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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燃料節能減排研發能量之介紹



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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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2月開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RCETS)組成29個
與能源相關的研究團隊，包括：太陽能電池、LED照明、燃料電池與氫能、
風力發電、生質能源、節能技術…等。團隊成員來自校內8個學院、30個系所
及30個校外單位，約200位學者專家共同參與。2011年起RCETS成為頂尖大
學計畫研究中心。

RCETS重點技術為我國能源發展的重要項目，團隊有多項頂尖技術程成
果，例如：(1)圖案化奈米結構應用於矽基薄膜太陽能電池上能產生粗糙表面，
提升元件之短路電流而改善元件轉換效率，其短路電流從11.31 mA/cm2增加
至15.94 mA/cm2，而元件之轉換效率由5.78%提升至7.36%；(2)風力團隊完
成臺灣第一個自主開發的浮動式波能發電系統，並在今年度於臺灣海峽成功
完成亞洲第一次浮動式光達佈放作業；(3)純氧燃煤煙道氣二氧化碳濃度可達
94%，達到世界頂尖的水準；(4)微藻生質能團隊建構目前世界上唯一可在15

分鐘內測出樣品平均含油量的拉曼光譜儀技術；(5)開發與建置全國第一個與
AMI架構整合之智慧家庭電能管理系統。



四大核心技術

3



核心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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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式光達系統(Floating LiDAR)－是全亞洲第一座海域型可移動式設備系統，可
以有效量測海平面高度50~200公尺的風速、風向與紊流強度，可更有效提供目前臺灣
海域極為欠缺的風場資料。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實驗室－創新開發領先國內外多項適用於滾輪的印刷技術，
可應用於可撓性太陽能電池製作，為國內最優質的研究與小型試量產實驗室。



核心實驗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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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燃燒示範爐實驗室－為國內首座百kW級純氧燃煤實驗爐。利用微正壓進行純氧
燃煤及純氧燃油測試，煙道氣中乾基二氧化碳濃度皆可超過90%，純氧燃煤煙道氣二
氧化碳濃度最高可達94%，與國際間最頂尖研究機構實驗爐相當，成功展現煙道氣迴
流與以微正壓技術開發成果。

建材隔熱性能檢測實驗室－為臺灣該領域唯一的實驗室，未來將完成TAF實驗室
認證，建立長期產學合作計畫。



多元燃料節能減排技術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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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惠教授
RFG 

Technology

趙怡欽教授
Burner Development

& Diagnostics

陳冠邦博士
Biomass Combustion

朱信教授
CO2 Capture & 

Storage

吳明勳教授
Oxyfuel Fundamentals 

& Safety

李約亨教授
Combustion Diagnostics

侯順雄教授
RFG Technolgy

陳俊貴博士
Droplet and Spray 

Combustion

鍾德華博士
Combustion Synthesis

陳榮洪教授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曾庭科博士
Acid Gas Capture

http://www.me.ncku.edu.tw/tw/content/%E6%9E%97%E5%A4%A7%E6%83%A0


單顆自由顆粒燃燒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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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可用於量測不同的環
境氣體條件下燃料的點火延
遲時間(ignition delay time)、
燃燒時間以及重量變化等等，
並能直接觀察燃料的引燃特
性和火焰穩定性(可提供燃
料點燃與燃燒影片)。

計畫或檢測案
1. 多元燃料純氧燃燒節能

減排技術研發(2/3)(104-

3113-E-006-004-)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國家型科
技計畫)

2. 「本土芒草生物質燃燒
特性之研究」(103-2221-

E-006-162-)，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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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飛行液滴燃燒試驗爐

 功能：觀測液滴在不同環境氧濃度條件下的的引燃延遲時
間、燃燒時間以及火焰變化…等，並能直接觀察燃料的燃
燒特性與火焰穩定性。

 液滴產生系統：
函數產生器、液滴噴頭、
儲液桶。

 燃燒系統：
石英管、平面火焰爐頭、
排氣風扇。

 影像拍攝系統：
高速攝影機、CCD攝影
機、閃頻儀、LED光源



電熱式高溫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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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a)可進行高溫下物質熱裂解與燃燒反應，
並收集液體與固體產物，溫度最高可達
1200 oC。

近年計畫或檢測案
1. 多元燃料純氧燃燒節能減排技術研發(2/3)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

2. 「本土芒草生物質燃燒特性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3. 「棕梠空果串/粉煤混燒特性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能源科技研究計畫)

4. 「生質柴油作物-蓖麻產業機械化栽培及其應用之體系建立」，國科會101年度橋接學研研究
計畫。

(a) (b)

功能：
(b)採用電熱方式進行生物質前處理，收集
液體與固體產物，最高可每小時處理10公
斤生質料，溫度最高可達550 oC。



懸掛液滴實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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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可用於檢測不同溫度下液
態燃料的單顆液滴受熱蒸發特性
與燃燒特性。

近年計畫或檢測案
1. 「高效率生質氣化共燒鍋爐系統之開發(1/3) (104-3113-E-006-010-CC2)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產學合作)-開發型) 。
2. 「生質柴油作物-蓖麻產業機械化栽培及其應用之體系建立」，國科會101年度橋

接學研研究計畫(NSC 101-3113-P-468-001-)。
3. 「觸媒劑添加於燃料重油性能測試」，里達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4. 「MAZ800添加劑添加於燃料重油性能測試」，台灣美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燃燒示範爐/熱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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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測量分析固體與液體樣品的淨熱值。

近年計畫與檢測案

1. 【台電】小型燃燒爐生質料混燒前期測
試(生質料熱值檢測)。

2. 【科技部-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生活汙
泥熱裂解系統之自主開發-生質料熱值檢
測。

Parr 6200熱卡計

工業燃燒示範爐 功能：燃燒系統可供應粉煤、生質料等固態燃料，
亦可供應各式燃料油、乳化燃油等液態燃料，以及
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等氣態燃料。

近年計畫與檢測案

1. 【工研院綠能所】生質裂解油混燒應用研究。

2. 【台電】富氧燃燒特性研究。

3. 【台電】小型燃燒爐生質料混燒前期測試。

4. 【科技部】純氧燃燒發電暨碳捕捉系統設計
技術之建立。

5. 【科技部】多元燃料節能減排技術。



工業燃燒示範爐細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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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煙道氣體分析儀/

動黏度測定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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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煙道氣體分析儀

功能：液體黏度測定。

控制範圍0.0 oC ~ 150 oC，工作範圍，Ambient+5
oC ~150 oC ，控制器PID control，穩定度±0.1 oC 。

動黏度測定儀

功能：配置有多頻道氣體分析儀，可同步分析煙道
氣中的CO2、CO、O2、NO、SO2等排放濃度。

近年計畫與檢測案

1. 【台電】小型燃燒爐生質料混燒前期測試

2. 【科技部】純氧燃燒發電暨碳捕捉系統設計技
術之建立。

3. 【科技部】多元燃料節能減排技術。



熱重分析儀 (T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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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藉由選定的氣體環境、氣體流量和加熱
方式，觀察樣品重量對時間或溫度之變化，本
實驗室之熱重分析儀亦有差示掃描量熱(DSC)

和差熱分析(DTA)的功能可量測樣品之相變化
或燃燒等熱性質。
廠牌：TA ; 型號:SDT-Q600

樣品最大重量：200 mg (包含坩堝總共350 mg) 

天秤靈敏度：0.1 μg

DTA靈敏度：0.001 oC

加熱溫度範圍：從環境溫度至1500 oC

升溫速率(從環境溫度至1000 oC)： 0.1 to 100 
oC/min

升溫速率(從環境溫度至1500 oC)：0.1 to 25 
oC/min

冷卻時間(強制冷卻從1500 oC至50 oC)：30分鐘
以內
量熱精準度：± 2%

真空度：to 7 Pa



氣相層析儀/粒徑及介面電位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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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相層析儀 GC

Detector TCD FID

Inlet Front Back

Mode Split less Split

Column Supelco 

Carboxen1000

HP-PLOT S Al2O3

功能：具備FID 及TCD偵測器。配置針筒注射孔與電子氣
動閥可量化分析C6以下之碳氫化合物與各種Permanent 

gases。
廠牌:Agilent ; 型號:7890A

粒徑及介面電位分析儀 功能：藉由分析雷射光碰上溶液中懸浮粒子後所產生的散射光
訊號，可對溶液中的懸浮粒子進行粒徑分析。於待測溶液中施
加電場使溶液中帶電的懸浮粒子產生電泳現象，利用散色光測
得之懸浮粒子移動速度，換算為懸浮粒子的介面電位。
廠牌: Brookhaven ; 型號:ZetaPALS

粒徑範圍: 1 nm至100μm (介面電位分析); 0.3 nm至3 μm(粒徑
分析) 

電泳率範圍: 10-11 至 10-7 m2/V • s

介面電位範圍: -220 mV 至 220 mV

濃度範圍: 0.1 mg/mL 至 10% v/v

樣品體積: 1至3 ml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

16

功能：將電子束掃描真空腔體中之樣品表面所得到的訊號轉為
圖像，藉此觀察樣品表面之微觀結構，本實驗室之SEM也具有
EDS功能，可對固體樣品進行成分分析。
廠牌:PhenomWorld; 型號:Phenom ProX

光學顯微鏡: Color navigation camera

電子顯微鏡: High-sensitivity backscattered electron detector 

光學顯微鏡倍率: 20 – 120倍
電子顯微鏡倍率: 80 - 100,000倍
加速電壓: 5 kV, 10 kV and 15 kV imaging and analysis mode

電子顯微鏡解析度: 17 nm

照片解析度: 456×456, 684×684, 1024×1024 or 2048×2048 pixels

樣品尺寸: 寬32 mm，高100 mm

無鍍金設備。該附註此儀器使用背散射式偵測器，並配置有charge reduction sample 

holder，非導體不需鍍金亦可獲得影像。
http://www.phenom-world.com/accessories/charge-reduction-sample-holder

http://www.phenom-world.com/accessories/charge-reduction-sample-holder


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儀(F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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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利用不同分子對紅外光譜吸收強度的差異，可
對氣體、液體或固體混合物進行非破壞檢測，得知其
組成成分、含量和分子結構，本實驗室之FTIR主要用
於檢測熱重分析儀加熱樣品時所生成之產物。

廠牌：Bruker ; 型號：TENSOR27

光譜範圍：7500 to 370 cm‐1

解析度：1 cm‐1

波數精度：0.01 cm-1 @ 2,000 cm-1

吸光精度：0.1% T 

掃瞄速度：3種速度，2.2 ‐ 20 kHz (1.4 ‐ 12.7 mm/sec 

opd)

此儀器配置gas cell，故僅限氣態樣品。



多元燃料節能減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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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耗能多元燃料
裂解反應爐

無焰純氧燃燒器 流化床固碳系統
多元燃料燃燒爐

操作實務

成大280 kW純氧燃燒實驗爐

夥伴鋼鐵廠商加熱爐 夥伴鍋爐廠商鍋爐

燃料反應機制
反應流場模擬
熱傳特性

小型實驗爐建置
燃燒器設計

液態與固態生質
燃料

操作流程
系統改造

熱裂解特性
燃燒特性

進料單元設計
熱裂解單元設計

吸收劑操作因子
影響

吸收劑衰退特性
流化床設計

基
礎
特
性
研
究

關
鍵
技
術

整
合
驗
證

產
業
應
用



多元燃料純氧燃燒系統整合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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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 I建置280 kW多元燃料純氧燃燒系統，以純氧燃煤結合煙道氣再循環，
並以微正壓操作，可克服空氣滲漏問題，CO2高達94%，達到國際標竿。

 NEP II進行多元燃料純氧燃燒系統整合與測試。

(1)多元固態燃料長時間運轉試驗：已完成單燒澳洲煤、印尼煤及煤樣混燒。
(2)不同摻混比例之生質油(蓖麻油)與柴油(或重油)混燒實驗(空氣和富氧)。

 台灣發展或推廣純氧燃燒技術的示範平台以及各式CO2捕捉技術的驗證平台。

280 kWth 小型燃燒試驗爐系統全景圖。



高效率生質氣化共燒鍋爐系統之開發

 Dual Fluidized-Bes Gasifiers (DFBGs)

 一個蒸氣氣化爐將氣化原料氣化為合成氣；
一個空氣燃燒爐將無法完全氣化之焦煤，進
行燃燒，並以燃燒反應放出之熱能透過高溫
床材供給氣化爐所需。

20

heavy oil+H2O2



生活汙泥觸媒熱裂解系統之研發

相較於國外，國內在生活汙泥熱裂解方面研究較少，且國內廠商並
無生產相關設備，必須仰賴國外造價較為昂貴之設備。因此有自主
研發之必要性。

 Current Situation:

 Landfill：運輸成本高、掩埋場址飽和、滲出液、氣味與病媒源散佈。
 歐美：掩埋、混燒焚化、土地再利用。
 日韓：流體化床焚化、熔融。
 國內汙泥處理容量不足，清理費用增加或處理去化困難，導致事業將汙泥

貯存於廠內。
 行政院通過『下水汙泥處理再利用實施計畫』，由營建署補助地方政府，

規劃設置熱裂解、乾燥、碳化示範驗證設施，達燃料化之再利用目標。

Sludge reduction：使原
汙 泥 餅 含 水 率 從
80%→30%

脫水汙泥資源再利用，
達到零掩埋目標

21



原
始
汙
泥
性
質

高水分(降低熱值)：
需前處理降低水分

可燃分：可藉由熱處
理方式轉換成不同型態
燃料使用

灰分(不具熱值)：可
作骨材粒或掩埋

前
處
理

方式 產物

直接焚燒
燃燒熱能

造粒燃料

焙燒 焦炭

熱裂解 燃油

氣化 燃氣

炭化 活性碳

熔融 建材
 熱裂解產物的優勢
 液相：油相熱值高可作燃料油；水相含NH3(l)，可作肥料。液相的PH值

約8~10偏弱鹼性，因此較不易腐敗。
 氣相：H2、CH4、CO與CO2等氣體可收集使用或導回燃燒室進行燃燒

用以提升熱裂解效率。
 固相：可作吸收劑，或提煉其中氮、磷作為肥料使用。

22

生活汙泥觸媒熱裂解系統之研發



蓖麻高價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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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Harvest

+

Castor oil

Refinery

Sebacic acid/ 2-octanol

Fertillizer

Pyrolysis

Pyrolytic oil

biochar

biogas

Castor meal
Pressing

Catalytic

Alkali 

pyrolysis

USD:6000/tonUSD:2000/ton

蓖麻粕在最適操作條件下可得19.61%蓖麻裂解油
23



蓖麻高價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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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酸鹼裂解

主產物副產物

•蓖麻油鹼裂解法

•硝酸氧化環癸烷和環癸醇法

•臭氧分解十一碳烯酸法

•電解己二酸法

•微生物發酵法

常見的癸二酸製備法:

鹼裂解

酸化&

結晶

過濾&乾燥

以蓖麻油蓖麻酸含量 84%為例:
癸二酸 理論產量: 43.6%

 2-辛醇 理論產量: 35.7%

蓖麻油鹼裂解法在最適操作條件下可得
蓖麻油脂化合物產量分別為:                

癸二酸(79.1%理論值)，2-辛醇(75.2%理
論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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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氧燃煤結合煙道氣再循環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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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ROSEMOUNT Pressure

Case (煙囪
出口壓力)

O2 (%) CO2 (%) NO (ppm) SO2 (ppm)
System

(mmAq)

微正壓
Oxy-firing

3.60 94.1 198.7 1217.3 10~70

常壓Oxy-

firing
5.38 91.5 214.9 1122.7 0

負壓Oxy-

firing
6.7 83.7 243.4 1120.1

(-100)~

(-150)

微正壓
Air-firing

4.16 14.8 576.2 384.3 10~70

比較不同系統操作壓力下之CO2排放特性，
應證微正壓系統能克服空氣滲漏(Leakage)問題。

Conditions

Case
Oxy-

firing

ΨO2

(%)

Oxygen 

(m3/h)

2nd RFG 

(m3/h)

1st RFG 

(m3/h)

Coal 

(kg/h)

1 ● 18.80 42.5 148 79 21

2 ● 24.08 42.5 79 80 21

3 ● 35.56 41 0 95 21

以微正壓操作，克
服純氧燃煤燃燒時
的空氣滲漏問題，
煙道氣中CO2濃度
可達94%以上，達
到國際標竿。



多元固態燃料(粉煤)長時間運轉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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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性能 排放特性

單燒澳洲煤、印尼煤及煤樣混燒



單燒高爐氣(BFG)燃燒技術建立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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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oil+H2O2

 建立單燒高爐氣之燃燒技術，使煉焦爐氣(COG)

輔助燃料量由3000 Nm3/hr降低為1000 Nm3/hr，其
節能效益相當可觀。

 鋼鐵業製程氣(高爐氣BFG)特性
 高爐氣組成中，不可燃鈍氣含量高（70%以上），

且可燃氣含量低。
 高爐氣的熱值低，燃燒火焰的穩焰性差。

BFG

COG
COG流率3000 Nm3/hr COG流率1000 Nm3/hr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52 (2011) 2758–2767】



高熱能加熱爐複燃料節能技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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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oil+H2O2

 以漸進式調整FG用量，取代天然氣(NG)使用量。
每年每座加熱爐節省燃料成本4,700萬元與減少1萬
噸CO2排放量，節能減碳效益相當可觀。

 石化業製程氣(Refinery Fuel Gas)特性
 煉油製程產生之剩餘氣體(FG) ：(1)成分組成複雜

(包括H2、CH4、C2H6、C2H4、C3H8、C4、C5、
C6、 H2S等)；(2)氫氣含量相當高(由40 -80 mole 

%不等)，實際運用上造成很大困擾。

Increasing FG

 Flue Gas

PIC

NG

FG

FIC

Air

FCFC

Furnace A Furnace B

FC

Induced Draft FanCombustion Air Fan

Flue Gas

Combustion Air Prehenter

25% 50% 75% 100%0%

【Internaltional Journa l of  Hydrogen  Energy 35 ( 2010 ) 1797 – 1802】



含水乳化燃油的節能減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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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水乳化油品的微爆(二次霧化)現象，有助於節省燃
油及降低廢氣排放。

 現場工業用蒸汽鍋爐實際測試：添加20%水之乳化燃
料油與低硫燃料油相比 (a)鍋爐效率提升約2-6%， (b)
廢氣排放面，NOX減少約35 ppm (降低率約18%)。(c)
節能效益方面，節省燃料油19 L/h (節油率約7%) 。

 Edge-tone resonant homogenizer 現場調配 water/oil
mixture：含水14%，熱水鍋爐效率提升約15%，CO和
NOx排放降低。 12. �延遲電路

11. �光開關

10. �數位攝影機

9. �光源與標記用

8. �高速攝影機

7. �資料擷取卡與電腦

6. �熱電偶（固定）

5. �熱電偶（移動）

4. �溫度控制器

3. �電熱板

2. �馬達控制器

1. �馬達與直線移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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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l 119 (2014) 240–251】



生質裂解油的節能減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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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質物裂解油與一般傳統燃料油的組成與熱值有相當大的差異，且生質裂解油為高
黏度、低pH值(酸性)、高含水率的複雜含氧化合物。

 目的在於探討咖啡渣生質裂解油和B2柴油混燒對於既有燃燒系統及污染排放的影響。

 因生質油熱值較低且含水量高，故生質油摻混比例5%之燃燒溫度比單燒B2略低，
但NO和SO2排放結果兩者則相當，燃燒狀況穩定，且爐溫分佈與單燒B2之結果相近。

5% bio-oil + 95% diesel at 500 oC

【Energy 66 (2014) 162–171】

Bio-oil dervied from lauan wood

【Fuel 113 (2013) 31–42】



國立成功大學
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Energy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ttp://cets.ncku.edu.tw/bin/home.php

em31452@mail.ncku.edu.tw

科技精實 策略宏達 縱橫寰宇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http://cets.ncku.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