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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人工智慧浪潮高峰，能源管理系統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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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o會訊51期.indd   12 2018/4/11   下午 17:40:52



13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一期

能源管理系統E化 平台介紹及經驗分享

使用效率，其規範中作為能源管理最重要的工

具就是能源績效指標 (EnPI，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以及能源基線 (Energy Baseline)。

能源績效指標是一種用來管理監控能源使用狀

況的數值，例如單位產品耗能 = 耗能量 /產量，

而EnPI就如同前面所說的會受到很多變因的影

響，因此無法單純從數值上的增減去判斷他的合

理性或耗能效率，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數學模型去

描述EnPI與所有變因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樣的

數學模型就是能源基線。這樣的狀況就符合迴歸

分析的原理，EnPI是一個因變數，其他的耗能

變因都是自變數，用以描述及評估EnPI與耗能

變因之間關係的能源基線就是一個迴歸方程式。

迴歸方程式是用來描述自變數x與因變數y之

 楊建輝工程師/吳哲仁經理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一樣都是非線性的。

影響能耗的變因眾多：除了上述的產量外，以

一個製造工廠來說，製程、換線、產品種類，

甚至於外氣溫度、濕度等都會影響能耗。而在

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廠房各都還有其他的因素再

改變著能源的消耗狀況。所以，有這麼多的變

因都在影響著能耗而且都是非線性，當這些眾多

的非線性變因偶合在一起，也難怪能耗如此難以

分析。

以上是增加能源管理難度最重要的原因，故

好的能源管理系統需要能建立一個可靠的數學模

型，用來有效評估及預測能耗狀況。面對如此

錯綜複雜的能源使用情形，以大數據手法所建構

的能耗數學模型，讓能源管理智慧化，才是可

行的解決方案。

三、	能耗數據分析及管理的方法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主要目的是要了

解一個或多個自變數和一個因變數之間的關係，

從中建立一個適當的迴歸方程式來表示這個關

係，並且利用此方程式來解釋和預測因變數。

常見的迴歸分析手法有兩種，如果在分析過程

中只考慮一個自變數，稱為簡單迴歸或單變量迴

歸，主要用以討論兩變數間的關係。當有多個

自變數都會對因變數產生影響時則稱為多變量迴

歸。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多變量迴歸的方程式了解

各個自變數對因變數的影響程度多寡。當自變數

改變時，也可以利用此方程式來計算對應此的改

變因變數的預測值為何。

能源管理的方法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在2011年公告，

目的是使組織建立所需的系統與過程以改善能源

圖一　影響能耗表現的變因眾多且非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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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式 : y=f(x)。以單變量迴歸來說，方程式

即為 y=ax+z，我們就以此單變量迴歸方程式來說

明能源基線，其中 a稱為迴歸係數，而 z代表截

距，在能源管理中 z則常稱為基載，例如以設備

耗能來說可以把 z視為待機電力，也就是在設備

不在運作狀態時亦持續消耗的能源，若假設x代

表為產量而y代表能耗，則透過此迴歸方程式可

以預測當產量發生改變時會消耗的耗能。

能源管理系統

實務上要建構能耗數學模型其實有其難度，其

原因就如前述影響變因多且非線性，通常需要

由統計專長人員透過SAS、SPSS建構能耗數學模

型。實際上工廠並非恆久不變，產線與產品經

常得變更、製程參數也常調整，這些都會改變

實際能耗狀況，因此能耗數學模型也得因應修

改。

Mr. Energy能源管理系統依據 ISO 50001的精

神，利用內建之迴歸分析、主成份分析等進階

分析模組，可建立能源基線、分析績效指標，

達到管理監控能耗狀況的目標。如下圖範例中，

透過在過去能源使用期間 (此期間稱之為基線期 )

所收集的所有耗能變因與EnPI的一系列數據，

以迴歸分析的原理來建立能源基線，然後再將目

前欲評估能效的這段期間 (稱之為報告期 )之耗

能變因實際數據代入此能源基線的數學模型，推

估出合理的EnPI數值。最後將所推估的數值，

與實際現場監測設備量測到的能耗數據做比對，

確認能源使用績效是否有改善。使用者不需要使

用統計軟體，只要將所有可能的變因全部匯入，

系統就會協助找出最佳的能耗數學模型。如此

一來，當產線 /產品變動時，就可以即時更新模

型。

四、	智慧能源管理平台

在具備能源資料收集以及專業數據分析功能

後，下一步需要思考該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料及

分析結果，轉化為能輔助決策的資訊，做為高

階管理層在管理經營時的工具。

一個上層管理平台應以企業管理的角度為出發

點，提供高階管理層鳥瞰的視野，可以連接來

自各廠的能耗數據、分析結果、績效評估等資

料，並在同個畫面上綜合展示，無論是要單看

各廠的耗能狀況分析，或是統整全企業的能源數

據，進行各廠之間的比較、各類產品生產的耗

能比較，簡化跨廠區能耗基準評估的複雜度。

而隨不同的時空環境變化下，能源管理策略

隨時會調整，此時管理者需要查看的資料種類，

圖表型式也會因此而不同，例如橫向比較各廠能

圖二　透過Mr.Energy能源管理系統建立之能源基線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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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使用狀況、綜觀全公司整體耗能量等等，所

以依照各種不同的使用需要，管理平台應該具備

更大的彈性及自由度，提供可以自由選擇想要

分析的資料來源、資料點、圖表類型等的工具，

讓使用者可快速且便利的取得有用的參考資訊。

並且讓每個管理者、使用者依照自己的需求、

喜好去調整每個圖表的大小及位置，依照使用情

形如報告資料、會議討論需求等等不同的情境，

去做最適當的畫面呈現，增加管理工作的效率，

達到能源管理的目標。

五、	經驗分享

案例一：全企業能源管理平台架構

國內某大型工廠提出能源管理及資訊整合的想

法，我們透過Mr. Energy系列產品的整合，替業

主規畫一個從下而上，從數據收集到資訊呈現平

台的架構，不僅提供一個健全的能源管理系統，

也同時整併其他廠內相關生產、營銷資訊。此

架構連結兩廠的資料，讓管理者能在一個畫面上

隨時快速地檢視需要的各種資料，同時具備專業

的數據分析模組，前端的數據收集也保留將來若

有其他資料來源要接入時的彈性，實現一個串連

自上至下的自動化、智慧化的完整系統架構。

案例二：節能分析手法

利用Mr. Energy能源基線的功能，協助某製造

廠進行能耗診斷及節能分析。

第一步：診斷各產線適合生產的產品

- 當產線甲的機台資料收集完整後，建立產

品A的能源基線模型：

 Y(單位產品能耗 ) = a × X1(產品A之產量 ) 

圖三　Smart…Energy…Center（SEC）的仿動態磚自訂畫面

圖四　透過Mr.…Energy整合實現智慧化能源管理架構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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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X2(室外溫度 ) ＋ n

- 將其他同樣可生產產品A的產線數據套用

到此能源基線上，即可比較不同產線生產

同樣產品時的能耗績效優劣。

- 利用此方法可以找到最適合各產品的產

線，做為生產排程時的參考，盡量將各產

品安排在最適當的產線。

第二步：測試具節能效益的操作參數

- 產線甲機台之資料經過長時間收集後，產

生的能源基線包含多變數：

 Y(單位產品能耗 ) = a × X1(產品A之產量 ) 

＋ b × X2(產品B之產量 ) ＋ c × X3(產品

C之產量 ) ＋ d × X4(室外溫度 ) ＋ n

- 針對此產線每隔一段時間進行參數微調，

調整之後執行即時能源使用績效監視，藉

以找到能源使用績效最好的操作模式。

- 透過此手法不斷的調整，直到掌握每條產

線機台生產的最佳操作參數為止。

六、	結語

因應各項軟硬體科技的發展趨勢，在能源管理

系統中納入這些技術的概念已逐漸成形。創新的

系統架構能讓資料加值、分析自動化、管理簡

化，從而創造競爭力。

而如同工業4.0要將上下游產業鍊串連起來的

概念一樣，在節能的領域同樣要從現場端到高階

管理面連接在一起，才能讓耗能達到最有效的控

制。從現場端透過巨量資料收集，進階數據分

析讓能管人員快速的評估耗能績效，最後以清楚

明瞭的資訊呈現，提供層峰管理者一個簡單化、

視覺化的資訊畫面，提高管理及決策時的效率以

及可靠度，並且同時降低資料管理及分析的人力

與時間成本，實現一個真正的智慧能源管理系

統。

圖五　評估生產各產品最適當的產線之方法

圖六　評估產線最具節效益的參數設定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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