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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柴油引擎排放氣體 NOx 及微粒（PM）的持續增加，

已引起吾人對環保及人體健康衝擊的關切，發展低污染排

放技術成為世界各大引擎製造廠的重要研究課題；除了引

擎新的結構設計外，如改良燃燒過程及燃料噴射系統。發

展新的替代性燃料技術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本研究

報告係針對二甲醚（DME）作為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之研

究。

二甲醚（DME）為最近才被研究証實為柴油引擎替代

性燃料，它具有高的含氧量（約３５Wt.%），特別適合使

用於壓燃引擎。研究顯示二甲醚（DME）應用在柴油引擎

時其燃料系統只須局部小量的修改。因此二甲醚（DME）

是將目前使用中的柴油引擎降低污染排放量最可行的替

代性燃料。

實驗結果顯示以二甲醚（DME）燃料操作的柴油引擎，

其煙度 (soot) 及微粒（PM）幾乎可忽略，與柴油燃料操

作的引擎相比，在煙度 (soot) 及微粒（PM）排放量至少

減少十五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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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ed growth in the diesel engine population 
concerns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effects caused by the NOx and particulate matter 
emissions. Development of low emission technologies 
has been the major research task of all the engine 
industry, such as modified combustion processes, 
improved fuel injection system, or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fuels technology. 
    As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clean fuel, DME was 
found as an alternative fuel fairly recently. Its high 
cetane number with high oxygen content (~35wt. %) 
make it become an excellent alternative fuel for 
compression ignition engin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ME provides ultra low emissions with almost no 
particulate matter and requires minimum modification 
on the fuel system of the engine. Thus, DME provides 
an excellent of emission reduction for in the 
compression ignited use vehicl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from the present work on 
the DME operated engine showed that the emissions of 
soot and particulate matter (PM) were negligible. The 
emission soot and PM reduction ratio factor is above 15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diesel operated engine.      

KEYWORDS : DME (Dimethyl Ether), Alternative fuel, 
diesel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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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柴油引擎由於其燃油效率高及耐久性佳，因此廣泛地

應用於機動及工程用車輛。其排出氣體中，有毒成份包括:

1. 氮氧化合物(NOx)，其排量約與汽油引擎之排量相當。

2. 碳氫化合物(HC)，排放濃度約為汽油引擎排量的五分

之一，但可能於引擎起動或暖車過程因凝結而形成白煙，

某些成份之化合物為柴油引擎排放臭味的來源。

3. 微粒(PM)，主要為附有碳氫化合物煙灰 (soot)，直徑

可小至約 0.1 微米，其排量約為燃料質量的 0.2 至 0.5% .

4. 硫氧化物，目前柴油含硫量≦0.5%，在引擎內燃燒後，

形成二氧化硫(SO 2 )，其中之一部份再氧化成三氧化硫

(SO 3)，與水結合成為硫酸。

  其中粒狀污染物(PM)對於人類的癌症及肺部病變有很

大的關連，因此世界各國對於柴油引擎放物法規限制愈來

愈嚴苛。我國車輛污染以現況而言，目前大都會區車輛數

急增，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也急遽增加。且由於交通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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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速度緩慢，其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更形增加。經由研

究指出，交通所引起之污染隨車輛之成長而持續惡化，其

中以粒狀污染物最為嚴重。又依據民國 78 年度保署台北

市受體模式研究報告 3 指出，柴油引擎所排放之粒狀污染

物及硫化物，對於空氣品質之影響最大。該研究係利用隧

道模式推算各型車輛之排放係數。結論為大型柴油車之排

放係數為汽油車之 50∼100 倍左右，與美國 EPA 報告推

估之大型柴油車排放之粒狀污染為汽油車的 30∼100 倍

頗相近。

又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測站之 CMB 模式分析結果顯

示(76 年∼78 年 2 月)，在懸浮微粒之貢獻比例而言，僅

柴油車就佔 15%∼64%為最高，因此可知柴油車所排放的

粒狀污染物對都會地區空氣品質的影響最大。

柴油車排放之粒狀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影響方面，懸浮

微粒增加之主因係燃燒柴油所排放粒狀污染物，懸浮微粒

多寡對兒童及全體死亡率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市區空

氣之懸浮微粒特別受到重視。且由流行病學文獻確實證明

懸浮微粒會增加支氣管炎，哮喘病，循環系統毛病及流行

性感冒等病症。而且燃燒柴油排放之粒狀污染物粒徑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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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均 0.2ìm)，很容易積存在肺泡區，為造成額外死亡

率的原因。

另外在致癌可能性方面，燃燒柴油所排放之粒狀污染

物，因其成份組成之故，常被視為最具危害及毒性，大部

分為有危害之金屬，有機物，酸化物高度集中於該粒狀污

染物內。美國 EPA 已發現有一萬種化學物質附著在粒狀

污染物表面，且被帶入肺部深處，其中許多化合物在短期

藥物試驗中均被証實會引起突變，在動物實驗中會造成癌

症。

世界各國對於柴油引排放之NOx及粒狀污染物排放量

的法規愈來愈嚴苛。                                                         

以中小型柴油引擎排放法規而言，粒狀污染物在 1997

年歐洲地區限制在 0.08 g/km 以下，美國地區限制在 0.05 

g/km 以下，在 2000 年以後兩地區都限制在 0.04 g/km 以

下。                                      

   台灣地區在 1995 年開始實施美國 87 年法規標準，對

於中小型柴油引擎之粒狀污染物排放量限制 0.2 g/mile 以

下。並預期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實施美國 94 年法規標準。

因此符合愈趨嚴苛的法規標準，以減少對環境及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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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為柴油引擎製造廠努力的課題。在改善柴油引擎

廢氣方面，各國之努力方向主要有三:

1. 減少引擎廢氣之產生，主要為引擎燃燒室，噴油咀，

柴油品質等之改良，及噴油正時，噴油率控制改由電子控

制等。

2. 於排氣管中裝置廢氣後處理器將有毒成份過濾掉。目

前主要朝二個方向研究，其一為陶瓷集塵/ 氧化系統，雖

然該系統處理粒狀污染物的效率最高，但有價格昂貴且可

靠性不穩定的問題。主要原因是集塵系統須再生處理，把

集塵器表面上的粒狀污物燒淨(約攝氏 500∼600 度)，在

燒淨過程中會出現不規則或無法控制的燃燒出現，而發生

陶瓷集塵器的破裂或融熔，或是熱疲勞破裂，及週期疲勞

破壞等問題。                                          

其二為觸媒(Catalyst Systems)系統，雖然直通式觸

媒轉換系統(Flow Thorough Catalysts)可替代集塵/ 氧化

系統，該系統處理附著於粒狀污染物上的活性物質(HC, 

CO )的效率很高，但是卻無法有效地去除乾煙灰(Dry 

Soot), 因此必須配合產生微量乾煙灰之柴油引擎設計使

用。另外觸媒配方必須提供壽命長及工作溫度較低(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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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500 度) ，以免造成超量的硫氧化物形成。

3. 研究推行使用替代性清潔燃料如 LPG、CNG 等。以臺

灣為例，與都市空氣品質息息相關的兩項大眾交通工具─

計程車及公車; 計程車自民國 八十四年四月起，政府獎勵

計程車業者改以液化石油氣(LPG)作為燃料，以減少計程

車之排放污染; 後者及作為卡車使用之柴油引擎，利用壓

縮點火以產生強大動力，因 LPG 、CNG 之自燃性

(Self-Ignition)差，較不適合作為柴油引擎之替代性清潔燃

料，若能以二甲醚(DiMethyl Either,簡稱 DME)作為燃料，

將可大幅度的改善重型柴油引擎排氣污染。二甲醚(DME)

的含氧量佔 34.8%，常溫常壓時為氣態，無毒且不含硫

份，根據最近一、二年國外文獻發表的研究結果，證實是

很乾淨的柴油引擎代用燃料，其十六烷值約為 55∼60，

具有很好之壓燃特性，因此柴油引擎僅需略作修改即可改

用 DME 作為燃料，而且仍能保持柴油引擎高效率之特

點，這些都是 DME 之所以特別吸引人的重要因素。DME

與 LPG 類似，沸點約為－25℃，容易液化，便於儲存及

運輸，因此沒有天然氣(NG)之缺點。

  目前都以甲醇作為原料生產 DME，產量少，價格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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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以天然氣大量生產 DME 價格將會低於柴油。DME 不

但可用於渦輪增壓引擎，更可使自然進氣引擎之存在延長

到西元 2000 年後，因為目前自然進氣柴油引擎無法達到

美國最新公佈的公元 2004 年之排氣標準。

                                                               

預期目標:

    有關 DME 作為柴油引擎燃料之研究在國外仍在實驗

階段，且相關之技術並未公開，而國內目前僅台大農機研

究所正進行初步研究。

    鑑於環保署鼓勵開發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研究計

畫，本計畫擬研究開發有關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之可行系

統。計畫之實施主要以實驗方式進行，將現行使用之柴油

引擎分別改裝為適合 DME 替代性燃料之引擎並使之運

轉，研究使改裝後之引擎順利運轉之各項技術，並進行參

數分析，分析影響引擎廢氣排放、油耗性、噪音及耐久性

等各項因素。初步計畫為使用 DME 為替代性燃料。

    初步已達成計畫目標如下 :

1.建立將現有柴油引擎改裝為適合 DME 替代性燃料引擎

之工程技術與操作規範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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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 DME 引擎性能及排氣污染物(煙度及微粒)之試驗

數據。

3.評估 DME 引擎的可靠性、耐久性及經濟性。

4.提供政府推行柴油引擎替代性清淨燃料之可行方案，以

改善都會區之空氣品質。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困難問題，在於二甲醚(DME)具高揮發性，

及將其高壓液化之危險性。待克服之問題為 DME 燃料在

柴油引擎長時間連續運轉時，DME 燃料不易液化 ! 預期

利用壓力可調節或自動調節之系統(如氮氣加壓系統或荷

蘭 Vialle LPI 系統)，可維持 DME 燃料在引擎熱車時之液

化需求。

    二甲醚(DME)燃料另外之困難問題，為其潤滑性極度

不良(其黏度約為柴油的十分之一，柴油黏度為 2-4cP，

DME 黏度為 0.15cP。)，當二甲醚(DME)燃料在柴油引擎

燃料噴射系統被輸送時，會造成燃料噴射系統元件過度磨

損，因此改善二甲醚(DME)燃料的潤滑性是必要的! 尋求

與二甲醚 (DME)燃料相容的潤滑劑 (如 Hitec 560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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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brizol 539A 等) ，並添加適當比例的潤滑劑(在 100ppm 

- 500ppm 範圍內，可達潤滑保護的效果，但不會引起引

擎污染排放的問題)，預期可解決二甲醚(DME)燃料潤滑性

極度不良，而磨損燃料噴射系統元件的問題。

文獻探討：

     1995 年以 DME 作為柴油引擎燃料之研究始自

Soreson[1]等二人，他們局部修改 0.27 公升單缸氣冷式自

然進氣柴油引擎之燃料系統，供以純度 99.9%之 DME 燃

料，其試驗獲致如下之結果: (1)熱效率與柴油引擎相同，

(2)HC 與 CO 排量與柴油引擎相近，(3)煙度近乎零，

(4)Nox 排量減少 75%，(5)引擎噪音降低 6－8dB; 柴油

引擎傳統之 N0x－PM 偏移曲線(trade－off)亦因無煙而不

存在，經分析結果，PM幾全由未完全燃燒之潤滑油( 經由

活塞環及汽門導管進入燃燒室 )所產生。

受到前述試驗成功的鼓舞，1995 年 Amoco 公司、

Haldor Tope 公司、Navistar 公司及 AVL 公司攜手合作，

由 Fleisch 等[2,3]進行深入研究。試驗引擎為 Navistar7.3

公升直噴渦輪增壓引擎配備先進油壓作動電子控制(HE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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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噴射系統，依據 DME 熱值及噴射持續時期需求修改

燃料系統，以噴射正時、噴射壓力、EGR 流率各二種; 轉

速、負載各五種為變數，共進行二百次試驗。試驗結果顯

示:                                      

(1) DME 引擎符合 ULEV 環保規範，燃料經濟性及引擎性

能同於或優於柴油引擎，(2) DME 引擎僅需最大噴射壓力

220Bar 即可達到低污染且完全不排放黑煙的效果，因此可

使用低成本之燃料系統並增長燃料系統之壽命，(3) DME

可用於直噴柴油引擎而不須大幅修改燃料系統，系統需求

類似 LPG。有待進一步研究發展的方向為: 燃料系統、進

氣擾流、燃繞室與壓縮比之最佳化及低 DME 製造成本。

最近美國能源部已透過所屬國家能源再生實驗室提供研

究基金給 AVL－Powertrain Engineering 開發 DME 專用

之共管式(Common Rail) [4]燃料噴射系統。

1996 年 AVL Powertrain Engineering，ING。在 DME

的研究結果，發展了一新的燃料噴射技術可用於新生產柴

油引擎上，同時也可改裝於現有柴油引擎上。該系統已經

由電腦模式化及最佳化，預期可在 3∼4年內量產[5]。1996

年 Sorenson，Spencenc 等人研究 DME 可作為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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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燃料，其燃燒等性質類似柴油，但是沒有微粒(PM); 

而 NOx 及噪音可大幅減少;及較低噴射壓力操作，其引擎

整體性能優於柴油引擎。同時也研究 DME 為燃料的噴霧

幾何性能及貫穿性，結果顯示與柴油噴霧大為不同;目前

用柴油引擎的分析模式，並不能適用於 DME 噴霧的預測

分析。

1997 年 Chen,Z.L.等人[6,7]研究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

DME，以引擎性能及排氣特性來研究，同時引擎對此新燃

料之反應性也加以研究，包含噴油咀油針升程及熬釋放

性。引擎量測以比較傳統柴油和 DME，比較結果如下:(1).

若利用傳統柴油引擎噴射系統必須在 DME 內添加少量潤

滑添加劑，如此才可達到滿意的噴油性能及減低過度之磨

損。(2).兩者燃料之引擎性能作比較，DME 有較佳的省油

性。(3).以 DME 為燃料之引擎其黑煙及未燃 HC 幾乎沒

有，但 NOx 和柴油為燃料引擎相同。(4).以 DME 為燃料

之引擎，噴射正時延後，可大量減少 NOx。

1998 年 Miyamoto，Noboru 等人[8]使用四種含氧燃

料( Oxygenated fuel )研究柴油引擎的燃燒及排放污染，

其中替代性燃料 DME 的使用可以在滿足柴油引擎性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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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下，顯著的改善黑煙，微粒(PM)，NOx，HC，引擎噪

音，及熱效率。另外在DME燃料的化學動力模式(chemical 

kinetic model)也由 Curran,H.J.等人[9]所研究，他們以

THERM 軟體數值模擬 DME 燃料氧化時，DME 燃料所屬

各成份(species)的熱力性質。而 Nielsen,Ole John 等人

[10](1997 年)也針對 DME 當為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研究

其燃燒特性，以質譜分析火焰在燃燒時期中的分佈情況。

    綜合以上所述，DME 為目前國外積極研究開發的柴

油引擎替代性燃料; 其研究開發的範圍從研發 DME 的合

成技術，開發柴油引擎燃料系統使適用 DME 燃料之工程

技術，及探討 DME 燃料燃燒性質等方面。而國內目前除

了台大農機研究所進行 DME 引擎改裝工程技術之研究，

及探討 DME 之物理化學性質外，並無其他學術研究單位

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第二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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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1. 收集改裝 DME 引擎系統相關技術資料。

2. 分析 DME 燃料之物理、化學性質及安全資料。

3. 柴油引擎試車磨配(break-in)及調整。

4. 建立柴油引擎污染排放物資料，測試磨配(break-in)及

調整後可穩定運轉之柴油引擎的煙度及微粒排放，並

與改裝後可穩定運轉之 DME 引擎排放物比較。

5. 評估柴油引擎配合 DME 燃料之物理、化學性質及安全

資料等性質，其燃料系統須匹配的改裝工程項目。

6. 測試改裝後之 DME 引擎的可靠性及耐久性，分別評估

DME 引擎冷車、熱車是否快速發動？引擎運轉中會不

會熄火？是否可達該引擎之最高轉速？引擎連續運轉

時間？引擎機件磨損情形？

7. 建立 DME 引擎污染排放物資料，測試改裝後可穩定運

轉之 DME 引擎的煙度及微粒排放，並與柴油引擎排放

物比較。

   本計畫第一期目標為使用 DME 作為柴油引擎之替代

性燃料，完成準備事項如下：

1. 取得 DME 改裝用之國產農機用單缸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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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購買所需之 DME 燃料。

3. 探討 DME 有關之基本物理，化學性質及安全資料。

4. 設計完成修改柴油引擎成為 DME 引擎所需之燃料供

應系統。

5. 測試及校正 Bosch RTM Diesel Smokemeter 3.011煙

度計，以檢驗柴油引擎煙度及微粒(PM) 。

達成計畫之實施步驟：

1. 修改柴油引擎之燃料供應系統，使成適合 DME 燃料特

性之引擎; DME 因易於揮發而產生汽阻，故須保持燃料

供應管路在高壓或低溫狀態之下; 燃料供應系統如圖一

所示。該系統係經審慎評估其成本及效益後採用之，初

期規劃擬採用荷蘭 VIALLE LPI 系統，但一方面因價格高

(需二十萬元)，另一方面該系統之儲氣桶(含高壓泵)為高

壓容器，進口手續繁雜致日期延宕，無法與預期計畫時

程配合。因此改採用氮氣加壓方式使 DME 液化，以防止

DME 揮發而產生汽阻。

                                

        壓力錶

壓力錶及
壓力調節

控制閥 單向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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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DME 燃料供應及加壓系統

2. DME 和柴油相比其密度較低，須增加燃料噴射量(由理

論空燃比計算為柴油的 1.8 倍)，因此將原柴油引擎最大

輸出 6hp 噴射泵改裝為最大輸出 10hp 噴射泵，方能使

DME 燃料配合該引擎之進氣量，保持適當的空燃比使引

擎運轉平順。再者，DME 完全不具潤滑性須添加與其相

容之添加劑(如 Hitec 560 或 Lubrizol 539A)作為潤滑(添

加量在 100-500 ppm 之間)，以避免 DME 燃料利用原引

擎噴射系統供油時，不會因低黏度而洩漏以致無法建立

噴射壓力，並避免噴油嘴及噴射泵等精密機件損壞。                         

3. 於不同的測試型態下測試 DME 引擎之性能，並實施引

擎廢氣煙度及微粒(PM)排放檢測。

4. 進行 DME 引擎耐久性實驗，及可靠度分析。

氮氣鋼瓶 DME 鋼瓶

濾清器

噴射泵

噴油嘴

燃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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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 DME 引擎實用化之必要工程技術，並進行成本分

析。

後續研究發展方向：

1. 後續研究計畫，可進行其他種類替代性燃料之研究，

如 LPG 及 CNG 等。並就改裝成本、污染性及安全性

三方面分析，比較三種替代性燃料使用於柴油引擎之優

缺點。

2. 後續研究計畫，可進行內燃機專用模擬軟體如 Kiva3

等，模擬分析使用 DME 燃料時引擎燃燒室之流場，並

藉此流場模擬分析，評估 DME 引擎最佳化操作及設計

參數，如噴射壓力、噴射正時、燃燒室幾何形狀、噴油

嘴幾何位置、、、等參數。

           第三章  研究結果

一、Diesel 與 DME 燃料之比較

     由下表排放污染實驗數據得到二甲醚(DME)燃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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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引擎的不透光率及煙度密度，可知二甲醚燃料的不透

光率和煙度密度至少低於柴油十五倍以上，因此採用二甲

醚燃料替代柴油時，柴油引擎排放黑煙的情形不再出現，

因此可顯著改善柴油引擎未燃柴油在空氣中所造成的微

粒污染。

 k( 1/m ) MAX. MIN. Opa.( % ) MAX. MIN.
DIESEL 8.51 5.69 DIESEL 98.5 91.3

DME 0.61 0.09 DME 22.1 4.1
factor 13.9 63.2 factor 4.6 22.3

本研究成功的將柴油引擎改裝成二甲醚引擎，並使用

Bosch RTM Diesel Smokemeter 檢驗不透光率及煙度密度

(k)等數據，比較柴油和二甲醚引擎的排放污染，實驗結

果顯示，二甲醚的煙度密度和不透光率均比柴油低，至少

相差十五倍以上。從二甲醚引擎的排放數據分析可看出在

引擎急加速時，不會從排器管排出大量未燃燒的燃料。

由此可知，二甲醚燃料來替代柴油是可行的，在柴油引

擎改裝成二甲醚引擎的過程中，因為二甲醚燃料常溫之下

就氣化了，為了讓二甲醚燃料在管路保持液態，使用氮氣

加壓法，加壓二甲醚燃料，管路的壓力約 1 Mpa (10kg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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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2 )左右，使二甲醚不致汽化。

不過，二甲醚引擎發動大約只能維持十分鐘，因為當引

擎溫度上升時，在噴射燃料系統管路內的二甲醚燃料便汽

化了，以致二甲醚引擎熄火，無論用各種方法還是沒有辦

法發動引擎。必須降低引擎溫度之後，才能再次發動。

這是目前二甲醚引擎的一個問題，改善的方法是以絕熱

及冷卻的方式，如以壓縮空氣吹向噴射泵，以增加對流熱

傳導；或是加裝散熱鰭片或致冷晶片，來達到冷卻的效

果。由實驗經驗判斷，以上冷卻方法可使二甲醚引擎連續

長時間運轉。

二、二甲醚(DME)引擎的可靠性及耐久性

    在可靠性方面，二甲醚引擎運轉的穩定性，分別評估

其引擎冷車、熱車皆可快速發動、引擎運轉中不會熄火、

亦可達該引擎之最高轉速。而在引擎運轉的耐久性方面，

二甲醚引擎可連續運轉十分鐘。由於本研究實驗中為了實

驗安全，二甲醚燃料的加壓壓力只採用 1 Mpa (10kgf / 

cm 2 )，因為引擎運轉後溫度上升，若高於二甲醚燃料於該

壓力下的液化溫度，引擎燃料系統管路中的二甲醚燃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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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氣化，而導致引擎熄火。後續改善計畫可從引擎燃料系

統管路的絕熱及冷卻下手，再配合原先的加壓壓力，應可

克服引擎無法長時間運轉的問題。

而在二甲醚引擎噴射泵機件耐久性方面，經過數百次的運

轉，並未出現噴射泵機件磨損的情形，顯然經添加潤滑劑

後已改善二甲醚燃料潤滑性不良的問題。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DME 燃料物理化學性質討論

傳統石化燃料與替代性燃料之化學結構不同，因此在

引擎內之混合氣形成過程與燃燒現象有所差異，表一為汽

油、柴油及各種替代性燃料的物理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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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及氣體燃料之分子量遠低於汽油、柴油，體積亦

小，這有助於燃料與空氣之混合，從而可抑制柴油引擎煙

度（soot）的形成。以單位能量計，酒精與 DME 皆有較

高的含氧量，於燃燒過程中產生較多水份，因而降低燃燒

溫度，具有減少引擎排氣中氮氧化物 (NOx) 含量的效

果。因此，使用替代性燃料可以降低引擎煙度（soot）及

氮氧化物 (NOx) 排放量，低排放煙度（soot）不但可允

許引擎使用更多的廢氣再循環（EGR），以達到更低的氮

氧化物 (NOx) 排放量，並可降低引擎潤滑油中的煙度負

荷（soot load），加長換油週期，降低維護成本，延長引

擎壽命；此外，無需排氣後處理裝置亦可達到 UVEL 之微

粒 (PM) 排放標準。若同時使用氧化觸媒轉換器，亦可同

時降低一氧化碳（CO）與碳氫化合物（HC）排放。

在引擎系統方面，除 DME 以外，其他替代性燃料的

辛烷值都大於 100，最適合的引擎系統為火花點火引擎型

式，其次為柴油導引噴射(Diesel pilot）。只有 DME 的十

六烷值高於柴油，可直接使用於壓燃引擎上。鑑於目前政

府鼓勵開發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若能以二甲醚(DiMethyl 

Either , 簡稱 DME)作為替代性燃料，將可大幅的改善各



25

型柴油引擎排氣污染。依據燃料之性質，各種不同燃料適

合之引擎系統可歸納如表二所示。

一. DME 之性質

    DME 之中文名稱為二甲醚，亦稱甲醚，其化學式為

C 2 H 6 O(CH 3 –O–CH 3 )，碳原子間無化學鍵連接，係醚類

之最簡單結構，其製造來源有二：

l 由甲醇經催化的脫氫作用得到。                                                                                   

l另一來源為以一氧化碳經氫化作用產生甲醇後，再與醋

酸作用而得。

二甲醚的主要用途為：

l 冷凍劑。                                               

l 火箭推進劑。

l 麻醉劑。

l 萃取液、聚合催化劑及穩定劑。

l 特殊溶劑、噴霧產品及推進劑。

l 低溫時火花點火引擎及以甲醇為燃料的壓燃引擎之起

動助燃。

l 用以製造氯甲烷及硫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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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醚之物理性質：

l 物質狀態：常溫常壓下為氣體。

l 外觀：無色。

l 氣味：輕微醚味。

l 沸點：由液變為氣體之溫度稱為沸點。沸點因壓力而   

異，壓力愈大則沸點愈高。常壓之下，二甲醚之沸點為

-25 ºC。

     沸點低的缺點是須將整個噴射系統加壓以保持液化

(本研究計畫業以克服該項問題)；而優點則是 DME 噴

入汽缸後不需要很高的噴射壓力可立即霧化，因此可

顯著改善柴油引擎的煙度及微粒排放(本研究計畫業以

達成該項目標)。二甲醚的低沸點以及高十六烷值可以

縮短點火延遲時間，因而降低燃燒溫度及汽缸壓力上

升率；而前者可減少 NOx 排放，後者可降低引擎噪音。                                             

l 蒸發潛熱：液體在氣化的過程所吸收週圍環境之熱量謂

之蒸發潛熱。DME 的蒸發潛熱和溫度的關係如圖二所

示。

l 蒸氣壓：當 DME 充填於密封鋼瓶或容器內，部份液體

蒸發成氣體而產生壓力，達到一定壓力時，蒸發自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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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此時鋼瓶或容器內之壓力謂蒸氣壓。依我國「高壓

氣體勞工安全規則」規定：在常溫下，壓力達到 2 kg/cm²

以上，或壓力達到 2 kg/cm²時之溫度在 35 ºC 以下之

液化氣體即屬高壓氣體。在 21 ºC 時，DME 之蒸氣壓

為 4.39 kg/cm²，因此屬於高壓氣體，通常溫度愈高蒸

汽壓愈大。

     由 Antoine Vapor Pressure Equation

log P = A- B/C + t

     t = ºC 

     常數 A、B、C 分別為 7.31646 ，1025.56，256.025。

可求得二甲醚之蒸氣壓與溫度之關係曲線。零度以上之

蒸氣壓如圖三所示。

l 自燃溫度：

亦稱著火溫度，為燃料自行燃燒之最低溫度。常

壓下，二甲醚著火溫度為 235 ℃，與柴油之 250 ℃相

近，低於 LPG 之 470 ℃及 CNG 之 650 ℃。適合作為

壓燃引擎燃料，相對的，其安全性亦較低。

l 燃燒範圍：

可燃性氣體與氧或空氣適當混合時，點火後會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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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此可燃性氣體以容積百分率（％）表示，稱為燃燒

範圍。可燃燒的最高濃度稱為上限，最低濃度稱為下

限。DME 在空氣中之可燃範圍為 3.4% ~ 26.7%；與汽

油之可燃範圍 1.5% ~ 7.6% 相比，DME 係較易燃燒之

氣體。

l 理論混合比：

      一般碳氫化合物與空氣混合，產生完全燃燒現象可

用以下方程式表示：

C N n m O N nO m H O n m Nn m + + +  → + + +( / )( . ) ( / ) . ( / )4 3 773 2 3 773 42 2 2 2 2

DME 為含氧性燃料(oxygenate fuel)，其化學反應亦可

以上式計算求得：

C H O O N CO H O N2 6 2 2 2 2 23 3 773 2 3 11 319+ +  → + +( . ) .

亦是即理論混合比為 8.58，遠低於柴油所需之理論混

合比 14.4。低理論混合比具有兩個好處：第一，在低

速高負荷情況下，具有較高之空氣過剩率，故可維持排

氣無黑煙。其次，引擎燃油噴射系統可以使用較低的噴

射壓力，降低製造成本，並增長燃料噴射系統使用壽命。

其他熱力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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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比熱：64.392 J/mol. K

l Entropy S：266.270 J/mol. K

l Enthalpy of Formation  hf ：–184.054 J/mol. K

l Gibbs Enthalpy of Formation �G：–112.675 J/mol. K

DME 之化學性質：

DME 對金屬無腐蝕性，因此，任何商業性的金屬材

料均可用於儲存及操作；但對天然橡膠、油漆等材料有溶

解作用，故燃料系統之密封及配管接頭之接合材料皆須採

用耐油性材料，如 Teflon 與 Plastic 等。

DME 之儲存與處理：

DME 會因熱、長期置放或氧的滲入存在而形成不穩

定的過氧化物，貯存與使用皆須於開放且通風良好之蔭涼

場所，貯存 DME 之容器不可受陽光直接曝晒，容器溫度

亦不可高於 52 ℃。DME 氣體比空氣重，由於自燃點低，

應隔離熱源、火燄、火花。過度暴露於 DME 氣體中會造

成人體健康危害，其可經由呼吸或皮膚吸附進入人體，吸

入少量氣體會造成眩暈、頭痛，自主中樞神經受到抑制，

嚴重會窒息而死，如接觸 DME，應以清水徹底洗淨。液

態 DME 濺到皮膚會造成凍傷，應速以溫水清洗，如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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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可能失明，應以大量清水沖洗最少十五分鐘，並送

醫急救。                                             

                                         

 DME 的發光性：

DME 在較大的的混合比範圍內燃燒時帶有藍色火

燄，與天然氣相同，這是一個重要的安全特性。如發生火

災，以一般滅火程序滅火，可噴水或二氧化碳滅火。如無

法滅火，應任其燃燒。

第二節 柴油引擎煙度量測技術

一.採樣程序

1.依 Bosch RTM Diesel Smokemeter（opacimeter）3.011

廢氣分析程序進行。分析引擎排氣煙度之不透光率％

或吸收係數 1−m 。

    採樣頻率及樣品數依 SAE J1667 標準。詳見第 38 頁

四.分析程序及附錄一。

2.Bosch RTM Diesel Smokemeter 3.011                                        

（1） 引擎型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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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擎預置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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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引擎加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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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儀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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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採樣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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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樣品管制

      本計畫檢驗分析之煙度（smoke）及微粒（pm），

直接從引擎排氣管採氣，採氣頭（sampling probe）設計

可適用各種形狀的引擎排氣管，採氣頭及採氣管將引擎廢

氣自然饋入 RTM 430 光學檢測室內（RTM 430 沒有任何

吸氣）。

      採氣頭之調整機構可確保採氣頭至少深入排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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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5cm，同時確保採氣頭與排氣管內壁至少間隔 10mm ，

採氣頭如圖所示。

三. 校正程序及頻率

1.校正步驟

(1) 顯示值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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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校正頻率

(每次使用之前進行校正)。

四. 分析程序

   1. 無負載狀態下測試 - SAE J1667

SAE J1667 急加速測試型態為在測試車輛引擎達

到工作溫度後，操作人員將油門儘速拉至全開 (或踩

到底)，至引擎轉速揚昇至最大轉速後維持 1 到 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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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放鬆油門，引擎恢復至惰速後 5 至 45 秒內再依以

上步驟做急加速，一共三次。測試時採用之儀器同SAE 

J35，數據記錄亦為樣連續取錄及相同之計算處理方式

(0.5 second average value)，但是測試數據是否合理

可尚需依下二條件判定：                                        

    

      A. 測試後之煙度計零點偏移量不得超過 2.0 % (不

透光率)或 0.15 1/m (煙度密度)

B. 三次急加速中取得之三次最高半秒平均值，其

中最大值與最小值差不得超過 5.0%不透光率

或 0.50 煙度密度。

符合 A、B 二條件時，始可將三次最高半秒 , 平均值

平均，以得到最後之測試結果。與其他測試程序不同

者，SAE J1667 中針對環境條件如高度、氣溫、氣壓

以及濕度均有考慮。任何環境條件(乾空氣密度在

0.908~1.235 kg/m 3之間)下之測試均需修正參考乾空

氣密度 1.1567 kg/m 3下之煙度。

五. 數據之演算.驗證及報告

    SAEJ1667 0.5 秒平均煙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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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中所指煙度是所謂〝0.5 秒平均值〞(0.5 

second average value),假設煙度計之取樣頻率為

2nHz,則每 0.5秒間距內可取樣 n個測試值,則每一個

0.5 秒平均煙度值可定義如下:

             ∑
−+

=
i

ni

Si
n

Si
1

1

     其中 Si 為每一取樣點之煙度值 . 以附錄一做

說明,假設取樣頻率為 20Hz,則 n 值為 10 , 即每 0. 5

秒內有 10次取樣(0至 0.5秒共 10+1 個測試值) , 則

第一個〝0.5 秒平均煙度值〞可從前 11 個煙度值計

算之.

        11S =(0+0+0+0+0+40.3+62.2+65+57.3+44+46)

          = 28.6          

        

12S =(0+0+0+0+40.3+62.2+65+57.3+44+46

+48.1)

          = 33.0

       其餘類推，以此方式計算之煙度不同於個別取樣

值，其中 0 至 2.15 秒共 44 次取樣，數據中最大值

為 65.0 % ，然而經計算後最大〝0.5 秒平均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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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9.2 %。

第三節 改裝 DME 燃料系統

一. 如何保持引擎燃料噴射系統內之 DME 為液態 ?

採用 DME 燃料氮氣加壓系統，燃料系統如圖一所

示，該系統特點如下：

    1. DME 液化壓力供應單元為高壓液態氮，可維持

DME 液化壓力，其調節壓力範圍在 5 至 25 kg/cm 2

(DME 鋼瓶之耐壓上限)。                                      

    2. 雙閥式 DME 鋼瓶設計，雙閥一為氣態氮入口，可

提供 DME 液化之壓力源，壓力範圍可達 DME 鋼瓶

耐壓極限 25kg/cm 2 ; 另一出口為液化 DME 輸出

閥，經由高壓管路及濾清器與柴油引擎噴射泵連接。

3. 氮氣與 DME 燃料不起反應，且氮氣價格便宜，壓

力調整容易，因此以 DME 燃料氮氣加壓系統取代

原先計畫預期採用之荷蘭 Vialle LPI 加壓系統。

二. DME 燃料系統

  1. 柴油引擎燃料系統

       傳統柴油引擎燃料系統的柴油，是以下列路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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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油箱→供油泵→柴油濾清器→噴射泵→高壓油管→

噴油器→汽缸燃燒室，如圖四所示。

  2. DME 燃料系統之改裝

   擬利用之氮氣加壓系統其高壓液態氮包含壓力調

節器單元、雙閥式 DME 高壓鋼瓶、 DME 高壓管路

及濾清器，如圖一所示。取代原柴油引擎燃料系統之

油箱，供油泵部份，如圖四所示。

  結合以上二個系統，可以克服 DME 燃料易揮發之

缺點，並使供應之 DME 燃料自動保持液態。隨引擎

所在環境狀態，可調整管路壓力高於 DME 蒸發壓力；

因此本 DME 燃料氮氣加壓系統可確實保証， DME

燃料一定以液態狀態進入引擎噴射系統內。

 3. 實驗引擎部份

由於考慮引擎實驗的準確性，及 DME 燃料的消耗

性，本研究計畫擬採用 6hp 最大輸出之 單缸農機用單

缸小馬力柴油引擎；又考慮 DME 燃料與柴油燃料之

理論混合比需求（約相差 1.8 倍，14.4/8.6），故將原

柴油引擎 6hp 最大輸出之噴射泵改裝為最大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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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p 之噴射泵，以符合 DME 燃料空燃比之需求。

  本研究計畫所採用 6hp 最大輸出之 單缸農機用

單缸小馬力柴油引擎規格如下：

                             

Stroke
              缸徑 X 行程              75 X 75 (mm)

   缸數                        1
   排氣量                     331cc
   壓縮比                     18 : 1
   額定輸出                5hp / 2400rpm
   最大輸出                6hp / 2000rpm

                                                                    

  第四節 對空污防治之重要成效

      本研究計畫實驗結果顯示，使用 DME 燃料操作的柴

油引擎，以無負載急加速測試操作時，在煙度及微粒的排

放量方面，與使用柴油燃料操作的柴油引擎相比，其改善

程度至少大於 15 倍以上 !

        評估二甲醚(DME)引擎的可靠性及耐久性，在可靠

性方面，二甲醚引擎運轉的穩定性，分別評估其引擎冷

車、熱車皆可快速發動、引擎運轉中不會熄火、亦可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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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之最高轉速。而在引擎運轉的耐久性方面，二甲醚引

擎可連續運轉十分鐘。由於本研究實驗中為了實驗安全，

二甲醚燃料的加壓壓力只採用 1 Mpa (10kgf / cm 2 )，因為

引擎運轉後溫度上升，若高於二甲醚燃料於該壓力下的液

化溫度，引擎燃料系統管路中的二甲醚燃料即行氣化，而

導致引擎熄火。後續改善計畫可從引擎燃料系統管路的絕

熱及冷卻下手，再配合原先的加壓壓力，應可克服引擎無

法長時間運轉的問題。

而在二甲醚引擎噴射泵機件耐久性方面，經過數百次的運

轉，並未出現噴射泵機件磨損的情形，顯然經添加潤滑劑

後已改善二甲醚燃料潤滑性不良的問題。

    以下則就廢氣煙度及微粒採樣進行數據分析驗算。

一. 引擎廢氣採氣之煙度數據演算、驗證及報告(引擎廢氣

採氣之煙度數據見附錄二)

1. 柴油燃料之煙度吸收係數(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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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ME 燃料之煙度吸收係數(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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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柴油燃料之煙度不透光率(%)

 Twenty-two points, plus triple-word-score, plus fifty 

points for using all my letters.  Game's over.  I'm outta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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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ME 燃料之煙度不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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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粒濃度之計算

以 SAE Diesel Smoke Measured Task Force轉換表

見附錄三,將測得廢氣之不透光率 opacity(%)或吸收

係數 k(1/m)轉化為柴油引擎每立方公尺排氣有多少

mg 的微粒。

        T        SAE 不透光率 opacity(%)與微粒(PM)轉換表
如下：

                      opacity (%)               PM (mg /m3)

       1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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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48
       30                      397
       40                      531 

         *不透光率 opacity(%)超過 40%以上者 ,無對照 PM
值 ,因已超過廢氣排放法規值 ,且 PM 值與不透
光率 opacity(%)呈非線性增加。

    

    1. 依一. 數據之演算、驗證及報告，取 DME 燃料之

不透光率 opacity 10% 轉化為微粒流率。

微粒濃度 = 169.6 mg/ 3m

柴油引擎排氣量 = 0.33 L

公稱排氣流量 = 0.33 L* rpm /120s

             = 6.6 L/s (rpm=2400)

微粒流率 = 6.6 L/s * 169.6 mg/ 3m

         = 1.1 mg/s 

    2. 依一. 數據之演算、驗證及報告，取柴油燃料之不

透光率 opacity 95% 轉化為微粒流率。

       略. 因為 SAE 不透光率 opacity(%)與微粒(PM)轉

換表範圍只到 opacity 40%，因此大約推估微粒(PM) 

流率約為不透光率 opacity 10% 的 15 – 20 倍。

三. 柴油與 DME 燃料之比較

     依一. 數據之演算、驗證及報告結果,分別取柴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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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E 燃料不透光率 opacity(%)及吸收係數 k(1/m)之

最大值與最小值作比較,結果如下：

 k(1/m) opa.(%)
  max.    min.   max.     in.

DIESEL 8.51 5.69 98.5 91.3
DME 0.61 0.09 22.1 4.1

factor 13.9 63.2 4.6 22.3

從上表可知使用 DME 燃料操作的柴油引擎，在無負載急

加速操作時，其煙度及微粒的排放，與使用柴

油燃料操作的柴油引擎相比，其改善程度至少大於 15 倍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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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DME 燃料供應及氮氣加壓系統

                                

        

       

       

氮氣鋼瓶 DME 鋼瓶

壓力錶

壓力錶及
壓力調節

濾清器

控制閥

噴射泵

單向閥

噴油嘴

燃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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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二甲醚蒸發潛熱與溫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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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DME 蒸氣壓與溫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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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傳統柴油引擎燃料系統
       與柴油流動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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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種燃料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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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不同燃料適合之引擎
系統與燃料著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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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錄

           附錄一  半秒平均值計算範例



59

`

附錄二  柴油引擎廢氣之煙度不透光率(%)
       及吸收係數(1/m)檢驗記錄表

柴油引擎不透光率(%)和煙度密度(1/m)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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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醚引擎不透光率(%)和煙度密度(1/m)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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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醚引擎不透光率(%)和煙度密度(1/m)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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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醚引擎不透光率(%)和煙度密度(1/m)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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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SAE 煙度及微粒轉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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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八十八年度環保科技合作計畫
    (空污費)期中報告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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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空污費科技研發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申請人: 吳中興

服務機關: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名稱: 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二甲醚(DME)

之研究

              審查意見回覆

一. DME 燃料系統之改裝比預定進度落後一項 , 已積極

全  力進行氮氣加壓系統規劃及相關零組件採購和組

裝 , 預期二月初可順利組裝完成。

二. DME 燃料應用於柴油引擎之標的成果一項 , 於 DME

燃料系統順利組裝完成後 , 即可進行 DME 引擎性能

及排放污染物的測試。預期二月初之後可進行 DME

引擎各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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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八十八年度環保科技合作計畫
    (空污費)期末報告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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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空污費科技研發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申請人: 吳中興

服務機關: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名稱: 柴油引擎替代性燃料二甲醚(DME)

之研究

              審查意見回覆

1. DME 引擎欠缺可靠性及耐久性一項 。在可靠性方面，

DME 引擎運轉的穩定性，分別評估其引擎冷車、熱車

皆可快速發動、引擎運轉中不會熄火、亦可達該引擎之

最高轉速。而在引擎運轉的耐久性方面，DME 引擎可

連續運轉十分鐘。由於本研究實驗中為了實驗安全，

DME 燃料的加壓壓力只採用 1 Mpa (10kgf / cm 2 )，因

為引擎運轉後溫度上升，若高於 DME 燃料於該壓力下

的液化溫度，引擎燃料系統管路中的 DME 燃料即行氣

化，而導致引擎熄火。後續改善計畫可從引擎燃料系統

管路的絕熱及冷卻下手，再配合原先的加壓壓力，應可

克服引擎無法長時間運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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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DME 引擎噴射泵機件耐久性方面，經過數百次的

運轉，並未出現噴射泵機件磨損的情形，顯然經添加潤

滑劑後已改善 DME 燃料潤滑性不良的問題。                                                          

2. 未做其他污染氣體，如 CO、NOx 等，是其缺點一項。

由於完成本計畫內之有關實驗項目時間急迫，無法再對

其他項目進行實驗。而本項意見在本研究計畫的後續改

善計畫，會針對這些污染氣體進行實驗分析。

3. 品保規劃之修正，並未見於期末報告內一項。本計畫之

品保規劃書第三版修正，於四月七日現場查核後，即遵

照審查委員意見修正，並掛號郵寄至師範大學化學系吳

家誠教授實驗室。本計畫之品保規劃書第三版修正將摘

錄於期末報告定稿附錄中。

4. 顯然較預期進度落後一項。DME 引擎改裝工程進行

中，出現許多不可預期之困難，以致進度落後。

5. 報告書之撰寫完整性略差一項。期末報告定稿之撰寫盡

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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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八十八年度環保科技合作計畫
  (空污費)期末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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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七  品保規劃書第三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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