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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於1980年，以30多年的豐富製造經驗與技術，從冷凍空調

及熱交換設備，廣泛收集顧客的建議，逐年累積了技術優勢，近年

來陸續完成均質重油、柴油、瓦斯節能減排等產品，以期能提供社

會大眾節能環保之先進技術，ECH-A系列節能設備於2018年8月22日

經工業局指派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陳副總至康美斯實地考察。 

公司簡介 



燃油 

節能 

 
 外觀尺寸 :L×W×H)2M×1.5M×1.8M  
     重量：1000KGS 

 不需添加乳化劑(化學添加劑) 

 節能燃料燃油5~15% 以上 
 從源頭處理降低污染 
 減少鍋爐維修成本 
 可加水或工業廢水 
 可處理有機溶劑 
 符合歐規CE安全認證 
 人機介面操作簡單 
 安裝簡便 
 線上連續供油(2010年開始使用) 
投保產品責任險3仟萬元   

ECH-A 燃油節能設備說明: 

產品特色 

4 



• ECH-A序化裝置的設計概念 
• 線上調配節能環保序化燃油，懸浮微粒從329 mg/Nm³

使用兩週後降到52mg/Nm³，目前降至10mg/Nm³。燃燒

前處理，無二次污染。 
• 將燃油+水完全序化，產生高效率的二次霧化，促進

完全燃燒，以提高節油率。 

• 均質序化完全，油水不分離，可儲存運輸。 
• 均質序化完全，燃燒狀況穩定，不會斷火。 

• 可依實際需要，於現場針對燃燒設備進行最佳化的調

配比例。 

產品結構-1 

5 



 ECH-A 節能環保燃油製程 

原料燃油 
(60-100%) 

水或工業廢水 
(0-40%) 

 

燃燒裝置 

ECH-A 
節能環保燃油 

ECH-A序化裝置 

產品結構-2 

日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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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均質技術之形成包含以下方式 

•機械方式：高速剪切、超音波、高壓均質、高速噴射、渦混攪拌 

•化學方式：添加乳化劑 

•電磁方式：磁化處理 

 ECH-A 創新之處 : 

     整合各種機械方式，包含高速剪 

     切、高速噴射、高壓均質、渦混攪 

     拌以及超音波、水、燃油序化等， 

     透過改良的機械式處理，將燃油把 

     水完全包覆。 

創新整

合 

超音波 

高壓均

質 

高速剪

切 

序化水

/磁化 

高速噴

射 

渦混攪

拌 

技術原理-1 



 ECH-A  二次霧化(微爆現象)的過程: 

1.溫度超過100℃時，油霧內之水份開始汽化，   

  體積開始膨脹。 

2.水份汽化壓力高過油霧表面張力時，油霧爆裂 

3.油霧爆裂成數個顆粒，直徑變小，促進燃燒。 

4.油料更完全燃燒，節省用油，降低煙氣污染， 

  減少鍋爐積碳(從源頭處理)，沒有二次汙染。 

技術原理-2 



    檢測機構: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燃燒科技研究群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煉製研究所產品研究組 

成功大學---空氣污染排放物測試平臺 

驗證結果-1 
  檢測項目: 

 ECH-A 節能環保重油與普通重油之性能比較 
 

 



驗證結果-2 
成功大學燃燒科技研究群--測試平臺.點火容易.不斷火 



驗證結果-3 



驗證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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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油 環能重油 

重油VS.環能重油 - 熱值比較表 

驗證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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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鍋爐:可透過鍋爐霧化油槍進行一次霧化 
  將重油顆粒細化提升燃燒效率   但細化程度有限 
節能環保設備:將重油與水混和成油包水顆粒大小只有 2~5 μm  
  油包水二次霧化使顆粒更細化燃燒更加完全並產生水煤氣反應 

驗證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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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日期99/3/25 地點台北;三峽 

第一次測試99/5/15地點;成大歸仁 

第二次測試 99/6/21地點;成大歸仁 

驗證結果-7 
ECH-A環能重油-水滴分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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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 燃料油含量 % 加水比例 % 
火燄最低溫度

℃(R7) 
火燄最高溫度

℃(R7) 

重油 100% 0% 1104 1136 

ECH-A 
環能重油 

81.5% 18.5% 1037 1095 

品項 燃料油含量 % 加水比例 % 燃油使用量 L/HR 
二次空氣供給量 

M3/HR 
重油 100% 0% 20 210 
ECH-A 

環能重油 
81.5% 18.5% 20 195 

品項 燃料油含量% 加水比例 % 最低燃燒效率% 最高燃燒效率% 

重油 100% 0% 84 85 

ECH-A 
環能重油 

81.5% 18.5% 85 86 

1.燃燒效率實測比較統計表 

2.燃燒溫度實測比較統計表 

3.二次空氣供給量比實測較統計表 

驗證結果-8 



  1g  中油 6號重油熱值 9771 cal/g 
 
  1g  環能重油熱值 9440 cal/g (含水18.5%) 
 
        需1.035g 的環能重油才能到 9771 cal/g 
          同熱值(9771/9440=1.035). 
 
        但是換算1.035g環能重油其中重油只含 
          有0.84g(1.03x(100%-18.5%))=0.84 
 
        所以產生相同熱值狀況下 
          可節省16%重油用油量 (1-0.84)     

節能說明(例,依中油檢驗報告): 

驗證結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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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業冸 地點 爐數 使用溫度 月用量 加水 效能 使用 

Ο康 染整 彰化 2 250度 100T 14% 15% 2010 

Ο環 環保 觀音 1 1350度 50T 15% 12% 2013 

烏克蘭 電廠 烏克蘭 20 300度 50000T 16% 13% 2015 

Ο億 染整 桃園 2 250度 100T 14% 15% 2017 

Ο都 飼料 宜蘭 1 250度 60T 14% 15% 2018 

使用案例 



使用案例 (儀億實業) 



取得專利 
 VECH-榮獲多國多項專利及ISO、CE、榮譽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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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技術

比較項目

使用添加劑 ECH-A

節省費用

(燃料費相對支出減少)

低(2~8%) 高(加水18.5%，則
節油率16.27%)

空氣污染改善程度 高 高

穩定性 高 高

燃燒及週邊設備

需配合改善程度

高 低

總體經濟效益 低 高

相關技術

比較項目

使用添加劑 ECH-A

節省費用

(燃料費相對支出減少)

低(2~8%) 高(加水18.5%，則
節油率16.27%)

空氣污染改善程度 高 高

穩定性 高 高

燃燒及週邊設備

需配合改善程度

高 低

總體經濟效益 低 高

(不需要添加劑) 

結論-1 
相關解決技術比較: 



產業 應用  加水率 

玻璃纖維製造,玻璃
業, 陶瓷業, 水泥業,
冶金,礦業瀝青廠, 
發電廠 

 

窯爐, 熔爐, 烘烤爐 

 
5~15% 

製藥業,石化業,染整
業, 印染業, 紡織業, 
乳品業, 化學工業, 
染料業 

 

蒸汽鍋爐 

 

5~15% 

食品業, 醫院, 旅館, 
游泳池, 公共建築, 
一 般產業 

蒸汽鍋爐, 

熱水鍋爐 

 
~20% 

不同產業應用ECH-A環能燃油之加水率建議值: 
結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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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 每月鍋爐使用燃油 150 公秉為例: 

         (燃油 17元/公升節省燃油 10%) 

          備註：109年5月中油6號重油油價17219元 

      A.經濟效益： 

        每月節費省燃油用 25.5萬元 （150公秉） 

        150公秉 X 1000 X 10% X 17元= 25.5萬元 

        每月付15.3萬 租金 節能又環保 

 

      B.其他效益：每年節省鍋爐清潔費用, 

                  減少積碳提升鍋爐效率, 

                  亦可添加使用工廠排放之工業廢水 

                  減少排放汙染 

 

 

 

 

結論-3 
整體效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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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端 : 不需更動鍋爐設備  

康美斯 : 提供節能減碳相關系統設備及規劃 

成  效 : 確保鍋爐燃油節能5~15% ,空汙排放符合加嚴標準 

使  用 : 加入適當比例的水於燃油,經節能設備混成環能燃油   

          進行鍋爐燃燒(接三通閥可隨時切換回原系統) 

燃 油 

環能環保燃油 

2m x 1.5m x 1.8m  

水/廢水 

原油槽 環保節能燃油設備 

原系統管線 新增系統管線 

結論-4 
設備配置說明: 

日用槽 
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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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環保署將於109年7月1日起實施最新鍋爐空汙排放標準： 
粒狀污染物至30 mg/Nm3 
硫氧化物至50 ppm 
氮氧化物至100 ppm 
 

 
為達最新空汙排放標準，建議改善方案給客戶： 
 
方案一：使用ECH-A環保節能設備並搭配裂解油 
優點：1.粒狀汙染物15mg/Nm3左右，硫氧化物30ppm左右， 
        氮氧化物60ppm左右 
      2.鍋爐燃燒效率更提高，節油率可達10%以上。 
方案二：使用ECH-A環保節能設備並搭配中油特種低硫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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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台塑輕裂燃料油 中油特種 
低硫燃料油 

中油低硫燃料油 

1 密度15℃ 1.0011 g/cm3 0.9855 g/cm3 0.9855 g/cm3 

2 硫含量 603 ppm = 0.0603 % 0.1% 0.5% 

3 流動點 <-40.0℃ 12℃ 15℃ 

4 殘碳量 5.12% 15% 15% 

5 含水量 0.1216% 0.5% 0.5% 

6 水分及沉澱物 <0.100 % (管制值<1.000) 1.0% 1.0% 

7 熱值 10121 cal/g 9500-10000 cal/g 9500-10000 cal/g 

8 閃點 67℃ 60℃ 60℃ 

燃料油規範比較 

備註：售價依中油特種低硫燃料油牌價漲跌作調整，若客戶每次進貨能存放25公秉燃料油， 
 每公秉可減價1000元以上，若無則每公秉減價5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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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ECH-A環保節能燃油設備 
 
     搭配輕裂燃料油、中油特種低硫燃料油 

•節能燃料油5-15%以上 

•煙囪不須加裝脫硫脫硝設備 

•空汙排放符合加嚴標準 

•不須加任何添加劑，不須額外增加費用 

•50公秉以下每月只需5萬元租金 

•基於安全考量，使用瓦斯可改回使用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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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輕裂解油搭配ECH-A環保節能燃油設備 
 

空汙排放實際檢測數據 
 
  
 

109.07.01 
環保署最新 
鍋爐排放規定 
(max.) 

粒狀汙染物 

(mg/Nm3) 
 

30 

硫氧化物 
(ppm) 

 
50 

氮氧化物 
(ppm) 

 
100 

廠商1 7 31 48 

廠商2 21 31 75 

廠商3 6 3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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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裂解油空汙排放檢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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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中油特種低硫燃料油搭配ECH-A環保節能燃油設備  
 
      
符合環保署109年7月最新空汙排放標準 

且節能減排提高能源效率 



加裝集塵設備 
廠商在使用ECH-A後，懸浮粒
子從329mg/Nm3下降至52mg/Nm3 

，目前10mg/Nm³以下，是源頭
管理，無二次污染。 
 
使用輕裂解油加ECH-A設備後 
懸浮粒子下降至10mg/Nm³左右 
，優點減少清理時間，鍋爐燃
燒效力更好。 
後端不裝脫硫設備後，硫氧化
物實際檢測達30ppm左右，氮
氧化物達60ppm左右，符合最
新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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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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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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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