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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鍋爐節能技術 

大  綱 

一、鍋爐節能概念 

A. 元素 

B. 概念 

二、節能減碳機會 

A. 鍋爐系統 

B. 蒸氣供應系統 

C. 保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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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鍋爐節能概念 

1. 元素 

         熱焓值(溫度) 

            傳輸功(壓力) 

2. 概念 
             熱與功合理操作 

             熱與功充分使用(物質與能量) 

             有效的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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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能減碳機會 

 A. 鍋爐系統 

A1.鍋爐系統節能減碳機會 

      良好的設計 

      適當的操作負載 
             使用端之需求與多台鍋爐能力的配合 

      減少能量損失提升鍋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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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能減碳機會 

 A. 鍋爐系統 

A2.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1.物料(空氣、燃料、水) 

       2.燃燒系統 

       3.熱交換效果 

       4.爐體熱損 

       5.煙道排氣熱損與壓損 

       6.保溫效果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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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1.空氣之節能減碳機會 

     1.適當空氣比 

           一次空氣、二次空氣與燃油之配比            

       2.進氣溫度何理性 

           先行預熱 

       3.排氣溫度與周圍溫度差 

            溫差200℃ 熱損鍋爐效率近10至20％ 

            故要回收廢熱降低溫差 

       4.排氣含氧率保持3〜5 ％降低空氣比 

             降低出爐廢氣中不必要空氣帶走的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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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2.燃料之節能減碳機會 

     1.適當的燃料 
            燃料質量  熱焓值與價格  鍋爐型式  環境需求 

       2.燃料熱焓 
             燃料帶入的熱焓熱 

             燃料燃燒的化學熱 

             燃料不完全燃燒熱損失 

       3.燃料進入溫度合理性 
             先行預熱 

       4.燃料燃燒霧化效果 
              降低燃料不完全燃燒熱損失   

                爐腔與燃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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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3.鍋爐用水之節能減碳機會 

     1.爐水之種類 
           ‧純水或去離子水 
                       降低汙垢產生 

                    先行預熱 

               ‧冷凝水 
                       全回收 

               ‧冷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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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4.燃燒系統之效率 

     1.適當的燃料 

       2.燃料進入溫度合理性 

           先行預熱 

       3.燃料燃燒霧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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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5.熱交換系統之效率 

  首重防止管壁結垢  

      要做好爐水水質管理 
          ‧定期爐水排放    (但是也要注意熱損以及壓損) 

                  總固體量、碱性度、氯化物、 Ph、酸根值 

                  比電導度( 〜3000 μS/cm, 25℃) 

          ‧其他    

                   循環爐水添加藥劑(軟化、防蝕、淤泥、…) 

                   靜電震動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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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6.爐體熱損損失 

          影響鍋爐效率達4〜5 ％ 

                  保溫隔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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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溫爐斷熱溫度基準 

標準爐壁外面溫度(℃) 
爐內溫度(℃) 

爐頂 側壁 

1300 以上 140 120 

1100~1300 125 110 

900~1100 110 95 

700~900 90 80 

700 以下 70 60 

 

  註：上述爐壁溫度控管需考慮能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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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7.煙道排氣熱損與壓損 

              ‧降低排氣溫度與周圍溫度差 

                   溫差200℃影響鍋爐效率達近10至20％ 

                          故要回收廢熱降低溫差 

                          

              ‧煙道過高造成壓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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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鍋爐系統 

 A1-1.鍋爐系統能量損失源 

A1-8.其他熱損(約1.5％) 

     1.操作控制不佳 

              文件管理或控制系統 

       2.高低負荷變化大 
                 蒸氣使用管理 

                 蓄熱器 

        3.鍋爐蓄氣空間小 
                 蓄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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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能減碳機會 

 B.蒸氣管路供應系統 

1. 管路壓降合理性 

2. 壓力與熱焓值充分串級使用 

             但是要考量壓力與熱焓值需求 

1. 防止水槌發生 

2. 防止熱漲冷縮應力發生 

3. 冷凝水回收 

4. 保溫 

5. 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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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節能應用技術 22 

二、節能減碳機會 

 C.保溫系統 

保溫重要性 

           鍋爐 (Boiler) 系統後之程序蒸汽

(steam)使用。若蒸汽傳送過程中，未作

適當的保溫，則依溫差之不同，可能喪

失約30~40％左右的熱能，做好適當的保

溫工程仍有10~20％之程序熱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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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管之散熱量  

【例】鐵管徑＝0.14m, t1＝
50℃(管表面溫度 )， t2＝
30℃(室內溫度)，h＝18(自
鐵管表面之熱傳達率)【kcal 

/ ㎡‧h‧℃】 

 Q＝π‧d‧h ×（t1- t2） 

    ＝3.14 × 0.14 × 18 ×(250-30) 

    ＝1740 kcal / m‧h 

圖3.3-1 裸管散熱量參考圖  



24 節能應用技術 24 

保溫系統基本概念 

1. 隔熱保溫定義。 

2. 隔熱保溫工作可分為保溫、保冷、斷熱三
方面 

3. 充分降低傳輸管路熱損 



25 節能應用技術 25 

保溫的節能對策  

1. 定期查核：一般保溫保冷材料之使用壽命約3年左右，

爾後耐熱保溫品質將會持續下降。故在耐熱保溫的

節能執行對策，需定期查核。 

2.生產報表異常： 尤其溫度壓力紀錄異常 

           損毀   凹陷   受潮 

3.依查核結果發掘問題，並行改善評估，提出方案。 

4.有特殊需求則進行重新計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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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廢熱回收技術 
大  綱 

     一、廢熱基本概念 

      A. 前言 

      B. 來源(熱能、冷能) 

      C. 質與量(ΔP、ΔT、ΔQ)  

      二、來源分類及應用原則 

      A. 分類(高溫、中溫 、低溫)  

      B. 回收原則 

三、廢熱回收系統規劃  

        經濟財務分析評估(回收年限) 

四、廢熱回收技術與設備   



27 

一、廢熱基本概念 

A. 前言 

1.國內廢熱量及其分佈  

2.廢熱回收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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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廢熱量及其分佈 

 

   
資料來源：工研院能環所2005年能源查核年報—施顏崇 

 圖1.3-1 2005年廢熱量與溫度分佈圖 

 

2005年國內廢熱量與溫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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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熱回收之效益 

 

 有二：  

 1.直接效益： 

       降低製造與燃料成本。  

 2.間接效益 

        (1) 降低污染 

        (2) 降低設備大小 

        (3) 製成效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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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廢熱基本概念 

B.來源 

1.熱能(T＞40℃) 

2.冷能(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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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廢熱基本概念 

C. 質與量 

1.質( Quality): ΔP、ΔT 

2.量(Quantity) : ΔQ 

         ΔQ＝m × Cp × 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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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熱來源分類及應用原則 

A. 熱能分類 

1.高溫廢熱 

2.中溫廢熱 

3.低溫廢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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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廢熱 

                      典型的高溫廢氣溫度範圍 

 

 

設備型式 溫度 ℃ 

煉鎳爐 1370 –1650  

煉鋁爐  650-760  

煉鋅爐  760-1100  

煉銅爐  760- 815  

鋼鐵加熱爐  925-1050  

銅 反 射 爐 (Copper 

reverberatory furnace ) 

900-1100  

平爐(Open hearth furnace ) 650-700  

水泥窯 (乾製程) 620- 730  

玻璃熔解窯 1000-1550  

製氫工場 650-1000  

固體廢棄物焚化爐 650-1000  

廢 氣 焚 化 爐 (Fume 

incinerators ) 

650-1450  



34 

中溫廢熱 

            典型的中溫廢氣溫度範圍  

 設備型式 溫度 ℃ 

蒸汽鍋爐排氣 230-480  

燃氣渦輪機排氣 370-540  

往復式引擎排氣 315-600  

往復式引擎排氣 (裝有渦
輪增壓器者)  

230- 370  

熱處理爐 425 - 650  

烘乾及烘焙爐  230 - 600  

催化裂解器 425 - 650  

退火爐冷卻系統 425 -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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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廢熱 
來  源 溫度 ℃ 

製程蒸汽之冷凝水 55-88  

來自爐門的冷卻水 32-55  

軸承  32-88  

焊接機  32-88  

射 出 成 型 機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s ) 

32-88  

退火爐  66-230  

成型模(Forming dies ) 27-88  

空氣壓縮機  27-50  

泵 27-88  

內燃機 66-120  

空調及冷凍冷凝器  32–43  

液體蒸馏冷凝器  32-88  

乾燥、烘焙、及硬化爐

(curing ovens ) 

93-230  

熱 製 液 (Hot processed 

liquids ) 

9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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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源分類及應用原則 

B. 回收原則 

    1.尋找合適直接與間接高低
溫度(冷熱流)互補機會 

     2. 充分串級(cascade)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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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級(cascade)使用 

案例 
  現況 
      獨立使用700℃煅燒爐；280 ℃加熱爐；130 ℃乾燥爐； 

     建議 
      1. 700℃煅燒爐餘熱供應加熱爐使用；再供應乾燥爐使用 

     2. 檢討升溫與降溫方式 

     3.煅燒爐由傳統加熱方式改成高效率加熱方式，不只提升加熱效率，
而且降低升溫與降溫時間 

           
             

壓模+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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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熱回收系統規劃 

    1.瞭解廢熱回收系統 

          尋找合適直接與間接高低溫互補機

會並充分串級使用          

     2.廢熱回收系統之經濟評估  

         工程計算及財務經濟分析 

            評估方法有還本期間法、淨現值法
(NPV)、內部報酬率法(IRR)、及實質選

擇權評估法(real options analys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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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熱回收技術與設備 

A. 質量平衡與能量平衡 

B.  熱交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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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交換設備種類 

1 雙套管(Double tube type) 
2.復熱器(Recuperators) 
3.輻射/對流複合式復熱器

(Radiation/Convective hybrid 
recuperator) 

4.陶瓷復熱器(Ceramic recuperator) 
5.再生器(Regenerator) 
6.熱輪式熱交換器(Heat wheels) 
7.熱管(Heat pipe ) 
8.節能器(Economiz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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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交換設備種類 

9.瞉管式熱交換器(Shell & tube heat 
exchanger ) 

10. 板式熱交換器(Plate heat exchanger ) 

11. 循環迴路式熱交換器(Run around coil 
exchanger ) 

12.熱泵(Heat pump) 

13.熱壓縮機(Thermocompressor) 

14.直接接觸冷凝器(Direct contact condenser) 

15.閃發蒸汽回收(Flash steam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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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廢熱回收設備之適用操作溫度 

 

 

適用溫度範圍 適用設備/系統 

高溫 輻射式復熱器 

649 – 1093 ℃ 對流式復熱器 

(1200 – 2000 ℉) 陶瓷熱輪 

  耐火熱再生器(refractory regenerator) 

中溫 金屬熱輪 

121 – 649 ℃ 被動式氣對氣熱再生器(空氣預熱) 

(250 – 1200 ℉) 熱管式熱交換器 

  鰭管式熱交換器 

  殼管式熱交換器 

  廢熱鍋爐 

  氣體及蒸汽膨脹機(gas and vapor expander) 

  有機朗肯循環熱引擎(Organic Rankine Cycle heat 

engine) 

低溫 熱泵 

0 – 121 ℃ 

(32 – 250 ℉) 

           資料來源：US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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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業之廢熱回收例  
工業別 廢熱回收 

一貫作業鋼廠 1.高爐熱風爐廢熱回收 2.燒結冷卻機廢熱回收 

煉鋼業(含轉爐及電弧爐) 1.轉爐氣顯熱回收 

軋鋼業  1. 加熱爐和燒結機廢熱回收 

造紙業 1.抄紙機冷凝水回收 2.鍋爐排放水廢熱回收 

3.低壓蒸汽熱回收交換 4.烘缸罩及熱回收節省熱能 

石化業 1.加熱爐煙道氣廢熱回收 

2.蒸餾塔、汽提塔、熔煉槽等高溫塔槽之重組或聚合製
程產生之閃發蒸汽、冷凝水、冷卻水、及廢氣等之廢熱
回收 

水泥業 1.來自生料預熱器(preheater)及熟料(clinker)冷卻之廢煙
道氣進行廢熱回收發電後，再用於生料預熱 

紡織染整業 1.定型機排氣廢熱回收 

2.染色機中、高溫廢熱水回收再利 

3.烘乾製程蒸汽回收 

電子業 1.隧道式退火爐廢熱回收 

2.VOCs廢氣經RTO蓄熱式焚化爐進行廢熱回收 

食品業 1.食品業的萃取、蒸煮、殺菌、烘乾等製程產生之廢蒸
汽及高溫廢水，可進行廢熱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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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應用案例一 

改善前： 

 加熱爐原始設計產量為20ton/hr ，目前加熱爐之操作時間為每日
9小時，起爐用油量為6.8L/T，因此於下班後須將加熱爐整個封
閉，避免爐內之熱量從煙囪排出，而造成能源的損失。 

改善後： 

 為減少熱量之損失，應於加熱爐排氣至煙囪間之排氣擋板，於每
日停爐時將該檔板關閉，並於進料口端將爐門降下，防止冷空氣
滲入爐內。如此除可減少隔日起爐時所須耗用之額外燃料；同時
也可縮短起爐所需之時間。 

節能成效： 

 節省燃料油量為1.1 KL/年。 

 年節省金額= 19.8 (萬元/年) 

 年CO2減量= 3.25(噸CO2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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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應用案例二 

改善前： 

 加熱爐對流段設有爐管，煙道氣排放溫度為398.5℃。 

 因熱投入量增加導致對流段爐管未能全量回收煙道氣廢熱同時使
得排放溫度偏高(熱回收率下降)。 

改善後： 

 於加熱爐對流段新增兩排爐管以增加熱回收面積，可有效提高入
料原油於對流段之熱吸收能力，改善後煙道氣溫度由398.5℃降至
360.5℃。 

 加熱爐煙道氣經空氣預熱器(APH)回熱廢熱後之出口溫度降低
8℃。 

節能成效： 

 加熱爐效率約提升0.4% 

 年節省金額=1,088(萬元/年) 

 年CO2減量=2,161(噸CO2e/年)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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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 

    提升企業競爭力 

     降低生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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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參加，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