統微小化後，量測器與控制器勢必更小，目前這些量測器與控制器都需要特別發展，能

供選擇相當有限，另外微機電技術由相關電子領域延伸而來，與傳統機械材質不同，其機械

性質與強度受限相當大，必須加強相關機械加工技術的建立，以利於微機電技術發展以加強

其適用性。 

3.熄滅的問題 

之前提到燃燒無法在臨界尺寸之下維持而產生熄滅的現象，表示燃燒這樣的劇烈化學反

應在微小的尺寸下受到了延遲，導致反應速率趨緩甚至停止，推論其導致熄滅的原因，主要

可歸類為以下三種。 

(1) 反應溫度偏低:根據亞瑞尼亞士(Arrhenius law)方程式，溫度的指數效應影響反應速率甚
大，當縮小尺寸的過程中，由於表面積/體積比的增加，導致經由表面熱傳導所散失的
熱量提昇，降低了反應區的溫度進而延遲反應速率，最後迫使整體反應趨緩甚至停頓。 

(2) 停滯時間縮短:所謂的停滯時間(residence time)即反應物於反應區內所停留的時間，由
於反應區的截面積被縮小，即使在相同的流量下，流速相對也會增加，即停滯時間被

縮短。過短的停滯時間可能導致反應不完全甚至無法建立反應。 

(3) 自由基於壁面的消耗:燃燒是多步驟的化學反應，在反應過程中會產生許多中間產物，
其中具有活性的自由基(radicals)將會影響反應的連續性，在大尺度的燃燒系統中，自
由基被壁面消耗的影響相對的不那麼重要，然而在微小尺寸的燃燒區間中，分子擴散

到壁面的距離被縮短，單位時間與壁的碰撞頻率增加，因此自由基壁面消耗對於整體

反應的影響佔有重要的地位。 

這三種導致燃燒熄滅的因素並不會單獨存在，因此要建立微燃燒就必須要同時克服這三

項問題，文獻回顧中將提到相關建立微燃燒的方式。 

 

 

反應物 熄滅間距(mm) 反應物 熄滅間距(mm)

H2+O2 

CH4+O2 

C2H2+O2 

C2H4+O2 

C3H8+O2 

0.2 

0.3 

0.2 

0.1 

0.25 

 

H2+Air 

CH4+Air 

C2H2+Air 

C2H4+Air 

C3H8+Air 
 

0.6 

2.5 

0.5 

1.25 

2.1 

 

表一  不同燃料於當量比ψ＝1之熄滅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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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管燃燒之相關文獻 

1.國外微管燃燒相關之文獻回顧 

1970年代 De Stote與Weinberg[2,3]等學者發現燃燒在多孔性(porous)材質發生時，高溫的
多孔性材質利用熱傳導的方式大幅的預熱入口的燃氣，燃氣在燃燒之前就獲得相當能量的提

昇，有助於整體的燃燒反應，因此燃燒可以在極小的孔隙中發生，像這種利用本身燃燒所釋

放的熱量進行反應物的預熱並可以持續維持的燃燒反應稱之為增焓(excess enthalpy)反應，類
似的方式還有利用熱交換器達到預熱燃氣的功能。 

Sitzki與Maruta[4,5]等學者則以類似的觀念設計一瑞士捲式(Swiss role)的微燃燒室，其構
造如圖二所示。其設計理念是利用微燃燒室中心所排出的高熱氣體預熱入口的燃氣，除了達

到熱交換的預熱功能外，高熱的氣體更加熱了壁面，使得經由壁面熱傳導所散失的熱量減少，

達到保溫絕熱的效果，由於熱損失的減少，燃燒反應在此微燃燒室內得以進行反應。此外，

若於管道壁面附上觸媒物質，將使燃氣於觸媒壁表面產生壁面反應，達到平衡後的管壁表面

將能夠穩定有效的預熱入口燃氣，使燃燒反應得以在微燃燒室內進行。Maruta[6]利用數值模
擬甲烷與空氣的混合燃氣於 1mm 表面附有 Pt 的管道中反應的情形，結果發現當管壁為完全
絕熱時，微管中的可燃極限將隨雷諾數(Re number)的增加而縮小，當管壁並非完全絕熱時，
將出現兩個可燃極限，在低雷諾數時，由於壁面的熱損失比燃氣燃燒產生的熱量要大，反應

無法建立;於高雷諾數時，則由於停滯時間過
短，燃氣缺乏足夠的時間反應，導致反應被吹

熄。Ronny[7]針對瑞士捲式的微燃燒室進行相
關的燃燒反應與熱傳分析，數值模擬的結果顯

示產物與反應物的分隔壁上的熱傳導，在低流

量或低雷諾數時，對於因熱損失所產生的熄滅

現象有相當的影響，並且也會影響整體微燃燒

室的效率。Vican[8]也以瑞士捲式的微燃燒反
應器進行研究，管道的壁面鍍有 Pt 觸媒，由
於高表面積/體積比的效應使得觸媒壁的對於
反應有重要的效應，觸媒壁經過高溫反應後，

壁面燒結的現象會降低觸媒的活化性，該研究

以數值模擬與實驗進行比對，希望以此微燃燒

室的操作條件設計微動力系統(micro power 
system)。  

Zamashchikov[9,10,11]則以外加熱源預熱管壁的方式達到燃燒於微管道內發生的目的，甲
烷在當量比 ψ=1.0時的熄滅管徑為 3.5mm，該研究以甲烷在燃氣當量比 ψ=1.0在管徑 2.5mm
的不鏽鋼管內進行燃燒，結果發現外加熱源確實可以使火焰穩駐於更小的管徑內，且其燃燒

區位置將隨外加熱源的移動而改變，其燃燒極限則管徑內的燃氣質流率與濃度所影響。在其

稍後的研究當中改使用甲烷、丙烷與氫氣進行實驗，結果發現在較低流率時甲烷與丙烷的可

燃極限不受到燃氣濃度或熱傳導的影響，而在高流率時，可燃極限則受燃氣濃度所影響，對

於氫氣而言，在某些高濃度的條件下，可達到較大的可燃極限。此外，聲波的激擾將會使得

火焰面產生震盪，在激擾頻率 40Hz 至 200Hz 的條件下，火焰面震盪的振幅只與通過燃氣的
質流率有明顯相關，與頻率較無關係。 

Cooley[12]等人以甲烷為燃料，以當量比 ψ=1.1於 7至 19根管徑小於 3.5mm石英管管束

圖二  瑞士捲式的微燃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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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行燃燒，其圖如圖三所示，石英管的外圍以電熱線或

排放出的高溫氣體進行保溫，由於多管燃燒時的絕熱效

應，使得燃燒反應的過程中熱散失明顯降低，並且可以大

幅的預熱燃氣，因此甲烷可以在內徑 0.9mm 的石英管中
維持高溫燃燒反應，此外，多管束燃燒所需保溫的單位外

加能量小於單一石英管之所需。 

Veser[13,14]分別以蝕刻矽所得的微管道與石英管進
行微管燃燒反應，管道的管徑約為 0.5mm，管道中心設有
固定的 Pt 細線，外部則以熱傳導較差的物質做為絕熱，
其圖如圖四所示。由於 Pt 本身具有觸媒催化的特性，因

此將氫氣與空氣混合燃氣經適當預熱後通入，發現燃氣於白金線上產生劇烈的反應，證實微

管道中至入觸媒物質可達催化放熱的效果，實驗結果發現較高的流速下，因為熱對流的效應

較明顯，因此出口溫度較高。此外，實驗結果也發現，即使出口溫度高達 1000˚C以上也不會
發現爆炸或看到火焰產生，經由理論分析進行推測，主要歸因於自由基受壁面吸附，使得氣

相反應停頓，反應主要由 Pt細線上的壁面反應所維持，故沒有發現爆炸與火焰。 

Srinivasan與 Hsing[15,16,17]等學者製造了 T形的微反應器，如圖五所示，該反應器的目
的是進行氨(NH3)的氧
化反應，由於氨的氧化

反應在不同的操作溫

度下會產生不同的產

物，微反應器的功能在

於提供具有安全性，並

且反應路徑與產物上

具有選擇性。該反應器

的外型如圖所示，在矽

薄膜的外層鍍有 Pt 微
溫度感測器與微加熱

器，薄膜的內層則鍍有

Pt的觸媒，氨的氧化反
應主要是靠觸媒壁進

行壁面反應，反應過程

圖四  蝕刻矽管道與石英管之 Pt線微反應器 

 

  

圖三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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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放熱反應，因此觸媒壁面溫度最高，依次向周圍分布。數值模擬包含溫度場、速度與濃度

的分部等，溫度的模擬與實驗結果相當吻合，而在反應點燃與熄滅的過程中，分布於上下游

的溫度感測器會因流率而產生溫度的差異，流率愈大，上下游溫度感測器所量到的溫度較為

接近，此外也對薄膜的材質的進行討論，因為數值模擬的結果發現，薄膜材質的熱傳導與相

關的熱力性質將會影響反應的溫度分部與產物的選擇性。 

Waitz[18]等人在設計微氣渦輪的燃燒室(見圖
六)中提到，微燃燒室開發所遭遇的困難主要為燃
氣預混與停滯在燃燒室內的時間縮短，受到表面積

/體積比的熱量散失增加，由於微氣渦輪引擎整體
都以蝕刻矽材質方式製作，與傳統氣渦輪引擎所使

用的材料特性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必須了解材質的

特性。在燃料選擇方面，可採用氫氣與空氣的混合

燃氣，主要因為氫氣具有可燃極限大及容易反應的

特性，另外也可採用氣態的碳氫化合物

(hydrocarbon)做為燃料，然而其可燃極限較氫氣
差，反應速率也較慢，所以必須觸媒輔助燃燒。一

個重要的參數 Damköler number被用於預測微燃燒
是否會發生及燃燒是否完全，所謂 Damköler 
number 的定義是停滯時間與化學反應所需時間的
比例。一般而言，在大尺度的燃燒過程中，反應物經化學反應行程產物的時間遠小於在反應

區中的停滯時間，此時的 Damköler number 就會趨近於無窮大，然而當燃燒尺度縮小後，由
於壁面熱散失的效應使得化學反應的速率下降，即完成反應所需的時間增加，加上在反應區

內的停滯時間因尺寸縮小而縮短，這將使得 Damköler number 成為一有限值，這表示燃燒反
應可能不完全甚至將無法維持。 

Fernandez-Pello[19]對於多數的微燃燒反應器進行整理研究，對於燃燒微小化的特色與
所需注意的事項作簡單的歸納，首先尺寸縮小將導致 Re與 Peclet number的下降，這也意味
流場主要為層流(laminar flow)為主。以往對於大尺度的流場，擴散效應(diffusion effect)相對於
對流效應(convective effect)往往都被省略，而在小尺度的流場中，擴散效應對於整體反應的影
響已不能夠被忽視。為了能夠燃燒能夠在微燃燒室有效反應，Damköler number的定義不只是
停滯時間與化學反應時間的比較，也可以是擴散的時間與反應時間的比較，當化學反應時間<
擴散的時間<停滯時間時，燃燒才能夠比較反應完全。此外，減少熱損失、避免自由基受壁面
消耗、對燃氣或整體做適當的預熱、增加燃氣的濃度及採用高熱值的燃料等，都是設計微燃

燒室所需注意和參考的。 

 

2. 國內微管燃燒之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微尺度的燃燒研究尚屬於起步的階段，目前在成大航太所趙怡欽、袁曉峰、呂

宗行與中華大學鄭藏勝等多位教授，聯合進行微燃燒的相關研究，最終期待能夠以微機電製

程製作微燃燒室與相關的元件，目前對於微燃燒方面的研究已有初步的定性結果。 

為了能夠避免自由基被微管道的壁面所消耗，觸媒壁面運用於微燃燒室的方式成為研究

與設計的重點之一，在微機電製程所製作的微管道內，以濺鍍或蒸鍍的方式將 Pt鍍於管壁的
表面，另外也製作了 Pt細圓管(純度為 99.9%)，長度為 10mm，管徑分別為 1 mm、0.5 mm與

圖六  微氣渦輪引擎燃燒室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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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m(見圖七)，作為與微機電製程所製的管道進行比較。 

廖仁瑞 [20]以簡單的
微機電製作技術，於玻璃

表面蝕刻管道並鍍上 Pt薄
膜 ， 管 道 的 管 徑 為

40µm(0.04mm)，薄膜則包
含以 Pt製作的溫度感測器
進行內部的溫度量測，將

氫氣與空氣的燃氣預熱送

入管道內，結果發現燃氣

的體積濃度達到 30%時，
感測器上所量測到的溫度

約增加 100˚C，雖然並沒有
很好的反應效果，但卻證實以微機電技術製作微燃燒室應是可行的。 

由於微管燃燒在量測技術上相當的困難，以 Pt 細管而言，所能夠量測的結果僅有出口處
的溫度，為了能夠更進一步了解微管燃燒的內部反應，數值模擬與相關的理論研究必須搭配

實驗進行。實驗部分主要以氫氣加空氣的預混燃氣進行實驗，燃氣經過適當的預熱後進入 Pt
細管產生反應，Pt 細管則以熱傳導性較差的陶瓷棉覆蓋，具有保溫絕熱的作用，簡單的實驗
設備示意圖如圖八所示。實驗結果顯示，混合燃氣在 1mm、0.5mm 與 0.2mm 的管徑中都具
有良好的反應，當溫度大於 550°C時，Pt細管則因劇烈的反應而燒紅(見圖九), 目前結果顯示
觸媒為管燃燒相當可行，未來發展空間相當大。 

 
 

 

圖七  不同管道尺寸之 Pt細管 

圖八  實驗設備示意圖 

 H2 Air 
Flowmeter and 
controller 

Simple mixer 

Heater and
insulator 

CCD 

Pt  tube 3D 
mov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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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中硫成份造成之燃燒與高溫腐蝕特性 

謝銘儒1, 林成原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系 

摘要 

部份陸上及船舶動力廠為節省燃料成本而使用高硫量、高瀝青基、高黏度之劣質重油，

這些燃料經於內燃機、鍋爐與焚化爐等燃燒設備所產生之燃燒特性，和高溫燃氣及熔融顆粒

對於爐管等金屬機件之影響和高溫腐蝕機制之探討需結合燃燒與材料腐蝕二個領域，以求尋

求有效改善燃燒性質及降低材料腐蝕之方法。本文有系統探討燃料中硫化物和硫酸鹽等硫成

份對於燃燒及材料高溫腐蝕的影響。燃料中硫化物所造成之高溫硫化反應機構有硫化模式、

酸鹼熔解模式、及保護性氧化層的機械破壞模式等三種。鍋爐火側之高溫硫化腐蝕現象除主

要受燃料中硫成份種類及濃度影響外，亦受不同鍋爐火側位置之燃氣溫度、一氧化碳與硫化

氫燃氣成份、硫酸鹽沈積於機件表面程度等條件影響。在燃料中硫含量對於燃燒排氣特性影

響方面，含硫量愈高將造成燃燒後未燃物質、殘留灰份、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硫排放量提高，

而燃氣中二氧化硫氣體會抑制燃料中碳氫化合物及氫之氧化作用。在燃燒氣氛中除硫氧化物

外，另外含有氯化鈉（NaCl）或氯化氫（HCl）成份，則更加速金屬機件之高溫腐蝕現象。 

一、 前言 

近年來因大量化石燃料(fossil fuel) 之消耗、化學物質之排放、森林及農耕地之減少等，
致使地球環境承受甚大負荷，超出其本身的自淨作用及康復能力，而造成臭氧層空洞(depletion 
of the ozone layer)、地球暖化(global warming)、酸雨(acid rain)、海洋污染(marine pollution) 等
環境問題。由於目前船舶之推進能源，亦大多為石油系燃料，其於燃燒過程中必產生 CO2，

且為提高燃燒系統熱效率而以高溫條件下燃燒，結果 NOX 排放濃度極高，同時船舶為減低
營運成本及設備空間而採用劣質重油，以目前而言，含硫 1%的燃油價格較含硫 3.5 %者高出
10-20 %，故對使用含硫量高達 3-4 % 之船舶油品，其相對上所導致排氣中 SOX 的濃度將為
數可觀。 

尤其對於航行遠洋之船舶所造成的污染，一般大多認為是遠離人類活動領域之外的問

題，而未予重視。但依據挪威的環境報告[1]，該國之空氣污染物質中，SOX 之 14 % 及 NOX 
之 40 % 乃起因於國內海上運輸，以同樣分析估算，全世界遠洋船舶排放之 SOX 及 NOX 各
佔全球總排放量之 4 % 及 7 %。所以船舶排氣對地球污染之影響程度是不可忽視的，且亦不
能自外於受管制之列，於是在此環境保護的趨勢下，由陸上廢氣管制延伸到船舶的排氣品質

限制是件十分重要的課題。 

                                                 
1 復興航空公司機務處工程師 
2 國立海洋大學輪機系教授 

研 究 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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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國際海事組織所屬的海事環境保護委員會 (IMO'S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於 1990年 11月同意訂立限制標準至公元 2000年時，將柴油機
排氣中的 NOX 排放量減為現排放量的 70 %，SOX 排放量降低為現排放量的 50 % ，以免空
氣繼續污染惡化[1]。隨後於 1991年 9月在倫敦召開的散裝化學品小組委員會(Bulk Chemicals 
Subcommittee, BCS) 及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 會議[1]中建議除
限制引擎排放的 SOX 及 NOX 外，同時也應規定其他包括限制使用臭氧層破壞物質、揮發性
有機物質（VOCs）削減技術及焚化爐污染源的排放限制在內。國際上走向管制船舶空氣污染
的潮流不變，如何阻止化石燃料之大量消耗，或脫離石油燃料之能源體系，以及有關環保技

術之研發等，均有賴人類發揮智慧，尋求合理有力之對策措施，乃可挽救對於空氣和海洋環

境污染之繼續惡化。 

雖然已瞭解腐蝕行為與鍋爐之燃燒特性有絕對密切的關係，但對於高溫燃燒如何造成爐

管或機件損壞之腐蝕機制尚待深入研究[2]。倘若設備改用抗腐蝕合金以改善腐蝕情況，則將
大幅增加營造成本，因此根本解決之道仍在於結合燃燒及腐蝕兩個學術及實務領域，共同來

深入探討影響高溫腐蝕的原因及腐蝕與燃燒特性之間的關係，以尋求降低材料腐蝕的方法。

故本文將針對燃燒中硫成份所導致對於鍋爐火側材料之高溫腐蝕型態，以及燃燒排放特性對

於大氣環境衝擊的影響，作一系統性的探討。 

二、硫 對 高 溫 腐 蝕 影 響  

高溫硫化腐蝕係源自於燃料中硫化物和硫酸鹽所導致，而這些含硫成分在燃油中所佔的

比例，以柴油為例，輕油為 0.5-1.2 wt %，重油為 1.0-3.5 wt %，而更甚者可高達  5 wt % 左
右[3]。通常原油中含的硫化物有時以硫的單體存在，但多數與碳氫化合物結合，以原油在蒸
餾、分解時的硫化物狀態為例，此種分子狀的硫化物可達 50 餘種，而某些化合物在精煉過
程中會轉變成 H2S [4] ，因此不易瞭解其正確的型態。而煤炭中的硫化物主要是各種硫酸鹽、
硫化鐵 (pyrite) 及有機化合物，這些硫化物在氧氣充分的環境中燃燒，將對氧化性物質產生
很大的反應，此時大部分變成 SO2 ，同時少部份成為 SO3 ，並結合燃燒氣體中其他金屬化
合物形成各種硫酸鹽，特別是生成 Na2SO4 為引起硫化腐蝕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煤
燃燒氣氛中形成的硫酸鹽化合物主要是鉀鹽形式的鹼性成分，其與鐵、鋁等灰份反應，亦產

生導致高溫硫化腐蝕的鹼性三硫酸鹽混合物(alkali trisulphates) [5]。 

        3M2SO4 + Fe2O3 + 3SO3  → 2M3Fe(SO4)3 

                       3M2S2O7 + Fe2O3 → 2M3Fe(SO4)3 

方程式中M 代表 K 或 Na 。 

有關高溫硫化腐蝕之代表性反應機構有下列三類： 

 1. 硫化模式(sulfidation model) 

在金屬表面形成之硫酸鹽(Na2SO4) 藉環境中的還原劑(也可以是金屬成分) 游離出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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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屬材料反應生成硫化物(MS)，而這些硫化物與金屬元素常常形成低熔點共晶物，如果產
生此類熔融體，在金屬表面就不會形成具有保護性的氧化膜，使氧易從外部侵入生成氧化物

之時，再度釋出游離硫，因此在全部反應過程中不需要再從外界滲入硫，即可不斷地發生硫

化反應，此種現象又稱自發性硫化(self-sustaining sulfidation) [6]，此硫化作用的結果造成腐蝕
產物有金屬氧化物及硫化物，使腐蝕不會間斷，也就是說，此時的腐蝕加速機制是由於生成

硫化物，而破壞或阻礙形成保護性氧化膜。 

 2. 酸鹼熔解模式(acidic-basic fluxing model)  

      此模式又稱作熱腐蝕(hot corrosion)，係指氧化層遭熔融鹽的熔解或解離而失去其保護
性的模式。硫酸鈉是由鹼性成分 Na2O (或O2-  離子) 和酸性成分 SO3 所組成，也由於 Na2O (或
O2-  離子) 正是熔融鹽酸鹼性的指標[7]，因此，若熔融鹽腐蝕反應發生在高O2-  濃度區時，

生成的氧化層MO 會與O2-  反應以陰離子形式熔解在熔融鹽中(MO + O2-  → MO2
2−

 )，並往

外流通在熔融鹽/氣體的界面再析出，稱為鹼性熔解(basic fluxing)，此熔解模式會於金屬表面
產生多孔質氧化層，失去保護性，並導致硫及氧沿金屬晶界的擴散。而當熔融鹽腐蝕反應中O2-  
濃度較低，此時氧化層的熔解反應是MO → M2+  +O2-

，則稱為酸性熔解(acidic fluxing)，其
會造成金屬表面的氧化層非常疏鬆，並帶有層狀組織且極易剝落。 

 3. 保護性氧化層的機械性破壞模式 

該模式是由於氧化層的成長應力而引起的機械性破壞，為造成 Na2SO4 加速氧化的最大
原因[5]。亦即在比較溫和穩定的空氣腐蝕環境下，氧化層即使破壞，由於保護性的 Cr2O3 和
Al2O3 的再生，不會因氧化層的裂紋而導致加速氧化現象。可是，在附著熔融的 Na2SO4 鹽
的嚴苛腐蝕場合下，氧化層一旦破裂就來不及再生，此時造成明顯的加速腐蝕。 

在鍋爐燃燒室內部一般含有過剩空氣(excess air)，因而在普通燃燒條件下會先進行氧化反
應，生成金屬保護性氧化層，阻止金屬表面繼續氧化。然而，當鋼材上有硫化物質接觸的部

位，除了容易與硫酸鹽起反應外，如自 Conde 等人[8]從熱力學觀點檢討金屬的硫化與氧化反
應，以求該兩反應所需的熱力條件，則可發現金屬最容易與硫反應，而高溫金屬材料要發生

硫化反應，必須硫化能量高於氧化能量。換言之，在腐蝕部位中產生硫化腐蝕的鋼材局部，

必定引起氧氣極度缺乏，因此局部附近的環境條件逐漸轉變成氧氣分壓(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降低，氣態硫分壓(partial pressure of vapor sulfur)升高的局面，結果導致硫化能量主
宰反應的進行，使金屬表面與硫元素反應活性強。而在 Elliott [9] 之研究報告中也有類似的
結論。 

除了環境氧氣缺乏之外，發生高溫腐蝕反應之時，燃油中的 Na2O 會游離出來而與燃氣
中 CO2 化合成 Na2CO3，提高局部碳化能量，造成前述所提及的滲碳(carburizing) 反應，因
此碳酸鈉是一種良好的滲碳促進劑[10]。此外，由於金屬表面原已形成的氧化皮膜遭破壞，
使不銹鋼材內部的碳成分易與鉻元素起反應組成碳化鉻，造成沿晶腐蝕 (intergranular 
corro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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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鍋 爐 火 側 之 高 溫 硫 化 腐 蝕  

在前述中提到，英國中央電力局的電廠限制鍋爐火側燃燒溫度，目的在使含有硫酸鹽化

合物之灰積成分，對管排因侵蝕作用所引起金屬高溫潛變及腐蝕損害減至最低[11]。金屬管溫
度是由管外表面所吸收熱燃氣的熱和熱傳至流過管內之水或蒸汽之間的熱平衡決定，其中爐

牆管由蒸發器管排所組成，其因水和蒸汽混合之冷卻效果，限制火側金屬表面溫度大約為 450 
℃ ，但這些管排外部表面的熔渣及灰積物溫度往往超過此溫度，其主要是在某些情況下火焰
能直接侵襲，使管排受火焰輻射熱之作用。而最高的金屬管溫度發生在過熱器及再熱器區域，

此因這部分之鍋爐燃氣溫度較爐膛為低，且蒸汽冷卻效果亦低之故，通常為符合溫度限制是

儘可能選用足夠抗腐蝕之鋼材。一般在空氣預熱器因燃氣及金屬溫度皆低，故主要的腐蝕問

題在燃氣於露點溫度以下因凝結所造成之硫酸低溫腐蝕。 

鍋爐火側爐牆管在正常的氧化性燃氣情況下，將產生氧化保護層及可接受較低的腐蝕損

耗。然而燃燒過程之動態特性(dynamic nature) 為一複雜的化學反應，因此，存在於燃氣中之
硫、氧複合氣體與金屬元素之交互作用，所發生之還原條件(reducing condition) 促進強烈的
金屬腐蝕，而產生廣泛範圍不同的影響和非防護性的腐蝕產物，此會防止氧形成氧化積垢的

增加且產生硫化物[12]，而使爐管之防護顯著減少。同時當不完全燃燒粒子延燒緩慢釋放出
局部高濃度之一氧化碳與硫酸鈉等無機物雜質混合反應時，其將有助於硫化物之產生而促進

腐蝕[9]。而其他在 Cutler 等人[11] 的探討結論中亦指出高一氧化碳濃度將有助於硫化物和氯
化氫之產生。燃氣中之硫化氫成份亦被證實可加速機件高溫腐蝕率。 

另一方面，當硫酸鹽沈積在表面溫度較高之過熱器與再熱器管排外部，此鹽類混合物會

於金屬表面溫度達 600 ℃以上保持熔融狀態，而在氧化保護層上產生一極具腐蝕性的液狀薄
層，並熔解氧化層而形成硫酸鹽錯化合物，該化合物使熔解之金屬離子濃度逐漸上升，此金

屬離子經熔融的硫酸鹽層向外擴散，於更熱的外部表面形成不再具有保護性的氧化沈積物。

因此，這種反應過程是依燃氣和金屬表面溫度上升之情況來評估其腐蝕率[13,14]，所以對所
給予之溫度決定熔融硫酸鹽之化學穩定性和控制熔化金屬再沈積為氧化物，而對某一金屬溫

度在較高燃氣溫度將會得到較大之腐蝕速率。 

支持懸垂式過熱器和再熱器管之間隔物元件，因不受任何蒸汽冷卻影響，因此由於其必

須運用在接近燃氣溫度之環境，故導致嚴重的強度損失及腐蝕衝擊，使這些支持物極易促進

雜質成份的堆積，妨礙熱傳至鄰近之管排，造成在管排上局部過熱而發生熔融鹽硫化腐蝕

[2]，因此而引起管排在未達設計壽命之前便破管。 

四 、 硫 對 高 溫 燃 燒 特 性 的 影 響  

燃料中硫份參與燃燒反應所衍生出的問題，除了其燃燒產物具有的強烈腐蝕性，會在船

舶及陸上工業用燃氣輪機、蒸汽動力廠內造成嚴重的腐蝕困擾外，隨著環保法規的要求，燃

用含硫油料所影響的層面就不只是侷限於摩耗與腐蝕的問題了。硫對大氣環境的污染影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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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所產生的問題，更早為人所瞭解，不過，由於現在低硫原油非常有限，且對投資任

何燃料脫硫方式在成本極高的情形下，不管是移動式或固定式燃燒源，對使用含有相當硫量

的煤及原油者，都應加強注意。燃料中硫成份對於燃燒與排氣性質的作用。 

在 Barris 等人的研究報告[15]指出燃油硫份含量愈多時，所產生之未燃物質及殘留灰份
會相對的提高，即燃料中含硫程度對燃燒後灰燼的生成和累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使用高

硫燃油對於 CO 的排放濃度也有關係，由 Koehl等人在其汽油中硫份對排氣影響探討的實驗
中[16]得知，當含硫量從 450 ppm 降低至 50 ppm 後，其 CO 的排放量減少了大約 18 % 。
而在 Summers 及 Silver 兩位的研究統計中[17]，CO 的觸媒轉換效率，於汽油中硫量在 0.01 
wt % 時為 51 % ，在 0.09 wt % 時就降低為 44 % 。此外，為減低對噴油元件的摩耗，柴油
潤滑性的優劣與其含硫程度的高低亦有相當關係[18]。 

在有元素態硫或含硫化合物存在的任何燃燒系統中，主要的含硫燃燒產物為二氧化硫，

而在燃料極稀(lean) 的情形時，三氧化硫的量最多才會達到二氧化硫的 10 % 以下[19]。然
而，當鍋爐使用高硫燃油，其因反應轉變生成之 SO2 氣體亦會相對的增加[20,21]，並且於燃
燒環境中過剩空氣(氧)量較高時，也會對 SOx 之生成產生正面的效應，檢測報告中指出[20]，
在觀測的六座鍋爐，其燃料中硫含量範圍從 2.55 % 至 2.92 % ，當煙道中 O2 量為 1 % ，SOx 
濃度為 10-30 ppm ，而 O2 量升高至 2-3 % ，SOx 的濃度即增加至 40-70 ppm ，因此可以確
定適量的低過剩空氣之燃燒環境，對於反應造成的硫酸氣影響可明顯地降低。其次，二氧化

硫對碳氫化合物及氫的氧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本身也會抑制含硫有機化合物的氧化作用[19]。 

五 、 硫 與 鹽 份 (NaCl) 對 高 溫 腐 蝕 的 影 響  

一般於鍋爐火側爐管表面發生的高溫腐蝕現象，通常以燃燒油料中所含硫份及鹽份反應

生成之硫酸鈉影響最大。由於氯化鈉之蒸氣壓高且容易氣化，因此即使在極低硫濃度之氧化

氣氛中，氯化鈉與燃氣中之 SOx 氣體作用，亦會誘發嚴重的腐蝕效應。在 Hossain [22] 對表
面塗有 Na2SO4 的 Ni-12Cr-6Al 合金試片於 840 ℃之空氣環境中，發現當實驗狀態加入 500 
ppm NaCl 時，其與未添加鹽份之試片重量變化在 35 小時後相差達 25 倍。並且，硫與氯化
鈉產生之硫酸鈉沈積鹽，亦能使 Ni-3Al-Fe 合金在低於硫酸鈉熔點之中溫(700-820℃) 域發生
自持性的高溫腐蝕現象[23]，造成合金嚴重損耗。 

此外，於 Buscaglia 等人的研究[13]指出硫酸鈉對純鐵在 600-800℃ 之實驗環境下，其產
生之反應機構所造成的腐蝕動力行為(kinetics behaviour) 接近拋物線型態。而 Elliott [9] 則提
到在硫酸鹽沈積之金屬表面，由於高溫腐蝕的原因，導致表面氧化層遭到破壞，使金屬發生

內部硫化現象，而一旦環境中出現氯化物，就會生成氣態腐蝕產物，即 

        FeS + 2HCl → FeCl2 + H2S  

此時隨之而來的氧化/硫化/氯化反應將對材料造成極大的腐蝕影響。 

另一方面，在 Brooks 及Meadowcroft [24] 的實驗中，探討軟鋼暴露於 400℃ 之 10 vol % 
CO/ 10 vol % H2O/ 0.5 vol % SO2/ N2 的環境下，當氣氛中添加之 HCl 氣體濃度由 400 ppm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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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至 2000 ppm 時，試片腐蝕速率提高了 2 倍以上，理由是 HCl 的加入導致在含硫的氧化條
件下，會促進軟鋼產生多孔質、厚且附著性低的硫化鐵層，因為其容易剝落，造成氧化層的

不易形成。 

六 、 結 論  

船舶及陸地動力廠使用不等含硫量之燃料，尤其船舶使用之劣質重油之含硫量可能高達

3-4 wt. %，這些燃料經燃燒後所產生之硫氧化物氣體和熔融顆粒經侵襲作用於金屬機件，輒
造成金屬機材料之加速腐蝕。為尋求有效降低材料腐蝕現象及改善鍋爐、內燃機、焚化爐等

燃燒設備之燃燒性質，需結合燃燒及腐蝕二個領域進行探討。由於燃料中硫化物所產生之代

表性高溫硫化腐蝕機制有硫化、酸鹼熔解及保護性氧化層破壞等三種模式。另外燃氣溫度、

燃氣成份、熔融附著於機件表面之硫酸鹽、硫氧化物濃度皆為影響鍋爐火側之高溫腐蝕現象

之主要因素。而燃料中硫含量增加亦會改變燃燒特性，如造成殘留灰份、未燃物質、硫氧化

物及一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若燃燒氣氛中同時存在硫氧化物與氯化鈉或氯化氫則更會加速金

屬機件之腐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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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區加油站 95無鉛汽油成分分析 
簡淑美∗  彭瓊瑜∗∗ 

摘要 

本研究室台南地區油品成分確知油品組成，其分析結果可做為加油站員工危

害暴露評估和作為機動車輛燃燒後所排放廢氣的評估依據。在台南地區加油站中

抽取 10家做為研究對象，其中中國石油直營店 5家、中國石油民營店 4家、台
塑加油站 1家。研究的主要項目包括：各家油品成分之分析、油品中各添加物的
含量、油品種類之分析等，並由 GC-MSD定性確認。 
在油品成分分析，得知台南市油品中共同的添加物為 MTBE、Benzene、

Toluene、Ethylbenzene、Xylene、Naphthalene、Indan，比較各加油站化合物的含
量比例，探討健康效應的危害程度，以及將油品化合物以其成分組織分為芳香

族、脂肪族、氧化系族，透過油品含量比例（芳香烴族最高），評估空氣污染狀

況，並給予適時的建議及改善方法。其次則是估算 MTBE 的含量，將其與文獻
資料相互評比及檢討，發現金華站的 MTBE（約為 16%）已遠遠超過含量值
（6%~9%之間不等），雖然目前台灣地區尚無任何飲用水源遭MTBE污染，但也
應盡量避免MTBE可能對水庫的污染，加油時避免汽油溢出揮發至大氣中。 
 
 
關鍵字：甲基第三丁基醚（Methyl ter-butyl ether, MTBE）、加油站(Gas station)、
油品成分分析(Gasoline composition analysis)、揮發性有機物質(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BSTRACT 

Since the fuel market is opened, many petroleum companies eager to share the 
profit in fuel selling.  Under the violent competition, and lack of law regulating, the 
gasoline quality is concerned.  Inferior gasoline can damage engines, pollute air, 
contaminate water and caus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Therefore,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compared gasoline composition from different gas stations.  Ten samples were 
chose from more than 40 stations in Tainan.  Samples were diluted with methanol 
and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GC/MS).  Results showed 
large variations found among samples from different stations.  The difference may be 
due to different additives added in gasoline.  Still, several compounds, such as 
MTBE, benzene, toluene, xylene and ethylbenzene, were shown in each gasoline 
sample.  Aromatic compounds dominated in gasoline samples.  Aromatic 
                                                 
∗ 中華醫事學院二技部學生 
∗∗ 中華醫事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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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s exert significant adverse health effect.  The combustion products of 
aromatics, polyaromatic hydrocarbons, are confirmed human carcinogens.  Control 
strategy for reducing aromatic concentrations is important.  This study did provide a 
fast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gasoline composition analysis.  It also suppli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human risk assessment and vehicle exhaust. 

 

前言 

台灣地區地小人稠，但由於大眾交通尚未通盤性的規劃，以致於民眾的活動

運輸均是仰賴各式各樣的機動車輛來進行，因此油料的需求相當大。然而，自從

油品市場開放後，長期被中國石油公司壟斷的情況可能會發生重大改變；包括台

塑石化公司和國外石油公司將搶攻台灣市場，因此各家加油站互相競價，以追求

利潤，在價錢競爭下油品的品質令人質疑，一些不肖商人任意添加化合物以達辛

烷值要求，其對於汽、機車性能，人體健康、生態環境皆是未知數。 
本研究為了解台南市區加油站油品成分之種類，針對台南地區中國石油及台

塑加油站 40多家，依區域性分為東、西、南、北、中區等五大區，隨機抽樣 10
家，採集加油站油槽車洩油後之油品，進行油品採樣及分析。 
油品進入自由化階段後，每家加油站均可自行加入添加劑，形成化合物含量

不一的各式油品，政府並無明文規章要求油品中化合物的含量比例，因此希望透

過分析研究的結果，與現行的文獻資料相互評估及比較，進而探討油品化合物的

含量對於環境污染和健康效應的危害程度。鑑於汽油中溶劑成份複雜，使用氣相

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um detector, GC-MSD），檢測油品
中之含量。 

 

材料與方法： 

一. 標準溶液之配置： 
標準溶液的配置以含氧烴類和芳香烴類為主，此類化合物為常用的添加

物，取適量的純苯（Benzene試藥級 純度 99% Exira Pore reagent）、甲苯（Toluene
試藥級 純度 99% Acros）、乙苯（Ethylbenzene試驗級 純度 99% Acros）、苯乙
烯（Styrene 試驗級 純度 99% Acros）、1.2.4三甲基苯（1.2.4-Trimethylbenzene 試
驗級 純度 99% Acros）、1.3.5 三甲基苯（1.3.5-Trimethylbenzene 試驗級 純度
99%Acros）、MTBE（Methyl tertiary-butyl ether 試驗級 純度 99%Acros），置於
25ml的定量瓶以甲醇（Methanol 試藥級 純度 99.8% Panreac）稀釋之，配製成
濃度分別為 0.04、0.08、0.2、0.4、0.6 μl/ml的標準溶液備用。 
二. 油品樣品之選擇： 

1. 樣品選擇： 
       以油品市場而言，中油和台塑為原油加工的兩大廠，而其下的加油站分
為中油直營、中油加盟、中油台糖、台塑，油品的來源應考慮涵蓋四類加油站，

因此本研究針對台南市區中國石油及台塑加油站 40 多家，按照比例隨機抽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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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採集加油站油槽車洩油後之油品，進行油品採樣及分析，加油站油品以 95
無鉛汽油為大宗，所以，本研究油品分析以無鉛汽油為主。加油站樣本選擇如下： 

表 一. 加油站之油品樣本 

台南市中國石油直營加油站 
行政區 站名 無

鉛

98

無

鉛

95

無

鉛

92

二

行

程

汽

油 

高

柴

中區 西門站  ○ ○   
北區 成功站 ○ ○ ○   

安南區 安中站 ○ ○ ○  ○

西區 中華西路站 ○ ○ ○  ○

東區 崇善路站 ○ ○ ○   
南區 安平工業區站 ○ ○ ○  ○

台南市中國石油民營加油站 
北區 統一精工小北  ○ ○  ○ 

東區 台糖崇德站  ○ ○  ○ 
南區 統一精工金華

站 
○ ○ ○ ○ ○ 

台塑石化工業 
南區 優加力裕農路 ○ ○ ○  ○ 

 
2. 油品配製：取 125ul的 95無鉛汽油置於 25ml的定量瓶中，以甲醇稀釋至之，

抽取稀釋油品溶液 2ul 注射至 GC-MSD 中，每個樣本均分析 3 次，求平均值和
標準差，以達到品質管制和品質控制的要求。 
三. 油品分析方法： 
油品中成分複雜，為了增加辛烷值，常添加微量化合物，氣相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Agilent Technologies6890N Network GC System，Agilent 5973 
Netwake Mass Selective Detector)具判斷化合物的分析儀器，其對油品中成分靈
敏度高，適合用於油品分析。本研究的分析條件如下： 

層析管柱：HP-5MS, 0.25 mm x 30 m x 0.25 µm 
     注射口溫度：200℃ 

升溫程式：50℃保持 2分鐘，10℃/min升溫至 225℃，保持 1分鐘，共
18分鐘。 

     傳輸管線(Tramsferr-line)：275℃ 
     離子源溫度(ion-source)：150℃ 
     四極管柱(Quadruple)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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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台南市 95 無鉛汽油的成分複雜，無法一一詳盡的列出其組成，所選取的化合物
以 GC/MSD的響應值前 25個為主，對於濃度極低的化合物，其相對影響較小，
故不列入表中。由表  二得知共同的化合物為 MTBE、Benzene、Toluene、
Ethylbenzene、Xylene、Naphthalene、Indan；大部分的化合物為芳香族，少數為
脂肪族，而含氧烴類只有MTBE。 

表 二. 各加油站 95無鉛汽油化合物組成 

                        加油站名
 
 
 
 
 

化合物 

西

門

站

成

功

站

安

中

站

中

路

華

南

西

站

崇

善

站

安

平

工

業

區

站

統

一

精

工 
小

北

站 

崇

德

台

糖

站 

統

一

精

工

金

華

站 

台

塑

站 

MTBE* ○ ○ ○ ○ ○ ○ ○ ○ ○ ○ 
Hexane ○ ○ ○ ○    

Cyclopentane   ○  
Cyclopentane methyl ○ ○ ○    

Benzene ○ ○ ○ ○ ○ ○ ○ ○ ○ ○ 
Hexane 3-methyl ○ ○ ○ ○ ○   

Heptane ○ ○ ○  ○  
Pentane,2.3.3-trimethyl-    ○ 
Cyclopentane,2-methyl ○ ○ ○    

Toluene ○ ○ ○ ○ ○ ○ ○ ○ ○ ○ 
Octane ○ ○ ○ ○ ○ ○   

Ethylbenzene ○ ○ ○ ○ ○ ○ ○ ○ ○ ○ 
p-Xylene ○ ○ ○ ○ ○ ○ ○ ○ ○ ○ 

Benzene 1.3-dimethyl ○ ○ ○ ○ ○ ○  ○ ○ 
Benzene.(1-methylehyl) ○ ○     

Benzene propyl ○ ○ ○ ○ ○ ○  ○ 
Benzene,1-ethyl-2-methyl ○ ○ ○ ○ ○ ○ ○  
Benzene,1-ethyl-3-methyl ○ ○     
Benzene.1.2.3-trimethyl ○ ○ ○ ○ ○ ○ 

Indan ○ ○ ○ ○ ○ ○ ○ ○ ○ ○ 
Benzene diethyl- ○ ○ ○ ○  ○  

Benzene 4-ethyl-1.2-dimethyl ○ ○ ○ ○  ○ ○ ○ 
Benzene 2-ethyl-2.3-dimethyl ○    ○ 
Benzene 1-ethyl-2.3-dimethyl ○ ○ ○  ○   

Indan.1-methy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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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zene.1.2.3.4-tetramethyl ○ ○  ○ ○  
1H-ladene.2.3-dihydro-5-methyl- ○     

Benzene.4-ethyl-1.2-dimethyl ○    ○ 
Benzene.2-ethyl-1.4-dimethyl ○ ○     

Naphthalene ○ ○ ○ ○ ○ ○ ○ ○ ○ ○ 
Naphthalene.1-methyl ○ ○ ○ ○   ○  
Naphthalene.2-methyl ○ ○ ○ ○ ○   ○  

Benzene.1.2.4-trimethyl ○ ○ ○ ○ ○ ○ ○ ○ ○ ○ 
Benzene.1.3.5-trimethyl ○ ○ ○ ○ ○ ○ ○ ○ ○ 

Benzene.1-ethyl-2.4.5-trimethyl- ○    ○ 
Benzene,1-methyl-3-propyl ○ ○ ○ ○ ○ ○ 
Benzene.[1-methyl-butenyl] ○     

Benzene pentamethyl ○     
   * 每個汽油樣品中，均有的化合物 

 
圖 一比較各個油品的化合物含量，以含量的相似程度而言，可分為四群，

分別為台糖站、安中站、台塑站和其他；而中油直營和民營的油品差別，無法由

本研究結果得知。台糖站的Toluene、 Xylene含量最高，而安中站的 1,2,4-trimethyl 
benzene 的含量最高，台塑站的各個化合物濃度均相當低，和其他的九間加油站
有明顯的差異，其原油的來源不同，和煉解的方式不同，可說明其差異性。綜觀

所有的化合物，甲苯、二甲苯和三甲苯的含量高於其他化合物，而苯的含量較少，

可能和汽油添加物的改變有關。雖然苯的含量減少，甲苯、二甲苯經動物實驗及

人體流行病學之調查，發現可能導致白血病及其他血液上之病變(5)，雖然芳香
烴類能增加機動車輛的抗暴強度，亦應重視空氣排放廢氣的污染及人體的危害，

故加油站應設置油氣回收系統、良好的作業管理 （包括清楚的標示、危害警告
訊息、工作守則等），和完善的健康管理（定期健康查，著重於肝功能、神經系

統、和血液測試等）。 
 

 
 
 
 
 
 
 
 
 
 
 

圖 一.在各加油站 95無鉛汽油化合物含量之比較 

0.E+00

5.E+07

1.E+08

2.E+08

2.E+08

3.E+08

化合物

滯留面積 西門站

成功站

安中站

中華西路南站

崇善站

安平工業區站

統一精工小北站

崇德台糖站

統一精工金華站

台塑站

    MTBE      苯      甲苯       乙苯   二甲苯   Indan       奈



 23

圖 二將化合物分為芳香烴族、脂肪族、氧系族等三大類，芳香烴化合物佔
了汽油中大部分的比例，由此可以歸納出四點結論，1.台南地區 95 無鉛汽油以
芳香烴類為主；2. 本實驗 GC-MSD升溫條件之初始溫度可能設定過高，使得部
分脂肪族化合物(沸點約為 30~130℃之間不等)與溶劑峰重疊，無法定量；
3.GC/MSD 對脂肪烴類的靈敏度較低； 4.是油品主要來源為中油及台塑兩大加
工廠，中油直營和民營加油站目前仍然是獨霸一頭，中油的油品多為裂解製程，

其產生之裂解油芳香烴族的成分甚高，這與本研究的結果相符合。 

由圖 二得知芳香烴類的含量最高，以健康效應而言，芳香族的不良健康危
害，高於脂肪族，尤其苯和 naphathalene為人類致癌物，其他如甲苯和二甲苯亦
為疑似致癌物；芳香族燃燒後的產物為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 (poly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亦為人類致癌物，健康危害遠大於脂肪族。以環境生態而
言，芳香族因含有不飽和鍵，活性較大，造成光化學煙霧的速率快 (3)，燃燒後，
形成較多的 CO和碳氫化合物，對生態的影響亦較大。建議我國相關單位應立即
擬定油品對空氣品質改善之計劃，透過控制芳香烴族含量，以達到改善空氣品質。 

MTBE為各國目前最常使用之含氧添加劑，圖 二的分析資料得知MTBE於
95 無鉛汽油的添加比例為 1%~16%之間不等，一般的添加量為為 6%~9%之間
(7)，其中統一精工金華站（約佔 16%）略高於一般的添加量，由於 MTBE具較
高的水溶性，美國加州已發現多起地下水受到 MTBE 污染的事件，雖然目前台
灣地區尚無任何飲用水源遭 MTBE污染，但也應盡量避免 MTBE可能對水庫的
污染，且隨時注意汽油箱、管線是否有滲透，加油時避免汽油溢出揮發至大氣中。 

 
 
 
 
 
 
 
 
 
 
 
 

圖 二. 氧化烴類、芳香烴類和脂肪烴類於各家加油站 95無鉛汽油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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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汽油是機動車輛運轉的燃料，提供人類交通上便利性；相對的，所帶來的油
氣排放、廢氣排放污染了生態環境，危害人體健康。針對危害的控制之前，必須

有完整的數據作為改善的依據，因此油品成分的探討和研究資料，可作為危害評

估的根據，其分析結果可用諸於環境污染、人體健康效應、與油品品質對汽機車

引擎影響的初步研究；就環境污染而言，可粗略估計油品經由引擎燃燒產生的廢

氣，導致空氣污染及光化學反應之嚴重程度，且考量油品滲透至地下水，引起河

川之污染的可能性；就人體健康效應而言，機動車輛排放的碳氫化合物，經由

IARC證實為致癌物，所以油品分析也可以作為人體潛在危害的評估依據，以及
加油站設置前，針對附近地區作環境影響評估，以維護加油站附近居民的健康。

就油品品質研究而言，分析各加油站的添加物之種類及含量，探討各油品對機動

車輛的抗震爆性能，來判斷油料之適用性。 
本研究發現台南地區的 95 無鉛汽油以芳香族為主，芳香族的健康危害和生

態影響，均大於脂肪族，如何管制芳香烴族含量，以改善空氣品質，是當務之急。

此研究建立了一方便、精確的方法分析油品組成，對於相關研究助益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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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五∼八機鍋爐燃燒改善實例報告 
張進發1, 徐海雄2 

一、台中火力發電廠簡介 

(一)緣起 
為了配合國家長期經濟發展、遵從政府能源多元化政策、供給質優、價廉可靠之

電力、平衡基載電廠之分配及因應中部地區工商發達用電量快速增加，台電公司

因而興建台中火力發電廠。 

(二)廠址概況 
台中電廠廠址於台中縣龍井鄉麗水村龍昌路一號，位於台中港工業區南端，大肚

溪出海口北側，廠區面積 281 公頃，係抽取台中港計劃航道的砂浚填而成之新生
地，是第一個經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核通過才興建的電廠；為一座公園化電廠。 

(三)發展沿革 
 ●  75.12.17 台中火力發電計劃核准興建 

● 78.7.18 台中電廠成立 
● 79.7.16 氣渦輪機組第一部機商業運轉 
● 79.7.18 氣渦輪機組第四部機商業運轉 
● 80.3.3 汽輪發電機組一號機商業運轉 
● 86.6.27 汽輪發電機組八號機商業運轉 
● 目前共四部氣渦輪機及八部汽力機組營轉中 
● 興建中之中九、中十兩部汽力機組分別預定93.6.30及 94.6.30商業運轉。 

 (四)人力資源概況 
1. 全廠總人數 956人，其中行政人力 60人、維護人力 425人、值班人力 471人。 
2. 全廠平均年齡 40.97歲，平均服務年資 18.46年，於台電公司屬最年輕之單位。 
3. 員工教育程度，具博、碩士學位者共 48人，大學、專科合計 577人，高中（職）
以下共 331人，於台電公司屬高學歷之單位。 

(五)產銷概況 
1. 全廠裝置容量 468.8萬　，係世界最大電廠之一，佔全電力系統 15%強。 
2. 依 90曆年合計共供給電力系統 318.57億度電力，佔全電力系統 20.2%，較之現
有三座核能廠供電佔比 21.5%，僅低 1.3%，台中電廠於電力系統之重要性可見

                                                 
1 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運轉股長 
2 台電公司協和電廠廠長 

相關報告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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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斑。 
3. 90曆年汽力機組淨熱耗率（註 1）為 2376Kcal/KWH，換為淨廠效率（註 2）為

36.2%，係全公司汽力發電效率最佳之機組。 
4. 鍋爐燃料以煤碳為主，依 90曆年實績每度電發電成本為 0.85元，其中每度燃料
費用 0.50元，佔發電成本 58.77%，燃料為主要營運成本支出項目。依公司之輸
電、配電及加計其它營運費用每度電供電成本 0.68元計算，則台中電廠 90曆年
為公司賺取約 188億元之利潤，為台電公司獲利之最主要來源。 

(六)鍋爐簡介 

1. 台中一∼四號機鍋爐係美國 Foster wheeler公司設計製造，五∼八機則由美B&W
公司製造。 

2. 蒸汽量：1830噸／時 
蒸汽壓力：178kg/cm2

 

過熱器／再熱器溫度：542℃/542℃ 
3. 型式：輻射及對流水管式、自然循環、負壓式鍋爐。 
4. 設計可燃煤亦可燃重油，唯基於經濟效益考量，以燃煤為主，於額定出力時每
小時燃用熱值 6300Kcal/kg煤約 200噸，效率 90%左右。 

二、案例背景說明 

(一)序言 

台電公司台中電廠五∼八機鍋爐為煤源穩定與安全供應及追求實質之經濟效益，

使用之煤源以符合設計煤規範之煙煤為主改變為多國別、多礦區煤源之混燒模

式，由於煤質差異大，致遭遇燃燒不良，灰中可燃物時而偏高之現象。 
本報告係針對不同煤質混燒時，藉由鍋爐燃燒器層區隔風門（Compartment damper）
調整分配燃燒空氣流量改善燃燒，降低灰中可燃物含量之實例，希望藉由本報告

發表能提供相關業界參考引用，並得不吝之指教。 

(二)台中五∼八機鍋爐用煤初始概況 

台中五∼八機鍋爐開始燃煤初期係以符合鍋爐設計煤質規範之南非、澳洲、印尼

煙煤（Bituminous coal）為主，澳洲、南非煤同具高熱值、高燃料比（註 3）、高灰
份、低水份之特性，印尼煤則雖燃料比低、水份高但因灰份相對低故而熱值與南

非、澳洲煤不相上下，由於煤熱值差異不大加上煤源少易於掌控，故而煤燃燒後

所產生之飛灰，雖偶有燒失量（Loss of ignition簡稱 LOI）（註 4）偏高之現象，但
因飛灰色澤仍佳且建築業景氣，故於飛灰可順利銷售且飛灰燒失量起伏不大之背

景下，問題並未凸顯而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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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前用煤概況 

為煤源供應穩定與安全及實質之經濟效益考量，最近幾年來公司大量採購煤質偏

離鍋爐設計煤質規範且熱值較低之印尼煙煤，又為了因應脫硫設備或脫硝設備於

機組運轉中一旦發生故障，機組不致因超環保法規被迫停機而引進了燃料比低於

1，到達基熱值 5000∼5500Kcal/kg之所謂的環保煤（Envirocoal）（註 5），更有到
達基熱值低至 5000 Kcal/kg 以下不符規範減價驗收之亞煙煤（Sub-bituminous 
coal），依本廠 90 曆年實績用煤量為 1432 萬噸，分別來自澳洲、南非、印尼、中
國大陸、俄羅斯等五個國家 22礦源，其中印尼煤占比高達 60.85% ，總用煤中煙
煤佔比 79%，亞煙煤佔比則 21%，由於煤源多加上煤質差異大，其結果是煤源掌
控不易，衍生諸多困擾問題。 

 (四)台中五∼八機鍋爐用煤之主要考量因素 

於煤源多、煤質差異大之前提下，我們依據下列之考量因素作為煤源調度之依據。 
1.飛灰產量與品質之考量 

(1) 澳洲、南非、俄羅斯煤之灰份高，所產生之灰量不但多且色澤佳，以飛灰商
觀點是質、量均為上乘之煤源，故為飛灰商所最愛之煤源。 

(2) 印尼煙煤的飛灰產量約為南非、澳洲、俄羅斯煤之一半，其色澤呈暗灰色，
雖非飛灰商所愛但仍為可接受之煤源。 

(3) 印尼亞煙煤則不但飛灰量少（含灰份低至 2%以下）且色澤呈暗黃色，為飛
灰商極端排斥之煤源。 

(4) 權宜對策： 
若機組對煤源無特別需求，為兼顧各灰倉飛灰商利益，皆依實際煤源狀況，

調配煤源，力求產生之灰量、灰質儘可能相同。 
2.氮氧化物生成量之考量 

(1) 澳洲、南非、俄羅斯煤之燃料比高，含氮量高而固有水份低，於爐內燃燒後
所生成氮氧化物（簡稱 NOx）含量高，若單獨燃用必需於脫硝設備大量注入
氣氨，以降低 NOx濃度，來符合環保法規。 

(2) 印尼煤、大陸煤燃料比較低、含氮量亦較少而固有水份高，於爐內燃燒後所
生成之氮氧化物較低，單獨燃用雖仍須於脫硝設備注氨以降低 NOx 排放濃
度，唯注氨量不高。 

(3) 印尼亞煙煤則具低 NOx 生成量之優勢，單獨燃用於機組全載出力時，仍無
需注氨即可符合環保法規值。 

(4) 所謂排煙脫硝設備於中五∼中八機係指裝置於省煤器出口之 SCR（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稱選擇性觸媒還原），其原理係於 SCR前煙氣中注入氣態
氨，使與燃氣中之氮氧化物還原成水蒸汽及氮氣。注氨量愈大，則 NOx 減
量愈高，唯未能反應之殘餘氨（NH3 Slip）愈高。 
燃氣中若有 NH3存在則與燃氣中 SO3形成所謂之（NH4）2SO4（硫酸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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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4HSO4（硫酸氫氨）而於空氣預熱器（Air Heater）中、低溫層堵塞，空氣
預熱器一旦發生堵塞除鍋爐效率降低、廠內用電量增加外，必需停機加以水

洗，每次停機約須兩天，故排煙脫硝設備必需儘可能降低 NH3注入量，以避

免空氣預熱器堵塞而影響鍋爐效率並避免停機清洗空氣預熱器。 
降低燃料於鍋爐燃燒後 NOx 生成量是降低 NH3注入量對策之一，而掌握各

種煤源 Vs NOx生成量之特性，加以調配混燒是簡單而易行的一種最有效方
法，故氮氧化物生成量也是我們用煤考量因素之一，如避免單獨燃用高燃料

比之澳洲、南非、俄羅斯煤而使與印尼煤成 75%：25%或 50%：50%或 25%：
75%之比例混燒即可達到降低 NOx生成量之目的。 

3.硫氧化物與石膏產量考量 
燃料中所含之硫份於本廠係採取燃燒後濕式石灰石粉處理法，使燃氣中 SO3與

石灰石粉結合變成含水份石膏，而達去除 SO3目的，石膏產量依煤中含硫份不

同而不同，依中五∼中八機燃用煤中所含硫份有高達 1%以上者，亦有低至 0.1%
以下，而無需運轉排煙脫硫設備即可符合環保法規者。 
為兼顧各石膏商利益，必需儘可能依所屬石膏商承包機組縮小石膏產量之差

距。又如石膏銷售困難時，則儘量調度低硫份煤源以減少石膏產量。 
4.飛灰燒失量之考量 

(1) 澳洲、南非、俄羅斯等煤源由於揮發份低，燃燒後飛灰中可燃物呈偏高現象。 
(2) 印尼煙煤、大陸煤之揮發份較適中，燃燒後飛灰中可燃物亦較適中。 
(3) 印尼亞煙煤之揮發份極高，燃燒性好（著火性佳且燃燒速度快）燃燒後飛灰
中可燃物極低，為有效控制各機組飛灰燒失量不致差異太大，因而調配煤源

混燒也是對策之一，如高燃料比煤源置於下層燃燒器而低燃料比煤源置於上

層燃燒器即是一例。 
5.過熱器噴水量與過熱器金屬溫度之考量 

(1) 高燃料比煤源其燃燒性不佳，延後燃燒情況明顯致鍋爐過熱器管金屬溫度
高、噴水減溫量偏高之現象。 

(2) 低燃料比煤源燃燒性佳，可有過熱器金屬溫度低及噴水量低之優點。 
(3) 為有效控制過熱器金屬溫度及過熱器噴水量，調度使用高燃料比與低燃料比
煤源適度混燒也是簡單易行方式之一。 

6.其它考量因素 
(1) 爐管灰蝕的考量 
高灰份煤源易對過熱器管、再熱器管、省煤器管等造成灰蝕。 

(2) 鍋爐積灰、結碴之考量 
低灰融點煤源易致爐管結碴、積灰。 

(3) 機組出力之考量 
煤源熱值太低，受限於磨煤機容量，有致機組無法滿載出力運轉之虞。 

(4) FGD進口燃氣溫度高之考量 
高燃料比煤源，空氣預熱器燃氣出口溫度高，超過 FGD 運轉限制值即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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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FGD運轉。 
7.本段小結 
經由上述中五∼中八機鍋爐用煤分析結果顯示，台中五∼八機鍋爐採取混燒各

種不同煤質煤源除符合煤源多源化策略及帶來經濟效益（印尼、大陸煤價較澳

洲、南非煤便宜）外，於運轉上則有控制飛灰品質與產量、石膏產量、氮氧化

物產生量、飛灰燒失量、過熱器金屬溫度、過熱器蒸汽噴水量、鍋爐排煙溫度

等等之功能，唯採取不同煤質之煤源混燒帶來了下列之困擾。 

(五)台中五∼八機鍋爐不同煤質煤源混燒所衍生之困擾 

1.煤源混燒方式簡介 
(1)爐外混煤： 
於煤送入煤倉（Coal silo）前即依混燒比例攪拌完成再送入煤倉，經各磨煤
機、各燃燒器是相同性質之混煤，此種方式於燃燒調整較易，是理想之混煤

方式。 
(2)爐內混燒： 
各煤倉分送不同煤質之煤源，經各磨煤機、燃燒器進入爐內燃燒後燃氣再混

合，此種方式於燃燒調整並不容易，因而經常衍生燃燒結果與預期不符之現

象。 
2.台中五∼八機煤源混燒之方式 
台中電廠設置有爐外混煤設備，唯迄今未完工使用，故皆採爐內混燒方式，將

來爐外混煤設備完成後，理所當然會改採爐外混煤方式。 
3.台中五∼八機爐內混燒模式所帶來之困擾 
由於煤源數多且煤質差異大，故而煤源混燒時時而發生飛灰燒失量偏高現象，

此現象尤以混燒煤源差異大時更顯嚴重。飛灰燒失量偏高的原因甚多，若是持

續性之偏高則其原因應是燃燒設備異常或運轉參數不對所造成。而台中五∼八

機鍋爐之飛灰燒失量偏高現象並非常態，而是時而發生且變化幅度很大，高者

高達 15%左右，低者則低至 1%以下。飛灰燒失量高除影響鍋爐效率外亦影響飛
灰品質，造成飛灰銷售之困擾。 

4.飛灰燒失量偏高時之對策 
飛灰燒失量偏高時運轉人員皆採取增加燃燒空氣之因應對策，然增加燃燒空氣

量雖可降低飛灰燒失量，唯對鍋爐而言卻帶來以下得不償失之負面效果。 
(1)鍋爐乾煙氣帶走熱量損失增加，鍋爐效率下降 

a.離開鍋爐燃氣溫度上升。 
b.相同鍋爐出力下，燃氣量增加。 

(2)鍋爐送風機、引風機驅動馬達電力增加，廠內用電增加，機組淨廠效率下降。 
(3)過熱器、再熱器金屬溫度上升。 
(4)過熱器、再熱器蒸汽噴水量增加，蒸汽品質下降。 
(5)NOx生成量增加，脫硝設備注氨量增加，氨費用增加外，空氣預熱器堵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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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高。 
(6)通過靜電集塵器燃氣流速及溫度上升，靜電集塵器效率下降。 
(7)爐內燃燒溫度劇增，低灰融點溫度之煤源易致爐管結碴。 

5.兩難抉擇窘境之解決方案 
若為解決飛灰燒失量時而偏高之問題而採用提高燃燒空氣之方式，如上述將帶

來得不償失之負面效果，唯飛灰燒失量時而偏高之問題亦不能置之不顧。 
本篇報告係針對台中電廠五∼八機上述窘境之改善報告，於維持鍋爐燃燒空氣

量不變前提下，藉由現有設備之運用，適時、適所供給各燃燒器適量之燃燒空

氣，於未衍生任何得不償失之負面結果下解決飛灰燒失量時而偏高之問題，特

將此經驗撰為專題發表提供相關業界參考。 

三、問題探討 

(一)台中五∼八機鍋爐有無燃燒空氣不足的問題 

前已述鍋爐混煤燃燒時，經常發生飛灰燒失量偏高之問題，尤以混燒煤源熱值差

異大時問題更顯嚴重，而運轉同仁若增加燃燒空氣量則問題可獲解決，那麼台中

五∼八機混煤燃燒時究竟有無燃燒空氣供給不足之問題呢？ 
1. 依鍋爐設計資料台中五∼八機鍋爐過剩空氣比（註 6）為 18%（省煤器出口 Excess 

O2換算為 3.2%）鍋爐初次 Performance Test時證明 17.6%（Excess O2換算為 3%）
左右即已足夠。 

2. 對鍋爐而言欲產生相同之熱量，使用高熱值之煤源則用量少（噸數少），使用低
熱值煤則噸數多。 
燃料可燃燒而釋出熱量之元素僅碳、氫、硫三種，鍋爐欲得相同之熱量雖煤源

與用量不同，但所需之碳、氫、硫總熱量應極接近，其差異僅只鍋爐效率高、

低而已。 
3. 燃料燃燒需供給燃燒空氣之元素為碳、氫、硫三種，依煤之元素分析（Ultimate 

analysis）可計算理論燃燒空氣量，依前述所需碳、氫、硫總量既接近則總的空
氣供給量也不致有太大差異。 
∴ 相同鍋爐出力（產出蒸汽所帶的熱焓），其所需輸入之燃料熱能幾乎相同（僅
鍋爐效率些微差異），所需理論空氣量也不致有太大差異。 

簡單地說： 
(1) 相同機組出力下，無論何種煤源，縱然用煤量與煤源不同但所需之燃燒空氣
量差異不大。 

(2) 相同機組出力下，煤源熱值愈低（水份高或灰份高）則使用煤量愈高，雖總
燃氣量增加但 Air Flow差異不大。 

4.依平時運轉之數據顯示 
假設兩支 Excess O2（平均 3.0以上）與 Air Flow指示正確，則中五∼中八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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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空氣不足的問題”。 

(二)台中五∼中八機鍋爐混煤燃燒時燃燒空氣分配不均之問題 

1. 粉煤機運轉模式係採運轉台磨煤機磨煤量皆相同之模式。 
2. 供給各台粉煤機之燃燒空氣量也採相同流量之模式（燃燒空氣量＝一次風量＋
二次風量）。 

3. 飼煤機所顯示之飼煤量係到達基（As received）飼煤量，含表面水份與固有水份。 
4. 煤燃燒所需之燃燒空氣量應依乾基（Dry basis）煤量（扣除煤中表面水份與固有
水份）計算。 

5. 使用同重量煤源時，煙煤所含水份少而亞煙煤所含水份高，故扣除水份後以乾
基計算其理論燃燒空氣量必不相同。 

6. 不同熱值之煤源，於粉煤機採相同煤流量運轉而供給相同量之燃燒空氣，則發
生燃高熱值煤之燃燒器層空氣不足，而燃低熱值煤燃燒器層空氣過量之現象。 

7. 混燒煤源熱值差距愈高，則空氣供給不均現象愈嚴重，這就是本廠開始採煤源
混燒後飛灰中未燃碳起伏不定且熱值差異大則問題更顯嚴重的主要原因。 

四、改善經過 

(一)台中五∼八機鍋爐燃燒空氣流程簡介 
下圖係台中五∼八機鍋爐燃燒空氣流程示意圖 
燃燒空氣係由兩台馬達帶動之送風機供給，經空氣預熱器後於機組額定出力時溫

度可提升至 330℃左右，再經由各層燃燒器兩只區隔風門（Compartment damper）
作流量控制後送至所屬燃燒器做為二次燃燒空氣，最上層 NOx Port係配合低氮氧
化物燃燒器（Low NOx burner）而設置之火上風門，其燃燒空氣量調整於總燃燒
空氣量 18%∼26%間。 

 



 32

 

 

說明：  係指 Air flow meter 

          Compartment damper 

台中五~八機鍋爐燃燒空氣流程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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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燃燒空氣量計算實例 

1.以南非某煙煤與印尼某亞煙煤為混燒計算實例，煤質分析如下： 

項     目 南非煙煤 印尼亞煙煤

到達基（AR）(註 7) 6243 5298 

氣乾基（AD）（註 8） 6512 6168 
熱值 

(Kcal/kg) 
乾基（DB）（註 9） 6700 6999 

到達基總水份 

（Total moisture）(%) 
6.82 24.3 

Inherent moisture(%) 2.8 14.1 

Ash(%) 15.2 1.1 

Volatile(%) 27.3 43.5 

工業分析 

(Proximate analysis,AD) 

Fixed Carbon 54.7 41.2 

C(%) 71.4 72 

H(%) 3.99 5.57 

O(%) 6.45 17.26 

N(%) 1.75 3.68 

S(%) 0.67 0.12 

元素分析 

(Ultimate analysis,DB) 

ASH(%) 15.74 1.37 
2.依元素分析計算理論燃燒空氣量 

依計算公式（重量法） 

kg/kg S 4.31)
8
O-34.55(H11.5CAo ++=  

(1)南非煙煤所需理論燃燒空氣量 

         kgkgAo /34.90067.031.4)
8

0645.00399.0(55.34714.05.11 =×+−+×=  

(2)印尼亞煙煤所需理論燃燒空氣量 

kgkg /48.90012.031.4)
8

1726.0056.0(55.3472.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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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煤燃燒係以相等於氣乾基狀態燃燒，故理論燃燒空氣應以氣乾基狀態加以計算，
其計算方式係依乾基時理論燃燒空氣量，扣除到達基固有水份求取。 

(1)相關計算資料 

a.到達基總水份：南非煙煤 6.82%，印尼亞煙煤 24.3%。 

b.氣乾基固有水份：南非煙煤 2.8%，印尼亞煙煤 14.1%。 

(2)到達基總水份（%）＝到達基表面水份（%）＋到達基固有水份（%）。 

已知氣乾基固有水份，換為到達基固有水份之計算方式，以南非煙煤到達基

總水份 6.82%，氣乾基固有水份 2.8%為計算例： 

設到達基表面水份為 X，到達基固有水份為 Y 

)2(
%9.2%100

%100
)1(%8.6

−−−−−−−−−=
−

−−−−−−−−−−−−=+
YX

YX
 

解聯之方程式得 X=4.1%，Y=2.7% 

即到達基表面水份為 4.1% 

到達基固有水份為 2.7% 

相同方式計算印尼亞煙煤 

到達基表面水份 11.9% 

到達基固有水份 12.4% 

 (3)燃燒時所需之氣乾基理論燃燒空氣 

＝乾基理論燃燒空氣量×(1－到達基固有水份) 

南非煙煤：9.34×(1-2.7%)＝9.08kg/kg 

印尼亞煙煤：9.48×(1-12.4%)＝8.3kg/kg 

即以煤實際燃燒時表面水份已乾燥之氣乾基計算則 

1kg 南非煙煤燃燒時需理論燃燒空氣 9. 08kg 

1kg 印尼亞煙煤燃燒時需理論燃燒空氣 8.3kg 

4.實際供給之燃燒空氣量 

依本廠鍋爐滿載 Excess Air為 18%（Excess O2≒3.2%） 
則 1kg 南非煙煤須 9.08×(1+18%)＝10.71kg 
1kg 印尼亞煙煤須 8.3×(1+18%)＝9.79kg 



 35

5.兩種煤所需燃燒空氣量比 

印尼亞煙煤：南非煙煤＝9.79：10.71＝1：1.09 
即南非煤所需燃燒空氣以相同重量計算應為印尼亞煙煤之 1.09倍。 

(三)實際運轉燃燒空氣分配之情形 

1.假設使用煤源係南非煙煤二倉與印尼亞煙煤二倉混燒，總用煤量 220MT/hr 
每台飼煤機飼煤量皆為 55噸／時 

2. Air flow之分配 
(1) Total air flow 實際供給值（註10）為 2410MT/HR 
(2) Primary air flow（註 11）≒490 MT/HR 
(3) NOx ports air flow（註 12）≒650 MT/HR 
(4) 未使用燃燒器層 Cooling air flow（註 13）≒80 MT/HR 
扣除上述之 Air Flow後尚餘 1190MT/HR 
平均分配予四層燃燒層則每層：297.5MT/HR 
以上係改善前之運轉模式，燃燒空氣量並未依所計算理論燃燒空氣比例分

配，其結果： 
南非煙煤：空氣量不足 
印尼亞煙煤：空氣量過剩 

 (四)依理論燃燒空氣量計算後之合理之分配值 

1. 分配予各層燃燒器總空氣流量為：1190MT/HR 
2. 依印尼亞煙煤與南非煙煤理論空氣比 1：1.09 
3. 各磨煤機 Load皆 55MT/hr 
4. 計算於 50%印尼亞煙煤與 50%南非煙煤混燒時，則每噸印尼亞煙煤與南非煙煤
所需理論燃燒空氣量 
印尼亞煙煤：1190÷(110×1+110×1.09)＝5.18噸 
南非煙煤：5.18×1.09＝5.65噸 

5. 各燃燒器層應供給之空氣量 
印尼亞煙煤：5.18×55＝285噸 
南非煙煤：5.65×55＝310.7噸 
也就是燃印尼亞煙煤之燃燒器層應配 285 噸燃燒空氣，而燃南非煙煤之燃燒器
層則為 310.7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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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依理論燃燒空氣量計算後與原分配空氣量比較 

（假設Mill #3備用）（註 14） 

2 4 1 5                      編號

              煤源 

  分配概況 南非煙煤 南非煙煤 印尼亞煙煤 印尼亞煙煤

原分配之空氣量(MT/hr)(A) 298 298 298 298 

經計算調整後空氣量(MT/hr)(B) 310.7 310.7 285 285 

差值(MT/hr)(C)＝(A)－(B) -12.7 -12.7 +13 +13 
即依理論空氣量計算之分配值與原分配值相較，明顯南非煤燃燒器層短少了 12.7
噸燃燒空氣，而印尼亞煙煤燃燒器層則多了 13噸。 
以上係依元素分析推算煤混燃時各燃燒器層應予分配之燃燒空氣量，唯基於下列

因素計算執行上並不容易。 
1. 煤源多變、掌握不易、且元素分析資料取得不易，分析之數據亦難有所謂的絕對
準確。 

2. 計算過程費時費事。 
3. 計算後只供調整之參考依據，仍須測試。 
∴使用煤元素分析計算燃燒空氣量對運轉同仁之執行不易且計算所得之數據仍

須測試，故而推荐下列之簡便計算方式。 

(六)簡便之計算方式 

1.單位重量煤之熱值取決於所含之碳、氫、硫三元素佔比，佔比愈高則熱值愈高。 
2.不同煤源混燒直接以熱值比供做燃燒空氣供給比係一可行之簡便方式。 
3.實例說明： 

同理論燃燒空氣計算實例之數據 

    煤源 
 Item 南非煙煤 印尼亞煙煤 

到達基熱值 6243 5298 

氣乾基熱值 6512 6168 
依到達基熱值計算：南非煙煤／印尼亞煙煤＝6243／5298＝1.18 
依氣乾基熱值計算：南非煙煤／印尼亞煙煤＝6512／6168＝1.06 
計算結果顯示，於燃用不同熱值煤源時，若以到達基熱值計算燃燒空氣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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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較使用元素分析計算之比值（1.09）高出 9%，若以氣乾基熱值計算（1.06）
則非常貼近元素分析計算之比值（1.09）。 
∴以氣乾基熱值計算不同煤源空氣配比是簡易可行方法。 

(七)實際運用 Compartment damper調整經過 

1. 九十年三月下旬由中七機開始運用 Compartment damper 依不同煤源作粗略調
整，於相同燃燒空氣量下，燃氣中 CO之排放濃度由 320ppm左右降至 120ppm
左右，成效非常良好。 

2. 調整方向確認正確後，開始於各部機各班逐一向值班同仁解說理論依據並陪同
實際調整之操作。 

3. 中五∼中八機目前皆運用 Compartment damper調整各層不同燃燒空氣量之運轉
模式，成效良好。 

(八)效果確認 

1. 自九十年三月下旬依此模式調整後，燃氣中 CO濃度甚少超過 350ppm。 
2. 飛灰商埋怨之次數減少。 
3. 有形效益 
依調整前後之CO排放濃度可確認於相同Air Flow下最少有40% De-CO之效果。 
若以飛灰燒失量平均降 4%計算，不計底灰部份其有形效益如下： 

(1) 每小時用煤量：200MT/hr。 
(2) 煤中灰份含量平均以 6%計算。 
(3) 飛灰佔灰份 75%。 
(4) 每小時未燃損失減少： 

4%×6%×75%＝0.18% 
(5) 每小時減少用煤量 

200MT/hr×0.18%＝0.36噸／hr 
(6) 每部機每年以運轉 330天計算則四部機每年節省用煤 

0.36MT/hr×24時／日×330天／年×4部機＝11404MT／年 
(7) 煤價以 1200元／噸計算，則每年效益 

1200元／噸×11404噸／年＝1368萬元／年 
4.無形效益 

(1)飛灰利用率提高。 
(2)灰商埋怨次數減少，減少各級工作人員困擾。 
(3)值班同仁於飛灰燒失量高時，無須採取增加燃燒空氣量之因應對策，避免衍
生之負面效果及鍋爐效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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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煤源無法掌握時的應變對策 

由於煤源數多加上煤場可有效堆儲空間受限，致常發生煤場送煤煤源與實際燃燒結果

不符之現象，若發生此種煤源不清楚時建議依下列“Try error”方式調整。 
(一)檢視運轉中粉煤機一次風入口溫度 

1.一般煙煤約在 180℃以下。 
2.水份較高、熱值較低之印尼一般煙煤或亞煙煤約在 230℃以上。 

(二)嚐試增加一次風入口溫度低之燃燒器層燃燒空氣量，減少一次風入口溫度高之燃燒
器層燃燒空氣量。 

(三) 依據線上燃氣 CO分析儀及線上未燃碳（UBC）分析儀之趨勢加以修正。 
也就是調整操作並不需有準確的煤質分析資料，只要根據粉煤機一次風入口溫

度，即可判斷煤源之類別加以調整，得到很好的結果，重點是有改善燃料燃燒的

心。 

六、結 論 

雖各廠牌、各類型鍋爐容量、構造、功能有極大差異，然追求降低鍋爐未燃燒損失之

目標相信所有鍋爐皆一致。唯追求降低鍋爐未完全燃燒損失時，切勿一味增加燃燒空

氣量因應，否則將致得不償失之負面效果，適時、適所供給適量之燃燒空氣才是獲取

燃料良好燃燒之不二法門。以上係台中電廠降低鍋爐未完全燃燒損失之經驗特撰供參

考，理論簡單執行也不難，再次強調運轉人員有心才是重點。 

本 篇 註 解 

註 1：機組淨熱耗率（Net Heat Rate）： 
發電機組每供一度電所耗用之熱量，以 Kcal/KWH 表示，以台中電廠汽力發電機組
90年曆年平均淨熱耗率為 2376 Kcal/KWH。 

註 2：機組淨熱效率（Net efficiency） 
輸入發電鍋爐熱能實際轉換為輸入電力系統電能比例，以%表示 

%100
)/(

)/(860(%) ×=
KWHKcal

KWHKcal
淨熱耗率

淨熱效率  

註 3：燃料比：煤工業分析項目中固定碳與揮發份比 

(%)
(%)

揮發份

固定碳
燃料比 =  

註 4：飛灰燒失量（Loss of Ignition簡稱 LOI）： 
取定量飛灰將其置於 750℃之特定高溫爐內連續 2小時，計算其重量減少之比例稱為
飛灰燒失量。 

%1002750(%) ×
°

=
原飛灰重量

小時後之殘餘重量　烘爐原飛灰重量－ C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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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環保煤（Envirocoal） 
係一種產自印尼之特低灰（<4%）、特低硫（<0.2%）亞煙煤，到達基熱值介於 5000
∼5500Kcal/kg之間。 
因其燃燒後具低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灰份之特性，故稱之為環保煤。 

註 6：過剩空氣比： 
依燃料元素分析中 C、H、S、O含量所計算之燃燒空氣量稱為理論空氣量。 

%100(%) ×=
理論空氣量

－理論空氣量實際供給之燃燒空氣量
過剩空氣比  

註 7：到達基（As received）： 
煤工業分析的三種分析基準之一，乃整批煤到貨時含總水份之重量百分比（％）之

分析表示法。 
註 8：氣乾基（Air dry basis）： 

煤的工業分析中之分析基準之一，乃指含有固有水份之重量百分比（％）之分析表

示法。 
註 9：乾基（Dry base）： 

煤的分析基準之一，係指完全去除水份（含表面水份及固有水份）後之重量百分比

（％）之分析表示法。 
註 10：Total air flow實際供給值： 

係指鍋爐運轉時，空氣流量儀錶所顯示之流量值，因涉空氣流量偵測元件之準確度、

修正係數合理與否等等，並不代表絕對正確，故儀錶指示值稱為實際供給值。 
註 11：Primary air： 

於燃燒系統稱為一次燃燒空氣，燃煤系統之一次風除供做燃燒空氣外並負責粉煤之

乾燥與輸送。 
註 12：NOx ports air flow： 

設 Low NOx burners之鍋爐，於燃燒器上方設有火上風門，通稱為 NOx ports。 
經由 NOx Ports進入爐內之空氣流量稱為 NOx ports air flow，依台中五∼八機鍋爐，
經 NOx ports之 Air flow可為總空氣流量之 25%左右。 

註 13：未使用燃燒器層 Cooling air flow： 
鍋爐運轉中停用或備用之燃燒器為防止受輻射熱而燒損，其風門設有所謂之 Cooling 
position，於燃燒器未使用時讓少量二次空氣通過以達冷卻之目的，以台中五∼八機
為例於鍋爐滿載出力時停用之燃燒器層（共 6個燃燒器）Cooling air flow在 80MT/hr
左右。 

註 14：Mill #3備用： 
依台中五∼八機鍋爐每部機各裝置五台磨煤機（Mill），各部機編號分別由Mill #1、
Mill #2、Mill #3、Mill #4、Mill #5。 
鍋爐滿載出力時運轉四台Mills即已足夠，另台可供備用或定檢，本處係指假設Mill#3
備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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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鋼的發展介紹 
蘇貴福1 

一、 前言 

一般人較難以想像鋼結構建築物的火災，常認鋼鐵材料很耐燒。其實傳統鋼材受火

時，如果溫度達到約 350℃，則鋼材的降伏強度便會降低至室溫時的 2/3以下，而火災的
溫度常常高達 1000℃以上，因此不難理解傳統鋼材是不耐燒的，這也是鋼結構建築必須
在鋼骨上被覆耐火材料的原因。 

2001 年美國紐約發生震驚世人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導致世界貿易中心雙子星大樓
倒塌，造成數千人的死傷慘劇。雙子星大樓遭劫持飛機撞擊，北樓經 103分鐘倒塌，南樓
因撞擊樓層較低，經 62 分鐘倒塌。倒塌原因推測，應該是飛機撞擊使得鋼結構耐火被覆
剝離，加上飛機燃油爆炸所造成的高溫，導致建築物鋼結構軟化，梁柱無法支撐上面樓層

總重而崩斷，並造成該樓以下梁柱連鎖斷裂反應而全面倒塌。此一事件喚起國際鋼鐵材料

業界，對於鋼鐵耐火性能的重視，因此耐火鋼材的發展與應用，日後勢必受到矚目。本文

將介紹耐火鋼的發展，期使對國內相關業界有所助益，共同促進國內耐火鋼材的應用。 

二、 何謂耐火鋼 

所謂的耐火鋼，是與傳統鋼材相比，當鋼材的溫度高達 600℃時，其降伏強度仍能維
持在室溫時之 2/3以上之鋼材。 

耐火鋼的耐火原理，主要是成分中添加了鉬、鉻、鈮、釩等合金元素（其中鉬為主要

添加元素，添加量約 0.30∼0.90%），藉由高溫時生成碳氮化合物之析出強化，以增加鋼
材的高溫強度；但考慮對銲接性的影響，必須限制這些合金元素的添加量。 

另外，耐火鋼須滿足三個基本性質要求，即：（1）室溫下機械性質應符合傳統鋼的規
格要求。（2）耐火鋼之降伏比（降伏強度/抗拉強度）應小於 80%。（3）銲接性應與傳統
鋼相同。 

三、 耐火鋼的起源 

耐火鋼材的發展，以日本的新日鐵為先驅，主要是為了因應 1982∼1987年日本建設
省的總合技術開發計劃「建築物總合防火設計法之開發」（即新耐火設計法），於 1988年
開發出「建築構造用耐火鋼材」，簡稱「FR鋼（Fire-Resistance Steel）」。 

當初，日本建設省告示第 2999號（1969年）規定火災時鋼骨結構的鋼材溫度不能超
過 350℃，促使鋼骨結構採耐火被覆來加以保護。其理由為：即當溫度達 350℃以上時，

                                                 
1 中鋼公司技術規劃發展處專家室工程師 

相關報告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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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材的降伏強度會下降至常溫的 2/3以下，使得結構上所需的降伏強度（長期容許應力度）
下降。因此，旅館、共同住宅等建物或市街地內的建物其樑柱等主要結構組件都必須是

耐火組件，且各樓層必須被覆以滿足法規上耐火時間的要求。耐火被覆不但費用高，造

成施工成本大幅提高，且不利於工期及室內面積的有效利用。 

後來，日本建設省進行了「建築物總合防火設計法之開發」計劃，不依照以往建築

物基準法的防火規定，而依據建築物的火災條件、設計條件及使用材料的性能，開發制

定了「新耐火設計法」。其中對於鋼材溫度上升上限，不再採 350℃的固定值，而是依照
各別鋼材的高溫強度，而設定不同的極限溫度。因此，促成了耐火鋼材的開發，耐火鋼

材由於擁有優越的耐火性（高溫強度），因此可以大幅削減耐火被覆，甚至隨著火災條件

及設計條件的不同，也可以設計出無被覆的建築物。 

四、 耐火鋼的發展現況 

目前日本五大鋼廠都具備產製能力，且都有自己的規格，但統一的規格則尚未納入

JIS中。除新日鐵生產強度（TS）至 520N/mm2外，其餘廠家生產強度至 490 N/mm2，生

產品目有厚板、Ｈ形鋼、NT箱型柱、鋼管及其他，目前已知新日鐵已有不少工程案例實
績。耐火鋼推出後，已演進至具有耐候功能，近年來日本鋼管已發表專利公報，顯示其

進行低降伏比耐火鋼材之製造研究，及與耐震性結合考量之製造方法研究，希望能將耐

火鋼適用於活斷層附近，顯示日本鋼廠仍不斷追求進步中，期能真正實用化，並擴大應

用領域。 

除日本外，韓國 POSCO於 1995年推出 490MPa級耐火鋼，唯使用實績不明。另於
1999年發展出 700℃之耐火鋼（一般為 600℃）技術，但是否已能正式量產，並無進一步
資訊。 

此外，國內中鋼正在開發耐火鋼材，英鋼（改名為 Corus Group ）則處於研究階段，
美國及歐洲的鋼廠則　沒生產。 

五、 耐火鋼的好處 

耐火鋼最主要的好處在於提高建物的耐火能力，延長建物因火災而倒塌的時間，使

火場中的人有更多的時間逃離火場。另可免除或減少防火被覆（防火被覆可以節省約 1870
∼3000元/MT，唯鋼價由於高溫強度測試增加成本會因而較貴。），並可使鋼構建物更為
美觀（可留意國內大賣場的防火被覆外觀，即可清楚明瞭）。 

六、 國內耐火鋼的發展現況 

目前國內正處於積極推動發展耐火鋼的階段，預估台灣耐火鋼的實際應用，最快也

得再三年之後，待鋼材開發完成、耐火鋼柱及樑試驗完成，及法規訂定後，經由舉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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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會推廣，才有可能被業界採用。以下敘述發展現況。 

（一）鋼材開發方面 

國內耐火鋼的發展尚處於萌芽階段，目前僅中鋼正在開發 50公斤級之 SN490FR耐
火鋼板，40公斤級之 SN400FR耐火鋼板尚未開發。且型鋼方面，最近鋼構協理事長才向
東和公司建議，請其嘗試生產熱軋 H 型耐火鋼，因此目前也無此類鋼材。故國內目前並
無自產的耐火鋼材，亦無外購使用實績（即使進口耐火鋼，依目前國內法規，仍須被覆

耐火材料。），相關鋼廠應加快開發腳步。 

（二）建築法規要求 

目前內政部建築法規有建築物的防火時效規定，大致比照日本建設省之要求。即梁柱

桿件在建築物最上 4層，須有 1小時的防火時效，由頂層向下算起 5∼14層須有 2小時的
防火時效，而由頂層向下算起 15 層以下之各樓層，須有 3 小時的防火時效。依此規定來
設計不同的耐火被覆材料及厚度，使鋼材在火災發生時的高溫強度，不致低於（常溫下）

工作載重下之最大容許應力（0.66Fy；約 2/3降伏強度）。 

相關法規層面之課題研究，原則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列入年度科技計劃中執行。目前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已有研究計劃「建築物防火安全技術開發與應用研究」進行中，內有研

究案「鋼構造耐火行為與相關防火法規檢討」，執行期間：91年 3月至 91年 12月。主要
內容為比較國內外主要鋼骨柱耐火性能要求規範，藉由實驗結果來研提並修正相關條文。 

（三）耐火鋼構件試驗 

1999年 10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在台南成功大學歸仁校區，舉行「建築防火實驗群」
實驗設施的開工典禮，此實驗設施已於 2001 年 12 月完工。目前於防火實驗群耐火構造
實驗館內，已完成建置大型（曝火面積 4m×4m）門牆耐火實驗爐及柱梁板綜合式耐火實
驗爐，將大幅提升國內建築構造耐火性能實驗能力。 

台灣營建研究院亦將耐火鋼材之構件試驗納入 2002年之重點工作，目前已向國科會
提出三年之研究計畫：耐火鋼箱型鋼柱受火結構行為研究。研究重點為採用耐火鋼之銲

接箱型鋼柱火害後之結構行為，由火害後耐火鋼鋼材之材料特性著手，建立火害後耐火

鋼鋼材之物性、化性、機械性質等基本特性，進而擴展至採用全滲透或半滲透銲組合箱

型鋼柱在軸力與彎矩聯合作用下之結構行為，並建立設計及施工準則。 

另，台灣營建研究院亦與中鋼公司協商耐火鋼鋼結構耐火試驗配合事項，並提出研

究計劃：「耐火鋼結構桿件於高溫下結構行為研究」，係搭配前述國科會之研究，擬探討(1)
耐火鋼鋼板不同溫度下之應力應變曲線，(2)與傳統 SM490 50公斤級鋼材、高性能鋼、低
降伏鋼之差異，(3)耐火鋼結構桿件在高溫加載下之局部挫屈行為，(4) 銲接 H 型鋼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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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加載下之整體挫屈行為 (5)耐火鋼梁在高溫加載下挫屈行為。希望能儘速進行此方面
之研究。 

（四）銲材開發 

目前國內有銲材廠替 NSC日鐵溶接代工生產耐火鋼銲材，另亦有銲材廠生產耐火鋼
銲材，適合全姿勢銲接作業。由此可知，日後耐火鋼銲接所需銲材應無問題。 

七、 日本耐火鋼之應用與實績 

（一）耐火鋼之用途 

耐火鋼之用途有：停車場、線路上空建築物（車站大樓）、外部鋼骨結構（辦公大樓、

百貨公司）、欄杆支撐架構、中前庭架構等。若以被覆考量，則可以分成以下兩類。 

1.無被覆型用途 

用於可燃物量少、空間比較大的建築物或其一部分，例如：立體停車場、車站建築、

中前庭、體育設施等。這些建築物的火災，大多規模小或呈局部性，不可能產生猛爆型

火災（可燃氣體充滿室內，溫度超過燃點所引發的燃燒狀態。），一般火災時的鋼骨溫度

在 600℃以下，若使用耐火鋼材，便可以無需被覆，此種用途以無被覆鋼結構停車場為大
宗。 

耐火鋼用於無被覆鋼結構停車場的好處，新日鐵在報紙廣告中強調下列幾點，可資

參考：（1）多彩的、鋼材斷面細化。（2）被覆材之剝離及脫落現象之避免。（3）表面污
染之改善。（4）工期之縮短。（5）施工費用之減少。（6）施工環境之改善。 

2.減少被覆型用途 

用於可燃物量多且不易管理的場所，即除無被覆型用途以外者均屬之，例如：辦公

大樓、倉庫、大賣場、共同住宅等。這些建築物有可能發生猛爆型火災（1000℃以上），
由於溫度超過耐火鋼的容許溫度（600℃），因此必須要有耐火被覆，但使用擁有 600℃容
許溫度的耐火鋼材，則可大幅減少被覆厚度，－般耐火被覆厚度可省至未使用耐火鋼材

時之 1/3。 

（二）新日鐵耐火鋼的使用實績 

請參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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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日鐵耐火鋼的使用實績 

建物名稱 位置 用途 建築面積 m2/ 
（總樓板面積 m2） 備註 

千葉市停車場 千葉站東口 停車場 7471/86324 地上 17層，地下 2層
德島車站大樓停車場 四國鐵路德島

站 
停車場 2197/13215 地上 7層 

大井町車站大樓 京濱東北線 
大井町站 

車站建築 4119/26235 地上 9層，地下 1層

LAPARK長崎屋購物
中心 

琦玉縣 購物中心挑空

中庭建築 
7628/26410 
（中庭部份 320） 

屋頂構造 

常滑公園體育館 愛知縣常滑市 運動設施體育
館 

5080/8661 地上 4層 

明治神宮外苑網球場 東京都港區 運動設施（停車

場＋網球場） 
5806/11244 地上 2層，1F停車場，

2F網球場 
八幡製鐵所大樓 北九州市 辦公建築 2318/15800 地上 8層，地下 1層

外露鋼骨結構 
大林組總大樓 東京都杉並區 辦公建築 1523/26850 地上 18層，地下 2層

外露鋼骨結構 
BBKK廣尾音樂工作
室 

東京都涉谷區 辦公室 232/547 地上 3層，地下 1層
外露鋼骨結構 

K-One大樓 東京都　區 辦公建築 346/3232 地上 9層，地下 2層
外露鋼骨結構 

法華俱樂部池之端飯

店 
東京都文京區 旅館建築 767/9623 地上 26層，地下 3層

外露鋼骨結構 
P&G日本總部及科技
中心 

神戶市 辦公室，研究室 2473/43506 地上 31層，地下 1層
外露鋼骨結構 

長谷川大樓 東京都涉谷區 辦公建築 130/912 地上 8層，外露鋼骨結
構 

橫濱 SOGO百貨公司
倉庫 

橫濱市 倉庫 6134/28945 地上 6層，耐火鋼結構
薄噴附 

高田城 新瀉縣 城堡 173/258 地上 3層，木包覆耐火
鋼結構 

（三）日本耐火鋼耐火設計流程理念 

日本耐火鋼耐火設計流程理念重點在鋼骨溫度在火災發生時是否會達 600℃，如果
在 600℃以上，則必須被覆，以符合法規之耐火時間要求。若鋼骨溫度在 600℃以下，
則無需被覆。其 600℃之考量，即在 600℃時之降伏強度（約相當於常溫降伏強度之 2/3）
約為鋼骨結構所設計之長期荷重應力。而火災時鋼骨溫度的預測，可採以往的研究數

據，否則便得進行模擬實驗，測出鋼骨在火災時之最高溫度，作為耐火設計之依據。另

有三項新規定為耐火設計流程中使用 FR鋼而超過建築基本法範疇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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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荷載加熱試驗 

被覆減輕的場合，構件（柱、梁）與被覆材的耐火性能不作加熱試驗（實施標準

加熱測定鋼材溫度之試驗），而重新規定荷載加熱試驗方法，以高溫時之荷載支持能

力來進行評估。 

2.架構之安全性 

鋼材溫度由以往的 350℃提高到 600℃，由於約變成 2倍，因此規定了防止火災
時架構倒塌與過大變形之評估準則；此乃依據梁柱試驗等接受強制變形構件的荷重支

持能力之有關研究所制定而成。 

3.外部鋼骨建築物之延燒被害預測 

外部鋼骨建築物由於柱或梁露在外部，因此必須檢討被　接建築物延燒的災害。 

八、結語 

耐火鋼的開發與應用，與國民所得的提高及社會對生命的重視程度有密切關係，衡

量台灣的生活水準，應是開始使用耐火鋼的適當時機，加上台灣火災頻傳，理應儘量且

儘快採用耐火鋼建築，因此期盼相關業界能排除困難，共同促進耐火鋼的開發與應用，

讓耐火鋼建築物能早日矗立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參考文獻： 

1. FR steel耐火鋼（FR鋼）の用途と實施例，新日鐵 
2. 日刊產業新聞，新日鐵 FR Steel廣告，2001.10.04. 



 46

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暨92年會員大會 

籌備第一次會議 

會議記錄             學會秘書處 

一、時       間：九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下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 

二、地       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1W-460會議室 

三、出席籌備委員：黃重裕、施聖洋、王覺寬、林大惠、詹世弘、陳俊勳、劉

通敏、林成原、謝文馨。 

四、主       席：黃榮芳  總幹事                 記 錄： 梁治國 

五、主 席 致 詞：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前來，本人深感責任重大，請各位委員

不吝指正，謝謝。 

六，會議結論： 

1、會議名稱修訂為：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暨　年會員大

會。 

2、單位募款特別請黃委員重裕、施委員聖洋、陳委員俊勳、林委員大惠大

力協助，最好結合國科會成果發表。 

3、會議時間暫定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4、研討會主題由施委員聖洋全權負責擬訂。 

5、收費修訂為註冊費 -已繳年費之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會員與永久會員免費；

非會員NT$500元；非會員而於當天入會者免交註冊費(入會費NT$200元，

年費NT$300元)。 

6、Keynote Speaker第一優先人選為Chung K Law，由施委員聖洋負責聯繫
及申請、來台接待等事宜。 

7、大會摸彩獎品由理監事提供。 

8、大會禮物暫定為手提公事包或手拿公事包，費用350~400元，數量150
個，1018理監事會中決定。 

9、論文光碟製作改由秘書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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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學會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籌備第一次會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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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 
 

徵文啟事 Call For Papers 

Welcome to a warm and compact conference!!!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燃燒學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山科學研究院二所、工研院能資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中國鋼鐵公司、臺灣電力公司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29 日（週六）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台北市基隆路四段 43 號） 
會議宗旨  結合學術團體及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燃燒與熱流等相關學術領域及實務問題，以提昇

我國科技水準。 
會議網址 http:\\www.me.ntust.edu.tw\combustion-conference或http:\\www.ciroc.wox.org 

徵文範圍 1. 燃燒與熱流  2. 內燃機   3. 工業爐燃燒、  4. 噴射推進   
5. 霧化及噴霧燃燒 6. 防火與消防   7. 燃燒污染防治與焚化 
8. 燃燒科技新概念和其他相關議題 

投稿地址 施聖洋教授 (本屆學術研討會論文委員會召集人)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  
中壢市五權里 38 號  
電話：(03)426-7327   傳真：(03)425-4501    E-mail：sshy@cc.ncu.edu.tw  
   

重要日期 論文初稿收件截止日期：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3 日 (週五） 
初稿審查結果通知日期：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4 日（週五） 
定稿收件截止日期：  中華民國 92 年 2 月 14 日（週五） 

投稿須知  1. 請以全文投稿，格式請依照附件，或請由大會網址下載，一式三份，中英文皆可。 
2. 請填附投稿人聯絡表（如附件），並將此表置於投稿論文首頁。 
3. 本研討會不約束發表之論文日後發表於其它刊物。 
4. 如大會接受論文發表，完稿時，請繳交 PDF 格式的全文電子檔(用以燒錄「論文集光碟」)

及 PDF 格式的單頁摘要電子檔(用以印製「研討會摘要集」Hard Copy)，完稿全文以八
頁為限。 

5.  如大會接受論文發表，投稿人至少需有一位參加研討會並進行口頭發表。 

註冊費 1. 已繳年費之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會員與永久會員免費；非會員 NT$500；非會員而於當天 
    入會者免交註冊費(入會費 NT$200+年費 NT$300)。 

2. 敬備午餐、晚宴、點心、茶水、咖啡、紀念品。 

活動 年會、邀請演講、研討會、座談會、參觀實驗室、晚宴 

邀請演講 Professor C. K. Law, Princeton Univ., 題目：Advances and Needs in Flame Research 

大會聯絡人 黃榮芳 教授 (本屆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總幹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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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基隆路四段 43 號  
 電話：(02) 2737-6488;  (02) 2733-3141 ext. 7815;  0938-785-223 
 傳真：(02) 2737-6460； e-mail：rfhuang@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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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一行） 
 

摘    要 
（中文：標楷體 12點，粗體，置中對齊；或 英文：Times New Roman 12點） 

 
（摘要內容     中文：標楷體 11點；或 英文：Times New Roman 11點） 

 
（關鍵字附於其後，中文：標楷體 11點；或 英文：Times New Roman 11點） 

（空一行） 
本文（請由第一行開始），應包含： 
一、前言 
二、內容 
（如各項有小節，請以 1.1,1.2,…表示） 
三、結論 
四、感謝詞 
五、參考文獻 
六、圖表彙整 
 
※ 論文格式請以 Word 編輯，並以

A4(210mm*297mm)直式規格白紙打
字，全文以八頁為限。 

※ 本文各項標題請用中文標楷體 12點，粗
體，置左對齊。 

※ 題目/作者姓名單位/摘要/本文間空一行
 

8cm 
 

   
論文格式說明  上邊界請

預留 2.5cm

題     目 
（中文：標楷體 14點，粗體，置中對齊） 

或（英文：Times New Roman 14點，粗體，置中對齊）

作者姓名 
（中、英文皆可：12點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 
（中、英文皆可：12點字，置中對齊）

作者兩位以上：

作者姓名 1 

服務單位 1 

（空一行） 

作者姓名 2 

服務單位 2 

： 

：

※本文內容請用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11點，單行間距，段落
之間空一行。 
※圖表說明文置中（圖表編號：圖 1…
圖 n、表 1…表 n）。配合正文置於適
當位置或置於正文最後皆可。 
※數學式最右端請以編號 (1)…(n)表
示。單位原則使用MKS制，如公尺、
公斤、秒、安培…等。 
※參考文獻編號請以[1]…[n]表示。 
 

右
邊
界
請
預
留2cm1cm

左
邊
界
請
預
留2cm

下邊界請預留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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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 
投 稿 人 聯 絡 表 

 
論文題目 

 

所屬分類 
(請參考 Call for Papers
中，「徵文範圍」之分類)

 

 
作    者 

 

 

 
聯絡作者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公  私  
聯絡電話 行動

電話

 

傳    真  
e-mail  

論文內容是否為國科會

計畫衍生之結果？ 
是     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 

 
否        

 
 

備   註 

 
 
 
 
 

 
 



19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THE DYNAMICS OF 
EXPLOSIONS AND REACTIVE 
SYSTEMS 

JULY 27-AUGUST 1, 2003 
HAKONE, JAPAN 

Hosted by A. Koichi Hayashi,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Tokyo, Japan 
and 
the Local Combustion Community 

The local Combustion Group Committee in Japan is 
pleased to invite and welcome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Dynamics of Explosions and Reactive 
Systems (ICDERS) to Hakone, Japan, July 27-August 1, 
2003. In the following we highlight the many reasons to 
expect an exceptional ICDERS conference in the Hakone 
Area.  

 

The First Announcement 

The first announcement will be presented on this web site. Please direct any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o 
the website for continued information.  

First Announcement 

The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ombustion Group in Japan is pleased to host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Dynamics of Explosions and Reactive Systems in Hakone, Japan, July 27 - August 1, 
2003. 

Colloquium Venue 
Hakone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Fuji-Hakone National Park and keeps a mountaineous atmosphere 
away from cities. Its temperature will be between 15 and 25 C, with humidity between 40 and 50 %,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9th ICDERS meeting. Hakone has natural gardens, art museums, science 
museums, and historical museums. The conference site by Lake Ashi is popular with visitors taking 



summer and winter vacations to cool off or to warm up in this hot springs area. The area is also a 
historic border of the Tokugawa Shogun era that kept out travelers under strict control in order to 
protect Edo city (the old name of Tokyo) from adversaries of western Japan. Hakone is located 90 km 
west of Tokyo. 

Scope and Topics 
The 19th ICDERS is recognized by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as a Specialist Meeting on the fluid 
dynamic aspects of combustion. Dynamics of Explosions is concerned principally with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rate processes of energy deposition in compressible media and their 
flowfields, as it occurs typically in detonations. Dynamics of Reactive Systems deals with non-steady 
coupling between the flow system and exothermic chemical reactions, as occurs typically in the 
course of combustion. Topics from recent previous meetings include: 

Combustion modes for IC engines 
Combustion modes in propulsion systems 
Compressible turbulence in reacting flows 
Control of combustion dynamics 
Diagnostics for high-speed reacting flows 
Fundamentals of detonation 
Ignition dynamics and chemistry 
Fluid dynamics of large-scale fires  
Multi-phase detonations 
Pulse detonation engines (PDE) 

Workshops and minicolloquia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can be included. 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the program chair if you would like to organize one. 

Web Site 

The web site for 19th ICDERS is: 
http://19thICDERS.matsuo.mech.keio.ac.jp/ 
All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19th ICDERS will appear on this web site. 

Submission 
Prospective authors should submit, electronically (PDF format, preferably), the extended abstract of 
their papers (not exceeding four pages) in English by January 31st, 2003. All abstracts should be 
double spaced and include any necessary tables and figures. The first page should include the title of 
the paper, names of authors, their affiliations, email and mailing addresses, and key words that will 
help in session assignment. Late submiss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Proposed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ent to the Program Committee Chair. 

Publication 
The extended abstracts of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lloquium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web and in CD 
format, a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ICDERS. Authors of papers presented at this meeting are 
encouraged to submit full-length versions to one of three journals, Shock Waves,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Combustion Theory and Modeling. The journals will conduct 
independent reviews and make decisions about publications according to normal journal standards. 
E.S. Oran will serve as special editor for Shock Waves, W.A. Sirignano and F.A. Williams will serve 



as special editors for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G. Continillo will serve as contact for 
Combustion Theory and Modelling. More information will be sent to the authors of papers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ICDERS. 

Language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colloquium will be English. 

Registration Fee 
Registration begins on April 1st, 2003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till June 27th, 2003). Participants 
registering before June 27th, 2003 will pay 50,000 yen; the late registration will be 55,000 yen. 
Students will pay half the general fee. 

Program Committee 
D. Dunn-Rankin**, P. Van Tiggelen*, R. Cheng*, A. Oppenheim*** 
N. Peters, K. Kailasanath, J. Lee, G. Continillo, S. Dorofeev, T. Hirano, N. Presles, M. Matalon, Y. 
Chao, D.S. Stewart, I. Jeung, T. Takeno, B. Frank 
(** Chair, * Vice-Chair, ***Honorary Chair) 

Previous Meetings 
Brussels (1967), Novosibirsk (1969), Marseille (1971), San Diego (1973), Bourges (1975), 
Stockholm (1977), Gotingen (1979), Minsk (1981), Poitiers (1983), Berkeley (1985), Warsaw (1987), 
Michigan (1989), Nagoya (1991), Coimbra (1993), Boulder (1995), Cracow (1997), Heidelberg 
(1999), Seattle (2001) 

Accommodations 
Most participants will stay at the Hakone Prince Hotel. The Hotel will provide a wide variety of 
rooms including Japanese style ones. The least expensive room charge will be a 2003 summer rate of 
$80-$110 per room, per night and per person without meals. The Hakone Prince Hotel offers several 
kinds of hot springs, including open-air ones, western and Japanese style restaurants, tennis courts, 
and short trails in its large garden, and golf courses nearby. In addition, the conference site, the 
Hakone Prince Hotel, is located a convenient distance from other popular hotels and ryokans 
(Japanese-style inns). Japanese ryokans may provide an exotic experience of staying with a healthy 
onsen (hot springs). In this area all hotels and ryokans have hot springs baths which are considered 
good for combatting neuralgia, rheumatism, asthma, and so on.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may 
offer several summer lodges operated by private companies near the conference site with an 
estimated 2003 summer rate of $40-$80 per night per person including breakfast and dinner (these 
rates are not yet fixed). We will also offer other inexpensive accommodations for students and 
foreign participants. Those participants who stay in nearby hotels and lodges will have free shuttle 
buses every day during the conference week. 

Transportation 
Hakone is located 130 km west of the new Tokyo International Airport (Narita), the central airport 
for Tokyo and Hakone area. Overseas participants will get a shuttle service from Narita to Hakone 
(the cost for the ride will be much less than that using a local train or bus). The bus trip from Narita 
Airport to the conference site takes about 3 hours, avoiding the heavy metropolitan traffic and having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Japanese countryside. Individuals who prefer a private trip using Sinkansen 
(the Japanese rapid railway service) will get directions from Narita Airport to the Hakone area from 
this website before the colloquium. Persons from the Kansai area (Osaka and Kyoto or farther south) 



may get a shuttle bus service from a Sinkansen station near Hakone to the hotel. 

Program for Accompanying Guests 
Conference accompanying guests wi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enjoy the hospitality of summer Hakone. 
The accompanying guests registration will start on Sunday evening at a conference room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welcome reception. Day excursions for guests, the conference excursion (the 
main excursion for all participants), the farewell reception, and many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a tea 
ceremony of Japanese style, pottery making, etc. will be scheduled. JTB CORP. will help to arrange 
all sorts of tours and activities at the welcome reception. 

Inform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registration, accommodation, and events will appear in the second 
announcement and on the websit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Program Chair: Derek Dunn-Rank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Irvine, CA 92697-3975 
E-mail: ddunnran@uci.edu 
Phone: 949-824-8745; Fax: 949-824-8585 
 
Local Organizing Chair: A. Koichi Hayashi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6-16-1 Chitosedai, Setagaya, Tokyo 157-8572, Japan 
E-mail: hayashi@me.aoyama.a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