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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djusting and Cost Analysis of Biogas 

Generator of Corrosion-Resistant 

抗腐蝕沼氣發電機組件調整之研製與成本分析 

Min-Heng Kao 1)  Perng-Kwei Lei 2) 

 高敏恆 雷鵬魁 

 

Abstract 

One of a multipurpose renewable energy for 

biogas, biogas for generation had high efficiency. 

However, biogas contains hydrogen sulfide, that 

hydrogen sulfide, result from parts of copper 

constituent corrosion, so that damage to the 

equipment.  Now, it not’s biogas special engine, 

so biogas must desulfurization, but now 

desulfurization technically can’t be completely 

100% remove hydrogen sulfide from biogas. 

Therefore, the problem of corrosion is still 

existence, it cause biogas use wish not high 

principal factor by breeders.  In the cause of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hydrogen sulfide 

corrosion engine. This study converted diesel 

engine into biogas driven engine, engine 

converted Corrosion parts into corrosion-resistant 

materials and record process.  We selected to 

installation testing in Changhua livestock farm, 

and record of biogas generator during operation 

maintenance cost and encountered of other 

difficulties.  In the cause of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hydrogen sulfide corrosion engine.  This 

study converted diesel engine into biogas driven 

engine, engine converted Corrosion parts into 

corrosion-resistant materials and record process.  

In this study, the biogas engine modified as 

follows: It susceptible to hydrogen sulfide parts of 

corrosion include crankshaft bearing and 

connecting rod bearing, because the bearing 

contain copper metal, the bearing susceptible to 

hydrogen sulfide corrosion, so converted the 

copper alloy into Babbitt metal; Crankshaft 

material of oil seal is rubber, rubber case of sulfide 

will harden and inelastic, and then lose it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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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so it will converted the rubber into 

Silicone resin material oil seal; Biogas can’t be 

spontaneous combustion to produce power, 

therefore need to install the spark plug.  

According to the biogas generator modified in the 

using, although, biogas generator of corrosion 

resistant is high cost of about NT200,000 dollars, 

not only it can reduce the cost of installing 

desulfurization equipment, but also it reduced 

maintenance costs up to about NT51,000 dollars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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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沼氣為多用途的再生能源之一，用來做發

電的效益高，但由於沼氣中含有 0.2~0.5%的硫

化氫，會造成引擎內部零件腐蝕導致設備損壞，

且現今無沼氣專用引擎，目前國內使用之沼氣

發電機的沼氣都必需經過脫硫之後才可以使

用，但國內的脫硫技術無法完全百分之百去除

沼氣中的硫化氫，所以導致引擎腐蝕問題，造

成使用者對於沼氣利用意願不高的主因。為了

解決硫化氫腐蝕引擎的問題，本研究以柴油引

擎改裝為沼氣驅動引擎，將會受到硫化氫腐蝕

之內部零件更換為耐腐蝕之材質並記錄其修改

過程，修改零件有：易受硫化氫腐蝕之零件包

含曲軸軸承與連桿軸承，因軸承成分含有銅金

屬，容易受到硫化氫腐蝕，所以將含銅之材料

更換為巴氏合金材質；曲軸的油封材質為一般

橡膠，橡膠若遇硫化物會變硬且無彈性，進而

造成油封容易產生裂痕失去原本的功能，所以

將矽氧樹脂材質之油封來替換成橡膠；將噴油

嘴替換火星塞點火。修改後之沼氣發電機雖然

成本比原來之發電機高約 20 萬元，但減少了裝

設脫硫設備之費用，每年可節省 51,000 元的維

護成本。 

 

關鍵詞： 沼氣發電機、抗腐蝕、硫化氫 

前言 

台灣養豬事業在國內農牧產業中是主要的

產業之一，國內養豬頭數達約 600 萬頭 (7)，產

生之豬糞尿相當可觀，目前養豬業者對於廢氣

物處理方式，主要過程透過固液分離、厭氣醱

酵與好氣處理三個步驟，而厭氣醱酵之處理過

程中會產生沼氣，沼氣主要成份為甲烷、二氧

化碳與其他微量氣體，其中甲烷含量約60~80% 

(2, 4)，成為可利回收再利用之能源。 

沼氣是一種再生能源，台灣於 1971 年畜牧

事業就有利用厭氣醱酵處理廢棄物而產生沼氣

及再利用之研究 (8)，各種沼氣利用方式中以沼

氣發電的理論效益最高，規模 2000 頭大小之

養豬場每年產生電量可達 260,865 kWh (9)，民

國 79~84年之間政府曾經輔導補助養豬農民裝

設沼氣發電機 700 台以上，但沼氣的成分中含

有 0.2~0.5%之硫化氫而未經純化，導致沼氣發

電機使用不久大部分引擎被腐蝕損壞 (6)，原因

在硫化氫會與水蒸氣結合產生硫酸而造成嚴重

腐蝕，尤其是含有銅或銅合金的腐蝕性特別強，

所以軸承容易受到腐蝕 (12, 15)。 

腐蝕是金屬降解作用，將原本的結構轉換

成另一種形式，所有金屬腐蝕在一定電化學與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con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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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力學的條件下，這些條件取決於溶液中的 pH

值、化學式與溫度，當發生腐蝕時，金屬離子

溶解到溶液中，剩下的金屬釋放電子，這些電

子通過金屬進行到一個位置如溶液、金屬或可

能與大氣接觸。隨這越來越多金屬離子被溶解，

將會嚴重受損被鏽蝕或轉換其他金屬 (12)。 

目前國內解決沼氣硫化氫的方法是將沼氣

做脫硫的處理以去除硫化氫來解決引擎會被硫

化氫腐蝕的問題。現有的三種的脫硫方式包括

(1)液體吸收法：以液體作為吸收介質，其原理

利用硫化氫在水中的溶解度較高的特性將硫化

氫吸收，其設置成本變動幅度大，處理 2000 頭

規模的養豬場沼氣，設備業者的簡易式水洗塔

設置成本約 3.5 萬元，在一般使用簡易式可達

到 75~85%；工研院亦有做水洗設備並在污水

廠進行測試設置成本卻高達 2,700 萬，去除效

率達 90%以上 (8)，但設備費用高，並非畜牧場

可負擔之價格。(2)固體吸收法：使用顆粒狀氧

化鐵或石灰當吸附劑，當沼氣通過時會吸附硫

化氫以做去除，其 100 g氧化鐵僅能吸附 20 g

硫化氫 (9)，且吸收效率會越來越差，為提高脫

硫效率，業者將水洗式與固體吸收式做串聯結

合設置成本約 20 萬 (10)，不僅可提脫硫高效率

達 90~95%，更可以延長氧化鐵的更新間隔時

間。(3)生物脫硫法：利用硫氧化菌將硫化氫還

原成元素硫並且可以做回收 (3, 10)，去效率高達

97%以上，且產物元素硫不會造成環境汙染也

可以回收元素硫，但是設備成本約 60~80 萬仍

然偏高，另外每年仍需視情況需要定期補充脫

硫塔內菌落。 

國外利用單缸引擎帶動電機發電，其燃料

利用沼氣與柴油帶動引擎，在研究中運轉

200~250 小時須更換一次機油，再運轉其無發

生嚴重問題，且建議在固定的期間內更換機油 

(14)，若長時間下使用，其平均 1 個月需更換 2~3

次機油。 

由於上述所知目前國內所使用的脫硫技術，

其硫化氫都無法完全的除去，就算剩下 0.1%的

含量，若引擎長時間的運轉之下，硫化氫會一

直累積溶於機油中，使得機油中之硫化氫濃度

會一直上升，還是會造成引擎腐蝕，為了防止

腐蝕必須經常更換機油，使維護成本增加，所

以為了解決腐蝕之問題，就必須從腐蝕之零件

材質著手。 

本研究目的在於利用引擎內部零件材質更

換來解決硫化氫腐蝕問題，將內部易受腐蝕的

零件進行更換耐腐蝕材質與成本分析，預計可

有效解決沼氣發電機組的維護問題，延長其設

備壽命與降低維護成本，以利沼氣利用推廣，

提升農戶沼氣利用的意願。 

實驗設備與方法 

沼氣發電系統是屬於一種常用型之省能源

設備，是利用自產性的能源（沼氣）將其轉換

成電能，已達省電與省錢之目的。目前國內沼

氣發電是利用沼氣當燃料與適量空氣混合後注

入柴油引擎（或汽油引擎），再由火星塞點火燃

燒，藉以帶動交流同步發電機轉動而產生電力

供給各設備用電。 

本研究研發一台適合國內養豬場使用的可

抗硫化氫腐蝕之沼氣發電機，以利用沼氣進行

發電，修改柴油引擎內部受到硫化氫腐蝕之零

件，為耐腐蝕之材質且記錄其修改過程，並選

定於彰化某畜牧場進行裝設測試，且記錄在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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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發電機運轉期間耗材更換率與其他相關之問

題。 

一、實驗設備 

本試驗使用之沼氣發電系統屬於獨立式沼

氣發電裝置，採用之引擎規格為中古 6 缸柴油

引擎如圖 1 所示，排氣量為 6,500 c.c.，4 行程，

水冷式；發電機則為三相四線之交流發電機，

其額定容量為 60kW。 

二、材料的選擇 

由於柴油引擎是用於高負荷的引擎，使用

之軸承材質為鉛銅合金其含銅成分 70~73%或

使用三層軸承片如圖 2 所示，含銅之零件易受

硫化氫腐蝕，且軸承是機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

零件，是支撐迴轉軸的緩衝元件，所以當軸承

 

 

圖 1. 柴油引擎 

Fig. 1. Diesel Engine 

 

 
圖 2. 三層軸承片 (11) 

Fig. 2. Trimetal of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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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硫化氫腐蝕時軸承間隙變大，導致油膜難以

形成而使潤滑性降低，故為更換的主要對象。 

依照業者之經驗法則，更換受腐蝕之材質

可利用巴氏合金，其主要成分為錫、銻、鉛與

微量銅等成分，以降低大量銅成分（70~73%）

使用以防止硫化氫的腐蝕。如圖 2 所示雖然三

層軸承片最內層含有一層巴氏合金，理論可以

防腐蝕，但是金屬結構之間尚有間隙，密度無

法達到零間隙的狀態，故酸性氣體或液體仍然

可進入腐蝕如圖 3 所示，所以軸承之材質需整

個更換成巴氏合金，巴氏合金又分為錫基合金

與鉛基合金兩種如表 1 所示，但由於鉛基合金

只是用於低負荷或靜止工作時使用，不適用於

動態作業，故選擇為錫基合金之材質。 

三、試驗場地 

本試驗將引擎修改組裝完成後選定於彰化

縣的畜牧場進行試驗，其飼養規模約為6,000頭

豬左右，其沼氣發電機電力連接於畜牧場六棟

豬舍，每棟 2 支 1.5 hp 風扇共 12 支與 4 顆 2 hp

抽水馬達。 

四、實驗方法 

利用柴油引擎進行修改，將引擎內部易受

腐蝕之零件做材質更換，其包含曲軸軸承、連

桿大小端軸承與油封部分，另外柴油引擎需更

換進氣系統以利進行空氣與沼氣混和，且因混

和氣無法利用壓縮點火點燃沼氣而產生動力帶

動曲軸運轉，所以修改點火系統部分，其記錄

整個修改過程。 

利用手持式煙道氣體分析儀於試驗期間檢

測引擎排放之廢氣空氣品質數據，量測一氧化

碳的濃度作為燃燒效益評估指標，評估沼氣燃

燒時是否有足夠之空氣將甲烷完全燃燒，若甲

烷有足夠之氧氣燃燒可以完全轉換成二氧化碳

與水蒸氣，當空氣含氧量不足，則會有一氧化

碳的產生。 

 

 

圖 3. 軸承受硫化氫腐蝕 

Fig. 3. Hydrogen sulfide corrosion to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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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修改過程 

首先，將引擎零件全部拆開後利用煤油清

洗汽缸本體，清洗完後汽缸體之軸承座因為舊

引擎使用過會變形需先經過搪孔加工以及曲軸

也須經研磨加工，以確保軸承座與曲軸是正圓

如圖 4 所示。 

處理軸承部分，首先須先利用外徑分離卡

（outside micrometer）量測曲軸之外徑值，再利

用車床加工來車削軸承之內徑，車削完成後安

裝於汽缸上後利用量缸錶（cylinder-bore gauge） 

 

表 1. 耐腐蝕合金特性與應用 (5) 

Table 1. Corrosion-resistant alloys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合金種類 特性 適用範圍 

錫基合金 摩擦係數小、耐磨耗與耐腐蝕性 適於重負載與高轉速 

鉛基合金 比錫基合金價格低、耐磨耗與比錫基合金耐

腐蝕性差 

適用於低轉速、低負載或靜止下工作的中負

載機械 

錫青銅 摩擦係數小、耐磨耗與耐腐蝕性；和錫基或

鉛基軸承合金相比，表面性能較差，要求軸

有較高的硬度 

適用於低轉速、中負載與受衝擊負荷軸承如

減速機 

鋁青銅 強度和硬度最高、耐腐、耐磨，價格低；缺

點與錫青銅相似，表面性能較差，要求軸有

較高的硬度 

適用於低速重負荷或受衝擊負荷之軸承如減

速器與破碎壓力機 

 

 
圖 4.汽缸體與曲軸 

Fig. 4. Cylinder Block and crankshaft 

汽缸體 

曲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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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其差值，並重複此動作直到在一定的公差

範圍之內，完成之後再進行車削油溝如圖 5 與

圖 6 所示。 

軸承車削完成後再依序組裝零件，將巴氏

合金軸承裝設於入曲軸鎖緊，原始用之曲軸油

封是橡膠油封，橡膠若遇到硫化氫容易變硬且

無彈性使得油封容易產生裂痕而失去功能，所

以利用矽利康材質之油封來替換成橡膠的油封

如圖 7 所示。 

連桿之軸承亦是含銅的成分，所以需要更

換為巴氏合金材質如圖 8 所示，連桿軸承更換

為巴氏合金材質後再將活塞組裝於連桿上，連

桿組裝於曲軸前活塞需要套上壓縮環與刮油

環，再套上活塞環壓縮器後裝入於曲軸，活塞

環壓縮器主要為了防止要組裝活塞時防止壓縮

環與刮油環卡受汽缸壁卡住。 

組裝進、排汽門前先須在汽缸蓋裝上氣門

油封，以防止過多的機油透過導管間隙進入燃 

 

 

圖 5. 曲軸外徑量測與車削軸承 

Fig. 5. Outside diameter measure to crankshaft and Bearing turning 

 

 

圖 6. 巴氏合金軸承 

Fig. 6. Bearing of Babbitt Metal 

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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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軸承與油封組裝 

Fig. 7. Assemble the bearing and oil seal 

 

 

圖 8. 軸承與連桿 

Fig. 8. Bearing and Connecting rod 

 

燒室內，後續再裝進、排汽門，裝設完畢後利

用汽門彈簧夾壓住汽門彈簧後放入氣塞錐形元

件後放開即可將彈簧固定，完成汽門與彈簧的

裝設後將汽門蓋放置汽缸上並用螺絲固定，且

之間必須放汽缸床，其目的以增加兩者之間的

密合度。再裝上頂桿與搖臂後固定，最後需要

調整汽門間隙，利用梅花板手、一字螺絲起子

與厚薄規（thickness gauge）調整到一定的間隙，

完成汽門間隙的調整後再蓋上汽缸蓋頂罩，之

後再組裝冷卻水管道、排氣管、機油濾淨器與

濾網以及組裝混合器以進行沼氣與空氣混和後

可進入氣缸做動。 

後續會將發電機放於已做好的架子上再跟

引擎利用螺絲與螺帽連接固定，組裝成一組發

電機組，但發電機與架子間要裝設膠墊以防止

震動，膠墊目的是防止發電機運轉時產生之震

軸承 

油封 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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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不會造成發電機受損，亦可防止鐵架產生

共鳴，如圖 9 所示。 

組裝風扇其目的以增加水箱水的散熱速

度，再裝設水箱，其水箱整體材質為銅所以容

易受硫化氫腐蝕，故發電機組組裝完成後會噴

一層油漆，可以延長水箱壽命，且水箱外側需

裝設防護層以防止人為或其他不小心碰撞，而

造成水箱損壞。 

由於柴油引擎是利用壓縮點火做動，但是

沼氣須利用火花點火產生動力，且無須用到噴

油嘴，所以將原本引擎之噴油嘴移除改裝火星

塞，而引擎須加裝高壓線圈、分電盤與啟動馬

達以提供火星塞點火如圖 9 所示。 

組裝空氣濾淨器以過濾空氣中之粉塵等髒

空氣，再組裝限速器其目的當負載增加時，會

控制沼氣進氣量，避免發電機轉速下降導致電

壓與頻率改變，最後組裝控制箱及配線等以控

制發電機，發電機組裝完成如圖 9 所示，後續

實際試車運轉使用發電。 

二、空氣品質檢測 

發電機選擇裝設地點於彰化畜牧場的空豬

舍，沼氣發電機分為兩階段測試，第一為無負

載狀態下，15 分鐘檢測其排氣口之空氣品質，

其一氧化碳之濃度可作為燃燒效率評估指標，

其測試量測結果如表 2 所示，一氧化碳之濃度

都超過 1,000ppm 以上；第二為加入風扇等用

電設備，負載為 50 安培，當發電機運轉 1 小時

後一氧化碳下降至 762 ppm，但氮氧化物提高

至 1662 ppm，而當運轉約 2 小時，一氧化碳提

高至 899 ppm，而氮氧化物降低至 945 ppm，由

此結果得知當發電機增加負載時，一氧化碳濃

度下降而氮氧化物相對提高。一氧化碳會達到 

 

 

圖 9、沼氣發電機 

Fig.9. Biogas generator 

水箱罩 

水箱 

限速器 

 

分電盤 

高壓線圈 

膠墊 

60kW 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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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空氣品質量測值 

Table 2. Measuring the value of air quality 

累積間隔時間 

（自開機時間） 

一氧化碳 CO 

（ppm） 

氮氧化物 NOX 

（ppm） 

二氧化硫 SO2 

（ppm） 

負載 

（A） 

5 1060 84 151 

無負載 10 1010 93 127 

15 1034 87 103 

65 787 1662 115 

50 70 767 1648 112 

75 762 1662 135 

140 913 958 199 

20 145 930 926 208 

150 899 945 200 

 

899 ppm，分析原因為沼氣發電機在運轉的過程

中發生沼氣進氣量過大或是空氣進氣量不足的

可能性，導致燃燒後不完全所致，後續將進一

步進行調整沼氣進氣量試驗，以增加能源的使

用效能。 

量測之數據利用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表 3）檢視，其一氧化碳數據都合乎環

保局固定汙染源的標準，而二氧化硫部分皆高

於標準；氮氧化物與標準比較明顯得高於 645 

ppm，但本論文目的主要針對抗硫化氫腐蝕部

分做研究，後續可將此部分作探討與解決方法。 

三、成本分析 

目前使用沼氣發電機若未修改抗腐蝕之材

質時，都會搭配脫硫設備，目前有兩種為複合

式水洗與生物脫硫，其價格分別為 25 萬與 60

萬，而發電機有兩種為未修改與修改，其價格

分為 60 萬與 80 萬元，將零件修改成抗腐蝕之

材質的發電機雖然成本會比一般發電機貴約

20 萬元，但不必增設脫硫設備之費用，所以在

兩者使用比較之下，未修改發電機與脫硫設備

兩者成本相較下會比修改發電機成本高。 

政府早期曾經補助養豬農民裝設並聯式沼

氣發電機，依據表 4 所示此為台南後壁區的畜

牧場實地調查，使用未修改之沼氣發電機使用

約 18 年，平均發電機運轉 100 小時就必須更

換一次機油，且每兩年引擎汽缸必須要搪缸一

次，其每兩年用於發電機保養上需花費 104,400

元的維護費用，而目前使用之抗腐蝕之發電機，

每年只需要更換一次機油 1,200 元，每兩年維

護費用上花費 2,400 元，相較之下每兩年相差

102,000 元，若發電機平均使用約 20 年來看，

差距費用約 102 萬元，依修改過後的引擎使用

下，能降低其維護的成本，以設備成本來看，

若一台發電機使用年限約 20 年，未修改之發電

機保養維護費用可以多裝設一台抗腐蝕的沼氣

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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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 

Table 3. Stationary Pollution Source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Standards 

空氣汙染物 
排放標準 

排放管道 周界 

硫氧化物（SOx以 SO2表示） 100 ppm 0.3 ppm 

氮氧化物（NOx以 NO2表示） 
300 ppm（註 1） 

150 ppm（註 2） 
－ 

一氧化碳（CO） 2000 ppm － 

※註 1：其他地方適用標準 

※註 2：在台北市、高雄市、新北市、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施行標準。 

 

表 4. 發電機未修改與修改之比較 

Table 4. Comparison of unmodified and modified generator 

沼氣發電機種類 並聯式發電機 

（無修改腐蝕零件） 

獨立式發電機 

（有修改抗腐蝕零件） 

設備使用時間 自民國 81 年至 99 年 自民國 100 年至今 

發電機規格 發電機規格為 20 kW 發電機規格為 50 kW 

脫硫設備 水洗式脫硫 無 

用電方式 夏季每天使用 8 小時 每天用電使用約 5~6 小時 

發電應用項目 畜舍整體用電  包含風扇、曝氣馬達與攪拌用電等 

成本 設備購置成本：政府補助 20 萬元 

自費：3.5 萬元 

設備購置成本：100 萬元（含電線裝

配） 

維護與保養 約 1 年換 1 次火星塞：600 元 

2 年搪缸 1 次：18,000 元 

機油 100 小時換 1 次：1,200（1 個

月更換 3 次） 

約 1 年換 1 次火星塞：600 元 

1 年更換 1 次機油：1,200 元 

結論 

依發電機試運轉情況下檢測廢氣，一氧化

碳高達 1,000ppm 表示沼氣進氣量過多導致燃

燒不完全，在後續運轉可試調整沼氣進氣量不

但可以降低一氧化碳的排放亦可增加能源的使

用效能，另外當發電機負載增加時，會提高氮

氧化物濃度而導致超出標準，後續可將此部分

作探討與解決方法。抗腐蝕之發電機雖然預估

之價格會比一般用的發電機高約 20 萬，但與使



- 224 - The Development of Adjusting and Cost Analysis of Biogas Generator of Corrosion-Resistant 

用脫硫設備之發電機比較成本上相對會較低，

若與生物脫硫比較可降低 40 萬元；複合式水洗

可降低 5 萬元的設置成本，另外亦不用增加脫

硫設備的維護費用。後續會持續進行運作與觀

察評估期望經修改後之發電機能解決發電機引

擎的腐蝕問題，降低使用時的維護成本，以利

沼氣利用推廣，提升農戶沼氣利用意願。 

建議 

本研究的沼氣發電設備經過評估後是可行

用於畜牧場發電，故可將此模式推給農民使用，

可減少發電機維護問題，並延長其設備壽命與

降低維護成本，提升農戶沼氣利用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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