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機械學刊 第 18 卷 第 2 期 2009 年 6 月 17 

利用鎂鋁水滑石將黃豆油轉酯成生質柴油 

謝志誠1，陳育智2，張軒銘2，巫廷璽2 

1.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本文通訊作者 

2.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研究生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摘   要 

本研究以水滑石作為非勻相催化劑，將黃豆油轉酯成生質柴油。水滑石係於不

同Mg/Al莫耳比下，以共沉澱法合成，再以不同之溫度鍛燒製備。製備之水滑石一

方面利用X-射線繞射分析及掃描式電子顯微觀察探討其特徵，另一方面直接用於黃

豆油之轉酯，測試其活性。結果發現，於Mg/Al莫耳比3合成、溫度550°C鍛燒製備

之水滑石活性最高，轉酯能力最強。其次，為找出最佳之轉酯條件，本研究進一步

於反應溫度60°C下，以最佳製備條件產製之水滑石作為催化劑，探討反應時間、

醇油莫耳比與催化劑劑量對於轉換率之影響。結果顯示，最佳之轉酯條件包括：反

應時間8小時、醇油莫耳比15:1、催化劑劑量5%（wt），最高之轉換率為73%。最

後，再檢驗水滑石之回收再利用性。結果發現，使用過之水滑石難以於回收後直接

用於轉酯；若採回收後先浸泡於NaOH - Na2CO3 溶液3小時，再乾燥12小時之方式

再生，則可用於後續反應，惟活性逐漸下降至第五次反應完全失效。若於第五次轉

酯前先行以550°C鍛燒3小時，則轉換率仍回復至49%。 

關鍵詞：生質柴油、非勻相催化劑、水滑石、轉酯、黃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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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nvironmentally benign process for transesterification of soybean oil to 

biodiesel using Mg-Al hydrotalcite as heterogeneous catalyst was developed. The 

Mg-Al hydrotalcite with different Mg/Al molar ratio were synthesized by co-

precipitation method and calcined at 450°C, 550°C, and 650°C for 8 hours. The 

prepared catalys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ay powder diffraction and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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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microscopy. The activities of calcined hydrotalcites were tested as 

heterogeneous catalysts for soybean oil transesterification with methanol. The 

hydrotalcite synthesized with Mg/Al molar ratio of 3 and calcined at 550 °C for 8 

hours was with the optimum catalytic ability. To optimize the transesterification 

procedur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reaction variables such as the reaction time, the 

methanol/oil molar ratio and the amount of catalyst were assessed at 60°C using the 

optimized cataly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ptimal reaction conditions are as 

follows: methanol/oil molar ratio 15:1, reaction time 480 min, and catalyst amount 5%. 

The maximum conversion was 73%. Moreover, the catalyst's recyclability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pent hydrotalcite cannot be directly reused 

for the transesterification. The spent catalyst can be regenerated by immersing in 

NaOH - Na2CO3 solution for 3 hours and dried at 100°C for 12 hours. However, the 

recycled catalyst underwent deactivation and was fully deactivated after four 

subsequent reuses. Nevertheless, the fully deactivated catalyst was calcined at 550°C 

for 3 hours prior to the 5th reaction, the conversion was recovered to be 49%.  

Keywords: Biodiesel, Heterogeneous catalyst, Hydrotalcite, Transesterification, 

Soybean Oil 

 

 

一、前  言 

生質柴油（Biodiesel）又稱生物柴油，是以

未加工過或使用過之植物油或動物脂肪為原料，

透 過 混 合 稀 釋 （ Blending/Diluting）、 微 細 乳 化

（Microemulsion）、熱解（Pyrolysis）或轉酯反

應（Transesterification）等方法所產製之生質燃

料 （ Biomass fuel ） ， 具 有 生 物 可 分 解 性

（ Biodegradable） 、 無 毒 （ Non-toxic） 、 污 染

性低且可直接替代石化柴油或混合石化柴油使用

等特點。其中，最常用之產製方法為轉酯反應。 

轉酯反應是將醇與催化劑混合後，加入油脂

原料，於一定溫度與壓力下，將油脂轉化成生質

柴油、甘油及其他副產品之過程。依據催化劑之

種類、催化劑與反應物之混合性、反應溫度等差

異 ， 可 分 成 鹼 性 催 化 轉 酯 （ Alkaline catalyzed 

transesterification ）（ De Oliveira et al., 2005; 

Dorado et al., 2004; Vicente et al., 2004）、酸性

催 化 轉 酯 （ Acid catalyzed transesterification ）

（Canakci and Van Gerpan, 1999; Zheng et al., 

2006 ）、 二 階 段 製 程 （ Two-stage process ）

（Canakci and Van Gerpan, 2003; Ramadhas et al., 

2005）、 超 臨 界 醇 製 程 （ supercritical methanol 

process）（Saka and Kusdiana, 2001）、脂解酵素

催化轉酯（Lipase catalyzed transesterification）

（Watanabe et al., 2002; Du et al., 2005）與非勻

相 催 化 轉 酯 （ Heterogeneous catalysts 

transesterification）等。以最習用且商業運轉之

鹼性催化轉酯或二階段製程為例，具有反應速率

快，初期成本較低等優點，卻得面對轉酯反應後

之中和、清洗、產物分離與催化劑回收等問題

（Ma et al., 1998），反而形成環境之另外一種

負擔，導致長期生產成本提高。 

非勻相催化轉酯係採用不溶解於反應物之催

化 劑 ，如MgO、 Ca(OH)2 、 CaO、 Ca(CH3O)2 、

Ba(OH)2、Cesium-exchanged NaCsX zerolite、

Mg-Al Hydrotalcite、Na/NaOH/γ-Al2O3、Metal/I2 

、 ZrO2 、 ZnO 、 SO42-/SnO2 、 SO42-/ZrO2 、

KNO3/KL zeolite 、 KNO3/ZrO2 、 KF/ZnO 、

KOH/ZnO 、 K2CO3/ZnO 、 KNO3/Al2O3 、 Fe/Mg-

Al Hydrotalcites 、 Ga/Mg-Al Hydrotalci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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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g -Al Hydrotalcites （ Gryglewicz, 1999; 

Leclercq et al., 2001；Kim et al., 2004; Cantrell 

et al., 2005; Karmee and Chadha,2005; Jitputti et 

al., 2006; Li and Xie, 2006; Xie et al., 2006a; Xie 

et al., 2006b; Xie and Huang, 2006;  Xie et al., 

2007; Macala et al., 2008; Trakarnpruk and 
Porntangjitlikit, 2008）替代習用之勻相催化劑之

轉酯反應，因採用之催化劑為固體，又可稱為固

態催化轉酯（Solid catalyzed transesterification）。

相關之研究顯示，非勻相催化轉酯普遍存在轉換

率較低、反應速率較慢、醇油莫耳比較高、催化

劑劑量較高等缺點，然透過慎選催化劑或將金屬

離子掺雜或附載到催化劑如ZnO（Karmee and 

Chadha, 2005 ）、 KF/ZnO （ Xie and Huang, 

2006）、35% KNO3/Al2O3（Xie et al., 2006b）、

KOH/NaX（ Xie et al., 2007）、 10% Fe-Mg-Al 

Hydrotalcite （ Macala et al., 2008 ） 、 1.5% 

K/Mg-Al Hydrotalcite （ Trakarnpruk and 

Porntangjitlikit, 2008）等，仍可以在較高之反應

溫度、壓力（Jitputti et al., 2006）與醇油莫耳比

下，獲得超過80%之轉換率，逼近使用勻相鹼性

催化劑NaOH者；若加上易於將產物與催化劑分

離再利用（Jitputti et al., 2006; Xie and Huang, 

2006; Macala et al., 2008）、降低廢水產出等優

點，非勻相催化轉酯是一種對環境較友善並具有

商業運轉潛力之生質柴油製程（Bournay et al., 

2005）。 

水滑石（Hydrotalcite）是一種具有層狀結

構之雙氫氧化合物（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LDH），由帶正電之Mg2+與Al3+氫氧化物與層間

帶負電 之陰離子 所構成 ， 又 稱 為陰離子黏土

（Anionic clays），因具有較大之比表面積、層

間陰離子可交換性與孔徑之可調變性等特殊之層

狀結構及物理化學特性，在吸附、聚合與催化領

域中佔有重要之地位。近年來，常見以共沉澱法

（ Coprecipitation ） 合 成 水 滑 石 （ Shen et al., 

1994）或於水滑石中摻雜其他三價（MIII）或二

價（MII）之金屬離子，與甲醇將油脂轉酯成生

質柴油。Cantrell et al.（2005）發現Mg/Al莫耳

比為2.93，經723°K鍛燒所製備之水滑石活性最

高，於60°C下將甘油三丁酸酯轉酯3小時，轉換

率為74.8%。Xie et al.（2006a）發現Mg/Al莫耳

比3、煅燒溫度773°K、煅燒時間8小時等條件所

製備之水滑石活性最佳，以該水滑石對黃豆油轉

酯之最佳轉酯條件為醇油莫耳比15、反應時間9

小時、催化劑劑量7.5%，最佳轉換率為67%。

Macala et al.（2008）則將不同劑量之Fe、Ga掺

雜到類水滑石（Hydrotalcite -like）對黃豆油轉

酯，得知以掺雜10%Fe者活性最佳，其於醇油莫

耳比6:1、反應溫度60°C、催化劑劑量1%下，經

40 分鐘可 完 成 轉 酯 ； 若 將 使 用 過 之 催 化 劑 回

收，先以甲醇清洗後，再於460°C下經隔夜鍛燒

再生，則活性僅為未使用者之一半。Trakarnpruk 

and Porntangjitlikit (2008)以附載1.5% K之水滑

石對棕櫚油轉酯，於醇油莫耳比30:1、反應溫度

100°C、催化劑劑量7.5%、反應時間6小時等條

件下，轉換率為86.6%。顯見掺雜或附載金屬離

子後之水滑石，有助於提高催化劑活性。 

本研究以共沉澱法合成製備Mg/Al莫耳比及

鍛燒溫度不同之水滑石，與甲醇對黃豆油轉酯，

透過特徵分析與轉酯反應，找出活性最高、轉酯

能力最強之水滑石。再以該水滑石探討反應時

間、醇油莫耳比與催化劑劑量對於轉換率之影

響，找出最佳之轉酯條件與轉換率。 

二、材料及方法 

實驗材料 

本研究之主要實驗材料包括： (1)大豆沙拉

油（台灣統一企業公司）、(2) 96%化鈉（NaOH）

（ 日 本 Nacalai Tesque 公 司 ）、 (3) 甲 醇

（Methanol）（99.6%，台灣友和貿易公司）、(4)

硝酸鎂（ Mg(NO3)2 � 6H2O ， F.W. = 256.41 ，

99% ， 台 灣 鑫 明 儀 器 公 司 ）、 (5) 硝 酸 鋁

（Al(NO3)3 � 9H2O，F.W. = 375.2，99%，台灣

鑫明化工公司）、(6)四氫砆喃（Tetrahydrofuran，

層析 用 ，美國 Sigma-Aldrich公司）、 (7)乙晴

（Acetonitrile，層析用，台灣友和貿易公司）、

(8)正己烷（n-Hexane，層析用，台灣友和貿易

公司）、(9) F.A.M.E MIX（C14-C22，100 MG，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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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友和貿易公司）、 (10) 1-Monolinoleoyl-rac-

glycerol （ 100MG ， 台 灣友和貿易公司）、 (11) 

1,3-Dilinolein（100 MG，台灣友和貿易公司）、

(12) Trilinolein（100 MG，台灣友和貿易公司。 

實驗設備 

本研究之主要實驗設備包括： (1)低溫烤箱

（30°C~200°C，DCM45，台灣Channel公司）、(2)

高溫烤箱（ANC 607，台灣Channel公司）、(3)乾

燥箱（DN 100，美國SCHOTT公司）、(4)離心機

（CN-5101，台灣祥泰精機公司）、(5)高效能液相

層析儀（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幫浦：Jasco PU-2089，檢知器：Jasco 875UV，積

分器：Jasco ADC，層析管柱：Hypersil GOLD 

127908T ）、 (6) X- 射 線 繞 射 儀 （ X-ray 

diffractometer，美國Philips-PW1710，靶材：銅

靶，電壓：40 KV，電流：30安培）、(7)掃描式電

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日本

JEOL JSM-6300 SEM附Link eXL II EDX）。 

水滑石之製備 

本研究採用共沉澱法製備水滑石，其步驟如

下（Shen et al., 1994）：(1)取Mg(NO3)2‧6H2O

與Al(NO3)3‧9H2O於不同之 Mg/Al莫耳比（2、

3、4）下溶於500 mL之去離子水（A溶液）；(2)

將40 g之NaOH 及21.2 g之Na2CO3（莫耳比為

5:1）溶於500 mL之去離子水（B溶液）； (3)將

230 mL之A溶液與350 mL之B溶液分別滴入裝有

250 mL去離子水之燒杯中，並攪拌之，且控制

溶 液 之 pH 值9~10 ； (4)至兩種 溶 液 完 全 混 合

後，將所形成之白色沉澱物加熱至65°C，並強

烈攪拌，持續180分鐘；(5)於室溫下，以去離子

水洗滌沈澱物數次，將所得之沈澱物置於100°C

之烘箱乾燥12 小時；(6)將烘乾之沉澱物分別以

450°C、550°C、650°C之高溫烤箱鍛燒8小時，

即可獲得不同Mg/Al 莫耳比、不同鍛燒溫度之

九種水滑石。 

水滑石之特徵分析 

本研究利用X-射線繞射儀及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分析催化劑之晶體結構、觀察催化劑之表面

形態與顆粒狀況。 

1. X-射線繞射分析 

將待測之水滑石置入X-射線繞射儀，開啟循

環水並調節水 溫 為 18°C ，然後開啟儀器總開

關，並使用控制軟體控制電壓為40kV、電流為

30mA ，設定 掃 描角度 為 3~70° 、 掃 描 速 率 為

2°/min、波長為1.54Å。 

2. 掃描式電子顯微觀察 

按照開機程序，打開操作系統之電源開關，

讓空氣進入真空室內，再將待測物放入承載座之

凹槽，推回腔室，然後按下真空開關，至高真空

指示燈亮起，即可設定加速電壓，並開啟控制軟

體，進行分析。 

最佳製備與轉酯條件之探討 

本研究於反應時間8小時、醇油莫耳比15:1、

催化劑劑量5%（wt）等條件下，比較不同Mg/Al

莫耳比及鍛燒溫度所製備之水滑石之轉換率，得

出活性最佳及轉換率最高之水滑石。再以該種水

滑石作為催化劑，於溫度60°C下，探討轉酯時

間、醇油莫耳比、催化劑劑量對轉換率之影響，

並找出最佳之轉酯條件。其中，轉酯程序如下：

(1)依醇油莫耳比，以44 g之黃豆油為基準，備置

定量之甲醇；(2)依催化劑劑量，將定量之水滑石

加入甲醇，經強烈攪拌後加入黃豆油；(3)使用水

浴槽與攪拌器，於溫度60°C下強烈攪拌，進行轉

酯化反應，並定時取樣分析轉換率；(4)轉酯反應

後，經固液分離，將水滑石分離備用；(5)分離後

之液體倒入分液漏斗，經30分鐘之靜置後，移除

下層之甘油，即可獲得生質柴油。 

水滑石之回收再利用之探討 

以最佳條件製備之水滑石，於最佳轉酯條件

轉酯後離心回收，經乾燥12小時後，直接用於

轉酯，並觀察其轉酯能力；或於回收後先浸泡於

B液3小時，經乾燥12小時後，再用於轉酯，並

觀察其轉酯能力；若已不見轉酯能力，則於轉酯

前先經550°C鍛燒3小時，再用於轉酯，並觀察

其轉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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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率之計算 

轉 酯 反 應 是 油 脂 （ RCOOR'' ） 與 醇 類

（R'OH）在某一比例下混合、反應，產出另一

種 酯 類 （ RCOOR' ） 之 可逆過 程 （ Reversible 

process）（Freedman et al., 1984; Schwab et al., 

1987）。其程序如下： 

Triglyceride (TG) + R'OH  

→ Diglyceride (DG) + R1COOR' 

Diglyceride (DG) + R'OH  

→ Monoglyceride (MG) + R2COOR' 

Monoglyceride (MG) + R'OH 

→ Glycerol (GL) + R3COOR' 

本 研 究 以市售之 Trilinolein 、 1,3-Dilinolein

與 1-Monolinoleoyl-rac-glycerol 作 為三酸 甘 油 酯

（Triglyceride；TG）、二酸甘油酯（Diglyceride；

DG）及單酸甘油酯（Monoglyceride；MG）之

標準品 ，配製 成標準溶 液 。 於 HPLC系統啟動

後，將層析管柱之溫度調至30°C，並利用電腦

軟體控制之Pump，以每6分鐘為一時間單位，依

序將乙晴：異丙醇：去離子水配置比例為55：

30： 15、 55： 35： 10、 55： 45： 0之移動 相 溶

液，以1 ml/min之流速對HPLC系統進行平衡；

等到HPLC 系統達成平衡後 ，注入 0.02 ml 之

MG、DG、TG標準溶液，以由層析圖波峰出現

之位置，判斷層析圖中代表MG、DG、TG之波

峰，並據 以 分 析 黃 豆 油 與 生 質 柴 油 之 MG 、

DG 、 TG 含 量 及 計 算 轉 酯 反 應 之 轉 換 率

（Conversion）： 

oil soybean

Biodiesel

)MGDGTG(

)MGDGTG(
1Conversion

++
++−=  

三、結果與討論 

水滑石之特徵分析 

1. 晶體結構 

圖1a、1b、1c為Mg/Al莫耳比為3、鍛燒溫度

分別為 4 5 0 ° C 、 5 5 0 ° C 、 6 5 0 ° C 下 製 備 之 水 滑 

 

 
(a) 

 

(b) 

 

(c) 

圖1 Mg/Al莫耳比為3，鍛燒溫度為(a) 450°C 

、(b) 550°C、(c) 650°C之水滑石XRD圖 

Fig.1 XRD patterns of hydrotalcite with Mg/Al 

molar ratio of 3 and calcined at 450°C 

(a), 550°C (b), 650°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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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XRD圖。當鍛燒溫度為450°C時，出現在2θ

≒43°和63°處之波峰代表Mg成分，其餘之波峰

則代表Al成分，並以2θ≒28°~41°為主；當鍛燒

溫度提高至550°C時，出現在2θ≒28°~41°範圍

內之波峰峰值出現部分降低，顯示Al2O3成分變

少，而出 現在 2θ≒ 43°和 63°處之波峰峰值增

加，顯示MgO成分增加。當鍛燒溫度進一步提

高至650°C時，除MgO成分維持不變外，原有之

Al2O3成分大幅度降低，取而代之者為MgAl2O4，

顯示鍛燒溫度從550°C增加至650°C時，催化劑

之晶體結構發生較大之轉變。 

2. 表面形態與顆粒狀況 

圖2a、2b、2c為Mg/Al莫耳比為3、鍛燒溫度

分別為 450°C 、 550°C 、 650°C 下 製 備 之 水 滑 石

SEM圖。由SEM圖可看出450°C及550°C鍛燒後

之水滑石保有明顯之層狀結構，且後者之顆粒明

顯比前者小；若鍛燒溫度提高至650°C，雖可觀

察到些微之層狀結構，然大部份晶體皆呈現破碎

之狀態。顯見鍛燒溫度越高，晶體顆粒有變小之

趨勢。 

水滑石製備條件對轉換率之影響 

水滑石之活性受Mg/Al莫耳比與鍛燒溫度所

影響。Xie et al.（2006a）指出鍛燒溫度對水滑

石活性之影響較為顯著，當鍛燒溫度由573°K增

加到773°K，製備之水滑石鹼度隨之上升；若用

於轉酯反應，則轉換率亦隨之上升，至鍛燒溫度

773°K時達到最大值；若再提高鍛燒溫度，反而

造成鹼度與轉換率之下跌。另外，水滑石之總鹼

度（Total basicity）亦隨Mg/Al莫耳比之增加而

上升，至Mg/Al莫耳比3時達到最大值；若再增

加Mg/Al莫耳比，反而造成總鹼度及催化劑活性

之降低。本研究以不同Mg/Al莫耳比與鍛燒溫度

之九種水滑石作為催化劑，於醇油莫耳比15:1、

催化劑劑量5%、反應溫度60°C等條件下轉酯8小

時，所得之轉換率如圖3。結果顯示，最佳之水

滑 石 製 備 條 件 為 M g / A l 莫 耳 比 3 、 鍛 燒 溫 度

550°C，鍛燒溫度對於水滑石活性之影響顯然高

過Mg/Al莫耳比。以Mg/Al莫耳比3為例，鍛燒溫

度為450°C者，轉換率為38%；若鍛燒溫度上升至 

 
(a) 

 
(b) 

 
(c) 

圖2 Mg/Al莫耳比為3，鍛燒溫度為(a) 450°C 

、(b) 550°C、(c) 650°C之水滑石SEM圖 

Fig.2 SEM images of hydrotalcite with Mg/Al 
molar ratio of 3 and calcined at 450°C 
(a), 550°C (b), 650°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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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C，則轉換率隨之上升至73%；然鍛燒溫度

再提高至650°C，轉換率反而下降至46%。另以

鍛燒溫度550°C為例，Mg/Al莫耳比2者，轉換率

為 50%， Mg/Al莫 耳 比 4者 ， 轉 換 率 為 65%。 與

Mg/Al 莫耳比為4者之總鹼度高於Mg/Al 莫耳比

為2者有關（Xie et al., 2006a） 

轉酯條件之探討 

1. 反應時間之影響 

反應時間與催化劑種類、催化劑劑量、反應

溫度及醇油莫耳比等皆為影響轉換率之因素。本

研究以Mg/Al莫耳比3、鍛燒溫度550°C之水滑石

作 為 催 化 劑 ， 於 反 應 溫 度 60°C 、 醇 油 莫 耳 比

6:1、催化劑劑量5%之條件下轉酯，每2小時取

樣計算轉換率，得知反應8小時可得到最高之轉

換率，延長反應時間亦無助於轉換率之提高（圖

4 ）。 反 應 時 間 較 勻 質 催 化 劑長（ Karmee and 

Chadha, 2005）， 惟相較於Xie et al.（2006a），

本研究之結果顯然較優。若進一步改良水滑石之

製程或催化劑劑量，將有助於提高轉酯效率，縮

短反應時間（Canakci and Van Gerpan, 1999）。 

2. 醇油莫耳比之影響 

依據化學劑量關係，轉酯反應之醇油莫耳比

理論值為3:1，提高醇油莫耳比雖有助於轉酯效

率，卻也增加反應物內之甲醇含量，增加分離難

度與成本（Encinar et al., 2002; De Oliveira et al., 

2005），因此找出最適之醇油莫耳比有助於轉酯

效率並降低成本。本研究以Mg/Al莫耳比3、鍛

燒 溫 度 550°C 之 水 滑 石 作 為 催 化 劑 ， 於 溫 度

60°C、催化劑劑量5%、轉酯時間8小時條件下，

探討醇油莫耳比（6:1、9:1、12:1、15:1、18:1）

對轉換率之影響。結果顯示，於醇油莫耳比15:1

下，可獲得最高之轉換率；惟醇油莫耳比高過

15:1，轉換率之增加幅度則有限（圖5），故最佳

之醇油莫耳比為15:1。此結果約略優於Xie et al.

（2006a），若能進一步改善催化劑之製程，將可

有效降低醇油莫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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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Mg/Al莫耳比及鍛燒溫度對轉換率之影響（反應條件：反應時間8小時、醇油莫耳比15:1、反應

溫度60°C） 

Fig.3 Influence of Mg/Al molar ratio and calcinations temperature on the conversion. Reaction 

conditions: reaction time 8 hr, methanol/oil molar ratio 15:1, temperature 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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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轉酯時間對轉換率之影響（反應條件：水滑石之Mg/Al莫耳比3、鍛燒溫度550°C、反應溫度

60°C、醇油莫耳比6:1、催化劑劑量5%） 

Fig.4 Influence of reaction time on the conversion. Reaction conditions: Hydrotalcite with Mg/Al 

molar ration of 3 and calcined at 550°C, temperature 60°C , methanol/oil molar ratio 6:1, 

catalyst amou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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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醇油莫耳比對轉換率之影響（反應條件：水滑石之Mg/Al莫耳比3、鍛燒溫度550°C、反應時間8

小時、反應溫度60°C、催化劑劑量5%） 

Fig.5 Influence of methanol/oil molar ratio on the conversion. Reaction conditions: Hydrotalcite with 

Mg/Al molar ration of 3 and calcined at 550°C, reaction time 8 hr, temperature 60°C, catalyst 

amou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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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催化劑劑量之影響 

催化劑為轉酯反應過程中用來加速反應之物

質，因此使用劑量之高低自然會影響反應之速

率。以習用之勻相鹼催化劑（NaOH）為例，劑

量越高時，轉換率越高；惟超過某一劑量後，轉

換率反而下降，且多餘之催化劑將導致乳膠之形

成 與 產 品黏度 之提高 ， 影 響 後 續 之 分離作 業

（Encinar et al., 2002; Dorado et al., 2004）。至

於使用非勻相催化劑者，當催化劑劑量超過某一

定 量值後 ，增加 劑 量並無助於 轉 換 率 之提升

（ Jitputti et al., 2006），甚至出現下降之情形

（Xie and Huang, 2006; Xie et al., 2006a）。本研

究以Mg/Al莫耳比3、鍛燒溫度550°C之水滑石作

為催化劑，於溫度60°C、醇油莫耳比15:1、轉酯

時間8小時條件下，探討催化劑劑量（2~6 %, 

wt）對轉換率之影響。結果顯示，催化劑劑量

越高，轉換率越高；惟劑量超過5%，轉換率持

平並略微下降（圖6），故最佳之催化劑劑量為

5%。催化劑劑量對轉換率之影響趨勢與其他研

究 結 果 相符， 再 與 使 用 水 滑 石 者 （ Xie et al., 

2006a）相比較，本研究之最佳催化劑劑量較低

且可獲得之轉換率較高。 

水滑石之回收再利用 

非勻相催化劑相對於勻相催化劑之優點，在

於便於與反應物及產物分離，然因製備成本較

高，若能回收再利用以分攤成本，則可提高非勻

相催化轉酯製程之接受性。使用過之催化劑若僅

是回收並施以簡單之乾燥處理，是無法直接再利

用於轉酯（Jitputti et al., 2006）；惟有經過再生

（Regeneration）程序，方可使其具備再利用之

效果。Jitputti et al. (2006)將使用過4小時之非勻

相催化劑SO4

2-/SnO2回收後浸在0.5M之H2SO4溶

液中30分鐘，再於110°C下乾燥24小時，並於使

用前於500°C下鍛燒2小時，則轉酯效果將與初

次使用之催化劑一樣。Macala et al. (2008)使用

掺 雜 鐵 質 之 類 水 滑 石 （ Hydrotalcite-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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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催化劑劑量對轉換率之影響（反應條件：水滑石之Mg/Al莫耳比3、鍛燒溫度550°C、反應時間8

小時、醇油莫耳比15:1、反應溫度60°C） 

Fig.6 Influence of catalyst amount on the conversion. Reaction conditions: Hydrotalcite with Mg/Al 

molar ration of 3 and calcined at 550°C, reaction time 8 hr, methanol/oil molar ratio 

15:1,temperature 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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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ursors）作為催化劑，經轉酯反應回收後，

先以甲醇清洗後，於460°C下經隔夜鍛燒再生，

再生後之催化劑活性則僅為未使用者之一半。 

為了檢驗製備之水滑石回收再利用之可行

性，本研究將使用過8小時之水滑石回收後，經

乾燥12小時後，直接於最佳轉酯條件下依轉酯

程序進行8小時之轉酯，轉換率大幅降低至21%

（圖7-Ⅰ）。若於回收後先浸泡於B液3小時，再

乾燥12小時後才進行第二次轉酯反應，則轉換

率仍可達70%。依此回收再生方式，則第三、四

次轉酯反應之轉換率依序降為63%、54%，至第

五次則幾乎不見轉酯反應（圖7-Ⅱ）；惟於第五

次轉酯前先行於550°C下鍛燒3小時，則第五次

轉換率仍可達49%（圖7-Ⅲ）。 

四、結  論 

本研究已成功利用共沉澱法合成Al/Mg 莫

耳比2~4、鍛燒溫度為450°C、550°C、650°C之

非勻相催化劑－水滑石。除利用X-射線繞射分析

及掃描式電子顯微觀察分析其特徵外，也直接用

於黃豆油之轉酯，測試其活性。結果發現，於

Mg/Al莫耳比3合成、溫度550°C 鍛燒製備之水

滑石活性最高，轉酯能力最強。接著於反應溫度

60°C下，以活性最佳之水滑石作為催化劑，探

討反應時間、醇油莫耳比與催化劑劑量對於轉換

率之影響。結果顯示，最佳之轉酯條件包括：反

應時間8小時、醇油莫耳比15:1、催化劑劑量5%

（wt），最高之轉換率為73%。最後，在水滑石

之回收再利用性方面，使用過之水滑石難以於回

收後直接用於轉酯；若採回收後先浸泡於NaOH 

- Na2CO3 溶液3小時，再 乾燥12小時之 方式再

生，則可用於後續反應，惟活性逐漸下降至第五

次 反 應 完 全 失 效 ； 若 於 第 五 次 轉 酯 前 先 行 於

550°C下鍛燒3小時，則轉換率仍可回復至49%。 

相較於使用水滑石作為催化劑之其他轉酯研

究，本研究之最佳轉酯條件、最高轉換率及回收

再利用性均較優；惟相較於其他種類之非勻相催

化劑或掺雜或附載金屬離子之水滑石者，本研究

於催化劑之製程及其特徵分析，仍有深入討論之

空間，如鍛燒溫度之升降控制、鍛燒時間、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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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催化劑回收再利用之轉換能力（反應條件：水滑石之Mg/Al莫耳比3、鍛燒溫度550°C、反應時

間8小時、醇油莫耳比15:1、反應溫度60°C） 

Fig.7 Conversion ability of reused catalyst. Reaction conditions: Hydrotalcite with Mg/Al molar 

ration of 3 and calcined at 550°C, reaction time 8 hr, methanol/oil molar ratio 15:1, 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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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之表面積、孔洞分佈及酸鹼度變化分析等。 

由於固態催化劑活性高低及製備成本，影響

非勻相催化轉酯條件、轉換率與商業化可行性

等，因此研發活性高、製備成本低且具再生使用

性之固態催化劑，應該是相關研究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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