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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Energy-Saving in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Furnace Using Heat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System

蓄熱式燃燒系統於不銹鋼固溶化熱

處理爐之節能研究

	 摘要

固
溶化處理是不銹鋼製品業中最高溫的品質關鍵

製程，其熱處理成果直接影響不銹鋼品質耐蝕

性與除去內部加工應力的情況。國內不銹鋼產業進行

固溶化溫度約介於1050-1150℃，廢煙氣排放溫度高達

800-900℃，目前大多業者將廢煙氣冷卻後直接排放，

造成製造成本居高不下。本研究將蓄熱式燃燒系統導

入國內一家不銹鋼固溶化爐，透過爐體能耗需求設計

與流體力學工程分析確認爐體內部流場與均溫性目標，

並完成設備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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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ution treatment is the most high-temperature quality 

key process in the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industry. The heat 

treatment results directly affect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stainless steel and the removal of residual stress. The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temperature is about 1050-

1150 ℃, and the waste flue gas discharge temperature is as 

high as 800-900 ℃. At present, most of the manufacturers 

directly discharge the waste flue gas after cooling, resulting 

in high manufacturing costs. In this study, the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to a domestic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furnace, and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and temperature uniformity target of the furnace body were 

confirmed through the energy consumption demand design 

and fluid mechanics engineering analysis of the furnace body, 

and the equipment development was completed. 

Keyword: Heat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furnace, Energy saving

1.	前言

蓄熱式燃燒系統包含燃燒機、成對的蓄熱模組、換

向系統以及主動排氣系統 (如Fig.1)，是目前世界上

650℃以上高溫廢熱回收效率最合適的方法 (依據不同

工業爐之爐型以及操作溫度，燃料可節省約20 ~ 45%)

[2]。國內目前蓄熱燃燒系統目前均應用在處理無爐內

氣氛要求與較無須溫度精準控制與爐溫均勻性要求的

加熱製程，如盛鋼桶預熱器以及金屬熔解製程，操作

方式皆為透過燃燒器將設備或燃燒室等加熱至製程溫

度目標，較無考慮直接產品特性 [3]。本研究將蓄熱式

燃燒系統於導入熱處理製程應用，透過爐體設計、管

路設計 [4]、與電腦模擬計算 [5,6]，發展國內首座蓄熱

式燃燒節能不銹鋼固溶化爐。

2.	蓄熱式燃燒不銹鋼固溶化爐設計開發

蓄熱式不銹鋼固溶化設備開發流程可分為爐體設

計、系統分析、爐體建置以及爐體驗證分析4項， 

2.1 爐體設計：本團隊針對設備性質、產品品質及環境

限制等需求著手，分析如工件材質、升溫曲線、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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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等重點項目參數，並將數據整理後導入系統進行

熱平衡計算，產出製程設備用熱需求，如燃料耗用、

系統熱散失等數據。研發團隊在取得基礎數據後即著

手進行設計方案建立，在此階段主要考量項目為燃燒

系統配置、熱流場設計，藉由蓄熱式燃燒成對交換運

作所產生之流場特性進行均溫性設計，利用燃燒器的

數量、配置及爐體幾何等進行規劃。

2.2 系統分析：設計方案建立後，本團隊使用自行開

發之模擬系統進行設計參數的電腦數值模擬計算，目

前系統以Ansys公司所發展的Fluent平台為主要系統架

構，本階段產出結果可初步確立設計參數之可行性與

物理趨勢，如爐體幾何、燃燒系統方案、熱流場運

作條件及控制參數等 (Fig. 2)。經由模擬系統分析結果

可說明頂置式燃燒器設計結合蓄熱系統運作，對於批

次爐熱流場的爐溫均勻性相較於傳統側置式燃燒系統

有顯著效果，工作區的溫度在燃燒器換向操作所產生

之熱通量變化，可使爐體內部的冷熱區於換向過程中

交替變化，進而平衡工作區內溫度，達成工件均勻受

Fig.1.…The…schematics…of…heat…regenerative…combustion…system

Fig.…2…The…simulation…results…of…the…temperature…distribution…in…the…furnace：The…furnace…with…workpieces…(A、B)；The…

furnace…without…workpiece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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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2.3 爐體建置：導入蓄熱式不銹鋼管件固溶化熱處理

爐，此系統具備高熱效率、安全、高品質及易維護等

特色 (如Fig. 3)：

 高熱效率：採用頂燃式設計，搭配四具旋風式蓄熱

燃燒器，利用蓄熱式燃燒之廣範圍高溫火焰、換向

燃燒均勻熱通量及成對運作等特性，結合高均溫旋

風高速噴流，以高溫空氣燃燒及高速火焰等方法滿

足熱處理製程之加熱能力與均溫性需求。

 高品質及易維護：導入整體系統設計及模組化閥

站。將燃燒器進排氣管路及相關機構於電腦進行預

組裝並分件發包予製造商，以電腦預設計方式施

作，相較於傳統工法，可節省50%以上組裝工時；

同時，利用安全管路膠合、閥站絕熱設計、各燃燒

器獨立控制診斷、設備壓力流量監控等技術，相較

於傳統將閥站組裝於爐體各角落的設計，可大幅降

低維護人員的維修風險並在具空間限制環境下完成

系統檢修。

2.4 爐體效能驗證分析：為滿足不同爐體間比較之公平

性，須訂定爐體性能之可比條件以確定穩定操作狀態

操作參數。經觀察爐體實際操作，訂定爐溫達操作條

件後，每日第二爐之操作為可比條件，避免以下能耗

與爐體溫度不確定性。

3.	結果與討論

3.1. 

本團隊將設計能量建置於高雄市路竹區的良豐不銹

鋼管件公司，載具為不鏽鋼管件固溶化爐，如Fig. 4，

燃料節能效益量測依據可比條件下之空爐進行量測，

結果顯示如Fig. 5，在升溫段蓄熱燃燒與無蓄熱燃燒之

效果差異不大，兩者均依據升溫曲線進行溫度補償；

達到第一均溫帶時，由於此時爐內溫度提升，透過蓄

熱系統進行廢熱回收之效益逐漸顯現，依可比能耗計

算，蓄熱式燃燒系統可減少能耗31%。

Fig.…4…The…real…operation…in…Stainless…Steel…Solution…

Treatment…Furnace…using…Heat…Regenerative…

Combustion…System

Fig.…3…The…features…of…the…heat…regenerative…combustion…furnace…for…solution…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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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金屬中心透過頂置式蓄熱式燃燒器設計與爐內蓄熱

式燃燒器控制策略應用，開發國內第一套整合蓄熱式

燃燒系統之不銹鋼固溶化製程設備，具高熱效率、安

全、高施作品質及易維護之特色。實測結果顯示，大

幅減少能耗達30%以上，是國內直火式熱處理設備節

能減排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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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nature gas consumption difference between furnace with and without heat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system

photo (C
) justissam

Esco會訊60期_24面.indd   16 2020/7/14   下午 13:5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