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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溫室氣體減量案例  
資料來源：http://www.caddet.org/technologies/index.php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產基會摘譯 

摘譯日期：94 年 6 月 

1.花王和歌山廠更換氣熱聯合發電機組(CHP)為可將廢氣完全燃燒、熱回收及廢氣循環除臭設

備(Remodeling of the CHP Installation, at the Kao Wakayama Plant, into a Full-fired Heat 
Recovery Combined Cycle Deodorizing Odorous Gases －15th January 1999/15th April 2004,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 =19203) 

摘要 

花王(Kao)為日本重要的化粧品公司之一，特別是在清潔劑方面的產品，花王公司致力於降低

其商業活動中可能對環境所產生之負荷。最近，花王和歌山廠已將其能源消耗量降低與二氧

化碳排放量減少 44.5%，該廠並採行更強力的作法，以進一步節能與完全抵消二氧化碳的排

放。降低成本也是該廠執行該等措施之最主要原因。 

該廠 44%的能源係來自於船用燃料油(bunker fuel oil)，其中的 75%用在該廠的１號鍋爐，１

號鍋爐設置有氣熱聯合發電機組(combined heat power，以下簡稱 CHP)。１號鍋爐設置於 28

年前，因使用船用燃料油，鍋爐有低溫腐蝕與功能逐漸惡化的情形。CHP 內裝置有背壓式汽

輪機（back pressure turbine）與凝汽式汽輪機（condensing turbine）進行發電，然而，大部分

(56%)的電力被用在廠內的公共設施上。 

在此背景下，和歌山廠採行了下列措施，以改善能源的使用效率及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並

可以延長鍋爐的壽命及合理化其成本： 

1.將原使用船用燃料油的１號鍋爐改用天然氣，以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及延長鍋爐的壽命。 

2.併同燃料的更換，將１號鍋爐的 CHP 更換為可將廢氣再燃燒，以及可利用渦輪廢氣作為鍋

爐燃燒時所需要空氣的來源，以增進其效率與節約能源。 

3.廠內所產生的臭氣與鍋爐燃燒所排出的高溫渦輪廢氣混合，再送入１號鍋爐內的廢氣再燃

燒器內燃燒，因此，可做為除臭用的熱處理設備。 

該系統中，500℃的高溫渦輪廢氣被送回改燒天然氣的１號鍋爐中，渦輪廢氣原含氧量約

15%，在鍋爐廢氣排放口處將減少至 4%，由於廢氣中含氧量的降低，可減少廢氣排放所造成

熱量損失，並增加鍋爐效率。製程所產生的臭氣與渦輪廢氣混合後，再送入鍋爐中，該設備

可確保臭氣高溫熱分解所需的滯留時間；在設備重置前所安裝的循環空氣加熱器(用以回收鍋

爐廢氣中的廢熱)以管狀的給水加熱器所取代，並可避免含未燃物的臭氣氣體外洩。 

在化工廠中，如何確保熱源與電力來源的穩定，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為避免熄火，和歌

山廠在 1 號鍋爐安裝一項新式燃燒器，該燃燒器可提供可靠的燃燒效果。該廠另一項重要課

題是如可有效地解決燃氣渦輪機緊急停機(30 秒內減少燃燒空氣的供應)的狀況，該狀況會使

得 1 號鍋爐無法運作，而 1 號鍋爐為該廠的熱及蒸氣的主要供應源，且造成燃氣渦輪機停止

發電，進而會造成該廠完全停擺。為解決此一問題，花王與大阪氣體(Osaka Gas)、川崎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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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安裝新的鍋爐與燃氣渦輪機的控制設備，以確保該等設備可連續運轉，不致突然停止

運作。 

和歌山廠設備重置可減少能源消耗約原油 4,386 公秉／年(約 167,545 GJ/年)，減少 3.7%的二

氧化碳排放量(8,281 公噸-碳/年)，因臭氣造成附近居民抱怨的事件減少 10.4%。 

目標 

延長鍋爐壽命與減少燃料燃燒所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 設備重置可提升效率與節約能源。 

– 利用熱處理臭氣(除臭)。 

– 提供穩定的熱源與電力來源。 

技術面 

廢氣完全燃燒、熱回收及廢氣循環除臭設備： 

該設備不同於原廢氣熱回收（未完全燃燒）聯合循環發電系統，原設備利用鍋爐廢氣產生蒸

氣，推動蒸氣渦輪機葉片，進行發電。重置後的設備（廢氣再燃燒(完全燃燒、熱回收)聯合

渦輪廢氣循環設備），可將渦輪廢氣送回鍋爐當作燃燒空氣，利用渦輪廢氣的氧含量與高溫

特性，可提升鍋爐的效率。花王和歌山廠之廢氣完全燃燒、熱回收設備，利用 500℃、含氧

量 15%的渦輪廢氣，可提升鍋爐產氣量，由原１號鍋爐 70 公噸／小時的產氣量，設備重置後

提升至 100 公噸／小時。 

重置後的設備可大為提升既有鍋爐與燃氣渦輪機的效率，因此，本技術可能是 CHP 設備最合

適、最具經濟效益的重置方式。此外，改燒天然氣後，不必使用原１號鍋爐因燒船用燃料油

所需設置的脫硫與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提供穩定的熱源及電力來源： 

為使鍋爐在燃氣渦輪機緊急停機時，可持續運轉，花王與大阪氣體、川崎重工合作，在安裝

新的控制設備後，鍋爐與燃氣渦輪機可自動由聯合運作模式轉換成獨立運作模式，使燃氣渦

輪機緊急停機時，不致影響鍋爐的運作。由實際安裝測試結果證實，鍋爐與燃氣渦輪機在不

同運作模式的轉換過程中，可穩定提供燃燒所需的空氣量，維持穩定的蒸氣壓，抑制燃氣渦

輪廢氣壓的波動情形。 

花王與大阪氣體、川崎重工已共同就此項控制技術提出專利申請。 

利用廢氣完全燃燒、熱回收及廢氣循環設備除臭： 

和歌山廠所產生臭氣之主要成分為胺類與脂肪酸，濃度約數十 ppm。臭氣先與高溫渦輪廢氣

混合後，再送入鍋爐燃燒，因系統可提供燃燒所需的滯留時間，可有效分解臭氣成分。經以

一對管狀給水加熱器取代原先的空氣加熱器，該系統可回收廢氣中的廢熱，並可避免含未燃

物的臭氣氣體外洩。 

能源面 

設備重置後，可減少該廠 3.7%的能源消耗（約 167,545 GJ/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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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 

該設備因改用天然氣，可減少 3.7%的二氧化碳排放量(8,281 公噸-碳/年)。該設備因可同時處

理臭氣，亦解決降低了該廠因臭氣造成附近居民抱怨的事件。 
 
 
2. Westfield 生質物焚化廠 The Westfield Biomass Plant，1st October 2000/12th February 2003—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4067 

摘要 

Westfield公司是蘇格蘭地區第一家利用生質物發電之焚化廠，並且是全世界中唯一應用高級

流體化床燃燒系統焚化處理禽畜類廢棄物之焚化廠，此焚化廠提供了一套獨一無二之禽畜類

廢棄物解決方法並利用其廢熱發電，每年可處理120,000公噸重之禽畜類廢棄物，並將其轉換

為1千萬伏特之電力及高品質之農業肥料。此焚化廠之建造成本為2,200萬英磅，其所有者為

能源動力資源有限公司。 

技術面 

蘇格蘭各地農場產生之禽畜類廢棄物不須前處理即可經由密閉式25公噸車運送至本廠，然後

經由自動化吊車系統將禽畜類廢棄物從傾卸坑移至貯坑，貯坑可容納約4,000公噸廢棄物，貯

坑並維持於負壓狀態以避免臭氣逸散，貯坑內維持連續自動化監控，同時經由吊車運作、攪

拌並抓取適當之廢棄物送入爐床燃燒，本廠核心為鍋爐系統，並設置流體化爐床焚化禽畜類

廢棄物，爐床下方進氣以造成爐體內部物質如滾水般流動，提供了良好的熱傳，使得廢棄物

能完全被焚化且污染物質排放濃度並不高。 

當本廠開始運轉時必須先利用燃油來將溫度提升至600℃~700℃，當爐床內之溫度被提升至

650℃時，被加熱至其一半溫度之禽畜類廢棄物則被送入爐床內焚化，從焚化燃油至送入禽畜

類廢棄物之過度時期須非常快速以維持爐床內良好的燃燒狀態及廢氣品質，爐床內溫度將迅

速被升高至850℃，且在滿載狀態下為確保完全焚化，廢氣停留時間至少需2秒。 

燃燒廢氣經由熱交換器將水變成水蒸氣(壓力為60bar、溫度為460℃)，嗣後降溫至160℃，並

經袋濾式集塵器處理後通過煙囪排放至大氣中。 

過熱蒸汽被送往渦輪發電機中產生11KV之電力，在送出廠外前並將電壓增高至33KV。 

廢氣經由袋濾式集塵器處理以去除粒狀污染物，經袋濾式集塵器處理後部份廢氣被反送回爐

床以控制爐床溫度及降低氮氧化物之生成。 

在燃燒過程中於爐床、過熱氣、節熱氣及袋濾式集塵器等四處排出之灰渣被送往容量為200

公噸之貯倉貯存，由於灰渣富含磷酸鹽類及碳酸鹽類，故可被當成肥料賣出使用。 

能源面 

在基本運轉條件下，本廠之基本電力輸出可達1千萬伏特，且提供連續不間斷之能源，輸出電

力可供20,000戶家庭使用，在蘇格蘭可再生能源法之規定下並可售出本廠產生之電力。 

環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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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廢氣排放濃度僅及蘇格蘭環保署制定限值之一半，在正常運轉下各項污染物排放濃度如

下： 

 粒狀污染物 < 50 mg/m3 ~5 mg/m3 

 硫氧化物 < 300 mg/m3 ~20 mg/m3  

 氮氧化物 < 300 mg/m3 ~50 mg/m3  

 HCl < 150 mg/m3 ~25 mg/m3 

 每年可降低二氧化碳之排放量達 73,333,000 公斤 

經濟面 

本廠建設成本係向蘇格蘭銀行貸款 2,200 萬英鎊，在蘇格蘭可再生能源法之規定下，本廠產

生之電力將可以優惠價格售予蘇格蘭能源公司。 
 
 
3.化學製品製造商之 CIP 潔淨技術Cleaning-in-place (CIP) System Saves Energy for Batch 

Chemicals Manufacturer， 1st January 1996/1st May 2003—http://www.caddet.org/admin/ 
includes/ 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 =1&id=3282 

摘要 

此項案例證實了於化學製造工廠中安裝用於清潔容器之CIP系統對於經濟和環境的好處，Ciba

公司是一家化學製品製造商。其中一種他所生產之樹脂基礎添加劑黏性非常強，導致要將容

器清潔乾淨非常困難，在過去，Ciba公司係使用氫氧化鈉溶劑來清潔容器，且必須花費好幾

個小時來完成。Ciba公司研究並購買了一套高壓CIP系統。此套系統最主要之好處是增加17%

之效率，其價值相當於每年2百萬英鎊，此項獲利係源自於將清潔時間由8小時降低為2.5小時

或更短，另外每年亦可降低22,000英磅之化學藥劑費用，因為清潔系統已不須再使用氫氧化

鈉溶劑，且其排出廢液亦不須加酸中和。因應效率增加之需，每批次清潔過程中用水量增加

了約111%。CIP系統降低了有害物質的使用量，同時改善了工作環境並降低意外發生的風險，

此套潔淨系統其能耗降低77%。 

技術面 

此套新潔淨系統包括了CIP單元、手推車和絞盤、高壓幫浦設備等。 

能源面 

此套高壓力之潔淨系統將能耗降低77%，令每次清潔所耗電力從950度降低為220度，安裝此

套CIP系統將每年原本僅可完成之510批次之清潔提高至598批次，但每年仍可節能達143,475

度電力。 

環境面 

每年節能143,475度電力可換算為減少6,750公斤CO2排放量。 

經濟面 

此項系統將原本使用氣體動力之氫氧化鈉清潔系統更換為使用電力之CIP系統，在以電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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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之狀況下，此套系統可降低能耗達77%，另外，更換動力系統亦是降低CO2排放量的主要

原因，雖然此套系統可節能，但因使用電力之故，在能源支出上仍增加了1,471英鎊，但基於

下述理由此項電力支出仍可被接受： 

此套系統每年可節能達2,115,426英鎊，最主要是因增加了效率，另外則是降低了化學藥劑的

用量。此套系統之設置費用為125,000英鎊、操作費用為57,000英鎊，其設置回收期僅為31天。 
 
 
4.節能效率達50%之交流電驅動系統風扇馬達AC Inverter Drives on Fan Motors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by Over 50%，1st January 2000/1st May 2003—http://www.caddet.org/admin/ 
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527  

摘要 

此項案例顯示出Knauf公司如何在三座大型風扇之操作中每年節能150,000英鎊。Knauf公司係

一生產家庭用品與工業用品絕緣用之玻璃棉製造工廠，三套大型風扇產生吸力來吸取輸送機

上之玻璃，隨後再進行後續處理。 

原先每套風扇之馬達係利用機械導引入口葉片來控制空氣流動率，但某位廠內工程師瞭解於

風扇馬達上使用交流電驅動系統較機械葉片更具有經濟效率。 然而置換整套系統的設置費用

並不充足，幸運的是該公司與設備供給者達成特別協議，在此協議下設備費用由能源供給者

支付，且由能量供給者更換原有的馬達和變壓器，並安裝新式交流電驅動系統，而Knauf 公

司則由節能費用上償還設置費用予能源供給者，此套新系統每年可節能53.8%，而其設置費用

為300,000英鎊，其設置回收期不到兩年。 

技術面 

風扇原本由3.3 kV/525 kW馬達(動力由11/3.3 kV變壓器提供)所驅動，且馬達係利用機械導引

入口葉片來控制空氣流動率，此項技術將原先之馬達置換為415 V/ 355 kW馬達(動力由11 

kV/415 V 450 kVA變壓器提供)以及三套可變頻之變壓器。 

能源面 

此套系統之節能效率達53.8%，將每年電力消耗從7,066,826度降低至3,264,031度。 

環境面 

每年於電力上節能3,802,795度，可換算為降低160萬公斤CO2排放量。 

經濟面 

此套系統每年節能可達152,112英鎊(在電價為每度4英鎊之基準下)，其設置費用低於300,000

英鎊，其設置回收期約為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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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 業 化 風 力 發 電 系 統 Merchant Wind Power ， 1st March 2001/15th October 
2002—http://www.caddet.org/ 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808 

摘要 

位於蘇格蘭東基爾布賴德市之風力渦輪發電機為 Ecotricity 公司所設置之第一套商業化風力

發電系統(MWP)，該設置計畫並未獲得政府額外之獎勵補助金，MWP 系統係由 Ecotricity 公

司設置風力發電系統並於發電後售予買主，此為一首創概念。 

目標 

在考慮到獨佔事業、低財務風險之綠色能源長遠供應性及與傳統發電比較之較低設置及操作

費用等條件下，MWP 系統在能源供應上為一創新之概念。對環境議題方面，MWP 系統提供

了一套於經濟上與商業皆可實行之再生能源來源。 

技術面 

風車葉直徑 - 44m 

塔高度 - 65m  

旋轉方向 – 順時針 

翼片數 - 3 

翼片長度 - 21m 

風力渦輪發電機之渦輪機(馬力為 600 kW)係於德國製造，該渦輪機於德國被切割成 8 部分後

運送至蘇格蘭東基爾布賴德市安裝，將該風力發電機組豎立起就花了 3 天時間。直接傳動之

渦輪機並不具備類似齒輪箱之構造，因此導致其並不須具備高速運轉之機械或電氣設備，在

該類型之渦輪機中所有可移動之物件中包括有以定速 10~22 rpm(視風力狀態)旋轉之風扇葉

片。相較之下，具齒輪箱構造之渦輪機可在 1500 rpm 高速下運轉，故直接傳動之渦輪機因其

不產生機械噪音較具齒輪箱構造之渦輪機安靜。 

本套渦輪機之配備包括有因風力大小運轉或停止之風扇葉片，在低風速運轉狀態下，其產生

之噪音較單一速度之渦輪機小，這是因為本套渦輪機之啟動風速為 10rpm，而在低速運轉下

並可提供額外的視覺享受(在英國各界常見之老式風車運轉速度為其 2 倍)，風扇噪音主要係

於風扇尖端產生，且隨著轉速愈高其噪音愈大。 

能源面 

蘇格蘭東基爾布賴德市之風力渦輪發電機每年發電量為 1,900 萬度，足夠供應 Sainsbury 公車

站三分之ㄧ電力需求。 

環境面 
本設備每年可降低 CO2、SO2及 NOx之排放量分別為 1,645 公噸、19 公噸及 6 公噸，本項設

備操作運轉前 5 個月所獲得之能源約略等於設置該渦輪發電機所耗損之能源。 

經濟面 

就長遠來看，若 Ecotricity 公司與電力公司簽訂購電契約以健全 MWP 風力發電計畫之財務，

則不須政府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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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立公私合營之暖氣供應公司 Energy Services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s/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rojects for Community Heating ， 15th October 1999 / 1st May 
2003—http://www.caddet.org/ 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137 

摘要 

公私合營的概念是引入私人資本和專門技術參與公共建設及服務。公營事業希望與民間業者

簽訂合約，以注入民間業者之準時服務及緊密的管理控制。 

在 1997 年，公私合營之理念已延伸至地方市鎮之建築中，兩套初擬方案被私人財政公司核

准，此項計畫利用私人資金及管理技術來改善曼徹斯特與倫敦自治市鎮建築之暖氣系統。對

當局而言，利用公私合營/私人資金之好處在於其可對地方市鎮之建築物提供額外資金及管理

技術，它轉移了適當的商業風險予民間企業承擔，同時降低了居民及地方議會整體支出。 

英國政府相信一套成功之公私合營/私人資金方案具有下列因素： 

 設計革新 

 風險轉移 

 通貨評估 

 內部之剩餘價值評估 

曼徹斯特與倫敦自治市鎮建築之暖氣系統改善計畫符合上述條件，同時為英國第一件針對地

方市鎮提供私人資金資源服務計畫。 

目標 

達成節能及降低 CO2之排放量。 

技術面 

曼徹斯特地方市鎮興建於 1960 年代，為具 6 個行政區之市鎮且須改善其暖氣系統，其中 4 個

行政區以天然氣燃燒系統提供暖氣，剩餘 2 個行政區則以電力方式提供，雖然暖氣系統已改

善過，但仍未有充足之中央暖氣系統，且有冷凝水及霉菌生長之問題。於是曼徹斯特地方當

局引進一套新式暖氣系統計劃(包含兩台 150 kWe CHP 引擎)提供各住戶暖氣服務。 

倫敦自治市鎮興建於 1950 年代末及 1960 年代初，為高低樓層互錯之市鎮，其暖氣系統係分

別獨立，但公共暖氣系統則已損壞。倫敦自治市鎮於是將舊式之暖氣設施更換為新式暖氣設

施以提供所需。 

能源面 

與舊式暖氣系統相較下，安裝新式暖氣系統後曼徹斯特地方當局每年可節省 5,400 度電力，

而倫敦自治市鎮則可節省 9,324 度電力。 

環境面 

設置於曼徹斯特地方當局與倫敦自治市鎮之暖氣系統改善計畫每年可降低 CO2 之排放量達

100,000,000 公斤。 

經濟面 

曼徹斯特地方市鎮與倫敦自治市鎮與業者係分別簽訂了 20 年及 25 年之長期合約，對曼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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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方市鎮之居民而言，每年於暖氣系統之支出降低至 360 英鎊，而倫敦自治市鎮之居民則

降低至 189 英鎊，而地方當局所獲得之利益包括轉移適當風險、增加居民滿意度及降低抱怨，

並且降低相關設備之維修保養費用。 
 
 

7.超高效率之直接接觸式水加熱器 Ultra-High Efficiency Direct Contact Water Heater—1st 
February 1999/2nd May 2001，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4110 

摘要 

直接接觸式水加熱器之原理為藉由燃燒器所產生之熱氣與欲加熱之水於直立式填充塔型熱交

換器中對流以進行熱能傳遞。水於填充塔頂部先行霧化後沈降，藉由填充塔內之不銹鋼填充

物延緩及散佈下降情形，並得與由底部進入並上升之熱氣充分接觸以轉移熱能。 

本設備之熱效率與入口水溫相關，因為本設備是一個對流的交換器，入口處為水溫及熱氣溫

度最低處，高入口水溫將使水加熱器產生高溫度之出口熱氣而大量殘餘廢熱，其意味更低的

熱效率。 

故本設備在高溫封閉系統之應用上，如高溫空間供暖系統，將因回流水溫過高而大幅降低熱

效率，減損直接接觸技術之高效率特性。 

魁北克地區乾酪製造中心係於 1998 建造，其即運用了此項高溫空間供暖系統，並增設了水蒸

氣泵，以避免效率下滑問題。 

技術面 

水蒸氣泵是由冷凝器和蒸發器所組成之熱質轉換設備。其中冷凝器用以將高溫度之出口熱氣

降溫，而蒸發器則藉由燃燒空氣與冷凝器熱水之接觸，將取自熱氣之能量轉移到燃燒空氣。 

冷凝器、蒸發器和水加熱器的聯合運作，可將天然氣高位發熱量達 100％之運用，熱效率可

達 90％。 

能源面 

SOFAME 公司設計之本設備範圍從 300 千瓦到 15 兆瓦。在 Neufchatel 地區所採用功率 1.3 兆

瓦之設備，可在整體熱效率 96%狀況下，每年節能約 1.4TJ 。 

環境面 

本技術因熱效率高而使用較少燃料，可減少二氧化碳和其它汙染物排放。與中低熱效率設備

(75%)比較，CO2 削減量約 21%。並且，NOx 排放量可控制在 8 到 11ppm 之間(在 3% O2 基

準下)。 

經濟面 

功率 1.3 兆瓦之設備安裝費用估計為加幣 90,000 元，若以取代熱效率 75%之一般熱水鍋爐(安

裝費用估計為加幣 52,000 元)計，設備回收年限約為 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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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熔爐系統之優選化專家系統 Expert Furnace System Optimisation Process—1st January 
1996/28th November 2000，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966 

摘要 

Goodfellow 技術公司為 Stantec 全球技術國際公司之分公司，開發了一套熔爐系統優選化專

家系統(EFSOP(r))，並於安大略 Whitby 地區 CO-STEEL LASCO 鋼鐵廠成功地安裝和展示。

該系統運用連續的即時煙道廢氣分析回饋電弧爐之操作，可有效增加熔爐生產力、減少生產

成本、並改善環境污染控制。 

電弧爐增量生產時因熔爐大量注入能源及氧氣常導致燃燒停留時間不足，造成相當數量的能

量損失。一般而言，電弧爐之燃燒效率不高，約 3 成之注入能源隨廢氣排放而逸失，其中大

部分為未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同時，各國對於環境污染控制之要求與日俱增，為符合相

關廢氣排放標準，需投入鉅額防制成本。 

本系統於 1998 年 10 月獲財經郵報環境技術領域銀牌獎，並於 1999 年再次獲得加拿大節能獎

章。 

技術面 

Goodfellow EFSOP(r)系統係運用精密儀器量測煙道排氣組成，定量分析包括 CO、H2 等未完

全燃燒廢氣，並將分析結果即時傳送至可程式控制系統，藉以控制改善熔爐的氧氣效率，回

饋控制熔爐燃燒情形，使能量損失減到最小。 

能源面 

於電弧爐中未完全燃燒之可燃氣體約佔煙道廢氣組成之 50%以上，其代表相當數量之能量逸

失，估計約為 200kWh/t。 

環境面 

除節能和增加產能之優點外，Goodfellow EFSOP(r)系統準確的熔爐尾氣分析資料，可回饋供

給適量的燃燒空氣與降低汙染物形成。以 CO-STEEL LASCO 鋼鐵廠為例，每年約可減少排

放二氧化碳計 7,000 噸。 

經濟面 

比較 1996 年 CO-STEEL LASCO 所建造之鋼鐵廠與 1997 年 CO-STEEL LASCO 所建造運用

Goodfellow EFSOP(r)技術之鋼鐵廠，後者電力消耗量減少約 35 kWh/t ，每年增加獲益約 1 百

萬加幣，設備回收年限低於一年。 
 
 
9.冷凍機與滾筒式空氣烘乾機設置計畫 Installation of a chiller and of rotary-drum air dryers—1st 

July 1995/24th August 2000，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868 

摘要 

IBM Bromont 廠的各種製程和空調系統需使用大量之冰水，由於既有冰水系統老舊，經評估

後決定更換一部已使用 25 年之冰水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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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廠之壓縮空氣需求量平均為 95 m3/min，因係使用於微電子組件製造，該乾燥空氣必

須非常乾燥和乾淨。 

該廠之壓縮空氣系統原本使用二台吸收式空氣烘乾機，各設備包括二部輪替使用之乾燥槽，

乾燥槽於使用後，需進行乾燥劑之水汽脫附再生，以供再次備用。 

經評估後，在節能和提升生產力之考量下，該廠決定安裝四台滾筒式空氣烘乾機。 

與吸收式烘乾機相同，滾筒式空氣烘乾機亦需使用乾燥劑，但於乾燥劑再生時，係使用空氣

壓縮機之廢氣加熱，而不需消耗壓縮空氣。 

技術面 

本廠原本具八座冰水主機，總冷凍容量為 8,000 噸，經評估後，IBM 決定新設置一座 2,300

噸之冰水主機替換一座容量 1,000 噸之冰水主機，新的冰水主機因使用較先進的技術，具備

二台壓縮機，可維持高效率及進行局部運轉。 

本廠新裝置之滾筒式烘乾機節省了 15％之壓縮空氣使用量，總烘乾容量為 255m3/min。 

能源面 

新的冰水主機能源運用率約為 0.4kW/ton，冰水操作溫度約為 18°C，較原系統降低 6°C，每年

約可節能 7,725 GJ。 

新的烘乾機每年約可節能 4,900 GJ，及減少使用相當數量之壓縮空氣。 

環境面 

新的冰水主機使用新式之 HFC-134.A 冷凍劑，而非舊式之 CFC's 和 HCFC's 等，對臭氧層不

具破壞性。 

經濟面 

新設備之回收期約為二年。 
 
 

10.高品質高效率之造紙廠製程用水過濾程序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Filtration for Paper 
Mill Operations—1st June 1996/24th August 2000 ，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id =3983 

摘要 

Rolland 公司為專業之未加塗劑純紙及高級脫墨紙漿製造廠商。於 1996 年其位於 St-Jérôme

地區之工廠製程用水水質需加以改善提升。 

雖然該廠大多數用水已使用該廠自行引自河水經處理產出之製程用水，惟部分用水如員工盥

洗等仍大量使用自來水。為落實環保觀念及珍惜資源，該公司乃積極規劃減少飲用水消耗量

和檢討使用製程用水替換自來水。 

為提升製程用水之品質，該廠於水處理程序安裝了一套 Vortisand 過濾器，該過濾器為創新之

產品，結合離心分離和砂濾等程序，可有效去除 0.45 微米以上之雜質，得以避免堵塞管道及

噴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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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tisand 系統設置後由於產出之製程用水水溫較高，而減少了加溫要求，故得以有效節能。

且所提供潔淨之製程用水可防止雜質、腐蝕及結垢。因而減少了機器零件的替換和故障頻率。

據估計該廠以該製程用水取代之自來水用量每年可達 159 百萬公升。 

該過濾技術之應用範圍相當廣泛，諸於冷凍空調、自來水與純水產製、廢水再利用等。 

技術面 

Rolland 公司安裝之 Vortisand 系統型號為 A3-24-SS。技術規格包括可去除 0.45 微米以上之

雜質、自動反沖洗、過濾容量 11.3 litre/s (180 gpm)、過濾速率 46.5 m3/ m2/h (19 gpm/ft2)。 

能源面 

Vortisand 系統設置後由於產出之製程用水水溫較高，而減少了加溫要求，故得以有效節能約

3.8 GWh。 

環境面 

節能所減少之二氧化碳排放約為 650 公噸/年。此外，過濾系統之設置亦相對減少了水處理之

藥品使用量。 

經濟面 

Rolland 公司安裝 Vortisand 過濾器後每年節省之能源支出達 28,600 加幣，此外，在故障減少、

管道噴嘴替換、化學藥劑使用等，每年可節省之支出達 34,510 加幣，合計可節省 63,110 加幣。

本設備投資成本為 61,000 加幣，回收期低於一年。 

 

 
11.使用超過濾程序處理工業用水 Using Ultrafiltration to Treat Industrial Water—1st May 

1995/27th January 2000，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649 

摘要 

紙漿廠廢水二級處理常採用之生物處理程序，雖有良好之處理效果，然而卻有成本高、操作

複雜等缺點。1995 年 Groupe Cascades 集團之兩座工廠，包括位於 Louiseville 地區從事生產

隔音板之 Matériaux Cascades 廠及位於 Cap-de-la-Madeleine 地區從事生產複合紙製地板之

Cascades Lupel 廠，採用超過濾廢水處理程序處理紙漿廢水均獲致良好成效。 

Matériaux Cascades 廠廢水處理之重點為含木質纖維及澱粉、蠟等添加物之廢白水處理，及廢

水 COD 與 BOD 之去除。Cascades Lupel 廠廢水之特色則為含有乳膠、樹脂和礦物粉末及微

量毒性物質。 

超過濾處理程序為使用過濾膜進行廢水過濾，藉以分離過濾膜阻絕之懸浮固體、膠羽和高分

子汙染物。 

根據該兩廠之設置結果顯示, 超過濾程序為紙漿廠廢水處理之有效工具，回收之廢水雜質可

再回製程生產，減少原物料使用量及廢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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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面 
在超過濾系統裝置前，Matériaux Cascade 廠每日之廢水排放量為 75 m3，裝置後每日廢水排

放量降為少於 1 m3，總懸浮固體量由 150 公斤/日降為少於 1 公斤/日，BOD 從 750 公斤/日
降為 1 ～2 公斤/日，COD 從 1,500 公斤/日降至少於 10 公斤/日。 
Cascades Lupel 廠廢水原具有微量有害物質，經超過濾處理後，得以有效去除，免除額外之處

理程序。廢水量則無顯著變化。 

能源面 

Cascades Lupel 廠之超過濾系統有二個泵浦，一個負責泵送液體通過濾膜，另一個負責將過濾

液體泵送至熱水貯槽。泵浦所需功率為 70 千瓦，由於回收水具有一定溫度，故可節省將冷水

加熱之能量，估計約為 530 千瓦，故本系統總節能約 460 千瓦。 

環境面 
紙漿廠產出之白水經由本系統之處理及殺菌劑之添加，可有效去除 COD 及毒性。 

經濟面 

Matériaux Cascades 廠超過濾系統之設置費用約為 300,000 加幣，而傳統之生物處理系統設置

費用約需 3,000,000 加幣。 
超過濾程序回收之廢水雜質可再回製程生產，減少原物料使用量。Cascades Lupel 廠藉此每年

可節省之化學藥品花費約 750,000 加幣。 
超過濾系統之投資成本可於一年內回收。 
 
 
12.節能新技術 (Teamwork and Innovative Methods Save Energy －  1st May 1991/24th 

November 2004，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 
1&id=3195) 

摘要 
美國一座大型水泥廠計畫實施節能措施，該廠管理階層建議加裝一台省能之變速風扇馬達，

並且包括調整水泥碾磨製程達最佳化、關閉不使用之電動馬達、降低壓縮空氣使用量，以及

採重力脫水方式取代機械化等節能方式。一些廠房窗戶被置換成更具節能效率的型式，此外，

照明及空調設備也進一步研究以升級至更具節能效率的系統。 

技術面 
該廠加裝一台 1,250 匹馬力(930 kW)之變頻驅動式風扇馬達，其他部分廠商則裝設 1,500 匹馬

力(1,100 kW)之機型。 

能源面 

該廠所裝設之 1,250 匹馬力(930 kW)變頻驅動式風扇馬達，每年可節省能源超過 2.84 百萬仟

瓦-小時。其他加裝 1,500 匹馬力(1,100 kW)機型之工廠，則每年可節省 3.34 百萬仟瓦-小時。 

經濟面 

該廠所有更新設備總節能約為 1.4 百萬美元，投資成本為 3.8 百萬美元，成本回收期不到 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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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省錢節能之冷凍空調改裝計畫(Retrofit HVAC Project Saves Money and Energy －  1st 
October 1989/24th November 2004 ，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189) 

摘要 

這項改裝計畫的目的乃將一座現有之 10 年舊的傳統式 14.7 百萬瓦(4,200 噸)用電需求的中央

冷藏工廠，轉換成熱能存貯設備，預期能 100%轉換尖峰冷卻用電需求成離峰小時用電。這項

改裝計畫也將用來節省過剩的冷卻用電，並且在冬季時利用冷凝器回收廢熱使用。測試結果

乃省下 1,900 千瓦(540 噸)電力，或對設施的高峰瞬間冷卻負載電力減少 18%。 

技術面 

熱能貯存系統設計包括一部份體積 10,219立方公尺(2.7百萬加侖)被埋在地下的預鑄預力的球

狀圓頂之圓筒形混凝土冷卻水塔、一個雙重八角形層化系統，以及二座直徑 0.41 公尺(16 英

寸)預先隔熱、地下化之冷卻水傳輸鋼管，以連接冷卻水塔和現有的中央冷凝工廠之間，一座

冷卻水管加壓站，以及多重區域、變速式配水系統。 

能源面 

熱能貯存系統在第一年操作期間，可節省冷卻用電達 9,700,000 千瓦小時或 9.1%；在第二年

操作期間，則可節省 3,011,000 千瓦小時或 28.3%之電力。在冬天期間，透過冷凝器的廢熱回

收可減少 300 千瓦(400 馬力)之熱水鍋爐操作能源。第一年天然氣使用量可減少 53,000 立方

公尺(1,877,000 立方英尺)或減少 31.1%；在第二年操作期間則可減少 190,000 立方公尺

(6,701,000 立方英尺)或減少 100%之天然氣使用量。 

經濟面 

這套熱能貯存系統包括設計、安裝及水處理之總成本為美金 1,670,000 元，然而經過二次地方

電力公司獎勵金後，這套系統的淨成本已降為美金 1,059,500 元。系統第一年的淨節省費用為

美金 154,200 元，第二年淨節省費用為美金 221,500 元。預測每年節省費用約為美金 276,650

元，根據總成本計算回收期約為 6 年，根據淨成本計算回收期約為 3.8 年。 
 
 
14.省能並減少廢氣排放之 Donlee TurboFireXL 鍋爐(Donlee TurboFireXL Boiler Saves Energy, 

Reduces Emissions － 1st January 1992/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 
includes/ 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091) 

摘要 

美國 Donlee 科技公司擁有氣體研究所(Gas Research Institute, GRI)的支持，開發了一座更有效

率與降低氮氧化物排放量的天然氣鍋爐。這座新式 TurboFireXL 鍋爐結合 firetube 和 watertube

技術，而任何其中之一僅能單獨使用在傳統鍋爐中。美國能源部聯邦能量管理計畫最近評估

了 Donlee 公司的新鍋爐，包括 1000 匹馬力的 TurboFireXL 系統。這座鍋爐，像 Donlee 公司

其它的 TurboFireXL 鍋爐一樣，結合 watertube 與 firetube 設計，具有一個氣旋式的燃燒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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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式燃燒系統。 

技術面 

這座 TurboFireXL 鍋爐利用氣旋式燃燒器，排出燃燒氣體直接進入鍋爐管。水從底部集管上

升通過燃燒室側壁中的管路，形成蒸汽與水的混合物，並且持續上升至蒸汽圓筒中，蒸汽圓

筒具對流傳遞性，可使煙道廢氣流經管路以提供熱能傳遞到圓筒中的混合物。為提高經濟效

益，可使用廢氣剩餘熱預先加熱鍋爐給水。這座 TurboFireXL 系統經由其兩階段燃燒過程，

可達到高效率燃燒和低廢氣排放之目的。在第一階段，燃料混合物高速地以正切方向注入圓

筒形燃燒室。在第二階段，額外的空氣被導入以達完全燃燒。TurboFireXL 鍋爐大小範圍從

1000 到 3000 匹馬力，可提供 15,648.9 到 45,359 公斤/小時(34,500 到 100,000 磅/小時)的蒸汽。 

能源面 

傳統鍋爐在高負載時可達相對較佳的效率，但隨負載減少時即明顯失去效率。TurboFireXL

鍋爐使用天然氣在高負載時可達約 85%的效率，並且可以在低負載時維持高效率。例如，在

25%負載時，TurboFireXL 鍋爐仍可達到約 83%的效率。 

經濟面 

Donlee 科技公司製造三套鍋爐，其大小為 1000 匹馬力、1800 匹馬力和 3000 匹馬力，並分別

花費了美金 250,000 元、美金 370,000 元和美金 590,000 元。設置費用分別為美金 75,000 元、

美金 125,000 元和美金 175,000 元。所以，三個鍋爐的購買和設置費用分別為美金 325,000 元、

美金 495,000 元和美金 765,000 元。安裝在 Knouse Foods' Peach Glen 廠的 1000 匹馬力的

TurboFireXL 鍋爐，回收期大約為 3.5 年。 
 
 
15.先進的燃煤技術(Testing facility will develop advanced coal combustion technologies－1st 

January 1992/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325) 

摘要 

燃煤發電的先進技術相較於傳統技術而言，可達更高的燃料效率、更低的廢氣排放以及更低

的資本與營業成本。但是，這些技術需要更進一步的研發評估。 

技術面 

本計畫初步包括一個先進的氣化床模組、一個先進的壓力式流體化床燃燒(PFBC) 系統、一個

燃燒器/渦輪機、一個熱氣清潔系統以及燃料電池。氣化床模組將使用可允許在大範圍操作溫

度和速度之氣化或或煤炭燃燒的氣化爐。二種商業化的陶瓷粒狀污染物控制裝置將與氣化爐

一併測試。 

能源面 

PFBC 系統比傳統燃煤方式提供更高效率，用 PFBC 系統取代老式鍋爐能改進鍋爐能力高達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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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 

本計畫的成本約為美金 165 百萬元，其中 20 % (約美金 33 百萬元) 由產業團體提供，80 %

由美國能源部提供(約美金 132 百萬元) 。估計節省的成本約為美金 32 百萬元。 

 

 
16.北卡羅萊納州紡織業應用電頻乾燥法介紹(Radio-frequency drying of textiles in North 

Carolina － 1st January 1991/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 
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327) 

摘要 

紡織工業使用離子傳導或雙極振動的原理，應用 Radio-frequency (RF) 乾燥法烘乾材料和織

品。欲烘乾的材料被安置在一個平行電極板間之高頻率電場中，於 RF 發電器中將三相交流

電轉換成直流電，再藉由振盪器轉換直流電成 RF 波(通常為 27.12 兆赫) 。乾燥原理乃藉由

材料中的離子傳導及/或水分子的雙極振動而進行烘乾。由於幾乎所有的溫度上升和能量吸收

是在水分子中，且當材料烘乾時加熱速率減少，與傳統烘乾機比較，對材料損傷的機會較少。 

技術面 

由於專題研究是在北卡羅來納州運作中的工廠進行，測試之 RF 烘乾機種類包括多家製造

商，主要型式為批次、連續和真空烘乾機，並使用 Drametz 量測儀測量各次試驗的電力消耗。 

能源面 

各種類型的纖維、材質和製程有著不同的能量消耗：批次烘乾 100% 聚酯織品的水分去除消

耗 0.24 千瓦小時/磅(0.53 千瓦小時/公升)；乾燥寬鬆庫存開士米織品的水分去除則消耗 2.23

千瓦小時/磅(4.91 千瓦小時/公升)，平均每磅織品的水分去除消耗為 0.587 千瓦小時 (1.29 千

瓦小時/公升)。 

經濟面 

在專題研究中，RF 烘乾機用於乾燥纖維花費了美金 0.033 元/磅(美金 0.015 元/公斤)，相較於

傳統沒有熱回收之烘乾機為美金 0.075元/磅(美金 0.034元公斤)與傳統有熱回收之烘乾機為美

金 0.037 元/磅(美金 0.017 元/公斤)，結果顯示為較便宜。RF 烘乾機與傳統烘乾機的購買價格

大致是差不多的，因此 RF 烘乾機真正的優點是在於對成品品質的改善與相對的利潤。 
 
 

17.蒸汽結晶空調系統(Vapour crystal air-conditioning system －1st March 1989/ 25th September 

2002,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1744) 

摘要 

本蒸氣結晶系統(VCS)係運用冷凍劑 R22 氣相與液相之潛熱變化進行能量間之循環轉換，為

一種低成本貯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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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調系統之運用上，本系統平均每 50 m²地板面積各於天花板安裝一套具四條冷熱獨立管道

之空調裝置，可進行各房間獨立、彈性之有效溫控。採用之管道為耐久、防漏材質。 

目標 

為達空間獨立、彈性及成本低廉之有效溫控，爰計畫採用本蒸汽結晶空調系統。 

技術面 

VCS 系統的概念相當簡單。在冷卻部分，冷凝器安裝在大廈頂部，並運用貯冷物質於離峰用

電期間輸入電能貯冷。致使氣相冷凍劑凝結為液相經管道流至各樓層安裝於天花板的空調裝

置。 

液體冷凍劑經吸收室內空間熱氣後再次汽化並經管道回到大廈頂部之冷凝器，如此運用重力

進行冷凍劑於氣相和液相狀態的循環。 

在加熱部分，蒸發器被安裝在地下室，以加熱液體冷凍劑，將其汽化並通過管道送至於天花

板內空調裝置之熱線盤，氣相冷凍劑經熱交換後則再被凝結。 

經濟面 

VCS 系統的運作費用大約為一般傳統空調系統之三分之一，設置成本亦較一般傳統空調系統

略低。 
 
 
18.有效再生制動能量的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Unique Diesel-Capacitor Hybrid Truck that 

Regenerates Brake Energy Efficiently － 15th October 1997/24th March 2004,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id = 18807) 

摘要 

日產柴油汽車為最早製造出汽車電容器蓄電池的汽車公司之一，該公司將電容器蓄電池技術

應用於４噸級柴油卡車，並於 2002 年 6 月正式於市場推出全球獨一無二的柴油蓄電池混合式

卡車（diesel- capacitor hybrid truck）。 

中型(medium-duty)商用卡車經常行駛於市內與都市間的道路，當卡車平均車速下降且需經常

停車的狀況下，將使得商用卡車的運作效能降低。在平均車速為 25 公里／小時的狀況下，制

動能量(brake energy)佔行進能量(travelling energy)的 50％強，當平均車速降至 15 公里／小

時，制動能量佔行進能量將增加至 70％。制動能量一般是以熱能的方式被消耗掉，因此，將

制動能量再生利用，增加車輛運作效能，已成為商用卡車設計上的重要課題。 

研發柴油蓄電池混合式系統之關鍵，在於如何有效地將制動能量再生，並在短時間將大量電

力貯存於蓄電設備內，以供應車輛行駛所需的動力，易言之，也就是需要一個高功率密度

(power density)與高能量密度(energy density)的電容器。一般商用卡車開 10 年，約行駛 50 至

60 萬公里，剎車 300 萬次以上，電容器需具有低耗損(low degradation)、長壽命。相較於採化

學反應放電與充電的二次電池，非應用化學反應之雙層電解電容(electrical double layer 

capacitor)具有優異的高功率密度、較高放電與充電效率與長壽命，在應用上被視為較具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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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行性，該項技術的缺點是其能量密度太低。因此，日產柴油汽車公司開始著手研發高效

能電容器，其能量密度約至少在 5.5Wh/kg，約一般電容器能量密度的 2 倍，並已達到 6.3Wh/kg

的目標值。 

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裝置包括上述之「超強電容器」、柴油引擎、變頻器(motor inverter 

system)，當該型式卡車使用制動能量再生系統於機動(motor-assisted)啟動與加速時，可以降低

發電機負荷、改善燃料效率與減少廢氣排放。當電容器充電狀態(state of charge, SOC)降至特

定電壓以下時，機動驅動模式將自動轉換為引擎驅動模式。因此，該型卡車的動力性能與一

般柴油車相當，且相較於一般同類型柴油車，每公升燃料行駛的路程約一般柴油車的 1.5 倍 

「超級電容器」因可同時充放大量的電力，除可適用於大型商用車輛(如卡車、公車等)外，

亦可應用於電力設施、軌道設施與工業設備。 

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榮獲 2002 年日本能源保護大獎(通產省大臣獎)。 

目標 

日產柴油汽車一直致力於研發應用制動能量再生系統的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該類型卡車

具有低污染、高效率、低二氧化碳排放之特性。 

能源面 

在一項以測功機(chassis dynamometer)進行測試試驗中，在半載荷(Half load)的狀況下，該款

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達到燃料效率 50%以上時，較一般同類型柴油車 traveling 

efficiency 高出 33%；制動能量回收率約 78％、電容器充放電效率約 93.5%(單向 96.7%)，可

做到高能源再生效率。 

環境面 

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之標準設備包括加裝氧化觸媒轉化器(oxidation catalyst)，相較於

一般同類型柴油車可分別減少二氧化碳(CO2)、氮氧化物(NOX)與懸浮微粒(PM)的排放量約

33%、44%與 66%。此外，雙層電解電容不使用重金屬，如汞或鉛。 

經濟面 

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建議售價為 1,443 萬日元，約較一般同類型柴油車貴 900 萬日元。

日本政府對卡車購買者補貼一半價差的金額，據評估每年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約較一

般同類型柴油車可節省 20~25 萬元的。在初期，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因銷量小，購買者額

外費用支出大於燃料費所節省下來的費用。 

現今日本國內中型卡車市場約 94 萬輛，2002 年新卡車登記量約 4.2~4.3 萬輛，如果每年新登

記卡車中的 20%(約 8,400~8,600 輛)被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所取代，日產柴油汽車公司

可減少零組件生產費用為原來的十分之一，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與一般同類型柴油車的價

差約可縮小到少於 100 萬日元。 



減量技術-18 

在上述情形下，因燃料費與行車里程數不同，日產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使用者一般在 3~4

年內，即可回收購車的價差。例如每年開 50,000 公里，柴油蓄電池混合式卡車與一般同類型

柴油車的油耗量每年分別約為 6,666 公升與 10,000 公升。如日本柴油每公升價格為 75 日元，

則每年約可節省燃料費(10,000-6,666)×75 日元=250,000 日元。實際上，因每年中型卡車行車

里程數超過 50,000 公里，因此，在技術與量產的條件下，未來，購車者將可於 2 年內即可回

收購車的價差。 
 
 
19.採用厭氧消化達到超高氣化狀態、無殘渣之食餘殘渣生物氣製造技術 (Food-waste 

Biogasification Technology Using Anaerobic Digestion Achieving Ultra-high Gasificaion with 
No Solid resiude) － 1st March 2001/24th March 2004,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id=18788)  

摘要 

在日本，食餘殘渣(food waste)包括由食品加工廠、餐飲業與一般家戶所產生的動物性與植物

性的殘渣，每年產出約 2,000 萬公噸。大部分食餘殘渣被送到焚化爐或掩埋場處理掉，僅約

9%被回收再利用。因此，日本政府於 2001 年 5 月公布食物再生利用法(Food Recycling Law)，

其目的在管制食餘殘渣、提昇其再利用率，並付予相關產業責任，要求於 2006 年以前，再利

用率應達到 20%以上。 

現今主要食餘殘渣再利用技術包括堆肥、加工製造成飼料與採用厭氧消化之生物氣製造技

術。該等技術中，厭氧消化被視為可解決全球溫室效應的可行技術方法之一，因其可回收生

物氣(包括 60%的甲烷與 40%的二氧化碳)產生電力與熱能。然而，因在厭氧消化過程中會產

出固體殘渣且在廣泛應用前，需進一步預防可能產生的問題，如廢液與土壤的分離、殘渣的

最終處置等。 

在此背景下，日本神鋼泛技術株式會社(Shinko Pantec Co. Ltd)在日本神戶六甲人工島上的一

家食品工廠，進行了一項模廠試驗計畫，其計畫目標在開發超高效率的氣化技術，該技術可

在厭氧消化的製程中，不排出任何的固體殘渣，並可顯著增加生物氣的產出。 

超高氣化率厭氧消化製程的特微是利用高溫菌(thermophilic bacteria)將固體殘渣溶解。厭氧消

化未分解的殘渣及經後處理被分離產出之污泥，將被高溫菌所產生的耐熱酵素所溶解，然後

這些溶液再被輸送回甲烷醱酵系統(methane fermenter)，因此，該系統可以完全處理固體殘渣

及提高氣化率。在傳統厭氧消化系統中，約進料量的 25%仍以固體殘渣的方式排出，最大氣

化率約 70%。 

該模廠每天約可處理 85 公斤由食品加工廠所產出的動物性與植物性的殘渣，可完全處理掉固

體殘渣，並產生 12.5m3(4,500m3/年)的生物氣，大約是傳統厭氧消化系統的 1.3 倍產量，氣化

率約 90%。再生的生物氣可作為燃氣引擎的燃料，每年約可替代 2,400 公升的重油，及約可

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量約 6,700 公斤/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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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該項技術被廣泛的應用，其另一潛在市場為處理家戶所產生的廚餘與家畜的排泄物。

如該項技術可考量進步至處理有機性廢棄物，並可進一步應用於以甲烷為燃料的燃料電池

中，該項技術將可防止地球溫室效應的繼續惡化。 

目標 

日本神鋼泛技術株式會社之目標在去除由厭氧消化系統與後處理所產出的固體殘渣；同時，

該項技術相較於傳統厭氧消化系統，其氣體產生率可增加至 1.3 倍(氣化率約 90％)。 

技術面 

該系統包括： 

1)前處理設備（垃圾袋破袋機、分離與破碎機） 

2)厭氧消化設備 

3)後處理設備(液固分離設備) 

4)固體殘渣溶解設備。 

其處理流程如下： 

1.前處理（垃圾袋袋裂、分離與破碎機）：食餘殘渣直接投入垃圾袋破袋機，再利用垃圾分

離機，將非醱酵物質分離出來，經篩選後食餘殘渣經碾碎後，排放至下方的篩網，利用篩網

將食餘殘渣輸送至另一台破碎機進行進一步破碎。 

2.厭氧消化設備：將經破碎的食餘殘渣(原物料)投入醱酵設備內，醱酵設備內保持 55℃的高

溫，並利用機械攪拌器不停的攪拌。為確保原物料投入保持固定，每次約投入 1%（約 25

公升的液體）在 2.5m3的反應器中。 

3.後處理設備(液固分離設備)：將厭氧消化設備內的固體予以分離，浮在表層的液體將被做成

液態肥料或土壤改良劑。 

4.固體殘渣溶解與溶解物送回甲烷醱酵設備內：厭氧消化未分解的殘渣及經後處理被分離產

出之污泥，將被輸送到溶解槽內，在溶解槽的下方，利用送風機將空氣打入溶解槽內，並利

用機械攪拌器攪拌固體殘渣，利用溶解槽內高溫菌所產生的耐熱酵素將固體殘渣溶解，溶解

槽內的溫度保持在 65℃，再將溶解物再投入甲烷醱酵設備內，再進一步醱酵。因此，固體

殘渣可以完全的消失，並可增加氣化率。 

能源面 

傳統厭氧消化系統中，約 25%進料量以固體殘渣的方式排出，氣化率約 70%。該模廠每天約

可處理 85 公斤由食品加工廠所產出的動物性與植物性的殘渣，可完全處理掉固體殘渣，並產

生 12.5 m3(4,500 m3/年)的生物氣，大約是傳統厭氧消化系統的 1.3 倍產量，氣化率約 90%。

估計該模廠在一天 24 小時、一年 365 天的運轉狀況下，每年可產生約 100 GJ，而操作該模廠

每年約需 7,200 kWh(26GJ)的電量，因此，每年約可提供 76 GJ 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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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 

如果該模廠所生產的生物氣被用做為鍋爐燃料，每年可以替代約 2,400 公升的重油，約可減

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量約 6,700 公斤/年（二氧化碳排放系數 2.77kg-CO2/l）。另一方面，扣掉該

模廠所需電力 7,200 kWh／年(約產生 2,600 公斤／年的二氧化碳的排放量（二氧化碳排放系

數０．３７５kg-CO2/kWh）)，該模廠約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量約 4,100 公斤/年。 

經濟面 

該模廠的設置成本約 3,500 萬日元，約可節省該神戶的食品工廠之垃圾處理費約 80 萬日元／

年，操作與維護費用分別約 10 萬日元／年與 5 萬日元／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