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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氣體洩漏無所 遁形

具備彩色螢幕的 測漏儀可顯示氣體洩漏量與洩漏成本

一、前言

許
多工業系統的氣體管路因為維護不良而導致洩

漏頻傳，例如在易燃易爆的石油化工產業，往

往洩漏的氣體充滿了易爆易燃性一旦洩漏就會引發不

可彌補的災害，電子業的應用中強腐蝕高揮發性的氣

體洩漏也時有所聞，而生技製藥行業，在氣體使用上

的高毒性也是要特別小心，相對於上述的危險氣體洩

漏，空壓氣體或特殊氣體的洩漏因為沒有公安的危險

反而會在最後才被拿出來檢討，其實若工廠若能安排

系統性地檢查並消除氣體洩漏除了可以帶來安全，更

可以帶來非常可觀的節能效果。

在所有的壓縮空氣系統中，即便是新裝置好的系

統，或多或少都有洩漏的存在，在嚴重的不良應用中

所浪費的成本甚至可達到30%以上。

二、氣體洩漏之於節能的嚴重性

每個工廠都瞭解壓縮空氣是由電能轉化而來，但幾

乎沒有人知道壓縮空氣是最昂貴的能源形式之一。因

此合理使用壓縮空氣將可提供了很大的節約潛力。通

常節約的努力只集中在壓縮空氣的生成上，即壓縮機

產氣量和熱量回收。

因此，如果壓縮和已過濾空氣洩漏出去，則會產生

額外的成本，因為必須再次製造生產線所需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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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了壓縮空氣系統的一般成本分佈。而能源

成本佔了總成本的最高份額的73％。在大部分的壓縮

氣體系統中，可以從上圖來分析壓縮氣體的成本取決

於這三大類，而能源為最大面積，所以如果能有效率

的去除洩漏，那就能減少過多的能源消耗，進而達到

降低成本。

圖2 壓縮空氣產生期間節省能量的措施

上圖  列出了夫朗和斐壓縮空氣工業研究所

(Fraunhofer-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angewandten 

Forschung e. V.）所研究出的空壓系統各種節約潛力。

通過降低洩漏率可以實現最高的節約潛力。通過找出

洩漏點和消除洩漏量，可以使用壓縮空氣系統總節省

潛力的42%。

根據能源機構NRW的調查，30%的洩漏率並不罕

見，但會導致壓力損失高達2 bar和50%的能源損耗。

夫朗和斐研究所代表Energie-Schweiz進行的一項研究

證實了這一點，該研究表明製造企業的洩漏率在15%

至70%之間。當水從管道中溢出時，這清楚可見。但

在使用壓縮空氣的管路檢測上並不容易，因為典型的

“嘶嘶聲”只能在安靜的環境中才會發出非常明顯的洩

漏聲響。由於人眼看不到溢出的壓縮空氣，因此如果

沒有適當的設備，很難在吵鬧的工廠中找到洩漏點。

該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使用超音波洩漏定位儀器，通過

洩漏所溢出的氣體對應於超音波源。因此，超音波傳

感器可用於氣體洩漏處定址。

但在消除洩漏時所會遇到問題和挑戰，就是哪一個

洩漏是值得修復？什麼是洩漏率？洩漏所造成的費用

是多少？這將會浪費大量時間來思考。

三、公式運用

如果壓縮機系統的年輸送量 [m³]是除以總成本 [ € ]，

則獲得每立方米空氣產生的成本。根據系統的不同，

標準立方體壓縮空氣的生產成本約為0.15歐元 /Nm³至

0.27歐元 /Nm³。

能源成本節約潛力[€/年]=總洩漏率[Nm³/小時]*壓縮

空氣成本[€/1Nm³]*運行時間[小時/1年]

壓縮空氣是工業自動化生產中，昂貴但卻是不可或

缺的介質。由壓縮空氣系統所產生的洩漏，大約會流

失10%至25%。在歐洲，1立方米壓縮空氣的生產成

本平均為0.02歐元。即使是最小的洩漏，也只有16公

升 /分鐘，卻是每年會造成152歐元的成本浪費。因

此，尋找和消除洩漏可以為使用壓縮空氣的使用者提

供巨大的節約潛力。以下為計算公式 :

工作時間=365天*24時

Cost/m3=(固定成本+變動成本)/年度壓縮機輸出=壓縮

氣體的平均成本1.9ct/Nm3

德商CS Instruments GmbH＆Co. KG現在推出了一款

經濟實惠的設備，可直接在氣體洩漏檢測儀器的顯示

器上即時呈現洩漏率以每公升 /分鐘（或選取美國單位

的 cfm）。另外，氣體洩漏檢測儀器 還可以用歐元 /年

為單位來計算出洩漏成本 (貨幣可自由調整）。這允許

讓氣體洩漏無所 遁形 

具備彩色螢幕的 測漏儀可顯示氣體洩漏量與洩漏成本
  樊凌澤 節能工程部 
台灣貝利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CS-Instrument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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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在現場來快速決定，那些壓縮空氣洩漏點由於高

損耗而必須盡快修復，以及哪些洩漏點可以在排列上

變為較低優先程度。進而節省時間與人力在消除洩漏

的工程上，而不會讓維修成本大於洩漏成本。

四、可能的洩漏原因

洩漏通常發生在不同元件之間連結的地方，由於安

裝不當，又或是使用損壞和磨損的部件造成的。例

如 : 接頭和軟管夾的洩漏，螺牙接續和法蘭對鎖處的洩

漏，工具和機器裡有滲透或缺陷的密封件，未正確安

裝的 (乾燥機，過濾器或維護元件 )導致洩漏。

五、理論

圖6標示了聲音的不同頻率範圍。 超音波不僅涉及

聲波在氣體或液體中的傳播，還涉及固體中的聲波傳

播。由於可聽頻率的上限因人而異，因此一般人所可

聽到的聲音與超音波之間沒有固定的限制。而20KHz

以上的聲音頻率通常被稱為超音波。

圖6

壓縮空氣洩漏的搜索和確認位置是基於超音波測量

原理。由於高壓，即使是最小的空氣或其它氣體洩漏

也會導致超音波頻率，這通常是人耳無法捕捉到的。”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的音頻吸收電子元件“放大”

這些超音波，即使是在吵雜的工廠環境也能準確抓

到，並將它們作為聲學訊號轉發到”空壓氣體洩漏量

分析儀”的耳機中，因此用戶甚至可以聽到最小的洩

漏所產生的超音波，否則將無法檢測到這些洩漏。

壓縮空氣的加壓系統洩漏會在流出點產生超音波，

這是獨立於洩漏的流量或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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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空洩漏的環境下，空氣會從大氣中流到真空

處，如上圖。這使得湍流主要發生在真空現場，但如

此一來從外面所偵測到的超音波訊號就會變弱，則必

須要從較近距離才能檢測到。

有時”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會顯示洩漏在沒有

壓縮氣管的地方，這是因為超音波傳導到其他地方產

生折射所產生的噪聲，我們還是需要跟隨管路以便找

出洩漏點的真實存在點。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提供一整套使用於各種狀

況的附屬配件在手提箱中。例如帶有尖錐狀的尖端的

聚焦管，用於精確定位最狹窄空間內的洩漏，以及用

於檢測最小洩漏的聲學喇叭，在吵鬧環境下可將其餘

噪音給消除，即使在最遠6米的距離內，也包括在內。

在許多管路阻擋時，也可以使用靈活的鵝頸管來做量

測。對於特殊要求，例如距離最遠20米的洩漏檢測，

拋物面鏡也作為可選配件提供。

通過在拋物面鏡

來攔截超音波，在

最大 10 至 15 m的

距離內即使是最小

的 0.8 L /min（ 約

8 €p.a.）的洩漏也可

以精確定位（±15 

cm）。拋物面的設

計確保僅目標中所

洩漏的超音波。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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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噪音降至最低。

集成的攝影機和顯示器讓使用者能夠拍攝所發現的

洩漏照片並將其直接記錄在”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

的顯示器上。有關文檔，照片，洩漏率（公升 /分鐘），

歐元（任何其它貨幣）的成本，公司名稱，部門，的

日期和時間可以儲存在”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上。

存儲的數據可以輕鬆取出到任何USB記憶體上，並使

用選購的PC評估軟體“CS Leak Reporter”進行評估。

該軟體自動生成清晰的報告，結合發現的所有洩漏，

包括照片與上面標示的公升 /分鐘，成本和所有其他詳

細訊息。可以為使用者創建這些報告，並將其保存為

pdf文件。這些報告末尾的累計數字簡單概述了以公升

/分鐘量化的總洩漏率和每年的總洩漏成本。

六、實際操作案例

A.於某電子廠的實際操作中，先以拋物面鏡上的收

音器和紅外線相機雙方面同時運行來進行大範圍的搜

索，直到確定洩漏方向後，再切換使用各類型探頭逐

一收攏範圍。

上圖為拋物面鏡的使用範例

上圖為聲學喇叭並開啟紅外線(圓框內)鎖定集聲位置

即便難以接觸的位置也能使用鵝頸管來偵測

B.於某化工廠的現場中有著許多密麻管路交錯在一

起，且也有些固定於高處。

但可使用聲學喇叭來偵測位於高處的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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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闊的廠房也可使用拋物面鏡偵測

密密麻麻的管路可使用聚焦管來收攏洩漏點

在吵雜環境下，聲學

喇叭可接收所有音波，

搭配上耳機即可過濾掉

雜音留下洩漏音

七、結論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

儀”有著能更加靈活且

容易在運作機器中發現

隱藏洩漏的能力，而非單純只使用聲學相機，有時僅

靠影像是難以發現這些洩漏的。更高的靈敏度，通過

耳機跟隨噪音而不只是在顯示器上查看。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允許用戶測量甚至最小的

洩漏，例如，在天花板下的生產機房的壓縮空氣管路

上，在很高的角度上，也可精確定位它們。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目前在市場上是極少見的

產品，因為它具有位置的精確和測量洩漏所使用的紅

外線雷射光點和相機，而聲學喇叭和拋物面鏡中同樣

配有。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在同樣配置下，還追加

了可外接外部傳感器。除了洩漏測量外，還可接收露

點，流量，壓力，和溫度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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