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熱式壓縮空氣吸乾機採用金屬有
機骨架之節能量分析
Assessment of the energy saving effect resulted from the adoption of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in
heated type adsorption air dryer

I 盧勁宏

陳鈞振 謝宗霖 洪敏郎 彭及青 康育豪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alumina and a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OF) material

本

團隊建置一小型加熱式吸乾機可測試採用任意

developed by our team. The result shows that if a flow of

吸附乾燥劑將壓縮空氣除濕時進出系統之氣流

7 kg/cm2 compressed air dehumidified by a refrigerated

的狀態 ，並發展一演算法以量測結果推算同乾燥劑使

dryer is to be further processed to a pressure dew point

用於任意容量吸乾機時系統之能耗值 。本文以此法評

temperature ≦ -20℃ with an adsorption dryer of capacity

估兩種乾燥劑之能耗值 : 活性氧化鋁及本團隊自行研

30 CMM, the energy consumed by a dryer using the

發之一種金屬有機骨架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OF)

MOF is approximately 92% of that consumed by a dryer

材料 。按照分析結果 ，以一處理量 30 CMM 吸乾機將

using alumina. The improve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7 kg/cm2、經冷乾機初步除濕後之壓縮空氣乾燥至壓

relatively low temperature to which the MOF should be

力露點≦ -20℃時使用本團隊金屬有機骨架之能耗約

heated to, for eﬃcient water content removal, compared to

為使用氧化鋁之 92%。其原因應為該金屬有機骨架所

alumina.
Keywords: adsorption dryer,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需之再生溫度和氧化鋁相比較低 。

activated alumina, energy saving

關鍵字 : 吸乾機 、金屬有機骨架 、活性氧化鋁 、節
能

一、前言
壓縮空氣可廣泛應用於電子 、石化 、水泥 、食品 、

Abstract

橡膠塑膠等產業中 ，作為氣動控制 、冷卻 、清潔 、

A scaled-down heated type adsorption air dryer is

輸送或噴灑等用途所必須之工作流體 。按用途及產業

constructed which can accommodate a chosen type of

別壓縮空氣之含水量也必須符合標準規範 ，如表 1 所

desiccant granules to dehumidify compressed air while

示 [1]。空氣經加壓時所含水氣分壓上升造成露點溫

recording temperature and water content of air at the

度上升 ，儘管有些壓縮機在各階段安裝中冷器以將空

inlet and outlet of the desiccant tower. Furthermore, an

氣降溫 ，空氣在中冷器中也可能產生冷凝水 ，仍不

algorithm is adopted so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an

足以將露點降至符合基本廠務需求 ，如表 1 之等級 3。

adsorption dryer, which is of a chosen capacity and uses the

因此空壓機之吐氣須經由乾燥機除水 。常見壓縮空氣

same desiccant, can be calculated from measurements of the

用之乾燥機種類及處理能力如圖 1 所示 ，目前工業上

scaled-down dryer. In this paper two types of desiccant are

主流之作法為先以冷凍乾燥機做為一前處理裝置對壓

test with the scaled-down dryer and their energy eﬃciencies

縮空氣實行初步除濕 。其後再接續吸附乾燥機將壓力

when adopted by a real-scale dryer are compared: ac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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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點進一步降到 -20 至 -70℃。
吸附乾燥機在除水過程中 ，固體吸附劑顆粒含水量
上升會減低其除濕能力 。因此間隔一定週期必須將吸
附劑通以乾燥或高溫氣流以使之脫水再生 ，其作法可
分為無熱式及加熱式兩種 [2]。其中無熱式及一部分加
熱式需將乾燥後之壓縮空氣消耗一定比例作為再生氣
流 ，減損了空壓機之實質供氣率 。因此本文關注以鼓
風機吸入環境空氣以作再生氣流用之加熱式吸附乾燥
機 。然而要將吸附劑顆粒脫水需將其加熱至一定之門

圖1. 常見壓縮空氣用之乾燥機種類及處理能力

檻溫度 。常見之吸附劑包含活性氧化鋁及沸石分子篩 ，
其要求溫度分別可達約 100 至 150℃、120 至 200℃[3]。
加上氣流需通過高流阻之顆粒填充床 ，使得吸附式乾
燥機成為一高耗能之設備 。目前市面上已有具熱回收
功能之吸附乾燥機以提升其能源效率 [4-5]。因此 ，本
文評估另一發展方向 ，透過吸附劑特性改良以降低乾
燥能耗 。本文之研究採用本團隊已開發之低溫再生型
吸附劑 ，並建立一小型測試機台 ，以評估該吸附劑用
於吸附式乾燥機以將空氣處理至壓力露點≦ -20℃時 ，
其能耗改善情形 。
圖2. 小型測試系統示意圖

表1. 壓縮空氣含水量品質要求[1]
3

等級

水氣壓力露點 [℃]

液體水 [g/m ]

1

≦-70

-

≦-20

-

0
2
3
4

5

使用者自訂比等級1更嚴格者
≦-40
≦+3

一步乾燥 ，入出口處有溫度計 、壓力錶及露點溫度計

-

階段時 VP 關閉 ，VR 打開 ，再生用熱風由鼓風機及電

≦0.5

-

5-10

-

X

-

-

8
9

VP2 打開 ，VR1、VR2 關閉 。無油空壓機吐氣由冷凍

-

≦+10

7

-

≦+7

6

-

壁以玻璃棉隔熱 。桶槽進行吸附階段時 ，閥件 VP1、
乾燥機初步除水後 ，經由質量流量計定速送入桶槽進
用以監測氣流乾燥前後之溫濕度 。同理 ，乾燥再生
熱加熱器送出 。此外桶槽隔熱層外壁貼有 5 個溫度計

0.5-5

以量測沿再生氣流方向之溫度分布 。測試所使用之溫
度計中 ，量測入出口氣溫者為 Omega 公司製 K 型熱電

>10

偶 ，量測準確度為 2.2℃或 0.75%； 量測外壁者為同公
司之 T 型熱電偶 ，準度為 1℃或 0.75%。壓力計為 Pro-

二、實驗設備

instrument 不銹鋼壓力計 ，準確度為 1.5% f.s.d。露點溫

2.1小型測試系統

度 計 為 Vaisala DMT143 型 ，量 測 範 圍 -80 至 20℃，準

本研究以小型之壓縮空氣乾燥系統測試使用特定吸

確度為 2℃。質量流量計為 Bürkert 8626 型 ，控制精準

附劑時之乾燥表現與能耗指標 ，並以該測試結果推導

度為 0.3%。再生鼓風機為 JYE LIH 之 HB-129 型 ，耗功

同吸附劑用於實際乾燥機時之表現與指標 。該小型系

0.2 kW，靜壓 70 mbar，最大風量 1 CMM。

統之結構如圖 2 所示 ，包含一碳鋼桶槽填充待測吸附

2.2 吸附劑

劑 。桶槽內直徑約 47.5 mm，填充高度約 1.23 m，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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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5℃下水氣吸附等溫線(a)MOF(b)氧化鋁[9-11]

圖4. 各種吸附劑於不同溫度再生後再行吸附過程期間含水
量變化

三、實驗方法

本研究中測試之吸附劑為我方開發之金屬有機骨架
(MOF) 材料 ，及一般活性氧化鋁作為對照 。金屬有機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計算 MOF 吸附劑用於市售乾燥機

骨架泛指由含金屬原子之無機團簇 (cluster) 連接多個有

時能耗改善狀況 ，因此首先以小型測試機台量測其能

機配位體 (organic ligand) 形成結晶結構之材料群 。它普

耗 ，再以此計算該系統放大至等同市售機時其能耗指

遍具有高比表面積和孔隙度 ，透過選用團簇和配位體

標 。以下介紹各階段之實驗設定參數及後處理演算法 。

組合可製出不同幾何結構 、孔隙形狀而可操作分子吸

3.1 小型測試系統

附量和其他吸附表現 ，作為除濕材料備受關注 [6-8]。

實驗之吸附階段中使用的處理氣流經過無油壓縮機 、

本團隊已開發一種金屬有機骨架 ( 以下簡稱 MOF)，其

冷凍乾燥機產生 ，於桶槽入口之絕對壓力控制在 7 kg/

水氣吸附等溫線如圖 3 所示 ，顯示了在 25℃下不同環

cm2、壓力下面速度約 0.13 m/s。入口氣溫測值普遍落

境相對濕度下之水氣吸附量 。已知冷凍乾燥機處理後

在 23 至 25℃之 間； 大 氣 露 點 測 值 普 遍 於 -11 至 -13℃

之壓縮空氣壓力露點最低可達 2 至 10℃，意味者在空

之間 。本文所關注之空氣品質要求壓力露點不得高於

氣壓力 7 bar、溫度 25℃之條件下 ，進入吸附床之空氣

-20℃，因此吸附階段在出口氣流之大氣露點達 -40℃

於壓力下之相對濕度約為 22 至 40%。由圖 3 可知 MOF

後停止 。另一方面 ，再生氣流由鼓風機產生經加熱器

具有高達 35wt% 之吸水量 。此外亦可看出於低相對濕

增溫後送入桶槽 ，面速度定為 0.62 m/s，入口氣溫則依

度下 MOF 吸水量之變化趨勢較陡峭 ，意味者 MOF 所

吸附劑種類而定 。再生階段之持續時間 ，參考市售加

需之再生氣流溫度比氧化鋁低 。一種可支撐此說法之

熱式乾燥機之慣例為吸附時間之 33% 至 40%，以使再

實驗結果如下 ，處於吸水量飽和狀態下之各種吸附劑

生完成之吸附劑在進行吸附前能有充分時間冷卻至常

於不同溫度下脫水再生後再經歷一定時間之水氣吸附 ，

溫。

期 間 吸 水 量 和 再 生 溫 度 之 關 係 如 圖 4 所 示 。可 看 出

本文中吸附乾燥系統之能耗指標以乾燥機運作期間

MOF 若有足夠之吸脫水時間 ，以 80℃再生即可發揮其

單位處理氣量所需之平均再生能量代表之 。市售吸附

吸水潛力 。本文使用之 MOF 顆粒的尺寸和其他物性如

乾燥機普遍具有兩個顆粒桶槽 ，其中之一進行再生時

表 2 所示 。圖 3 及表 2 亦列出活性氧化鋁之特性參數及

另一邊可進行吸附 ，以持續提供乾耗之壓縮空氣 。因

曲線 。

此能耗指標之換算方式如下 。

表2. 實驗用MOF及氧化鋁顆粒[9-11]物性
粒徑 [mm]

氧化鋁

堆積密度 [kg/m ]

比熱 [kJ/kg℃]

3

水氣吸附熱 [kJ/kg]

4~5

MOF

1.5~4.5

789

482

2500

3056

1

η��� �

�

E��� � �� ���
���

1.5

�����

( 1 )
�

�
����� �ℎ�� � 𝑢𝑢��
� ℎ�� � dt
�

( 2 )

其中為再生階段中氣流自鼓風機及加熱器獲得能量 ，

為吸附或再生時間 ，為吸附過程所處理之氣流流量 ，
為氣流質量流率 ，h 為氣流比焓值 ，u 為氣流流速 。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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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am、in、ou 分別代表環境 、進入及離開桶槽之空氣 。

測試結果顯示再生時間 3.5 h，吸附時間 8.6 h，能耗指

此小節中若無特別註明 ，則空氣溫度 、焓值 、流速 、

標及比例如圖 5(a) 所示 。另一方面氧化鋁採用再生溫

濕度比及顆粒溫度皆為桶槽截面上之平均值；且氣流

度 140℃，測試結果再生時間 3.5 h，吸附時間 10.5 h，

進入即離開桶槽之質量流率與流速變化可忽略 。

能耗則如圖 5(b) 所示 。比較兩圖可知 MOF 因再生溫度

以小型系統之測試結果演算市售大型系統之能耗需

較低在再生階段中總能耗量較低 ，但其吸附時間較短

分析前者之再生總能耗中各部分占比 ，包含桶槽出口

因此能耗指標較差 。於 2.2 小節已知單位質量之 MOF

之排放熱 、水氣脫附所需吸熱 、吸附劑和桶槽之顯

具有較高之吸水量 ，因此其吸附時間較短之原因應為

熱 、桶槽外壁之對流熱散失 。各部分之換算方式如下 。

堆積密度較氧化鋁低使得同尺寸桶槽內填充之顆粒質

�

E��� � ���� � �� ���
�

E��� � �� ���
���

���

�����
�

�����

𝑚𝑚���� �ℎ�� � ℎ�� �dt

𝑚𝑚���� �𝑤𝑤�� � 𝑤𝑤�� �∆𝐻𝐻��� 𝑑𝑑𝑑𝑑

E��� � ∑���� � 𝑚𝑚��� 𝑐𝑐��� ∆𝑇𝑇����� �
�

�

�

E��� � ∑���� � �� ���
�
���

�����

ℎ���𝑇𝑇������ � 𝑇𝑇�� �𝑑𝑑𝑑𝑑�

E���� � ���� � ���� � ���� � ���� � ����

T����� � 𝑇𝑇��

T����� � 𝑇𝑇��

�T����� � 𝑇𝑇����� � � �𝑇𝑇������ � 𝑇𝑇������ �

量較少 。而氧化鋁和 MOF 相比 ，其吸附時間較長意

( 3 )

味者更多水氣需要被除去 ，因此其用於脫附熱之能耗
( 4 )

量較高 。此外氧化鋁再生所需之高溫導致其有較多能

( 5 )

量消耗於顆粒顯熱上 ，而較高溫之再生氣流亦導致桶

( 6 )

槽之熱量得以較有效地穿過玻璃棉層散失至環境中；

( 7 )

結果即是氧化鋁的實驗中顆粒顯熱 、對流熱散失量較

( 8 )
( 9 )

大 ，但桶槽顯熱量較小 。整體來說 ，MOF 之各類能耗

(10)

比例大致接近氧化鋁 ，除了吸附劑顯熱占比較低而桶

式 (3)-(7) 分別計算排放熱量 、脫附所需吸熱 、顆粒

槽顯熱較高 。另一方面 ，將小型系統上的能耗放大至

顯熱 、對流熱散失以及桶槽壁顯熱 。其中 w 為氣流之

實際系統後如圖 6 所示 ，可看出 MOF 之能耗指標反而

濕度比 ，為吸附劑單位質量水氣吸附時釋放之熱量 。

較氧化鋁佳 ，單位處理氣量所需平均功率約為後者之

為顆粒質量 ，為其比熱 。n 為外壁溫度計之數量 ，i 代

92%。此原因應是能耗各項目於轉換時放大比率不同 ，

表溫度計之位置 ，為和該溫度計同高度之顆粒於再生

如 3.2 小節所述 。因此總能耗及各項比例之相對大小改

開始和結束時之溫度差值 ，為外壁溫度測值 。為環境

變。

溫度 ，為環境之自然對流熱傳係數和桶槽外壁面積之
乘積 。式 (8)-(10) 假設顆粒沿再生氣流方向之溫度分布
趨勢和外壁相同 ，以計算顆粒溫度 。

五、結論
本文中介紹了一評估吸附式壓縮空氣乾燥系統能耗

3.2 實際能耗指標

之實驗方法 ，使用小型吸附桶槽測試能耗 ，再透過演

若實際吸附乾燥機之桶槽尺寸已知 ，則可假設以和
實驗相同之氣流條件 ( 溫濕度 、面速度 ) 進行再生時 ，

算法換算同種類吸附劑 、氣流條件應用於實際系統時

其局部之溫度及含水量變化與小型系統相同 ，因此再

之能耗指標 。該方法可使用相對少量之吸附劑 ，因此

生能耗之各部分可按照相關尺寸之比例放大 。如實際

可適用於評估新型之吸附劑材料 。此外本文採用了本

系統和測試系統之顆粒顯熱比值等於兩者之填充量比

團隊開發之金屬有機骨架 (MOF) 吸附材料 ，以前述方

值 。將換算過的各部分能耗總和得到實際系統之再生

法評估其能耗 ，並與一般乾燥機使用之氧化鋁比較 。

能耗 ，便可以式 (1) 計算能耗指標 。本文中關注之市售

在所評估之情境中 ，壓縮空氣乾燥後之壓力露點須符

吸附乾燥機處理氣流量 30CMM，其桶槽材質為 A516-

合基本廠務需求之標準 。而評估結果顯示本團隊 MOF

70 鋼板 ，桶槽高度 、直徑 、壁厚分別為 1276、610、6

因具有可於較低溫再生之特性 ，應用於 30CMM 級乾

mm。

燥機時其能耗約為氧化鋁之 92%。目前 ，這樣的節能
量尚無足夠的市場吸引力 ，因此仍有發展空間可嘗試
由新型吸附材料開發或是針對各種新材料進行吸附 / 再

四、結果與討論
MOF 於小型系統上測試時採用之再生溫度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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