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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鍋爐除礦水超微量成份監控技術開發
Development of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De-mineral Water 
in Power Plant 

劉 英 杰1  ■  葉 茂 淞2  ■  柳 逸 軒3

   Y.C. Liu, M.S. Yeh, Y.H. Liu

電廠鍋爐使用除礦水作為飼水，產

製高壓蒸汽發電。因鍋爐屬高溫、高壓操

作設備，當飼水陰 /陽離子偏高時，爐管

易發生點蝕及積垢問題，影響設備壽命與

熱交換效率；除礦水陰 /陽離子關鍵成份

屬 ppb等級，穩定控制技術待突破。本公

司電廠除礦水之產製，水質分析頻率偏低

為 1次 /週，陰 /陽離子有超標疑慮，需

研發線上監控技術。本研究利用線上離子

層析儀，開發即時掌握除礦水超微量成份

變動趨勢技術，達成水質 100%監控之目

的，並將陰塔樹脂出水導電度及操作策略

最適化，提昇產水量。本研究建立能精準

掌握 7種陰離子 F-/Cl-/Br-/NO2
- /NO3

- /PO4
3-/

SO4
2-與 6種 陽 離 子 Li+/Na+/K+/Ca2+/Mg2+/

NH4
+濃度 ppb級線上監測系統，作為再生

作業及回饋控制水質之依據。研發成果，

除礦水Na+/Cl-/SO4
2-之年異常頻率從 3%

降至 0%，大幅提昇水質穩定性，每年降

低再生次數 10%，節省陰塔再生液鹼 107

噸 /年。再者，藉由監控技術精準調控

與陰塔操作最適化，提升除礦水總產能

11.6%。

關鍵詞： 電廠鍋爐、除礦水、線上水質監

測技術

De-mineral water is used as a feed water in power 

plant boilers to produce the high-pressure steam.  When 

the anion/cation concentrations of de-mineral water 

are too high, the furnace tubes are prone to pitting and 

fouling decreasing equipment life and heat exchange 

efficiency.  As the anion/cation concentrations of de-

mineral water were analyzed only once per week, the 

anion/cation concentrations of feed water were not 

timely monitored.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n online 

monitoring and stable anion/cation concentr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to ensure good de-mineral water quality. 

We used online ion chromatography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anion/cation concentration and to optimize 

the operational strategy of using anionic resin to improve 

water production.  We developed an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seven anions and six cations concentrations as 

a basis for regeneration operations and feedback control 

of water quality.  With the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and feedback control, the Na+/Cl-/SO4
2- annual abnormal 

frequency was reduced from 3% to 0%, the number 

of regeneration reduced by 10% per year, and NaOH 

chemicals saved by 107 tons per year. CSC enhanced the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de-mineral water 11.6%.

Key words: Power plant boiler, De-mineral water, On-

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一、前　言

電廠鍋爐主要是使用除礦水作為飼水，產製高壓蒸汽，續推動汽輪機發電。因鍋爐屬高

溫、高壓操作設備，當飼水陰 /陽離子偏高時，爐管易發生點蝕及積垢問題，縮短設備使用壽

命及降低熱交換效率與增加燃料費用，因此，除礦水陰 /陽離子的穩定控制為產業界迫切待突

破的問題。雖然本公司電廠除礦水產製技術屬高水準，但水質分析頻率偏低為 1次 /週，陰 /陽

離子有偶爾超標之疑慮，目前最欠缺的則為線上監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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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利用線上離子層析儀，開發除礦水監控技術，即時掌握 7種陰離子與 6種陽

離子關鍵成份變動趨勢，達成水質 100%監控之目的，釐清異常頻率，以及建立異常預警通報

內部資訊網頁系統，並探討放寬陰塔樹脂安全層出口導電度對除礦水質變異性之影響研究，建

立最適操作策略，期能有效提昇產水量，增加供水裕度。

二、實驗方法

首先建立線上離子層析儀監測設備，接著進行水中 ppb級超微量陰 /陽離子標準溶液配

置、分析及檢量線之製作，確認設備分析性能；接著於線上離子層析儀Data Log系統電腦，建

立異常預警通報網頁內部資訊系統，每 30分鐘提供一筆水質資訊，藉此作為樹脂再生作業之

依據，使水質能 100%達標。再者，採彈性提高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由 0.1放寬至

1.0µS/cm）之策略，研究其對水質 /水量之影響，評估該策略之應用可行性，期能開發離子交換

樹脂最適化操作策略，達到提升除礦水產水量之目標。

三、結果與討論

3.1 建構除礦水水質線上監測系統

動力工場於 104年中完成更新AI/AK/AJ三列陰塔樹脂。為了解其除礦水供水品質，本研

究利用線上離子層析儀監測設備，進行其水質即時監測分析，評估離子交換效果。結果確認

Metrohm線上離子層析儀監測設備性能佳，能準確且即時分析水質，不僅適用於除礦水 ppb級

超微量 7種陰離子 F-/Cl-/Br-/NO2
-/NO3

-/PO4
3-/SO4

2-濃度之監測，而且適用於 6種陽離子 Li+/Na+/K+/

Ca2+/Mg2+/NH4
+濃度之監測，藉此可作為未來陽塔 /陰塔 /混床再生作業及回饋控制水質之依

據。有關建構除礦水水質線上監測系統、ppb級陰 /陽離子標準溶液分析圖譜，如圖 1、2、3、

4所示。

圖 1　建構除礦水水質線上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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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水中 20 ppb 7種陰離子標準溶液分析圖譜

20 ppb陰離子標準溶液分析圖譜

圖 3　水中 5 ppb Cl-、SO4
2-標準溶液再現性分析圖譜

圖 4　水中 ppb級超微量陰 /陽離子標準溶液分析圖譜

5 ppb陽離子標準溶液分析圖譜

NH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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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構水質異常預警通報系統

為使Na+、Cl-、SO4
2-濃度皆達 <6 ppb之目的，且不會常常觸發 alarm而打擾同仁，本案於

線上離子層析儀電腦Data Log系統電腦，建立異常預警通報網頁內部資訊，每 30分鐘提供一

筆水質資訊；並將Na+、Cl-、SO4
2-監測數據的上限警報值皆設定為 5.5 ppb最為恰當（圖 5），

建立水質異常預警通報機制。當水質達上限值時，螢幕會出現異常紅色警訊，控制室人員隨即

執行對應樹脂之再生作業，藉此使水質能 100%達標。

3.3 更新陰塔樹脂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1) 第 1 座陰塔樹脂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完成建構離子層析儀線上水質即時監測系統後，首先進行第 1座陰塔樹脂離子交換效果驗

證。結果顯示第 1座陰塔樹脂出水水質Cl-、SO4
2-濃度依序為 0.27~1.06、1.31~2.80 ppb（表 1），

水質穩定性佳，確認離子交換效果佳，符合水質要求。

表 1　第 1座陰塔樹脂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項目 第 1座陰塔樹脂出水水質

日期 (104.10~11) Cl- (ppb) SO4
2- (ppb)

Test 1 0.27 1.31

Test 2 0.81 2.65

Test 3 0.54 2.35

Test 4 1.06 2.80

(2) 第 2 座陰塔樹脂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當確認第 1座陰塔樹脂離子交換效果後，本案隨即進行第 2座陰塔樹脂對出水水質之影

響評估。結果顯示第 2座陰塔樹脂出水水質Cl-、SO4
2-濃度依序為 0.08~0.48、0.40~0.94 ppb

（表 2），水質穩定性佳，確認離子交換效果佳，亦符合水質要求。

圖 5　建構水質異常預警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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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2座陰塔樹脂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項目 第 2座陰塔樹脂出水水質

日期 (104.11~12) Cl- (ppb) SO42- (ppb)

Test 1 0.08 0.51

Test 2 0.15 0.40

Test 3 0.32 0.77

Test 4 0.48 0.94

Test 5 0.46 0.54

3.4 陰塔樹脂對混床出水水質之影響

當確認 2座陰塔樹脂離子交換效果皆佳後，本案緊接著進行新陰塔樹脂對混床出水水質之

影響評估。結果顯示新陰塔串連混床樹脂吸附後，出水水質Na+、Cl-、SO4
2-濃度皆相當低，依

序為 0.13~0.26、trace~0.35、trace~0.07 ppb（表 3），水質穩定性佳，再度確認陰塔串連混床之

離子交換效果佳。

表 3　混床出水水質

項目 混床出水水質

日期 (105.01.11~25) Na+ (ppb) Cl- (ppb) SO4
2- (ppb)

Test 1 0.19 微量 微量

Test 2 0.13 微量 微量

Test 3 0.16 0.03 1.04

Test 4 0.19 0.06 0.08

Test 5 0.26 0.07 1.05

3.5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產水量 / 水質之影響

現場操作人員表示當陰塔離子交換樹脂出水導電度、SiO2偏高依序為 >2 µS/cm、>20 

ppb時，須進行再生作業；混床離子交換樹脂總採水量到達 60,000噸時，除礦水導電度

>0.5µS/cm、SiO2 >10 ppb亦須進行再生作業。再者，陰塔於豐水期水質較佳，平均產水量約

5,000~7,000噸 /cycle，枯水期水質差，產水量則降至 3,000~4,500噸 /cycle。此外，樹脂因再生

效率變差，不僅造成再生藥劑費用增加，亦會使供應至各單位之除礦水水量減少。

(1)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產水量之影響

為提高除礦水產量，本案採彈性提高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由 0.1彈性放寬至 1.0 

µS/cm）之運轉策略，研究其與水質 /水量之相關性，以及評估該方案之應用可行性，期能開發

離子交換樹脂最適化操作運轉策略，建立中鋼自有核心處理技術。試驗結果發現陰塔安全層出

水導電度管制值由 0.1適度提高至 0.3→ 0.5→ 0.8→ 1.0 µS/cm條件下，除礦水產量可由 5,510

依序增加至 6,210、6,227、6,245、6,263噸 /cycle（表 4），確認最高可增加除礦水產量 753噸 /

cycle，具應用潛力。經計算，可提升純水三場總產能約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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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除礦水產量之影響

3.5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產水量/水質之影響

    現場操作人員表示當陰塔離子交換樹脂出水導電度、SiO2 偏高依序為>2 μS/cm、

>20 ppb 時，須進行再生作業；混床離子交換樹脂總採水量到達 60,000 噸時，除礦水導

電度> 0.5μS/cm、SiO2 >10 ppb 亦須進行再生作業。再者，陰塔於豐水期水質較佳，平

均產水量約 5,000~7,000 噸/cycle，枯水期水質差，產水量則降至 3,000~4,500 噸/cycle。
此外，樹脂因再生效率變差，不僅造成再生藥劑費用增加，亦會使供應至各單位之除礦

水水量減少。 

(1)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產水量之影響

為提高除礦水產量，本案採彈性提高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由 0.1 彈性放寬

至 1.0 μS/cm)之運轉策略，研究其與水質/水量之相關性，以及評估該方案之應用可行

性，期能開發離子交換樹脂最適化操作運轉策略，建立中鋼自有核心處理技術。試驗結

果發現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由 0.1 適度提高至 0.3→0.5→0.8→1.0 μS/cm 條件

下，除礦水產量可由 5,510 依序增加至 6,210、6,227、6,245、6,263 噸/cycle （表 4），
確認最高可增加除礦水產量 753 噸/cycle，具應用潛力。經計算，可提升純水三場總產

能約 11.56%。 

 

表 4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除礦水產量之影響 

 

(2)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由上述試驗結果得知，提高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至 1.0 μS/cm，確認可增

加除礦水產量；於該試驗間，本案亦同時監測分析陰塔出水水質(表 5)。試驗結果發現

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由 0.1 適度提高至 1.0 μS/cm 條件下，陰塔出水水質 Cl-、

SO4
2-濃度依序從 0.1~0.2、0~0.1 僅升高至 1.0~2.2、0.5~0.7 ppb，水質穩定性佳，監測結

果符合預期。 

表 5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項目/日期 

(105.11.02~20) 
陰塔樹脂出水水質 

5
(2)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由上述試驗結果得知，提高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至 1.0 µS/cm，確認可增加除礦

水產量；於該試驗間，本案亦同時監測分析陰塔出水水質（表 5）。試驗結果發現陰塔安全層

出水導電度管制值由 0.1適度提高至 1.0 µS/cm條件下，陰塔出水水質Cl-、SO4
2-濃度依序從

0.1~0.2、0~0.1僅升高至 1.0~2.2、0.5~0.7 ppb，水質穩定性佳，監測結果符合預期。

表 5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出水水質之影響

項目 /日期 (104.11.02~20) 陰塔樹脂出水水質

陰塔安全層出水導電度管制值 Cl- (ppb) SO4
2- (ppb)

0.1 µS/cm 0.10~0.20 0~0.10

1.0 µS/cm 1.01~2.20 0.51~0.70

(3)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除礦水水質之影響

由上述試驗結果得知，當陰塔出水導電度管制值提高至 1.0 µS/cm，其出水水質Cl-、SO4
2-

濃度仍低；本案接著進行其對除礦水水質之影響評估（表 6）。試驗結果發現即使陰塔出水導電

度管制值由 0.1提高至 1.0 µS/cm，整體供水端除礦水導電度仍穩定 <0.2 µS/cm，遠低於管制值

<0.5 µS/cm，同時水質Cl-、SO4
2-濃度介於 1~2、1~5 ppb範圍內，確認皆符合 <6ppb之管制規範

要求。

表 6　提高陰塔安全層導電度管制值對除礦水水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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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除礦水 ppb 級線上品質管理系統技術之應用效果

改善前除礦水水質 pH/導電度 /總有機碳 TOC/SiO2/Na+/Cl-/SO4
2-濃度依序為 6~8、<0.5 µS/

cm、<0.5 ppm、<10 ppb、2~11 ppb、2~35 ppb、4~24 ppb；落實應用除礦水 ppb級線上品質管

理系統技術後，整體供水端除礦水水質依序穩定控制在 6~8、<0.2 µS/cm、0.19±0.05 ppm、

5±2 ppb、3±1 ppb、1±1 ppb、1±1 ppb（表 7），確認皆符合水質管制值。

表 7　改善後除礦水水質

四、效　益

完成 ppb級線上品質管理系統技術落實應用於除礦水系統，從 105.04運行至今除礦水產製

系統仍相當穩定，可降低鍋爐因水質異常而損害之風險；4列陰塔安全層出口導電度管制值由

0.1提高至 1.0 µS/cm運轉下，預計共有兩項效益，如下：

(1) 每年降低再生次數 10%及節省陰塔再生液鹼 107噸

(2) 提升除礦水總產能約 11.6%

五、結　論

1. 完成建立除礦水 ppb級超微量陰 /陽離子成份監控技術，濃度偵測極限可至 0.1 ppb之水準，

達成水質 100%達標之目的。

2. 除礦水Na+/Cl-/SO4
2-之年異常頻率從 3%降至 0%，大幅提昇水質穩定性，使電廠鍋爐順利運

轉。

3. 藉由監控技術精準調控陰塔再生時機及安全層操作最適化，每年降低再生次數 10%，節省陰

塔再生液鹼 107噸 /年，增加除礦水總產能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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