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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變頻控制節能績效驗證案例與分析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公司
趙宏耀、陳柏任、盧羿君

壹、 摘要

本案例係對北市某一商業建築物安裝於屋頂之既設空

調系統冷卻水塔增設變頻控制設備，使其對冷卻水溫之

控制可依外氣條件改變而改變控制設定溫度，以達到冷

卻水塔風機節能的成效。節能改善績效驗證方式係採取

EVO (Efficiency Valuation Organization)發行的IPMVP 

第一冊中所定義的選項B(Option B)，在工程完工後的第

一次驗證期間因為時效限制因素，採用了4.5.3節所謂相

鄰量測期間(Adjacent Measurement Periods)方式驗證。

交付業主自行操作之後的追蹤驗證一年期間，則採取連

續累積運轉記錄數據驗證節能績效。二種驗證結果都達

到節能率75%以上。

貳、 背景說明

本專案之大樓位於台北市敦化南路，建築物為地上

35層、地下4層，高143.4公尺之商辦大樓，樓地板面積為

12,471平方公尺，空調面積10,226平方公尺。22.8kV高壓供

電，契約容量為332kW。二段式時間電價，98年1月~98年12月

公共設施全年用電1,560,600kWh，全年電費434.3萬元，平均

電價2.783元/kWh。大樓空調系統採分層獨立式空調冰水系

統，各樓層一般標準配備為50RT冰水主機，搭配冰水泵5hp×1

台(680LPM/20mAq)冷卻水泵7.5hp×1台(950LPM/20mAq)，無備

用泵浦。

冷卻水系統在大樓頂樓計有4台冷卻水塔分成4個迴路，

分別獨立供應負責所屬樓層之主機散熱，其中1號水塔提供

4~11F之冰水主機散熱、2號水塔對應12~19F、3號水塔對應

20~28F、4號水塔對應28~35F。4個迴路管路又各自分成二組

並聯銜接，平時各自獨立運轉，故障時可以相互支援。

目前各大樓承租戶以商辦用途居多，全年空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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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估計約2,500hr/年。冷卻水塔單台標稱冷卻能力

1,512,000kcal/hr，風車馬達15hp。採用手動方式上班日

7:30 am啟動運轉，7:30 pm停止運轉。目前4台冷卻水塔全

年均開啟，沒有冷卻水溫度控制。設備資料如表1，現場照

片如下圖。

表1、既設空調設備概述表

設備名稱 設置地點 廠牌 型式
製造

日期

設備電功率 設備容量 現有數量

(台)

使用時間

(hr/年)電壓(V) 功率值(kW) 容量 單位

冷卻水塔 頂樓 良機 圓型 1994 380 11.2 500 RT 4 2500

三、 改善措施評估

現場冷卻水塔容量共計2,000RT(500RT×4台，風車共

11.2kW×4台)，因空調系統全年負載尖離峰差異大，冷卻水

塔的散熱需求與冰水機運轉台數及空調負載相關，長時間

開啟風機將導致能源浪費。建議將冷卻水塔風車增設變頻

控制。水塔風車可依據冷卻水設定溫度，變頻調控風扇轉

速，而冷卻水設定控制溫度可參考外氣濕球溫度調整。如

此可降低整體冷卻水塔風車耗電，提升冰水機運轉效能，

且變頻控制馬達啟動平緩也可延長皮帶壽命，減少維修保

養費用。再者，風機在較低轉速運轉也可以減少飛濺水量

損失，且可降低運轉噪音。

變頻器應用於馬達轉速調控上之技術已日趨普遍與成

熟，由於其特性，能使馬達依被控制物的需求做適當的

轉速變化，減少馬達電力使用，達成節省電能的功用。

以4台風機定轉速全年運轉2,500小時，估計全年耗電

112,000kWh。假設全年平均負載80%，變頻器耗損功率比例

約為6%，推估每年減少耗電量約51,215度，節省電費14.2

萬元/年。

1.裝設變頻器後風扇馬達耗電：

4台×11.2kW×(0.8)3 ≒22.94kW

22.94kW×(1+0.06)×2,500hr/年=60,785kWh/年

2.節省耗電：

冷卻水管路已採併聯控制(管路可切換) 冷卻水塔500RT×4台

112,000 kWh/年－60,785 kWh/年=51,215 kWh/年

3.節省金額：

51,215kWh/年×2.78元/kWh=14.2萬元/年

4.節能率：51,215kWh/年÷112,000kWh/年=45.73%

四、  節能績效驗證

為實際追蹤冷卻水塔節能改善成效，工程施作時於變頻器

配電盤上安裝了1只數位電表及4只計時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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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機耗能檢測

由於原大樓冷卻水塔風車採用手動方式啟停運轉。因

此，暫態量測(Spot Measurement)風車耗電即可掌握現

行風車耗能狀況。99年6月9日實地量測結果如表2，從

表2可知實際檢測之風機平均耗電數值，與評估改善措

施估計節能效益時之風機額定馬力相較，僅為92.6%。

表2、冷卻水塔風機耗電暫態檢測

設備編號
V

(Volt)

A

(Amp)

PF

(%)

P

(kW)

CT-1 366.98 19.39 86.31 10.64

CT-2 367.38 19.67 86.37 10.81

CT-3 367.38 18.34 85.84 10.02

CT-4 367.49 18.30 85.92 10.01

平均 10.37

二、第一次節能績效驗證過程說明

1. 冷卻水塔控制系統經安裝、功能測試、儀表校正後，

採取原來人工手動操作方式運轉，皆能正常使用。

2. 會同業主管委會委員及機電相關人員，將數位電表之

瓦時計及運轉時數紀錄歸零，以原人工手動方式操作

運轉。

3. 在人工手動操作運轉一周後，再次會同業主管委會委

員及機電相關人員，抄錄耗能基線資料。抄錄資料

後，將數位電表之瓦時計及運轉時數紀錄歸零，切換

為自動控制運轉，但仍由原人工方式啟停冷卻水塔運

轉。

4. 經過一周的自動控制運轉後，再次會同業主管委會委

員及機電相關人員，抄錄改善後能源耗用資料，如此

及完成一個週期之節能績效驗證過程。

5. 於99年10~11月共計完成兩個週期之節能效益驗證工

作，節能效益驗證如下表。節能率達75%以上。

冷卻塔風機

運轉總時數

(hr)

冷卻塔風機

運轉總耗電

(kWh)

冷卻塔風機運

轉平均電功率

(kW)

節能率

(%)

第一周期
337.68 3741.0 11.08

75.2
342.10 939.9 2.75

第二周期
336.65 3525.0 10.47

78.7
347.40 773.0 2.23

三、第一年度節能績效驗證過程說明

第一年度驗證期間自99年11月9日至100年12月9日，

操作模式仍維持4台冷卻水塔每個工作日由人工手動早

晨開啟，至傍晚關閉。假日視辦公室人員加班需求機動開啟

及關閉。水塔風車啟動後，由外氣濕球條件與冷卻水溫設定

條件，控制變頻器自動變頻運轉。100/12/9  03:57pm抄錄運

轉數據資料如下表。

水塔

編號
CT-1 CT-2 CT-3 CT-4

累計運

轉時數
3,291.59小時 3,635.37小時 3,778.56小時 3,568.50小時*

電表讀

值

電壓 374.2 Volt 電流 23.66 Amps

累計用電量 36,240 kWh

註：由於CT-4計時器故障，假設4台水塔運轉時間約略相

當，因此從#1~#3之運轉時數推算全部冷卻水塔風機運轉時數

為14,274小時，故CT-4運轉時數為3,568.50小時。

每台冷卻水塔平均風機電功率為2.539kW，與第一次M&V基

準線的平均值10.775kW相較，節能率為76.4%。年節約用電

117,561kWh，節省電費32.7萬元1。

36,240kWh÷14,274hr = 2.539kW

(11.08+10.47)÷2 = 10.775kW

(1－2.539kW/10.775kW)×100% = 76.4%

(10.775－2.539)kW×14,274hr = 117,561kWh

117,561kWh×2.78元/kWh = 326,820元

伍、  結語

1. 節能改善措施在評估階段常會有假設與實際操作時的誤

差。例如本案中運轉時數預估每年2,500小時，實際紀錄

後超過很多。推究其原因為操作人員依大樓承租戶要求夜

間延後關機時間，或是假日加班時數較預期多，甚至是值

班操作人員未確實關機所造成。

2. 節能評估階段，節能績效的估算宜保守。以本案而言，冷

卻水塔風機以銘牌額定電功率為11.2kW，然實際檢測後與

驗證過程中，讀數皆低於額定值，究其原因係為實際供電

電壓皆較額定電壓(380V)為低，或者風機負載(風量)略低

致使風機馬達未能達到全負荷。

3. 量測驗證工作總是會有突發狀況，需靠雙方合理協調因

應。以本案而言，因為業主未能警覺而及時反應計時器故

障，導致數據遺漏，其效益之計算僅能從其他計時器推

算，且幸計時推算方案獲業主認同。若有重大數據遺漏又

無從弭補時，將易生紛擾。

4. 節能績效驗證手法與經驗仍在持續累積，須賴ESCO產業

專業人士貢獻經驗與意見，方能有機健康發展。

1　大樓公共設施98年平均電價為每度2.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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