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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札  記  

 

本期燃燒季刊在各方專家學者努力耕耘與熱心參與之下，得以順

利完成，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每期季刊上所發表的研究論文及

燃燒科技介紹，都代表著國內燃燒科技界對環保、節能、及燃燒新科

技等相關議題的關懷與重視。本期燃燒季刊中的專題論文有海洋大學

輪機系林成原教授及黃志成先生針對『柴油引擎排放污染物特性探

討』之報告。而台北科技大學車輛系吳浴沂教授及蔡宗原先生的文章

對『柴油引擎共軌燃油直接噴射系統』的原理、功用、構造及優點有

詳盡的報導。在產業科技方面，工研院能資所吳森榮博士等人所撰寫

的『高溫重油工業爐低氮氧化物燃燒技術』詳盡報導了工研院能資所

積極研究及推廣『再燃燒技術』在國內對於污染防制及節約能源所作

的努力與實績。工研院能資所李以霠等人對『微燃燒動力與電力

系統簡介』有相當詳盡的文獻回顧，此乃國內燃燒界值得發展的一

個新領域。相關活動報導有燃燒學會『第 14屆燃燒學術研討

會籌備會議記錄』、『第六屆理監事第六次會議記錄』以及『第

14屆燃燒學術研討會徵文啟事』。  

最後，本人對於編輯過程中受到台北科技大學吳浴沂教授、工研

院機械所蔡聖豐博士以及能資所胡耀祖博士的鼎力相助，在此致上最

誠摯的謝意，也期望大家繼續為我國燃燒科技的永續發展盡一份心

力，並將研究成果或相關資訊投稿本刊，讓本刊能日益茁壯。 

 

 

 

鄭藏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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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引擎排放污染物特性探討 

A Study on Pollutants Emitted from Diesel Engines 

黃志成*林成原** 

J. C. Huang and C. Y. Lin 

*力捷電腦公司 副工程師 

Associate Engineer, Veutron Corporation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系 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rine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elung 20224, Taiwan, ROC  

 

摘要 
柴油引擎自問世以來，促使交通便捷、經濟繁榮、科技進步、全民生

活水準提昇，但其排放污染物卻也對我們的地球造成嚴重的危害，如酸雨、
溫室效應、臭氧層破裂等問題。本文將針對柴油引擎之排放污染物包括氣
狀污染物如 NOx、SOx、、多環芳香烴、HC、CO、CO2，與黑煙及粒狀污
染物 (PM)一一進行探討及進一步地探討其對人類的危害。本文亦將探討降
低柴油引擎排氣污染之可行技術。 

Abstract 

Diesel Engines have facilitated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f sci-technology after their appearance. However, various 
pollutants emitted from diesel engines also caused detriment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problems of production of acid rain, enhancement of green 
house effect and rupture of ozone layer, etc. This study considers types of 
pollutants from diesel engines including gaseous emissions such as NOx, SOx, 
PAH, HC, CO, CO2…  and black smoke, particulate matter and their probable 
threat to human being. Potential preventing technologies from emission 
pollution from diesel engines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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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柴油引擎其優點為燃油成本低、低故障率、高動力/重量比、高空

燃比、高壓縮比、高油料密度、油料運輸安全性高、機件簡易、性能優

異、易維修、符合經濟效益、功率輸出穩定、耐用可靠、低耗油量等，

且柴油引擎為史上最具燃料燃燒效率之引擎，因此其將更充分運用於我

們未來生活的上。 

然而柴油車所造成的排氣污染如黑煙、未燃碳氫化合物(HC) 、氮

氧化物 (NOx)、粒狀污染物(particulate matter, PM)、一氧化碳(CO)、二

氧化碳(CO2)、硫氧化物(SOx)、惡臭、噪音，卻也相對危害人體的健康

及造成自然環境的迫害，因而被認為是都會區之主要空氣污染源。且國

內各界大量使用柴油引擎為主要動力來源，故必面對並解決此問題。 

柴油引擎排放之 NOx污染量一般比汽油引擎高，主要原因為燃燒

方式的不同，因柴油引擎採用壓燃之方式燃燒油料，為高壓縮比引擎，

而壓縮點火之著火溫度較汽油引擎高，造成燃燒室及氣缸壁溫度昇高，

而產生大量的 NOx。粒狀污染物之排放量取決於油品性質及燃燒室之燃

燒狀況，其主要生成原因為油料噴入氣缸內，並未充份與空氣混合，造

成碳氫化合物不完全燃燒，因而產生 PM。 

欲減少柴油車中NOx與 PM排放量可修改柴油引擎設計(如燃燒室

幾何形狀、燃油噴霧幾何形狀、燃油噴霧速率、噴油嘴、噴油正時、噴

油壓力、噴油率、霧化器、缸內之溫度及壓力、閥門數、閥門位置、油

料漩渦或迴流、EGR、壓縮比、空燃比等方面)、電子控制(共同管電子

噴射系統、凸輪驅動電子控制單元噴射)、進氣增壓、增壓進氣冷卻、加

裝後處理系統(如氧化觸媒轉化器、粒狀污染物捕集器等)、以及降低油

品含硫量等方向進行。另外使用替代性清潔燃料亦是目前世界各國改善

柴油引擎污染之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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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狀污染物 

(1). 氮氧化物(NOX) 

NOx主要為 NO、NO2、N2O、N2O3、N2O4、N2O5。一般來自三方

面:(1)熱 NO (thermal NO) ，(2)燃料 NO (fuel NO)，(3)速成 NO (prompt 

NO) [1]。熱 NO 之產生是由於空氣中所含之 N2在高溫燃燒室中與 O2

產生化學反應而造成的。其他如空氣中氧分子濃度、燃料中氮含量、尖

峰火焰溫度、燃燒溫度、高溫燃燒氣體滯留時間、油品成份、空燃比及

是否與空氣充分混合，皆會影響 NOx之生成。NO毒性不大，會與空氣

混合氧化生成 NO2，當空氣中含 O3等強氧化劑時，或於催化劑作用下，

會加速其氧化速率。二氧化氮為褐色有毒的氣體不僅會影響視線，且會

引起呼吸系統方面的疾病及肺部的傷害。NO2之毒性約為 NO的五倍。

當 NO2在碳氫化合物存在的環境下，經紫外線照射，發生光化學作用，

形成光化學煙霧後之毒性更強且造成對流層內臭氧的增加。一氧化氮與

血紅素會結合成 NOHb，降低血液中血紅素運送氧氣的功能而呈現暗褐

色，使呼吸機能受到影響造成人體缺氧，中樞神經機能因而減退。由柴

油引擎排放之氮氧化物大多為一氧化氮，而一氧化氮濃度若達到 50ppm

以上，將和大氣中的氧產生氧化反應而生成二氧化氮(NO2)。 

NOx排放量與引擎負載成正相關，與轉速成負相關。因負載增加，

則氣缸內溫度升高，造成 NOx增加;但當轉速增加，則燃燒時間縮短，

NOx因而減少[2]。目前柴油引擎控制 NOx排放可由調整引擎設計(如修

正空氣燃料比、燃燒空氣之預熱溫度、燃燒區之冷卻程度、燃燒器之形

狀)和改變噴油延遲等方式達到排放標準，若要求更高排放標準則可以

兩段式燃燒、廢氣再循環、NOx還原觸媒轉化器、VGT(Variable Geometry 

Turbocharging)、乳化燃料、水噴射、SCR(選擇性觸媒還原法)等方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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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3]。改變空燃比可能降低燃燒溫度，減少 NOx的產生，但也相對的

使燃燒效率下降。故要同時達到減少 NOx及碳氫化合物之排放量，必

須仔細控制混合之型式、溫度與在整個系統內的停留時間分佈。 

(2). 硫氧化物(SOx) 

燃料中之硫於燃燒過程中氧化產生淡藍色火焰，其產物為 SO2及

SO3。但 SO3之濃度極低，即使在貧油燃燒時，SO3的生成量也只佔 SO2

的百分之幾。於富油燃燒下，除 SO2外尚有其他的硫氧化物生成，如

SO及其二聚物(SO)2，還有少量 S2O。由於它們的化學反應能力強，因

此只以中間體型態出現於氧化反應中。 

柴油引擎硫化物中的硫元素來自於燃料中所含的硫成份。柴油引擎

排氣的硫氧化物中二氧化硫約占 95%，三氧化硫則約占 5%。除了氣體

狀的硫氧化物外，柴油機亦可能生成硫酸鹽(sulphates)類的微粒子

(particulates)，具有腐蝕性，會引起機件一些嚴重的物理問題，也可能

影響到氮氧化物的形成。柴油引擎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其作用力與水溶

性有極大的關連性，會刺激呼吸系統。其對眼睛、喉嚨及上呼吸道影響

為甚[4]。 

(3). 芳香烴 (PAH) 

芳香烴之化學式為 CnH2n-6，也是一種環狀化合物，其與環烷烴之差

異可由環己烷與苯來加以說明。他們同是含有 6個原子之環狀化合物，

但氫原子數相差 6。環己烷為飽和分子，而苯分子卻含三個雙鍵。因含

有三個雙鍵，故化學性相當強，但大部份的反應是取代而不是累加，他

們易被氧化而成有機酸。原油中只含有微量之苯與甲苯，但含有很多沸

點很高的芳香烴。多環芳香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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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氫及二個以上的苯環鍵結形成之有機物，其可能造成癌症、突變、

皮膚病、呼吸系統及神經系統受損，且四環以上之多環芳香烴具有高致

癌性，其過程為多環芳香烴進入肺部後和細胞之 DNA結合，破壞了染

色體之 DNA，生成不同遺傳基因、RNA及蛋白質，最後產生癌細胞[5]。 

芳香烴是由單或多環苯類所組成，其密度大，不易燃燒，且燃燒後

易生成碳粒。經蒸餾過程製得之柴油其芳香烴含量約佔總體積之百分之

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而由觸煤裂解之柴油其芳香烴含量約佔總體積之

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因其著火性差，故含量越高，則十六烷值越

低，因此 1-D標準測試用柴油含芳香烴 8%，十六烷值為 48至 54;而 2-D

標準測試用柴油含芳香烴 20%，十六烷值為 42至 50。高芳香烴柴油其

冷起動不易，點火延遲時間較長，噪音大，HC排放量增加，且易生成

碳粒而有堵塞噴油嘴的可能，因其不易著火，會產生大量的可溶性有機

物(SOF)，為降低碳狀污染物，使用低芳香烴柴油所需費用較高 [6]。 

(4). 碳氫化物 (HC) 
碳化氫(HC)為石油系燃料之主要成份，為碳氫化合物之總稱。一般

而言，從車輛排氣管中排放出之 HC，為未燃燒的 HC燃料及因燃料的

熱分解而產生之低分子量 HC。就柴油引擎而言，其 HC之排放成份，

從最簡單的甲烷到含碳數為 10之碳化氫為止，有二百多種之飽和 HC，

不飽和 HC及芳香族等。其參與空氣中之光化學反應，生成危害性極大

之光化學煙霧。 

(5). 非甲烷碳氫化合物 (NMHC) 

NMHC(非甲烷碳氫化合物)低濃度時會對呼吸系統產生刺激，較高

濃度時則對中樞神經系統產生影響甚至會致癌。與氮氧化物(NOX)作用

產生光化學反應生成臭氧，發生煙霧(smoke and fog)，使人眼睛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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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發生胸部不舒暢等現象。臭氧會刺激肺部，使肺功能衰退，導致

呼吸系統疾病，提高呼吸系統感染率，若長期曝露於其中，更增加罹患

肺纖維化的可能性。 

(6). 一氧化碳 (CO) 

柴油車因燃燒不完全而產生一氧化碳（CO）。會降低血液運送氧氣

的能力，也會響心臟血管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並易使心臟血管疾病加

重及惡化，另神經和肺部系統會受影響，運動功能也會受損。有狹心症

者，一氧化碳會促使發生胸痛，為一種窒息性氣體，當排入空氣後，由

於空氣的擴散稀釋與氧化作用，一般不會造成危害。但當溫度條件不利

於排氣擴散稀釋時，CO之濃度有可能達到危害環境的程度。 

(7). 二氧化碳 (CO2) 
   柴油引擎完全燃燒的產物為二氧化碳和水蒸汽，二氧化碳為無毒氣

體，但當其在空氣中的濃度過高時，使氧氣含量相對減小，對人便會產

生不良影響。二氧化碳亦為造成溫室效應的主要氣體，溫室效應的影

響，會導致氣候的變化，使各地區降水型態改變，影響到植物及農作物

的分佈與生長。生態平衡便會因此被破壞，改變地區資源分佈，致使糧

食、水源、漁獲量等的供應不平衡，引發全球經濟與社會問題。同時，

因為海洋變暖，海平面將於 2100年時，上升約 15-95公分，使低窪地

區的海水倒灌，全世界 1/3居住於海岸邊的人口將遭受威脅[7]。 

 

三、黑煙及粒狀污染物 
黑煙一般指由燃料燃燒所產生之能見氣溶膠。環保署空氣污染防制

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粒狀污染物包含 : 1.總懸浮微粒係指懸浮於空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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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微粒; 2.懸浮微粒係指粒徑小於十微米（μm）之粒子; 3.落塵即粒徑

超過十微米（μm），能因重力逐漸落下而引起公眾厭惡之物質 ; 4.金屬

燻煙及其化合物即含金屬或其化合物之微粒; 5.黑煙即以碳粒為主要成

分之暗灰色至黑色之煙; 6.酸霧即含硫酸、硝酸、磷酸、鹽酸等微滴之

煙霧; 7.油煙：含碳氫化合物之煙霧。粒狀污染物稽查方式分靜態檢查

與動態檢查。靜態檢查（儀器檢查）包含濾紙反射式煙度計及全負載定

轉速排煙測試法。動態檢查包含巡邏檢查、登記舉發、目測判定。 

柴油引擎於燃燒過程中產生之碳微粒通常是油氣燃燒後所產生，

且擴散燃燒時期所生成之碳粒較預混燃燒時期多。粒狀污染物之組成

包含三大部分: 1. 粒狀污染物包括三大部份，分別為(1)燃燒產生的固體

碳粒:早期柴油引擎粒狀污染物之碳粒含量；(2)未燃燒的油料:為可溶性

有機物 soluble organic fraction，簡稱 SOF ，其為重分子量之碳氫化合

物吸附或者凝結於碳粒，其大多來自未燃之潤滑油及燃油；(3)硫化物

及燃油添加物等其它物質。三氧化硫、氣態氫、及鎳均有抑制積碳生

成的效果[8]。 

柴油引擎將新鮮空氣導入氣缸後，以 16至 23之高壓縮比將缸內空

氣壓縮，而生成 35至 60 kgf/cm2之高壓及 500℃至 700℃之高溫，同時

燃油以 100 kgf/cm2以上之高壓經噴油嘴噴入燃燒室內，其油滴粒徑約

10至 500 µm。燃油液滴受高溫而蒸發為氣態，蒸發後之燃料蒸汽與空

氣混合後，成為高溫可燃燒的混合氣，而這些高溫可燃混合氣中，混合

較均勻之油氣先行發生劇烈的化學反應產生燃燒，剩餘之混合氣則藉由

先行產生燃燒的火焰擴散後而著火。於此種燃燒條件下，由於高溫燃料

蒸汽在氧氣不足的情況下處於高溫環境之時間較長，所以往往因高溫使

碳原子產生游離或重合現象;因游離的碳元素重合後產生較大結構之碳

氫化合物，同時也生成粒狀物及黑煙[9]。當粒狀污染物進入體內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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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積存於人體肺部，不易排出且會刺激呼吸系統，由流行病學相關文獻

證實其會導致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加重支氣管炎、哮喘病、循環系統疾

病及流行性感冒等疾病之感染，粒狀污染物若吸附有害或刺激性物質，

對呼吸系統影響更大，甚至可能致癌。美國環保署已公佈一份文件，說

明約有一萬種化學物質吸附於微粒表層，若進入肺部，證實其中化學物

質於短期藥物試驗中會導致突變，此外，進行動物實驗發現會造成癌症

[10]。 

在引擎低負載及高負載時，粒狀污染物排出量均比中負載時多;同

時，負載增加黑煙濃度越濃[11]。柴油引擎缸內之碳粒氧化速率與其結

晶構造有關。代表石墨碳(graphite carbon)特徵之層狀平面結構，於引擎

廢氣中並未出現，但其中某些微粒和層狀平面結構極為相似。粒狀污染

物為多結晶型態，其結構為渦線層雲狀(turbostratic)。燃燒室內之粒狀

污染物構造和排氣口之碳微粒極為相似。於燃燒初期，可發現排氣微粒

有類似層狀平面之構造，但到了燃燒後期，此種結構即消失無蹤[12]。 

柴油引擎易產生微粒，因其成分以正烷類化合物為主，受到高溫時

產生熱分解，在攝氏 800度即全部分解，生成的低沸點碳氫化合物再以

脫氫、縮合及聚合反應而生成苯環或烷基苯等，最後生成多環類高沸點

多環芳香烴(PAH)，進而形成碳粒。而使用乳化燃油，可減少熱裂解反

應，進而抑制黑煙。 

芳香族為碳微粒生成原因之一。而且普通正己烷解離需要 335 

kJ/mol，而苯則要 607 kJ/mol。一般而言，C/H比大時較易生成碳微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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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柴油引擎是最具燃料燃燒效率之引擎，主要優點有機構堅固簡單、耐

用可靠、燃料成本低、高壓縮比等。柴油引擎所排放之各種氣狀污染物

如氮氧化物、芳香烴、硫氧化物、碳氫化合物及粒狀污染物與黑煙卻也

危害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柴油引擎所排放之各種污染物中以 PM、black 

smoke及 NOx為主。可由研發污染防制技術或產品以減少污染物排放與

改善空氣品質，比如可由加裝濾煙器、觸媒轉化器、更換噴油嘴、氣缸

套、VGT (Variable Geometry Turbocharging)、乳化燃料、水噴射等方式來

降低柴油引擎污染物。另外，使用替代性清潔燃料亦為減少柴油引擎排

氣污染的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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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引擎共軌燃油直接噴射系統 

蔡宗原  吳浴沂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學系 

 

摘要 
燃油共軌系統（common rail）是新一代柴油引擎所使用的燃油噴射系統，

用來改善引擎性能與降低排氣污染。不像傳統的燃油系統擁有各自的噴射泵來

產生高壓油，common rail僅用一個噴射泵供應每缸所需要的高壓油，控制方式

也由機械式轉化成為電子控制的系統，「油門踏板感知器」、「燃油溫度感知器」、

「曲軸位置感知器」、「燃油壓力感知器」⋯等，都是 common rail電子控制系統

裡所必備的。電子化的控制系統可提供更高的噴射壓力，根據引擎轉速與負載

控制各缸的噴射壓力、噴射正時、以及噴射量，來降低污染與提高馬力。 

 

前言 
車輛排氣污染的改善幾乎永無止境，美國汽車從 1960年代沒有污染管制

的情況到 1990年，汽車排放的 HC和 CO減少了 96%， NOx減少了 76%[1]，

但是更嚴格的污染法規還繼續在推出，如：TLEV, LEV, ULEV, 甚至 ZEV (零污

染)。在所有空氣污染源當中，商務性質的車輛所排放的廢氣比例不低，也因為

需求的性質不同，一般轎車使用汽油引擎而商務性質的車大都用柴油引擎。柴

油引擎機具涵蓋範圍甚廣，包含露天開採的採礦交通工具；道路及營建工地的

施工機具，如挖土機、推土機；貨物運輸之交通工具，如大貨櫃車、砂石車、

水泥攪拌車；搬運重物的堆高機；備用之柴油引擎發電機等。一般工廠因作業

需要或特殊需求，或多或少會配置一些柴油引擎機具，其中最常見的機具為「堆

高機」及「柴油引擎發電機」。因為柴油引擎機具在操作時，難免會排出黑煙或

臭味，尤其是在近乎圍封的廠房內，要是有柴油引擎堆高機正在作業，廠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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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的空氣品質是可想而知的。雖然有些工廠因此改採電動堆高機，但其普及

率尚不理想。  

從文獻得知，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為減少柴油引擎排放空氣之污染，除

了進行「柴油引擎設計改善」與「柴油燃料品質提升」之外，亦致力於柴油引

擎空氣污染控制技術之開發。共軌燃油噴射系統 (Common Rail)已經成功的應

用車用於柴油引擎上，大幅改善油耗和污染，例如五十鈴共軌式柴油電子

燃料噴射系統，可以精準的控制燃油噴射量 (Injection Quantity)、噴射正時

(Injection Timing)、噴射率 (Injection Rate)、以及噴射壓力 (Injection 

Pressure)，使得氮氧化物和粒狀污染物 (PM, Particulate Matter)同時降低。

本文將介紹共軌燃油系統之功能、構造、與作動原理，提供相關業者參考。 

共軌燃油系統之功用與原理 

共軌燃油系統之特色： 

˙整個過程都是高壓噴射，可以降低污染更可以提高馬力。 

˙噴射方式的改變，使得噪音與污染隨之降低。 

˙可以更精準及彈性的控制噴射時間。 

˙根據轉速與負載可以分別控制噴射壓力。 

從圖 1中我們發現到噴射壓力的影響，當噴射壓力越高時，因為油粒變小

使得與空氣混合更均勻，空氣利用率提高，使燃燒更好，所以黑煙降低。但 NOx

的產生是在高溫而且有充足的空氣下產生的，所以在燃燒效率提高的情況下

NOx 的產生隨之提高，而共軌燃油噴射系統可以精準控制噴射壓力在圖 2.1 中

黑煙與 NOx的交叉點附近。 

傳統的噴射泵所提供的噴射壓力會隨著轉速提高而提高，沒有辦法像共軌

燃油系統一樣可以「穩壓」、「增壓」，從圖 1中也可以看出共軌燃油噴射系統所

提供的油壓比傳統式噴射泵還高。 

在噴射率方面，共軌燃油噴射系統將傳統的前導噴射分割成兩次，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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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可以避免在初期噴入過多的燃料而導致爆震，相較於傳統的噴射方法更為

精準。共軌燃油噴射系統可以彈性的控制噴射正時，與傳統的線性控制大大的

不同，可以這樣控制精準的噴射方式歸因於電子噴油嘴。 

 

圖 1 共軌噴射系統之功能  [2] 

共軌燃油噴射系統之構造 

共軌燃油噴射系統構造如圖 2所示，最重要的元件有：噴射泵浦、共同油

軌、和噴油嘴。噴射泵浦提供噴射壓力，共同油軌控制噴射壓力與減少油壓脈

動，噴油嘴控制噴射正時和噴油量。各元件之名稱與功能如表 1所示。 

 

 

 

 

 

 

 

 

 

 

 

圖 2共軌燃油噴射系統構造圖[2] 

油箱 

阻尼器 柴油濾清器 共同油軌 

 

前柴油濾清器 

噴油嘴 

壓力感知器 

限壓閥 

供油泵浦 

噴射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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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軌燃油噴射系統元件說明 

元件名稱 功能 

阻尼器  減緩油壓的脈動  

油箱 裝燃料  

前柴油濾清器  過濾較粗的雜質  

柴油濾清器 過濾較細的雜質  

共同油軌 供給各缸的高壓油軌  

限壓閥  壓力洩壓閥 

壓力感知器 感應油軌的壓力  

噴油嘴  控制噴射時間與噴油量  

供油泵浦 提供噴射泵浦燃料 

噴射泵浦 產生高壓油 

 

控制系統： 
圖 3中得知 ECU擷取「加速感知器」、「曲軸位置感知器」、「泵浦位置感

知器」⋯等之訊號，來決定「噴射正時」、「噴射量」、「噴射壓力」⋯等。 

 

 

 

 

 

 

 

 

 

圖 3. 控制系統架構圖[2] 

 

E 
 

C 
 

U 噴射壓力控制  

l 噴射量控制 
l 噴射正時控制 

加速踏板角

引擎轉速 

汽缸辨識訊

 

加速感知器 

曲軸位置感知器 

泵浦位置感知器 

其他感知器

 噴油嘴 

共軌壓力感知器 

 
噴射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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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運作參閱圖 4，NE.Sensor（Crank position）、G.Sensor（pump positon）、

溫度感知器、油壓感知器⋯等，將訊號送給 ECU，ECU來決定油管的壓力以及

控制哪一缸噴油。而油管內的壓力是由壓力控制閥(PCV)來控制的，電腦擷取「油

壓感知器」來得知油壓，當油壓過高時，就將 PCV閥打開，油經過回油管回到

油箱裡。噴油嘴上的 TWV是被電腦用來控制噴油正時與噴油時間，當 TWV關

起來時，由於管內壓力相等，噴油嘴自己關閉；當 TWV打開時，噴油嘴內部會

有壓力差而自動打開油嘴噴油，因此藉由控制 TWV可以準確的掌握「噴油正時」

與「噴油時間」。 

 

圖 4 系統運作圖[2] 

噴射泵： 

噴射泵如圖 5所示，提供高壓油給 common rail，而供給噴射泵的就是

圖 5 中左邊紅色的供油泵 (feed pump)，噴射泵的上方就是壓力控制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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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V)，電腦利用 PCV閥來控制油壓。 

 

圖 5 噴射泵[2] 

 

壓力控制閥（PCV, Pressure Control Valve）： 
如圖 6和 7所示，電腦在油管內建立油壓以及釋放油壓的關鍵就在於控制

PCV閥的作動，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PCV閥類似一個「電磁線圈」，當要建立

油壓時，將電磁閥通電以關閉回油管，此時壓力就直接傳送到 common rail，之

前雖然說噴油嘴可以控制噴油時間與正時，但因為要建立油壓的關係，所以 PCV

閥會隨著負荷而改變關閉時間。 

 
圖 6  PVC閥運作過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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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PCV運作過程二[2] 

 

 

共同油軌（Common Rail）： 
共同油軌是各缸高壓油儲存的地方，所有的高壓油都集中在這裡，上方是

「阻尼器」，可以減緩油壓的脈衝。 

 

圖 8 Common Rail[2] 

 

阻尼器的作用如圖 9至 11所示，當引擎停止運轉的時候，會是圖 9的情

況。當引擎正常運轉時，就如同圖 10的一樣，鋼珠在軌道中滑動來緩衝因油壓

的變化而產生油壓不穩定的情況。當燃油有不正當的洩漏時，就會如同圖 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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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因為後方的高壓將管道阻塞，禁止燃油一直洩漏出去。 

 

 

圖 9 阻尼器— stop [2] 

 

圖 10 阻尼器— damping [2] 

 

圖 11阻尼器— 不正常時 [2] 

噴油嘴： 
在噴油嘴的上方有類似 PCV一樣的電池閥，當要噴油的時候，就會命令

電池閥通電來將閥門吸起來，此時，會造成上、下的壓力不平衡而自動打開(圖

12)。若不噴油時，則會切斷電池閥，電池閥的關閉而導致回油關閉，關時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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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也導致上下油壓相同而自動關閉(圖 13)。 

 

圖 12 噴油嘴打開 [2] 

 

圖 13 噴油嘴關閉 [2] 

 

目前 common rail的使用現況  

共軌噴油系統是克服柴油引擎排氣污染的利器，目前市面上已經有量產出

售的廠商如下表： 

表一、各車型共軌直接燃油噴射引擎比較表  [3,4] 
廠牌 Peugeot HINO 賓士 
型式或代號 406Saloon HDI J08C(J-1A) C- and E-Classes 
排氣量  1997 7961  
壓縮比  12.5：1 19.2:1  
汽門設計 DOHC 4汽門機構  
缸數 4 6  

※賓士車輛僅說有用在 C與 E等級的車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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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電子控制噴油系統是先進引擎的必然趨勢，小客車上的汽油引擎已經看不

到不使用電子控制噴油系統的，柴油引擎的電子化似乎比汽油引擎慢了一點，

但是在引擎性能與排氣污染的要求下，已經越來越多使用電子噴油系統，本文

介紹其中一種— 共軌燃油噴射系統之構造與作動原理。我國明(93)年即將開放柴

油引擎小客車進口，讓我們對電子控制燃油噴射系統的柴油引擎儘早做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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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重油工業爐低氮氧化物燃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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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討論一總輸入熱量 2MW燃燒六號重油之工業爐，當其爐溫在 1300℃時，藉由
燃燒器內之再生式蓄熱體以及切換式的燃燒，燃燒空氣溫度可預熱至 1200℃以上。在
F2 的燃燒模式裏，當預熱之燃燒空氣溫度高於燃料之燃點時，燃料直接注入爐膛並與
高速之高溫空氣所產生的迴流所帶來的低含氧量之燃燒產物混合後燃燒，是一有效降低
氮氧化物的燃燒技術。傳統上，燃料與空氣混合燃燒之 F1模式，其氮氧化物較 F2模式
高出甚多。燃燒六號重油之 F2模式，其氮氧化物排放可低於 100 ppm (6%O2)。同時，
我們發現，採用切換式燃燒的工業爐其爐溫及熱通量相當均勻，且在高溫空氣燃燒系統
裏，在低的爐內過剩氧(1.4%)時，爐子還可維持相當穩定的燃燒。 
 
關鍵詞：高溫空氣燃燒、氮氧化物、重油 
 

Abstract 
 

In a total thermal input 2 MW industrial furnace, performance of heavy-fuel-oil- fired 
burners in a highly preheated air combustion system is discussed. When furnace temperature 
was 1300 ℃, 1200 ℃ highly preheated combustion air was achieved by burners equipped 
with regenerators in a high-cycle alternate firing.  In F2 mode firing, fuel directly injected into 
furnace and mixed with combustion product of low oxygen concentration entrained by 
re-circul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air jet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nitric oxide emission. 
Fuel was mixed and combusted with air near burner quarl zone in F1 mode firing, similar to 
conventional burner combustion. In F1 mode firing, nitric oxide emission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F2 mode. In F2 mode heavy oil firing, nitric oxide emission was less than 100 
ppm (6% O2). We found that temperature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in furnace were quite 
uniform due to characteristic of high-cycle alternate firing. Stable combustion can be 
sustained in a highly preheated combustion system when furnace excess oxygen was as low as 
1.4%. 
 
Keywords：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Nitric oxide, Heavy fue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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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Global warming enforces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carbon 
dioxide reduction. Combustion of fuels with high temperature air could be one of the 
promising technologies in industrial furnace application,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as well as 
save energy. A few technologie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meet this goal. In England,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technology was first originated by British Gas and Hot Work Int.. 
In Japan, High-cycle regenerative-combustion system (HRS) was developed by Nippon 
Furnace Kogyo (NFK). HRS makes use of a honeycomb-type regenerator–burner system for 
alternate firing, recovering sensible heat from exhaust flue gas and achieving energy saving 
[1-2].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s abated thereby with this energy saving. Later on HRS 
technology was renamed as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HTAC) due to its high 
temperature air characteristic. 
 

Typical high temperature combustion air is preheated to temperature of 1000℃ to 1300
℃. This high temperature air when fired with fuels results in high nitric oxide emission. To 
overcome this disadvantage, burner with new combustion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to reduce 
nitric oxide emiss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preserv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system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his new combustion technolog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 temperature of preheated air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self ignition of 
flammable mixtures [3]; both the high temperature combustion air and fuel streams entrain 
large quantities of hot combustion product before their mixing and burning [4]; mild 
combustion is sustained in low-oxygen atmosphere to reduce nitric oxide emission. 
 

Low nitric oxide emission in a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system has been realized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including fuel direct injection (FDI) concept at 
Tokyo Gas [5], flameless oxidation (FLOX) burner [3] in Germany, and HTAC burner with 
F2 mode at NFK [2]. Nature gas or light fuel oil is the typical fuel to this new application. 
Most of the fundamental investigations for this new application has focused upon natural gas 
firing [1-7]. With exception of the IFRF work [8], very few studies are available on firing 
heavy fuel oil. The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of heavy fuel oil is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atural gas or light fuel oil. As pointed out in IFRF work, the light fuel oil flame 
bears strong similarities to the natural gas whereas the heavy fuel oil flame shows a somewhat 
different feature; heavy fuel oil firing shows luminous flame which is in contract to flameless 
combustion of natural gas and light fuel oil.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is new technology to fire heavy fuel oil. The objective of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is to 
develop a regenerator-burner system firing heavy fuel oil in a real industrial application. We 
found that temperature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in furnace were quite uniform due to 
characteristic of alternate firing and stable combustion can be achieved for low excess oxygen 
concentration in furnace while keeping low nitric oxide emission for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2. Experimental Setup 
 
2-1 The Burner 
 

The heavy-fuel-oil- fired regenerator-burner system was developed from a gas-fired 
HTAC burner system licensed from NFK. The HTAC system utilized two burners which were 
operated in turn. When the first burner was on fire, the hot flue gases heated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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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erator of the second burner. Sensible heat stored in the regenerator preheated the 
combustion air when the second burner was operated. The firing cycle changed every 30 
seconds and repeated continuously, resulting in preheated air higher than 1000 ℃ and a large 
increase in furnace efficiency.  
 

Regenerator-burner system to fire heavy fuel oil is shown in Fig 1. The high temperature 
air was injected with a velocity of around 85 m/s, at a temperature at 1200 ℃. Burner throat 
diameter is 0.17 m. Quarl diameter of high temperature air inlet was 0.35 m. Two types of 
combustion mode were studied：F1 mode and F2 mode. F1 mode was similar to conventional 
combustion, fuel oil mixed and burned with combustion air in the burner throat and the quarl 
region. For F1 mode firing, oil atomizer inserted horizontally from outside the burner was 
angled at 30 degree with respect to the furnace axis, to protect the oil atomizer from thermal 
attack by high temperature air.  

Regenerator

Pilot

F1

F2 (lower position)

F2 (upper position)

F2

 
 

Fig. 1. Regenerator-burner with F1 and F2 atomizers 
 

 
F2 mode was designed to reduce nitric oxide emission. For typical F2 mode firing of 

natural gas [8], two gas injectors are located at 3 and 9 o’clock positions of the burner quarl. 
Each gas nozzle injects in a direction parallel to the main stream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air. 
In this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furnace buoyant force on the mixing of combustion 
air, fuel oil, and combustion product, F2 atomizers were located in the diagonal line of the 
rectangular burner quarl： one atomizer located at upper position (2 o’clock) and the other 
located at lower position (8 o’clock) of the burner quarl, see Fig. 1. Burner fired heavy fuel oil 
has a longer flame length than that of natural gas firing. To realize a F2 mode firing of heavy 
fuel oil in the actual furnace application where furnace length was limited, each F2 atomizer 
was injected in a 30 degree azimuth angle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air stream.  
 
2-2 The Oil Atomizer 
 

In this regenerator-burner system, oil atomizer exposed itself to a hostile environment. 
When the first burner is on fire, the 1300 ℃ hot flue gases heated up the regenerator as well 
as the oil atomizer of the second burner. Since the second burner was not operated in this 
cycle, the residue oil in the oil atomizer coked. The residue oil coking caused clogg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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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burner atomizer in the next cyclic firing. Commercial oil atomizers available in 
Taiwan had been tested and can not survive longer than 30 minutes in this hostile environment. 
Effort had been tak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wo air-assisted oil atomizers, the effervescent 
atomizer [9] and the double-mixed-vortex (DMV) atomizer. Feature of these two atomizer 
designs was to use the atomizing air to protect fuel oil in atomizer from hot flue gases attack, 
especially near the nozzle tip. The effervescent (bubbly) atomizer consisted of a central oil 
channel surrounded by an annular tube carrying atomizing air. The atomizing air was bubbled 
into the oil channel before it was ejected from the atomizer. Air bubbles erupted when 
released from atomizer and the fuel oil was sprayed. DMV was an air-assisted twin fluid 
atomizer too. In addition to good anti-coking of residue oil in atomizer, distribution of small 
oil droplet due to double-mixed-vortex and pintle design of DMV atomizer allowed burner to 
have low nitric oxide emission in furnace. Typical atomizing pressure of air was 3 kg/cm2 for 
these two atomizers. Table 1 lists composition of heavy fuel oil. 

 
Table 1 Heavy fuel oil composition 

density (g/ml) 
@15.5℃ 

viscosity(cSt) 
@50℃ 

ash 
(wt %) 

S 
(wt %) 

C 
(wt %) 

H 
(wt %) 

N 
(ppm) 

LHV 
(cal/g) 

HHV 
(cal/g) 

0.93 162.07 0.006 0.86 87.71 12.28 2120 9788 10410 
 

 
2-3 The Furnace and Instrumentation 
 

The refractory lined furnace had a square cross-section of 2m x 2m and was 8 m in 
length, see Fig 2. The furnace was equipped with two regenerator-burners operated in 
alternate firing at 1.35 MW fuel input. The enthalpy of high temperature air at 1200 ℃ was 
0.6 MW. In total, the energy input into the furnace was 1.95 MW. Furnace temperature (TIC) 
was controlled by 16 sets of water-cooled tubes located on the floor of the furnace.  

 

Top View

Side View Honeycomb
Regenerator

Measurement
Holes

Thermo-
Couples

Water-
Cooled
Tubes

Furnace Temp (TIC)

Burner B Burner A

 
 

Fig. 2. Furnace and sampling locations 
 
 

In the alternate firing of regenerator-burner system, measurements of temperature field, 
heat flux, and flue gases were quite difficult to take due to unsteady-state flow fiel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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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ace. 26 sets of type R (87%Pt/13%Rh) thermocouples with bead diameter less than 1 mm 
were used to trace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 in furnac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plane of 0.1 m below the furnace ro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combustion zone was not measured due to this tiny 1 mm thermocouple bead unable to 
sustain in the flame zone. Radiation heat fluxes and total heat fluxe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plane of flame zone 1m below furnace roof. These measurements were taken at furnace wall 
through measurement holes of the furnace, by IFRF heat flux meter and ellipsoidal radiometer, 
respectively.  Flue gases including carbon monoxide、carbon dioxide、oxygen and nitric oxide 
were analyzed at the furnace chimney. Table 2 lists these instruments. In this study, data was 
started to record 30 minutes after the furnace reached the required furnace temperature. 
Furnace in alternate firing is transient in nature. However, measurements of temperature and 
nitric oxide emission showed that fluctua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nitric oxide were 1.6% and 
4.7% (corrected to fluctuated oxygen) of the averaged data, respectively. The small 
fluctuations of in-furnace data were a result of the 30 seconds high-cycle alternate firing, 
making the measured data more quasi-steady. Therefore, data collected and averaged during 
the 10 minutes period was used to represent feature of the furnace and burners firing. 

 
Table 2、 Flue gases and heat flux analyzers 

Instrument Model 
CO Beckman Model-808, NDIR 
CO2 Beckman Model-808, NDIR 
O2 Beckman Model-755A, Magnetic type 

NOx Beckman Model-951A, Chemilumicent type 
Radiation heat flux IFRF heat flux meter 

Total heat flux IFRF ellipsoidal radiometer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1200 ℃ high temperature combustion air surrounded the oil atomizer causing 

residue oil to coke and clog in the oil atomizer in this specific alternate firing, in which was 
seldom encountered in its gas-firing counterpart. Coking and clogging were resolved by using 
low pressure atomizing air encompassing the oil circuit to cool down the oil atomizer. Burner 
equipped with effervescent atomizer successfully resolved the fuel nozzle coking and  
clogging problem; however, for this 3kg/cm2 low atomizing air pressur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nitric oxide emission needed further improvement. A DMV twin fluid atomizer utilizing 
pintle design and double mixing of fuel with atomizing air made fine droplets within a hollow 
cone spray. This fine hollow cone spray prevented hot-spot combustion and largely reduced 
the nitric oxide emission in F1 mode firing. DMV atomizer was adopted in F1 and F2 mode 
firings in this investigation. For typical gas firing, two injectors located at burner quarl have 
been used to achieve low nitric oxide combustion. In this F2 mode study, however, reduction 
of nitric oxide by use of a single oil atomizer located at lower position of burner quarl can be 
achieved, to simplify the oil circuit in fuel-oil- fired burner design. 

 
In IFRF study [8], steady-state flow fields were simulated using a pre-combustor to 

generate highly preheated combustion air. IFRF measurements indicated that temperatures 
and heat fluxes are quite uniform in furnace. For the alternate firing in this study, temperature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were expected to be more uniform due to flow field switching 
every 30 seconds. Fig 3 and 4 show the measured temperature field near furnace roof (0.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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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roof), and total and radiation heat fluxes near combustion zone (1 m below furnace roof) 
in F1 mode firing, respectively. Uniformity of these fields elucidated the merit of alternate 
firing. In F1 mode firing, combustion took place near the burner zone, similar to conventional 
burner combustion, causing a luminous flame. In the observation of F2 heavy-fuel-oil firing, 
in contrast with the flameless natural-gas F2 mode combustion [4],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some luminous flame zones dancing around the cent ral jet of high temperature air. 
This observation would suggest that strong central jet of high temperature air entrained the 
weak fuel jet and made fuel jet fire unst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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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near furnace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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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Heat flux measurements near furnace flame zone 
 

Comparison of nitric oxide emission of F1 and F2 modes is shown in Fig 5. Low fuel 
input rate (low combustion intensity), low nitric oxide emission. For F1 mode firing, fuel oil 
was injected and mixed with air at burner throat and combusted near burner quarl region. Well 
mixing and strong combustion of fuel with air caused high luminous flame and high nitric 
oxide emission in F1 mode firing. As indicated in Weber’s gas-firing work [4], F2 mode 
combustion is mixing controlled. For F2 mode firing, slow mixing and mild combus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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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fuel oil with large quantities of low oxygen concentration combustion product 
entrained by re-circul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air jet, suppressed the nitric oxide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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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Nitric oxide emission of F1 and F2 modes under different fuel input rate 

 
 

4. Conclusion 
 

In industrial-scale furnace, a heavy-fuel-oil- fired burner was developed for highly 
preheated air (1200 ℃) combustion system. In the alternate firing of heavy fuel oil, coking 
and clogging of residue oil in the fuel nozzle were successfully resolved by use of air as the 
cooling and atomizing medium in the atomizer design. For low atomizing air pressure, DMV 
atomizer was superior to effervescent atomizer in nitric oxide reduction due to fine oil drops 
and prevention of hot spot combustion by hollow cone spray. Uniform temperature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in furnace were due to high-cycle alternate firing. F2 mode firing was 
effective in nitric oxide reduction than that of F1 mode. In alternate firing system, at least two 
burners are required. Each burner equipped with too many oil atomizers in F2 mode firing 
complicated the heavy-fuel-oil burner design. In F2 mode firing, single atomizer not only can 
simplify the design of heavy-fuel-oil burner in the high-temperature-air combustion system 
but also achieve a low nitric oxide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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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燃燒動力與電力系統簡介 
Introduction of micro-combustion engines and power gen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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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燃燒動力系統與微燃燒電力系統，是利用微尺度燃燒作為動力或電

力來源，為克服在微尺度空間下熄滅間距的限制，利用 knock-based燃燒模

式，壓縮混合燃氣提升溫度至自燃溫度以上，進行微尺度燃燒反應；或利

用環面反向熱交換器將排氣廢熱作熱回收預熱燃氣與空氣，可降低熱損失

維持微尺度燃燒區域的溫度；或在微燃燒通道內部，利用可降低熱熄滅與

化學熄滅機制的壁面塗覆材料，突破 low well depth的限制；針對上述三種

微尺度燃燒方法，分別討論 knocking-based微燃燒引擎，環面反向熱交換微

燃燒器，與微尺度燃燒器等微燃燒系統，在產生動力與電力方面的實際操

作手段與運用方式。 

關鍵詞：燃燃燒動力系統、微燃燒電力系統、火焰熄滅間距 
 

1. 前言 
 

根據 Masel[1]指出除了核能，燃燒是目前在單位重量或單位體積下可供

應能源或動力的最大來源，因此微尺度燃燒(micro-combustion)在未來極可

能取代現有可攜型、小型、或微型的電力源或動力源。在微小化過程中燃

燒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即是燃燒在熄滅間距(quenching length)尺度的限

制。Humphrey Davy早在 1812年已研究在小空間內火焰熄滅機制，指出火

焰無法通過小於 mm尺度(sub-millimeter dimension)的通道，換言之火焰在

小於 mm尺度(sub-millimeter dimension)會產生熄滅(completely quench)的現

象。為了突破此特徵的熄滅間距尺度，因應目前在微小系統化的需求與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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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因此在小尺度空間內，利用燃燒作為動力或電力供應源已成為現今燃

燒研究的重點[2, 3]。 

 

 Ronney[4, 5, 6, 7]說明微尺度燃燒所面臨的最基礎燃燒問題，是在小尺

度的燃燒空間內因為熱損失與摩擦損失(heat and friction losses)所造成的火

焰熄滅問題。在標準狀態碳氫燃料與空氣以當量濃度混合(stoichiometric 

mixture)，最小可以維持穩定燃燒的尺度約為 2 mm，原因目前大致是預測

因為在小尺度的空間內，表面積與體積比驟增，造成燃燒所產生的熱，無

法維持微燃燒所需的熱量，與表面的熱損失及摩擦損失的熱量，因此造成

火焰熄滅。 

 

 Masel[1]整理造成熄滅間距的成因為化學熄滅(chemical quenching)與熱

熄滅(thermal quenching)機制。熱熄滅機制[2]是由於燃燒反應所產生的熱

量，因為尺度效應具有高表面積與體積比，造成燃燒區域接觸壁面的傳熱

速率高，導致壁面的熱損失非常的大，無法維持燃燒反應所需的高溫環境，

造成火焰熄滅；需要如微製程中所採用的 SiC 熱阻材料，可以維持穩定燃

燒所需高溫環境。化學熄滅機制是由於燃燒反應所產生的自由基，或是中

間產物在燃燒區域的接觸壁面消耗或損失，即無法維持燃燒區域接觸壁面

附近自由基(或中間產物)所需溫度，因此可由定義 low well depth描述化學

熄滅機制，low well depth定義為壁面的自由基熱吸附量(heat of absorption of 

radicals on surfaces)；需要如微製程中所採用具有耐腐蝕性(resistance to 

corrosion and decomposition)、低拉伸性(low tensile strength)、高抗潛變性

(high creep resistance)、耐熱衝擊性(good resistance to thermal shock)、低熱膨

脹率(low thermal expansion mismatch)等特性的材料[1]。 

 

2. 微燃燒系統 
 

 目前商用電池具有體積小與攜帶方便等優點，但須較長的充電時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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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液態燃料 (42-53 MJ/kg)相比，在體積或質量能量密度 (volumetric/mass 

energy density)亦較小(< 1 MJ/kg)[8]；例如 Ronney[4]假設以現階段鋰電池可

提供 0.4MJ/kg能量密度，假設熱電轉換效率僅為 5%，則利用碳氫燃料燃燒

可獲得的能量儲存密度(energy storage density)是鋰電池的五倍。Yang[8]推測

未來燃料電池(fuel cell)可突破目前商用電池發展瓶頸，但燃料電池受限於

燃料的種類與品質，例如以聚合物材(polymer-based)為主的燃料電池會受一

氧化碳等副產物所損傷、需較高的操作溫度、較長的起動時間、或因熱循

環應力 (thermal cycling stresses)而降低使用年限。為因應目前微小化與可攜

式的系統微小化趨勢，發展微尺度燃燒系統，如下圖 1構想[1]，主要目的

在於提供微小系統或微小元件的動力或電力來源(< 10 Watts)，即本文所討

論的微燃燒動力系統(micro-combustion engine, MCE)，與微燃燒電力系統

(micro-combustion generator, MCG)。 

 

 
 

圖 1 整合微燃燒器、引擎、與微機電元件系統構想示意圖[1] 
 

 微燃燒系統目前的發展，可參考 Fu[9]整理美國之 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研究計畫，主要有下列五項微燃燒系

統： (1)內燃機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包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CB)的轉子引擎(rotary engine)[9, 10]、

Honeywell 公司的 knock-based 引擎[8]、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Tech.)的

free-piston引擎、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 swing引擎；(2)渦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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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 (turbomachinery)；包括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的 gas turbine[11, 12, 13, 14, 15]、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UCLA)的 pulse-jet引擎；(3)熱電微燃

燒電力系統(thermoelectric microgenerator)；包括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CS)的 MicroFIRE系統[5, 6, 7]、密西根大學的微燃燒

電力系統(integrated micro combustor-TE power generator)、麻省理工學院的

catalytic oxidation reactor；(4)微燃燒推進系統(rocket)[16]；包括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與美國航空與太空總署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發展的固態燃料微推進器，以及麻省理工學院與美國

航空與太空總署發展液態燃料微推進器；(5)微燃料電池；包括美國航空與

太空總署與麻省理工學院等機構發展的燃料電池等[9]。 

 

 本文主要針對 Honeywell公司發展的 knocking-based微燃燒引擎[8]、南

加州大學環面反向熱交換微燃燒器(toroidal counterflow heat exchanger)[4]、

與伊利諾大學微尺度燃燒器[1]，進行在微尺度空間下突破熄滅間距的限

制，上述微燃燒系統分別利用 knock-based燃燒模式，壓縮混合燃氣提升溫

度至自燃溫度以上，進行微尺度燃燒反應；與利用環面反向熱交換器將排

氣廢熱作熱回收預熱燃氣與空氣，可降低熱損失與維持微尺度燃燒區域的

溫度；或在微燃燒通道內部，利用可降低熱熄滅與化學熄滅機制的壁面塗

覆材料，突破 low well depth的限制；並且討論微動力系統與微電力系統，

在產生動力與電力方面的實際操作手段與運用方式。 

 

2.1 Honeywell 公司 knocking-based微燃燒引擎 
 

 美國 Honeywell公司計畫發展具有三層微結構的 knocking-based微燃燒

引擎，如圖 2 所示，上層微製程結構包括進氣與排氣通道，中層微結構包

括兩個可做直線運動的 free piston結構(無機械連桿連結裝置的活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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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控制進氣行程、排氣行程、燃燒區域、與線性發電機的功能，藉由 free 

piston的直線往復運動機制帶動線性發電機產生電力；下層為系統的基底結

構。 

 
 

圖 2 Honeywell公司微燃燒系統示意圖[8] 
 

 此 knocking-based 微燃燒引擎尺度為 mm(或更小)等級，若採用一般燃

料則操作條件已低於燃燒的熄滅間距，不易(或不可能)藉由火星塞引燃；為

突破此微尺度燃燒的限制，Honeywell公司採用 homogeneous auto ignition(或

可簡稱 knocking-based)，即在微小尺度空間內，將預先混合的燃氣與空氣

壓縮，混合氣在高壓的狀態下溫度可提升至燃料的自燃溫度(auto ignition)

以上，因此不需要火星塞裝置即可在低於熄滅間距的尺度下進行燃燒。如

圖 3所示利用兩個直線運動的 free piston在遠離端的下始點位置進行進氣行

程(或排氣行程)，在相向接近的上死點位置將混合氣壓縮，使其升溫至自燃

溫度以上產生燃燒，並推動 free piston再重複進行進排氣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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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氣行程示意圖      排氣行程示意圖  

 
壓縮/引燃/燃燒行程示意圖  

 

圖 3 free piston進氣、壓縮/引燃/燃燒、排氣行程示意圖[8] 
 

 提升 knocking-based微燃燒引擎的燃燒效率，需要適當控制兩個直線運

動的 free piston 在進氣、壓縮、燃燒、排氣行程的相互位置，即同步化

(synchronized)控制。一般商用引擎是採用機械連桿方式(mechanical linkages)

做同步化控制，不適用於 free piston型式；Honeywell公司的微燃燒系統，

利用兩個 free piston的直線往復運動，藉由後端的電磁感應(electromagnet)

線性發電機輸出電力，如圖 4所示，可同時藉由感應輸出的電力來控制 free 

piston在各行程上的動作與位置。此外亦可利用壓電(piezoelectric transducer)

或靜電(electrostatic transducer)方式進行同步化的控制。 

 

 
線性發電機與活塞同步化控制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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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燃燒電力控制系統流程圖  

 
free piston電磁感應線性發電機同步化控制與發電示意圖 

 

圖 4 線性發電機與同步化控制示意圖[8] 
 

 因此 knocking-based微燃燒引擎可在微小尺度內進行燃燒，與傳統引擎

比較不需要活塞連桿、進氣閥門、排氣閥門、與化油器等機構，藉由 knocking 

based進行壓縮、升溫、自燃的燃燒模式，可解決在微小尺度內大幅提升的

壁面熱損失造成火焰熄滅(wall quenching)，與在微小尺度內燃燒區域小於熄

滅間距等問題。 

 

2.2 南加州大學環面反向熱交換微燃燒系統 
 

 南加州大學發展的微燃燒系統，如圖 5所示，是以微結構製程的環面反

向熱交換器(toroidal counterflow heat exchanger)為主要元件。利用熱交換器

壁面一側為進氣通道(溫度較低)，另一側為排氣通道(溫度較高)，利用高溫

廢熱加熱反應物(燃氣與空氣)並降低廢氣所排出的熱量。熱交換器的長度由

內環至外環排列為 2 mm至 15 mm，高度為 1 mm至 6 mm，而在進氣與排

氣通道環面反向的中心通道即為燃燒區域尺度小於 1 mm。燃氣與空氣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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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通道進行熱交換因此溫度升高，高溫廢氣在排氣通道進行熱交換因此溫

度降低，因此加熱至高溫的燃氣與空氣在熱交換器的中心燃燒區域，極易

點火引燃。此外，此熱交換器以微機電製程製作，利用電沉積(electrodeposit)

方式將金屬導電材料鉑(platinum)作為熱交換器的內壁結構材料，有利於微

燃燒反應的進行(作為催化劑)，亦有利搭配熱電發電元件與熱交換器(作為

導體)。 

 

       
環面反向熱交換器外觀示意圖    環面反向熱交換器剖面示意圖  

 

圖 5 南加州大學環面反向熱交換器示意圖[4] 
 

熱交換器壁面並聯的 p型與 n型的熱電元件(conductivity thermoelectric 

element)將熱能轉換為電能，又稱為熱電轉換壁面 (thermoelectric active 

wall)，其中 n 型熱電元件可以金屬鉍(bismuth)與碲 (telluride)二元化合物

(binary compound)，即 Bi2Te3所構成；p型熱電元件可由金屬鉍、碲、與銻

(stibium)的三元化合物(ternary compound)，即 Bi2-xSbxTe3所構成。如圖 6所

示在熱電元件的有效熱傳表面，設計幾何對稱的 T型式(T-shaped)與不對稱

的 L型式(L-shaped)的鰭片，鰭片延伸至相鄰間隔的進氣通道與排氣通道，

同時隔開 p 型與 n型的熱電元件，延伸的鰭片長度約三倍於基部的長度，

則可有效增加熱電元件與進氣及排氣通道間的溫度差，同時亦可增加熱電

轉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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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型鰭片與熱電元件示意圖     L型鰭片與熱電元件示意圖     混合型鰭片與熱電元件示意圖  

 

圖 6 熱電元件與熱傳鰭片示意圖[4] 
 

2.3 伊利諾大學微尺度燃燒器 
 

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利用微製程技術設計一微通道燃燒

器，藉由微燃燒器的微通道討論小於 mm 尺度下，如何克服燃燒熄滅間距

機制，Masel[1]指出主要包括化學熄滅與熱熄滅機制，若使用的微燃燒器結

構材料的 low well depth特性低於 40 kCal/mole，則極易發生化學與熱熄滅。

微燃燒系統如圖 7 所示，以三層結構的微製程為主，中間的結構層包括了

主要燃燒通道。 

 
微燃燒器側視示意圖  

 
微燃燒器中間層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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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燃燒器前端燃料與空氣入口截面示意圖  

 

圖 7 伊利諾大學微燃燒器示意圖[1] 
 

為了維持火焰可以在熄滅間距尺度內維持穩定燃燒(self-sustaining)，伊

利諾大學微燃燒器採用觸媒材料作為燃燒微通道的壁面，可以防止燃燒在

壁面附近產生局部的熄滅區域，其作用為(1)燃燒的反應物維持在較高溫

度，不因微尺度縮小熱傳表面積驟增，而降低通道內部的反應物溫度；(2)

增進燃燒反應的引燃與持續燃燒的過程，由於燃燒器通道設計如圖 7 所示

分為兩段，前段壁面塗層為觸媒材料(SiO2+Al2O2)，後段壁面塗層為防止熄

滅的材料(SiC)，一方面可維持壁面在高溫的範圍，阻止燃燒通道產生熱熄

滅機制；另一方面具有 low well depth效應，阻止燃燒通道產生化學熄滅機

制。 

 

3.討論 
 

 目前微尺度燃燒發展，本文僅針對具有動件機構的 Honeywell 公司

knocking-based微燃燒引擎、與無動件機構的南加州大學環面反向熱交換微

燃燒系統與伊利諾大學的微尺度燃燒器，進行初步的簡介，尚未深入討論

包括微尺度燃燒基礎理論，與微機電製程的相關各項要點，參考 Fréchette[12, 

17]包括系統與元件設計與理論分析、微機電製程方法與步驟、微結構具有

動件或轉動件的軸承設計、微結構封裝氣密設計、系統測試等。簡單討論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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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尺度分析方面，此三種微燃燒系統的燃燒區域設計在 mm長度尺度範

圍，若考慮連續方程式、動量方程式與能量方程式等，其落點適用於連續

體的基本假設範圍內[18]，即其 Knudsen 數接近於零，適用 Navier-Stokes

方程式； 

(2)在火焰熄滅間距方面，在一般的操作條件下熄滅間距約為 2.5 mm，若利

用 knocking-based壓縮燃氣與空氣、或利用環面反向熱交換微燃燒器進行預

熱燃氣與空氣，則當燃氣與空氣溫度達 2600K 時，熄滅間距則接近於 0.0 

mm[8]。low well depth 主要針對接近壁面的中間產物或自由基的 heat of 

absorption，若進一步預測應該是 heat of adsorption(吸附熱)。吸附熱是在穩

定壓力下某吸附劑吸附 1 莫耳的吸附質(radicals)或自由基時所產生的熱。

是放熱反應。放熱愈多，系統愈穩定，吸附的傾向愈大。反之，吸附熱愈

小，對系統的穩定性助益不大，表面愈不易吸附； 

(3)在微尺度燃燒方面，以 knocking-based 微燃燒引擎為例[8]，與線性運動

的 free piston相向壓縮的距離(壓縮行程)與產生的壓力有關，在此微小的燃

燒區域內，可將燃氣與空氣壓縮升溫約至 2000K，壓縮比達 30 : 1，壓力約

為 300 x 105 pa，燃燒溫度約為 2550K，可產生約數 watt的電力；(4)在微製

程材料方面，須具備耐腐蝕性、低延展性、高抗潛變性、耐熱衝擊性、低

熱膨脹率等特性[1]；若進一步考慮微燃燒在熱熄滅與化學熄滅熄滅間距的

限制，亦須具備觸媒材料與 low well depth材料的特性； 

(5)在微製程結構方面，需考慮各結構層間的氣密性、熱膨脹性、耐熱衝擊

性等，各結構層若具有動件等機構，則需要考慮組件間的摩擦力、機械應

力、熱應力等特性，例如在 free piston以高達 20,000Hz的直線往覆運動，

不論是結構材料本體，或結構與結構間均需要考慮熱力學、動力學、材料

力學上的特性； 

(6)在微動力與微電力系統方面，以環面反向熱交換微燃燒系統為例，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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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件機構的微系統中，若能提升熱電元件的熱電轉換效率與熱交換效率

[4]；或以具有動件機構的 knocking-base微燃燒引擎，若能同步化控制線性

發電機與 free piston的作動行程與壓縮率[8]；則可將整體微燃燒系統的發

電效率提升。 

 

4. 結論 
 

 微尺度燃燒系統，如 Honeywell公司 knocking-based微燃燒引擎、南加

州大學環面反向熱交換微燃燒系統，與伊利諾大學的微尺度燃燒器，可利

用微機構設計將反應物壓縮至高壓高溫的狀態，待溫度達自燃溫度以上，

不需點火裝置引燃即進行燃燒反應，突破微尺度燃燒熄滅間距的限制；此

外亦可利用微燃燒區域壁面塗覆觸媒或 low well depth材料，降低化學熄滅

與熱熄滅機制的影響，或利用熱交換回收排氣廢熱，增加燃氣與空氣的溫

度，亦可降低熄滅間距的影響達成在微尺度內產生燃燒反應。此外將燃燒

熱能轉換為動能或電能，無動件機構設計則可配合熱電元件，具有動件機

構則可利用直線運動的 free piston，轉動運動的轉子引擎或渦輪機等，則材

料特性與機構間的交互作用，在微尺度燃燒系統是極具發展潛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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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2004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會議記錄             學會秘書處 

一、時       間：九十二年十月三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二、地       點：中央大學機械系會議室（二��三） 

三、出席理監事：劉通敏、王覺寬、何無忌、李聰盛、張枝成、詹世弘、謝
文馨（陳建興代）、梁治國。 

    中央大學代表：吳俊諆、曾重仁                     

四、主       席：施聖洋理事（前段） 

劉通敏名譽理事（後段）              記 錄： 梁治國 

五、主 席 致 詞：感謝各位理監事及中大同仁撥冗前來指導，很榮幸下屆學
會學術研討會由本校舉辦，系主任承諾給予最大支持，相
信本著過去經驗及各理監事協助下，必定順利成功。 

六、決議：  
1. 學術研討會時間訂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2. 協辦單位除上屆所列單位外，加入能委會及可能贊助廠商。 
3. 籌備委員會委員除現任理監事外，加入協辦單位代表。 
4. 論文委員會召集人由陳俊勳理事擔任，委員將注重各校代表。 
5. 經費申請包含國科會、教育部。 
6. 募款部分聯繫代表為中科院- 梁治國；台電-李聰盛；內政部建研所-陳俊
勳；工研院能資所-施聖洋：中鋼-黃重裕；工研院系統航太中心-何無忌。
歡迎各理監事邀請廠商贊助。 

7. Keynote Speaker候選者李遠哲院長為第一優先，其他Niioka、林聖賢院
士、能委會執秘、K.K.郭等四位為後備，呈報理監事會定案。 

8. 大會紀念品、會員大會印刷暫由學會經會支應，中央大學若有結餘，再由
學校支應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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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六屆理監事第六次會議 
會議記錄             學會秘書處 

一、時       間：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至四時 

二、地       點：中鋼公司圖書館會議室 

三、出席理監事：黃重裕、施聖洋、劉通敏、林成原（邱義豐代）、謝文
馨、李聰盛、張枝成（謝文吉代）、王覺寬、張世定、張
克勤。 

四、主       席：蘇玉本理事長                 記 錄： 梁治國 

五、主 席 致 詞：感謝各位理監事撥冗前來，更感謝黃理事熱心招待及贈送
與會理監事紀念銀幣，晚餐後還有中鋼水餃帶回享用，應
可值回票價。 

六、會務報告： 

一般會務報告（秘書處） 
1、 42期季刊92年9月初上網，均下載印發已繳費之團體會員-志品科技、中
鋼、工研院能資所、工研院機械所、台電、建研所等六家。 

2、 92年10月3日於中央大學機械系召開2004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由施聖洋理事主持。 

 
學術委員會施理事： 
1、有關中華民國燃燒牟會第十四屆學術研討會待備事宜 
（1）10月3日籌備會於中央大學舉行，討論籌備和論文委 

員會名單及KeynoteSpeker(以邀請李遠哲院長為優先，另列出相關人
選)等事宜。 

（2）10月4日開始邀請投稿，已e-mail給大部分會員，約五百位。 
（3）10月6日"Call for Papers"郵寄出去。 
（4）10月15日截止日期前，已將第十四屆全國燃燒會議計畫書，送教育部

審查。 
（5）請各位理監事踴躍投稿(每人至少負責動員五篇以上)，請理事長和秘
書長協助。 

（6）10月22日" Call for Papers "將第二次e-mail出去。 
（7）11月17日將開始寄會議海報等資料，再度邀催稿。 
（8）論文初稿收件截止日期:中華民國92年12月19日(週五)。 
（9）其他事項請見籌辦日程表。 
2、有關 Keynote Speaker: 
李遠哲院長因公出國，詹世弘理事希望能給李遠哲院長一些時間俟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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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後決定。 
 

 
產業技術委員會黃理事： 

1、擬於民國92年11月17-18日(星期一、二)，假中國鋼鐵公司舉辦〝燃燒

製程Dioxin防治技術〞講習會。本講習會已邀請到國內、外在Dioxin研

究之專家學者蒞臨講授Dioxin防治技術實務，經費上將援往例採自給自

足方式辦理。 

2、CIROC網站內理監事名單已有多年未曾更新，建請適時更新CIROC之網站

內容與資料。由yahoo.com.tw搜尋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或燃燒學會網址，

網址僅有一個；名稱雖為中華民國燃燒學會，內容卻與本學會無關。 
 
財務委員會張理事：(詳如附表一)。 
 
出版委員會林理事： 

1、第42期燃燒季刊(Vol.12,No.3)已如期於92年8月出刊，第43期燃燒季刊預
定於92年11月出刊，正籌備中。 

2、敬請各位理監事替燃燒季刊廣為宣傳，增加使用人數，也請踴躍投稿，
充實稿源。 

3、希望本學會能繼續努力以出版燃燒相關專業書刊。 
 
七、提案討論（略） 
 
八、決議：  

1. 請秘書處至各大網站搜尋引擎註冊本會網址。 
2. 下次理監事會請林大惠監事提報編撰教育部燃燒書刊之事宜。 
3. 十四屆學術研討會Keynote Speaker第一人選為李遠哲院士，由詹理事負責
聯繫，第二人選為K.K.郭，由謝理事負責聯繫，聯繫時間20天，若無結
果，第三人選為Niioka、第四人選為林聖賢院士接替，均由李常務監事負
責接洽邀請，第五人選為邱輝煌教授。 

4. 本學會研擬設置燃燒科技獎章美意甚佳，但要慎重，需經多次討論不急於
一時。本次會議修訂（1）成立評選委員會（非理監事）。（2）受獎者非
會員需加入本會會員。 

5. 下屆理監事選舉採通訊方式，候選人除現任理監事外各理監事提名一員
（需預先獲當事人同意），由第七次理監事會決議後參選。 

6. 十四屆學術研討會暨93年會員大會紀念品為薄夾克，式樣由第七次理監事
會決議。 

7. 下次理監事會議地點為中科院，由理事長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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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財務委員會工作報告（92.10.21） 

◎學會經費收支情形如下表（92.07.19~92.10.21） 
 

科目摘要 金額 小計 備考 

l 上期結餘    

承上期結餘款 $1,222,971   

  $1,222,971  

l 收入    

入會費收入 14,975  
工研院機械所團體會員會費4975、台灣
電力公司、旭保開發（股）公司團體會
員會費各5000 

  $14,975  

l 支出    

事務費 2,142  42期會刊打字印刷、出席理監事餐點費 

會刊上網費 3,000  42期會刊上網 

郵資 560  郵寄42期會刊目錄 

手續費 15  劃撥入 

  $5,717  

l 本期結餘  $1,23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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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十四屆學術研討會 
 

徵文啟事 Call For Papers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燃燒學會、國立中央大學 
協辦單位 教育部、國科會工程處工程科技推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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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系統與航
太中心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93年3月27日（週六） 
會議地點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 中壢市五權里中大路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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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燃機、火災、噴射

推進、污染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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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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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 
320中壢市五權里中大路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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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9日（週五） 
初稿審查結果通知日期： 中華民國93年 01月09日（週五） 
定稿收件截止日期：  中華民國93年 02月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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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 
大會聯絡人 施聖洋 教授 (本屆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總幹事)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 
 中壢市五權里中大路300號 
 電話：(03) 426-7327;  0913-908-886 
 傳真：(03) 425-4501;  E-mail: sshy@cc.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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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十四屆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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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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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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

 

1cm 

左
邊
界
請
預
留2cm

 

下邊界請預留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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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說明  
 

 

 

下列專欄，歡迎大家耕耘：  

1. 專題研究--分為五大方向，分別為「能源發展與應用」、「動力設施與燃
燒」、「防火與消防」、「燃燒科技發展」、「空污控制與生物效應」。 

2. 燃燒科技交流--燃燒應用技術、新技術或新產品介紹、疑難討論與經驗交
流、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介紹、國內外相關學會、機構、團體之動態等，

相關研討會論文摘要或全文、燃燒現象照片等。 

3. 燃燒論壇--開放討論基本燃燒現象、基本燃燒原理及燃燒詞彙定義等。  
4. 即時資訊--政府相關政策、國內外相關科技資訊、研討會或相關活動訊息
等即時之動態資訊。能源委員會、環保署、國科會、消防署等相關機構委

託執行計畫之研究成果介紹等。 
5. 其他--讀者意見迴響交流與燃燒相關之其他任何訊息或稿件。 

來稿請寄本會【電子信箱】或 

【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海洋大學輪機系 林成原教授 收 
e-mail：Lin7108@mail.ntou.edu.tw；fax：（02）24622307、24634194】 
 

投稿須知  

 

1. 文字：稿件應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文字之字型應為標楷體字，英文文字字
型應為 Times New Rome。 

2. 題目：應力求簡潔且能充分表達論文之重要概念，請附中、英文題目各一式，
英文題目請附於中文題目之後。 

3. 作者：請附上中、英文之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作者之服務單位及職稱
請以附註之方式書寫同一頁之末端，若作者為兩個人以上者，請以不同之符號

標示之。 

4. 摘要：以簡明扼要之方式表達論文之內容。無論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一律附上
500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各一份。英文摘要請置於中文摘要之後。 

5. 字型大小：題目以 16pt黑體字，作者介紹以 12pt，摘要、前言、文章內容之
標題請以 14pt黑體字，文章內容以 12pt標楷體字書寫之。 

6. 關鍵字：中英對照關鍵字，最多以 5個為限。 
7. 圖表說明：圖說與表說應統一使用中文或英文，圖標題應在圖之下方；表標題
應在表之上方。 

8. 參考文獻：（列於正文之後，書寫時請依於文章中出現之先後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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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書籍：作者，書名，出版社，出版地，頁數，年。 

中文如：柯清水，石油化學概論，正文書局，台北，pp. 183-191，1992。 
英文如：K. Owen and T. Coley, Automotive Fuel Reference Book, 2nd ed.,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pp. 551-587, 1997.  
（2）期刊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名稱，卷期，頁數，年。 

中文如：葉江榮，鍋爐高溫腐蝕，台電工程月刊，第 276期，pp. 10-18，
1979。 

英文如：J. T. Kummer, Catalysts for Automobile Emission Control, 
Progressive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 Vol. 6, pp. 
177-199, 1981. 

（3）研討會：作者，篇名，研討會論文集，出版者，頁數，年月或年。 

中文如：萬皓鵬，汽電共生系統效率提升技術，2002汽電共生系統技
術研討會論文集，經濟部能源委員會，pp. 84-91，91年 4月。 

英文如：C. K. Law, Dynamics of Stretched Flames, Twenty-Second 
Symposium（International）on Combustion,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pp. 1381-1402,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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