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蒸汽製造的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應用－I 
 
工廠製程中使用燃料最多的設備就是蒸汽鍋爐，舉例來說，美國製造業燒的燃料有 45%以上
是用來產生蒸汽，以便加熱原料與處理半成品、或為設備的動力來源、或為建築的暖氣來源、

發電機的動力來源，因而耗能每年 180億美元(1997年幣值)。如果能有效回收再利用，可以
節省蒸汽量達 20%，約值 40億美元的燃料成本，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32百萬公噸。要使
蒸汽系統有效應用，上游部分要能高效熱能轉變蒸汽與高效加熱程序，下游部分要能避免漏

氣、損壞的袪水器與不良負荷控制。 
◎蒸汽製造 
概述：蒸汽製造一般分兩種型式，一是燃燒鍋爐系統，另一是廢熱系統。一個有效率的蒸汽

製造系統，主要是能配合使用者需要的流量與壓力來供應。把蒸汽製造機的功效充分發揮很

重要，而蒸汽的乾燥程度也很重要，因為含水的蒸汽在管線輸送時會導致水槌現象，而且使

用者也無法有效應用。重要的影響因素包括鍋爐本身、各種監控、儀器、閥件、管路配置、

水處理設備、節熱器、除氧器等。 
重要輸入與輸出因子：重要輸入因子有鍋爐飼水、冷凝回流、水處理化學品、空氣或氧的進

量。重要輸出因子有蒸汽流量、蒸汽壓力、蒸汽品質、燃燒氣狀況等。 
改善的時機：計算蒸汽製造系統的效率(依據蒸汽輸出/燃料輸入值) 
查明蒸汽使用量以及生產成本，蒸汽產生量測要靠精確、保養良好與經校正的流量計，並與

嚴謹的蒸汽平衡分析一致；要定期作蒸汽平衡分析以確認各種量測儀器的可靠度。適度調整

鍋爐內的過量空氣以提升蒸汽產生效率，一般準則是過量空氣減 15%或排氣溫度降華氏 40
度(攝氏 22度)，鍋爐效率增加 1%，這些調控要靠精確量測燃料與空氣流量。保持鍋爐加熱
面與熱水面的清潔以維持熱傳效果，需要制定與落實一套好的沉積控制方案。適時進行鍋爐

泄水以降低總溶解物質(TDS)的濃度，並與鍋爐飼水添加劑供應商密切合作。為達到蒸汽製造
的最大功效，系統要適切的進行調控；所以要先確保儀錶的設置正確充分與反應靈敏精確。

確定使用的水處理系統能有效運作，並與鍋爐飼水添加劑供應商密切合作。 
◎蒸汽供輸 
概述：有效的蒸汽供輸系統，是要能聯結蒸汽製造系統的輸出與蒸汽使用的設備；供輸系統

要能在最少熱耗損的情況下提供高品質的蒸汽，並充分滿足使用者所需要的流量與壓力。重

要的影響因素包括蒸汽供輸管線、閥件與接頭、供輸系統絕熱、袪水器、放氣孔、排水器與

過濾器等。 
重要輸入與輸出因子：重要輸入因子有蒸汽壓力與品質狀況，重要輸出因子有蒸汽供輸的流

量、壓力與品質等。 
改善的時機：適當的選用、計算尺寸與維護供輸系統的袪水器；所有的系統管線、閥件與接

頭都要做好絕熱；確保供輸管路已妥適配置、計算尺寸、適度的排水與放氣；精確的設計尺

寸、安裝合適的管路以避免不當的壓差；審慎查核供輸系統管線的支撐、導引與固定狀況，

並準備適量的裕度以便供輸系統高溫操作時膨脹之需。 
◎蒸汽使用 
概述：蒸汽使用部分首要之處在於加強充分有效應用，以及接收的蒸汽熱含量；重要的影響

因素包括各種使用設備狀況，例如熱交換器、加熱設備與其他製程特定需要設備。其他的重

要元件包括由蒸汽接收處傳輸到設備的管線，與設備排放冷凝水的袪水系統與排出的冷凝水。 
重要輸入與輸出因子：重要輸入因子有來自供輸系統蒸汽的壓力與品質狀況，重要輸出因子

有應用所得的產品品質、使用後的蒸汽與冷凝水狀況等。 
改善的時機：確實瞭解每單位產品所需要的蒸汽量，如此方能夠有比較的依據－不管是廠內

不同機組或其他競爭業者—來確認自家的蒸汽運用狀況是否仍有改善空間。適當的選用、計
算尺寸與維護使用設備的袪水器；冷凝設備中不能凝結成份的排泄很重要，因為不能凝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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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持續滯留在設備中，會使冷凝設備很快就失效。估計的原則是，在蒸汽中的不能凝結成份

存在每 1%，熱傳系數會減少 10%。 
◎蒸汽回收 
概述：有效的凝水回收系統首要之處，在於能夠充分利用所有製程排放蒸汽與凝水中的殘能；

重要的影響因素包括凝水回流管、冷凝槽與凝結水排除泵。 
重要輸入與輸出因子：重要輸入因子有來自程序系統的凝水，重要輸出因子有回到蒸汽製造

系統的凝水，以及可以使用低壓蒸汽設備的應用安排；低壓蒸汽的成份包括冷凝水收集器或

袪水器溢出的蒸汽，加上隨凝水排放的蒸汽。 
改善的時機：確認目前已經回收與可以回到鍋爐系統的凝結水量，並評估增加回收量所需投

入的處理成本與節能效益。確認凝結管線的尺寸是否適度，因為凝結管中會有液體與蒸汽兩

相並存，而蒸汽體積佔大部分，所以管線的尺寸要足以承受溢放的蒸汽；要確實做好凝水回

流管、接頭與閥件的絕熱。如果能夠用冷凝槽回收熱凝水，所得的蒸汽可補充低壓蒸汽應用

的需求。 
◎蒸汽產生燃料成本的基準對照 
基準對照蒸汽產生的燃料成本(美元/千磅蒸汽)，是評估蒸汽系統效率的有效方式；這種成本
與燃料種類、單位燃料成本、鍋爐效率、飼水溫度與蒸汽壓力有關，能提供良好的蒸汽成本

初估與鍋爐效率追蹤。表1顯示產生1磅飽和蒸汽在不同操作壓力與飼水溫度時所需輸入熱
值；表2列出幾種常用燃料一般的含能量與鍋爐燃燒效率。 
表1. 產生1磅飽和蒸汽的能源需求(Btu)* 

飼水溫度、°F 操作壓力、psig 
50 100 150 200 250 

150 1,178 1,128 1,078 1,028 977 
450 1,187 1,137 1,087 1,037 986 
600 1,184 1,134 1,084 1,034 984 

*依據蒸汽表中飽和蒸汽與飼水之間焓的差異計算所得。 
表2. 含能量與燃料燃燒效率 
燃料種類(銷售單位) 含能量(Btu/銷售單位) 燃燒效率(%) 
天然氣(度therm) 100,000 81.7 
天然氣(立方英尺) 1,030 81.7 
蒸餾油/2號燃油(加侖) 138,700 84.6 
蒸餘油/6號燃油(加侖) 149,700 86.1 
煤碳(噸) 27,000,000 87.6 
註：燃燒效率是依據節熱器的鍋爐、空氣預熱器與煙道氣含氧3%的操作狀況。 
上面表列數據可用來決定鍋爐或其他燃燒設備產出可用熱能的成本，估算也可以涵括配件設

備操作成本，例如飼水幫浦、風扇、燃料加熱器、燃料噴霧器與吹灰所需的蒸汽、處理化學

品、環境與維護成本。 
範例：有一座鍋爐，所使用的天然氣燃料成本為0.3美元/度，飼水溫度是華氏230度，能產生
450 psig壓力的飽和蒸汽。利用表列數據，計算蒸汽產生的成本： 
蒸汽成本 = [ 0.3 (美元/度) ÷ 100,000 (Btu/度) ] x 1000 x 1006 (Btu/磅) x 100 ÷ 81.7 = 3.69美元/
千磅 
建議方案 
• 依據公用事業費用計算年度燃料成本。 
• 在設備上裝設一具蒸汽流量計，並計算蒸汽產生的成本；用基準對照方式比較數值。 
• 應用系統分析方式，進行熱效能分析以估算蒸汽的有效成本。 
蒸汽的有效成本：蒸汽的有效成本和輸送的路徑有關，應用一套系統分析方式並考量整個鍋

爐島，涵括泄水、輔助蒸汽消耗、除氣裝置等；不同壓力的程序蒸汽負荷、多具鍋爐與廢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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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系統會使系統更複雜。為確認蒸汽的有效成本，可應用涵括所有重要因子的熱能與電能

的組合模擬模式。 
多種燃料應用能力：具備多種燃料應用能力的鍋爐，可以在燃料價格波動的時候，調整燃料

使用的種類以獲得最低的蒸汽產生成本。 
較高與較低的熱值：燃料是依據總值或較高熱值(HHV)銷售，在燃燒過程結束時，如果仍有
水份是蒸汽形式，則較高熱值必須減去水蒸發的潛熱，所得的數值即為較低熱值(LHV)。 
◎消除鍋爐因短週期造成的損失 
當鍋爐的容量超過需求量時，燃燒停開的現象頻繁，而造成所謂的"短週期"。蒸汽的需求量
會因製程變更而增減，也可能購置時高估當時或未來的需求；或是因為裝置節能設施，或是

採納熱回收措施，而使熱能需求量減少。結果，工廠可能會有好幾套鍋爐，而且每一具容量

都是預估量的數倍。 
用在室內暖氣的鍋爐最容易發生容量過大的現象，因為設計時要考慮建築物熱損、輸風管的

加熱以及考量極端的操作狀況，可是照明系統、設備與人員的散熱並未計算。 
週期損耗：一個鍋爐的週期包括燃燒加熱期、熄火後的爐內排氣、靜止待機期、點火前實施

換氣與點火燃燒。鍋爐效率是在每一操作週期，鍋爐提供的有用熱能與輸入鍋爐能源的比值；

當短週期發生時，或多重鍋爐點火率低的時候，鍋爐效率會降低。效率降低的部分原因，是

固定損耗會在負載不足時被放大；例如，鍋爐內幅射損失在滿載時是輸入熱能的1%，那麼在
負載一半時幅射損失增為2%，在負載四分之一時幅射損失增為4%。除了幅射損失，熄火後
的爐內排氣與點火前實施換氣也會造成損耗。在點火前實施換氣時，風扇運轉以吹動空氣通

過鍋爐，以將「可燃性混合氣體」完全清除排放；熄火後的爐內排氣也有類似的情況，排氣

時，鍋爐內加熱的空氣被排出。 
範例：一座1,500馬力(1馬力 = 33,475 Btu/小時)鍋爐的週期效率是72.7% (E1)，現改用一座600
馬力鍋爐，其週期效率是78.8% (E2)；計算每年節省的費用。 
燃料節省比率 = (1 – E1/E2) = (1 – 72.7/78.8) x 100 = 7.7% 
如果1,500馬力鍋爐每年耗用燃料200,000 MMBtu，而燃料成本為3美元/MMBtu，改用600馬力
鍋爐節省的費用為： 
年度節省 = 200,000 MMBtu x 0.077 x 3美元/MMBtu = 46,200美元 
建議方案 
• 確認每座鍋爐的效率與操作成本，並且採用一套控制策略，以獲得多重鍋爐操作的最大總
體效率。 
• 避免短鍋爐週期，可增設小型鍋爐以適應更有彈性與更有效率的操作需求。 
多重鍋爐操作：當負載需求增加時，要把效率最好的鍋爐連線操作；當負載需求降低時，要

把效率最差的鍋爐離線停用。針對排放量、操作狀況或燃燒率限制，將負載由蒸汽成本高的

鍋爐轉移到成本低的鍋爐。應用自動控制器以確認每座鍋爐的增支成本(蒸氣成本的變化/負載
的變化)，然後依據需求調整操作；如此可以達到最大效率與減少能源成本，必要時，安排負
載順序以協助達成鍋爐系統最佳表現。裝置多重鍋爐的動力間，若多重鍋爐同時在低燃燒狀

況下操作，可以藉適當的鍋爐分配策略提供節能機會。 
鍋爐縮小規模：加裝一座小型鍋爐以應付日常的負載需求，或採用多重小型鍋爐，可以達到

燃料節約的目的；如果工廠的蒸汽需求量變化大，設置小型鍋爐可能較實用經濟。 
◎改善鍋爐燃燒效率 
應用最佳過量空氣的方式操作鍋爐，可以將排放熱損減至最低，並且改善燃燒效率；燃燒效

率是量度燃料熱含量如何有效轉換成有用熱能的參考，而煙囪排放溫度與煙道氣含氧量(或二
氧化碳)是燃燒效率的重要指標。 
在完全混合的情況下，一定量的燃料與反應劑量的空氣能充分反應；但在實際的應用，燃燒

狀況從未達到理想，所以需要額外或過量的空氣，以確保完全燃燒。過量的空氣可由煙道氣

含氧量或二氧化碳濃度分析而得，如果過量的空氣不足，會導致不完全燃燒(煙道氣含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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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煙、煙氣與一氧化碳)；但是過量會導致熱損耗—也因此降低整體鍋爐燃料轉換蒸汽的效
率，下表列出煙道氣狀況與鍋爐功率的關係。 

天然氣燃燒效率 
燃燒效率 

煙道氣溫度低於燃燒空氣溫度 °F 
過量 % 
空氣(氧氣) 

200 300 400 500 600 
9.5 (2.0) 85.4 83.1 80.8 78.4 76.0 
15.0 (3.0) 85.2 82.8 80.4 77.9 75.4 
28.1 (5.0) 84.7 82.1 79.5 76.7 74.0 
44.9 (7.0) 84.1 81.2 78.2 75.2 72.1 
81.6 (10.0) 82.8 79.3 75.6 71.9 68.2 

假設完全燃燒，在燃燒空氣中沒有水蒸汽。 
設計良好的天然氣燃燒系統，可以達到過量空氣10%的水準；所以減少過量空氣或降低煙道
氣溫度差異，均可提高鍋爐效率。 
範例：一座鍋爐每年操作8,000小時，並且耗用500,000 MMBtu的天然氣，以產率45,000磅/小
時生產150 psig的蒸汽。煙囪氣體量測發現過量空氣44.9%，而煙道氣比燃燒空氣溫度少
400°F；由上表查得鍋爐燃燒效率是78.2% (E1)。調整鍋爐把過量空氣減至9.5%，煙道氣比燃
燒空氣溫度少300°F，則鍋爐燃燒效率提升至83.1% (E2)；假設蒸汽成本是4.50美元/MMBtu，
每年節省成本約 
成本節省 = 燃料消耗量 x (1 - E1/E2) x 蒸汽成本 = 29,482 MMBtu/年 x 4.50 美元/MMBtu 
= 132,671 美元/年 
建議方案 
鍋爐操作時的過量空氣常高於最佳值，定期檢測煙道氣組成，並且調整鍋爐至最佳過量空氣

狀況。 
煙道氣分析儀：一具便宜的氣體吸收檢測器就可以測出煙道氣的含氧量；更昂貴的(500 - 1,000
美元)手持式、電腦分析儀能夠顯示含氧率、煙道氣溫度與鍋爐效率。這方面的投資很值得，
因為鍋爐系統每年燃料節省超過 50,000美元。 
氧氣調平系統：當燃料組成變化大(例如煉油氣、豬糞沼氣、或多種燃料鍋爐)，或蒸汽流量
變化大，應該考慮裝設一套線控氧氣分析儀；氧氣“調平”系統提供回饋訊號到燃燒器控制組
件以自動減少過量燃燒空氣，以維持空氣對燃料的最佳比率。 
◎資料來源 
(1)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 
(2)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generate.shtml) 
(3)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distrib.shtml) 
(4)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steamuse.shtml) 
(5)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operate.shtml) 
(6)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bnch_cost.pdf 
(7)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boil_cycl.pdf 
(8) http://www.nrel.gov/docs/fy02osti/314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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