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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鍋爐轉換天然氣之ESCO
創新商業模式研究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沈韋成副工程師

摘要

天然氣鍋爐具有潔淨、燃燒完全、無須後端集塵設

備，節省燃油運費、泵浦、燃油加熱器等耗能及保養

成本等優點，且天然氣碳排放量低於燃料油，是未來

永續發展的趨勢，本研究針對天然氣鍋爐與燃料油鍋

爐使用特性及導入ESCO商業模式進行分析，並透過

成功案例介紹，提供用戶以不同商業模式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同時擴大ESCO產業，達到政府、業者及用

戶三贏的局面。

一、前言

根據 IEA全球永續發展趨勢資料顯示，預估將地球

暖化控制在2DS情境下，2050 年前全球必須減排約

420 億噸CO2，而減碳策略中以能源效率提升及燃料

轉換為主要措施，分別占38%與9%之比重，如圖

1。石化燃料中以天然氣為最乾淨的能源，用天然氣

取代燃料油不僅可提高燃料使用效率，每單位熱值二

氧化碳排放量相較於燃油可減少27.5%。

資料來源http://www.iea.org/

圖1……IEA二氧化碳減量技術發展預測

我國燃料油價格過去10 年間漲幅達2.5 倍，用戶

能源成本大幅提高，迫使用戶追尋替代燃料及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之節能方法，加上近年來環保意識逐漸抬

頭，企業亦積極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善盡社會責

任，另我國環保法規於103 年針對固定汙染源粒狀物

排放調高管制標準，部分燃料油鍋爐無法通過較嚴苛

的環保規範，必須增設後端集塵設備或轉用潔淨燃料

天然氣，因此燃料油轉用天然氣之趨勢在未來將更受

到重視。

二、產業鍋爐分布現況

依中油燃料油鍋爐轉用天然氣技術及推廣服務計

畫，針對電子業、食品業及紡織業等6 大業別能源用

戶共計1,137 家發放產業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使

用範疇、運轉時數、裝設年份及設備型式等數據。根

據問卷回收統計，建立300 家能源用戶資料，合計共

626 座鍋爐。

燃油為最大宗鍋爐使用燃料，共計 405 座 (占

65%)，其次是天然氣共計82 座（占13%)，燃煤鍋

爐合計共80 座 (如圖2)，燃料油鍋爐鍋爐操作條件統

計分析，煙道氣含氧量及平均尾氣溫度統計為含氧量

5.6%，平均尾氣溫度為195℃，評估轉用天然氣後，

排氣含氧量可調整至3%，煙道氣可調降至115℃，估

計平均節能潛力為5.5%。

資料來源：燃料油鍋爐轉用天然氣技術及推廣服務工作計畫彙整

圖2鍋爐資料庫燃料類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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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燃油鍋爐轉換天然氣特性分析

天然氣鍋爐具有潔淨、熱效率高、燃燒完全、無須

後端集塵設備，無須燃油運費，泵浦、燃油加熱器等

耗能及保養費用，而且天然氣碳排放量低於燃料油，

是未來的趨勢，茲就天然氣與燃料油鍋爐之差異性做

以下說明。

(一)燃料燃燒特性分析

燃油鍋爐之燃料進入燃燒室前需將燃油霧化，形成

油霧後再進行燃燒，通常是利用高壓泵浦或以蒸汽混

和達到霧化效果，因此燃燒器結構設計上較為複雜，

且其霧化器設計不良時易產生燃燒未完全，造成環保

問題並影響鍋爐整體效率，而天然氣與空氣混和良

好，可有效增進其燃燒效率，提高鍋爐整體能源使用

率。

(二)鍋爐熱損失特性分析

以熱損失法分析鍋爐能量平衡，鍋爐各項熱損失主

要可分為煙道氣熱損失、未完全燃燒熱損失及輻射熱

損失等，如圖3，其中以煙道氣熱損失為最大部分，

也是鍋爐各項節能措施中潛力最大的部分，影響煙道

氣熱損失的主要因子有燃燒過剩空氣及尾氣溫度。

圖3…鍋爐各項熱損失示意圖

燃料油與天然氣鍋爐因使用的燃料特性而造成鍋爐

構造不同，主要差異為燃燒器燃燒特性、尾氣排放及

附屬設備會有不同，茲就設備差異說明如下：

(三)尾氣排放特性

天然氣組成主要成分為甲烷，其中氫含量比例比高

於燃料油 (約21%)，經燃燒反應後，碳生成二氧化碳

而氫產生水蒸氣，如下列燃燒方程式 (1)及 (2)，天然

氣燃燒後水蒸氣潛熱損失較燃料油高，須透過後端熱

回收裝置，才可達到最佳能源使用效率，針對影響煙

道氣熱損失的兩個關鍵因子 (過剩空氣量及尾氣溫度 )

做下列說明。

C(s)+O2(g)→CO2(g)+ 393.6 kJ/mole                      (1)

2 H 2 ( g ) + O 2 ( g ) → 2 H 2 O ( g ) + 4 8 3 . 2  k J / m o l e                     

(2)

1.降低燃燒過剩空氣

燃燒過剩空氣 (定義為a)是鍋爐燃燒使用煙道氣量

與理論空氣量的比值。當 a=1 時表示為理論空氣量，

為理想狀態；當a<1 時則為燃料燃燒不完全，容易

產生一氧化碳 (CO)，甚至會產生黑色粒狀物（碳）；

a>1 時通常為燃燒空氣過剩情況。最佳的燃燒效率出

現在a約大於1 的情況下，如圖4 所示。

參考資料：http://www.engineeringtoolbox.com/boiler-combustion-efficiency-d_271.html

圖4…過剩進空氣量與排氣含量之比較圖

燃料油鍋爐油滴與空氣混和性較天然氣差，操作上

為了避免黑煙產生，往往操作條件a遠大於1，造成

大量排氣熱損失，使鍋爐效率偏低。轉用天然氣時，

可降低過剩空氣量並控制在較高的燃燒效率區間，提

高鍋爐效率。

2.降低尾氣溫度

鍋爐的傳熱面常因積灰導致熱傳效率不彰，會導致

尾氣溫度上升，降低鍋爐效率，燃料油因組成含灰

分、雜質，在燃燒過程中於煙管壁上產生積灰，轉用

天然氣可保持熱傳面乾淨，提升熱傳效率。

燃料油中的硫份若低於露點溫度會產生硫酸，腐蝕

煙道管壁，因此燃料油鍋爐通常在尾氣溫度排放設

計，會以避免低溫腐蝕為優先考量 (約200℃)，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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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成份中不含硫，故天然氣鍋爐尾氣設計溫度可降

至100℃以下，可更有效利用熱能回收裝置，通常煙

道氣溫度每降低20℃，鍋爐熱效率約提高1%。

(四)附屬設備使用特性分析

下圖5 為燃料油鍋爐設備示意圖，茲就燃料油鍋爐

轉用天然氣鍋爐相關附屬設備節能效益概述如下：

1.減少燃油加熱器耗能，包含貯存槽、日用槽及進

入鍋爐前預熱至100℃之耗能及加熱器保養成本。

2.減少燃油泵送耗能，天然氣以壓力運輸，轉用天

然氣可節省燃料泵送耗能及泵浦保養成本。

3.減少燃料霧化耗能，部分燃油鍋爐是藉由蒸汽或

是高壓空氣協助霧化，天然氣因混和特性均勻，可節

省霧化耗能。

4.減少吹灰耗能，部分燃油鍋爐定時會以蒸汽噴入

鍋爐內，將熱傳面上積灰清除，以提高熱傳效率，但

過程中鍋爐溫度會下降，造成能量損失，一般天然氣

鍋爐不需要進行吹灰。

5.無須燃料運費，燃料油每公秉需額外負擔運輸費

用，天然氣靠壓力輸送，不需要增加燃料運費成本。

6.其他節約項目：天然氣鍋爐提高鍋爐效率意謂可

節省鍋爐飼水，亦同時節省軟水處理費用及藥劑添加

費用，同時燃料不含硫份，可減少金屬腐蝕問題，減

少燃料油鍋爐添加助燃劑費用及後端除塵設備運轉費

用與維護人力成本等。

四、導入ESCO創新商業模式

從資料庫調查中顯示天然氣鍋爐尚未普及主要原因

為天然氣管線仍在持續擴建中，部分用戶管線距離過

遠，造成管線初設備用高昂，再加上燃料油與天然氣

價差不顯著，且缺乏量測驗證專業技術，導致節能效

益難以評估，致使缺乏汰換意願。

(一)ESCO商業模式導入

因此透過ESCO專案商業模式，解決用戶轉換之障

礙，規劃由ESCO業者提供資金，若有需要可與與其

他鍋爐廠商技術合作，再由節省之能源費用金額攤提

工程費用，進行鍋爐轉用天然氣統包工程。完工後能

源用戶依照量測驗證節省之能源費用支付工程款項，

ESCO廠商則能源用戶分期拿回管線初設費用，專案

的服務流程及金流如下圖7。

圖7…以ESCO商業模式燃料油鍋爐轉用天然氣商業模

式規劃

(二)以ESCO商業模式轉用天然氣鍋爐成功案例

說明

1.改善範疇

某飯店改善前使用重油蒸汽鍋爐供應2 台，供給熱

水給客房淋浴及廚房使用，原鍋爐已使用23 年且保

養成本高，透過ESCO先期診斷規劃，將蒸氣重油鍋

圖5…燃料油鍋爐設備示意圖

Esco會訊_40_10周年特刊.indd   54 2015/6/10   下午 03:53:27



台灣ESCO　　10 th專題報導

.

燃油鍋爐轉換天然氣之ESCO創新商業模式研究

爐2 台汰換為貫流式天然氣鍋爐3 台，並加裝熱回收

裝置。

2.量測驗證方法

參照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所公布熱泵

M&V範本「天然氣鍋爐取代現有的重油鍋爐加熱系

統，量測與驗證熱水加熱系統改善後的節能效益」

Rev 1.03 版之「 B-01」方法辦理量測與驗證節能績

效。計算改善前後鍋爐單位熱值的能源費用及耗能

量，將改善前後數值相減再乘以改善後日平均能源用

量及約定每年之使用天數，計算改善後每年的節能效

益。

  節能率計算公式如 (3)：

%100






ubase

upostubase

E
EE (3)

Ebase-u(Mcal/Mcal)：基準線單位鍋爐熱值之耗能

量

Epost-u(Mcal/Mcal)：改善後單位鍋爐熱值之耗能量

節能金額計算公式如 (4)：

(Fbase-u－Fpost-u) × H × d (4)

Fbase-u (元 /Mcal)：基準線單位鍋爐熱值之能源費

用

Fpost-u (元 /Mcal)：改善後單位鍋爐熱值之能源費

用

H：改善後日平均天然氣總用量

d：年使用天數

3.專案節能成效

改善前基線建立及改善後量測驗證後，某飯店鍋爐

系統量測項目結果如下表1 所示，節能成效計算後，

年節能金額為214.5 萬元，節能率為20.86%。

五、結語

能源技術服務業 (ESCO)商業模式具有以節省能源

費用分期攤還專案經費之特色，可有效解決工業用戶

於轉換天然氣過程中，因管路設置所產生的投資費

用，並以統包之方式，納入鍋爐燃燒器汰換至後端設

備維護等整合服務，降低用戶進行轉換時所產生的技

術瓶頸，並輔以國際量測驗證方法，量化節能效益，

確保用戶節能效益。

國際天然氣價格因頁岩油開採，導致美國從天然氣

進口國轉為出口國，對於天然氣未來價格的影響，會

出現對買方較有利之價格，再加上永續環境概念逐步

落實，天然氣使用為日後趨勢。擬透過ESCO商業模

式推廣天然氣應用，配合政府政策降低我國溫室氣體

排放量，協助用戶節省能源成本及提高能源使用率，

並擴大ESCO產業，達到政府、業者及用戶三贏的局

面。

表1…某飯店鍋爐轉用天然氣改善前後量測項目數據

量測項目 單位 改善前 改善後

鍋爐效率 (%) 71.2 90.3

單位鍋爐熱值之耗能量 (Mcal/Mcal) 4.76 3.67

單位鍋爐熱值之能源費用 (元/Mcal) 1.87 1.48

改善後日平均天然氣總用量 (m3/天) -- 5393.4

年使用天數 (天/年) 365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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