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  NSC-88-EPA-Z-005-002 

年度  民國 88 年

計畫名稱  液化石油氣（LPG）機車先導性研究（Ⅱ） 

計畫主持人  盧昭暉 

計畫領域  空保處 

主辦機關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受委託單位  中興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計畫摘要

   因LPG車輛所產生的排氣污染較相同的汽油車為低，對都會地區的空氣品質惡化問題有改善的作用。但在都

會地區，機車對空氣污染的影響其實比汽車還要重要，而目前有關LPG的應用主要偏重在汽車，而對機車則尚未

開始。 

  本計畫是「液化石油氣機車先導性研究」的第二年計畫，主要是承續第一年中有關液化石油氣機車引擎實驗

的結果，繼續進行實車改裝與測試的工作。在本計畫中將設計新的燃料系統，以及修改引擎。然後進行此LPG機

車引擎的排氣污染量測，包括目前管制的CO，HC，NOx，及目前並未管制的其他有害物質。由這些比較結果，將

對都會地區改用液化石油氣燃料對空氣品質的影響有較堅實的評估依據。

關鍵字  液化石油氣、燃料系統、排氣污染 

上傳文件  NSC-88-EPA-Z-005-002.pdf

建立者  環保署管理者

建立日期  民國91年08月23日 

上次修改人員  環保署管理者 

上次修改日期  民國94年06月17日

Page 1 of 185年~97年科技計畫

2012/5/17http://sta.epa.gov.tw/report/project.htm



國科會/環保署科技合作研究計劃 期末報告

液化石油氣（LPG）機車先導性研究（Ⅱ）

計劃類別： ■個別型計劃□整合型計劃
計劃編號： NSC 88-EPA-Z-005-002
執行期間： 87 年 7 月 1 日 至 88 年 6 月 30 日
個別型計劃： 計劃主持人：盧昭暉

共同主持人：李佳峰
整合型計劃： 總計劃主持人：

子計劃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處理方式： ■可立即對外提供參考
□一年後可對外提供參考
□兩年後可對外提供參考
(必要時 , 本會得展延發表時限)

執行單位：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中華民國 88 年 5月 20 日



八十年度環保科技合作計畫(空污費)期末自評表
項    目

1.計劃書內預期進度之達成度 超前 符合 落後

• 目標訂定 □ ■ □
• 目標管理 □ ■ □
• 重要成果 □ □ ■

2.相關研究文獻蒐集與敘述之完整性及合理 優 佳 可 劣

• 國內文獻回顧 □ ■ □ □
• 國外文獻回顧 ■ □ □ □
• 文獻內容與主題之關聯性 ■ □ □ □
• 文獻是否整合敘述 ■ □ □ □

3.研究方法與過程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優 佳 可 劣

• 研究計畫架構與執行流程 □ ■ □ □
• 研究方法依據之正確性 □ ■ □ □
• 方法與預期成果之關聯性 □ □ ■ □

4.初期研究結果之合理性及正確性 優 佳 可 劣

• 數據分析與圖表彙整 □ □ ■ □
• 理論探討與成果解說 □ □ ■ □
• 學術或實務成果 □ ■ □ □

5.報告書撰寫之嚴謹性及完整性 優 佳 可 劣

• 報告撰寫架構與格式編輯之嚴謹性 □ ■ □ □
• 報告撰寫內容與文字說明之通順與完

整
□ ■ □ □

6.結論與建議之實用性 優 佳 可 劣

• 符合環保署空污防治之需求 □ ■ □ □
• 研究成果可行性或建議性 □ □ ■ □



7.其他
• 計畫中人力編列是否合乎研究

需求
是■ 否□（請說明原因）

• 計畫經費是否足以支應研究需
要

是□ 否■（請說明原因）
需要進行多次實車測試，因經費
不足而無法進行。另外，無法編
列購買機車的費用也造成困擾。

• 期中與期末審查分數配分(4:6)
是否合理

是□ 否■（請說明原因）
因計畫經費核撥較遲，影響工作
進度，期中報告時所完成的事項
有限，應加重期末審查的比例
(3:7)。

• 經費撥放合理時間為何 七月□ 八月■ 九月□
經費核撥太慢會影響進度，若能
在八月撥放，最為理想。

• 是否考慮繼續申請空污費科技
計畫

是■ 否□（請說明原因）
因對開發低污染車輛有興趣，而
空污費科技計畫是進行這方面
研究的最佳支持者。



一、摘要

    因LPG車輛所產生的排氣污染較相同的汽油車為低，對都會地區的

空氣品質惡化問題有改善的作用。但在都會地區，機車對空氣污染的影

響其實比汽車還要重要，而目前有關LPG的應用主要偏重在汽車，而對

機車則尚未開始。

     本計畫是「液化石油氣機車先導性研究」的第二年計畫，主要是

承續第一年中有關液化石油氣機車引擎實驗的結果，繼續進行實車改裝

與測試的工作。在本計畫中將設計新的燃料系統，以及修改引擎。然後

進行此LPG機車引擎的排氣污染量測，包括目前管制的CO，HC，NOx，

及目前並未管制的其他有害物質。由這些比較結果，將對都會地區改用

液化石油氣燃料對空氣品質的影響有較堅實的評估依據。

    第一年計畫中主要是探討 LPG 機車的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系統設

計參數對引擎性能與排氣的影響。所探討的參數包括蒸發器後 LPG 的

溫度，空氣燃料比等燃料系統設計參數，以及點火提前角度與壓縮比等

引擎設計參數。此外，並比較 LPG 引擎與汽油引擎在扭力，馬力，油

耗，及排氣污染等特性。

本年度計畫的工作包括：(1). LPG 燃料系統設計，(2).引擎修改與測

試車輛組裝，及(3). LPG 機車的排氣污染量測。引擎修改包括壓縮比由

7.2 提高為 7.9，點火角設定由上死點前 17 度提前稍微提前，以改善排

氣污染。空燃比設定仍調在當量比 1.0 以上。燃料系統設計包括燃料桶，

燃料管線系統， LPG 減壓閥，流量控制閥，及混合器設計。目前的燃

料系統在高轉速下會造成燃比過稀，仍有修改必要。在排氣成份分析方

面，以 GC/MS 氣相質譜分析儀來找出 HC 之成份，以 propane 為主，其



次為 n-butane ，還有 benzene、toluene 等，與燃料成份習習相關。觸媒

前和觸媒後的 HC 值在 NDIR 為方法的儀器上所測的的值相差不多，但

觸媒後之 propane 及 n-butane 較觸媒前少了許多，但相對的苯的含量就

比較多了。

由於本計畫之經費核撥太慢，故進度安排做了調整，實際進度在前

半年進行引擎修改，燃料系統設計，與排氣分析，在下半年將購買機車

後再來進行機車安裝與排氣法規測試。



二、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因應近來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空氣品質的要求早已成為環境品質的

重要指標。在一般都會地區空氣污染是以移動污染源為主，造成的原因

是汽機車所排放出的廢氣，其中主要包括 HC，CO，CO2與 NOx。在降

低車輛污染方面，現今的技術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大方向：一為車輛控制

技術的改良，所有的汽車都使用電子控制單元來控制汽油供應量，再加

上污染控制元件，如三元觸媒轉化器、氧化觸媒轉化器等的搭配，可將

廢氣排放控制在合乎現行環保法規的範圍內。另一為清潔燃料、替代燃

料與替代能源的使用，包括天然氣（CNG，LNG）、液化石油氣（LPG）、

甲醇（Methanol）、乙醇（Ethanol），及電力，太陽能，與新配方汽油

等亦將逐漸取代現今使用的汽油與柴油。

此外，面對世界儲油量逐步下降，使用多元化之燃料也是必然趨

勢，圖 2.1 所示為未來世界能源的預估消耗比例[1]，由圖可看出整個世

界的能源的消耗由最早期的木頭轉為煤炭，再轉為目前所大量使用的石

油，而未來的能源將以天然氣，核能與太陽能為主。故尋找一乾淨又方

便使用的替代燃料應用於車輛上是現今環保與車輛工業上的一大課題。

LPG的主要成份是丙烷（C3H8）與丁烷（C4H10），其中丙烷約佔

百分之八十，而丁烷約佔百分之二十。由於分子量較輕，容易氣化，做

為車輛的燃料時較容易與空氣均勻混合，而且較容易燃燒，燃燒較完

全，因此車輛所產生的排氣污染較低，可改善都會地區空氣品質惡化問

題。由荷蘭TNO所執行的測試顯示，經過精密控制的LPG車輛的HC，

CO，與NOx排放均較相同的汽油車低[2,3]。此外，汽油中約有1%-2%的



苯，苯被懷疑是一種致癌物質，而LPG中幾乎不含苯，可降低對人體健

康的危害。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LPG車輛的CO2排放較相同的汽油車低

10%-12%[4]，這是因為LPG的H/C比約為2.63，遠較汽油的H/C比值

(1.70-1.85)高，因此燃燒所產生的氣體中H2O多，CO2少，這對未來管制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具有相當大的效果。在無鉛汽油廣汎使用以後，由於

汽油中不能添加四乙基鉛來增加抗爆震性，故汽油中的芳香族類含量有

提高的趨勢，以提高其辛烷值，這會降低汽油的H/C比值，使汽油燃燒

所產生的CO2更多。雖然汽油中芳香族類含量有其上限(目前規定是

45%)，但這幾年來無鉛汽油的芳香族類含量不斷提高，而H/C比值則不

斷下降，這並不利於溫室氣體管制。表2.1所示為無鉛汽油的成份分析，

由表可看出不論是92或95無鉛汽油，其H/C比值都有下降，故LPG車輛

的使用更有其環境上的正面意義。圖2.2所示為CNG，LPG，M-85，與

汽油四種燃料對臭氧生成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比較[6]，由圖可看出LPG

在臭氧生成上僅次於CNG，比M-85與汽油都好，而在溫室氣體排放上則

是最佳的燃料，比CNG，M-85與汽油都好。值得注意的是雖然CNG的

H/C比值比LPG還高，但因CH4本身即是溫室氣體，故CNG溫室氣體的

排放量比LPG高。

LPG 的來源主要有兩部份，一為原油分餾過程中最先揮發出來分

子量較輕的部份；另一則為天然氣開採過程中自天然氣分離出來分子量

較重的部份。在我國主 LPG 要用途仍以家庭用燃料及工業用燃料佔大

部份，少部份則為工業原料。1996 年我國的 LPG 消耗量為 1410MT[5]，

其中 700MT 為國內自產，為煉油過程的副產品，710MT 為自國外直接

進口。在所有消耗量中家庭用燃料佔 64.5%，工業用燃料佔 24.1%，而



車用燃料只佔 4.3%。過去我國能源管理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八款規定

LPG 是不准做為車輛燃科，但近年來環保意識提高，又基於能源多元化

之原則，在經濟部、交通部與環保署之協同下，已於 79 年 6 月中旬開

放車輛使用 LPG 為燃料，在 84 年 7 月 1 日時 LPG 汽車正式上路。

   目前 LPG 每公升約 10.8 元，較汽油便宜，若以熱值估算，每千卡

LPG 的價錢也只有相同熱值汽油的 70%，如表 2.2 所示。若以營業用計

程車為例，以每日跑 250 公里估計，使用 LPG 做為車輛燃料每年可節

省 42705 元[7]。過去由於台灣沒有開放 LPG 做為車輛燃料，加氣不便，

所以 LPG 車輛十分少。但目前交通部已開放 LPG 車輛上路，而且中油

公司在北中南共設四座加氣站，也有民間籌設的加氣站正在申請中，加

氣問題應可獲得解決。環保署為落實空污費專款專用，改善空氣品質，

特訂立補助辦法，藉以達到鼓勵計程車改用瓦期車之目的。凡經審核通

過者，一期車可獲得新臺幣二萬元之補助，二期車可獲得新臺幣二萬五

千元之補助，以鼓勵營業車輛使用 LPG 替代燃料。這兩年來 LPG 車輛

迅速增加，截至八十七年五月為止，台灣地區的 LPG 車輛約有兩萬輛

[8]。但在義大利有超過一百萬部的 LPG 汽車，在荷蘭有超過七十萬部

的 LPG 汽車，而日本也有相當多的計程車使用 LPG 為燃料，如表 2.3

所示[9]，顯示 LPG 車輛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由於 LPG 做為車輛之

燃料在國外已超過五十年，過去雖然也發生過一些氣爆或燃燒事件，但

在嚴格的安全檢查規範下，最近意外發生已相當少，顯示只要安檢把關

嚴格，LPG 車輛也可以是很安全的。

(二). 研究目的

在都會地區，機車對空氣污染的影響其實比汽車還要重要。一方面



因為機車的數目較汽車多，至 87 年底為止，台灣地區的機車數量已超

過一千萬輛，佔所有機動車輛的 2/3 以上；另一方面也因為機車的排氣

污染較汽車嚴重，機車的污染排放量的法規值就比汽車高，而使用中機

車的污染也比汽車嚴重。依據環保署所設定的新車審驗標準，汽車為

CO 2.55g/km，NMHC 0.255 g/km，NOx 0.25 g/km；而機車為 CO 

3.5g/km，THC+NOx 2.0 g/km，這都是以行駛一公里所排放的污染物的

克數(g/km)為單位，與車子排氣量大小無關，所以新車的污染排放機車

就比汽車高。至於使用中車輛的部份，根據工研院機械所進行使用中車

輛召回改正的測試數據[10]，汽車的 NOx 排放比二行程機車高，而比四

行程機車略低一點。汽車的 CO 排放比二行程與四行程機車都低，至於

HC 排放，則汽車比四行程機車低，而比二行程機車低甚多。其中汽車

的行駛里程都在 30000 km 與 80000 km 之間。機車的行駛里程則在 1000 

km 與 6000 km 之間。故使用中車輛汽車污染排放也比機車低。使用中

車輛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汽車的污染耐久保證為 80000 km，而機車

的污染耐久保證過去只有 6000 km，目前也只有 15000 km。通常汽車使

用者也較重視保養，機車使用者則很少進行定期保養，故機車的污染劣

化會比汽車嚴重。

台灣的機車密度為世界之冠，而且每年新機車的生產量超過一百萬

輛，以 1996 年為例，全年生產量即達一百四十三萬輛。其中約有三分

之一外銷，三分之二（約九十四萬台）在台灣銷售。這些機車是都市地

區空氣汙染的主要來源之一。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施第三期機

車污染排放標準，雖然目前汽油機車引擎的技術可以達到三期污染的標

準，但未來機車的污染排放標準將會趨向越來越嚴格，可以預見將來的

機車技術會和汽車一樣，朝向清潔車輛與清潔燃料等多樣目標發展。在



清潔車輛方面，四行程引擎將全面取代二行程引擎，微電腦噴油噴射控

制系統將取代化油器，電動機車將部份取代傳統機車；在清潔燃料方

面，新配方汽油將取代目前的無鉛汽油，而且 LPG 的使用也將越來越

普遍。但目前有關 LPG 的應用主要偏重在汽車，而對機車則尚未開始。

有關 LPG 燃料對機車排氣污染影響的基本資料都十分缺乏，而 LPG 機

車的排氣污染能改善到什麼程度也都沒有相關數據，故實有必要及早開

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三). 預期目標

    由於國內過去很少使用LPG引擎，相關的研究並不多，大部份都在

學術單位進行，但這些研究都偏重在LPG汽車引擎的穩態性能及排氣污

染，並未探討LPG機車。由於LPG車輛的排氣污染較傳統的汽油車輛為

低，目前基於都會地區環保的需求，LPG機車的發展也相對應的重要起

來，本計畫即是進行LPG機車的先導性研究，目標是探討LPG對機車引

擎排氣的影響，做為發展LPG機車的基礎，並建立LPG機車排氣污染的

基本資料，做為評估政策效果及改善都會地區空氣品質問題的依據。

    本計畫是LPG機車先導性研究的第二年計畫。本計畫的做法是選擇

一款台灣地區常用的機車引擎，更改原來供油系統，直接改用LPG為燃

料，以探討燃料系統及引擎的各設計參數對引擎性能及排氣污染的影

響。在第一年計畫中，重點是進行傳統燃料與LPG燃料的比較，不同引

擎設計參數的比較，與不同成份的LPG燃料間的比較。由這些量測結

果，可以評估改用LPG為燃料對引擎排氣改善的程度，以及在設計LPG

機車時，引擎與燃料系統應選用的設計參數。在第二年計畫中，則將設

計新的燃料系統，以及修改引擎。然後進行此LPG機車引擎的排氣污染



量測，包括目前管制的CO，HC，NOx，及目前並未管制的其他有害物

質，如懸浮微粒。由這些比較結果，將對都會地區改用LPG燃料對空氣

品質的影響有較堅實的評估依據。

(四). 研究限制

    本計畫由於經費的限制，只能針對一型機車進行研究，故所穫得的

成果只對該款機車與引擎有效。

表 2.1：無鉛汽油的成份分析



95 無鉛汽油 92 無鉛汽油

產品批號 RFH-83080

5-004

RFH-8795-

0111

RFH-85071

5-000

RFH-8892-

001

測試日期 83.8.15 88.1.25 85.7.15 88.1.25

氫原子含量 12.5 11.75 13.1 11.71

氫原子含量 87.5 88.25 86.9 88.29

H/C 比值 1.714 1.60 1.809 1.592

表 2.2：各種燃料價格比較

燃料 單價／ kcal

高級汽油 2.49*10-3元／ kcal

無鉛汽油 2.46*10-3元／ kcal 

液化石油氣 1.65*10-3元／kcal

附註：瓦斯車每公升所行駛之里程數約為汽油車之 80~85%。

表 2.3：國外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站發展概況

義大利 俄羅斯 荷 蘭 美 國 日 本 韓 國 澳州 紐西蘭
LPG 汽車
（萬輛） 100 74 70 37 32 17 7 7



加氣站
（座） 2500 2100 12000 1900 300 800 350

年耗氣量
（萬噸） 140 105 74 183 150 30 8

圖2.1、未來世界能源消耗比率預估圖



圖 2.2：CNG，LPG，M-85，與汽油的排放量比較



三、文獻探討

(一). 國內研究概況

    由於國內過去很少使用LPG引擎，相關的研究並不多，只有在研究

機構與學術單位進行，最早如中國石油公司的蔡坤榮等人進行LPG與柴

油雙燃料引擎的研究[11]，及羅永祥等人進行LPG汽油引擎的性能與排

氣污染研究[12]。而工研院機械所的顧復中等人則曾進行LPG車輛改裝

的研究[13]。此外，台大蘇金佳教授[14]曾探討蒸發器出口溫度對LPG

引擎性能的影響，海洋大學鄭元良教授則探討改變壓縮比、點火提前角

以及空燃比對LPG引擎性能的影響[15]，並進行雙燃料系統的即時閉迴

路控制模擬與動態特性研究[16]及LPG引擎稀薄燃燒之排放特性研究

[17]。這些研究主要都偏重在LPG汽車引擎與柴油引擎的穩態性能及排

氣污染，並未探討LPG機車。

(二). 歐美研究概況

在國外LPG車輛的使用較普遍，但偏重在汽車的應用方面。早期相

關研究也不是很多，但自90年代以後，基於環保的理由，替代燃料的研

究逐漸受到重視，有關LPG車輛的研究也就多起來。LPG車輛的研究主

要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改裝的研究，即將傳統的燃油引擎改裝成LPG

引擎，並比較改裝前後的性能與排氣污染差異。第二類是燃料系統研究

的研究，探討燃料系統設計對LPG車輛性能的影響。第三類是基本研

究，探討LPG燃料的一些燃燒特性。

    在改裝研究方面，美國西南研究院（SwRI）所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

[18]，將一部1990年份，排氣量為3800c.c.的Oldsmobile汽油引擎改為使



用LPG燃料，並使用電流加熱式觸媒轉化器，在行車型態下LPG的污染

排放均較使用汽油的污染值低，且可使排氣中的CO與NOx同時降低（一

般來說CO低時NOx會增加）。法國Gerini等人將一部Renault CLIO汽油

車改裝成LPG汽車[19]，並以微電腦進行點火角度與空燃比的最佳控

制，並進行FTP測試。測試結果發現LPG車輛的排氣污染可達到ULEV

標準，而且馬力的損失在3%以內。Smith等人則將一部1.4 L的汽油引擎

改裝成LPG引擎，並比較引擎在穩態下的性能與污染排放[20]。測試結

果發現LPG引擎的馬力降低約5%，但熱效率較高。CO排放較高，但HC

與NOx排放較低，觸媒轉化器的效率也比以汽油引擎高。Bailey對市面

上的LPG改裝套件進行測試[21]，發現不同套件的水準差異相當大，但

與原汽油車之性能比較，CO有降低，HC相差不大，NOx則有增加，但

CO2的排放則明顯減少。此外，雖然HC的排放相差不大，但若考慮光化

學反應性，則LPG引擎還是比原汽油引擎好。

    柴油車改裝為LPG車輛的例子也不少，有用在小貨卡上，也有用在

大型公車上。Sun等人分別將一部GM的重柴及一部GM的輕柴改裝成雙

燃料引擎[22]，可選擇CNG與汽油或LPG與汽油，並以FTP進行測試。

測試結果發現CNG與LPG都可減少NOx排放， LPG同時可減少CO與HC

排放，但CNG的HC排放會增加，CO排放則與車種有關。Perry等人則將

一部Cummins柴油引擎改裝成LPG引擎[23]，在2100rpm時可產生187kW

的馬力，但排氣污染狀況則沒有說明。美國能源部(DOE)與國家再生能

源實驗室(NREL)曾進行過替代燃料用於交通車上的評估[24]，所評估的

替代燃料包括CNG，醇類燃料，biodiesel，及propane。評估結果發現在

車輛改裝費用上以CNG與LPG車輛較高，在燃料供應系統費用上以CNG

最高，醇類燃料與LPG車輛次之。芬蘭對發展LPG卡車也不遺餘力[25]，



在1990年第一輛LPG卡車就已改裝完成，採用IMPCO系統，該車以歐洲

13 Mode進行污染測試，可得到CO 1.8，HC 0.5，NOx 0.5 g/kWh的水準。

到1993年時已有一個車隊的LPG公車在運行，總累積里程超過20萬公

里。在美國南加州地區也有LPG公車在進行示範運行[26]，並比較不同

燃料成份比例對駕駛性，耗油性，與排氣污染的影響。運行的結果顯示

LPG中butane的含量越高，則車輛性能越好，但排氣污染則影響不大。

    在燃料系統研究方面，一般LPG引擎都是使用氣化後的LPG為燃

料，但R. Sierens則使用微電腦控制器與LPG燃氣噴射系統，將液態的

LPG直接噴入進氣岐管內使用[27]，再利用氣缸的壓縮過程來將LPG氣

化，這樣可以提高容積效率，也可改善一般吸入式混合器所遭遇的回

火、高轉速下進氣量不足以及加速性不佳等問題。如此可同時兼顧性能

與環保。但在液態的LPG噴射系統中，若LPG受熱而揮發，會形成液氣

二相共存的狀態，一方面會在管線上造成氣鎖，一方面也會影響燃料計

量的準確性。Lutz等人就針對LPG在管線中汽化的現象進行探討[28]，

主要考慮不同的燃料成份與系統設計參數的影響。而IMPCO公司也開發

出氣態燃料噴射系統[29]，可用於LPG與CNG。採單一噴嘴(unique 

injector)設計，可準確控制燃料流量。用於LPG時，噴射壓力為18 psig，

用於CNG時，噴射壓力為60 psig。

    在基本研究方面，Lee等人在圓柱形燃燒室內以schlieren光學技巧量

測Propane，Butane，及其混合氣在高壓下的燃燒速度[30]，以模擬引擎

內的燃燒狀況。量測結果發現Propane，Butane，及其混合氣的燃燒速度

都很接近，且與剛開始點燃時的壓力有關，隨著壓力增加，燃燒速度會

下降。Higinbotham等人則探討LPG的成份對車輛污染排放的影響[31]，

所探討的成份包括propane，butane，與propene的比例。測試結果發現LPG



成份對FTP污染測試的影響並不顯著。但Senlgrove等人以三款Renault的

轎車進行LPG的成份對車輛污染排放影響的比較[32]，測試結果卻發現

Propane與propene的比例越高，則Nox的排放量越大。此外，在LPG與汽

油的污染排放比較中，該研究發現測試的溫度越低，則LPG的排氣污染

減量效果越顯著。在-5℃時，CO可減少95%，而HC可減少90%。

    以上的研究都偏重在四行程的汽油引擎與柴油引擎，而且在應用上

也偏重中大型車輛，沒有小型二行程引擎的應用。只有美國西南研究院

曾進行過小引擎方面的研究[33]，這是將兩款小排氣量汽油引擎更改為

LPG引擎，一為McCulloch二行程鏈鋸引擎，排氣量為28c.c.，另一為

Tecumseh TV-S90四行程手推式割草機引擎，排氣量為148c.c.。由於一

般的LPG套件均為汽車而設計，並無為小排氣量引擎設計的專用套件，

故大部份的零件都必須修改。在該研究中，四行程引擎使用Carreson所

設計的套件，混合器中心文式管喉部直徑為12.7mm；由於Carreson無法

提供中心喉部直徑小於12.7mm的混合器，二行程引擎的混合器必須重新

設計，中心文式管喉部直徑為9.40mm，包括惰速油路與主油路，以配合

引擎在一般的使用情形。

除了燃料系統外，二行程引擎的潤滑系統也必須重新設計。一般的

二行程機車引擎是利用曲軸帶動一機油泵，將機油擠出，再由進氣歧管

的負壓將機油吸入，與汽油混合後進入曲軸箱，以潤滑曲軸軸承與活塞

等機件。更換LPG後，潤滑油無法與LPG混合，無法形成均勻的油霧，

潤滑效果較差。該研究是以噴油泵將潤滑油直接噴入曲軸箱，比例為汽

油的1/40，以避免縮缸發生。此為二行程機車引擎新的潤滑方式，目前

國內並無相關研究與產品。研究顯示小型引擎在更換為LPG後污染排放

有明顯下降，但在二行程引擎上HC的排放濃度反而較汽油高，此一現



象並非所預期的狀況。

(三). 日本研究概況

在我國鄰近的日本，液化石油氣原本主要是供做家庭用燃料，但隨

工業發達，產業需求使原油提煉大幅增加，故其副產品LPG的產量也隨

之大量增加。為求有效使用能源，開始將LPG供做汽車燃料。其實LPG

的辛烷值較汽油高，如能夠供作汽車燃料，不僅燃燒性能佳，且其排氣

中所含CO也較少。此外，LPG的價格又較便宜，如能做為汽車燃料，約

可節省一半的燃料費。因此日本之計程車就開始啟用LPG為燃料。其間

也發生過一些火災事故，但經過計程車業者，汽車製造廠，瓦斯業者的

共同努力，確立LPG汽車之安全防護對策，自此液化石油氣成為日本安

全且經濟的重要替代燃料。

至於將LPG應用於機車上，在日本已由東邦瓦斯公司與鈴木機車公

司合作完成[34]。這是以鈴木的亞特利斯-100為基礎的速克達機車，二

行程單缸引擎，排氣量99.c.c。LPG容器及輔助設備放在座位下放置安全

帽的空間內。潤滑系統也重新設計，以防止曲軸箱內軸承過度磨損。壓

縮比也由6.7提高到8.0，點火提前角度亦略提前。其加速性與汽油車差

不多，但是最高速度只有汽油車之九成左右，充氣一次可行駛48公里。

(四). 國際 SAE 的 LPG 車輛競賽

國際汽車工程師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為了提倡使用 LPG 汽車，在 1996 與 1997 兩年間舉辦了一場 LPG

車輛競賽，邀請北美的各大學參加，由參賽學生將傳統汽油引擎改造為

LPG 引擎，並進行各項性能與污染測試， 參加的學校計有 17 所，分別



為 Cedarville College ，Ecole de Technologie Superieure，GMI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stitut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exas Tec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lberta，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I Paso，University of Windsor，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aterloo，Texas A&M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nnessee，Virginia Tec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Kansas，University of 

CA at Riverside，及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比賽的車輛分兩種，一種

為小廂型車(Minivan)，另一種為載貨車(Pick-up)。參賽的隊伍必須為其

所使用的車輛選擇適當的燃料供應系統，設計燃料管理系統與燃料儲存

系統，調整引擎控制系統、修改引擎，包括壓縮比及污染控制系統等。

    表 3.1 與表 3.2 所示為參賽各隊所選擇的系統，由表可看出在燃料

供應系統方面以液態 LPG 噴射為主，共有 12 隊使用，其次是氣態 LPG

噴射，共有 4 隊使用，而氣態的混合器只有 1 隊使用。這是因為所有參

賽隊伍都使用微電腦的引擎控制系統，而且其排氣污染的目標是要達到

ULEV 的標準，故必須準確控制空燃比，而液態 LPG 噴射系統可以準確

控制燃料噴射量，當液體噴入時，LPG 會吸收空氣的熱量，以降低溫度，

增加馬力。冷車起動對於液態噴射系統來講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對

氣態噴射系統而言，在低溫下冷起動就比較困難。此外，因為液體噴射

噴嘴已規格化，所以該系統不會受到環境的影響。故為大部份隊伍所採

用。使用氣態噴射系統的優點為只需對原本的引擎做很少的修正就可以

達到了，但是缺點是氣態燃料會會損失性能。改善的方法有直接噴燃料

在燃燒室內，或提高壓縮比，或使用渦輪增壓器，但是如此一來就不是

一簡單的修正了。至於氣態的混合器相當於傳統的化油器，使用氣態混

合器的優點為構造簡單，成本低，缺點是還無法使用電子噴油的方式來



提升性能，以及缺乏精確的空燃比控制。此外，氣態燃料會降低容積效

率，造成馬力損失。故只有 1 隊使用，且其排氣污染成績不佳，但該車

的駕駛性及熱起動性則被評為最佳。University of Waterloo 則採用連續

氣態 LPG 噴射系統，這是介於氣態混合器與氣態間斷式噴射系統間的

中間產品，有點類似 Bosch 在發展汽油噴射早期的 K-Jetronic 系統，其

排氣污染成績不錯，且該車的冷起動性也受好評。

    關於所使用的燃料主要是以液態 LPG 為主，綜合各所學校的見解

液態燃料的優點為：1).容易以噴嘴及控制系統來精確控制所需燃料的用

量；2).燃料泵內的工作流體為高壓液體，所需功率較低，不會損失引擎

性能；3).較易冷車起動。對於以氣態燃料的車子而言，除非車子本身有

加裝一加熱系統，否則若是藉由冷卻水來加熱蒸發器的車子，在冷起動

時，根本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熱能給蒸發器；4). 液態燃料蒸發時所吸

收的潛熱可降低進氣溫度，增加進氣密度。且若使用氣體燃料的話，會

使得空氣的進氣量減少，造成馬力損失。液態燃料的缺點為：1).需要一

個能承受高壓的噴嘴。2).燃料的潤滑效果不好可能會導致機件提早損

壞。3).必須維持在高壓力（大於 8.2atm 或者更高）的環境下避免蒸氣產

生。4).當引擎關掉時，LPG 還有一部份殘留在管中，由於引擎溫度及環

境溫度，使得 LPG 開始蒸發，之後再啟動時那些蒸汽進入燃燒勢將造

成燃燒不佳。

    在引擎方面以現有的系統為主，但針對 LPG 的特性加以微調。在

壓縮比方面，有 8 隊沿用原壓縮比，另外 9 隊則提高壓縮比，其中 Minivan

的原壓縮比為 8.9，最高提高為 11.1，而 Pick-up 的原壓縮比為 9.0，最

高提高為 11.0。LPG 的辛烷值較高，故改用 LPG 後所造成的馬力損失

可藉由高辛烷值的特性來恢復。高辛烷值表示引擎在高壓縮比的情況下



不會有不正常的燃燒現象，使用高壓縮比可以有較大能量的產生和改善

燃油經濟，但也因此會造成排氣中 NOＸ 的增加。由於 LPG 有較高得辛

烷值，所以它可以提高點火時間，而且還可增加馬力的輸出，因為 LPG

在進入燃燒室之前會吸熱，造成降溫，增加空氣的密度。University of 

Alberta 使用 LPG 引擎配合進氣絕熱隔片(Thermal Barrier)，材質主要是

Nylon 6-6，約略 10mm 厚，熱傳導性很低，可以隔離外界溫度對進氣溫

度的影響。可以降低進氣溫度，增加空氣的密度，進而提升引擎的性能。

且使用 LPG 為燃料時，由於缺乏汽油做為潤滑，引擎在高轉速時潤滑

效果將會變差，使用機油潑濺勺(Windage Tray)，靠曲軸帶動來潑濺機

油，可增加潤滑效果。還有在空氣進入的系統上，由於原本的位置是在

引擎蓋下，這樣進氣的溫度太高了，University of Alberta 將進氣口改在

保險桿上，直接吸收外界的空氣，這樣就可以大大降低進氣的溫度，增

加空氣的密度，以提高效率。GMI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Institutes 

則將引擎進氣歧管和排氣歧管隔離以減少熱傳量，在進氣歧管外包覆一

層陶瓷，因為引擎和排氣歧管都有很高的熱傳量，熱可以很容易的傳到

進氣歧管，進氣溫度上升，空氣密度下降，容積效率就會減少，所以隔

離後可以增加效能和減少污染。還有利用鐵氟龍管來傳送燃料，可以減

少管內的摩擦損失。Texas Tech University 則認為引擎性能的關鍵在於

空燃比，根據燃燒定律，最理想的燃油經濟，污染值和能量的傳遞是空

燃比在當量點的時候。還有這所大學是用氣體燃料噴入的方式，LPG 用

氣體噴入將會減低它的容積效率，這也就是為什麼用 LPG 的引擎都會

降低馬力，為了維持其原有的馬力，可以利用進氣增壓器(Supercharger)

來增加進氣量。但是並不是每一所大學都會致力於改善引擎的性能，

University of Windsor 就集中注意力在減少污染方面，而不加以改善原



本的引擎。

關於引擎管理方面，也是由原本的電腦系統(OEM Computer)所管理，其

中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使用 UEGO 來控制的，UEGO 會產生

一個開關訊號(Switching Signal)給電腦，優點是不僅 UEGO 的訊號可以

提供一個回授就像一般的含氧感知器(O2 Sensor)一樣，還可有兩個不同

狀況的選擇，一為在引擎剛發動時或其他一些特殊狀況控制空燃比為當

量比(stoichiometric)，因為此時需要較大的扭力；一為等引擎穩定運轉

後控制空燃比為當量比的 1.6 倍，用當量比的 1.6 倍去燃燒可以減少

NO、CO、HC 的污染，但是稀油燃燒會造成點火不順(misfiring)，火焰

速度變慢和突然熄滅等問題而造成過量 HC 的污染。因此，針對這個問

題，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則特別使用一個臭氧產生器(Ozonator)

來促進稀油下的燃燒，因為臭氧比氧更有反應性，可增加污染物的易燃

性，減少 CO、HC 的排放。

關於燃料輸送系統方面，每間學校各有其不同的設計，不過大致上

來說都是大同小異，就列舉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設計。Cedarville College 

在所有的桶子輸出輸入時都用單向閥門連接，以避免危險，從燃料桶中

流出的液態 LPG 在調節器與轉換器(也就是蒸發器)中蒸發，後倒進氣歧

管中混合進入的空氣，再進入汽缸內燃燒。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是用液態 LPG 噴射的方法，所以需要靠泵來帶動，一般來說

LPG 蒸發大約在 1379kpa(200psi)、38℃(100℉)，之所以要在 38℃的溫

度下是為了要配合比賽，因為比賽的地點和時間是在德州的夏天，但是

由於 38℃是大氣溫度，實際管路和儲存鋼桶的溫度一定不只如此，所以

將會造成燃料蒸氣留在管中，所以根據實驗的結果，管壓最好在大約

1482kpa(215psi)附近，這樣才不會有太多的蒸氣產生，造成燃料無法順



暢供給。University of Alberta 也是用泵把儲存鋼桶內的高壓液體打出

去，但是有一些缺點，就是丙烷的潤滑效果並不好可能會導致機件提早

損壞，還有必須要有一個可以承受高壓的噴嘴。Cedarville College 則在

管路上加裝安全開關(Fuel System Lockout)，這是一連接在進氣歧管內的

真空開關，在引擎尚未開始轉動時迫使燃料停止，以確定無燃料流過，

直到引擎開始轉動。倘若引擎轉速過大，則此開關也會關閉，使引擎斷

油。另外還有一開關，是當車子碰撞的時候，會自動關閉燃料的出口。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用氣體 LPG 噴射的方式供應引擎燃

料，故使用了兩個濾清器去清除氣化丙烷中的大分子，直到大約 3-4 

microns，這麼做是避免阻塞噴嘴，然而這兩個濾清器只能用在氣體，不

能用在液體，且最好用在低壓的情況，因為處在低壓的環境下，大分子

就會懸浮在氣態的丙烷上，而不會直接沉在管路上，造成管路阻塞。還

有這兩個濾清器都要被加熱，讓丙烷能都保持氣體的狀態。

    在污染控制系統方面則幾乎所有參賽隊伍都加以修改，包括使用電

熱預熱式的觸媒轉化器，加大觸媒容積，增設一個較小的前置觸媒轉化

器(Pre-cat)。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將原有的觸媒轉化器換用兩

個觸媒轉化器，一個放在接近進氣歧管的地方，減少反應的時間，另一

個則放在排氣較末端的部份，是為了配合車子的形狀。又使用一個臭氧

產生器(Ozonator)將臭氧注入進氣之中，如此即可減少 HC 和 CO 的污

染。但是卻會增加排氣中 NOx 的含量，不過這個缺點可由廢氣再循環

(EGR)的裝置來避免。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也是使用兩個觸媒

轉化器，第一個是以還原元素銠(rhodium)和銣(rubidium)，氧化元素鉑

(platinum)和鈀(palladium)經由自行設計的觸媒轉化器，第二個則是由克

來斯勒公司原廠的三元觸媒轉化器不加以修改直接裝上去，原本也有考



慮電子預熱的觸媒轉化器，但因考慮到可能會增加電池的負荷，因而增

加替代燃料的負荷，在考慮性能與所行駛的公里數之後，決定不採用這

種設備。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I Paso 認為，為了讓觸媒有所作動，

在排氣歧管上塗上一層陶瓷可以保持高溫，即可降低污染。GMI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Institute 認為要能夠控制污染的話必須包括

引擎污染控制系統的閉迴路反應時間必須加快和增加觸媒轉化系統的

整體效率。改善的方法為 1)將陶瓷包覆在排氣歧管周圍。2)使用預熱式

觸媒轉化器。3)使用兩個觸媒轉化器。4)使用含氧感知器(O2 Sensor)讓預

熱時間縮短。其他大部分的學校也都在觸媒轉化器的部份進行修改。

    至於在燃料儲存系統方面，則一般都使用數個儲氣桶，容積約在

20-35 加侖，續航力在高速公路上可達 500-600 哩。

    表 3.3 所示為比賽的評分項目及參賽各隊的成績，由表可看出評分

項目包括系統設計檢查，排氣污染，續航力，耗油率，冷車起動，熱車

起動，加速性，與駕駛性等，其中單項成績以排氣污染的比重最高，而

各組冠軍的隊伍也都在排氣污染的項目上表現優異。

    根據參賽各隊所提的書面報告，將傳統汽油引擎改造為 LPG 引擎

的主要重點如下：

(1). LPG 的優點為高辛烷值，高能量密度，及低排氣污染。使用 LPG

燃料的車子大部分都和汽油車相同，不同的地方只有在 LPG 的儲存

槽和補給燃料的方式。

(2). 現成可以改裝的 LPG 燃料系統有兩套，分別是用於汽油車引擎液體

噴射系統和用於 CNG 燃料引擎的氣體噴射系統。

(3). LPG 引擎的壓縮比可以予以適度提高，其範圍為原本的 8.9 壓縮比

可提高到 11：1。



(4). LPG 的辛烷值較高，故改用 LPG 後所造成的馬力損失可藉由高辛烷

值的特性來恢復。高辛烷值表示引擎在高壓縮比的情況下不會有不

正常的燃燒現象，使用高壓縮比可以有較大能量的產生和改善燃油

經濟，但也因此會造成排氣中 NOＸ 的增加。由於 LPG 有較高得辛

烷值，所以它可以提高點火時間，而且還可增加馬力的輸出，因為

LPG 在進入燃燒室之前會吸熱，造成降溫，增加空氣的密度。

(5). 使用 LPG 引擎最好能搭配使用進氣絕熱隔片(Thermal Barrier)，材

質主要是 Nylon 6-6，約略 10mm 厚，熱傳導性很低，可以隔離外界

溫度對進氣溫度的影響。可以降低進氣溫度，增加空氣的密度，進

而提升引擎的性能。

(6). 使用 LPG 為燃料時，由於缺乏汽油做為潤滑，引擎在高轉速時潤

滑效果將會變差，最好能搭配使用機油潑濺勺(Windage Tray)，靠曲

軸帶動來潑濺機油，可增加潤滑效果。

(7). 使用 LPG 引擎最好能搭配使用一個高容積、低背壓的消音器，    

減少排氣背壓可利於排氣，也可以利用以增加容積效率。

(8). LPG 燃料系統的管線在輸出或輸入時都用單向閥門連接，避免危

險。此外，還應加裝安全開關(Fuel System Lockout)，這是一連接在

進氣歧管內的真空開關，在引擎尚未開始轉動時迫使燃料停止，以

確定無燃料流過，直到引擎開始轉動。倘若引擎轉速太大，則此開

關也會關閉，使引擎斷油。另外還有一開關，是當車子碰撞的時候，

會自動關閉燃料的出口。

(9). LPG 用氣體噴入將會減低它的容積效率，這也就是為什麼用        

LPG 的引擎都會降低馬力，為了維持其原有的馬力，可以利用進氣

增壓器(Supercharger)來增加進氣量。



(10).氣體燃料，如 LPG 或 CNG，因是比較容易和空氣充分混合，進而

增進燃燒，故比較容易進行稀油燃燒。

(11). 液態燃料的優點為：1).容易以噴嘴及控制系統來精確控制所需燃        

料的用量；2).燃料泵內的工作流體為高壓液體，所需功率較低，不

會損失引擎性能；3).較易冷車起動。對於以氣態燃料的車子而言，

除非車子本身有加裝一加熱系統，否則若是藉由冷卻水來加熱蒸發

器的車子，在冷起動時，根本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熱能給蒸發器；

4). 液態燃料蒸發時所吸收的潛熱可降低進氣溫度，增加進氣密

度。且若使用氣體燃料的話，會使得空氣的進氣量減少，造成馬力

損失。

(12). 液態燃料的缺點為：1).需要一個能承受高壓的噴嘴。2).燃料的潤

滑效果不好可能會導致機件提早損壞。3).必須維持在高壓力（大於

8.2atm 或者更高）的環境下避免蒸氣產生。4).當引擎關掉時，LPG

還有一部份殘留在管中，由於引擎溫度及環境溫度，使得 LPG 開始

蒸發，之後再啟動時那些蒸汽進入燃燒勢將造成燃燒不佳。

(13). 使用氣態混合器的優點為構造簡單，成本低，缺點是還無法使用

電子噴油的方式來提升性能，以及缺乏精確的空燃比控制。此外，

氣態燃料會降低容積效率，造成馬力損失。

(14). 使用氣態噴射系統的優點為只需對原本的引擎做很少的修正就可

以達到了，但是缺點是氣態燃料會會損失性能。改善的方法有直接

噴燃料在燃燒室內，或提高壓縮比，或使用渦輪增壓器，但是如此

一來就不是一簡單的修正了。

(15). 使用液態噴射系統的優點為當用液體噴入時，LPG 會吸收空氣的

熱量，以降低溫度，增加馬力。冷車起動對於液態噴射系統來講並



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對氣態噴射系統而言，在低溫下冷起動就比

較困難。此外，因為液體噴射噴嘴已規格化，所以該系統不會受到

環境的影響。

(16).增加壓縮比雖染改善了引擎的輸出，並增加燃油效率，然而也相對

地增加了 NOX的污染。

(17).隔離引擎本體與進氣歧管可以減少熱傳量，避免進氣歧管溫度上

升，導致引擎的容積效率降低。可以利用一低熱傳導係數的物質放

在介於引擎和進氣歧管之間，減少彼此之間熱能的傳遞。

(18). 隔離引擎本體與排氣歧管可以減少排氣熱傳量，避免排氣溫度下

降，導致觸媒轉化器效率降低。若在排氣歧管上外覆一層陶瓷的

話，應該可以減少熱損失，提高觸媒的效率。

(19). 利用鐵氟龍管來傳送燃料的話，可以減少管內的摩擦損失。

表 3.1：Minivan 的參賽隊伍



表 3.2：Pickup 的參賽隊伍

表 3.3：比賽的評分項目及參賽各隊的成績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是液化石油氣機車先導性研究的第二年計畫。由於液化石油

氣車輛的排氣污染較傳統的汽油車輛為低，而國內目前有關液化石油氣

機車的研究都尚未開始，故本計畫主要目的是要進行液化石油氣機車的

先導性研究，目標是探討液化石油氣對機車引擎排氣的影響，做為設計

LPG機車的基礎，並建立LPG機車排氣污染的基本資料，做為評估政策

效果及改善都會地區空氣品質問題的依據。第一年計畫的重點是建立

LPG機車引擎的基本資料，並探討不同引擎設計參數對引擎性能與排氣

污染的影響，第二年計畫則將著重於LPG燃料系統設計，及修改引擎，

然後進行此LPG機車引擎的排氣污染量測。以下將先略述第一年計畫的

成果，並再說明第二年計畫進行的各項工作的內容。

(一). 第一年計畫的成果

(1). LPG 燃料系統

    這是探討LPG機車的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系統設計參數對引擎性

能與排氣的影響，做法是選擇一款台灣地區最常用的二行程機車引擎(光

陽公司GAK 50引擎)。在實驗中將原機車供油系統保留；另外加上LPG

供應燃氣套件於原供油系統之中，直接使用LPG為燃料，二行程噴合油

的潤滑系統部分將其保留，以確保引擎在運轉中無潤滑不良導致引擎過

熱的問題產生。並改變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系統設計參數，進行引擎性

能及排氣污染的量測，以探討LPG的影響。由這些量測結果可以評估改

用LPG為燃料對引擎性能的影響及排氣改善的程度，可做為在設計LPG

機車時，引擎與燃料系統應選用的設計參數。



    LPG引擎與一般汽油引擎主要的差異在燃料供應系統，其他部份，

如進氣系統，排氣系統，及氣缸等，則完全相同。一般車用的LPG燃料

供應系統可分為單燃料系統與雙燃料系統兩類。其中單燃料系統只可使

用LPG為燃料，而雙燃料系統則可在LPG與汽油間切換；一般現行改裝

廠所改裝之計程車皆為雙燃料系統。在本計畫中使用的系統為單燃料系

統，整個系統的架構如圖4.1所示。此燃料系統主要包括五大部份，分別

為：(1). LPG儲藏容器，為容納LPG高壓(30 kg/cm2)液化石油氣之容器，

LPG氣體可直接從儲藏容器中釋放，不需一般燃料系統中的泵浦。(2).

蒸發器，又稱調節器或轉化器，主要功能為將自儲槽引入之LPG減壓以

及氣化後供引擎燃燒使用。(3).混合器，將空氣與LPG混合之裝置，(4).

流量控制閥，由單繞組二相四極步進馬達所驅動，可其藉由調整LPG流

量大小，以控制空燃比。(5).燃料系統電磁閥，共有三個電磁閥門；將

液化石油氣從燃料桶釋出至混合器與空氣混合，以及提供緊急時的關斷

功能以確保系統的安全性。

    目前尚無 LPG 機車，市面上並無針對機車引擎設計的 LPG 套件，

故本計畫在剛開始時使用荷蘭 AG(Auto Gas Systems)公司所生產的噴射

型引擎所用汽車的 LPG 套件。其中 LPG 儲藏容器為 60 公升，最大安全

填裝量為 54 公升，容量雖然較大，但在進行引擎測試時可直接使用。

蒸發器主要功能是將 LPG 減壓並將氣化後的 LPG 加熱，一般是利用汽

車水箱的水來加熱，在本實驗中使用一裝有 20 公升水量的不銹鋼水槽，

加上一個 500瓦的石英加熱器與可控制溫度的恆溫控制器來進行加熱與

控制溫度，循環水的部分由一水泵加以強制性流動使得蒸發氣為熱水所

包圍，原來的蒸發器經調整其內部調壓構件後可直接使用。混合器將空

氣與 LPG 混合，相當於一般汽油引擎的化油器，不過 LPG 在經過蒸發



器以後就成為氣態，故在混合器中是氣態的 LPG 與空氣混合，與一般

汽油引擎不同。由於機車引擎的排氣量遠較汽車小，在本實驗中混合器

經過重新設計以符合機車引擎所需的燃氣供應量。

(2). 實驗結果

    在本研究進行的實驗共分有兩項，第一項是探討LPG機車的引擎設

計參數與燃料系統設計參數對引擎性能與排氣的影響。在本實驗中所探

討的參數包括蒸發器後LPG的溫度，空氣燃料比等燃料系統設計參數，

以及點火提前角度與壓縮比等引擎設計參數。第二項是量測LPG引擎在

的扭力，馬力，油耗，及排氣污染等特性，再與相同的汽油引擎做比較。

目標是建立LPG對車輛排氣污染影響的基本資料，做為評估政策效果及

改善都會地區空氣品質問題的依據。

本研究共進行了三組實驗，第一組實驗是建立原引擎使用 LPG 燃料

後的基本性能數據，進行方式為引擎轉速從 2000 rpm 到 6000 rpm 之間，

每隔 500 rpm 選擇一個轉速，但其中 4500 rpm 與 5000 rpm 因有引擎基

台共振問題，沒有進行量測，故共選擇了七種轉速。而在每一個轉速下

又分別改變五種負載，總共有三十五個測試點，在每個測試點上進行引

擎穩態性能量測。第二組實驗則是探討引擎與燃料系統操作條件對引擎

性能與排氣污染的影響，探討的參數包括點火提前角度、空燃比（A/F）、

蒸發室出口 LPG 溫度及壓縮比（CR）。除增加壓縮比的實驗以外，每

組實驗進行方式為引擎轉速從 2000 rpm 到 6000 rpm 之間，每隔 500 rpm

選擇一個轉速，共選擇了七種轉速（不包括 4500 rpm 與 5000 rpm），

在每一個轉速下只進行全負載測試，其中空燃比的部份共改變五種設定

值，總共有三十五個測試點；蒸發室出口 LPG 溫度的部份共改變三種



設定值，總共有二十一個測試點。而在點火提前角度的部份，只在 2000 

rpm、3000 rpm 與 6000 rpm 三種引擎轉速下進行量測，每個轉速共改變

八種點火提前角度設定值，總共有二十四個測試點。在增加引擎壓縮比

的實驗中包括建立每一不同壓縮比的基本性能數據與引擎與燃料系統

操作條件對引擎性能與排氣污染的影響。探討的參數包括點火提前角

度、空燃比。在壓縮比增加後的基本性能數據實驗的進行方式與原引擎

基本實驗數據建立進行方式相同；在空燃比部份，僅選擇 2000 rpm 與

6000 rpm 兩種引擎轉速在全負載下進行量測，每個轉速共改變八種點火

提前角度設定值，總共有十六個測試點。空燃比的實驗進行方式選擇

2000 rpm 與 6000 rpm 兩種引擎轉速在全負載下進行量測；每個轉速共

改變五種空燃比設定值，總共有十個測試點。

    第三組實驗是建立原引擎使用汽油為燃料的基本性能數據，做為比

較的依據。進行方式為引擎轉速從 2000 rpm 到 6000 rpm 之間，每隔 500 

rpm 選擇一個轉速，共選擇了七種轉速。而在每一個轉速下只進行全負

載測試，總共有七個測試點，在每個測試點上進行引擎穩態性能量測，

量測數據與前相同。

    詳細的實驗數據請參考期末報告[37]，第一年計畫的結論如下：

（1） 二行程機車引擎改用 LPG 燃料後，在廢氣中的 CO 濃度並不如預

期中降低，這是由於實驗中所設定的空燃比（A/F = 13.7）為濃

油狀態，因此 CO 值偏高。而在碳氫化合物（HC）方面改用 LPG

燃料後還是相當的高，此現象與二行程引擎油氣短路特性有關。

（2） 本實驗以點火角度控制器來改變點火提前角度，以延長 LPG 燃

燒時間。所得結果發現增加點火提前角度對於扭力影響並不明

顯。



（3） 本實驗使用一喉部直徑為 8 mm 的混合器，發生引擎在高轉速時

有進氣量不足的現象，使引擎輸出扭力下降；此問題需將 LPG

系統重新設計方能解決；由實驗結果可以看出增加高轉速時的進

氣量加上良好的空燃比控制可以增加引擎效能與降低廢氣的含

量。

（4） 壓縮比提高後引擎輸出扭力明顯的增加。

（5） 目前市面車輛所使用的 LPG 系統皆以文式管的方式將 LPG 以負

壓的方式吸入進氣管與空氣混合，此種方式因硬體上的限制經由

改裝於機車上使用會造成高轉速容積效率下降的現象，此現象直

接影響引擎在改用 LPG 後扭力與馬力明顯的下降，未來研究的

方向將對於現行的 LPG 系統中蒸發器與混合器加以重新設計，

配合控制器的改進以克服現行硬體上的限制，符合小型引擎所使

用以建立起機車專用 LPG 系統。

(二). 本年度計畫的各項工作

    本計畫將承續第一年計畫中有關LPG機車引擎實驗的結果，繼續進

行實車改裝與測試的工作。在本計畫中則將著重於LPG燃料系統設計，

引擎修改，及測試車輛組裝，然後進行此LPG機車的排氣污染量測。以

下說明本計畫將進行的各項工作的內容。

(1). LPG 燃料系統設計

    這是針對所擬改裝的機車來設計其燃料系統。本計畫擬依據第一年

計畫的成果及機車廠商的建議，選擇一款台灣地區常用的機車，更改原

來供油系統，直接改用LPG為燃料。LPG引擎與一般汽油引擎主要的差

異在燃料供應系統，其他部份，如進氣系統，排氣系統，及氣缸等，則



完全相同。一般車用的LPG燃料供應系統可分為單燃料系統與雙燃料系

統兩類。其中單燃料系統只可使用LPG為燃料，而雙燃料系統則可在LPG

與汽油間切換。在本計畫中擬使用的系統為單燃料系統，此燃料系統主

要包括三大部份，包括LPG儲藏桶，燃料蒸發器，及混合器。由於目前

尚無LPG機車，市面上並無針對機車引擎設計的LPG套件，故本計畫擬

以第一年計畫中所使用的燃料系統為基礎，來進行改裝。在第一年計畫

中所使用的燃料系統原為荷蘭AG公司所生產的噴射型引擎所用汽車的

LPG套件，其中LPG儲藏容器為60公升，容量遠超出機車所需，而蒸發

器與混合器的容量也都太大。在第一年計畫中已將其混合器縮小，適合

機車使用，故本計畫擬修改蒸發器，一方面使流量適合機車的規格，一

方面則將預熱方式由水熱改氣熱。混合器主要功能是將LPG減壓並將氣

化後的LPG加熱，一般是利用汽車水箱的水來加熱，但一般機車為氣冷

式，並沒有冷卻水，故必須改用大氣或引擎排氣來加熱。至於LPG的儲

藏容器，則必須改用較小容量，目前並無針對機車設計的LPG儲藏容

器，但仍可找到代用品，例如泡茶所用的瓦斯桶。

(2). 引擎修改與測試車輛組裝

    原來的引擎是為使用汽油所設計，改用LPG為燃料後不一定能維持

最佳的設計參數。在第一年計畫中曾針對點火提前角度，空燃比，及蒸

發室出口溫度，及壓縮比等設計參數進行探討，在本計畫中將參考第一

年計畫的成果及機車廠商的建議來修改引擎。

    LPG的主要成份為丙烷與丁烷，每單位重量之熱值較汽油高，但由

於與空氣混合時為氣態，所佔體積較大，會影響引擎的容積效率，故汽

油引擎經改用LPG為燃料後，馬力性能一般均有下滑的趨勢。因此本計



畫擬藉著改變引擎之設計參數來探討這些參數對LPG引擎穩態性能的

影響。由於LPG的辛烷值遠較汽油高，LPG引擎應可以承受較高的壓縮

比，在本計畫中擬修改的引擎設計參數包括點火提前角度及壓縮比。由

於一般商用引擎的閥正時為固定值，改變較困難，故在本計畫中不擬改

變閥正時。

    引擎修改完成後即要將LPG燃料系統與引擎組裝成測試車輛，當然

這樣拼湊出來的系統絕對無法通過道路交通安全的規範，故無法真正上

路，但若只在車體動力計上進行排氣量測，用來評估對排氣汙染改善的

效果應是足夠。

(3). LPG機車的排氣污染量測

    在本計畫中擬進行的LPG機車排氣污染量測主要分成兩部份，第一

部份是一般的法規量測，即以固定的行車型態行駛一段距離後，量測所

產生CO，HC與NOx的總量，由於中興大學機械研究所並沒有進行法規

量測所需的設備，這部份的工作委託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來進行。進行的

測試包括原汽油機車的排氣污染量測，改裝成LPG機車後的排氣污染量

測，及進行引擎修改完成後的排氣污染量測。本部份的工作目標是建立

液化石油氣燃料對車輛排氣污染影響的基本資料，做為評估政策效果及

改善都會地區空氣品質問題的依據。

    第二部份是機車污染排放的詳細成份分析。一般在進行法規量測

時，僅量測CO，HC與NOx三類污染物，而且HC中的詳細成份並沒有分

析。本計畫將以G.C.來量測機車排氣中HC中的詳細成份，以探討LPG機

車的排氣特性。



圖4.1：LPG系統配置圖



五、時程規劃與實際進度

    本計畫原先擬定的進度甘梯圖如表 5.1 所示，預計在前三個月進行

引擎修改與燃料系統設計，再利用三個月來進行機車安裝，下半年則進

行引擎排氣分析與排氣法規測試。但由於本計畫之經費核撥太慢，一直

到十一月中旬才收到可以開始使用經費的通知，而原擬要進行的引擎修

改與機車安裝都因沒有經費購買新的引擎與車輛而受到影響，故進度安

排做了調整，引擎修改與燃料系統設計只能沿用去年所用的 GAK 50 引

擎。實際進度在前半年進行引擎修改，燃料系統設計，與排氣分析，在

下半年購買機車後再來進行機車安裝與排氣法規測試。

表 5.1：本計畫原先擬定的進度甘梯圖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次

工作項目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LPG 引擎修改 xxx xxx xxx

LPG 燃料系統設計 xxx xxx xxx

LPG 機車安裝 xxx xxx xxx

LPG 引擎排氣分析 xxx xxx xxx

LPG 引擎排氣法規
測試

xxx xxx xxx

期中報告 xxx

期末報告 xxx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表 5.2：修正後的進度甘梯圖

月 次

工 作 項 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資料收集 xxx xxx

引擎修改 xxx xxx xxx

燃料系統設計 xxx xxx xxx

機車安裝 xxx xxx xxx xxx

引擎排氣分析 xxx xxx xxx

排氣法規測試 xxx xxx xxx

期中報告 xxx

期末報告 xxx



六、現階段成果與討論

    本計畫在本年度的工作項目包括引擎修改，燃料系統設計，機車修

改，引擎排氣分析，與機車排氣分析，以下說明現階段成果：

(一). 引擎修改

本計畫共進行兩款引擎的修改，一為 50c.c.二行程引擎，一為 150c.c.

四行程引擎，分別代表兩種不同排氣量與行程數的引擎。其中 50c.c.為

光陽 GAK50 引擎，其規格如表 6.1 所示；150c.c.為光陽 APEX150 引擎，

其規格如表 6.2 所示。兩款引擎都選擇光陽公司的產品並無技術上的原

因，只是一般機車公司都不願意只賣引擎，而光陽公司願意出售全新的

完整引擎。

二行程引擎的修改是以上年度計畫的成果為依據。在上年度計畫中

發現使用 LPG 為燃料時，改變引擎的壓縮比在中低轉速（3500 rpm）以

下扭力相差不大，而在高轉速時扭力隨著壓縮比增加而有顯著的增加，

但壓縮比為 7.9 與 8.3 的引擎在 5500 rpm 以後扭力幾乎相同，故本計畫

將引擎的壓縮比由 7.2 提高為 7.9。改變壓縮比的方法是以原引擎所用汽

缸頭為基準，經計算後加以削薄，以增加壓縮比。為求實驗的準確性，

在更換不同壓縮比汽缸頭時均將汽缸頭墊片更新，並使用扭力板手依據

原廠修護手冊將四只汽缸頭固定螺絲上緊至 160Nt-m（原廠建議值為

150Nt-m - 170Nt-m）以確保汽缸頭與汽缸本體的氣密性良好。

    原引擎的正常點火角設定為上死點前 17 度（BTDC），在上年度的

計畫中也發現壓縮比為 7.9 時仍以原設定的 17 度有最大扭力，在 13 度、

15 度、17 度的差值不大。一般機車引擎的點火提前角設計都是超過約

2000 rpm 以上則用固定的點火提前角，由這些數據來看就性能而言使用



LPG 與使用汽油所需要的點火提前角相同，沒有必要重新調整。但經過

觸媒反應後 CO 與 HC 濃度有隨點火角度增加而下降的趨勢，而且排氣

溫度有隨點火提前角度的增加逐漸下降的趨勢。故點火角設定可稍微提

前，以改善排氣污染。

    空燃比對性能與排氣污染都有很大的影響，引擎最大扭力出現在空

燃比約等於 13 之處，空燃比增加扭力則均有明顯的下降。由於 LPG 的

理論空燃比為 15.7，空燃比 13 的當量比（Equivalence Ratio）約為 1.2，

為相當濃油的狀態。CO 的濃度隨空燃比增加而降低，在空燃比 16 以上，

CO 的濃度都非常低，為稀油狀態。HC 也會隨著空燃比增加而逐漸降

低，但變化的幅度不像 CO 那麼明顯，表示 HC 主要是由氣缸短路所產

生，減少 LPG 的供應量無法有效改善二行程引擎的 HC 排放。當空燃比

越高則觸媒轉化器的作用越明顯，這是因為空燃比越高則有足夠的空氣

來氧化。由於空燃比太高扭力會明顯下降，影響機車騎乘性，故本計畫

仍將空燃比調在當量比 1.0 以上。

    四行程引擎的修改較困難，因四行程引擎的氣缸頭上有閥機構，若

將汽缸頭削薄來增加壓縮比，一方面會影響閥正時鏈條，一方面會使閥

在高速時打到活塞，故四行程引擎本體都沒有修改，只針對其燃料系統

進行修改。

(二). 燃料系統設計

    一般車用的 LPG 燃料供應系統可分為單燃料系統與雙燃料系統兩

種，本計畫則採用單燃料系統，此燃料系統主要包括 LPG 儲藏桶，燃

料蒸發器，與混合器三大部分。本計畫的目標是進行實車測試，此三部

分必須能安裝在機車上才行。



(1).燃料桶

此為LPG之儲藏容器，可承受30 kg/cm2以上的高壓。由於一般人對

LPG儲藏器有安全上的疑慮，將此燃料桶形容為會移動的「瓦斯炸彈」，

故各國對LPG燃料桶在設計上與使用上均有極嚴格的規定。以美國機械

工程師協會（ASME）對LPG儲藏容器所制定標準為例，LPG的一般使

用壓力為10 kg/cm2，在設計LPG儲藏容器時須以17 kg/cm2為一般使用的

最低基準，再加上安全係數4.0做為設計依據。此外，在燃料桶內側並塗

附有保溫性塗料，以防止使用時因環境溫度的劇烈變化而引起危險。若

環境溫度上升而引起燃料桶內LPG的飽和蒸氣壓力增加，燃料桶上的安

全洩壓閥門會開啟，將部份蒸氣排放至大氣，藉由洩漏過程所吸收的熱

量來降低燃料桶的溫度。此安全洩壓的機制可將燃料桶內的壓力與溫度

維持在固定的水平，不會因環境溫度變化而造成危險。所有的車用LPG

燃料桶均具有安全洩壓功能，以防止在車輛行駛時因震動與溫度改變而

發生危險。一般的燃料桶可充灌的最大安全儲存量為儲藏容器容積的百

分之八十。

由於目前並無針對機車設計的LPG儲藏容器，只能以泡茶所用的瓦

斯桶當做代用品，一般的車用LPG之儲藏容器有三個開口，一個為灌氣

口，一個為燃料出口，一個為安全洩壓閥。但泡茶所用的瓦斯桶卻只有

一個開口，故必需另外設計一個有三個開口的閥體，安裝在原開口上。

LPG氣體可直接從儲藏容器中流出，不需一般燃料系統中的燃料泵。本

計畫所使用的LPG儲藏桶如圖6.1所示。

(2). 蒸發器

蒸發器主要功能為將自儲藏容器中流出的LPG減壓及氣化，供引擎

燃燒使用。LPG在蒸發器內減壓及氣化的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



段將LPG的壓力由10 kg/cm2減至約7 kg/cm2，使液態的LPG蒸發成為氣

體；第二階段再將LPG的壓力由7 kg/cm2降至約等於大氣壓力，經步進

馬達流量控制閥後送至混合器與空氣混合。蒸發器完成此二階段的位置

分別稱為一次室（The First Stage Chamber）及二次室（The Second Stage 

Chamber）。由於在整個LPG 蒸發、膨脹過程中需要吸收大量的熱量，

其中又以一次室進行蒸發過程所需的蒸發潛熱需求量最大，因此蒸發器

另須引入其他熱源以提供蒸發所需的熱量，一般都是將引擎冷卻水導入

蒸發器內之熱交換器供蒸發LPG使用。

本計畫所使用的兩款引擎中50c.c.二行程引擎為氣冷式，150c.c.四行

程引擎則為水冷式，針對這兩個引擎本計畫使用不同的處理方法。氣冷

式引擎並無循環冷卻水可用，因此本計畫嘗試不用蒸發器，而直接以兩

段式閥將自儲藏容器中流出的LPG減壓，將LPG減壓的過程分為兩個階

段。由於過去對沒有蒸發器的LPG的掌握並不是十分熟稔，無法得知LPG

在出了儲藏容器之後是液態或者是低溫氣態，於是本計畫做了以下的觀

察，將出了儲藏容器的LPG直接接到一透明耐壓膠管，而後接一壓力

表，在前端部份再裝上一單向球閥，經由閥開度的大小，可以觀察到LPG

在透明膠管內的情形以及壓力的變化。若幾乎將閥門緊閉，此時的壓力

約為7、8個大氣壓，可以發現膠管內LPG均呈現液態；若將閥開大些時，

壓力約為3、4個大氣壓，LPG仍呈現液態，且可以用肉眼明顯看出；若

再將閥開大些時，壓力降為1、2個大氣壓，則無法分辨其狀態。圖6.2

與圖6.3所示即為沒有蒸發器時，LPG降壓後的狀態。

至於四行程水冷式引擎有循環冷卻水可用，故可使用蒸發器，但因

引擎冷卻水的流量太大，造成LPG溫度過高，影響引擎進氣效率及最大

輸出馬力，故在本計畫中以溫控電磁閥來限制冷卻水流量，圖6.4所示即



為四行程水冷式引擎的蒸發器。

(3). 流量控制閥

流量控制閥由單繞組二相四極步進馬達所驅動，可調整LPG流量大

小，以控制空燃比。在本實驗所用的步進馬達控制器是以分離式全橋電

路與步進馬達專用電晶體（PCMM8713）所構成。

(4). 混合器

混合器為將空氣與LPG混合之裝置，本計畫因使用單燃料系統，已

將原汽油引擎的化油器拆除，代以LPG混合器。一般市面並無LPG機車

套件可直接使用，本計畫參考汽車的混合器加以重新設計，利用文試管

計的原理重新計算在機車引擎運轉下所需LPG流量。若將混合器視為一

文式管，則空氣流經喉部之流量為

      

( ) 5.0
1

9

'
10

1

9

'
10

9 1
1

2











































−

−









=

−•
• γ

γ
γ

γ
γ

aam

fmm
a

P
P

P
P

RT

PAC
m

其中Am為喉部面積。

    圖 6.5 為本實驗所設計的機車混合器，至於混合器實體的照片則如

圖 6.6 所示。混合器為一中空環形物體，環內部製作成圓弧形，沿內環

的圓周方向有成排的小孔用以吸入汽化後的 LPG。當引擎運轉時，所吸

入的空氣流經混合器的縮頸部分時，因文式管效應產生低壓，因而產生

吸力將 LPG 吸入混合器，再將 LPG 與空氣的混合氣帶入汽缸中。而由

混合器所吸入的燃料流量為

       mixf PPXKm −=
•

8779

其中X7為混合器燃料出口孔隙之面積。



因LPG與空氣採預混的方式，為確保LPG與空氣均勻混合，本計畫

在混合器的中心通氣孔道中加一圓柱，以增加空氣的擾動，使LPG與空

氣均勻的混合。

在第一年的計畫中原本是將LPG系統的混合器與原汽油引擎系統

的化油器串接，將化油器作為節氣閥門，因此相當於兩個喉部串接在一

起，造成容積效率下降。於是針對這一個缺點，在本計畫執行時便著手

進行修正。將化油器拆除，將控制進氣量的節氣閥門裝在混合器上，可

以藉油門線經由步進馬達來控制節氣門的大小。在混合器的喉部面積設

計方面，第一年的計畫中50c.c.二行程引擎的喉部直徑原先為10 mm，在

本年的計畫中將其擴大為直徑12 mm。至於150c.c.四行程引擎混合器的

喉部直徑則有12 mm，13 mm與14 mm三種設計。

 (5). 燃料系統電磁閥

本實驗用之燃料系統的電磁閥共有三個，串聯在一起。第一個是位

於儲存容器出口的LPG關斷電磁閥，為釋放LPG燃料的主要閥門。第二

個電磁閥位於第一個電磁閥的下游，其動作與第一個電磁閥相同，形成

兩道安全開關，萬一第一個電磁閥失效，仍有保護功能。

(三). 引擎測試

由於在第一年的計畫中已對50c.c.二行程引擎的性能與污染排放做

過相當詳盡的測試，故在本年度中有關50c.c.二行程引擎的測試只探討

喉部直徑的影響與直接兩段式降壓，不用蒸發器構想的可行性。

將喉部直徑擴大為直徑12mm所得引擎扭力如圖6.7所示。由圖可看

出在高轉速下扭力值明顯下降，這是因為喉部直徑太大，所產生的真空

吸力不夠，在高轉速下LPG不足使得空燃比過稀所造成的。可見目前的



燃料系統仍有修改必要。

另一個構想是不用蒸發器，而直接以兩段式閥將自儲藏容器中流出

的LPG減壓。由於LPG的供給是由儲存桶出來後，直接降壓，經高壓管

而到混合器，再藉吸入空氣所造成的負壓，而將LPG吸入進氣歧管，LPG

可以說是處於一被動著狀態。現在既然在高轉速下的燃料不夠，而且

LPG在儲存桶內部又處於一高壓的狀態，倘若能將此高壓的LPG減壓至

某一程度，讓混合器能不靠空氣中的負壓而將LPG注入至進氣歧管，則

在高轉速下的燃料就不會不夠。由於壓力的調節是靠兩個降壓閥，因此

本計畫修改降壓閥，用一般家用的瓦斯調壓閥來替代。由於機車的汽缸

容量很小，所需要LPG的量不會很大，經管路到達混合器時，都已蒸發

為氣體的狀態。

   在動力計上進行引擎穩態性能測試時，由於LPG蒸發時吸收大量潛

熱，又無引擎冷卻水來加熱，會在片段管路以及調壓閥下方結霜，雖然

用送風機給予強制熱對流加熱，以模擬行車時的狀況，但仍無法改善。

使用兩段式直接降壓所產生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LPG的流量不容易調

整，空燃比不穩定；第二是高轉速或高負載時，LPG的流量大，管路冷

卻量不足，LPG無法氣化。所造成的現象則為冷車起動不容易，起動後

也無法拉高馬力。

由於不用蒸發器，而直接以兩段式閥將LPG減壓的構想在動力計上

測試並不成功，而50c.c.二行程引擎為氣冷式，無法使用蒸發器，故本

計畫在實車測試的部份並不考慮50c.c.二行程引擎，只進行150c.c.四行程

引擎的部份，因該引擎為水冷式，可使用蒸發器。而經本計畫之探討，

也確認要將佔國內機車大部份的小排氣量氣冷式引擎改裝成LPG機

車，在現階段有技術上的困難。



雖然在第一年的計畫中並未對150c.c.四行程引擎進行過測試，但有

關蒸發室溫度，點火角度與空燃比等燃料系統與引擎設計參數的影響在

50c.c.二行程引擎上已進行過非常詳盡的探討，故在本計畫中對150c.c.

四行程引擎並不重覆以上的測試，而將重點放在喉部直徑的影響與燃料

系統的配置。

圖6.8所示為150c.c.四行程引擎穩態全油門下的扭力，由圖可看出扭

力最大發生在5500rpm的位置，為11N-m。在4000rpm的位置有扭力下降

的現象，這是由於引擎基台共振所造成，在去年的計畫中對50c.c.二行

程引擎進行測試時也發生過相同的現象。

圖6.8所示為150c.c.四行程引擎穩態全油門下的扭力，由圖可看出扭

力最大發生在5500rpm的位置，為11N-m。在4000rpm的位置有扭力下降

的現象，這是由於引擎基台共振所造成，在去年的計畫中對50c.c.二行

程引擎進行測試時也發生過相同的現象。在7000rpm以上引擎扭力迅速

下降，這是進氣量不足所造成。圖6.9所示為引擎穩態全油門下的馬力，

由圖可看出馬力最大發生在6500rpm的位置，為6.85kW。

圖6.10所示為引擎穩態全油門下的O2排放濃度，由圖可看出O2的排

放濃度在5000rpm以下都很高，這並不是油氣過稀或如二行程引擎般油

氣短路所造成，而是二次空氣系統所造成的。因本計畫所用的測試車為

符合三期排放標準的三期車，配置有二次空氣系統，會稀釋排氣。而

5000rpm以上二次空氣系統已不再作用，故O2濃度會降下來。圖6.11所

示為CO2排放濃度，由圖可看出當二次空氣系統發生作用時，CO2的濃

度會偏低，而二次空氣系統不再作用時，CO2的濃度會回到正常的燃燒

水準。

    圖6.12所示為CO的排放濃度，由圖可看出在6000rpm以下CO的排放



濃度都很低。一方面是空燃比接近理論值附近，一方面也是受到二次空

氣稀釋的影響。不過此測試引擎的CO排放很低也可以在整車污染測試

的數據中得到驗證。圖6.13所示為HC的排放濃度，由圖可看出在低轉速

HC的排放濃度反而較高，若考慮低轉速時二次空氣會稀釋排氣，則HC

的排放濃度應會更高。為何低轉速時HC的排放濃度會較高，目前仍不

十分清楚其原因，但與去年50c.c.二行程引擎的HC排放比較，則非常低。

有關150c.c.四行程引擎的穩態測試，目前還有喉部直徑的比較尚未

進行，本計畫擬利用最後一個月的時間繼續進行這方面的探討。

(四). 排氣成份分析

     本計劃之機車之排氣成份分析是以定量方式配合 GC/MS 氣相質

譜分析儀來找出廢氣中 HC 之成份，主要委託清大原科所與工研院化工

所來執行。因為燃燒廢氣中之 HC 組成情況複雜，而一般路邊攔檢或機

車定檢所檢驗出的大部分為總量濃度(THC)，並無法得知其組成分佈情

形。表 6.3 為本計劃進行採樣時引擎的運轉狀況與污染排放，所使用的

引擎為光陽 GAK50 二行程機車引擎。由表可看出這幾個採樣點的 HC

排放濃度都相當高，但 O2 濃度高，CO2 濃度低，CO 濃度也低，顯示空

燃比並不濃，而 HC 排放主要是來自油氣短路。

圖 6.14 為引擎於惰轉時 HC 之成份分析，由圖中可看出其成份以

propane 為主，其次為 n-butane ，還有一些 benzene、toluene 等。由於

其成份與燃料成份十分相關，可推論 HC 排放主要是來自油氣短路。圖

6.15 所示為 HC 成份依碳數分佈的情況，其中以 C3、C4、C6 為最大宗，

C3 與 C4 最多，也就是大部分為燃料主成份 propane 與 butane 提供，而

C6 則來自 benzene、toluene 等。雖然由表 6.3 可看出這幾個採樣點的



HC 排放濃度都相當高，但由於 propane 的臭氧生成反應性不高，其

MIR(Maximum Incremental Reactivity)值只有 0.48[38]。而汽油機車在惰

轉時的 HC 成份以 ethene，propene，butene，與 butane 為最多[39]，其

中 ethene，propene，butene 等非飽合鍵的臭氧生成反應性都很高，故雖

然 LPG 機車所排放的 HC 總濃度與汽油機車一樣高，但其對臭氧生成的

貢獻則低很多。

圖 6.16 為引擎於 2500rpm，1/3 負載時 HC 之成份分析，由圖中可

看出其成份也是以 propane 與 n-butane 為主，圖 6.17 則為其碳數分佈的

情況，也是以 C3、C4、C6 為最大宗， 與在惰轉時的情況類似。由表

6.3 可看出這兩個採樣點的 HC 排放濃度也很接近。

圖 6.18 與圖 6.19 為引擎於 4000rpm，1/3 負載時觸媒轉化器前與觸

媒轉化器後的 HC 成份分析。由去年的測試結果可知，GAK 引擎在

4000rpm 時觸媒轉化器尚未開始發生作用，由表 6.3 也可看出這兩個採

樣點的排放濃度都很接近。但由圖6.18與圖6.19可看出觸媒後之propane

及 n-butane 較觸媒前少了許多，但相對的苯的含量就比較多了。圖 6.20

與圖 6.21 為碳數分佈的情況，由圖可更清楚看出觸媒前後 propane，

butane，與苯相互消長的情形。

(五). 機車排氣量測

由於二行程引擎為氣冷式，無法使用蒸發室，故本計畫在實車測試

時並不考慮50c.c.二行程引擎，只進行150c.c.四行程引擎的部份，因該引

擎為水冷式，可使用蒸發室。圖6.20所示為改裝後的LPG機車，圖6.21

所示則為LPG機車在校園內行駛的情形。



在本計畫中所進行的LPG機車排氣污染量測主要分成兩部份，第一

部份是一般的法規量測，即以固定的行車型態行駛一段距離後，量測所

產生CO，HC與NOx的總量，由於中興大學機械研究所並沒有進行法規

量測所需的設備，這部份的工作委託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來進行。第二部

份是機車污染排放的詳細成份分析。圖6.22所示為LPG機車在進行

ECE40行車型態測試時的CO排放情形，由圖可看出CO主要都是在加速

過程中所產生。圖6.23所示為HC的排放情形，由圖可看出HC主要都是

在減速過程中所產生。圖6.24所示為NOx排放的情形，NOx主要是在

0-50kph的加速過程中產生。而圖6.25所示為CO2排放的情形。

量測結果顯示，本計畫LPG機車的排氣污染狀況為HC 0.573 g/km，

CO 1.32 g/km，NOx 0.07 g/km，如表6.4所示。依據環保署所設定的新車

審驗標準，三期機車為CO 3.5g/km，THC+NOx 2.0 g/km，本車的排氣污

染可符合三期排放標準。與其他符合三期排放標準的1999年國產汽油機

車比較，如表6.5[40]，其CO平均值為 1.87g/km，HC+NOx 平均值為0.54 

g/km，與本車的排放值相近。若再與符合三期排放標準的1999年國產

150c.c.汽油機車比較，其CO平均值為 1. 76g/km，HC+NOx 平均值為

0.61 g/km，也與本車的排放值相近。但本車為初次測試值，引擎與燃料

系統都尚未經過調整，調整後應會有更好的成績。

由於距離計畫結束尚有一個月的時間，本計畫擬利用這段時間進行

引擎與燃料系統的調整，再做排氣污染量測，同時也將進行污染排放的

詳細成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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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沒有蒸發器時 LPG 降壓後的狀態(7,8 大氣壓)

圖 6.2：沒有蒸發器時 LPG 降壓後的狀態(3,4 大氣壓)



圖 6.3：機車混合器

    
圖 6.4：機車混合器實體



   

圖 6.5：本計畫目前 LPG 引擎扭力

表 6.1：光陽 GAK50 二行程機車引擎的採樣點

Sample#1 Sample#2 Sample#3 Sample#4
轉速(RPM) 1700(idle) 2500 4000(觸媒前) 4000(觸媒後)
扭力(N-M) 0 1.22 1.30 1.32
CO(%) 1.56 0.99 0.89 1.11
HC(ppm) 
NDIR base

8310 7960 5160 5130

CO2(%) 7.44 7.54 9.3 9.44
O2(%) 7.77 8.13 5.56 5.26
A/F 15.7 15.6 15.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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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GAK-50 引擎於 1700rpm(idle)之廢氣成份分佈

圖 6.7：GAK-50 引擎於 2500rpm(1/3load)之廢氣成份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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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8：GAK-50 引擎於 4000rpm(1/3load)觸媒前之廢氣成份分佈

   

   圖 6.9：GAK-50 引擎於 4000rpm(1/3load)觸媒後之廢氣成份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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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GAK-50 引擎於 1700rpm(idle)之廢氣成份依碳數分佈

圖 6.11：GAK-50 引擎於 2500rpm(1/3load)之廢氣成份依碳數分佈

0

1115.8

17883.6

11347.96

378.49

8712.26

695.41 813.19
91.8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PPM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 Types

1700RPM IDLE

數列1

27.44
661.09

17751.97

10948.13

499.96

7880.58

537.1
1076.9

112.21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PPM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 Types

2500RPM

數列1



圖 6.12：GAK-50 引擎於 4000rpm(1/3load)觸媒前廢氣成份依碳數分佈

圖6.13：GAK-50引擎於4000rpm(1/3load)觸媒後廢氣成份依碳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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