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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浪潮高峰，

能源管理系統新趨勢
 莊棨椉總經理  思納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前言

隨
著全球能源需求日增，溫室效應日漸擴

大，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已成為全球公

約，節能、減排、綠色永續與提高能源效率是

世界各國產業發展主軸。節能減碳對重視永續發

展的企業來說，不僅是降低營運成本，也同時

落實綠色供應鏈的企業社會責任。

於現今物聯網與智慧AI的風潮下，能源管理

系統除了取代既有抄表功能以外，應採取高附加

價值資料分析與建議的加法思維，以人工智慧為

底層技術，刺激用戶產生更多關鍵數據、分析、

建議，提供能源數據分析與智能AI產品。

AI助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已成能源管理新趨勢。

In-EMS企業能源管理，是一針對工廠、商辦、

營業場所、學校、社區、醫院、飯店等場所，

所特別設計的解決方案，透過多種管理方案包含

電能管理、照明管理、空調管理、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等，提供多面向的設備監控、報表管理、

專家診斷、需量分析等功能，協助企業提升能

源管理效率，並省下企業約 20% 的營運能耗成

本支出，透過雲端做進一步的AI資料分析、行

為判斷及專家診斷、提出控制策略與建議，以

對分析結果做優化管理。

二、能源服務產業邁向智慧AI時代

智慧聯網（ IoT，Internet of Things），被台積電

董事長張忠謀認定為「Next Big Thing」，也是臺

灣產業創新的機會。IoT概念源自1999年，其

定義和定義所及涵蓋的範圍指的是連結人、事、

物之硬體元件、軟體平台、聯網能力與物品相

關的資訊服務。智慧聯網藉由感知資訊、匯集

資訊、分析資訊，正逐步應用於生活、工作、

產業之中，並在近年快速發展起來。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預估，不包含

PC、平板及智慧型手機在內的全球智慧聯網裝

置用戶於2020年成長至260億戶 (household)，較

2009年成長近30倍。另者，資策會產業情報研

究所（MIC）的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全球 IoT 

產值預計將達到6,200億美元。目前，日本與

韓國是全球 IoT個人應用最普及的地區。歐洲與

美國的 IoT政策則多集中在公共事務及企業端；

而在中國大陸，IoT已被視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之

一，並列入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中。

以產業鏈的觀點，終端硬體產值估約700億美

元，軟體加值服務產值估超過5,000億美元，佔

總產值將近9成，顯示服務及介接平台與垂直應

用才是智慧聯網價值所在，能源相關垂直應用

所佔比重超過50%，如：智慧能源、智慧系統整

合、智慧建築⋯等，詳圖1。

(二) 智慧綠能聯網發展趨勢

智慧聯網並非全新的概念，只是近來由於感

測元件、資訊科技以及無線網路科技日趨進

步，因而加速智慧聯網應用發展，為迎接此趨

勢，近年來資策會積極運用臺灣既有 ICT領域優

勢，結合自有系統發展智慧聯網平台技術。例

如，由經濟部技術處指導研發的「 In-Snergy智慧

綠能聯網共通平台」，主要透過用電監控及分析

技術、用電負載預測技術、迴路辨識技術、契

約容量最佳化技術等，提供高效能、高可靠度、

高穩定度的智慧綠能聯網共通平台，有效地、

快速地整合軟硬體產業，使企業能更有效地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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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源使用、監測廠房設備使用概況、增加產

業的多元發展、以提昇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

如圖2所示。

(二) 我國節能產業能量與競爭力現況

台灣能源資訊服務業的產業現況的有以下三的

課題：

1. 國際能源管理大廠軟硬體、系統控制、通

訊技術完善，解決方案成熟。國內業者規

模較小，單一技術成熟，但無完整解決方

案。

2. 對擅長硬體製造的我國廠商來說，普遍欠

缺軟體開發與整合能力，需要完整的 ICT

解決方案，提供國內業者所欠缺的高價值

整合服務。

3. 多屬中小企業，各解決方案分散，需要高

彈性開放式解決方案平台串聯產業鏈上中

下游，達到節能控制、應用的互通性，快

速整合節能產業多樣性的互通需求，共創

節能完整解決方案。

(三) 如何突破發展智慧聯網的瓶頸

目前我國智慧聯網應用經常出自不同的製造商

或系統整合商，並多封閉式獨立運作為主，使

用異質通訊技術、協定和規格，無法跨系統創

造新的整合型高價值應用，少數整合型應用也僅

限於整合單一家廠商自有系統，產業界需要共通

的開放服務平台解決方案，如圖3所示。

三、甚麼是能源管理雲端平台技術

資策會在能源管理雲端平台技術發展歷程中，

在2011年研發「 In-Snergy雲端智慧綠能管理系

統」(詳圖4)的成果度獲美國R&D100全球百大

科技獎。

圖1、2016年九大物聯網應用服務產業比重示意圖

圖2、In-Snergy…智慧綠能聯網共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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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nergy智慧綠能聯網共通平台」，內含多

種國際級解決方案，包含提供智慧綠能家庭管

理（ iFamily）、企業能源精算師（ Ectuary）、智

慧照明管理（ In-Light）與雲端太陽能監測管理

（LIZA）等四種解決方案。另可透過Web API自

行開發雲端綠能應用服務 (Stratus)，彈性化的架

構，以滿足不同的能源管理服務需求。

本項系統關鍵技術係以迴路辨識與高可靠後

端管理平台，提供一般用電戶的使用者以「記錄

用電」、「行為辨識」與「調控與提示」三步驟，

達到「聰明用電」、「有感智慧」的境界。

事實上，本項技術先後提供統一超商、友

達光電、那魯灣飯店及遠雄三峽銀髮族住宅等

企業應用，節電費率可高達27%，並將整合於

AMI智慧電表，或擴大應用在太陽能、再生能

源及LED路燈照明等領域。

In-Snergy扮演著一個綠能共通平台的角色，

所研發出的解決方案在市場上被廣泛地用，如

應用於工廠、連鎖業、倉儲等，針對設備良率

診斷，利用感測器所蒐集的資訊數據加以分析

提供使用者建議或告警，以發揮其設備最大的

使用效能，成為優化能源管理有力工具，不但

提供多元化API讓企業客戶自主應用開發，也降

低軟硬體整合門檻，如：製程節能、需量管理、

降低單位生產成本⋯等，規劃重點如下：

• 雲端化（公、私雲）的服務平台：採用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軟體即服務）概

念，讓業者自行建立專屬入口網站，發展自

有品牌，讓設備間可溝通與雲端管理。

• 智慧聯網路架構：可支援多網路，如：

ZigBee、PLC、RS485、Wi-Fi、ZWave⋯等，

將能耗設備聯網化支援混合通訊應用不同環

境。

•  大數據資料即時分析：在作業場域中設

備機檯感測聯網後，提供大數據分析與加值

服務，根據即時資訊的回饋來預測診斷製程

的即時能耗、需量管理與設備管理等。

(一) 企業能源精算師－In-EMS綠能管理系統

In-Snergy智慧綠能聯網共通解決方案中，針

對企業能源管理部分提供「 In-EMS企業能源精

算師」的系統平台，主要透過智慧聯網與大數

據分析技術，針對建築相關能源管理服務 (如：

電力、冷暖空調、照明、太陽能、節水、給排

水、空氣品質、環境監控系統等 )，提供兼容開

圖3… 共通的開放服務平台技術改良現有系統建置耗

時費力問題
圖5、Ectuary智慧聯網技術是以整合數據為基礎

圖4、資策會研發「In-Snergy 智慧綠能聯網共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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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In-EMS功能架構 圖7、適用集團管理的資訊介面

放的通訊協定，使第三方的設備（如：Modbus、

ZigBee、Wi-Fi⋯等）無縫整合至同一雲端平台上

進行統一化監控管理，實現能源管理資訊互聯與

資訊共享，詳圖5。

一般而言，產業重視電力的原因是因為在製造

生產的過程中具結構性的成本來源，因此，適

用於企業的能源管理非常重視電力的需量管理與

環境的監控，而電力負載來自製造環境中所需的

機台運轉、空調、照明、製冷、供熱、公用等

需求。

所以，藉著電力量測設備的聯網，各機檯在

製程中生產參數的收集與分析找出節能空間，並

透過負載控制，提高用電效率達到合理用電之管

理，減少流動電費，同時找出最佳化契約容量

值，減少基本電費，以及需量管理的控制，減

少超約的附加費用。管理者和客戶透過節能量測

與驗證的分析，能清楚對照出節能前後狀態和效

益。

功能架構有三大組合 (詳圖6)，包括了服務客

戶端流覽的能管平台、感測網路層與大數據分析

等，說明如下：

• 能源管理雲端平台：客戶端 (Client)只要

透過網際網路連上瀏覽器（如： Chrome、

Firefox、Safari、Explorer）就能使用雲端能源

管理系統。

• 感測層 (Sensor network)：指的是客戶所需觀

測現場即時資訊與數據，則是透過感測網路

層以Ethernet將相關參數傳送能管服務系統，

包括了通訊伺服器（ Communication Server）

和負責儲存資料的資料庫 (Data Base）。

• 大數據分析的即時回饋：基本上，製造業

的生產環境中對於電力控制與成本管理，往

往跟製程中機檯的效能與排程息息相關。故

蒐集機檯迴路的電力資訊，有助於分析設備

機檯使用行為、製程與需電模式，可有效控

制製程成本。針對生產製造環境中的即時能

耗提供的大數據分析的功能，提供掌控製程

能耗的建議保持負載平衡的需量管理即時數

值，例如：預測需量、警報值、卸載值等。

往上層傳入核心伺服器（Core Server）裡，依

實際環境的需求提供各式功能，如：排程、報

表、圖表、專家規則、預報、通知、統計、分

析等功能與安全系統等功能。在APP Server的功

能中針對客戶需求服務，提供多種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所組合。

所以，Ectuary平台便是依照上述系統規劃來

提供能源消耗和環境資訊的可視性指標和設備使

用狀能訊息，有助管理者參考所收集的資訊進行

優化管理。藉大量的報告和資料分析，找出最

佳的能源管理方案以減少不必要的消耗，降低能

源使用成本。

(二) In-EMS的特色

In-EMS依照企業客戶所需場域的管理策略予

以客製化的特色說明如下：

1 、 支援集團式集中管理多場域的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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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雲端服務支援集團式集中管理多場域的能源

管理時常無法達到即時且高效率的管理。此功

能可使用一帳號即可透過雲端平台一次針對跨場

域、跨國進行集中管理，不受限於時間、地點，

管理者在任何地方皆可隨時登入系統平台，以了

解各場域、國家即時的設備運作狀況、即時及

歷史耗電量，亦可進行遠端的排程設定或其他控

制，使企業在進行多場域的能源管理更有效率，

詳圖7所示。

所以，全球佈局的企業透過遠端操控平台就可

以全面了解生產營運所需的電力資訊以從中進行

節能或者附載平衡的規劃。

根據圖8所示，完整的電力資訊的功能看板，

提供了即時、日、月、年的功率、電壓、電

流、功率因數、視在功率等歷史相關用電資訊，

藉此了解設備各時段的用電趨勢及最高需量發生

之時間點、各設備耗電量佔總電量的比例，亦

可以從中分析設備耗電的異常，以減少不必要的

電費支出。

2 、 即時數據與功能設計滿足即時管理

(1)需量控制

依人為判斷所產生的電力控制，往往錯誤的判

斷造成更高的能耗成本及低效率。此功能可針對

電力、照明、空調等設備進行監控，提供多種

類需量預測演算法來預測需量變化，且系統會自

動為使用者選擇誤差率較低的演算法，使需量預

測更精確。系統亦可隨時依照電量狀況做尖離

峰用電量的調配，並於能耗接近契約容量時進

行循環式卸載以避免電費超支 (詳圖9所示 )。

(2)連動告警

設備是否用電過載或產生異常的提醒，透過

此功能可更有效率的減少異常發生及縮短維修時

間。此功能提供編輯介面，使用者可依照需求

建立事件告警規則，並透過多元過濾機制，使

重要告警不被忽略，並可完善的記錄接收通知

至排除管制流程，使異常發生時可即時處理。

(詳圖10所示 )

(3)迴路辨識

圖8、完整的電力資訊 圖9、需量控制

圖10、異常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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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In-Snergy的智慧平台整合圖11、迴路辨識

圖12、專家診斷

蒐集各迴路的電力資訊，往往需龐大的建置成

本，此功能利用專利演算法，識別設備的使用

行為與模式，辨識準確度達九成，除可大幅節

約建置成本外，亦可協助管理者隨時掌握迴路上

各類設備的用電占比，詳圖11所示。

(4)智能決策專家診斷

Ectuary系統提供智能決策分析工具，協助企

業找出能耗癥結調降能源耗用，掌握場域即時用

電狀態釐清企業用電成本。例如：契約容量是否

最適可直接影響企業每月的固定電費，此功能可

將蒐集到的用電資訊，經由智慧化分析，演算

出最適的多種不同電價結構及相對應用電成本，

以建議出最佳契約容量，使企業調整至最適的契

約容量，以節省每月基本電費的支出。(詳圖12

所示 )

另外，老舊設備所需的過度電力，常產生更

多電費。此功能可將系統與現有設備進行整合，

透過建置各式感測器、電力計，分析設備運作

效率是否達標準、並對設備效能做調整或建議

汰換，以提升設備的運作效率並降低企業的營

運成本。

四、	能源管理雲端平台技術帶給企業的

效益

「 In-Snergy智慧能源分析技術理雲端平台」不

僅協助資通訊廠商建立了企業用戶節能解決方

案，也推廣擴散於建築能源監控、智慧照明管

理、高耗能設備管理等場域，完成500處場域

低碳化與節能的應用成功案例，詳圖13之產業

效益benchmark分析。

在100到101年期間，「 In-Snergy智慧能源分

析技術理雲端平台」發展出再生能源管理系統，

進行耗能或再生能源資訊收集與診斷，協助國

內企業進行智慧化的能源管理，爭取50家營業

據點或太陽能發電場域之監控，並導入實施智

慧監測與調控解決方案。

在102年到103年期間，在協助企業執行智慧

建築應用相關計畫時導入「 In-Snergy智慧能源分

析技術理雲端平台」並擴大實施範圍，進而帶

動我國智慧建築新趨勢。並使未來國內各辦公、

政府公部門、校園等建築空間進行能源管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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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E化 平台介紹及經驗分享
調節，產業效益推估達20億以上。

在技術移轉方面，本項智慧能源平台關鍵技

術亦帶動廠商完成至少9個技術移轉或產品研

發的合作計畫，結合智慧生活聯盟，智慧電力

網路聯盟，協助業者研提業界科專、示範性應

用或研發聯盟提案，創造亮點成功應用案例，

促成廠商研提聯盟型業界研發補助計畫。輔導

兩家系統整合廠商與一家綠能服務廠商，掌握

智慧能源自有關鍵技術，突破外商授權箝制，

除台電市場外，跨足全球一兆美元智慧能源廣

大市場。

五、結語

AI技術融合能源管理系統的將是未來能源管

理的新契機，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導入能源管理

的應用，才能將所有的資料整理作為描述、診

斷、預測與判斷，達到最適化節約能源效果，

結合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更進一步改善用電行

為模式，並提供高價值分析建議。

針對於裝置的聯網，亦可透過 In-Snergy雲端

綠能管理平台之輔助，硬體設備商將可輕易實

現軟硬體之整合應用，擺脫以往OEM/ODM

之角色，創造自我品牌提昇整體營業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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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工
業4.0、物聯網、大數據分析等議題在產業各

界廣泛地被討論，希望藉由電腦化、數位化、

智慧化提升製造業的生產力及競爭力，進而帶動下

一波的工業革命。而我國政府也曾在2015年提出生

產力4.0政策，期望藉此提升產業附加價值，推動高

價值的生產製造，強化我國在世界的競爭力以及能

見度。

而在節約能源這個領域中，我們也同時邁入了這

股變革的潮流當中，可以說在原本的能源管理中加

入工業4.0的技術整合概念，又或者說能源管理本就

是物聯網的一個應用，再加上大數據分析的技術後，

一個更有效率、更人性化的能源管理系統就出現了。

二、	能源管理的困難度

能源管理都是從能源量測資料的收集開始，無論

是傳統的手抄錶，或是大型廠房、建築改以自動傳

輸的方式收集，沒有這些資料來做進一步的能耗分

析，管理就無從著手。然而有了這些資料後，除了

一般的能耗趨勢分析、比例分析、分時統計等，如

何於為數眾多的資料當中提煉出更有價值的訊息，

以做為優化改善的依據，或是經營策略的參考才是

更重要的，而這就需要一些更進階分析的工作來達

成，替數據賦予其價值，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完善的

能管系統。

我們在執行能耗數據分析時常遇到的困難點有二：

能耗的非線性：例如產量越大、耗能越多，兩者

是正相關，但卻是非線性。假設月產1萬件的工廠，

成長為生產2萬件，能耗並不會變成2倍；反過來說

假設接單狀況很糟，只剩一半產量，能耗也不會只

剩一半！也就是說，雖然能耗與產量是正相關，但

卻是非線性，而評估績效對於非線性也是最無法處

理的。現實的狀況即使是以單位產品耗能來做評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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