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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監測對處理系統的影響

VOC偵測困難點

酸鹼排氣VOC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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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監測對治理系統的影響1

Voc 治理設備與監測設備關係 相關性內容

一.治理設備的運轉與維保 設備運轉後就會有後續維修運轉問題,為了保持設備的效率,
就必須裝置即時監視設備,作為判斷運轉是否正常及維修改善
、調整的依據

二.線上連續監測監測設備的重要性 只有治理設備,沒有監測機制,面臨問題有：
1無法評估所設置治理設備種類或型式是否合適？
2.廢氣去除效果是否達到？
3.設備運轉是否時時保持正常？
4.排放量是否超標？
5.參數調整是否優化,燃燒調整是否省能化？
6.排放量是否被高估？
7.去除效果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三.治理設備入、出口測點可靠性濃度量測值 可做為治理設備參數調整的依據,並達成汙染治理及節能
功能

四.Voc 線上監測系統 VOC治理設備的眼睛



VOC監測對處理系統的影響1

現場監測經常出現的問題點說明

1 不同儀器比對 品保校正均合格, 但實測時,測值差異大

2.治理設備效率 與估算值差異大

3. THC 濃度遠差於CH4 

濃度之不合理測值

例 1. 200 ppm / 500 ppm 

2.   5ppm  / 15 ppm
4.活性碳設備 出口濃度高於入口

5. GC儀器量測時,出現於THC
與CH4 以外的peaks

無法明確判定是汙染信號或實際信號,不但影響測值,也影響去除

率估算
6. 水洗處理設備 一般而言,出口測值偏低,不易掌握實際濃度

7.by pass 煙囪 沒有導入vocs ,卻出現極高濃度值

如果監測設備本身,無法提供可靠數據,則不但失去設置意義,且可能產生誤導
作用, 造成業者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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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設備

入口

THC

VOC1 VOC2 VOC3

THC

CH4 VOC3 VOC4

入口 出口

出口

THC

CH4

入口

THC

CH4

入口

THC

CH4 VOC3

以上圖譜不是ㄧ般監測該出現的畫面,但有些場合會出現,ㄧ旦出現 ,
若無法做正確解讀,則會導致防治設備效率及排放量誤判

VOC監測對處理系統的影響1



70 ppm

15 ppm

出口監測(含雙巢式RTO及高極性分子VOCs)改善

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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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VOC 監測的不利因素
一 汙染因素

二 . 感度因素:

a) 碳當量的概念

b) 感度(response factor)的說明

c) 校正時選用的標準氣體-CH4/丙烷 原因

d) CH4 特性與Vocs的比較

e) 量測vocs濃度時,出現的誤差說明

f) 不同Vocs氣體的感度都不一樣,對總測值產生不穩、不準確的影響

VOC偵測困難點2



例ㄧ 測儀 ㄧ 測儀 二
入口 700,000ppm          20,000,000 ppm
出口 38,000ppm             24,000 ppm
效率 94.5%                 98.8%

例二 測儀 ㄧ 測儀 二
入口 53ppm              110 ppm
出口 34ppm               26 ppm
效率 36%                 76%

例三 測儀 ㄧ 測儀 二
測值 4ppm               13.5 ppm

例四 測儀 ㄧ 測儀 二
入口 300 ppm              350 ppm
出口 75ppm                33 ppm
效率 75%                  90.5%

三 干擾因素與實場差異實例

實務上, 常見因檢測儀器
的誤差造成處理設備效果
的誤判, 而致設備不易驗
收

VOC監測對處理系統的影響1



3 VOC監測困難點

3
酸鹼排 s 濃酸鹼排 s 濃度監測場合的監測場合的誤差說明

酸鹼特點與量測準確度
酸鹼排管線監測實場,

酸鹼排 Vocs 濃度監測場合的誤差說明

酸鹼排Vocs 特點與量測準確度

1.scrubber 水洗後的vocs氣體,有大量水氣及腐蝕性酸鹼離子

2.該氣體會造成測儀的管件及感測元組件腐蝕、信號感電度下降.

3.酸鹼分子除造成FID 及其他金屬腐蝕外,更造成信號干擾

4.相對於一般voc,酸鹼排Vocs 濃度甚低,且濃度範圍多可被預期,

因此,测值合理性極易被檢驗.在集多數不利因素的影響下,

明顯的誤差,將反應在實際值準確度上

5.因此,在實際濃度量測中, 測值所受影響,將大於一般voc檢測

酸鹼排Vocs 特點與
量測準確度影響



3 解決酸鹼排vocs排放的構想

3 建立完整vocs源頭減量系統的技術考量

一 發展vocs源頭去除設備,需搭配
信賴高的濃度監測系統

1 建立廠內各排放口的實際濃度及vocs物種,
便於追蹤

2. 完整佈點,追蹤最可能的源頭出處,並做減量規劃

3.即時濃度數據,做為去除設備的研發、檢討及改善根據

4. 監測之大數據,連線中控室電腦,作為減量策略根據

二 Voc濃度監測廠牌與型式眾多,
量測準確度差異大.

量測汙染、腐蝕、干擾性高、濃度低等vocs濃度.
需有較嚴格專業性要求.

如何慎選合宜儀監測設備,將影響往後去除設備的選用

與成效



3 本公司針對酸鹼排vocs監測的實務經驗

3
既有設備改良與新功能開發項目 目標與成效

一 開發改良型測儀主機 1.防止酸鹼對測儀腐蝕
2. 減少受vocs 氣體 汙染、干擾影響
3. 提高儀器穩定性設計, 讓處在環境改變狀況下設備

,仍維持準確測值
二 針對水氣及其他氣體等干擾因素影響

開發干擾補償附屬設備

減低测值受干擾影響之不確定性

三 實驗室,調配多種狀況酸鹼排vocs模擬氣體,讓測試

環境更貼近實場及測試干擾源變化影響

建立酸鹼排vocs對測值影響相關性及進行設備改良並

重複確認,直到儀器特性達成預期功能

四 售出之新設備,現場驗證回應 符合預期功能

五 測點佈局規劃
追蹤現場排放口及可能的源頭位置
考量測點設置成本
開發多功能之量測,確有必要

本系統規劃,完全根據
1.前述改善目標及準確度要求所做架構規劃.
2.數百多套以上測儀製作經驗
3.目前已完成驗室測試,未來裝置於現場,功能發揮將
無問題. 



酸鹼排vocs 氣流模擬系統與測試

模擬測試系統
現場正視照片

模擬測試系
統側視照片



Shop 模擬酸鹼氣測試



3 酸鹼排氣VOC偵測

3
含水氣排氣之VOC測試

圖一 量測方法一 圖二量測方法二 圖三量測方法三

說明 : 本測試 係實驗室的模擬酸鹼排氣檢測,並建立預改善方法. 實場上, 狀況
會有不同,影響程度可能也有差別, 但影響確實存在.本測試目的是找出改
善方法,讓後續實場測值,更符合實際值



實績參考(中冠+閎瑞 )4

機型 : 
線上GC分析儀 檢測方法 NIEA A723.73B  共 330多 套

行業別 型式

一、 國內檢測業 雙detector 

GC-FID 可同時 測2測點

二、大陸機型 單FID Detector GC-FID ,可測1點

三、國內業界半導體、面板廠

相關產業

單FID Detector GC-FID + 6測點 選擇閥,

可分時測6點.

四、 石化業,化工業 傳統產業 單FID Detector GC-FID + 6測點 選擇閥,

可分時測6點.



 監控系統是VOC治理的眼睛, 提供準確偵測數據,是設置本系統最重
要目的流速自動查核微壓產生器4

1.需求背景
2.市場與現場設置狀況
3.目前相關法規規定
4.設備準度的討論及設置問題點



 監控系統是VOC治理的眼睛, 提供準確偵測數據,是設置本系統最重
要目的

1  vocs監測,本質上即存在相當多困難點,因此相關法規訂定,就顯得格

外困難又慎重.要建立一套可信任監測系統,需慎選儀器,也要相關

廠商,能對現場vocs 特性深入理解,方能規劃合適系統,讓測值接近

實質值.但是, 這並不容易,因為這關係到所使用的測儀型式

及專業人員的經驗、對問題的分析、應變.

多數測儀的現場比對,差異大,在業界,這些問題一直存在.至少目

前是如此.未來可能也會如此.原因來自上述三個因素.

2. 絕多數vocs測儀,進行標準氣體校正時,多可符合品保規範,但現場

實測時,測值差異經常很大 .這現象對業界而言,會造成很大困擾,

因為他不易判斷,眼前監測設備是否確可符合需求?問題在哪?而對

治理設備業者,同樣產生困擾,因為他們認為眼前數據並不合理,但

當場以標準氣體測試時,又看不出測儀有問題.

結語5



 監控系統是VOC治理的眼睛, 提供準確偵測數據,是設置本系統最重
要目的

3.

5 結語

酸鹼排vocs 濃度檢測,是最近頗受關注的測項:
a.此類氣體量測,除具備上述困難點外,又多了氣體對設備腐蝕的問題

.由於其濃度甚低,只比周界測值多一些.因此,測值的合理性、穩定
性及準確度,將很容易被檢視出來. 未來此方面的實場檢測,测
值必須時時保持在合理範圍.對設備提供者而言,這會是另個監測專
業的學習機會.

b.為讓各個vocs 排放場所,都能有較完整數據,以及根據測值可分別
追蹤到源頭機台,做為環境改進參考,相關線上量測系統的設置,
不但須符合法規及可靠準確度,也需考量業界設置成本,讓監測設
備總設置點數成本,在可接受範圍,而測點的分布,也須能協助業者
,根據樣本數,足以作完整整合參考,如此才能符合設置監測設備
意義.這是儀器供應商須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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