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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化床
技術
能源產業中的汽電共生、
環境工程領域中的汙染物處理、
奈米科技新興材料合成應用
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綠色工廠，
都可以看到不同型式流體化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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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化床與其他型式爐體相比，有較
大的接觸面積且溫度分布均勻，兼具良好
的熱傳與質傳效率，顆粒均勻混合的特性。
目前流體化床技術已商業化普遍應用在不
同產業中，例如能源產業中的汽電共生、
環境工程領域中的汙染物處理、奈米科技
新興材料合成應用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
綠色工廠，都可以看到不同型式流體化床
的應用。

流體化技術的發展

流體化床的種類
同樣利用固體顆粒進行反應的爐體，依
其幾何、操作特性可分為固定床、移動床與流
化床反應爐。這幾種床體的共通點是有固體顆
粒在其中運動，顆粒可以是熱傳媒介、反應物
或催化劑。
如果爐內床層顆粒是固定不動的，則統
稱為固定床。若床層顆粒會整體移動，且顆
粒連續加入又從底部卸出，顆粒相互之間沒有
相對運動，而是整體一起移動，則可稱為移
動床。最後一種則是當流體通過顆粒床層時開

早 在 1922 年 已 有 流 體 化 床 工 業 化 的

始反應，若流體通過床層的速度提高到一定數

成功案例，由德國溫克勒公司首先發表流

值，粒子表面持續擾動，且有部分粒子開始懸

體化床的專利。隨後於 1926 年成功把高達

浮在流體中，整個粒子床層可以像流體一樣流

11 公尺的流體化床煤氣化爐商業化，使油

動，則稱為流動床。

電燃氣工業有了劃時代的進步。1940 年代

若要操作流化床反應器，需要把通過床

早期，麻省理工學院研究關於石油氣的催

層的氣體流量逐漸提高到一定值。當顆粒出

化裂解反應，發現在適當的觸媒顆粒大小

現鬆動，顆粒間空隙增大，床層體積膨脹，這

和氣體流速下，顆粒與上升氣流的接觸反

時顆粒全部懸浮在流體中產生不規則的運動。

應時間可提升。隨後針對流體化的各項研

隨著氣體流量的提高，顆粒的運動愈加劇烈，

究更延伸至其他產業中，如能源、環保、

床層膨脹的現象也隨之增大，但是顆粒仍逗留

生化、製藥等領域都能看到流體化技術的

在床層內而不被流體帶出，這時床層狀態與液

應用。

體相似，因此稱為流化床。流化床有以下幾種

現今流體化床已成熟地應用在各領域

優點。

中，搭配高熱傳導性的石英砂作為床材進

由於可採用細粉顆粒，並在懸浮狀態下

行流體化，能夠作為熱傳導媒介進行乾燥、

與流體接觸，因此流動相與固相界面的接觸面

裂解與焚化用途，同時可把觸媒作為流化

積大（可高達 3,280 ∼ 16,400 平方公尺∕立方

粒子促進裂解反應，為石化工業創造革命

公尺），有利於促進非均相反應的進行，提高

性的突破。若以多孔隙材料做為流體化粒

了催化劑的利用率。

子，可吸附流體中的汙染物。此外，可在

由於顆粒在床內混合激烈，使顆粒在床

系統中噴灑液體進行顆粒表面塗布，這技

內的溫度和濃度均勻一致，床層與換熱表面間

術廣泛應用於製藥、食品工業中，經處理

的傳熱係數很高（200 ∼ 400 瓦∕平方公尺．

後可改善食品流動特性，成品製成顆粒狀

絕對溫度），全床熱容量大，熱穩定性高，這

方便攜帶與食用。

些都有利於強放熱反應的等溫操作。

流體化操作的傳熱和傳質速率快、床層溫度均勻、操作穩定的突出優點，
對於熱效應很大的大規模生產過程特別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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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化操作對於經濟效果是有利的，

流體化床中所使用的粒子粉體，依照流體

特別是傳熱和傳質速率快、床層溫度均勻、

化床行為分為 4 大類。英國布拉德福德大學粉

操作穩定的優點，對於熱效應很大的大規

粒體技術研究所潔爾達教授在 1973 年依照流體

模生產過程特別有利。但因流化床中氣體

化行為的不同進行床材顆粒的區分，其中包含

流動狀態偏離較大，氣流與床層顆粒易發

A（充氣式）、B（類沙式）、C（黏附式）、D（噴

生返混現象，若床體設計操作條件不良，

流式），分類方式簡易明瞭，因此廣為相關人

氣體可能以大氣泡狀態通過床層，使氣相

員使用。以下針對各種床材顆粒進行說明。

與固相間接觸不良，導致反應效率降低。

A 類顆粒─粒徑介於 B 類與 C 類中間，因

另流化床粒子間相互碰撞劇烈，管路與容

其粒徑特性適合用在流體化床中，常見於工業

器的磨耗大。

流體化觸媒裂解程序。當 A 類粒子流體化時，

而流化床又可依照流量與床體運動型

床體膨脹明顯，由於其顆粒小，往往在停止流

態細分 3 種，分別是：鼓泡式流化床、湍動

體供應後，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停止粒子流體

式流化床、快速流化床。一般所說的流化床

化運動。這樣的特性非常適合工業化的異相間

通常指鼓泡式流化床或湍動式流化床，屬於

反應操作，實務上可設計為循環式的流體化床

經典流態化範疇，顆粒不會被氣體吹出而損

操作，廣為石化工業、油電燃氣工業所採用。

失。以下針對 3 種流化床做更詳細的說明。

B 類顆粒─粒徑中等，外觀如食鹽、河砂，

鼓泡式流化床─當操作氣體速度介於

進行流體化時易生成氣泡而聚集，隨著流化過

粒子的最小鼓泡流化速度與湍動流化速度

程不斷成長形成更大的氣泡，最後在頂端床面

時，這流化床就可稱為鼓泡式流化床。顧名

破裂。這過程可把粉體由床體下方帶往上方，

思義，床體流化時氣泡會不斷湧現，如水沸

因此 B 類粒子流體化床床體粒子混合效果佳，

騰般，因此鼓泡式流化床也稱為沸騰床。

但床體設計直徑須避免過於細長，否則會在床

湍動式流化床─當操作氣體速度介於

體上方形成巨大的氣泡，氣泡到達頂端破掉時

顆粒的湍動流化速度與顆粒的終端速度時，

會使流化床不穩定。B 類粒子較常設計成乾燥、

就稱做湍動流化床。相比於鼓泡床，湍動

焚化、汽電共生用流化床體。

式流化床流化情形較難想像。簡單來說，

C 類 顆 粒 ─ 最 為 細 小， 如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湍動流化床中存在上下兩個粒子減速的特

見的麵粉、水泥粉等。因為粉體過於密集，互

定區域，上半部減速區是由於爐體擴大段

相產生較強作用力，較難流體化。流體化時容

導致局部速度減小，流化段的高度決定了

易使流體通過部分粉體層形成渠道造成短流，

出口減速區的位置，而下部減速區的位置

使得粉體無法均勻流體化。若必須以這類床材

受靜床高與操作氣體流速影響。

操作，可用外加震動的方式改善顆粒的流體化

快速流化床─操作條件是氣體速度超

18

行為。

過粒子終端速度，快速流化床又稱為快速

D 類顆粒─是 4 類中最大的，粒子外觀如

床。由於氣體流動速度較快，粒子會被氣

藥錠、咖啡豆，由於其體積、重量與顆粒間的

體帶出床體，爐中的粒子會大量損失，導

空隙較大，不容易緊密包覆流體形成氣泡，因

致爐體無法正常操作，須配合粒子補給或

此氣體無法有效把粉體帶至上方，造成床體混

把吹出爐體的粒子以通道送回爐中維持固

合不佳。實務較適合以噴流床型式操作，較常

定床體量。

用於乾燥、表面塗布等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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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化床應用於生質物燃燒

雙流體化床反應器結構示意圖

流體化床燃燒爐是流體化技術在燃燒上的
應用，流體由下而上通過固體顆粒層，當流體
速度超過固體顆粒的最小流體化速度時，在流

煙氣出口
合成氣出口

體的作用下，固體顆粒層會呈現類似流體的行
為。流體化床鍋爐的操作溫度較低，具對燃料
有較好的適應性、有害氣體排放量低等優點。
由於其適合燃燒各種水分高、熱值低的生物質，
具有相當廣泛的燃燒適應性，因此是大規模高
效利用生物質燃料或廢棄物的首選技術之一。
燃燒段

流體化床燃燒爐的設計是底部裝有布滿孔
洞的布風板，使空氣可由布風板下方的風室由

氣化段

下往上輸送，於布風板上方則堆有一定粒徑大
小的固體顆粒層作為床材區，這區域是主要的
反應段，當燃料接觸到炙熱的床材時就迅速點
燃。基於這樣的優勢，流體化床適用於燃燒各
種燃料，一般採用石英砂作為惰性熱傳介質。
流體化床燃燒技術的優勢可歸納為：
顆粒混合均勻─當流場流速高於臨界流體
化速度後，床材固體顆粒會被揚起均勻分布，

床材循環通道

使燃料與氧氣得以均勻分布增加反應機率。
溫度分布均勻─由於燃料顆粒分布均勻，
使得反應器中不易產生局部高溫或冷熄現象。
爐體壽命長─一般煤炭用流體化床燃燒
爐的操作溫度約在攝氏 800 ∼ 900 度間，爐溫

圖片來源：A. M. Mauerhofer, F. Benedikt, J. C. Schmid,
J. Fuchs, S. Müller, and H. Hofbauer, Influence of
different bed material mixtures on dual fluidized bed
steam gasiﬁcation. Energy, 157, 957-968, 08/15/2018。

相較於使用粉末燃燒器的鍋爐操作溫度（約攝
氏 1,300 度）低許多。較低的爐體溫度能有效
延緩爐體材料的損耗，而得以延長爐體的使用
壽命。
燃料適用性高─只要熱值 1,800 千卡∕公

燃料前處理成本低─相較於粉末燃燒
適用顆粒須研磨至約 70 微米（粉煤），流

體化床則無這限制（一般約為 10 毫米以下，

斤以上的可燃物都可適用，各級煤炭、廢棄物、

越大型的鍋爐可適用粒徑範圍更廣），可以

生質物，甚至是重油、油泥都適用。

大幅降低燃料前處理成本。

流體化床燃燒爐適合燃燒各種水分高、熱值低的生物質，
具有相當廣泛的燃燒適應性，
是利用生物質燃料或廢棄物的首選技術之一。

科學發展

2020 年 5 月│ 569 期

19

專題報導

Featured Articles

近年來由於地球暖化與化石能源枯竭問題，
使得流體化床應用於生質燃料方面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開。
雙流體化床氣化爐系統熱量及質量傳遞示意圖
合成氣
（H2, CO, CO2, CH4, H2O）

煙氣
（CO2, O2, N2, H2O）

熱
固態燃料

氣化
鼓泡床

床材循環

燃燒
快速床

燃燒的燃料

焦炭

蒸氣

空氣

圖片來源：參考 Steffen, H., Pier, U.F. (2015) New concepts in biomass gasiﬁcation.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 46, 72-95 內容繪製。

汙染物處理費用低─由於流體化床燃燒爐

雙流體化床中的鼓泡式流化床非常適

一般在攝氏 800 ∼ 900 度間操作，氮氧化物在

合應用於難以引燃而可再利用的燃料，例

這溫度下不會生成，因此煙道氣中的氮氧化物

如：高水分含量的汙泥和廢棄物、高灰分含

濃度相當低。使用石灰石對燃燒產物進行脫硫

量的城市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衍生物，以及低

的最佳溫度約在攝氏 850 度，因此直接在燃燒

揮發性含量的無煙煤、石油焦等，能更有效

爐內投以石灰石，可以達到良好的效果。固態

地把廢棄物資源化。這系統中的流體氣體以

燃料燃燒中的爐渣產生溫度大約在攝氏 1,150

氣泡方式從底部通過床層，床層顆粒會被氣

度，低溫操作正好可以避開爐渣的生成。

泡帶動攪拌均勻，使得爐內溫度分布均勻，

近年來各國研究把鼓泡式流化床與快速流
化床串聯，開發出雙流體化床，如維也納工業

操作溫度一般介於攝氏 850 ∼ 900 度，可應
用於超過 20 兆瓦的系統。

大學開發的雙流體化床反應器就是一個成功的

流體化床技術發明至今已超過百年，其

例子。雙流化床結構由兩個長條狀爐體燃燒段

廣泛高效率的特性滿足了不同時代的需求。

與氣化段組成，這設計不僅可有效分離廢煙氣

研究人員仍不停改良流體化床，使得流化床

與可燃合成氣，也能避免因空氣中的大量氮氣

型態隨著不同歷史背景持續演進。近年來由

稀釋，造成可燃合成氣熱值過降等問題。

於地球暖化與化石能源枯竭問題，使得流體

雙流體化床操作簡單可靠、高效率且可產

化床應用於生質燃料方面的研究如火如荼地

製潔淨高熱值合成氣的氣化系統，由兩個分離

展開。如今流體化床不僅能單獨操作，更能

的反應器─氣化段與燃燒段─組成。一個蒸氣

夠串接多種不同型式的流體化床進行燃燒與

氣化爐把生質原料氣化為可燃合成氣，床層固

氣化，進一步提升流體化床的反應效率。

體顆粒與殘留的焦炭被氣流夾帶出氣化區，進
入到另一個空氣燃燒爐燃燒，並把燃燒反應放
出的熱能透過高溫床材供給氣化爐床材穩定溫
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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