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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冷軋廠第一退火塗覆線輻射管加熱器
節能裝置引進及應用
No.1 Annealing & Coating Line Using RTI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Carbon Emmision

張 育 誠1  ■  謝 煒 東2

    Y.C. Chang, W.D. Hsieh

中鋼冷軋廠第一退火塗覆線（No.1 

Annealing & Coating Line，簡稱 1ACL)

生產高品級電磁鋼片，加熱爐係由 107

支輻射管燃燒器所組成，使用焦爐氣作

為燃料，提供鋼帶退火以產出低鐵損之

電磁鋼片。因應節能減碳趨勢，引進輻

射管節能裝置 (Radiant Tube Insert)，先

採單支測試方式確認節能潛力，之後再

拓展至第一區 (zone)使用，確認節能效

益，後續將應用至第二、三區，做較完

整之評估。輻射管節能裝置為碳化矽

(SiC)材質，主要功用為增強輻射管廢

氣段的對流與輻射熱傳效率，降低廢氣

排放溫度，進而提升輻射管加熱效率。

經實際測試顯示，在節能裝置單體測試

中，使用節能裝置約可提升幅射管燃燒

器效率 4%；拓展到第一區應用並搭配

燃燒系統調整後，生產每噸產品能源耗

用可降低 4~6%。測試結果顯示節能裝

置確實可提升幅射管熱傳效率。

關鍵詞： 退火爐、輻射管、節能裝置、

熱傳效率提升、Radiant Tube 

Insert

The No. 1 Annealing & Coating Line (1ACL) anneals 

high-grade electromagnetic steel sheet using 107 radiant 

tube burners and coke oven gas as fuel.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we introduced energy-

saving device such as Radiant Tube Insert (RTI). A single 

burner testing was performed to confirm the energy-saving 

potential, and then extended to the zonal test (zone1) to 

confirm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TI was extended to zone2 and zone3. The RTI 

is made of silicon carbide (SiC) material to enhance the 

convection and radiation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in the 

exhausting leg of the radiant tube and to reduce the exhaust 

emission temperature, thereby enhancing the radiant tube 

heating efficiency. Result of single burner test showed 

the use of RTI increas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radiant tube 

burner by 4%. Extending to the RTI application to the 

zone1 along with combustion system adjustment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ton of products was reduced by 

4 to 6%. Our results confirmed that RTI can enhance the 

radiator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Key words: annealing furnace, radiant tube, energy-

saving device,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radiant tube insert

一、前　言

熱處理爐上，普遍使用輻射管加熱器（Radiant tube burner，以下簡稱RTB），原因是輻射

管的熱傳是先由燃燒加熱輻射管（Radiant tube，簡稱RT）壁後，再由輻射管輻射熱傳至鋼帶

上，鋼帶與燃燒廢氣不直接接觸，可以確保鋼帶不會於熱處理過程中不會與廢氣中氧氣接觸而

氧化。輻射管燃燒器的效率提升，將有助於降低熱處理成本，增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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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輻射管熱傳增強的研究上，主要兩個方式來達成管內的熱傳增強效果，分別為 (1)透過

邊界層內熱傳增強，以及 (2)中心流場熱傳增強。邊界層內熱傳增強，使用的方法有 (a)破壞靠

近壁面的流體邊界層，例如於管內增加螺紋；(b)增加更多熱交換面積，例如增加鰭片；(c)改

變RT管表面物理或化學性質，例如使用高放射率塗層或材料。在中心流場熱傳增強上 (1-5)，則

是於管中插入多孔性材質或是旋片擾流，讓管中央高溫氣體可隨氣流流動導引，傳遞到相對低

溫的輻射管壁，使管中央的熱能可以有效加熱管壁。本文所探討的節能裝置就是一種中心流場

熱傳增強的裝置，此類裝置最早是用十字外型的耐火材製作物件置於RT內，以增強燃燒廢氣

與RT的熱傳。2005年以後，SPIN-WORKS公司採用具有高放射率 (high emissivity)特性的材質

（SiC碳化矽）製作出 S牌 roCor，應用於RT管內的效果優於十字型耐材的節能裝置 (6)。

在RTB燃燒段，由於燃燒火焰為亮黃色，此時火焰熱輻射強度高，火焰溫度高，因此於燃

燒段RT表面溫度較高；到了RT後段（排氣段），因該處已無火焰，僅剩下反應後高溫煙氣，

煙氣組成中氮氣為主要成份，具有熱輻射能力的三原子分子（CO2與H2O）則佔少數，加上無

火焰面擾動氣流，因此排氣段的流場相對燃燒段來得平緩，基於以上因素，排氣段的RT表面

溫度會較低。RT節能裝置的原理是於排氣段插入節能裝置，透過節能裝置將中央高溫氣流導引

至管壁，使氣流衝擊管壁增強對流熱傳外，節能裝置受煙氣加熱至高溫後因材料特性可產生固

體熱輻射，上述兩效果，可使高溫煙氣於排氣段進一步與RT進行熱傳，使排氣段的RT溫度約

提升 10℃左右，離開RT的廢氣溫度也可對應下降。

本研究於現場加熱爐上實際應用節能裝置，先採單體測試方式，了解節能裝置對於RTB性

能的影響，之後再拓展應用範圍到一個燃燒區，確認在產線上應用的效果，主要目的為驗證節

能裝置的性能，作為冷軋產線後續推廣應用的參考。

二、實驗方法

為了解節能裝置（Radiant tube insert，簡稱RTI）於加熱爐上的應用效果，本研究首先進

行單支RTB安裝RTI，進行單體的測試，以了解在相同的燃燒條件下，RTI對於RTB效率的影

響。之後，再將RTI應用至 zone1加熱區（共 28支RT），以評估RTI對產品能耗的影響。

2-1 單體性能測試與評估方法

單體測試系選定鋼帶入口側，分別於鋼帶上方RTB (DR side)與鋼帶下方RTB (DR side)各

安裝一組RTI。目前市面上RT節能裝置主要有兩個廠牌，簡稱 P牌與 S牌，於單體測試上，

將同時進行此兩種廠牌的性能比對測試，以了解是否有明顯差異，單體性能測試的配置如圖 1

（左），圖中的號碼為燃燒器編號。

單體性能測試上，主要是將有安裝RTI與鄰近沒有安裝RTI之RTB（圖 1虛線範圍）先盡

可能調整至接近的燃料流量下，再調整空氣量，使燃燒廢氣含氧量均在 3%，確保每支燃燒

器所輸入的熱量與燃燒狀況接近。穩定後記錄燃料流量、廢氣溫度等資訊，進行RT效率計

算，計算公式如 (1)式，其中Q1為燃料輸入熱量（=燃料流量 *燃料熱值）；Q2為空氣輸入熱

量（=空氣流量 *空氣比熱 *空氣溫度）；Qwg則為廢氣熱量（=廢氣流量 *廢氣比熱 *廢氣溫

度）。各RT效率計算出來之後，即可比對有無安裝RTI對於RTI效率提升之效果，計算方式如

(2)式，下標 1為沒有應用RTI之效率，下標 2則為應用RTI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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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efficiency η
(Q1Q2Qwg) (1)

(Q1Q2)

Efficiency improvement
(η2η1) (2)
(Q1Q2)

2-2 單區測試與評估方法

單區應用測試是於加熱爐第一區 (zone1)共 28支RT（鋼帶上、下各 14支）均安裝RTI。完

成安裝後，於啟機時，先進行該區的燃燒調整，包含將該區域燃燒空燃比由原先 1.45調降到

1.2，並將該區每支燃燒器的燃料與空氣入口壓力調整到接近，確保每支燃燒器之所分配燃料與

空氣接近，調整後再量測每支RTB廢氣含氧量是否為 3~4%間，若廢氣含氧超出此範圍，則再

針對偏離較多的燃燒器進行調整，以確保該區域燃燒系統狀況。

於RTI應用效果評估上，則是蒐集應用前、後，不同鋼種穩定生產下的數據進行分析，分

析採逐一鋼捲進行燃料耗量統計，最後分析出不同鋼種應用前、後的噸鋼燃料耗量差異，確認

RTI應用效果。

三、結果與討論

3-1 節能裝置單體測試

單體測試結果如表 1所示，由表中可以發現，位於鋼帶下方 (OP side)的RT效率較鋼帶

上方 (DR side)的來得高，顯示鋼帶下方的RT熱能可較有效的被利用。由表 1顯示，安裝RTI

後，在鋼帶上方或下方的燃燒器廢熱量 (Qwg)相較於沒有安裝RTI的均有降低，進而提升RT效

率。鋼帶下方的安裝 P牌RTI的效率約較沒安裝的RT（編號 1104）提高 4.5%；安裝 S牌RTI則

可提高 4.9%；鋼帶上方的RT，安裝 P牌效率可提升 3.3%，安裝 S牌則提升 3.6%。由此測試結

果可得知，兩家的節能裝置均可降低廢氣熱損失，提升RT效率，加總平均約 4%左右，S牌的

節能裝置效果略優於 P牌，但差異並不顯著。

由單體測試結果，節能裝置應用後可提升的RT效率與廠商型錄上宣稱 10%有明顯差異。

主要原因為本測試所使用的RT已有插入式熱交換器 (recuperator)進行煙氣廢熱的回收，整體效

率已偏高，使得RTI應用後能精進的空間有限。

圖 1　(左 ) RTI單體性能測試配置；(右 ) RTI實體與安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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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牌與 S牌節能裝置單體測試結果

　 Driver side (DR) Operator side (OP)

Burner number 1103 (P牌 ) 1105 1107 (S牌 ) 1104 1106 (P牌 ) 1108 (S牌 )

COG flow rate (Nm3/h) 11.1 11.0 11.0 12.13 11.34 12.09 

Inlet air temp (℃ ) 42 42 42 42 42 42

Waste gas temp (℃ ) 643 679 632 681 632 619

Q1:Heat input by fuel (kcal/h) 47,191 47,018 46,894 51,753 48,361 51,581

Q2:Heat input by air (kcal/h) 802 805 809 825 752 815

Qwg:Waste gas heat(kcal/h) 15,323 16,296 15,138 16,924 14,304 15,117

RT Efficiency (%) 68.1% 65.9% 68.3% 67.8% 70.9% 71.1%

Efficiency improvement (%) 3.3% x 3.6% x 4.5% 4.9%

3-2 輻射管燃燒系統調整

於輻射管燃燒系統調整上，主要如實驗方法 2-2所述，反覆進行調整並量測廢氣含氧量，

已達到最節能的燃燒狀況。本研究中的燃燒系統設定，由原先的 1.45的空燃比，調降至 1.2，

由表 2可以看出，空燃比調整後可降低廢氣熱損，提高可用能，所能帶來的節能量約 9%左

右。

表 2　不同空燃比下的廢氣含濃度與節能率

空燃比 燃燒可用率 乾基廢氣含氧濃度 節能率

1.2 66.9% target 3.9%

1.45 61.3% 9.1% 7.1%

（計算基準：入口空氣溫度 42℃、廢氣溫度 700℃）

3-3 節能裝置一區應用測試

於加熱爐第一區全面安裝節能裝置後的節能效果比對如表 3所示。統計後的數據顯示，高

規鋼種的能耗較高，中規次之，低規則最低。進一步比較應用前、後的各區噸鋼能源耗用顯

示，應用後能耗 Zone1 (Z1)與 Zone2 (Z2)有明顯降低。然而節能裝置僅應用於 Z1，但 Z2的能

源耗用降低卻最為明顯，造成此現象原因可由圖 2說明，因 Z1應用節能裝置後，有搭配燃燒

系統調整，提升了 Z1效率，使鋼帶於生產條件相近下，於 Z1可更有效被加熱，因此離開 Z1

時的鋼帶溫度提升。由圖 2所示，安裝RTI後離開 Z1的鋼帶溫度約上升 33度，使得 Z2的溫升

需求降低 22度左右，降低了 Z2的升溫需求，同時提升爐溫與鋼帶的溫差，因而使 Z2雖然沒

有安裝節能裝置，其所降低的能源耗用比例卻高於 Z1。

本研究結果顯示，應用節能裝置後，於不同鋼種下均有節能之效果，對於產速較慢且溫度

較高的高規鋼種，節能效果相對明顯，後續可以再拓展應用範圍到 Zone2與 Zone3已提升加熱

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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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整區應用節能裝置前、後不同鋼種的能耗差異比較 (單位：Nm
3
 COG/ton鋼帶 )

鋼種 50CS400(高規) 50CS600(中規) 50CS1300(低規)

應用前
應用
後

前、後
差異

應用前 應用後
前、後
差異

應用前 應用後
前、後
差異

Z1 17.8 17.2 -3.0% 13.7 12.9 -6.0% 10.9 10.1 -7.4%
Z2 18.6 16.3 -12.3% 15.6 14.0 -10.1% 11.8 10.5 -11.3%
Z3 13.0 12.4 -4.2% 10.4 10.2 -1.3% 8.5 8.6 0.8%
Z4 10.7 10.2 -4.8% 8.7 8.4 -3.3% 6.7 6.8 1.0%
Z5 7.3 7.0 -3.8% 6.9 6.5 -4.6% 5.2 5.2 0.4%
整爐 67.4 63.2 -6.2% 55.2 52.0 -5.7% 43.2 41.2 -4.6%

Z1+Z2 36.4 33.6 -7.8% 29.3 26.9 -8.2% 22.8 20.6 -9.4%

四、結　論

本研究測試市售RT節能裝置對於RT燃燒器效率與加熱爐性能影響，結果顯示應用節能裝

置約可提升RT單體效率約 4%，整區應用並搭配燃燒系統調整，可有效提升加熱區效率，降低

單位產品能源耗用，可作為未來冷軋產線退火爐節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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