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蒸汽製造的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應用－II 

 

◎清潔鍋爐與水接觸的熱傳表面 

即使是一具小鍋爐，防止結垢的形成也能產生顯著的節能效果；結垢的過程是因為水中常有

的鈣、鎂與矽發生化學反應，而在鍋爐熱交換管壁與水接觸的一面沉積，持續累積的現象。

結垢造成的問題，是垢層的熱傳導性是裸露鋼材的十分之一，即使是薄薄的一層垢，也能有

效隔熱，並且阻礙熱傳；會造成鍋爐熱交換管金屬壁過熱、管壁受損與能源效率降低等後果。

因為結垢造成的燃料浪費，在水管式鍋爐約為2%，在煙管式鍋爐約為5%；能量耗損與結垢的

厚度與成份有關，如下表所示。 

能量耗損與結垢的關係表 

能量耗損、%的總量 結垢的厚度 

英寸 一般的結垢 高鐵質的結垢 鐵質加矽 

1/64 1.0 1.6 3.5 

1/32 2.0 3.1 7.0 

3/64 3.0 4.7 － 

1/16 3.9 6.2 － 

註：一般的結垢是低壓作業常遇到的狀況；結垢含高鐵質與鐵質加矽成份是高壓作業常遇到

的狀況。 

範例：一座鍋爐的功率為每小時45,000磅(磅/時)，能產生150-psig的蒸汽；每年操作8,000小時，

耗用450,000百萬Btu (MMBtu)的燃料。如果結垢的厚度是1/32英寸，屬於一般的結垢，由上表

中查出能量耗損率為2%；假設能源成本為3美元/MMBtu，每年增加的操作成本為 

= 450,000 MMBtu/年 x 3美元/MMBtu x 0.02 = 27,000美元 

建議方案：鍋爐要避免任何結垢的現象，最好的方式即從源頭防止發生，預防的方法有 

• 鍋爐補充水的預處理(應用水軟化器、除礦物質器與逆滲透，以去除會結垢的礦物質)； 
• 在鍋爐飼水中注入化學物質；並且 
• 採取適度的鍋爐水沖放/排放作業。 
監測煙道氣溫度：有關結垢或沉積形成的間接證據是測煙道氣溫度；如果煙道氣溫度無故上

升(當鍋爐負載與過量空氣維持穩定時)，很可能就是結垢存在現象的效應。 

進行目測檢查：當鍋爐停用維修時，目測檢查加熱管；結垢清除可藉機械或酸洗方式來達成。

如果結垢的現象一直存在，請教當地的水處理專家，並且考慮改變飼水處理方式，或調整添

加化學藥劑的時機。 

◎凝結水回流鍋爐 

當蒸汽把熱傳到製程中、熱交換器或加熱盤管時，蒸汽轉變成液態的凝結水；把這種高溫凝

結水回流到鍋爐以改善動力廠的能源效率，是一項很值得考慮的方式。高溫凝結水回流到鍋

爐有幾項好處：凝結水回流愈多，需要的補充水愈少，能節省燃料、補充水、化學藥劑與處

理成本；排放到下水道系統的凝結水較少，減少處理費用。高純度的凝結水回流，也可以減

少鍋爐水沖放/排放所損失的能量；當高溫(130°F至225°F)的凝結水回流時，減少冷(50°F至60°F)
的補充水加熱的需求，可節省相當的燃料。 

一個簡單的計算顯示，凝結水的能源可能是一般系統蒸汽總含能量的10%以上；假設在100 psig

壓力下的蒸汽系統，且補充水溫度是55°F的情況下，其中凝結水殘留熱能的計算方式如下： 
hc = 凝結水在180°F的焓 = 148 Btu/lb 
hm = 補充水在55°F的焓 = 23 Btu/lb 
hs = 蒸汽在100 psig的焓 = 1189 Btu/lb 

凝結水殘留的熱能(%) = (hc – hm)/(hs – hm) x 100 = (148 – 23)/(1189 – 23) x 100 = 10.7% 
一項關係式顯示凝結水在不同溫度下殘留的熱能：凝結水在不同溫度殘留的熱能(∆%)/凝結水
的溫度(∆°F) =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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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考量一蒸汽系統因為配輸狀況改變，要回流180°F的凝結水約每小時10,000磅；假設此
系統每年要操作8,000小時，維持鍋爐效率在82%，並且補充水溫度是55°F。工廠處理水與污
水的成本是0.002美元/加侖，燃料成本是每百萬Btu (MMBtu)要3美元。假設有12%二次蒸汽損

耗(flash steam loss*)，計算每年節能總值。 

每年處理水、污水、化學藥劑的節省 = (1 – 二次蒸汽比率) x (凝結水負載 磅/小時) x 每年操

作時數 x (總共水費 美元/加侖) ÷ (水的密度 磅/加侖) = (1 - 0.12) x 10,000 x 8,000 x 0.004美元 
÷ 8.34 = 33,760美元 
*當飽和凝結水降至某種低壓狀況時，部分凝結水閃失，並再度形成蒸汽，稱之為二次蒸汽損

耗(flash steam loss)。 

每年燃料的節省 = (1 – 二次蒸汽損耗) x (凝結水負荷 磅/小時) x 每年操作時數 x (補充水溫

度上升度數 °F) x (燃料成本 美方/Btu) ) ÷ 鍋爐效率 = (1 - 0.12) x 10,000 x 8,000 x (180 – 55) x 
3美元 ÷ (0.82 x 10

6) = 32,195美元 

每年因回流每小時10,000磅凝結水的節省 = 33,760美元 + 32,195美元 = 65,955美元 

凝結水的回收促成節省：一家特殊紙廠藉額外的凝結水回流量，以減少其鍋爐補充水的比率，

由蒸汽產生量的35%降低至14%與20%之間，每年節省成本逾300,000美元。 

建議方案：藉由儘可能的回流熱的凝結水到鍋爐，可以降低操作成本；可以試用下列方案。 

• 如果沒有凝結水回流系統，評估凝結水回流與處理系統的成本，然後選擇最適當的處理容
量裝設系統。 

• 修復蒸汽配輸與凝結水回流系統的洩漏。 
• 加強凝結水回流系統管線的絕熱，以保存熱能並防止燙傷人體。 
◎工業蒸汽系統的脫氣槽 

脫氣槽是自鍋爐飼水去除溶解空氣的機械設施，能夠降低溶氧與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濃度，以

保護蒸汽系統免遭腐蝕氣體的影響。在大部份的高壓(>200 psig)鍋爐中，水中溶氧濃度要小於

十億分之5 (5 ppb)才能防止腐蝕的效應；在低壓鍋爐中，水中溶氧濃度若小於十億分之5 (5 

ppb)，設備壽命可以延長，而十億分之43 (43 ppb)是容忍極限值。水中的二氧化碳是一定要完

全去除的。 

應用方式：設計一套有效的脫氣系統，要考量脫氣量、預期溶氧濃度，更進一步要考量鍋爐

飼水補充量對凝結水回流量的比率，以及脫氣槽的操作壓力。 

脫氣槽以蒸汽把水加熱，達到槽內該蒸汽壓力下完全飽和的溫度，並將溶解氣體驅除帶走；

蒸汽流的模式可以與水流平行、橫掃或逆向操作。脫氣槽包括一處脫氣區、一只儲存桶與一

個排氣口；在脫氣區內，蒸汽泡泡通過水，既可加熱也能攪動。蒸汽被接觸的水所冷卻，而

在通風冷凝器凝結，不能凝結的氣體與部份蒸汽由通風口排放。 

供輸到脫氣槽的蒸汽，能進行脫除作用，並且把回流凝結水與鍋爐補充飼水的混合液加熱到

飽和溫度。大部份的蒸汽會因此凝結，但要讓一小部份(通常是5至14%)排放，以便達到脫除

的目的。一般設計作業是要計算加熱所須的蒸汽量，然後確保有足夠的流量能提取脫除的氣

體。如果凝結水回流率很高(>80%)，而且凝結水壓力與脫氣槽壓力比較也顯得很高，那麼加

熱所須的蒸汽量就很少，並且預期多餘的二次蒸汽會凝結。 

脫氣槽蒸汽耗用量：也就是用來把接觸的水加熱到其飽和溫度的蒸汽耗用量，加上不會凝結

氣體的排放量，減去從熱凝結液產生的二次蒸汽總量，或蒸汽從損壞的祛水器外洩量。作熱

能平衡計算時，要以接觸的水可能的最低溫為依據。排放率與脫氣槽型式、大小(以飼水容量

表示)及補充水量有關，操作時的排放率在注入冷的、含氧量高的補充水時達到最大值。 

建議方案： 

• 脫氣槽蒸汽的需求量，在蒸汽配輸系統改裝後、凝結水回流或作熱回收等節能措施後，重
新檢討。 

• 裝設連續式溶氧監測儀器，以協助確認導致除氧效果不佳的操作方式。 
額外的好處：脫氣槽可提供儲水容量，並提供鍋爐供水幫浦進口處所須要的淨吸力；回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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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結水與補充水於脫氣槽內混合。由於操作溫度範圍是215至350°F之間，可以減低對於後面
連接預熱設備與鍋爐的熱衝擊。 

絕熱措施：脫氣區、儲存桶與所有輸送熱水或蒸汽的管線應該要充分的絕熱，以防止蒸汽的

凝結與熱的損失。 

功能確認：脫氣槽是用來清除進水中的溶氧，不是用來清除夾帶的空氣；夾帶空氣的來源包

括幫浦抽吸側管線鬆脫的接頭，或不當的幫浦填墊材料。 

壓力變化：突然增加的洩漏或閃發蒸汽，會造成脫氣槽容器壓力的變化尖峰，導致氧再溶於

飼水的現象；應該要裝置一只適合的壓力限制閥，以維持脫氣槽穩定的壓力。 

◎由鍋爐排放水回收熱 

利用一套熱交換器以預熱鍋爐補充水，可以把鍋爐排放水的熱能回收；任何鍋爐的持續排放

水超過蒸汽產生量的5%，就很適合設置排放水廢熱回收設備，高壓鍋爐節省的能源更多。下

表顯示由鍋爐排放水回收熱的潛力。 

鍋爐排放水可回收熱量表 

回收熱量，每小時百萬Btu (MMBtu/小時) 

鍋爐操作壓力，psig 

排放水比率，%

鍋爐飼水量 

50 100 150 250 300 

2 0.45 0.5 0.55 0.65 0.65 

4 0.9 1.0 1.1 1.3 1.3 

6 1.3 1.5 1.7 1.9 2.0 

8 1.7 2.0 2.2 2.6 2.7 

10 2.2 2.5 2.8 3.2 3.3 

20 4.4 5.0 5.6 6.4 6.6 

依據蒸汽產生率每小時100,000磅，補充水溫度是60°F，預期回收90%的熱能。 
範例：一座工廠內使用的燃料成本是3美元/MMBtu，其持續排放水量是每小時3,200磅(磅/小

時)，以避免溶解物質高濃度的累積；如果裝置一套補充水熱交換器能回收90%的排放水能量

損失，每年節能績效為多少？ 

假設一座效率達82%的鍋爐每小時能生產150-psig的蒸汽50,000磅，每年操作8000小時，其排放

水比率為3200 / (3200 + 50,000)= 6.0%。由上表得知，依據6%的排放水比率、150-psig的鍋爐操

作壓力，能回收的熱能是1.8 MBtu/小時；由於此表是假設蒸汽產率為100,000磅/小時，則本廠

每年節約量計算如下。 

每年節約能源 = 1.67 MMBtu/小時 x (50,000磅/小時/100,000磅/小時) x 8000小時/年 / 0.82 = 

8146 MMBtu 

每年節約成本 = 8146 MMBtu/年 x 3美元/MMBtu = 24,438美元 

建議方案：如果鍋爐有持續排放水系統，可以考慮裝設一套熱能回收系統；如果鍋爐有非持

續排放水系統，可以考慮換裝一套持續排放水系統與熱能回收系統。 

排放水能量回收：排放水廢熱的回收，可藉一套熱交換器、一只汽化箱、或配備一套熱交換

器的汽化箱；降低汽化箱的壓力可以讓一部份的排放水轉換成低壓蒸汽，此股蒸汽通常用在

脫氣槽。由汽化箱排出的水，可導流經過一套熱交換器。冷卻排放水還能夠協助符合放流水

溫度限值的好處。 

◎蒸汽配輸與凝結水回收管線的絕熱 

未絕熱的蒸汽配輸與凝結水回收管線是穩定的廢熱源，未絕熱的蒸汽配輸管線熱耗損量列示

於下表。絕熱通常可以減少90%的熱耗損量，有助於確保工廠設備的正常蒸汽壓力；任何溫

度超過120°F的表面都應該作絕熱，包括鍋爐表面、蒸汽與凝結水回流管與接頭。 
在蒸汽系統維修的時候，絕熱物常遭到破壞或移除後沒有裝回去；破損的或濕的絕熱物應該

要修復或立即換新，以免危害絕熱值。換新絕熱物之前要消除水氣的來源，絕熱物變濕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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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包括會漏的閥件、會漏的外管、會漏的管路、或會漏的設備，在蒸汽管線絕熱後，熱流的

改變可能影響蒸汽系統的其他部份。 

未絕熱的蒸汽管線每100英呎的熱耗損對照表 

未絕熱的蒸汽管線每100英呎的熱耗損(MMBtu/年) 

蒸汽壓力(psig) 

配輸管線直

徑(英吋) 

15 150 300 600 

1 140 285 375 495 

2 235 480 630 840 

4 415 850 1120 1500 

8 740 1540 2030 2725 

12 1055 2200 2910 3920 

依據水平鋼管、周遭溫度75ºF、無風、操作時數8,760小時/年。 
範例：有一工廠使用的蒸汽成本是4.5美元/MMBtu，經調查蒸汽系統，確認有1,120英呎長裸露

的1英吋直徑蒸汽管線，以及175英呎長裸露的2英吋直徑蒸汽管線，操作壓力均為150 psig；另

外有250英呎長裸露的4英吋直徑蒸汽管線，操作壓力均為15。由上表可知，每年損耗的熱量

計算如下。 

1英吋管: 1,120英呎 x 285 MMBtu/年每100英呎 = 3,192 MMBtu/年 

2英吋管: 175英呎 x 480 MMBtu/年每100英呎 = 840 MMBtu/年 

4英吋管: 250英呎 x 415 MMBtu/年每100英呎 = 1,037 MMBtu/年 

總熱能損耗 = 5,069 MMBtu/年 

設置絕熱效率90%的操作成本每年節省 = 0.90 x 4.5美元/MMBtu x 5,069 MMBtu/年 = 20,530美

元 

建議方案：針對蒸汽系統調查蒸汽配輸與凝結水回流管線，進行絕熱作業，並開始節省能源。 

絕熱最佳化控制軟體：北美絕熱設備製造協會已發展一套軟體(3EPlus)，可為各種不同的絕熱

材料計算最佳應用厚度；可計算回收期、表面熱能損耗、各種特定絕熱物質厚度的表面溫度

等資料，透過資訊交流處可免費獲得此3Eplus軟體。 

使用絕熱護套：市場上已經有可移除的絕熱護套，可用於閥件、法蘭接板、蒸汽袪水器與其

他接頭配件；例如一只6英吋的閘閥，可幅射熱的表面積可能超過6平方英呎。 

◎減少鍋爐排放水 

由於排放水的溫度和鍋爐產出蒸汽的溫度相當，減少鍋爐排放率可以顯著的降低能量耗損，

也可以減少補充水與處理藥劑成本。 

當水份在鍋爐汽水鼓蒸發時，飼水中的固體成份留存；這些懸浮固體形成污泥，或沉積在鍋

爐，降低熱傳效果。溶解的物質形成泡沫，而且造成爐水攜出的現象。為了降低懸浮與總溶

解物質的濃度到可接受的限度，水要定期自鍋爐中釋出或排放；底泥或底部排放通常是一項

手控的程序，每隔數小時排放數秒鐘，通常是用來清除鍋爐水中沉澱的懸浮粒子所形成的重

污泥。水面或刮除排放是用來去除浮在水面的溶解物質，通常是持續性的程序。 

鍋爐排放不充分可能導致鍋爐水隨蒸汽攜出的現象，或是沉積的形成；排放過度會浪費能源、

水與藥劑。最佳排放率的影響因素包括鍋爐型式、操作壓力、水處理、補充水水質等，排放

率通常是鍋爐飼水流量的4%至8%；但若補充水的溶解物質含量高，排放率可能高達10%。 

範例：假設裝置一套自動排放控制系統，把排放率由8%降至6%；假設是連續操作的天然氣

燃料鍋爐，每小時產生100,000磅150-psig壓力的蒸汽。假設補充水溫度是60°F，鍋爐效率是
82%，燃料成本是每百萬Btu (MBtu)要3美元；水與污水處理的總成本是每加侖0.004美元，

計算每年成本節省總值。 

鍋爐飼水：調整前 = 100,000 / (1 - 0.08) = 108,695磅/小時 

調整後 = 100,000 / (1 - 0.06) = 106,383磅/小時 

補充水節省量 = 108,695 – 106,383 = 2312磅/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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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水焓量 = 338.5 Btu/磅;60°F的補充水焓量 = 28 Btu/磅 
熱能節約 = 338.5 – 28 = 310.5 Btu/磅 
每年燃料的節省 = 2312磅/小時 x 8760小時/年 x 310.5 Btu/磅 x 3美元/MBtu / (0.82 x 106) = 

23,007美元 

每年水與化學藥劑的節省 = 2312磅/小時 x 8760小時/年 x 0.004美元/加侖 / 8.34磅/加侖 = 

9,714美元 

每年節省的成本 = 23,007美元 + 9,714美元 = 32,721美元 

建議方案：檢討排放方式以確認節能機會，依據專業標準審核鍋爐飼水與排放率的作業方式；

考量項目包括操作壓力、蒸汽純度、沉積控制等，自動化排放控制系統值得考慮。 

自動化排放控制系統：這種系統能依據溶解物質量調節泄水量，以使水面排放最佳化；導電

度、總溶解物質、矽或氯化物濃度，以及鹼度等都是鍋爐水中溶解的鹽類與其他污染物的指

標。一支探測棒能提供回饋訊號到一具控制器，以驅動一模組排放閥；另一種方式是比例控

制，把排放率與補充水流量設定成一比例。 

濃縮倍數：表示鍋爐水中累積的雜質；如果鍋爐水含的雜質是補充水含量的10倍，那麼濃縮

倍數是10。 

◎利用飼水節熱器以回收廢熱 

一具飼水節熱器可以把煙道氣的熱傳送到供給的飼水，因而減少蒸汽鍋爐的燃料需求。鍋爐

的煙道氣排到煙囪時的溫度，常常比蒸汽產出溫度高100°F至150°F；一般而言，煙道氣溫度
每降40°F，鍋爐效率可以提高1%。藉由廢熱回收，一具飼水節熱器通常可以降低燃料需求約
5%至10%，裝設成本兩年內可以回收；下表舉例說明熱回收的潛力。 

由鍋爐煙道氣回收熱例舉表 

回收熱MMBtu/小時 

鍋爐輸出熱值MMBtu/小時 

煙道氣溫

度，°F 
25 50 100 200 

400 1.3 2.6 5.3 10.6 

500 2.3 4.6 9.2 18.4 

600 3.3 6.5 13.0 26.1 

依據條件為天然氣燃料、15%的過量空氣、煙囪排放口溫度250°F。 
範例：一具天然氣燃料鍋爐每小時產生45,000磅，壓力為150 psig的蒸汽；凝結水回流到鍋爐

與補充水混合，形成溫度為117°F的飼水，煙囪排放口溫度是500°F。如果鍋爐每年操作8,400
小時，能源成本為4.5美元/MMBtu，裝置一具飼水節熱器後，計算每年的能源節省的成本。 

由蒸汽表可得知各狀態下的焓值： 

壓力為150 psig的飽和蒸汽：1,195.5 Btu/磅 

溫度為117°F的飼水：84.97 Btu/磅 
鍋爐熱輸出 = 45,000磅/小時 x (1,195.5 – 84.97) Btu/磅 = 50百萬Btu/小時(MMBtu/小時) 

由上表，針對煙囪排放口溫度是500°F與鍋爐熱輸出是50 MMBtu/小時的狀況，回收熱是4.6 
MMBtu/小時。 

每年節約值 = 4.6 MMBtu/小時 x 4.5美元/MMBtu x 8,400小時/年 = 173,880美元/年 

建議方案： 

• 在鍋爐操作狀況依據設備製造商的規範調適後，查核煙囪排放口溫度；此時鍋爐應該在最
適過量空氣水準與所有熱傳表面清潔的情況下操作。 

• 考量露點、冷端腐蝕、經濟的熱傳表面等因素，確認煙道氣能夠冷卻排放的最低溫度。 
• 研究在鍋爐上裝設飼水節熱器或空氣預熱器的成本效益。 
排放氣體溫度限值：煙道氣能夠冷卻排放的最低溫度和使用的燃料種類有關，燃燒天然氣時

是250°F、燃燒煤或低硫燃油是300°F、燃燒高硫燃油是350°F；設定溫度限值是為了防止凝結
與可能的煙囪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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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熱器的應用潛力：當鍋爐內有表面熱傳效率不佳的現象時，裝置一具飼水節熱器可用來移

除燃燒熱；對於鍋爐超過100馬力，操作壓力超過75 psig，並且整年充分負載操作時，是很適

合加裝一具飼水節熱器。 

◎在未絕熱的閥件與接頭上裝上可移除式絕熱設備 

維修期間，管線、閥件、接頭的絕熱常會受損或移除後沒有復原；未絕熱的管線、閥件與接

頭可成為安全的危害與熱損的來源。可移除式或可重複使用的絕熱設備可用來遮蔽任何表

面，其組成包括不易燃內層、絕熱物質與不易燃且耐磨耐蝕的外層；使用材質要能防油、防

水，而且能耐熱到1600°F。這種絕熱片使用時以線繩綑綁，或使用皮帶與扣環。 
實際應用：可重複使用的絕熱片常用在工業設施，例如法蘭壓板、閥件、伸縮接頭、熱交換

器、幫浦、渦輪機、桶槽與其他不規則表面。這種絕熱片柔軟但耐震動，可用在水平或垂直

裝置的狀況，或是難於接近的位置。任何高溫管線或設備都應作絕熱以減少熱損耗、降低熱

散與改善安全；原則上，任何超過120°F的表面應作絕熱以保護人員。絕熱片可以在定期檢修
時很容易的移開與復原，有時候可當作隔音片。 

能源節約：下表彙整不同尺寸的閥件與操作溫度時，使用絕熱片所能節省的熱能。 

使用可移除式閥件絕熱片的節能量(Btu/hr) 

閥件尺寸，英吋 操作溫

度，°F 3 4 6 8 10 12 

200 1690 2020 3020 4030 4790 6050 

300 3630 4340 6500 8670 10300 13010 

400 6260 7470 11210 14940 17750 22420 

500 9700 11680 17375 23170 27510 34750 

600 14150 16900 25340 33790 40130 50690 

依據2英吋的絕熱片披覆在150磅等級法蘭接合閥，周遭溫度是65°F。 
範例：在一條250 psig壓力飽和蒸汽的管線(406°F)上，要將未絕熱的6英吋閘閥披覆2英吋的絕
熱片，依據上表，估算每年燃料與現金的節省。假設鍋爐效率是80%、燃燒天然氣、連續式

操作，燃料成本是3美元/百萬Btu。 

每年燃料節省 = 11,210 Btu/小時 x 8760小時 x 1/0.80 = 122.75 MMBtu 

每年金錢節省 = 122.75 MMBtu x 3美元/MMBtu = 368美元(每具6英吋閘閥) 

建議方案： 

• 調查蒸汽配輸系統，以確認可以應用可移除式或可重複使用絕熱片的位置。 
• 對於需要定期檢修的零件，應用可移除式絕熱片。 
取得便利性：絕熱設備供應商常以地區為營業範圍，以便就近送貨與滿足當地特定的工作需

求；大多數的公司可進行現場服務，以確保能充分適用不規則的表面。對於特殊的應用，製

造商可以在裝置與移除絕熱片時就近提供指導。 

隔音的好處：有時候絕熱片還有隔音的效果。 

蒸汽祛水器的絕熱：倒置桶型蒸汽祛水器可應用可移除式或可重複使用絕熱片作有效絕熱，

但是，溫度調節祛水器與碟狀祛水器要依照製造商的指導意見，作適當的絕熱。 

注意事項：在移除所有或任何絕熱物質，要依據工業安全法規查核其中的石綿成分。 

◎蒸汽祛水器的檢修 

一套蒸汽系統若有3至5年沒作維修，很可能有15%至30%的蒸汽祛水器已經故障了，結果讓剛

生產的蒸汽跑到凝結水回收系統；蒸汽系統若能定期檢修，故障的蒸汽祛水器比率可降至

5%。如果一套蒸汽系統有逾500支祛水器，作一次檢查可能會發現驚人的蒸汽損失量；漏氣

的蒸汽祛水器洩漏率例舉如下表。 

漏氣的蒸汽祛水器洩漏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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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損失量(磅/小時) 蒸汽祛水器

孔徑，英吋 蒸汽壓力(psig) 



 15 100 150 300 

1/32 0.85 3.3 4.8 - 

1/16 3.4 13.2 18.9 36.2 

1/8 13.7 52.8 75.8 145 

3/16 30.7 119 170 326 

1/4 54.7 211 303 579 

3/8 123 475 682 1303 

蒸汽洩漏至大氣壓力。 

範例：有一座工廠的生產成本是每1千磅蒸汽值4.5美元，檢查發現在150 psig壓力的蒸汽輸送

線上有一支祛水器跳開；該祛水器孔徑是1/8英吋。由上表可估計蒸汽耗損率是75.8磅/小時，

若能修復，每年節省值 = 75.8磅/小時 x 8,760小時/年 x 4.5美元/1,000磅 = 2,988美元/年 

蒸汽祛水器測試：祛水器要測試以決定是已能正常作用，並且沒有低溫阻塞或因故障而開口，

讓剛生產的蒸汽跑到凝結水回流系統；測試祛水器有四種基本方法：溫度、聲響、目視與電

子。 

建議方案：測試蒸汽祛水器主要是想確定功能是否正常，不讓寶貴的蒸汽無故洩漏；建立一

檢測計畫，以定期有系統的檢視、測試與修復蒸汽祛水器，應包括一種報告機制以確保貫徹，

並能提供紀錄能源與金錢節省的方式。 

建議蒸汽祛水器測試頻率： 

• 高壓(150 psig以上):每週至每月作一次檢測 

• 中壓(30至150 psig):每月至每季作一次檢測 

• 低壓(30 psig以下):每年作一次檢測 

我國1996年工業部門使用燃料及電力排放CO2量佔全國總量52%。依據IPCC計算燃料排放

CO2建議轉換係數，則工業部門鍋爐年排放量佔能源排放 CO2工業總量 24.1%，全國總量

12.6%。其中工業部門之燃油鍋爐排放量佔能源排放CO2工業總量15.7%，全國總量8.2%，是

一個頗具減量潛力的領域。 

◎資料來源 

(1)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clnwtrsd.pdf 

(2)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condensate_return.pdf 

(3)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deaerate.pdf 

(4)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heat_recovery.pdf 

(5)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pdfs/insulate.pdf 

(6)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minimize_blowdown.pdf 

(7)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pdfs/recovery.pdf 

(8)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remov_ins.pdf 

(9)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steam/pdfs/traps.pdf 

(10) http://www.ctcietsc.org.tw/service/steam1.htm#1 

◎其他參考資料 

(1) 冷凝水與二次蒸汽回收之重要性 http://www.ctcietsc.org.tw/print/44_3.htm#b1 

(2) 節能巡禮－－蒸汽剩餘價值之再利用 

http://216.239.53.100/search?q=cache:aDjf801yKcYC:www.etdc.org.tw/ele-news/ele-0031.htm+f

lash+steam&hl=zh-TW&lr=lang_zh-CN|lang_zh-TW&ie=UTF-8&inlang=zh-TW 

(3) 蒸汽及冷凝水系統應用技術探討 http://www.etdc.org.tw/ele-news/ele-0034.htm 

(4) 蒸氣活瓣入門 http://www.hvacr.com.tw/mag/tech/rah47/r4708.cfm 

(5) 智慧型高效率蒸汽鍋爐 http://www.ctcietsc.org.tw/service/steam1.htm#1 

(6) 蒸汽鍋爐系統熱回收效益 http://www.ctci.org.tw/43te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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