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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機車排放廢氣已被公認是台灣都會區污染物重大來源，亦

是台灣和其他先進國家污染源型態最重大的差異之處。本研究

針對法令上未規範稽核的機車排放氣懸微粒，對各項可能影響

的因子，例如燃料種類、機油種類、添加劑種類、空氣燃料比、

燃油比、、運轉速度、負載量、觸媒轉換器等加以操控，以期

能找出形成氣懸微粒的重要機制，進而研擬控制改善之道。希

望能對機車業者未來設計環保引擎時提供參考，也希望能為主

管機關法令制訂或修訂時需考量的背景資料，作一先驅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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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類所賴以維生的地球環境，也就是所謂的生物圈，是由空氣﹑土地礦物﹑

水﹑動植物及微生物所組成的，人類和環境的關係除了物質﹑能量的獲取﹑轉換﹑

使用﹑消耗﹑拋棄外,還有精神文明的創構依賴。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從環境

取得物質能量及拋棄廢棄物質至環境的能力已呈幾何級數提昇。尤其是近半世紀

以來，由於人類對環境來加珍惜，其消耗地球礦藏改變地貌及污染環境的幅度已

超越環境自身消化及涵容的能力，進而影響人類的生存發展。因此，如何重新標

定人類與環境的新關係便成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夕的重大課題。在永續發展新思

惟的倡導之下，如何使人類和環境的關係能達到一平衡和諧的境界，如何減少污

染﹑調整人類生活型態，都是新時代環保工作所需思考及努力的方向。 

 

陽光﹑空氣﹑水及食物是人類為生的要素，而空氣更是人類不可或缺的重要

環境因素。也因此，如何改善空氣污染則是環境工程科學者及工作人員所要研究

探討的一大領域。於在 1943 年美國洛杉磯被檢測出有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1948

年美國加州開始制定法令來管制污染源，由於陸續的研究指出，洛杉磯空氣污染

問題和機動車輛有極大的關連，於是美國汽車製造商協會(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在 1953 年成立一個名為車輛燃燒產物委員會(Vehicle 

Combustion Products Committee)的組織以界定汽車污染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加

州州政府在 1959 年率先定出該州的空氣品質標準，並於 1960 年成立了加州機動

車污染管制局(California Motor Vehicle Pollution Control Board)。隨後在 1961 年

業者以開始在車輛中安裝正曲軸道排氣系統(Positive Crankcase Ventilation 

System)。緊接著在 1966 年也針對廢氣排放的管制正式提出，之後，全美 1968

年車型以後出廠的汽車被要求必須安裝廢氣排放控制設備。(1) 隨著機動車輛在全

球各地的普遍化，其污染排放之管制已成為各國環保機關的工作重點之一。 

 

從機動車輛所排放出來的污染物主要為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氮

氧化物(NOx)﹑以及微粒物質(Particulate Matter)。碳氫化物之排放係來自未燃燒

或未完全燃燒的汽油﹑柴油﹑或潤滑油，而據估計此廢氣中碳氫化合物的種類超

過 200 多種。一氧化碳之產生和空燃比(Air-Fuel Ratio)有關；而當溫度高於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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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時，容易有大量氮氧化物之形成。微粒物質之排放可能來自燃燒空

氣中殘存的灰塵﹑燃燒產生的碳粒﹑燃燒不完全的油品﹑及其他和燃燒條件有關

的產物。 

 

    以上各種污染物質，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對動植物生態的影響﹑對物料建築

物的劣化﹑以及對能見度﹑景觀等不良的干擾，一直都是專家學者及民眾所關心

的問題。其中各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主要和呼吸器官有關。如碳氫化合物可

能導致肺癌﹑一氧化碳會引起心臟血管和神經系統的症狀﹑二氧化碳會刺激呼吸

器官﹑臭氧(HC 及 NOx 之光化產物)會刺激呼吸器官及眼睛﹑而微粒物質會隨著

其粒徑之不同而沈積或深入呼吸器官之不同部位，其成分將引起不同之疾病。為

了避免對人體有不量的傷害，如何訂定管制標準即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我國地窄人稠，但機動車輛之數量卻成直線成長從統計資料顯示，至 1993

年底，機動車輛之登記數已有 15,190,089 輛，其中汽車佔 4,241,117 輛，而機車

則高達 10,948,972 輛。(2) 如此高數量的機動車輛使得都會地區，如台北市的空氣

污染源型態改變。機動車輛已超過工業製程而成為污染源之首，約佔 95%貢獻

量，而此為已開發國家都會區之共同趨勢。然而台灣民眾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類別

分佈和國外有極顯著之差異，尤以機車之普遍使用為一大特色。因此，機車所排

放的污染即佔台北市空氣污染成因的 70%以上，此與國外 95% 以上由汽車所造

成的污染類型並不相同。而機車，依其進氣﹑壓縮﹑燃燒﹑排氣等設計之不同，

又可分為二行程及四行程兩種類別，其數量比約為 4：1。(3) 

 

    機車污染物的排放因其引擎設計之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性。根據調查研究指

出，(4-7) 二行程機車有較高的碳氫化合物含量﹑較低的一氧化碳濃度，而四行程

機車則剛好相反，至於微粒物質之排放則均未被深入討論。不過，一般而言，二

行程引擎之微粒物質應比四行程來得嚴重。近年來，環保署為了有效改善環境品

質，除了對固定污染源之污染排放嚴格管制外，也不斷檢討﹑制定機動車輛新的

排放標準。不過現行機車排放標準主要還是著重在一氧化碳及碳氫化合物部份，

粒狀污染物則被明顯的忽略，但由最近關於 PAH 的研究報告中，已有學者指出

毒性愈高的物質常常是分子量愈高，也就是蒸汽壓愈低則是愈容易以氣懸微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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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存在，也就是說對於機車排氣的管制，除了 CO，HC 之外，毒性恐怕是不

能忽略的一個應該加以管制的項目。而粒狀污染物對人體之危害和粒徑分佈有極

大的關係。機車微粒排放粒徑分佈之研究在國內極為缺乏，即使是美國 EPA 1994

年所公佈的 Mobile 5 版(Mobile Source Emission Factor Model)，對交通工具微粒

物質排放問題也未有良好的推估。(4-9) 

 

    因此，在環保署「機汽車排氣污染改善技術研發」的研究系列中，「機車氣

懸微粒量測與控制研究」即為值得研究探討的主題。本研究，將界定影響微粒物

質排放的主要參數，此研究成果可為機車廠商在設計製造上一個改良的參考，並

為爾後法規制定上一個新的考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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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大氣中氣懸微粒，其行為特性和粒徑有絕對的關係，尤其是對人體健康的影

響。我國空氣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中，將粒狀污染物區分為粒徑在 10 µm 以下的

懸浮微粒和粒徑超過 10 µm 的落塵。而根據美國 EPA 所彙編的資料，(10) 則將粒

狀物依粒徑大小區分為≦30 µm、≦15 µm、≦10 µm、≦5 µm 及≦2.5 µm 等級，

而各級在空氣品質的標準上有不同的意義。在某些研究中，則將微粒物質概括分

為粗細組（Coarse Dust）和細粒組(Fine Dust)兩大類，兩者以粒徑 2.0 µm 為界線。

對於國外的都會區而言，細小微粒中約有 30% 屬於有機性氣懸微粒（Organic 

Aerosol）。(11) 有些含有多環芳香烴(PAH)之氣懸微粒則具有致癌性(12)或致突變

性。(13) 目前在台灣的空氣品質中，造成空氣污染指標(PSI)大於 100 的的原因中

絕大部份是因為氣懸微粒所造成的，而其問題之嚴重性則比曾數度發生空氣污染

危害事件的美國洛杉磯污染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 

 

    氣懸微粒對人體所造成的危害與微粒的粒徑﹑成分﹑濃度有極大的關係。根

據美國國家空氣污染管制局（Nation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Administration）所制

訂的粒狀物空氣品質標準(14) 中指出，粒狀物依粒徑大小在鼻咽部﹑氣管及支氣

管﹑肺泡等三個部位的沈積效率各有不同，粒徑大於 10 µm 的幾乎可完全沈積在

鼻咽部，粒徑在 2〜5 µm 的微粒約 10% 沈積於支氣管，約 20〜30 沈積於肺泡，

而粒徑小於 2 µm 的主要沈積在肺泡組織中。另外的文獻指出(15) 氣懸微粒在人體

中的沈積效率，以粒徑在 0.1〜1 µm 範圍中最差，約在 30% 以下。粒徑大於或

小於此範圍者其沈積率都較高。 

 

    在一項針對台北市空氣中懸浮微粒物理﹑化學分析及其對學童肺功能的研究

(16) 中指出，這些可以到達人體呼吸器官的粒狀物質對人體呼吸系統主要有三種

影響：對主支氣管產生危害，造成纖毛麻痺﹑支氣管粘膜過度分泌﹑粘液線增生，

引起可逆性痙攣，抑制深呼吸，並漫延至小支氣管道；粒徑較小之微粒對末稍細

支氣管有強烈之影響，且低濃度的微粒即可造成明顯的反應，並可能形成慢性支

氣管炎﹑細支氣管擴張﹑肺水腫或支氣管纖維化等症狀；粒徑 1 µm 以下之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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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容易到達細肺泡組織，促使肺部之巨噬細胞明顯增加，形成肺氣腫並破壞肺

泡。 

 

    要改善空氣污染現況，以避免污染物繼續對人體環境產生危害，則必須了解

這些大氣中微粒物質之各種排放源之貢獻量﹑物理﹑化學﹑生物特徵﹑及其傳輸﹑

轉變等特性，本研究主要將焦點放在機車所產生的氣懸微粒上。 

 

    在 Jaroszczyk et al (17) 的研究中指出，引擎的進氣系統若無安裝適當的空氣

濾清器以過濾空氣中之微粒，則當這些微粒進入引擎中則會加速引擎的磨損

(wear)，影嚮引擎的功能。這些引擎中的微粒還會影嚮燃燒反應，使得部份油氣

在微粒表面進行反應。同時微粒也可扮演凝結核(Condensation Nuclei)的角色，促

使燃燒反應後的蒸氣產物凝結其上。 

 

    在 Kagaya＆Ishimara(18) 及 Patschull＆Roth(19) 的研究中分別指出引擎運轉時

所使用的潤滑油對引擎的功能有極大的影響，不同比例的油燃比(Oil-Fuel Ratio)

對排氣中微粒物質之濃度有顯著的影響，當油燃比越大時，微粒之濃度越高。文

獻中對於燃油種類﹑空燃比(Air-Fuel Ratio)﹑冷熱車﹑進氣之溫度﹑壓力﹑引擎

運轉﹑負載情形等對廢氣中微粒影響的探討較少。而觸媒轉化器(Catalyst)一般多

針對減少碳氧化合物來設計，但對微粒物質影響的研究也非常缺乏。 

 

機油的種類成分對二行程機車的排煙，潤滑性，引擎的清潔影響很大，一

般來說，機油的主成分主要是以從石油中提煉出來的礦物油為主，成本低廉而價

格便宜，但是，近年來在環保要求的不斷提高及高性能機車不斷增多的情況下，

純粹以礦物油為基礎的潤滑油已經不合目前的需要了，因以衍生了許多不同形式

的部分合成及全合成機油來迎合目前的市場上的需要。 

 

在市售的眾多機油當中，其主要的成分主要有：礦物油，聚丁烯，石臘，

植物油及酯…等，經過不同的組合之後可分為純粹以礦物油為主的基礎油，礦物

油和聚丁烯合成的部分合成機油，及純粹以聚丁烯為主的全合成機油，全合成機

油再加入石臘及植物油之後就成了所謂的賽車級機油，適合長時間高轉速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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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部分合成機油即可有效的減低機車引擎的排煙量，隨著聚丁烯含量的增

高，其效果更為顯著。(20) 

     

    由機車所排放出的氣懸微粒可能同時具有氣相(Vapor Phase)及氣膠微粒相

(Aerosol Phase)，而此兩項之交互作用與其所在環境中的溫度﹑不同成分在氣相

中分子之分壓及在氣膠相的部份區域與濃度有關。這些氣懸微粒自排氣管排出

後，經由大氣的稀釋﹑冷卻過程中，部份成分或全部在氣相與氣膠相之間不斷發

生凝結(Condensation)與蒸發(Evaporation)現象，所以其粒徑分佈，也不斷地變

化，因此較難對此類氣態微粒之粒徑分佈進行精確的量測。(21) 

 

    一般探討有機性氣懸微粒方法，主要用濾紙﹑衝擊瓶(Impinger)或兩者並用。

將此有機性氣膠加以捕集後，進行各成分濃度分析。但以濾紙作為捕集物時，會

因濾紙類型﹑採樣流量….等因素而無法將許多原本會附著於氣膠相的氣體分子

加以捕集，因此所求得的重量濃度會有低估的可能性。(22) 將衝擊瓶內置入捕集

液的採樣法，亦會因氣相分子之不正常凝結作用，而造成氣膠相微粒濃度之偏

高。(21) 此外，少數探討此類氣膠微粒粒徑分佈的文獻，又因其在整個採集系統

之設計中，未將有機氣膠具有兩項分配之動態平衡特性詳加考量，而使其結果未

臻精確。 

 

    基於機車排放氣懸微粒之兩項動態分配會一直受到採樣系統之各項特性之

影響而造成氣懸微粒粒徑之改變，且因為二行程單一汽缸所排放之粒徑分佈以次

微米微粒居多，(20) 所以，本研究乃採用掃瞄式移動度粒徑分析儀(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 TSI Inc., model 3934, St. Paul, M.N., U.S.A.)來測量氣態微

粒之粒徑分佈。但在進行實驗前，將先 Porta-Count (TSI Inc., St. Paul, M.N.,U.S.A.)

以來量測微粒物質數目濃度，因為 SMPS 在量測 107#/cm3 以上的微粒數目濃度

時，會因疊合效應(Coincidence)而降低其測量之精確度，因此若發現微粒數目濃

度超過 108#/cm3 以上時，則需要另加一稀釋系統來降低其微粒濃度，以利 SMPS

精確之測量。 

 

    對於稀釋系統之設計有 Houck et al.等人用不鏽鋼﹑壓克力等材質作成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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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排氣自動採樣器(Typical auto-exhaust Sampler)，但其體積均太大而不適合作為

移動源之排氣測量，Suzuki J.所發展的 Dilution Mini Tunnel 雖可作為汽機車排放

微粒之測定，(23) 但因其未考慮有機氣懸膠之蒸氣相部份對微粒粒徑之影響，是

以不適合用以作為本研究之稀釋器，故而需自行加以研發。在稀釋器的設計上，

依 Suzuki J.等人之所做之研究，可得出一稀釋器之設計必須將下列數項納入考

慮： 

一.因有機氣懸微粒的粒徑會受到本身氣相分子分壓的影響，所以，稀釋氣    

體和機車排氣中氣相分子之濃度差異性會造成此微粒粒徑測量結果

之差異。 

二.氣膠進入的管徑必須盡量短，以降低微粒於此部份的沈積(Deposition)，

而整個稀釋系統必須有足夠長度及空間，讓氣膠與稀釋氣體得以完全

混合，材質之使用亦不能對樣本造成污染及干擾。 

三.系統的稀釋過程除須盡量模擬大氣的稀釋過程外，並且應盡量避免壓力

之改變。 

 

    因一個稀釋系統的良莠有關整個測量的結果之準確度，所以，研究步驟將先

依上列之設計原則，發展有機氣膠微粒採樣所需的稀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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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備與儀器 

   本研究之實驗設備可分為兩部份，即機車引擎及其附屬設備(廢氣產生源)，

與微粒物質量測設備及其他附屬儀器，主要的系統設置如圖 3-1 所示。 

 

   機車引擎及其附屬設備包括光陽公司翔鷹二期﹑單汽缸﹑二行程﹑50c.c. 

引擎一具(其配備及構造特性如表一所列)﹑控制引擎運轉之動力計 (Dynamometer, 

Tokyokoki-Schenck, Eddy Current, Type W-40, Capacity 60 p.s. 17000 rpm, Level 

Length 1000 mm, & Tokyokoki model LEC-10)一台。進氣﹑燃油﹑潤滑油系統一

組﹑以及觸媒轉化器一具。動力計之基本原理乃因其內含磁圈，當輪軸轉動之同

時，外加一電流使其抑制轉軸，而產生剎車現象，此原理即為安培右手定則之運

用，而由外加之電流大小可測知機車引擎所產生之扭力(Torque)，亦即所謂的負

載現象(Load)。進氣﹑燃油﹑潤滑油系統是用來調整﹑量測空燃比(Air-Fuel Ratio)

及油燃比(Oil-Fuel Ratio)。觸媒器則為該車型所配備之型號，藉以瞭解觸媒轉化

器對廢氣排放之改善效率。 

 

微粒物質量測設備及其他附屬儀器則包括掃描式移動度粒徑分析儀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 TSI Inc., model 3934, St. Paul, M.N.,U.S.A., 

SMPS)、機車排氣分析儀(EGA 2000 Exhaust-Gas Analyzer, Cod. 69155971, Anno 

Di Fabbricaz)、稀釋器(Dilution Chamber)、以及緩衝器(Buffer Chamber)等。SMPS

用以量測氣懸微粒徑分佈，而機車排氣分析儀則是利用 NDIR (Non-Disperse 

Infra-Red)來測得機車所排廢棄中 CO2、CO、O2、HC 等濃度。稀釋器乃為了調

整微粒濃度至適合 SMPS 量測範圍，而緩衝器則為連接排氣管至稀釋器中之緩衝

作用，其長約 30cm、內徑約 15cm（請參見圖 3-1）。 

 

    稀釋器之使用主要為輔助儀器之測量，從文獻及實際應用簡便性的考量，其

設計須包含輕便﹑耐用﹑體積短小以及能充分混合﹑稀釋氣懸微粒的要求。必要

時並能利用煙流觀察其流場，所以選擇透明壓克力材質作為稀釋器本體結構。氣

懸微粒進口部份選用金屬管材質。另外，因為二行程﹑50c.c.之機車排氣量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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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慮有機氣懸微粒之採樣問題—須使用過濾之機車排氣，作為稀釋器串接，則

稀釋器之稀釋氣體流量最好限制在 30L /min 以下，並需要評估氣懸微粒對稀釋

器的沈積率(Deposition Rate)，依此沈積率值則可反推原氣懸微粒濃度值。 

 

    稀釋器的設計方面，是利用負壓汲取噴射(Ejector)之原理，設計改良一稀釋

倍數約 100 倍之小型稀釋器(Diluter)（請參見圖 3-2），搭配數個稀釋器之串連組

合，能有效擴大稀釋倍數以稀釋污染源，便於氣懸微粒之量測。此原理乃採用伯

努利(Bernoulli)理論—空氣經一小孔加速噴出，形成高速區的壓力降低。此時將

一小管置於此處，則小管會由外界汲入氣體，隨著高速氣流射出造成快速混合的

狀況。最後決定以一稀釋器本體長 17 cm、外徑 3 cm、內徑 2cm（含錐角 20 度

的縮小管，最窄處為 1 cm。）的稀釋器。本稀釋器有三個氣流進口，一為氣懸

微粒進口，約 270 ml/min;一為稀釋氣體入口，流量為 26 L/min;另一為幫助混合

氣體之進口，約 1 L/min 故其稀釋比約為 100 比 1。稀釋器本體之後接上一混合

腔(Mixing Chamber)，長約為 20 cm﹑外徑 9cm﹑內徑 8cm。 

 

     SMPS 所量測的粒徑範圍是 5〜1000 nm，其主要構造包括靜電分徑儀

(Electrostatic Classifier, model 3070,TSI Inc., St. Paul, MN)和凝結核微粒計數器

Condensation Particle Counter, model 3022, Version K, TSI Inc., St. Paul, MN)兩部

分（請參見圖 3-3），靜電分徑儀利用微粒電移動度的不同，來區分微粒的粒徑

（請參見圖 3-4）；凝結核微粒計數器的原理是讓微粒通過一充滿正丁醇的飽和

蒸氣管子，在 36℃下與飽和正丁醇蒸氣混合，此混合氣體通過一溫度為 10℃的

管子，使正丁醇凝結於微粒表面，微粒因而長大至可偵測的範圍。利用光學偵測

器可得知微粒的數目，凝結核微粒計數器偵測微粒濃度的範圍約 102〜106 

particles/cm3（請參見圖 3-5 與 3-6）。 

 

    由於凝結核微粒計數使用上，常因微小的移動或震動，造成正丁醇溢流而使

整個光學偵測腔受到污染且修復費時，所以計畫執行期間須以實驗室內不同機型

的凝結核微粒計數器，充當微粒濃度計數之用，其中 3010 型為最早期的機型（圖

3-5 上），雖然量測的粒徑下限為 10nm，但對機車排放之氣懸微粒而言，已屬足

夠，再加上其送入光學計數腔的流量較大，達 1000 cm3/min，所以量測到的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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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較其他兩型（3022，3025）來的平滑穩定。機型 3025（見圖 3-5 下）是為量

測較小的微粒核所設計，僅量測攝入空氣中 30 cm3/min 的微粒數，其餘的空氣

均用於攜帶更多量的正丁醇，所以在 10℃冷卻室部分可以達到較高的過飽和

比，使得較小的微粒核，亦可以因為醇類分子凝結於表面，而使粒徑變大，為雷

射光照射散光而被計數，此三種凝結核的比較可參考圖 3-6 中之比較表。 

 

這三種機型，由於冷凝管設計的不同，空氣攝入量的不同，以及溫控條件的

差異，而使得在微粒計數的粒徑下限有相當的差異，由圖 3-7 可得知 3025 可量

測到 3 nm 的微粒，3022 對 20 nm 微粒的量測效率已達 95 % ，3010 雖然在 10 nm

的量測效率僅達 40 %，不如 3022 的 70 %，但對 20 nm 的量測效率卻已達 98 %，

比 3022 的 95 %更高。 

 

一般市售的 50c.c.二行程機車對於其空燃比並無駕駛人可自行調整的機構，

其變化的情形主要是依靠斜長油針斜率的不同，變化其截面積大小，來改變汽油

進入文式管的量，因此，在固定的引擎轉速及油門開度下，其空燃比應該是固定

的，為了能有效的控制引擎的空燃比，達到控制操作變項的要求，因此，在本研

究中將化油器上的節氣閥做了些修改，使研究人員能自行調整油針的上下位置來

改變汽油的攝入量，進而達到改變空燃比的目標（見圖 3-8）。 

 

   在空燃比的量測上主要是將油箱獨立出來，使用 50C.C.的滴管來量測燃油的

消耗，使用碼表計時，進氣量的量測則是使用乾式體積計（Dry Gas Meter）量測

化油器在攝入一定體積的空氣所需的時間，空燃比的計算即是由以上兩個讀值計

算出來的。 

 

    為了瞭解不同燃油對排氣氣懸微粒粒徑分佈之影響，本研究選用市售 92 無

鉛汽油﹑及標準 92﹑95 實驗（成分如表二所列）。在潤滑油方面，則使用二行

程機車專用之潤滑油—Mobil Super 2T﹑Castral 2T﹑Esso 2T 等三種，其中 Mobil 

Super 2T 屬礦物油，Castral 2T 屬半合成機油，Esso 屬全合成機油。 

 

3-2 實驗步驟 

 10



    在進行正式之機車排氣量測之前，稀釋器之沈積率必先評估。在稀釋器沈積

率測試中，分別利用酉太酸二辛酯(Dioctyl Phthalate, DOP)產生數目中數粒徑 CMD

為 60、150、400 nm，GSD 約 1.6 之多粒徑分佈氣懸微粒，評估氣懸微粒對稀釋

器之沈積率。每一種氣懸微粒分佈採樣時間 150 秒，先測得所產生氣懸微粒之濃

度，再測得經過稀釋器後之濃度，前後採樣五次，最後並再重複二次，求其貫穿

率比值（Penetration Rate）。每採樣一結束，即用酒精清洗稀釋器，並輔以經高

效濾材(High Efficiency Particle Air Filter, HEPA)過濾之高壓氣體吹乾稀釋器。由

於氣懸微粒進口之金屬管，放置在錐型管內之位置會影響其稀釋倍數，為便於控

制實驗變項，所以設定金屬管位置固定於錐型管出口處，與管口對齊。   

 

探討機車排放之氣懸微粒粒徑分佈﹑數目濃度在不同構造時受到不同汽油油

品﹑負載程度﹑燃料與潤滑油比﹑潤滑油品種類﹑進入引擎空氣品質﹑不同空氣

燃料比之實驗時，均熱車 15 分鐘後才進行測試，每次測量 150 秒，重複五次求

其平均值。主要操作變項之種類與範圍如下： 

 

轉速：怠速(1800rpm)，2200rpm，2500rpm，3000rpm 

      4000rpm，4500rpm，5000rpm 

油品：標準 95 無鉛汽油，標準 92 無鉛汽油，市售 92 無鉛汽油 

潤滑油：礦物油，部分合成機油，全合成機油 

空氣燃油混合比（A/F）：10/1，14/1，17/1 

燃油潤滑油混合比（F/O）：15/1，30/1，60/1 

排氣管種類：有觸媒排氣管，無觸媒排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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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由於二行程機車之設計特徵為燃油在汽缸內爆炸後之廢氣須以新鮮油氣排

擠出氣缸，此舉必定會有少量的新鮮油氣隨廢氣一起擠出，造成排氣中碳氫化合

物濃度的升高，一般機車製造業者的對策則是利用觸媒轉化器來降低碳氫化合物

的排放量，所以本計畫第一部份先行對有裝置觸媒之排氣管進行一系列影響因子

如：油品種類，潤滑油種類，空氣燃料比，燃料潤滑油比以及轉速對於機車排放

氣懸微粒之數目濃度的粒徑分佈之影響，後續則以無觸媒排氣管為量測對象，以

資比較，最後則對各種空氣污染物加以測量，以了解其間的關係。 

 

4-1  觸媒排氣管 

4-1-1  油品種類 

首先考慮的是燃油種類﹐對機車排放氣懸微粒數目濃度的影響與粒徑分佈的

影響﹐在 A/F 為 10﹕1﹐F/O 為 30﹕1 時，怠轉（1800rpm）的條件下﹐對標準

95 無鉛汽油﹐標準 92 無鉛汽油以及市售 92 無鉛汽油分別測試﹐結果顯示三種

油品所產生氣懸微粒之粒徑分佈並無明顯不同﹐其數目濃度約在 3.0 * 108 ~ 3.1 

* 108  #/cm3之間﹐粒徑分佈有兩個波峰（mode）﹐其粒徑均為 90 nm 及 280 nm

（如圖 4-1-1-a）。標準 95 無鉛汽油所生成之氣懸微粒在較大粒徑之處似乎有

偏低的走向﹐惟掃瞄式電移動度粒徑分析儀未能涵蓋大於 0.8μm 以上之粒徑﹐

欲一窺全貌﹐則須輔助其他性質之微粒粒徑分佈量測儀器如氣動粒徑分析儀

（Aerodynamic Particle Sizer﹐APS 3310﹐TSI Inc. St. Paul﹐U.S.A.）。

至於雙峰分佈的成因則仍無定論﹐但較小波峰之出現可能和燃燒產物進行同質核

化（Homogeneous Nucleation）有關﹐較大粒徑之波峰則較可能是因為霧化後之

油滴﹐燃燒後所形成之不純物為核種﹐而形成所謂的異質核化（Heterogeneous 

Nucleation）之微粒﹐但此推論尚需進一步更嚴謹實驗的證實。 

 

油品種類對於生成氣懸微粒無關的說法可在不同的轉速下得到另一次驗證﹐

如圖 4-1-1-b 所示﹐三種油品在轉速為 3000rpm﹐A/F 為 12：1﹐機油種類為 Mobil 

Super 2T 的條件下﹐所生成微粒的數目濃度與粒徑分佈均大同小異﹐數目濃度

與怠轉狀態相似﹐但所生成的雙峰分佈則明顯向小粒徑方向移動﹐變成 6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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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10 nm。此粒徑分佈的變化很可能是因為在不同轉速狀況下﹐汽缸體溫度不

一致﹐導致潤滑油性質﹐尤其是黏滯度與表面張力的變化所導致。 

4-1-2﹕機油種類 

    為適應引擎在不同的環境下工作﹐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環保的要求﹐機油製

造商便提供了許多不同種類的潤滑油供消費者選購﹐因此﹐在機油種類便選擇了

市面上所能提供不同成分的機油﹐對礦物油﹐半合成機油及全合成機油進行測試﹐

結果顯示對這三種不同成分的機油來看﹐在怠速狀態（1800rpm）﹐F/O 為 30：1

下﹐所產生氣懸微粒之粒徑分佈有相當明顯的不同﹐Mobil Super 2T 由成分標

示來看是屬於礦物油﹐其雙波峰之粒徑分別在 280 nm 及 85 nm﹐數目濃度為

1.69*108 #/cm3﹐Castrol 2T 是號稱具有低煙配方的部分合成機油﹐其雙波峰之

粒徑分別在 200 nm 及 85 nm﹐數目濃度為 1.50*108 #/cm3﹐Esso 2T 是全合成機

油﹐其雙波峰之粒徑分別在 180 nm 及 80 nm﹐數目濃度為 1.35*08 #/cm3（如圖

4-1-2-b）﹐因此﹐不同成分的機油的確會對氣懸微粒的分佈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可能是因為聚丁烯的比例越高﹐預混燃油越容易燃燒完全﹐而使得粒徑分佈及

粒數濃度都降低下來。 

4-1-3﹕空燃比 

空氣燃油混合比是影響引擎做功相當重要的因子﹐過濃或過稀的混合氣都會

使引擎無法正常的爆炸燃燒﹐影響其馬力輸出﹐為了了解空燃比對氣懸微粒排放

之影響﹐因此對下列三種空燃比做測試﹐分別為 A/F 為 12.5﹕1﹐15﹕1﹐16.6﹔

1﹐分別代表著過濃混和氣﹐當量點混合氣及稀薄混合氣。當 3000rpm﹐F/O 為

15：1﹐A/F 為 12.5：1 之狀況下﹐使用標準 92 無鉛汽油做測試﹐其波峰為

210~220nm﹐粒數濃度為 5.83*108 #/cm3﹐A/F 為 15：1 時﹐其波峰為 200nm﹐粒

數濃度為4.33*108 #/cm3﹐A/F為 16.6：1時﹐其波峰為200nm﹐粒數濃度為4.10*108 

#/cm3﹐由此可知﹐不同的空燃比的確會對粒數濃度產生顯著的影響﹐對於粒徑

的分佈則影響不大﹐一般來說﹐機車引擎的設計﹐為了追求較大的馬力﹐都將其

空燃比預設在較濃的狀態﹐實驗中實際的量測亦是如此（圖 4-3-2-a﹐圖

4-3-2-b）﹐由圖 4-1-3a 可知﹐較濃的混合氣的確會對氣懸微粒之分佈產生負面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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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燃比的控制上，主要是控制油針的位置來達到調整 A/F 的目的，因此，

要調整到一個適合的空燃比時皆須多次的嘗試才可以成功，相當的費時，因此，

本實驗對於空燃比要求的範圍並不是要求到 100%完全相同，只要在所需的空燃

比附近即可。 

4-1-4﹕燃油比 

燃油比代表的是燃油和潤滑油之間的比例﹐一般來說﹐市售的二行程機車機

車大都是採用分離式潤滑系統﹐機油由機油泵控制桿（Oil Pump Control Lever）

依引擎轉速及閥門大小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比例與汽油混合﹐其比例約在 50：1

到 20：1 之間﹐因此﹐為了有效控制燃油比﹐本實驗是將燃油比以預混的方式調

配好﹐其比例分別為 15：1﹐30：1﹐與 60：1﹐當怠轉狀態（1800rpm）﹐A/F

為 10：1 下﹐使用標準 95 無鉛汽油做測試時﹐F/O 為 15：1 時﹐雙波峰之粒徑

分佈分別為 80nm 及 300nm﹐粒數濃度為 2.23*108 #/cm3﹐F/O 為 30：1 時﹐雙波

峰之粒徑分佈分別為 90nm 及 290nm﹐粒數濃度為 1.69*108 #/cm3﹐F/O 為 60：1

時﹐雙波峰之粒徑分佈分別為 90nm 及 200nm﹐粒數濃度為 1.36*108 #/cm3（圖

4-1-4-a）﹐由此可知﹐不同的燃油比對氣懸微粒之粒徑分佈及粒數濃度的影響

相當顯著﹐較濃的燃油比代表著較多量的機油進入汽缸內參與燃燒反應﹐會使得

氣懸微粒的分佈往大粒徑的方向及產生較多顆粒的方向移動﹐較稀的燃油比則往

較小及較少的方向移動。 

同樣的﹐當引擎運轉狀態為 3000rpm﹐A/F 為 15：1 下﹐使用標準 95 無鉛汽

油做測試﹐F/O 為 15：1 時﹐雙波峰之粒徑分佈分別為 80nm 及 190nm﹐粒數濃度

為 2.82*108 
#/cm

3
﹐F/O 為 30：1 時﹐雙波峰之粒徑分佈分別為 70nm 及 10nm﹐粒

數濃度為2.05*108 #/cm3﹐F/O為60：1時﹐雙波峰之粒徑分佈分別為80nm及190nm﹐

粒數濃度為 1.59*108 #/cm3（圖 4-1-4-b）﹐由此可知﹐在引擎有負荷的狀態下

（3000rpm）時﹐不同的燃油比對氣懸微粒粒數濃度的影響亦相當顯著﹐對於粒

徑分佈的影響則不若怠轉狀態明顯﹐與怠轉時的原因相同﹐較濃的燃油比代表著

較多量的機油進入汽缸內參與燃燒反應﹐會使得氣懸微粒的分佈往大粒徑的方向

及產生較多顆粒的方向移動﹐較稀的燃油比則往較小及較少的方向移動﹐機油量

對機車排放氣懸微粒之粒徑分佈與數目濃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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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引擎轉速 

在一般道路上行車時﹐對於不同的行車速率﹐引擎所給予最直接的反應便是

引擎轉速了﹐轉速越高代表的是越大的馬力輸出﹐因此﹐在轉速這部分的測試中

便選擇了2500rpm﹐3000rpm﹐4500rpm及5000rpm等做測試﹐在3000rpm及5000rpm

中﹐是將 A/F 控制在 10：1﹐F/O 為 15：1﹐在此條件下﹐3000rpm 的氣懸微粒之

雙波峰粒徑分佈分別為 70nm 及 280nm﹐粒數濃度為 3.97*108 #/cm3﹐5000rpm 的

氣懸微粒之雙波峰粒徑分佈分別為 80nm 及 380nm﹐粒數濃度為 2.94*108 #/cm3

（圖 4-1-5-a）﹐可看出在轉速越高時﹐會使得氣懸微粒之粒徑分佈明顯的往大

粒徑的方向偏移﹐同時粒數濃度則會有減少的趨勢﹐這可能是由於轉速越高﹐燃

燒過之廢氣的流速較快﹐渦流（Turbulence）增大及膠結(Coagulation)的反應

增多﹐而使得氣懸微粒因為互相膠結而粒徑增大﹐粒數減少﹐同時已有實驗結果

報導二行程引擎在高速運轉時會有未點火（misfire）的情形發生﹐有可能間接

的導致了此分佈情形發生。 

在接下來的測試亦有如此的結果﹐當引擎在 2500rpm﹐3000rpm 及 4500rpm

下﹐是將 A/F 控制在 15：1﹐F/O 為 15：1 時﹐使用標準 95 無鉛汽油進行測試﹐

在此條件下﹐2500rpm 的氣懸微粒之雙波峰粒徑分佈分別為 70nm 及 200nm﹐粒數

濃度為 3.53*108 #/cm3﹐3000rpm 的氣懸微粒之雙波峰粒徑分佈分別為 70nm 及

230nm﹐粒數濃度為 3.46*10
8 #/cm3﹐4500rpm 的氣懸微粒之波峰粒徑分佈則在

300nm 到 400nm 之間﹐粒數濃度則為 3.28*108 #/cm3（圖 4-1-5-b）﹐與（圖 4-1-5-a）

有同樣的趨勢。 

4-2  無觸媒排氣管 

    在 4-1 節的討論中﹐都是利用有觸媒的排氣管所做的測試﹐觸媒一般來說是

會因為工作溫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工作效率﹐這將是一個很大的干擾因子﹐因此﹐

在本章節中﹐主要是針對不具有觸媒的排氣管所做的測試﹐以了解無觸媒的變化

情形。 

4-2-1﹕機油種類 

在機油的選擇上﹐同樣的是選用了 Mobil Super 2T﹐Castrol 2T﹐Esso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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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比較﹐在怠速狀態（1800rpm）時﹐F/O 為 15：1 下﹐使用標準 92 無鉛汽油所

產生氣懸微粒之粒徑分佈的趨勢與（圖 4-1-2-a）相當的接近﹐Mobil Super 2T﹐

其波峰之粒徑在 210 nm﹐數目濃度為 5.83*108 #/cm3﹐Castrol 2T﹐其波峰之粒

徑在 200 nm﹐數目濃度為 4.33*108 #/cm3﹐Esso 2T﹐其波峰之粒徑在亦同樣在

200 nm﹐數目濃度則為 4.10*108 #/cm3（如圖 4-2-1-a）﹐因此﹐與 4-1-2 節相

同﹐機油的成分的確會對氣懸微粒的分佈產生很大的影響﹐合成機油中聚丁稀很

有可能是影響此分佈的重要因子。 

在 3000rpm 的測試中﹐是將 A/F 控制在 15：1﹐F/O 為 15：1﹐使用標準 92

無鉛汽油﹐在此測試條件下﹐Mobil Super 2T 之氣懸微粒波峰粒徑在 200 nm﹐

粒數濃度則為 5.75*108 #/cm3﹐Castrol 2T 之氣懸微粒波峰粒徑在 150 nm﹐粒數

濃度則為 5.50*108 #/cm3﹐Esso 2T 之氣懸微粒波峰粒徑在 150 nm﹐粒數濃度則

為 5.40*108 #/cm3(圖 4-2-1-b)﹐由此分佈來看﹐不同成分的機油同樣的會有不

同的表現﹐合成機油在氣懸微粒分佈的粒徑上同樣的會使粒徑往小的方向移動﹐

在粒數濃度方面則較不明顯﹐整體的趨勢來看還是逐漸往少的方向走。 

4-2-2﹕空燃比 

    在對無觸媒排氣管所做的不同空燃比測試時﹐分別將為 A/F 控制在 11.6：1﹐

15﹕1 與 17.8：1﹐當 3000rpm﹐F/O 為 15：1 時﹐A/F 為 11.6：1 下﹐使用標準

92 無鉛汽油做測試時﹐其波峰為 200~210nm﹐粒數濃度為 6.55*108 #/cm3﹐A/F

為 15：1 時﹐其波峰為 200nm﹐粒數濃度為 4.98*108 #/cm3﹐A/F 為 17.8：1 時﹐

其波峰為 200nm﹐粒數濃度為 5.03*10
8 #/cm3﹐由此可知﹐在使用無觸媒排氣管

時﹐不同的空燃比的同樣的對粒數濃度產生顯著的影響﹐對於粒徑的分佈則影響

不大﹐在與（圖 4-1-3-a）相比較﹐可發現從粒數濃度來看﹐觸媒的確對氣懸微

粒有顯著的作用﹐觸媒的作用會使得微粒的粒數濃度顯著降低﹐但對於粒徑分佈

的影響則較不顯著。 

4-2-3﹕引擎轉速 

這部分的測試中選擇了 2200rpm﹐2500rpm﹐3500rpm 及 4000rpm 等連續性的

轉速做測試﹐將 A/F 控制在 15：1﹐F/O 為 15：1﹐使用標準 92 無鉛汽油﹐及 Mobil 

 16



Super 2T 機油﹐在此條件下﹐2200rpm 的氣懸微粒之波峰粒徑分佈為 180 nm﹐

粒數濃度為 5.01*108 #/cm3﹐2500rpm 的氣懸微粒之波峰粒徑分佈同樣的為 180 

nm﹐粒數濃度為 4.77*108 #/cm3﹐3000rpm 的氣懸微粒之波峰粒徑分佈為 200 nm﹐

粒數濃度為 4.98*108 #/cm3﹐4500rpm 的氣懸微粒之波峰粒徑分佈則為 220 nm﹐

粒數濃度為 3.28*108 #/cm3（圖 4-2-3-a）﹐同樣的可看出在轉速越高時﹐會使

得氣懸微粒之粒徑分佈往較大粒徑的方向偏移﹐同時粒數濃度則會有減少的趨

勢﹐但是在粒數濃度的減少量上則較有觸媒的排氣管來得少﹐這可能是觸媒發生

了作用且隨著轉速的升高﹐溫度亦有加成的作用,另外也有可能是觸媒排氣管有

較大的作用表面積,提供排氣管內氣懸微粒較大沈積的機會,以至於排放量降低。 

4-3  觸媒有無之比較 

4-3-1  引擎攝入空氣量 

因為在本計畫中有針對有無觸媒的排氣管做過氣懸微粒的量測﹐而排氣管的

不同﹐也就是其內部構造的不同﹐亦有可能影響其攝入的空氣量﹐因此﹐有必要

對引擎的攝入空氣量做一量測﹐在（圖 4-3-1-a）﹐（圖 4-3-1-b）中﹐分別為

對有觸媒﹑無觸媒的排氣管所做的量測﹐（圖 4-3-1-a）則是對觸媒有無所做的

共同比較﹐由圖形上來看﹐有無觸媒的排氣管的攝入空氣量都隨著引擎轉速的升

高而有著線性增加的關係﹐由 1800rpm 到 2200rpm 有著跳躍式增加的原因應該是

1800rpm 為怠速的狀態﹐節氣門並未打開﹐2200rpm 為節氣門半開的清況﹐而且

動力計已經開始作用施加負荷在引擎上了﹐在 2200rpm 以後的情況都是將節氣門

控制在半開的情況下所測得的。 

4-3-1  引擎空燃比 

為了了解機車製造商在機車出廠時對引擎不同轉速下的燃油比所做的設計﹐

本實驗亦對原廠設計的空氣燃油比做一量測﹐在這部分節氣閥主要是使用引擎出

廠時的設計﹐而非修改過的形式﹐在（圖 4-3-2-a）﹐（圖 4-3-2-b）中分別為

使用無觸媒排氣管所量得的空燃比及使用有無觸媒排氣管所量得的值﹐在這兩張

圖中我們可發現到無觸媒排氣管的空燃比明顯的比有觸媒的來的小﹐也就是在較

濃的狀態﹐推測應該是有觸媒排氣管因為背壓的關係其攝入空氣量較無觸媒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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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空燃比也就較大了。對現行安裝觸媒排氣管機車而言，在怠轉狀態下，

其空燃比一般維持在 10 以下，但即使是在高轉速，其空燃比一般仍維持在 12

至 14 之間油氣偏高的狀態，應該是出自於欲維持較高馬力輸出的考量。 

4-3-1  觸媒有無之比較 

    在討論完有無觸媒排氣管引擎的一些性質之後﹐皆下來便要對有無觸媒對於

氣懸微粒粒徑分佈及粒數濃度上的差異作一探討﹐（圖 4-3-3-a）為 1800rpm 時

有無觸媒的比較﹐A/F 為 10：1﹐F/O 為 15：1﹐由圖上可之波峰粒徑皆在 300 nm

左右﹐無觸媒的粒數濃度為 3.50*108 #/cm3﹐有觸媒的粒數濃度為 2.50*108 #/cm3﹐

（圖 4-3-3-b）為 2200rpm 時有無觸媒的比較﹐A/F 為 15：1﹐F/O 為 15：1﹐由

圖上可之波峰粒徑皆在 200 nm 左右﹐但有觸媒的排氣管則略微的向大於 200 nm

的方向移動﹐無觸媒的粒數濃度為 5.01*108 #/cm3﹐有觸媒的粒數濃度為 4.60*108 

#/cm3﹐（圖 4-3-3-c）為 2500rpm 時有無觸媒的比較﹐A/F 為 15：1﹐F/O 為 15：

1﹐與（圖 4-3-3-b）相同的是其波峰粒徑皆在 200 nm 左右﹐有觸媒的排氣管則

略微的向大於 200 nm 的方向移動﹐在粒數濃度方面﹐無觸媒的粒數濃度為

4.77*108 #/cm3﹐有觸媒的粒數濃度為 4.60*108 #/cm3﹐（圖 4-3-3-d）為 3000rpm

時有無觸媒的比較﹐A/F 為 15：1﹐F/O 為 15：1﹐由圖上可之波峰粒徑皆在 210 

nm 左右﹐同樣的﹐有觸媒排氣管的粒徑分佈亦同樣往右略微偏移﹐無觸媒的粒

數濃度為 4.98*108 #/cm3﹐有觸媒的粒數濃度為 4.33*108 #/cm3。 

    綜合上述的四張圖形﹐我們可推論﹐觸媒轉化器的有無對於二行程機車氣懸

微粒的排放的確是有正面的影響﹐同樣的會使粒數濃度降低﹐總排放量減少﹐減

少量則以在怠轉狀態下最為明顯,至於對於其他污染物的控制上是否有同樣的功

效呢？則將在下一章節中討論。 

4-4  其他空氣污染物之排放 

4-4-1 不同空燃比對無觸媒排氣管引擎之影響 

(圖 4-4-1-a)﹐(圖 4-4-1-b)﹐(圖 4-4-1-c)﹐分別為對無觸媒排氣管引擎

排放之 CO﹑HC﹑CO2所做的量測﹐主要的目的是觀察在 3000rpm﹐F/O 為 15：1

下﹐不同的空燃比對污染物的影響﹐由(圖 4-4-1-a)可知﹐當 A/F 值達 15: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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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當量點附近時﹐CO 的濃度即明顯減少﹐降低至 0.07 %﹐這與我們的預期

相當符合﹐在 HC 的部分﹐同樣的是隨著 A/F 值的升高而逐漸降低（5045ppm﹐

3600ppm﹐3090ppm）﹐可見得這是因為燃燒較完全之故﹐另外﹐在 CO2部分﹐亦

可看到其變化之趨勢﹐在 A/F 為 17.8：1 時 CO2降低的原因是因為在這種混合比

之下﹐CO2的排放量並不會隨著升高﹐反而因為攝入空氣的增多而稀釋了其濃度。 

4-4-2 不同空燃比對有觸媒排氣管引擎之影響 

(圖 4-4-2-a)﹐(圖 4-4-2-b)﹐(圖 4-4-2-c)﹐同樣的是對有觸媒排氣管引

擎排放之 CO﹑HC﹑CO2所做的量測﹐主要的目的是觀察在 3000rpm﹐F/O 為 15：1

下﹐不同的空燃比對污染物的影響﹐這三張圖的變化趨勢同樣的與 4-4-1 的變化

情形相類似,當空燃比超過當量點,CO 濃度急遽下降，碳氫化合物濃度緩降，至

於 CO2 則因為剩餘空氣量的稀釋作用而稍微降低。 

(圖 4-4-2-d)﹐(圖 4-4-2-e)﹐(圖 4-4-2-f)﹐則是針對觸媒的有無所做的

所做的相互比較﹐由這三張圖可知﹐在 A/F 達當量點（14.7）之後﹐對於污染物

的排放就無多大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過了當量點之後混合氣的燃燒即相當完

全﹐因此就不需要觸媒轉化器來淨化了。 

    另外﹐由(圖 4-3-3-a)﹐(圖 4-3-3-b)﹐(圖 4-3-3-c)﹐(圖 4-3-3-d)﹐中的

污染物排放可看出﹐觸媒轉化器似乎在怠轉狀態才可看出較明顯的功效﹐HC 由

8837ppm 降至 6097ppm﹐在其它的情形（2200rpm﹐2500rpm﹐3000rpm﹔節氣門半

開﹐動力計有作用）﹐則看不出較大的效果出來﹐這是否意味著觸媒轉化器製造

商設計的觸媒僅在怠速狀態時才看得出功效？ 

4-4-3  燃燒效率（Combustion Efficiency） 

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中第二條之十四中有提到一燃

燒效率(CE)﹐其指的是二氧化碳濃度除以二氧化碳與一氧化碳濃度總和之百分

比﹐因此﹐在本章節中﹐便將燃燒效率（CE）運用在引擎排氣效率之推估。 

(圖 4-4-3-a)﹐(圖 4-4-3-b)﹐分別是指在有無觸媒的情況下﹐不同的空燃

比對於燃燒效率的影響﹐由這兩圖可之﹐不論是有無觸媒﹐當 A/F 接近當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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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時﹐其燃燒效率即相當高﹐達 90%以上﹐因此可之﹐影響機車污染的排

放因子當中﹐空燃比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影響因子。 

(圖 4-4-3-c)則是比較在不同轉速下﹐有無觸媒對燃燒效率的影響﹐與上段

討論相類似﹐空燃比仍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影響因子。在怠轉時由於需維持較高

的油氣量，空氣量偏低所以燃燒效率只達 40%，但在高轉速時（例如 5000 rpm），

若是特意將空燃比降低（例如 9.6:1），即使是在有觸媒的作用下，其燃燒效率

仍未能超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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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套機車排氣之實驗設備系統已建立完全，整套設備包括機車引擎﹑進氣﹑

進燃油﹑進潤滑油系統﹑排氣管﹑觸媒轉化器﹑動力計﹑及部份量測系統皆有把

握能自行解裝及重組。稀釋器之設計頗能配合量測儀器之有效功能範圍，且稀釋

率及穿透率皆有合理探討。 

 

本年度計畫以一二行程 50 c.c.引擎為測試對象，並以更換排氣管的方式，同

時探討觸媒轉化器對於機車排放污染物減量的貢獻，結果發現觸媒轉化器似乎在

怠轉狀態下，對於空氣污染物生成有較為明顯的減量作用，在高轉速狀態下觸媒

轉化器效能不若怠轉時明顯。 

 

    機油種類則明顯是機車排放氣懸微粒的重要影響因子，全合成機油雖然所生

成氣懸微粒數目濃度僅稍微低於其他種類機油，但微粒粒徑則明顯減小，亦即氣

懸微粒之重量濃度顯著的降低，此結果顯示全合成機油除能提供引擎運動時所需

之潤滑性之外，也會在氣缸燃料爆炸燃燒過程中被大部份作用掉，但機油參與燃

燒的最終產物是否會造成特殊有害污染物（Air toxic），則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影響機車排放污染物排放的因子甚多，未能達成一次只變更一個變項，以期

能明確定量各因子對污染物排放影響程度，本年度計畫內特別更改節氣閥與油針

的設計，以便能切確定義出空氣燃料比、燃料潤滑油比等因子之影響。結果顯示

空氣燃料比較高者，其排放氣懸微粒粒徑較小且數目濃度較低，顯示汽油與機油

燃燒較為完全。 

 

    燃料潤滑油比（F/O）則明顯的是氣懸微粒排放總重量濃度之決定因子，F/O

愈低則排放氣懸微粒重量濃度愈高，所以如何節制 F/O 比在最佳範圍，一方面提

供引擎足夠潤滑保護，同時也將氣懸微粒之排放抑制至最低程度，將至機車引擎

製造設計部門一個永續的挑戰與努力的方向，當然研究開發新品種潤滑油，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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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供引擎潤滑而又可在後續燃燒過程完全作用，將是最為理想的狀況。 

 

    本年度實驗系統架設於技術學院機械研究所，所使用二行程引擎之散熱是利

用隨車所附裝之風扇，雖然實驗室有空調設備調節溫濕度，但氣缸溫度可能仍受

到影響，進而影響機油之黏滯度與表面張力，而氣懸微粒之生成受機油特性影響

甚大，所以有部份氣懸微粒粒徑與數目濃度資料之再現性稍有瑕疵，將在後續年

度計畫內增設引擎溫控系統，以解決溫度干擾的問題。 

 

    由於本實驗系統建置不易，因此有多位空氣污染專家學者，如台灣大學王秋

森﹑李芝珊﹑林嘉明，成功大學李文智，清華大學洪益夫等教授均派員前來取樣，

以分析他們有興趣之污染物如高碳化合物﹑PAH 等，因此本計畫對機車污染物

排放的研究應有額外加乘的結果。本計畫四人小組願意全力配合其他有興趣合作

的專家學者，共同為提昇台灣地區空氣品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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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展望 
四行程引擎，如目前坊間之環保引擎，是否真有其環保污染控制的潛力？對

於法令未加以規範的氣懸微粒，在質與量的排放上是否真的較二行程，或原有四

行程引擎來的優異？其氣懸微粒排放特性並未有詳細的背景資料。然而藉由本計

畫已完成設置及測試之採樣量測系統，將可於下一年度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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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機車配備及構造特性表。 
      

燃料種類 汽油、二行程潤滑油 
汽缸數、配置 1、前傾度 
門閥機構 單向閥活塞並用式 
內徑 X 行程 mm 39 X 41.4 
壓縮比 7.2：1 
壓縮壓力 kg/cm2  rpm 12 kg/cm2   6000 rpm 
最高出力 ps/rpm 5.6/7500  ps/rpm 
最大扭力 kg m/rpm 0.550/70000  kg m/rpm 
無負荷迴轉速度 rpm 1800 ± 100  rpm 
潤滑方式 分離式 
油幫浦形式 柱塞式 
油濾器 全流過濾式 
空氣濾清器形式、數 濕式、單片 
汽化器形式 PB2BB 
汽化器文氏管口徑 14 mm 相當 
點火裝置形式 CDI 磁電機點火 
點火時期F記號 17°± 2 BTDC/3000 rpm 
點火時期 17°± 2 BTDC/1800 rpm 
火星塞 NGK BR8ESA 
火星塞間隙 0.6 ~ 0.7 mm 
動力至變速機 動力--變速機--離合器 
減速機 二段減速式 
活塞外徑 ( 活塞裙部下

端約 5 mm 位置 ) 
38.970 mm 
38.955 mm 

汽缸與活塞間隙 0.003 ~ 0.07 mm 
汽缸內徑 39.0 mm    39.025 mm 
低速油嘴 40 # 
主噴油嘴 78 # 
加油柄遊隙 2 ~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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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標準汽油之成分分析 
 
 

 標準 95 無鉛汽油 標準 92 無鉛汽油 
Specific Gravity at 60 0F 0.752 0.7443 

Octane No., Research 95.3 92.4 
Octane No., Motor 85.7 83.4 

Reid Vapor Pressure, KPa 56.5 59.3 
Sulfur, %wt 0.003 0.003 

TEL Cont. Metallic Pb, g/l <0.0025 <0.0025 
Hydrogen Content, %wt 12.3 13.1 

Composition, %vol MTBE       0 
Paraffines   48.6 
Olefines      5.1 
Naphthenes   2.5 
Aromatics   43.8 
Benzene      1.1 

MTBE       0 
Paraffines   53.3 
Olefines      8.5 
Naphthenes   2.5 
Aromatics   35.7 
Benzen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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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汽機車排氣污染改善技術研發-機車氣懸微粒量測與控制研究 

計畫編號：EPA-86-FA41-09-22  

計畫執行單位：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包括協同主持人）：陳志傑，黃榮芳，林文印，張章堂 

計畫期程：八十五年七月起至八十六年六月止 

計畫經費：1500 千元 

摘要： 

        二行程機車是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二行程機車排

放出的來的污染物所導致的健康效應在目前已廣泛的被關切。環保署所規定的氣懸微粒

不透光度是 15％，但是因為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一種穩定的不透光度計可被使用，因此

此項法令並未被強制執行。從氣懸膠的觀點來看，不透光度與氣懸膠的粒徑分佈與光學

性質有相當大的關係。最近的一項研究知道，已研製出一種簡單的稀釋器，它可以用來

降低機車排氣氣懸微粒的濃度至十的五次方，以致於可被掃描式移動度粒徑分析儀所偵

測。在本研究中，氣懸微粒分佈的量測是使用架在機台上的引擎，引擎的輸出並被動力

計所控制，在實驗中並控制了稀釋器到排氣管尾端的距離及油品種類等等變因。引擎的

的獲得是由本地的一家機車製造商所提供。引擎的化油器已經被修改過了以便於能在不

同轉速下由實驗人員更改其空氣燃油混合比。在本實驗中，所有的空氣流量都由質流控

制器控制。由實驗所得的數據可知，在冷啟動狀態下所得氣懸微粒的質量中數粒徑為 236 

nm，幾何標準偏差為 1.57，在引擎運轉至穩定狀態後氣懸微粒的質量中數粒徑為 198 

nm，幾何標準偏差為 1.55，在微粒的帶電性方面，使用氣膠電流計量測之後則是每一微

粒帶 0.0038 個基本電荷。實驗中如果將空氣燃油混合比升高之後，則質量中數粒徑會

隨之而降低，微粒濃度亦是如此。潤滑油的種類對氣懸微粒的分佈也有影響。當燃油潤

滑油比降低時則氣懸微粒的會向右邊偏移。 

The two-stroke motorcycles have become the predominant transportation tools for most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The health effect of the pollutants 

emitted by the two-stroke engine has been of concern.  The aerosol emission limit set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s 15% opacity, but the regulation 

was never enforced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opacity meter.  From the aerosol 



science standpoint, the opacity i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and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 aerosol particles.  In present study, an improved, 

self-fabricated simple diluter was used to reduce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to be lower than 

100,000 particles per cubic centimeter, which is also the detection upper limit of the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  Measurement of emiss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as 

determined on a chassis dynamometer provide the knowledge of the effects of 

driving cycles, engine temperature, fuel type, additive, and distance from the 

exhaust outlet on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and size distribution of aerosol 

particles from motor vehicles.  A two-stroke engine donated by a local motorcycle 

manufacturer was connected to and controlled by a dynamometer.  The carburetor was 

modified so that the air/fuel ratio could be chang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rotation speed.  All 

the air flow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mass flow controllers.  The count median diameter 

(CMD) of the exhausted aerosol particles was about 236 nm, with the geometric standard 

deviation (GSD) of 1.57, measured at idle condition during a cold start.  After reaching the 

steady state, the CMD and GSD reduced to 198 nm and 1.55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aerosol charge was measured to be 0.0038 elementary charge per particle, by using an aerosol 

electrometer. As air/fuel increased, the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so did the 

CMD.  The lubrication oil appeared to play major role in the exhaust particulate.  The size 

distribution shifted to the right as the lubrication oil/fuel ratio increased.   

 

前言 

    機車污染物的排放因其引擎設計之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性。根據調查研究指出，(4-7) 

二行程機車有較高的碳氫化合物含量﹑較低的一氧化碳濃度，而四行程機車則剛好相

反，至於微粒物質之排放則均未被深入討論。而粒狀污染物對人體之危害和粒徑分佈有

極大的關係。機車微粒排放粒徑分佈之研究在國內極為缺乏，即使是美國 EPA 1994 年

所公佈的 Mobile 5 版(Mobile Source Emission Factor Model)，對交通工具微粒物質排放

問題也未有良好的推估。因此，在環保署「機汽車排氣污染改善技術研發」的研究系列

中，「機車氣懸微粒量測與控制研究」即為值得研究探討的主題。本研究，將界定影響

微粒物質排放的主要參數，此研究成果可為機車廠商在設計製造上一個改良的參考，並



為爾後法規制定上一個新的考量方向。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實驗設備可分為兩部份，即機車引擎及其附屬設備(廢氣產生源)，與微粒物

質量測設備及其他附屬儀器，主要的系統如下： 

   機車引擎及其附屬設備包括 50C.C.單汽缸之二衝程引擎﹑控制引擎運轉之動力計一

台。進氣﹑燃油﹑潤滑油系統一組﹑以及觸媒轉化器一具。進氣﹑燃油﹑潤滑油系統是

用來調整﹑量測空燃比(Air-Fuel Ratio)及油燃比(Oil-Fuel Ratio)。觸媒器則為該車型所配

備之型號，藉以瞭解觸媒轉化器對廢氣排放之改善效率。 

微粒物質量測設備及其他附屬儀器則包括掃描式移動度粒徑分析儀（SMPS）、機車

排氣分析儀、稀釋器、以及緩衝器等。SMPS 用以量測氣懸微粒徑分佈，而機車排氣分

析儀則是用來測得機車所排廢棄中 CO2、CO、O2、HC 等濃度。稀釋器乃為了調整微粒

濃度至適合 SMPS 量測範圍，而緩衝器則為連接排氣管至稀釋器中之緩衝作用。  

在研究中則探討機車排放之氣懸微粒粒徑分佈﹑數目濃度在不同構造時受到不同汽

油油品﹑負載程度﹑燃料與潤滑油比﹑潤滑油品種類﹑進入引擎空氣品質﹑不同空氣燃

料比之實驗時，均熱車 15 分鐘後才進行測試，每次測量 150 秒，重複五次求其平均值。 

 

結果 

    一套機車排氣之實驗設備系統已建立完全，整套設備包括機車引擎﹑進氣﹑進燃油﹑

進潤滑油系統﹑排氣管﹑觸媒轉化器﹑動力計﹑及部份量測系統皆有把握能自行解裝及

重組。稀釋器之設計頗能配合量測儀器之有效功能範圍，且稀釋率及穿透率皆有合理探

討。 

對於氣懸微粒生成的機制形成的機制已能有效的掌握，由研究中可知，影響氣懸微

粒分佈的主要因素為空氣燃油混和比、燃油潤滑油比、及潤滑油種類等，研究中發現，



空氣燃油比越小的情況下會造成粒徑分佈的向右偏移，同時會使微粒的濃度升高。在較

多量的潤滑油使用時，同樣的會使粒徑分佈向右偏移，及微粒的濃度升高。潤滑油的成

分也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全合成的潤滑油與礦物油相比較之後，全合成潤滑油的粒徑分

佈及粒數濃度皆較礦物油來的小，油品的種類則較無影響。 

 

結論 

    機油明顯是機車排放氣懸微粒的重要影響因子，機油使用量的多寡對於氣懸微粒粒

徑的分佈及濃度皆有明顯的不同，在種類方面，全合成機油雖然所生成氣懸微粒數目濃

度僅稍微低於其他種類機油，但微粒粒徑則明顯減小，亦即氣懸微粒之重量濃度顯著的

降低，此結果顯示全合成機油除能提供引擎運動時所需之潤滑性之外，也會在氣缸燃料

爆炸燃燒過程中被大部份作用掉，但機油參與燃燒的最終產物是否會造成特殊有害污染

物（Air toxic），則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影響機車排放污染物排放的因子甚多，在原廠的設計中，操作時並未能一次只變更

一個變項，以期能明確定量各因子對污染物排放影響程度，因此在計畫內特別更改節氣

閥與油針的設計，以便能切確定義出空氣燃料比、燃料潤滑油比等因子之影響。結果顯

示空氣燃料比較高者，其排放氣懸微粒粒徑較小且數目濃度較低，顯示汽油與機油燃燒

較為完全。 

 

建議事項 

    本年度實驗系統架設於技術學院機械研究所，所使用二行程引擎之散熱是利用隨車

所附裝之風扇，雖然實驗室有空調設備調節溫濕度，但氣缸溫度可能仍受到影響，進而

影響機油之黏滯度與表面張力，而氣懸微粒之生成受機油特性影響甚大，所以有部份氣

懸微粒粒徑與數目濃度資料之再現性稍有瑕疵，將在後續年度計畫內增設引擎溫控系

統，以解決溫度干擾的問題。 



    由於本實驗系統建置不易，因此有多位空氣污染專家學者，如台灣大學王秋森﹑李

芝珊﹑林嘉明，成功大學李文智，清華大學洪益夫等教授均派員前來取樣，以分析他們

有興趣之污染物如高碳化合物﹑PAH 等，因此本計畫對機車污染物排放的研究應有額外

加乘的結果。本計畫四人小組願意全力配合其他有興趣合作的專家學者，共同為提昇台

灣地區空氣品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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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wo-stroke motorcycles have become the predominant transportation tools for 
most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The health effect of the 
pollutants emitted by the two-stroke engine has been of concern.  The aerosol 
emission limit set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s 15% 
opacity, but the regulation was never enforced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opacity meter.  From the aerosol science standpoint, the opacity i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and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 aerosol 
particles.  In present study, an improved, self-fabricated simple diluter was used to 
reduce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to be lower than 100,000 particles per cubic centimeter, 
which is also the detection upper limit of the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  
Measurement of emiss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as determined on a chassis 
dynamometer provide the knowledge of the effects of driving cycles, engine 
temperature, fuel type, additive, and distance from the exhaust outlet on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and size distribution of aerosol particles from motor 
vehicles.  A two-stroke engine donated by a local motorcycle manufacturer was 
connected to and controlled by a dynamometer.  The carburetor was modified so that the 
air/fuel ratio could be chang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rotation speed.  All the air flow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mass flow controllers.  The count median diameter (CMD) of the 
exhausted aerosol particles was about 236 nm, with the geometric standard deviation 
(GSD) of 1.57, measured at idle condition during a cold start.  After reaching the steady 
state, the CMD and GSD reduced to 198 nm and 1.55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aerosol 
charge was measured to be 0.0038 elementary charge per particle, by using an aerosol 
electrometer. As air/fuel increased, the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so did the 
CMD.  The lubrication oil appeared to play major role in the exhaust particulate.  The 
size distribution shifted to the right as the lubrication oil/fuel ratio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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