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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總用電量之12.8%，且仍以無熱式吸附乾燥設

備的佔比較高，故國內外乾燥設備廠商，為響

應節能減碳趨勢，均積極朝向壓縮空氣系統之節

能技術進行改善。本文將介紹近年來最新壓縮空

氣乾燥設備節能技術與相關研究。

二、加熱式與通電直熱吸附劑再生系統

加熱式乾燥設備，其原理係先將氣流加熱，

再利用此熱氣流加熱吸附材料脫附，雖然此方法

相較無熱式乾燥設備可節能約20~30%以上，但

此加熱方式仍屬於間接式加熱，勢必造成許多額

外的熱損失，如圖2所示，實際上真正提供給

吸附劑用於再生脫附之熱量僅只有22.8%，其他

約有39.4%在管線與腔體的熱損失上，高溫再生

空氣之排放則有高達37.4%的能量直接排放於外

界。

有鑑於此，一種創新吸附劑再生技術，即通

電直熱再生技術概念被提出研究，示意圖如圖

3所示，此技術即先將吸附劑直接覆載於電熱金

屬基材上，再將電熱金屬基材通入一電壓電流，

產熱後以固體熱傳方式直接對吸附材料加熱脫

附，此通電直熱再生方法，不僅可以縮短加熱

所需時間，由於對吸附劑係屬於直接加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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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壓
縮乾燥空氣是工廠基本動力源之一，被廣

泛應用於工業領域【 1,2】，如高科技製程

之清洗、乾燥與潔淨度控制、汽車板金烤漆與

氮氣體分離製程等，亦可應用於製藥、食物製

造甚至能量儲存【3,4】。壓縮空氣中若有水氣存

在，將會影響製程或造成氣體管件腐蝕，因此

高壓空氣於使用前，需進行除濕乾燥程序【5】，

傳統冷凍式乾燥法因其壓力露點溫度無法達到

0℃以下，因此若需品質較佳之高壓低濕乾燥空

氣，或壓力露點低於 -40℃以下時，就必須使用

吸附式乾燥機【6】。傳統壓縮空氣系統流程如圖

1所示，外界空氣被空壓機壓縮後，通常會分別

經過冷凍式乾燥機與吸附式乾燥機，最終可提供

露點溫度 -40℃至 -70℃之高壓空氣。

目前吸附式乾燥機皆以雙塔的形式連續運作，

並可分成無熱式與加熱式乾燥設備。無熱式乾

燥設備，是藉由吸附塔處理後的乾燥壓縮空氣，

以旁通分流15%~50%總壓縮空氣量，由高壓洩

降至常壓所呈現之低溼空氣，對再生桶槽內吸

附床進行脫附再生，因此無熱式再生方式，易

造成乾燥設備耗電量過高 (大於1.5 kW/CMM以

上 )。由於台灣壓縮空氣系統用電量約占工業部

圖1、高壓乾燥空氣系統流程示意圖

Esco會訊52期.indd   11 2018/7/12   下午 17:36:41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二期 12

專題報導 低耗能壓縮空氣乾燥設備節能技術探討

標為0.43 kW/CMM，加上冷卻時的能耗，系統

總耗能也只有0.84 kW/CMM，優於其他市售無

熱式 (1.5 kW/CMM)或間接加熱式設備 (1.2 kW/

CMM)節能可達30%以上。表1為市售壓縮空氣

乾燥設備與通電直熱乾燥設備之實廠能耗測試結

果比較表。

故可大幅降低艙體與管件之熱損失，同時也無需

大量加熱空氣，能有效降低再生過程所需耗能。

通電直熱技術因為是直接對吸附劑加熱，加上

具有平行氣流通道結構與氣流流速分佈均勻，因

此水平截面與垂直方向之溫度分佈相當均勻。垂

直方向溫度分佈測試結果如圖4所示，通電直熱

元件將可大幅縮短再生時間約78%，溫度分佈亦

較傳統熱風間接加熱系統更為均勻。乾燥耗能指

圖2、傳統熱風式高壓空氣吸附乾燥設備瓶頸分析

圖3、創新通電直熱技術主要元件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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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吸附槽不同高度之升溫曲線(a)熱風間接加

熱、(b)通電直接加熱

三、廢熱回收無耗氣再生系統

如上節所述，雖然加熱式乾燥設備耗氣率已遠

小於無熱式乾燥設備耗氣率，但若冷卻階段使用

5~10%高壓空氣進行冷卻，仍將會影響到整理加

熱式乾燥設備之總耗電量，因此冷卻耗氣大小將

成為關鍵因子，故近年來業者也積極開發無耗氣

再生系統【 7,8】，如圖5所示，即使用增壓機將

吸附槽已乾燥處理後之壓縮空氣進行分流，透過

增壓機與加熱器加溫，對另一槽體進行高壓下再

生，並將出口高溫再生空氣，藉由冷卻器將水

氣冷凝排出，最後再打回吸附槽入口端完成再生

循環，由於再生過程無需洩壓至1大氣壓，同時

冷卻過程亦無任何壓縮空氣耗損，因此可達成再

生無耗氣之目的，不過由於此系統機構複雜度

較高，同時需額外設置一台增壓機，因此較適

用於大風量 (>50CMM)之壓縮空氣吸附乾燥系統

上。

圖5、高壓密閉循環之無耗氣再生乾燥設備系統

【8】

除此之外，近年來壓縮空氣吸附乾燥設備發

展，也逐漸朝向回收空壓機之廢熱來提供乾燥設

備所需熱源，由於空壓機壓縮後出口高壓空氣溫

度通常可達100~120℃，因此可直接用於吸附劑

再生前之預熱或輔助熱源，而此機型的缺點則

是系統設備更為複雜，必須搭配適合的空壓機，

如無油螺旋式空壓機。但由於充分利用到廢熱回

收與無氣耗損失等優勢，因此整體乾燥設備之單

位供風耗能，可進一步降至0.3 ~ 0.6 kW/CMM，

更具有節能優勢。

四、相變化材料(PCM)冷凍式乾燥機

目前常見冷凍乾燥機的問題即是空壓機的運轉

時間非固定，例如空壓機空車或待機時，冷凍

地點/來源 A B C D E F

乾燥機型態 無熱式 無熱式 無熱式 無熱式 加熱式 無熱式 無熱式 直熱式

出口露點(dp℃) -43 -43 -40 -40 -42 -42 -23.3 -40

入口氣流(CMM) 1.01 5.9 71.67 34.47 9.36 9.81 3.6 3.01

出口氣流(CMM) 0.48 4.3 48.66 23.91 8.5 8.91 3.13 2.86

再生氣耗率 52.0% 27.1% 32.1% 30.6% 9.1% 9.1% 13.1% 5.3%

壓縮空氣氣耗(kW/CMM) 8.35 7.20 3.04 2.84 0.77 0.77 0.96 0.43

電熱器電耗(kW/CMM) --- --- --- --- 0.71 0.68 0.66 0.41

系統總耗電(kW/CMM) 8.35 7.20 3.01 2.84 1.48 1.45 1.62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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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乾燥機無法即時與空壓機連線而響應控制，造

成壓縮空氣冷凝除濕的熱負荷變化很大，冷凍式

乾燥機經常是過量設計或是無效除濕運轉。故近

年SPX FLOW公司【9】著手開發一系列結合相變

化材料之冷凍乾燥機，利用儲冷的概念，對相

變化材料進行冷能儲存，當完成儲冷後，冷凍

壓縮機即可停機，利用相變化材料去提供變化很

大之熱負荷需求，系統示意圖如圖6所示。因

此，在空壓機停機或壓縮空氣使用量較低的狀況

下，藉由使用相變化材料冷能，即可達到較低

熱負荷冷凝乾燥之冷凍需求。故此方法將比傳

統24小時運作之機型節能且穩定許多，其節能

率視空壓機運轉負載比例而定，最高更可達90%

以上。

五、結論

本文主要提供最新壓縮空氣乾燥設備之節能技

術，包含了通電直熱吸附劑再生技術、廢熱回

收無耗氣再生系統與相變化材料 (PCM)冷凍乾燥

機，並提出乾燥設備最佳配置方法建議，其中

若壓縮空氣供氣露點需達到 -70℃需求時，其在

吸附式乾燥機前端，必須設備裝設高效率冷凍式

乾燥機，最好是結合相變化材料 (PCM)之冷凍

乾燥機，先處理移除大部分水氣含量，再利用

無耗氣式、廢熱回收或通電直熱再生技術之吸附

乾燥機，來達成露點極低之需求，如此配置將

可讓壓縮空氣乾燥設備之整體耗能下降至極致，

然而系統複雜度、設備體積與成本也將成為未來

市場上能否普及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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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PCM冷凍機運作原理示意圖【9】

Esco會訊52期.indd   14 2018/7/12   下午 17:3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