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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大氣中二氧化碳之增加主要係由化石燃料大量消耗之結果，此二氧化碳會吸收由地球回射之紅外線而造成溫

度上升、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遷而稱之為「 溫室效應」。由氣候綱要公約及京都議定書之協定均可瞭解:此時已屆

研究及發展各項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技術之際，而如何降低二氧化碳之最大排放源產生之二氧化碳更為首要之務。 

  本研究初步研究成果如下： 

  於噴霧塔分別以MEA、DEA、及氨水吸收CO2氣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效果隨MEA、DEA、及氨水濃度增

加而上升，其中同濃度MEA效果比DEA好。而氨水之吸收速率最佳。吸收效果亦隨流速增加而下降；隨CO2濃度

減少而上升。其次，配製（29％：1％）、（27％：3％）、（25％：5％）之MEA／氨水及DEA／氨水混合水溶液

分別吸收15％CO
2氣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效果隨氨水濃度增加而上升，MEA／氨水效果比MEA及氨水個別效果

佳。最後，分別改變溫度、PH值以 MEA及氨水水溶液分別吸收15％CO2氣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速率隨溫度增加而

上升，隨PH值改變而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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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大氣中二氧化碳之增加主要係由化石燃料大量消耗之結果，此二氧化碳會吸

收由地球回射之紅外線而造成溫度上升、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遷而稱之為" 溫室

效應"。由氣候綱要公約及京都議定書之協定均可瞭解:此時已屆研究及發展各項

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技術之際,而如何降低二氧化碳之最大排放源產生之二氧化碳

更為首要之務。 
 
本研究初步研究成果如下： 

於噴霧塔分別以 MEA、DEA、及氨水吸收 CO2 氣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

效果隨 MEA、DEA、及氨水濃度增加而上升，其中同濃度 MEA 效果比 DEA 好。

而氨水之吸收速率最佳。吸收效果亦隨流速增加而下降；隨 CO2 濃度減少而上

升。 
其次，配製(29﹪:1%)、(27﹪:3%)、(25﹪:5%)之 MEA/氨水及 DEA/氨水混

合水溶液分別吸收 15%CO2 氣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效果隨氨水濃度增加而上

升，MEA/氨水效果比 MEA 及氨水個別效果佳。 
最後，分別改變溫度、PH 值以 MEA 及氨水水溶液分別吸收 15%CO2 氣體

實驗結果顯示吸收速率隨溫度增加而上升，隨 PH 值改變而下降。 
 
Abstract 
 
The chemical solvent absorption of CO2 removal system is one of the advanced air 
pollution control devices for reducing the greenhouse effect. Absorption of CO2 by 
amines(MEA, DEA) and ammonia solutions were performed in this study to clarify 
the reaction kinetics. The absorption of CO2 as encountered in flue gases into aqueous 



solutions of amines or ammonia were carried out using a wet scrubber. Various 
operating parameters were test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se variables on the 
absorption kinetics of the reactants in both gas and liquid phases and the effect of 
competitions between various reactants on the mass transfer rate. 
The observed absorption rat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gas-liquid CO2 
concentration (CAi), solvent concentration(CB0), temperature, and gas flow rate. 
Besides, it changes with the pH value, but not changes with the O2 concentration.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amines/ammonia mixtur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mines or 
ammonia. The reaction orders for CO2 and ammonia solution are about 1 and 0.8,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absorption of CO2 seems to be liquid-film control. The 
activation energy of NH3(aq) with CO2 is 28.0 kj/mol.  
 
二、 計畫緣由與目的 
 
大氣中二氧化碳之增加主要係由化石燃料大量消耗之結果，此二氧化碳會吸收由

地球回射之紅外線而造成溫度上升、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遷之" 溫室效應" 
[1,3,6]。由於近年來人類對於能源(如煤、油、天然氣等)之需求日益增加，這類

能源於消耗後將伴隨產生二氧化碳，故若未能將二氧化碳加以處理即任其排入大

氣中，必將加速溫室效應之持續惡化。由 1992 年氣候綱要公約及 1997 年京都議

定書之協定可瞭解:各國均將更積極研擬溫室效應氣體之管制措施，其管制策略

則除各種能源方案及節約能源以抑制二氧化碳之排放外，如何降低及處理二氧化

碳之最大排放源(燃燒化石燃料之能源部門)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更為首要之務。 
CO2 的處理技術主要可分為物理儲存、化學分離、及生物固定化[3]幾種，而用

於分離煙道氣中 CO2 的方法一般則有物理吸收法、化學吸收法、薄膜法、化學

脫附法[1,2,4,6]幾種，其中以化學溶劑法較為有效。一般常用於化學吸收法之吸

收劑為胺類及氨氣，而針對煙道氣中二氧化碳之處理則相對更少。然隨著溫室效

應之日趨惡化，相關方面之研究及探討亦將更形重要。氨亦為化學吸收二氧化碳

可行方式之一,惟相關研究並不足,且有需大量氨氣始能達去除煙氣中二氧化碳之

效，氨氣回收之問題尚待克服,故可考慮以其餘形式如氨水來去除煙氣中之二氧

化碳。 
雖然相關系統之研究已然開始，唯大多並非針對煙氣中 CO2 的去除，而胺類與

氨水之混合液之相關研究則極少[3,4]。而其餘操作參數如溫度及氣液比等之討論

較少，故須加強此方面之相關研究;再者，不同反應器之影響亦需加以研究，以

作為設計處理及管制 CO2 之參考依據。因此，本研究將以各種醇胺當成反應之

吸收劑，探討以各級醇胺及氨水及其混合液去除煙道氣中二氧化碳之可行性，其

研究重點包括最佳吸收劑、最佳反應條件與去除效率探討，未來將嘗試研究其反

應動力，並著重於物質傳輸之探討及反應器不同之影響。相信於相關研究後，必

能對該系統有更深入之瞭解，並對於溫室效應氣體之控制及處理提供極佳參考依



據。 
 
三、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初步研究成果如下： 
1. 分別以 MEA、DEA、及氨水吸收 CO2 
 
在實驗條件為 50℃、氣體進流量為 2 L/min(停留時間 6 秒)、氧氣 6﹪、液氣比

50L/M3 的狀況下，分別配製 10%、20%、30%、50%之 MEA、DEA、及 1%、

2%、3%、5%氨水吸收 15%CO2 氣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效果隨 MEA、DEA、

及氨水濃度增加而上升，其中同濃度 MEA 效果比 DEA 好（圖 1）。而氨水之吸

收速率最佳（圖 2）。在實驗條件為液氣比為 50、100 L/M3，停留時間為 3 秒、6
秒的狀況下，配製 30%之 MEA、DEA、及 3%氨水水溶液分別吸收 15%CO2 氣

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效果隨液體停留時間增加而上升（圖 3）。 
 
圖 1 不同濃度吸收劑吸收 CO2 轉化率變化比較 
 
圖 2 不同進氣 CO2 濃度吸收 CO2 吸收效率變化 
 
實驗條件為配製 30%之 MEA、DEA，以及 3%氨水水溶液分別吸收 5%、10%、

15%CO2 氣體的狀況下，結果顯示吸收速率隨氣液界面 CO2 濃度增加而上升（圖

4），亦隨吸收劑濃度增加而上升（圖 5）。其反應速率與 CO2 之一次方且與氨水

之 0.8 次方成正比，其與氨水之反應速率常數為 1.665×103，而而活化能則為 28.3 
kj /mole。 
 
圖 3 不同液氣比 CO2 轉化率變化比較 
 
圖 4 不同氣液界面 CO2 濃度吸收 CO2 吸收速率變化 
 
圖 5 不同濃度吸收劑吸收 CO2 吸收速率變化 
 
2. 以 MEA/氨水及 DEA/氨水混合液吸收 CO2 
在實驗條件為 50℃、氣體進流量為 2 L/min(停留時間 6 秒)、氧氣 6﹪、液氣比

50L/M3 的狀況下，配製 Type 1 (29%：1%)、Type 2 (27%：3%)、Type 3 (25%：

5%)之 MEA/氨水及 DEA/氨水混合水溶液分別吸收 15% CO2 氣體，實驗結果顯

示吸收效果隨氨水濃度增加而上升，MEA/氨水效果比 MEA 或氨水個別效果佳

（圖 6）。 
 



圖 6 胺/氨水混合吸收 CO2 吸收效率變化比較 
 
3. 溫度、pH 值對吸收 CO2 之影響 
在實驗條件相同，分別改變溫度及 pH 值、以 MEA 及氨水水溶液分別吸收

15%CO2 氣體，實驗結果顯示吸收速率隨溫度增加而上升（圖 7），隨 pH 值改變

而下降（圖 8）。 
 
圖 7 溫度變化對吸收速率之影響 
 
圖 8 pH 值變化對吸收速率之影響 
 
四、  
計畫對空污防治之重要成效 
 
本研究於本年之計畫中，按照原訂計畫之進度，以胺(MEA 及 DEA)及氨水作為

反應之吸收劑，使用除霧塔為反應器，探討以胺及氨水去除煙道氣中二氧化碳之

可行性。除瞭解其對二氧化碳之去除效果及影響，並著重於反應速率之探討及各

種參數之影響。與其他研究相較，本研究著重於洗滌塔常見之溫度 50℃及其他

不同溫度及氧濃度變化之影響，並探討胺與氨水混合液之吸收效果。 
    本研究目前的貢獻有: 
(1)  收集有關各級胺吸收二氧化碳系統研究方面的資料並建檔。 
(2)  完成以各胺(MEA 及 DEA)及氨水溶液吸收煙氣中 CO2 的實驗，瞭解其去除

效果及吸收效率。 
(3)  完成於不同溫度下，以各比例胺(MEA 及 DEA)及氨水吸收煙氣中 CO2 求得

其吸收速率，並研判其對此反應的影響。 
(4)  完成於不同液氣比下，以各胺(MEA 及 DEA)及氨水吸收煙氣中 CO2 求得其

吸收速率，以研判流量對此反應的影響。 
(5)  完成於不同 pH 下，以各胺(MEA 及 DEA)及氨水吸收煙氣中 CO2 求得其吸

收速率，以研判 pH 對此反應的影響。 
(6)  變換氣相中 O2 濃度，以各比例胺(MEA 及 DEA)及氨水吸收煙氣中 CO2 求

得其吸收速率，並研判 O2 濃度對此反應的影響。 
(7)  反應動力探討及輔助實驗：由上述研究瞭解其反應速率常數及反應次數等

反應動力數據，以探討其對反應、反應動力的影響。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瞭解以胺及氨水去除煙道氣中二氧化碳之可行性，並對

該系統有更深入之瞭解，對於溫室效應氣體之控制及處理提供有價值之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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