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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礦燒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建立
Energy Saving Technolgy for Lowering Air Leakage of Sintering 
Machine

蕭 嘉 賢1  ■  黃 聰 彥1  ■  劉 世 賢2  ■  謝 嘉 銘3  ■  黃 坤 祥4

 J.S. Shiau, T.Y. Huang, S.H. Liu, C.M. Hsieh, K.H. Huang

鐵礦燒結機之漏風率乃指在抽風

作用下，未通過燒結料層之無效風量比

率。當漏風率升高，不僅風車會浪費更

多電能，也會增加燒結固體燃料耗比、

降低燒結礦產量和影響燒結礦品質。一

般而言，燒結機系統漏風率有 50%以上

是發生於台車區域，而造成其漏風主因

有台車與風箱間漏風和台車自身漏風。

由於台車數量相當大，相關氣密部件

甚多，故台車漏風之巡檢與氣密維護負

擔相當沉重，如能開發出燒結抽氣系統

之漏風率線上連續量測和高漏風率台車

偵測工具，則可協助維護人員適時採取

有效措施，進行及時維修或更換設備，

進而維持燒結機之高效率操作。本研究

以熱線式風速計固定於移動式支架上，

全面量測燒結料面有效風量，透過質量

平衡方法，計算即時燒結抽氣系統漏風

率，建立了燒結機漏風率線上量測系

統；此外，藉由燒結台車漏風所產生聲

壓及通過料面有效風量減少，搭配耐溫

型RFID使用，建立了台車定位系統與

漏風履歷，開發出台車漏風程度預警準

則，使程控電腦會自動提供待維護台車

之優先順序。上述量測技術和預警系統

均已落實於中鋼公司二號燒結場，並已

平行展開於中鋼集團各燒結場，其兼具

即時量測燒結抽氣系統漏風率，可有效

降低燒結機漏風率，並減少大風車能耗

與燒結廢氣處理量。同時，本系統以科

學化方式輔助台車人力漏風巡檢，可提

升巡檢效率和人員安全。

關鍵詞： 燒結機、漏風率、台車漏風、

線上偵測、預警系統

The high air leakage from the iron ore sintering 

machine caused higher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higher 

solid fuel rate, lower sinter productivity, and poor sinter 

quality. More than 50% of the leakage occurred at the 

pallets beds and the interfaces between the pallets and 

the wind boxes. The sintering strand was comprised of 

many pallets that had a larger number of sealing parts. 

It was labor intensive to detect and measure abnormal 

air leakage. We developed an on-line continuou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o monitor the air leakage from 

the sintering machine. The on-line technology easily and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abnormal air leakage. 

The hot-wire type anemometers were fixed on a 

moving rack for scanning the velocity of the effective 

air flowing through the sinter bed. Microphones were 

installed beside the pathway and close to the outer 

sidewall of the travelling pallets for monitoring the 

sound pressure generated by the abnormal air leakage. 

For identifying the passing pallet, the thermal-resistant 

type RFID technology was adopted. Based on the data 

measured from the hardware system, the air leakage 

ratio of the sintering machine was calculated with a 

mass balance method and total gas flow rate drawn by 

the suction fan. The pallets with abnormal leakage were 

identified and ranked according to leakage criteria.

This technology was implemented in the CSC No. 

2 sintering plant August 2016. Operation result indicated 

that it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air leakage ratio by 5% and 

decreased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suction fan. 

This technology is very helpful to maintain a low air leakage 

ratio during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sinter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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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燒結機在結構上是由眾多燒結台車組合而成，每部台車前後之密封裝置，與台車橫樑底部

及風箱側邊，均為金屬材質的平板接觸；燒結過程中均需留有一定的膨脹空間，同時又要與

鋒利的燒結料摩擦，久而久之則會產生刮（溝）痕而產生漏風現象，且燒結過程中燒結礦會收

縮，故無法避免漏風。燒結機漏風即無參與反應之無效風，主要是指在抽風作用下空氣不通過

料面，而通過各漏點進入燒結主排氣管道中（如圖 1），使通過燒結料層有效風量減少，增加燒

結尾氣處理負擔及燒結固體燃耗，降低燒結礦產量，影響燒結礦品質並浪費大量電能。鐵礦燒

結製程之燒結系統漏風一直是難以完全解決問題之一，而造成燒結機漏風的因素主要有 (1)台

車與風箱間漏風（包括頭部密封板、側面密封和尾部密封板）；(2)台車自身漏風（邊板間密

封、車頭間密封和壓塊密封、氣密塊與滑軌間之密封）。因此，準確量測燒結系統之漏風率，

可有效監測其漏風變化狀況，使維護人員適時採取有效措施進行維修及更換設備。根據經驗每

減少 1%漏風量，每噸燒結礦電耗降低約 0.15 kWh，故國內外燒結場對降低燒結漏風率仍持續

進行中。目前國外先進鋼廠（如日本、德國、韓國等）之燒結機漏風率約為 30-35%；寶鋼約為

40%，鞍鋼、武鋼、首鋼約為 45-50%，其他鋼廠多在 50%-60%(1,2)。

根據統計，台車漏風約佔燒結機漏風率的一半，足見燒結台車防漏的重要性。由於以往依

靠人員檢查，需在燒結機操作過程中執行，使人員長期暴露於高粉塵及高噪音環境下，利用人

的眼力、聽力做判斷。此執行方式受制於環境及檢測人員差異，難以確實做到台車漏氣之定性

圖 1　燒結台車發生漏風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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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定位分析，且長時間檢測過程中，增加人員遭受粉塵及噪音危害機會。目前主要測定

燒結漏風率的方法為煙道分析法及氧含量分析法等，存在有氣體同步採樣工作量大、量測過

程時間長、操作複雜、每個風箱測定結果絕對誤差大、氣體分析量大、無法確定具體漏風位

置等問題，且其量測元件易受燒結廢氣的酸性氣體腐蝕，不適合於長期連續偵測 (3)。本研究有

鑑於此，針對燒結機漏風率進行量測技術開發和實測，先建立燒結抽氣系統之線上漏風率偵測

系統，以便掌握整個燒結機漏風情況，利於維護人員找出漏風部位，採取相應補漏措施；然後

再於燒結機兩側建立麥克風陣列量測架構，藉由每部燒結台車通過時因漏氣而產生聲壓分佈分

析，以及通過料面有效風量減少的區域分分佈偵測，搭配最新開發之耐溫型RFID，建立自動

化燒結台車漏氣偵測系統，即時降低台車漏風。

二、研究流程與方法

(1) 燒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研究流程

整個研究工作，首先進行基本聲學分析與測試、然後使用陣列麥克風，建立台車漏風即時

偵測系統、及台車漏風排名系統；再使用熱線式風速計，開發料面風速定位系統，與漏風率量

測技術；進而整合為聲壓&風速台車整體漏風排名系統，最後我們將漏風排名與漏風率，結合

應用為燒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如圖 2所示。

(2) 燒結機線上漏風率量測系統

有鑑於現場量測方便性及準確性，利用熱線式風速計來進行燒結床料面吸入風速 量測。首

先以圓形套桶保護熱線式風速計之感測器，再將六支風速計感測器分別對齊六個燒結床佈料閥

(subgate)橫向方位，固定於橫跨燒結床料面移動式支架上，然後移動支架即可掃描量測整個燒

結床料面風速，如圖 3所示。量測過程中，於每個風箱橫向方位料面上可同時收集到六支風速

圖 2　燒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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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風速量測數據，並可快速求出縱向方位每點位置風速及整體料面平均有效風速；然後由燒

結料床面積，計算出料面平均有效風量；最後再透過質量平衡修正，計算出燒結系統之即時漏

風率。

(3) 燒結台車漏風嚴重度排名自動預警系統

(a) 台車漏風偵測系統建立：以聲學為基礎，使用加權小波轉換分析方法，搭配裝設燒結機兩

側的麥克風陣列量測架構，分析每部台車通過時因漏氣而產生聲壓的分布情形；同時採用

RFID感應方式，作為台車識別之用，如圖 4所示。

(b) 台車漏風預警準則開發：設定聲壓門檻值作為漏氣警報判定之基準，並紀錄各台車平均聲

壓值大於門檻值之警報次數，以及各台車麥克風方位聲壓值大於門檻值之次數，並各自加

以排名。當兩者呈現重疊者之排名，是為台車漏氣嚴重性排名。

圖 3　燒結料面有效風量之量測方法示意圖

圖 4　燒結台車漏風偵測系統架構示意圖



－57－鑛冶 62/2

(c) 結合料面有效風量偵測系統與RFID感測技術，建立台車料面風速定位系統，以此料面風

速定位系統訂定料面有效風量較小的風速門檻值，使成為燒結台車漏風量排名預警系統的

另一判定準則，使台車漏風量排名更為精確，用於短期內漏風台車更換。

(d) 台車更換後之驗證測試：針對台車漏氣嚴重性排名進行驗證，利用短暫停機時間，將排名

較前編號的台車，依序更換為新編號的台車，並進一步觀察更換台車後的新排名與檢視卸

下的台車漏風情況。

三、成果與討論

(1) 燒結機線上漏風率量測技術建立

圖 5為本研究計算燒結機線上漏風率之一實例，由料面風速計即時量測，可得到料面平

均有效風速為 0.398m/s，換算為料面平均有效風量為 451650m3/hr.；而量測風速當時，煙道

內的平均溫度為 142.5℃，平均風速為 12.23m/s，煙道截面積為 25.44m2，換算為煙道總風量

為 803609m3/hr.；在水蒸氣體積估算方面，根據當時的原料含水率 (7.2%)、原料結晶水比率

(7.92%)、生料堆積密度 (1920kg/m3)、台車寬度 (4.5m)、料床高度 (0.7m)、台車速度 (0.031m/

s)、以及本案假設混合料為 50%的濕料比例、其水蒸氣體積為 65116 m3/hr.，由質量平衡式可得

燒結機線上漏風率為 38.84%。最後進行人機介面撰寫，建立燒結機線上漏風率線上偵測系統。

(2) 燒結台車測漏原理與測試

燒結台車測漏原理是依據氣體洩漏聲場類比方程式（如式 1），由公式可知，漏風聲壓 (P)

與洩漏孔徑 (D)成正比，也就是說，聲壓大時，漏風量大。我們使用麥克風分別針對舊台車與

新台車，進行聲壓測試與比較，結果發現破裂處大且多之舊台車，聲壓明顯較高，確認了以麥

克風聲壓來判定漏風量的可行性，如圖 6。

P(x,t) = kρu2 MD

f = u/D (式 1)

其中：

P：總聲壓 (Pascal, N/m2)；k：加權常數；ρ：氣體介質密度；f：噪音頻率；u：洩漏速度 (m/s)；

M：馬赫數；D：洩漏口直徑 (mm)。

圖 5　燒結機漏風率計算方法及線上偵測系統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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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燒結台車漏風嚴重度排名自動預警技術建立

透過燒結台車漏風偵測系統來呈現每部台車編號及其通過麥克風時收錄的平均聲壓，再依

據平均聲壓來制定台車漏風量排名準則，設定門檻值，記錄警報次數，建立台車漏風排名系

統。然後，再結合麥克風聲壓與料面風速門檻值所設定之台車漏風嚴重度排名自動預警準則，

經本系統計算可得線上台車整體漏氣嚴重性排名，並進一步提供聚焦於篩選必要且可短期內更

換之漏風台車。本研究亦針對台車漏氣嚴重性排名進行驗證，利用短暫停機時間，將預警系統

偵測出排名較前台車（編號 137、130、28），依序更換為編號 71、80、24台車，並進一步觀察

更換台車後的新排名與檢視卸下的台車漏風情況。結果顯示新台車編號均未進入漏氣排名，且

卸下的台車分別發生密封板磨損、邊板破裂、密封棒卡死等嚴重漏風現象，如圖 7所示，成功

驗證本研究之漏風預警系統。因此，本系統具備自動提供維護台車之優先順序之功能，可協助

維護人員進行有目標性的維護動作，能及時改善台車漏風問題，降低大風車耗電量，增加燒結

製程穩定性。

(4) 燒結料面風速定位系統開發

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在一定的風機抽力下，當台車漏風量多時，料面有效風量會較

少，如圖 8，基於此論點，我們新增了料面風速準則，來提升台車漏風排名精準度。 主要作法

是使用六支具保護套筒的熱線式風速計，分別對齊六個燒結床佈料閥橫向方位，固定於燒結床

中段的料面支架上，並結合RFID感應技術，開發出料面風速定位系統。此系統可即時呈現每

部台車通過燒結床中段的有效料面風速，如圖 9。

(5) 聲壓 & 風速台車整體漏風排名系統

最後結合聲壓與風速的準則，建立台車整體漏風排名系統，可聚焦篩選必須盡快更換之漏

風台車，如圖 10。根據使用單位的回饋，本技術可以輔助操作巡檢與維護檢修判斷，目前已落

實於中鋼集團二號燒結機，並已水平推展至其餘五座燒結機。

圖 6　燒結機結台車聲壓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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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燒結料面有效風量與台車漏風量之關係示意圖

圖 7　燒結台車漏風程度排名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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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燒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效益

圖 10　聲壓&風速台車整體漏風排名系統

圖 9　燒結料面風速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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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果與效益

本研究將燒結機線上漏風率量測技術，結合聲壓&風速台車整體漏風排名系統，整合為燒

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應用於中鋼二號燒結機。使用此燒結機低漏風率技術可提供燒結場進

一步維護台車之訊息，已具體展現效益。根據中鋼二號燒結場操作實績數據顯示，經燒結場操

作與維護人員依據本預警系統所提供之台車漏風排名，並進行積極精確補修及更換台車後，二

號燒結機漏風率經一年多後，漏風率已下降約 5%，其大風車電流減少 20安培，明顯降低燒結

能耗，達到節能目的，如圖 11。此技術目前已全面於中鋼集團六座燒結場展開，其總效益預計

可超過台幣 7500萬元 /年。此外，根據文獻指出，燒結機每降低 5%漏風率，燒結礦產量可增

加 3%，生產每噸燒結礦可降低能耗 1kwh，減少 1kg細焦炭 (4)。

四、結　論

本研究以熱線式風速計固定於移動式支架上，全面量測燒結料面有效風量，透過質量平衡

方法，計算即時燒結抽氣系統漏風率，建立燒結機漏風率線上偵測系統；此外，藉由燒結台車

漏風所產生聲壓及通過料面有效風量減少，搭配耐溫型RFID使用，建立台車定位系統與漏風

履歷，開發出台車漏風程度預警準則與系統，自動提供維護台車之優先順序。上述量測技術均

已落實於中鋼公司二號燒結機，其兼具即時量測燒結抽氣系統漏風率，及科學化方式輔助台車

人力漏風巡檢之效，落實後結果顯示此技術可提升人員安全衛生，並有效降低燒結機漏風率，

進而減少大風車能耗與燒結廢氣處理量。經評估全面應用於中鋼集團燒結場，總效益將超過台

幣 7500萬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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