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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鋁爐渣高鋁耐火磚熱特性之研究
Thermal Properties of High Alumina Refractory Derived from 
Aluminum Dross and Ash

楊  昇  府1  ■  王  多  美1

    S.F. Yang,  T.M. Wang

鋁金屬冶煉爐渣及集塵灰是一種可以再

利用材料化的資源，核能研究所一直以來持

續不斷致力於對該類廢棄物進行研究，發展

綠色材料化再利用技術，製作高鋁耐火磚和

陶瓷原物料 (氫氧化鋁及氧化鋁 )。隨然目前

已完成高鋁耐火磚商業化尺寸 (230 × 114 × 

65 mm)開發，現有製作程序每批次可以生產

1,000塊以上的高鋁耐火磚，但是對於煉鋁爐

渣高鋁耐火磚熱特性測試與研究仍有不足。

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煉鋁爐渣高鋁耐火磚

熱特性包括高鋁耐火磚的再熱線性脹縮率、

耐火度和荷重耐火度進行研究和建立測試方

法，期望藉由熱特性測試數據，進一步了解

此類高鋁耐火磚的耐熱性質、高溫安全使用

極限及應用範疇。除此之外，煉鋁爐渣製作

高鋁耐火磚的環境效益 (如碳排放估算 )也會

以商業化生產規模所獲得數據和參數進行分

析。

關鍵字： 鋁金屬冶煉爐渣、鋁集塵灰、高鋁

耐火磚、耐火度、環境效益

Both aluminum dross and ash have been 

recycled to manufacture high alumina refractory, 

aluminum hydroxide and aluminum oxide.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ize of alumina 

refractory (230×114×65 mm) is completed and 

the capacity of commerci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producing alumina refractory is higher than 

1000 pieces/batch, the extensive thermal properties 

of the alumina refractory need to be determined. In 

this work, we developed test methods to measure 

the thermal properties such as reheat shrinkage, 

refractoriness and softening temperature of 

refractoriness under load. The fire resistant, suitable 

operating temperature and application category 

of alumina refractory can be clearly def ined by 

measured thermal properties. We also assessed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 includ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Key words: Aluminum dross, Aluminum ash, High 

Aluminnum refractory, Refractoriness, 

Environmental benefit

一、前　　言

基本金屬製造業和金屬製品製造業於鋁熔煉製程（包括熔化鋁、回收鋁液及鋁湯冷卻等製

程），在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收集之集塵灰，稱為非有害集塵灰或其混合物（環保署廢棄物代

碼D-1099）；另金屬鋁和廢鋁品於熔煉爐熔煉時，爐內上層因與空氣接觸會產生一層氧化鋁與

金屬鋁之浮渣為鋁金屬冶煉爐渣含原煉鋼出渣（環保署廢棄物代碼D-1099D-1201）。在台灣鋁

金屬冶煉爐渣及集塵灰一年產生量大於 10萬噸。鋁金屬冶煉爐渣及集塵灰是鋁鑄造業、一級

鋁冶煉業與二級鋁冶煉業營運過程所產生的副產物，鋁金屬冶煉爐渣及集塵灰含有 50 wt%以

上的鋁相關化合物，是一種具有再利用綠色材料化潛力的資源。廠內堆置、棄置和掩埋為主要

的處理方式，沒得到政府主管機關與業者足夠的重視，因此，非法棄置和違法境外輸出層出不

窮，未得到適當有效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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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鋁金屬冶煉爐渣及集塵灰再利用技術相關的文獻與專利發表和報導，例如製作人造沸

石 (AlPO4-n zeolitic material)和無機陰離子交換劑 (Hydrotalcite-like material)，作為吸附劑和去除

重金屬之應用 (1-2)；當為碳酸鉀 (Potash)礦場採礦後裸露的土石堆覆土 (Cover material)，以減少

因雨水沖刷所產生含鹽的雨水逕流，降低其對環境造成危害 (3)；與水泥和砂混拌製造水泥磚 (4)；

經由電漿處理或燒結程序後的衍生物，用來取代可鑄性耐火物 (Castable)中的氧化鋁成份和耐

火磚中耐燃的成份 (5)；藉由金屬鋁和鹼性水溶液反應產生氫氧化鋁和氫氣，氫氧化鋁可供給相

關應用廠商，氫氣則可被用作燃料和供燃料電池使用 (6-8)；利用硫酸溶液將鋁和氧化鋁以硫酸

鋁 (Al2(SO4)3)的型式溶出，再藉由氨水來水解硫酸鋁形成氫氧化鋁，最後藉由鍛燒（900℃）來

獲得 η-氧化鋁，η-氧化鋁屬於活性氧化鋁，可做為吸附劑或是觸媒載體 (9-11)；生產人造沸石、

氫氧化鋁、氧化鋁、聚合氧化鋁混凝劑、道路基層級配和輕質牆面磚 (12-16)。台灣鋁金屬冶煉爐

渣及集塵灰的再利用材料化方式，主要運用化學沉澱純化的方式來獲得目標化學物質，例如：

將爐渣和氫氧化鉀進行反應獲得高鋁固體，高鋁固體再與電石渣進行混合、燒結來製作高鋁水

泥 (17)；利用稀氯化銨溶液與爐渣混合，經由固液分離和濃縮等單元來得到高純度的氯化銨 (18)；

爐渣於充滿氮氣的氣氛下進行燒結，來製作高度多孔性的氮化鋁產物 (19)；以鹽酸作為爐渣脫臭

的洗滌溶液，再將沉澱之爐渣運用於取代矽灰，添加於混凝土材料，填補骨材間之縫隙 (20)。另

外近幾年也有以煉鋁爐渣為原料製作耐火材料、複合材料與陶瓷材料之研究發表 (21-23)。上述相

關技術應用仍有待落實。

先前研究 (24)建議羧甲基纖維素水溶液添加量大於 7 wt%，可使粉體造粒均勻，耐火材料

的生胚試體順利壓製成型且無缺陷，煅燒溫度則以大於 1200℃為最佳。以煅燒溫度 1200℃為

例，高鋁耐火磚的真密度、體密度、視孔隙率和孔隙率分別為 3.5 g/cm3、1.8 g/cm3、14%和

50%；抗壓強度和抗彎強度分別可達 391 kgf/cm2和 68 kgf/cm2；耐火材料的化學組成主要以氧

化鋁為主，所佔的百分比為 76.6 wt%；經由毒性特性溶出程序測試後並無重金屬溶出的疑慮，

目前已完成 230×114×65 mm的商業化尺寸開發，現有製作程序每批次可以生產 1000塊以上

的高鋁耐火磚。但是對於煉鋁爐渣高鋁耐火磚熱特性測試與研究仍不足，因此，本文主要研究

煉鋁爐渣高鋁耐火磚熱特性，測試項目包括高鋁耐火磚的再熱線性脹縮率、耐火度和荷重耐火

度，期望藉由熱特性測試數據，進一步了解此類高鋁耐火磚的耐熱性質、高溫安全使用極限及

應用範疇。煉鋁爐渣製作高鋁耐火磚的環境效益也會以商業化生產規模所獲得數據和參數進行

分析。

二、實驗方法與內容

煉鋁爐渣和集塵灰來源為南部一家二級鋁冶煉廠所提供。煉鋁爐渣和集塵灰化學組成、有

毒重金屬溶出與戴奧辛，皆委託正修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進行檢測，有毒重金屬之溶出，均低

於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之毒性特性溶出程序溶出管制標準，戴奧辛也遠低於公告標準值

1.0 ng I-TEQ/g (24)。因此，可以避免煉鋁爐渣和集塵灰再利用會對環境造成衝擊或危害人體健康

的疑慮，確保煉鋁爐渣和集塵灰材料化、再利用的品質及安全性。

以回收之鋁金屬冶煉爐渣和鋁集塵灰等物料，依照配比來和黏結劑進行混拌，經由單軸加

壓成型和高溫燒結來進行試驗，產製高鋁耐火磚。將原料（煉鋁爐渣和鋁集塵灰）、水和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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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混合溶液進行混合攪拌，水與黏結劑混合溶液添加量分別為 7 wt%、8 wt%、9 wt%等 3種試

驗，進行造粒程序與加壓成型步驟，再以不同煅燒溫度進行實驗，煅燒溫度分別為 1100℃、

1150℃、1200℃、1250℃與 1300℃等 5組，降溫後可得高鋁耐火磚。

高鋁耐火磚熱特性測試項目和參考規範說明如下：

1.耐火磚再熱線性脹縮率：從測試之耐火磚切取長約 114 mm一邊之長之角柱作為試樣，

試樣兩端面務須修整平滑且平行，根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618進行耐火度測試。

2.耐火度：試體大小為 20(L)×114(W)×65(T) mm之菱形柱狀尺寸，根據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CNS 617進行耐火度測試。

3.荷重耐火度：切除耐火磚樣品之燒成面，從中心部位切取直徑約 50 mm，高度約 50 mm

之圓柱，根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621進行荷重耐火度測試。

三、結果與討論

( 一 ) 高鋁耐火磚的再熱線性脹縮率

高鋁耐火磚的再熱線性脹縮率測試

依據CNS618耐火磚再熱線性脹縮率試

驗法進行試驗，高鋁耐火磚需先加工

切取長 114 mm，另一邊之長 20 mm之

角柱作為試樣，置於高溫爐中加熱至

1400℃，加熱速度為 1000℃以下時每分

鐘 10℃，1000℃以上時每分鐘 5℃為標

準，在所定溫度（1400℃）時保持 2小

時後，自然冷卻，沿試樣測定兩端面間

之長度，求其平均值。再熱線性脹縮率 

Lc（%）依下列公式計算，L0為試樣兩

端面間之加熱前的平均長度 (mm)，L1

則是試樣兩端面間之加熱後的平均長度

(mm)，測試過程如圖 1。

Lc%
L1L0 100L0

圖 2為煅燒溫度和黏結劑添加量與高鋁耐火磚再熱線性脹縮率的試驗結果，由圖可知本研

究各試程別所生產的高鋁耐火磚經過再加熱至 1400℃後，試體再熱線性脹縮率介於0.4%和

0.9%之間。若是在煅燒溫度大於 1200℃和 7%9%黏結劑添加量的試驗條件範圍下，則高鋁

耐火磚於 1400℃再熱後的線性脹縮率介於0.3%和0.6%之間。

CNS 2352高鋁耐火磚分級標準，無規範此測試項目，但是CNS 239金屬冶煉用火黏土

耐火磚 9種分類中的第 1種和第 2種規定該類耐火磚在經過 1400℃再熱後的線性脹縮率需介

於0.6%和 0%之間，第 3種該類耐火磚在經過 1350℃再熱後的線性脹縮率需介於0.5%和

圖 1　 煅燒溫度和黏結劑添加量與高鋁耐火磚再熱
線性脹縮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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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之間，其餘第 49種該類耐火磚則無此測試項目規定。煅燒溫度 1200℃和黏結劑添加量

8%的試程別，所生產高鋁耐火磚的再熱（1400℃）線性脹縮率為0.1±0.15%，符合此測試項

目規定。

( 二 ) 高鋁耐火磚的耐火度

高鋁耐火磚的耐火度測試參考CNS14293實驗室用參考示溫錐和CNS617耐火製品示溫

錐比值（耐火度）測定法進行測試。測試原理為耐火材料或其製品之試體，在特定條件下升

溫，觀察其軟化彎曲之行為。高鋁耐火磚經過研磨過篩（< 90 µm）後，以模型模製試體，試

體經過乾燥後置入測試耐火度用之高溫爐，以恆定的平均速率 2.5℃ /min提升溫度至 1800℃

後，自然冷卻，再取出試體觀察示溫錐錐體彎倒的情形。先前研究 (24)進行不同煅燒溫度

（1100℃ 1300℃）和黏結劑添加量（7%9%）的高鋁耐火磚耐火度測試，示溫錐錐體於

高溫爐中加熱至 1680℃後，所有試程別所產出高鋁耐火磚的示溫錐在經過指定的升溫速率和

1680℃的高溫環境下，錐體皆沒有彎曲的狀態和示溫錐尖端接觸到固定錐體的基座，高鋁耐火

磚耐火度可達到 1680℃。為了瞭解此類高鋁耐火磚於 1800℃高溫環境下，示溫錐錐體的變化

情形和耐火度，研究團隊建立 1800℃的高溫爐進行測試。固定 8%黏結劑添加量，3種煅燒溫

度（1200℃、1250℃和 1300℃）所製作高鋁耐火磚，依據規範做成示溫錐錐體，於 1800℃進行

測試觀察示溫錐錐體的變化情形。試驗結果顯示（圖 3），3種煅燒溫度高鋁耐火磚示溫錐錐體

於 1800℃高溫環境下，並無彎倒的情形產生，高鋁耐火磚耐火度可達到 1800℃，具有優異的

耐火度，有助於產品的運用。

( 三 ) 高鋁耐火磚的荷重耐火度

高鋁耐火磚的荷重耐火度參考CNS621耐火磚荷重耐火度試驗法進行測試，加壓裝置係藉

由測試設備所建立的推桿在試體上加 2 kgf/cm2之壓力。高溫爐之加熱速度設定為 1000℃以下

時 6℃ /min，1000℃以上時 4℃ /min，加熱至 1600℃。觀察記錄試體加熱變形曲線，求該軟化

曲線高度變化之最高點，做為 T1，從 T1起，試體被壓縮程度達原高度之 2%和 20%之點分別

圖 2　煅燒溫度和黏結劑添加量與高鋁耐火磚再熱線性脹縮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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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T2，T3。圖 4分別為荷重耐火

度試體加工前處理和荷重耐火度試體

外觀圖。

圖 5－圖 9為煅燒溫度 1100℃－

1300℃和 7%－ 9%黏結劑添加量等

試程別所製作的高鋁耐火磚的荷重加

熱變形曲線，圖中的Y軸、peak (T1)

和 T2分別代表試體被壓縮程度（即

試體長度變化）和原試體高度的百分

比、荷重加熱變形曲線之最高點（又

稱為軟化開始點）和試體被壓縮程度

達原高度 2%之點。高鋁耐火磚的荷

重耐火度試驗結果顯示，荷重軟化溫

度 T2介於 1494℃－ 1571℃，本試驗

計畫所開發高鋁耐火磚荷重軟化溫度

符合CNS 239金屬冶煉用火黏土耐火磚和CNS 3588高鋁質電爐爐蓋磚、高鋁質塞頭磚、噴嘴

磚、套筒磚、流道磚等煉鋼電爐用耐火磚荷重軟化溫度 T2分別需大於 1350℃和 1400℃測試標

準，但是CNS 2352高鋁耐火磚分級標準，則無規範此測試項目。高鋁耐火磚荷重軟化溫度 T2

可達到 1566℃，符合上述CNS產品規範此測試項目的規定。

圖 4　荷重耐火度試體加工前處理

圖 3　高鋁耐火磚示溫錐加熱至 1800℃後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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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150℃和 7% (綠色 )、8% (紅色 )、9% (藍色 )黏結劑的高鋁耐火磚的荷重加熱變形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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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00℃和 7% (綠色 )、8% (紅色 )、9% (藍色 )黏結劑的高鋁耐火磚的荷重加熱變形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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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250℃和 7% (綠色 )、8% (紅色 )、9% (藍色 )黏結劑的高鋁耐火磚的荷重加熱變形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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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200℃和 7% (綠色 )、8% (紅色 )、9% (藍色 )黏結劑的高鋁耐火磚的荷重加熱變形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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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製作高鋁耐火磚的環境效益分析

再利用煉鋁爐渣和集塵灰來製作高鋁耐火磚的環境效益分析主要包括避免廢棄物掩埋或不

當處置對環境造成衝擊、減少資源的開採、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的排放。在避免廢棄物掩埋或

不當處置對環境造成衝擊部份，再利用煉鋁爐渣來製作高鋁耐火磚，將可減少廢棄物掩埋所產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根據美國環保署 (USEPA)於 2006年所公告資料顯示，每公噸廢棄物在運

送及掩埋過程將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0.01公噸二氧化碳，以此作為推估煉鋁爐渣進入再利

用體系所衍生的減量效益。

在減少資源的開採、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的排放環境效益部份，工業溫室氣體盤查減量宣

導手冊建議可應用固定式燃燒的指導，來計算生產氧化鋁二氧化碳排放量，生產氧化鋁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以固定式標準燃料燃燒來估算，排放量＝燃料使用量×2.95公斤CO2 /L（燃料油排

放因子）。鋁礬土經磨碎與煅燒可以生成氧化鋁，製造一噸氧化鋁需要 2－ 2.5噸鋁礬土，消耗

8500－ 12000 MJ熱能和 312升燃料油，所以生產一噸氧化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為 0.92噸。再

利用煉鋁爐渣來製作高鋁耐火磚，可以替代原高鋁耐火磚製作原料氧化鋁，減少資源的開採和

0.92噸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煉鋁爐渣再利用材料化製作高鋁耐火磚，對溫室氣體減量效益

（避免掩埋 +替代Al2O3）為可減少 0.93噸CO2排放，也就是說，煉鋁爐渣再利用對溫室氣體

的減排因子為 0.93公噸CO2/公噸。

本研究同時也根據實際的製作程序和單元，來估算高鋁耐火磚生產過程的碳排放。表 1為

生產高鋁耐火磚的碳排放估算，計畫以一批次 1000塊耐火磚的生產為計算基礎，攪拌單元、

圖 9　1300℃和 7% (綠色 )、8% (紅色 )、9% (藍色 )黏結劑的高鋁耐火磚的荷重加熱變形曲線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Temperature /°C

-3.0

-2.5

-2.0

-1.5

-1.0

-0.5

0.0

0.5

1.0

dL/Lo /%

#

T2: 1551 度

#

T2: 1569 度

#

[2] Peak: 1268

#

.3 °C

#

[1] Peak: 1211

#

.4 °C

#

[3] Peak: 1330

#

.8 °C

 

[1]

 

[2]

 

[3]



－55－鑛冶 60/1

試體油壓成型製作單元和空氣汙染防治設備的用電量與試體煅燒燃料油使用量可藉由每單位電

力和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來進行計算，經由計算每批次高鋁耐火磚的生產（1000塊，3.2

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1.03噸，也就是說，生產一噸耐火磚排放 0.32噸二氧化碳。

表 1　生產高鋁耐火磚的碳排放估算

項次 名稱
用電量

（度 /塊）
燃料使用量

（L/塊）
二氧化碳排放量 a, b

（公斤）

1 攪拌單元 0.128 ─ 0.07458432

2 試體油壓成型製作單元 0.096 ─ 0.05593824

3 空氣汙染防治設備 0.24 ─ 0.1398456

4 試體煅燒燃料油使用量 ─ 0.256 0.7552

5 生產一塊高鋁耐火磚二氧化碳排放量 0.464 0.256 1.02556816

6 一批次（1000塊）高鋁耐火磚二氧化碳排放量 ─ ─ 1025.56816

a. 89年度每單位電力所排放之二氧化碳  0.58269 kg CO2/度
b. 燃料排放因子：2.95 kgCO2/L燃料油

四、結　　論

本研究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測試耐火材料於高溫時的熱特性包括荷重耐火度

（CNS621）、再熱線性脹縮率（CNS618）與 1800℃耐火度（CNS617），進一步瞭解煉鋁爐渣

與集塵灰綠色材料化後的耐火材料特性，以利後續的發展與應用。高鋁耐火磚的再熱線性脹

縮率於 1400℃再熱後的線性脹縮率介於0.3%和0.6%之間。所有試程別所產出高鋁耐火磚

的示溫錐在經過指定的升溫速率和 1800℃的高溫環境下，錐體皆沒有彎曲的狀態和示溫錐尖

端接觸到固定錐體的基座。荷重軟化溫度 T2皆大於 1400℃。每噸煉鋁爐渣再利用材料化製作

高鋁耐火磚，對溫室氣體減量效益（避免掩埋替代Al2O3）為可減少 0.93噸CO2排放。生產

一噸耐火磚則排放 0.32噸CO2。以 8% CMC黏結劑和煅燒溫度 1200℃為例，耐火度和荷重耐

火度測試結果分別為 1800℃和荷重軟化溫度 T2達到 1566℃；再熱（1400℃）線性脹縮率則為

0.1%。本研究開發純化鋁金屬冶煉爐渣及集塵灰，替代氧化鋁原物料製作高鋁耐火磚的資源

化技術，可增加資源之生命週期、降低對原物料進口的依賴、避免天然資源開採、能源消耗、

減少碳排放和工業部門廢棄物不當處置對環境造成衝擊，促進國內產業創新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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