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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理事長的話—2019年新年ESCO的展望

理事長的話—

2019年新年ESCO的展望

時
間過得真快，轉眼間2018年已別離而去，新

的年度2019年即將到來，在除舊布新的時程

中，我們ESCO協會也要來檢討過去展望未來，從

過去的經驗來創造出更多未來的新景，所以在新年

度蒞臨之刻提出下列期望與我們會員共勉之：

首間回顧2018年這一年其實有大變動的事件較

少，不像2017年有電業法修正推動電力市場自由

化，發展綠能與排除核能等重大項，甚至還有815

全國大停電事故的發生，相對的在今年僅有將再生

能源2025年佔能源配比20％納入於法以符合政府政

策在2025年全國能源配比再生能源20%、燃煤30%

以及燃氣50%之目標，另方面在能源市場油價持續

下跌，總而言之變動不大，惟在2018年11月份辦

理之公投中有二項將會影響未來國內能源結構，一

是為降低空污問題提出空污公投案通過後，未來全

國火力電廠的發電量每年減量約1%，就有約20億

度，這對於目前南電北送造成北部電力供應不足更

具壓力，另外一案以核養綠公投通關，促使政府不

再有2025年非核發電的期限，但核一、核二及核三

都將在近幾年除役，則整個能源結構都需再重新檢

討改變，不過從今年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4）在

波蘭開會結束後各國並無達成共識之具體方案，僅

通過巴黎氣候協議的規則手冊，惟共同了解到要解

決氣候問題減低碳排放量，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提高

能源的效率仍是未來重要的主題。

在2018年國內能源市場環境變化的諸多因素中，

我們可以歸類如下幾項不確定因素也是我們ESCO

產業發展之利基：

一、 未來國內能源結構仍需再作檢討修正。

二、 由於空污問題未來燃煤機組發電量將受影響。

三、 北部電力供應不足的壓力仍然存在。

四、 再生能源推動仍難能如預期可達成20 %。

五、 全國電力供應仍處於不確定的可靠度下，缺電

機率仍然存在。

六、 由於發電結構改變，電力價格上漲機會增加，這

些將是今年以後會逐次面對有待解決的問題。

不論前述問題如何複雜或有所變動，危機就是轉

機，惟一不變而且必須立即去做永續經營的就是要

先從節約能源著手，節約能源就是我們ESCO產業

執行的工作也是我們的使命，所以可以預期在新的

一年將是我們ESCO產業可以充分發揮的一年，我

們面對問題積極的推動節能，有助於協助解決前述

之困境更能創造更多市場商機，促進經濟的成長，

因之協會將朝幾個方向努力推動：

一、 擴大推動ESCO產業的發展，讓更多人了解

ESCO產業的重要性，而能積極參與或投入

ESCO產業未執行節約能源的工作。

二、 提升ESCO的技術水準，節能工作技術日新月

異，為能使節能工作落實成效，技術的提升相

當重要，目前有許多技術如智慧雲端資通、節

能量測驗證、分散電源、大數據分析應用及高

效率設備開發等技術，ESCO業者會員要參與

加入研究、開發與應用行業，才能落實節能成

效，讓ESCO產業發揚光大。

三、 節能減排是政府政策，要擴大成效由ESCO推

動最能落實有效，如何能輔導ESCO產業，使

其成長壯大將積極與政府及相關單位溝通協調

，協會可扮演更好服務會員與配合政策推動的

角色。

新的一年，期望ESCO產業有更好的發展，會員

們新年新希望，事事如意、業務宏圖大展！

 理事長楊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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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中心健康照明之研究

　劉旻忠 黃祺峻 
工研院綠能所 智慧節能系統技術組

摘要

本
研究以竹東長安養護中心為驗證場域，照

明系統主要是針對年長者生理與生活而設

計的照護光環境，整體照明環境改善後，照度

與均勻度都有顯著改善與提升，而在節能方面，

照明用電密度下降25%，系統節能達26%。藉由

本研究之樂齡光環境控制系統的導入，將對年長

者提供有益身心健康之優質且節能的光環境。

關鍵字: 醫療照護、樂齡、健康照明

一、前言

年長者隨著年紀的增長，各項生理狀況也將月

趨衰退，對於照明的需要也會出現差異與特殊

性，年長者除了眼睛與相關器官老化帶來的視覺

退化外，在內分泌、生理時鐘與認知安全上也

會有改變，相關的研究指出藉由照明可以改善年

長者生活品質，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項討論 :

  眼睛退化與視覺補償

年長者由於眼睛水晶體黃化，以及眼角膜耗損

的緣故，其眼睛光學器官透光度下降，且容易

造成視覺成像的誤差，因此除了需要較強的照明

強度外，也會需要較高色溫光源，來補償水晶

體黃化所帶來的色偏。其次，較高的亮度與較

佳的演色性，可以協助年長者正確識別物體的顏

色與不同物體間的對比，增加空間認知，縮短

反應時間，減少誤動作所帶來的生活風險，例

如取錯藥瓶或距離判定不準確所造成物件掉落或

跌倒。高色溫光環境的另一項優點是東亞人文化

與使用習慣上喜歡高色溫的照明，這樣感覺較為

明亮。然而，高色溫與高亮度的照明環境，對

於體質較為脆弱的年長者而言，有較高的風險

需要評估，例如高亮度的環境下眼睛容易疲勞，

高色溫的藍光成分較高容易造成非必要的生理衝

擊，影響內分泌與生理時鐘等，因此照明條件

需要能隨需求與時間而改變。

  年長者的生理時鐘

自然生理時鐘是在人體不受外在干擾的情況

下，自我調節身體的規律與週期，人類的自然

生理時鐘平均24小時為一個週期，健康的人所

有內分泌與器官活性，均於自然生理時鐘週期內

完成變化循環。然而，並非每個人的自然生理

時鐘周期都剛好為24小時，年紀小的兒童與少

年，自然周期較長，年紀大的長者，自然周期

較短，這也是為何學童容易賴床，長者卻能輕

鬆早起的原因之一。然而，當自然週期與社會

作息都剛好是24小時的情況下，都需要各項規

律來幫調整生理時鐘，而光的刺激是調整生理

時鐘方法中，較為重要且成本相對低廉的一種，

如何將年長者超前的生理時鐘作校正，即是優質

光環境可以帶來的益處。在技術上，若要調整

生理時鐘，可以在適當的時間給予適合的光線刺

激，若能搭配作息的調整與個人化的光照紀錄，

則可再進一步精確地給予個人「光處方」，改善

因生理時鐘不同步帶來的影響。

二、光照對年長者相關研究

關於光照對年長者的影響相關研究文獻不

少，主要為調整生理時鐘、改善睡眠品質，甚

至是針對阿茲海默症的光療法的文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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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養護中心健康照明之研究

2007年Burns的團隊研究，發現阿茲海默症和

癡呆症 (ADRD)患者在連續兩週，午前10-12時

以 10,000 lux的強光照射，其Cohan-Mansfield 

Agitation Inventory(CMAI)以及Crichton Royal 

Behavior Rating Scale(CRBRS)兩種量表皆有改善，

也就是強光刺激可以減緩阿茲海默症等之年長者

腦部功能退化 [1]。然而此類強光刺激多用高亮

度的光照來實驗，無法依據此類研究結果作為

日常照護中的優質光環境。以下相關研究文獻，

其運用的照明參數則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有潛

力可以加以應用的照明條件。

在改善睡眠方面，美國照明研究中心Figueiro 

和 Rea在2005年以護理之家的居民當作受測者，

利用傍晚時段照射低亮度 (眼部30lux)的純色光，

對比640nm與470nm兩種波長，作受測者交叉

測試，結果在夜晚睡眠效率上發生顯著影響，

以接受短波長（ 470nm）照射之受測者其睡眠效

率較高 [2]。而Fantana Gasio的研究團隊在2003

年同樣是以護理之家的居民當作受測者，在模擬

自然光的變化基礎下，動態調整全天的照明條

件，並以平均200lux作為基礎，結果在適當的

調光規律下，受測者的睡眠進入時間與睡眠長度

均得到改善 [3]。

對 於 綜合老化症狀的大規模 測 試 上 ，

Riemersma-van der Ler 的研究團隊在2008年以前

花費將近四年時間針對189位照護機構的居民作

測試，在長時間全日間高照度 (1000lux)與低照

度 (300lux)的雙盲交叉測試下，發現受測者的認

知功能下降情況減緩5%，憂鬱症狀改善19%，

而生活機能限制改善了53%[4]。然而在應用上，

超出一般使用情境的高照度，不僅浪費照明能

源，也會對使用者帶來不適，加速生理壓力的

累積，因此如何規劃適度照明，來降低副作用

即是重要課題，此外Rea的研究團隊發現，改變

光源所帶來的生理刺激會不同 [5]，因此在應用

規劃上，亦可以依照需求來選用或動態調整光

源。

除生理調整外，在視覺與空間感的助益上，

Figueiro的研究團隊作了新式的夜間照明 [6]，可

以增加受測者重心轉移與重建平衡速率，並且在

後續研究中，也證實了可以改善使用者在空間中

行走的步幅與步頻，亦即藉由光源改善空間感建

立效率，應用上不僅能降低年長者跌倒的風險，

也可以強化年長者在空間中活動的信心，增加生

活自理能力，減輕照護工作的負擔。

綜合相關研究文獻與對照明的經驗，我們設計

與歸納出適合年長者之健康照明系統，並實際應

用於醫療照護場域。

三、實際照護場域驗證

針對實際照護場域內的住民活動空間設計光環

境，藉由提升照度與均勻度來提升舒適性與安全

性，進而帶來改善健康之效益。根據文獻 [4]與

其他相關研究的結果，改善照度並依照日夜節律

作動態調整，可以減緩年長者認知功能下降與改

善憂鬱指數，此外根據研究 [3]的結果指出，在

適當時間提供適當的光色，可以改善年長者的睡

眠情況。因此，本照明改善研究有兩重點，首

先是提升燈具的效率與安裝數量，使照度與均勻

性全面提升，另一個重點則是利用可調色溫的燈

具，配合依時作節律控制，實現在住民的居住

範圍中提供樂齡光環境控制。

  光參數調置

從早上住民陸續起床後，主要區域的亮度與

色溫，會隨著時間自動改變，提供住民最健康

的照明條件。其中亮度最大的條件下，其空間

中工作面最大照度約為800lux，此照度相當於一

般辦公室與會議室中的設定。最大亮度且色溫

6500K的時間在早晨與傍晚各兩小時，其餘的日

間則提供中亮度與4000K之色溫，夜晚則逐漸降

低亮度與轉換成暖色溫。

而住民的個人床位，除了開燈時主動提供樂齡

光環境控制，也可依據照護工作需求以及個人意

願，選擇較為明亮的照明或是適合夜間與午睡休

息之小夜燈情境。

  照明硬體的設置

實際場域硬體部分，首先將場域中所有格柵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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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燈更換為LED平板燈，而在數量上，因應照

度與均勻性的提升，將原本中央公共區域的燈具

間隔縮小，因此增加了平板燈具數量，平板燈

為額定功率30W之可調色溫燈具，因此能實現

樂齡光環境控制所需之動態光環境條件。活動區

之實際照明改善前後照片如圖1所示，整體空間

照明呈現較為明亮與均勻，其中照度較原先的照

明系統增加兩倍有餘；在早上10點時採高色溫

最大亮度，活動區經實測照度為670 lux，燈具

間照度為440 lux。實際護理站改善前後請見圖2，

由於燈具密度增加的關係，桌面明顯變明亮，

且由動態照明控制提供符合生理需求之亮度與

色溫調整，提供較舒適之光環境，能減緩照護

人員的疲勞。護理站經實測燈下最大照度為990 

lux，燈具間照度為750 lux。

  照明用電的改善

原本層樓燈具額定功率加總約為3700W，樓

地板面積為552.42平方米，照明用電密度約為

6.7W/平方米，燈具置換後額定功率加總約為

2800W，樓地板面積為552.42平方米，照明用電

密度約為5.1W/平方米，較改善前減少約25%，

且經裝設分區電表記錄本層樓的照明用電，比較

換裝照明系統前後，系統節能約26%。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由於台灣逐漸邁向超高齡化社會，機構式照護

的需求勢必越來越多，可藉由照明系統增進年長

者的健康，亦可提升照護人員服務品質。本研

究在照度與均勻性的改善上皆有實質改善，照

度較原先的照明系統增加兩倍有餘，並能隨時

間動態調整，維持舒適與符合生理時鐘的需求。

在節能表現上，全面換裝高效率LED燈具，雖

然數量上有增加，且公共場域需全天候開燈，

但整體系統節能仍可高達26%的節能，此健康

照明系統對於在生理健康與視覺舒適上的改善，

更是值得投資應用的，此研究結果將作為未來

照護照明系統開發的重要依據，本文之主文曾

發表於第二十四屆海峽兩岸照明科技與營銷研討

會上，此文為原作者精簡後版本。

致謝: 

本研究感謝經濟部能源局「LED照明與系統節

能技術研發計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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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一號-5G綠能物聯網行動能源平台

一、前言

時
序將進入2019年，2019年將是5G發展

商用最重要的一年 ! 世界各國電信設備通

訊大廠，無不摩拳擦掌積極準備應戰，那什麼

是 5G ? 國際電信聯盟 ITU將5G系統正式命名

為 IMT-2020，並定義 IMT-2020三大主要應用方

向可分為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 (eMBB；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巨量多機器型態通訊

(mMTC；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超高可靠度和超低延遲通訊 (URLLC； Ultra-

reliable and Low-latency Communications)及八大性

能指標 (8KPIs)。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 ITU之 IMT-2020計畫標

準，5G需達到滿足八大性能 (KPIs)，5G的傳輸

速率峰值可達20Gbps，其中下載速度為20Gbps，

上傳速度為10Gbps，延遲速度最低可達1毫秒

(msec)，方圓一平方公里內可連接百萬個裝置，

　林禹丞執行副總 
神奇一號發明人 

茂勝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未來5G下載一部4K電影，可能不需要到10秒。

國際標準組織 3GPP(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3代合作夥伴計畫）於2018年6月14

日再聖地牙哥宣布完成制訂第一版 (R15) 5G 行

動通信技術標準，加速2019商用進程。現階段

以美國電信商Verizon最為積極，預計其 5G 行動

網路將在 2019 年初正式上線，在台灣，政府將

於2019年初提出5G相關政策，加速通動5G相

關產業，在電信業者於則是以中華電信及亞太電

信最為積極，分別取得5G實驗網路執照，將於

2019年進行試驗並計畫推出商用方案。

二、神奇一號創新科技共創應用

神奇一號是由茂勝科技顧問公司，研發設計並

取得日本等多國專利，並和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合作，在科工館南館演講廳前戶外廣場設置全球

首座示範場域，於日前 (11月1日 )正式啟用並

圖一、ITU…定義5G系統(IMT-2020)必須滿足八大性能(KPIs)及三大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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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國際級太陽能大廠 -元晶太陽能310W高效

單晶模組 (符合能源局規範 )，為台灣第一家通過

經濟部自願性模組認證，不僅連續五年獲頒金能

獎，還擁有多項國際專業認證。

• 採用長園科技氧化鋰鐵磷LFPO電池，能量密

度高、壽命長、環保無毒符合RoHS規範及電

池安全性高：無起火/爆炸之危險性。

• 磁共振6.78MHz無線充電平台，符合國際無

線充電聯盟(AirFuel Alliance)認證，提供16W

高功率無線充電，可同時提供多個行動裝置

使用(ISO或Android系統均可)，並提供BLE帶

外通信，通過FCC/CE/NCC認證，而AirFuel 

6.78MHz磁共振無線供電標準獲得多個國際標

準化組織認可，2017年五月，IEC國際電工委

結合各專業領域合作夥伴啟動5G綠能物聯網共

創應用大會。

神奇一號是獨立型太陽光電系統，採用發電

原理是以太陽光照射在太陽光電模組之光電晶片

(solar cell)上，使晶片吸收太陽光能透過圖中的

p-型半導體及n-型半導體使其產生電子 (負極 )

及電洞 (正極 )，同時分離電子與電洞而形成電

壓降，再經由導線傳輸至負載。簡單的說，就

是利用光電晶片吸收300nm-1100nm波長之太陽

光，將光能直接轉變成電能輸出。輸出電能經

由導線傳輸至儲能鋰鐵電池，而神奇一號無線充

電、空品及聯網裝置、照明等設備所需之電力，

皆由儲能電池所供給。

神奇一號採用台灣大廠在地製造之關鍵元件 :

圖二、ITU-R規劃之IMT-2020發展時程表

圖三、神奇一號11月1日啟用並結合合作夥伴啟動

5G綠能物聯網共創應用大會。

圖四、科工館陳訓祥館長及TAESCO協會楊正光理事

長體驗神奇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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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通過IEC 63028無線充電國際標準，採用

AirFuel磁共振無線供電標準。2017年六月，國

際通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門ITU-R，正式推薦

6.78MHz為是世界通用無線供電頻率。2017年

九月，擁有33個會員國，總部在泰國的亞太電

信組織通過6.78MHz為亞太電信組織唯一推薦

無線供電頻率。6.78MHz是日本唯一法規認可

的磁場耦合式是無線供電頻率!日本總務省做

過完整研究，基於6.78MHz無線供電技術，即

使輸出到100W，也不會干擾室內的任何其他

電器設備，是唯一可以與室內所有電器共存的

無線供電技術 !

三、神奇一號在5G物聯網之市場定位

5G是未來的網路，5G的速度是4G的100倍

以上、延遲時間卻只有十分之一，未來5G商轉

後，一個5G基地台，一平方公里內可連接百萬

個裝置。而5G的通訊特性就是高頻寬、低延

遲、巨量物聯應用。5G商轉後之創新應用將有

助於媒體及娛樂業、汽車及公共運輸業、醫療

衛生及能源與公用事業等產業發展。

物聯網 (loT)發展至今已相當成熟，但什麼是

物聯網的第一步 ? 那就是”電力”，而神奇一號

在5G物聯網市場定位，就是5G綠能物聯網行

動能源平台 (Mobile Enegry Platform，MEP)，實

務應用之效益 :16W高功率無線充電可同時提供6

支手機使用 (ISO或Android系統均可 )

1. AQI空氣品質資訊及微氣候溫濕度

2. 5G WiFi 聯網

3. 夜間LED照明

未來結合新一代5G通信技術成為5G行動能源

平台 !

經由綠能發電提供電力給未來搭載在神奇一號

上的5G小型基地台 ( small cell)使用 ，適合應用

場域如大型園區、戶外體育場館、遊樂園、觀

光景點等人潮眾多地方，將可提供Gbps級高速

網路給數千個行動穿載裝置如智慧型手機、智慧

型手錶、平板電腦、VR眼鏡同時聯網使用。

圖五、太陽光電發電原理 圖六、IEC國際電工委員會通過IEC…63028無線充電國際標

準，採用AirFuel…6.78MHz磁共振無線供電標準。

圖七、國際通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門ITU-R，正式推薦

6.78MHz為是世界通用無線供電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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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亞太電信組織APT通過6.78MHz為亞太電信組織唯一推

薦無線供電頻率。

圖九、神奇一號系統介面及應用介紹

圖十、神奇一號各項創新應用功能展示。

四、結語

神奇一號將往新一代5G創新應用邁

進，茂勝於12月19日參加中華電信

5G加速器遴選，如順利入圍將可參加

明年2月5G實驗網路之互通性測試，

並參加第3季將開放5G創新應用驗

證，將推升神奇一號進軍國際市場 !另

外，茂勝也積極和新創共享機車業者

來進行合作討論，期盼透過5G創新應

用服務，在能源及車聯網應用上，讓

新的商業服務更加精進，找到5G獲利

商業模式。

11. CAEC長園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亞太電信5G實驗網網站

13. 5G 到底有多厲害？談新一代通訊技術發展與演變 TechNews科技新報. 

[2018-05-04] （中文（台灣）�）. 

14. 首個完整 5G 標準出爐，朝 2020 年商用時程邁進. TechNews 科技新報. 

[2018-06-19] （中文（台灣）�）. 

15. 還看不懂什麼是5G？從定義到各國電信商發展進度，都在這篇5G知識

懶人包中.

16. INSIDE《合作媒體》PINGWEST. [2018-07-11]

17. 明年上路！美電信龍頭Verizon完成5G手機網路測試. 匯流新聞網. [2018-

11-15]

18. 發展智慧城市 5G是首要關鍵工商時報 [2018-11-16]

19. 商機喊燒 台版5G政策元月出爐.工商時報 [2018-12-16]

20. 太陽能多功能裝置 無線充電馬ㄟ通 .新高雄新聞 [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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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泵浦節能診斷技術

三、迴轉動力泵動力說明

泵浦節能診斷技術
　陳建龍 

殷聖工程有限公司技術部經理

前言:

二
氧化碳造成的溫室效應，包括極端氣候的

頻率，暴風雨強度增強、冰山溶化、海平

面上升，所帶來的災害，已逐漸發威，若不加

以管制，地球生態將受到嚴重的損害。故CO2

減產的執行已迫在眉睫。

目前地球上CO2的三大主要產生源於電力、

交通及工廠，台灣的發電以火力發電為主，約

占總發電量之82%左右，因此減少用電對減少

CO2是最直接的幫助。

在台灣，馬達用電占全國總用電量的46%，泵

浦的用電占馬達用電的22%，依經濟部統計處公

布電力消費概況，2017年增至2614億度，創歷

年新高，光是泵浦的耗電量就高達264.5億度，

是耗電可觀的設備之一，為能效改善實施的首要

標的項目。

二、

影響泵浦系統效率最大的因素是管路流動損

失是否精準計算，而無取用過大安全系數之嫌，

而造成阻抗曲線高估。

實際應用上，泵浦的操作點是決定於管路阻

抗，泵浦性能曲線與等效阻抗曲線的交叉點才是

操作點 ，目前泵浦的實際操作點往往落在大流

量區域的低效率區居多，因為實際的管路阻抗曲

線沒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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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量測

HIOKI 3169-20/21 – 三相電力分析儀

˙流量量測

OMEGA FD-7000 – 超音波流量計

˙壓力量測

ZeHeart – LED數位式壓力錶 (20、7、2)

˙液位量測

GEOKON 4500S – 壓力式水位計

泵浦的流功在經過最高點後正逐漸減少；但馬

達耗電功持續增加，此時馬達過載成重要議題，

也就是泵浦的操作點不應落在這些低效率區。

五、殷聖泵浦線上量測儀器

量測儀器介紹:

 
 

四、 
流功 – 耗電功曲線與耗能比 

 
泵浦的流功在經過最高點後正逐漸減少；但馬達耗電功持續增

加，此時馬達過載成重要議題，也就是泵浦的操作點不應落在這

些低效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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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功—耗電功曲線與耗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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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泵浦節能案例與評估

六、量測方法

五、殷聖泵浦線上量測儀器
量測儀器介紹: 

․電力量測 

HIOKI 3169-20/21 – 三相電力分析儀 

․流量量測 

OMEGA FD-7000 – 超音波流量計 

․壓力量測 

ZeHeart – LED數位式壓力錶 

(20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𝑐𝑐2、7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𝑐𝑐2、2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𝑐𝑐2) 

․液位量測 

GEOKON 4500S – 壓力式水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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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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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電 
盤 揚 

程 
H 

分 三 
析 相 
儀 電 

  力 

At 

Ar 
As 

Vt 

Vs 

Vr 

耗能 V.A.W.PF 

DAQ 
Master 
(建置中) 

7-1線上性能量測表 (葉輪汰換前) 7-2線上性能量測照片 (葉輪汰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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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案例一 XX化工

7-4線上性能量測照片 (葉輪汰換後)7-3線上性能量測表 (葉輪汰換後)

 

案例一:  X X化工 

整修泵浦並依其操作點設計新葉輪更換                      

 
 

 
 
 
 

 
 

 
 
 
 
 
 

 
 
 
 
 
 
 
 
 
 
 
 
 
 
 
 
 
 
 
 
 
 
 

舊泵殼+舊葉輪    舊泵殼+新葉輪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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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泵浦節能診斷技術

 
 

依操作點設計新泵浦 
直接汰換舊泵浦評估 

 

  

 

 

 

 

 

 

 

 

 

 

 

 

 

 

 

 

 

 

 

 

 

 

 

舊泵殼+舊葉輪     新泵殼+新葉輪 7-6 
7.6依操作點設計新泵浦直接汰換舊泵浦評估

泵浦汰換前、後兩者幾乎相同的輸出流功，

在實際量測時，兩者測得耗電功具明顯差異

時，以節能的潛力值=(汰換前耗能比 -汰換後耗

能比 )說明。

兩者的差值就是可以具有節能的潛力值，代

表每單位流功所額外浪費的電力，把每一台泵

浦的潛力值乘以流功，即 (汰換前耗能比 -汰換

後耗能比 )*汰換前流功，就可以換算一年可節

省的電費。

八、結論

◆等效阻抗曲線是簡單有效觀念，等效阻抗

曲線是代表管路在某一時間點特性。

◆等效阻抗曲線是未來泵浦選用的基礎，原

始設計只是計算值，並不精確，現場量測值才

是現況值。

◆流功–耗電功曲線才能正確表現泵浦在更新後

的節能效果，耗能比的物理意義比總效率更能直截

表現出省電的潛力。

◆目前泵浦線上量測，是件費時費力之事，發展

量測數據同步擷取並彙整資料計算且出具報告給客

戶，提高線上量測的高效性及靈活性。

九、參考資料

• 泵浦與能源效率-台灣ESCO會訊(第16期)–黃建

民博士(國立勤益科大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 泵浦系統整合及能效診 (2018.06.07)–簡煥然講

師(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顧問)

• 泵浦現場量測設備說明與案例(2016.04.14)–沈宗 

講師(作者:沈宗福、簡煥然、吳江龍、盧江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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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
著大數據與巨量資料分析技術興起，各國

開始有研究計畫結合專家系統與勸誘式節

能技術，建立雲端平台，提供智慧化家庭用電

分析，讓家庭住戶可以了解自身用電行為與鄰近

同類型家庭之間比較是否有改善空間，與相關節

能手法，提升節能意識，進而形成一個以節能

為專業主題之能源網路社群。

專家系統可應用於家庭節能諮詢與改善，美

國能源局 (U.S. Department of Energy)、環保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及加州能源

委員會 (California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主

導與開發，於1996年發展出名為「Home Energy 

Saver」專家系統平台 [1]，收集大量家庭背景資

訊。

用戶登入平台，自行輸入多項耗能習慣問題，

該系統會提供節能改善建議，僅限美國地區使

用，至今每年約有一佰萬人使用，其中90%為

實際家庭用戶，10%為房東，每年每戶約可節

省20%以上的電費支出，並為美國政府帶來政

績。

英國「Home Energy Trust」網路公開住宅節能

資訊平台 [2]提供英國住宅人民在家裡節能之各

種建議以及方法，如：再生能源利用、建築板

材之選擇、各家電設備之汰換 (能源性能證書之

判定 )等等，並同樣透過相關補助以及獎勵鼓勵

住宅民眾根據自身用電行為之改變自發性節能節

電。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提供智慧家庭類似服務平

台－電氣家計簿 [3]，包括節能訊息、可視化用

電服務、同等規模用戶分析等資訊給不同族群

用戶，以幫助用戶採取更有效的節能管理行動，

並提供用戶採取相關作為所產生的量化效果 (例

如：成本節約或獎勵 )。

人們常因疏忽而有耗能、浪費資源、破壞環

境等行為，透過上述資料顯示，人們的不良耗

能行為可透過智慧化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人機

互動、有趣的方式來提醒目標用戶與宣導節能教

育來改變人們的不良耗能行為。

然而，台灣住戶每兩個月一期的電費單僅有本

期用電量與去年同期用電量等資訊，住戶難以理

解自身長期用電行為是否異常，沒有適當資訊與

教育，缺乏省電動力，且在個資法保護與隱私

考量下，高用電目標用戶互動管道不佳、參與

吸引度不足。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資料探勘的分

群分析技術與多元的用電分析應用設計，提高住

戶對自身耗能的理解，進而提升節能意識。

二、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平台

本研究計畫 -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工作，

目前已開發完成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雲端平

台 [4]，服務對象為北部縣市一般家庭之表燈非

營業住宅用電戶，提供家庭住戶節能社群網路平

台，可加強目前紙本電費單只提供有限資訊與繳

費用途，以提高民眾對自身用電關注程度。

此雲端平台目前共設計了10多種用電分析視

專家系統互動式雲端節能服務

與家庭用電行為分群標籤

 黃柏翰 蔡宗成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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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化圖表，如下圖1，可分為自我用電比較、分

群分析，以及節電宣導三大面向。自我用電比

較依據時間長短不同可分為期、季、年；分群

分析則將相似家庭進行用電比較、排名，家庭

住戶只要輸入簡易家庭資訊，包括人口、坪數、

建物型態與用電資料調閱，即可與家庭條件相似

之鄰居家庭進行耗能比較；節電宣導提供住戶可

簡易進行的節電行為，落實自發性節能。

以下說明較具代表的用電分析應用設計：

1.本期用電分析

此圖提供住戶最新一期與去年度同期的用電比

較，透過長條圖住戶可以清楚看出兩年同期的用

電差異。另外也提供最新一期的電費計算公式參

考，讓住戶了解累進電費計算級距，提醒節約

用電，避免進入高費率用電級距內，達成節費

目的。

2.近期用電與全體示範住戶平均用電量比較

此資訊圖表結合長條圖與折線圖，長條圖代表

該住戶本年度歷期用電量，折線圖則為所在縣

市之全體示範住戶平均用電量，透過兩種圖示，

住戶可以簡易看出整年度在全體示範住戶中的用

電表現。

3.夏季與非夏季用電量圓餅圖

夏季一般為用電高峰，因此特別提供住戶夏季

與非夏季用電統計圖表，透過圓餅圖住戶可清楚

看出夏季佔整年的用電比例。

4.全體住戶夏季與非夏季用電量圓餅圖

此圖為住戶所在縣市之全體示範住戶夏季與非

夏季的平均用電統計，計算方式與住戶夏季與非

夏季用電圓餅圖相似。透過兩張圓餅圖，幫助

住戶了解其在全體示範住戶中夏季用電的表現。

5.累計節電分析

累計節電圖以階梯圖設計，透過階梯的上升與

下降，可以快速看出節電量變化，並輕易找出

節電瓶頸月，住戶可藉此檢視該月份連續兩年的

用電習慣是否不同，自我調整與修正。

歷史累計節電是住戶去年用電量與前年同期相

比，節電量總合，如下圖2。

從圖2中可以看出該住戶在上半年節電表現良

好，卻因夏季用電量較高，導致10月節電量為

負值，並一次將上半年累計的節電成果抵消，

甚至累計為負。本研究認為若住戶在夏季有用電

需求，如開冷氣，平時可努力節電，到了夏季

用電稍多，也不至於將節電成果付諸流水，整

年節電量仍可持續正成長；反之，若住戶於冬

圖1.…雲端健檢平台用電分析資訊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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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有較高的用電需求，如：開暖氣、除溼機等，

其餘季節則可多加節電。

6.各期節電圓形圖

此圖方便住戶檢視累計至各期的節電量，當滑

鼠游標滑過節電圓形圖，便可看到該期的節電量

與累加到該期的累計節電量，當該期節電量為負

值，該期月份會以深色字表示以提醒住戶。

7.分群排名圖

分群排名圖提供住戶更進一步的用電資訊比

較，與規模相似的住戶群組比較、排名。雲端

健檢平台會依住戶提供的家庭特徵進行分群，

如：人口數、坪數、屋齡⋯等，即可與條件相

似之家庭互相進行耗能比較，參考指標包括：

條件相似的住戶平均耗能 (平均用電量戶 )、條件

相似住戶中的第一四分位數住戶耗能 (低用電量

戶 )，以及條件相似住戶中的第三四分位數住戶

耗能 (高用電量戶 )，如下圖3。

8.分群排名變化圖

分群排名變化圖提供住戶當年度各期的用電排

名，使住戶了解各期用電排名差異，如下圖4。

本研究同時利用排名表現進行策略研擬與節電

建議，找出高節電潛力目標住戶，提醒節電，

高節電潛力包含各期持續高排名住戶，以及排名

高變異住戶，排名高變異表住戶曾經屬低排名，

只要注意節電，即可回到低排名，是節電推動

的優先目標。

9.節電海報宣傳

提供示範住戶節電文宣海報，以可簡易進行，

不需花費太多操作成本與時間的節能手法，期望

示範住戶可落實節能減碳與自發性節能。

透過上述視覺化用電分析圖表，家庭住戶可以

很容易地評估自宅的耗能表現，進而找出浪費用

電行為之問題所在，並加以改善。

三、用電行為分群標籤

本研究找出家庭住戶與鄰近同類型家庭之間

比較是否有改善空間，是採用資料探勘中的

k-means分群分析技術 [5]，k-means分群分析一般

是先決定想分的群數，再進行分群，因此如何

解釋分群結果成為重要的議題。

以下說明本研究進行的分群標籤過程，以北部

某縣市181戶單月份示範住戶為例，依背景資料

如人口數、坪數、房間數、屋齡等搭配手軸方

法 [6]先將示範住戶分為6群。

接著列出各群的中心特徵，如下表1。表格首

先列出資料筆數，可以發現第2群筆數最多、第

4群筆數最少。

接著可以看到全部資料與各群在各個特徵的平

均數。若該群的平均值高於全部資料的平均值，

圖2.…歷史累計節電分析應用設計 圖3.…分群排名應用設計

圖4.…分群排名變化應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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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以綠色字表示，否則以紅色字表示。如果

該群為全部分群中平均數最高的一群，則會加上

底線。例如第3群的「人口」平均數為5.4，為

六個分群中最高的一群，以綠色底線表示。第

5群的「屋齡」平均值為3.4，為六個分群中最低

的一群，以紅色底線表示。

表2為示範住戶分群比較表。分群比較表更進

一步摘要了前述的各群中心特徵。分群比較表挑

出了連續型特徵，將各群的特徵分成「大於全部

資料平均值」跟「小於全部資料平均值」兩種。

以第5群來說，僅有「筆數」大於全部資料平均

值，其他特徵皆小於全部資料平均值。若該特

徵的平均值是為全部分群中最高或最低，則會加

上「 *」跟顏色表示。例如第3群的「人口」為各

分群最高的一群，則以「人口 *」表示。

下表3為示範住戶分群標籤表。依據群組的資

料特性整理出群組特色，再依據特色給予各個

群組命名。以第3群來說，「人口」和「屋齡」

是六個分群中最高的一群，其特色為人口最多，

屋齡最大，因此可以合理將第3群標籤為「老屋

大家庭」，同理標籤其他群組。

分群標籤賦予群組更佳的解釋性，並協助決策

單位看出群間差異，可針對不同特性的住宅群組

用戶進行更有效益的節電宣導。

四、結果與討論

隨著資料科學的興起，近年來國內外積極發展

專家系統，進行智慧化家庭用電分析。本研究

亦發展一雲端節能服務平台，提供多元的用電分

析應用設計與線上分群分析技術，協助各縣市政

府了解該區域用電行為資料，也讓家庭住戶可以

了解自身用電行為與鄰近同類型家庭之間比較是

否有改善空間。

另外，有了群組標籤將可協助決策單位針對不

同特性的住宅群組用戶進行合適的節電宣導，也

能更準確的傳遞家庭節能設備汰換資訊給予目標

住戶，達成更有效的節能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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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
於冰水主機負載最佳化

摘要

國
內空調系統耗電量約占住商建築物耗電量的

45%以上，其中冰水主機就占空調系統耗電

量的70%以上。半導體產業無塵室的空調系統耗電

量更為一般建築物的5-10倍。因此冰水主機最小耗

能運轉是建築物節能的重要課題。本研究提出二階

段微分演化演算法求解冰水主機負載最佳化 (optimal 

chiller loading，簡稱OCL)問題。二階段微分演化

演算法整合二進制微分演化演算法的全域廣度搜尋

(exploration)與實數微分演化演算法區域深度搜尋

(exploitation)的優點，藉由找尋冰水主機群最小能耗

操作點 (操作策略 )，達到空調系統節能目的。本研

究方法與其他參考文獻比較，其結果二階段微分演

化演算法可達到等於或優於其他演算法。因此證明

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可適用於冰水機群負載最佳

化問題。

關鍵字：冰水主機負載最佳化、二進制微分演化演

算法、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

Optimal Chiller Loading Using 
Two-stag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Chih-Chiang Ku, Chun-Yin Wu, Ko-Ying Tseng, Kuo-Shu 

Hung

In Taiwan, over 45% of the energy in common 

 曾科穎1 洪國書1 古志強2 吳俊瑩2 

1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2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buildings is used for air-condition system. In particular, 

the chiller plant consumes about 70% of the energy in 

air-condition system. The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of 

air-condition system in a clean room of semiconductor 

factory is about 5–10 times of that in a common building. 

Consequently, the optimal chiller loading in energy saving 

of building is a vital issue. This paper develops a new 

algorithm to solve optimal chiller loading (OCL) problems. 

The proposed two-stag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integrated the advantages of exploration (global search) in 

modified binary differential evolution (MBDE) algorithm 

and exploitation (local search) in real-value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DE) algorithm for finding optimal solution 

of OCL problems. In order to show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optimization methods has been done and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obtain similar 

or better solution in comparing with previous studies. It is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OCL problem.

一、 前言

根
據統計，國內大用戶建築之空調設備用電約佔

32%~54%，而冰水主機佔整體空調耗電的70%

以上，佔能源負擔極高的比重 [1]。多台冰水主機並

聯運轉的系統 (多冰水主機系統 )中，每台冰水主機

可獨立運轉，所以可藉由冰水主機彼此間的運轉排

程調度方式來提供場域穩定冷凍頓備載量與高彈性的

檢修調度 [1]，在大型的商辦建物內是很常見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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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冰水主機系統是由不同特性甚至是不同類型

的冰水主機所組成，如何能夠調配適當的冰水主

機組運轉台數與運轉控制點，使每部主機在最佳

效率下運轉為空調水系統一重要的節能關鍵。

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探討多冰機系統的最佳負

載分配 (optimal chiller loading，簡稱OCL)問題。

Chang[2,3]提出分支界定法與拉格蘭傑乘數法應

用於求解多冰水主機負載最佳化問題。除傳統數

值方法外，許多啟發式的最佳化方法也大量運

用在求解OCL問題上。藉由物種演化理論之的

基因演化法 (Genetic Algorithm，簡稱GA)[4]可以

找到較文獻 [2,3]耗電更低的多冰水主機負載組

合。Chang等人 [5]將進化策略演算法 (Evolution 

Strategy，簡稱ES)應用於OCL問題，可找出更

低且更高精度的冰機組耗電。利用群體間的社會

行為作為演化基礎的粒子群演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簡稱PSO)應用在OCL問題上 [6]， 

PSO在OCL的求解上較二進制GA與實數GA來

得更有效率。以群體間差異性來進行演化的微

分演化演算法 (Differential Evolution，簡稱DE)

亦被應用於OCL問題上 [7]，依據文獻所述其結

果較粒子群演化法來得更好。Coelho等人 [8]提

出將差分杜鵑鳥演化法 (differential cuckoo search 

approach)來改良原有的杜鵑鳥搜尋法 (cuckoo 

search approach)，使其應用於OCL問題上的效能

相較於GA、PSO與DE來得更好。

全域搜尋廣度的探勘 (exploration)與區域搜尋

深度的開發 (exploitation)為影響演化式最佳化方

法二個重要因素，二者的平衡，直接影響到最

佳解的搜尋的結果與效能。Tan[9]等人動態調整

演化式運算以維持多目標最佳化的廣度與收斂

的平衡。Binkley[10]等人運用粒子群演算法進行

多值域最佳化，當粒子群速度低於閥值，亦即

改變設計量變小，將粒子重新起始化，以保持

多值域搜尋廣度。Epitropakis[11]等人組合不同

的微分演化演算法的突變機制，先使用利於廣

度搜尋的機制，再用收斂性高的機制搜尋最佳

解。Bao[12]提出混合蟻群演算法及模擬退火法

二階段最佳化演算法，解決複雜的最佳化問題。

Beghi[13]等人運用多階段基因演算法多冰水主機

的有效管理，以降低耗電量及運作成本。Cheng

及Tran[14]運用二階段微分演化驗算法專案計畫

時間與成本的最佳化。

本文提出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求解冰水主機

負載最佳化問題，其架構包含兩種不同變數類型

的微分演化法 :第一階段運用改良式二進制微分

演化演算法 (Modified Binary Differential Evolution 

簡稱MBDE)[15,16]進行全域的廣度搜尋，第二

階段使用實數微分演化演算法進行區域的深度搜

尋。二進制編碼方式較實數編碼的演算法有更高

的全域搜尋廣度 [17]，故在搜尋最佳解的過程中

可以快速地找出全域最佳解的所在區域。在第一

階段MBDE完成後，將其最佳解經過實數轉換

後代入第二階段的實數DE中進行更深度的區域

最佳化搜尋。透過上述兩階段的整合，二階段

微分演化演算法整合二進位MBDE與實數DE的

優點，使其具備良好的全域廣度與區域深度的搜

尋能力，提高整體演化法搜尋最佳解的執行效能

與結果。

本文的架構如下 :第二節為描述冰水主機負載

最佳化問題細節與其目標函式和限制條件。第三

節為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之演化機制與特性說

明。第四節為範例結果比較。第五則是結論。

二、 多冰機系統介紹

多冰水主機系統可提供彈性運轉、備載容量及

較少的系統停機維修，被廣泛的應用在許多大型

建物的空調系統中。多冰水主機系統是由兩台以

上的冰水主機並聯而成，多冰水主機系統中的每

一台冰水主機皆可獨立運作並供應不同的冷凍能

力，依不同或相同的性能曲線高效率運轉，來

提供場域多樣化的空調冷凍噸需求，其架構如下

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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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多冰水機系統架構圖

一般冰水主機會以滿足最大尖峰負載需求作為

最大容量設計考量，但因實際場域需求與季節變

換的關係，最大尖峰負載的時間通常僅是發生在

夏季的尖峰用電時間，而其他大部份運轉在部

份負荷條件下，所以造成設計量過大且耗費能

源，冰水主機的部份負載率 (partial load rate，簡

稱PLR)關係式可表示為 (1)式 :

��� �  冰機負載量

冰機額定負載量
     (1)

冰水主機耗電量與PLR有相當程度的關聯，依

參考文獻 [8]所建立的冰水主機耗電方程式如 (2)

式及 (3)式所示 :

 (2)

 (3)

上式 (2)為範例1之冰水主機耗電模型計算式，

(3)式則是範例2的冰水主機耗電模型。公式中

的係數 ai、bi、ci與di則是依照文獻 [8]來定義分

析範例中每一台冰機的耗電與部分負載率的關

係。部分負載率的上下限範圍從0.0~1.0。

整體OCL最佳化的目的是依場域冷凍負載需

求找出多冰水機系統每台冰水主機的部分負載，

達到整體最低耗電量的目標。故在本文OCL最

佳化的目標函式定義如式 (4): 
Obj�������� � �������� ∑ P�����            (4) 

 
 (4)

上述式 (4)中，參數 i是指第 i台的冰機代號，n

為整個多冰機系統的冰機總數，Pi是指第 i台冰

機的耗電值 (單位kW)。目標方程式即找出多冰

𝑃𝑃� � �� � �� � 𝑃𝑃��� � �� � 𝑃𝑃����                  (2) 
𝑃𝑃� � �� � �� � 𝑃𝑃��� � �� � 𝑃𝑃���� � �� � 𝑃𝑃����        (3) 

 

機系統中的總耗電最低。

OCL問題在求解時包含兩種限制條件 [8]，第

一個限制條件是總和輸出的冷凍噸數值必須等於

場域之冷凍噸數需求，如下 (5)式是所示。Qi是

指第 i台冰機的額定冷凍噸容量，CL是場域所需

之總冷凍噸。

∑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 �� � �𝑃𝑃������������������             (5) 

 
 (5)

第二個限制條件則是每一台冰機的部分負載率

不能低於30%[8]，其定義如下 (6):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 ��� (6) 

 
 (6)

三、 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

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為一整合改良式二進制

微分演化法 (MBDE)與微分演化法 (DE)之最佳化

方法，可在搜尋最佳解時具備較好的廣度搜尋與

收斂速度。

1. 微分演化演算法

微分演化演算法是由Price和Storn於1995年

提出 [18]，首先隨機產生設計範圍的初始實數個

體，經由突變機制亂數選取不同個體產生向量差

作為搜尋方向，再乘上一個權重作為搜尋步伐大

小，形成新的搜尋向量，再經由交配、評估與

選擇，重複迭代直到滿足終止條件為止。微分

演化演算法的主要三個步驟為：突變、交配和選

擇。

1.1 突變機制(Mutation operator)

微分演算法的突變機制其目的是為了產生與母

代不同的向量，稱為干擾向量，干擾向量由方

程式產生，如方程式 (7)、(8)所示，G代表目前

代數。

)(V ,3,2,1, GrGrGiGi XXFX −×+=+  (7)
)(V ,3,2,1, GrGrGbestGi XXFX −×+=+  (8)

由族群的個體1到P中亂數選取兩個 r1和 r2不

同個體，將目標向量 Xr1,G和Xr1,G相減形成一

向量差，再乘上權重值F，最後再加上當代最好

的目標向量Xbest,G或本體向量Xi,G來得到下一

代干擾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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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配機制(Crossover operator)

個體經由突變產生的干擾向量後由交配機制進

行產生嘗試向量，交配機制的機率Cr範圍介於

0.0~1.0，與亂數產生的R值來比較，若R值大於

Cr值則選擇初始向量 (沒突變的向量個體 )，若R

值小於Cr值則選擇干擾向量做為下一代的嘗試

向量。其交配機制的方程式如 (9)所示 :

,CR   if r≤  1,1, ++ = GiGi VU

,CR  if r>  GiGi XU ,1, =+  (9)

1.3 選擇機制(Selection operator)

選取機制為微分演化演算法的重要收斂機制，

計算初始向量Xi,G 與嘗試向量Ui,G+1的目標函

數值，並比較目標函數值的優劣情況。目標函

數較高 (或是較優 )的向量會成為下一代的初始

向量Xi,G+1。

2. 改良式二進制微分演算法(MBDE)

改良式微分演算法 [15,16]由Wu和Tseng於

2010年提出，將原本微分演算法實數編碼改良

成二進制編碼並使用改良的突變機制進行演化，

該方法亦有應用於工程最佳化問題上 [19]。其改

良式二進制微分演算法的機制與原微分演化法相

同。

2.1 突變機制

改良式微分演算法的突變方程式為 (10)、(11)

二式，由原微分演化演算法突變機制改進而來

[18]，此機制使用邏輯機制運算二進位字串。此

二進制突變藉由XOR邏輯機制把字串分成兩組，

經由XOR邏輯機制分成一組為“0”、一組為“1”

的字串，為“0”的那組字串為兩個體共同特徵，

再用設定的權重值F2與亂數產生的值去比較，

當亂數產生的值小於權重值F2，則將字元“ 0”

或“ 1”突變為“ 1”或“ 0”，反之當亂數產生的

值大於權重值F2，則將字元保持不變，而“ 1”

的那組字串表示兩個體不同特徵，再用設定的

權重值F1與亂數產生的值去比較，當亂數產生

的值小於權重值F1，則將字元“ 0”或“ 1”突變

為“1”或“0”。反之當亂數產生的值大於權重值

F1，則將字元保持不變，最後合併兩組字串成

為下一代干擾向量Vi,G+1，如改良的二進制突變

方程式流程圖如2所示。

Vi,G+1=F1(Xi,G⊕ Xr1,G)+F2!( Xi,G⊕ Xr1,G) (10)

Vi,G+1=F1(Xi,G⊕ Xbest,G)+F2!( Xi,G⊕ Xbest,G) (11)
權重值F1會大於權重值F2，因為有較高機率

最佳解的特徵為共同特徵，故以較低機率保持共

同特徵，較高機率變動不同特徵。

圖2… 改良的二進制突變機制[15]

2.2 交配機制

改良二進制微分演化演算法二進制交配機制如

同微分演算法交配機制，由互相對等的第 j個設

計變數經由亂數產生的值與設定的交配率做比

較，若亂數產生的值大於交配率，則選目標向

量做為下一代的嘗試向量，反之若亂數產生的值

小於交配率，則選干擾向量做為下一代的嘗試向

量，如圖3所示。

圖3… 二進制交配機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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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選擇機制

如同微分演算法的評估與選擇，經由二進制突

變和二進制交配，再比較初始向量的目標函數值

F(Xi,,G)和嘗試向量的目標函數值F(Ui,G+1)，取

最好的成為下一代的目標向量Xi,G+1。整體演化

方式重複步驟2.1、2.2與2.3進行疊代直到滿足

終止條件為止。

3. 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

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是將OCL的問題分成

兩個階段進行求解，在第一階段的MBDE求解

時，將每台冰水主機的PLR進行二進制編碼，

並帶入限制條件與目標方程式定義後開始求解。

由於二進制編碼的數值解析度較低但具備較高的

搜尋廣度 [17]，故當第一階段求解完成後會將結

果 (亦即可行解 )解碼成實數型態，帶入第二階

段DE進行深度的求解。整體二階段微分演化演

算法架構如下圖4所示 :

四、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選擇參考文獻 [8]中OCL問題做為二階

段微分演化演算法的測試範例。測試範例為求解

六台冰水機系統的OCL問題。本研究的設定參

數如下 :個體數為20個、微分演化法的突變率與

交配率設定為0.5、改良二進制微分演化演算法

的交配率設定為0.5，其突變率F1與F2分別設定

為0.5與0.005、上述參數設定均參考文獻 [15]、

[18]建議值來進行。演化代數是符合分析範例之

計算次數需求行來設定，測試範例的演化代數設

定為1,000代。

1. 測試範例

測試範例為六台冰水主機所組成之多冰水主機

系統，目的為計算出該六台冰水主機在不同冷凍

噸需求時的最低耗電組合，分析範例一場域冷

凍噸需求分別為6858 (90%)、6477 (85%)、6096 

(80%)、5717 (75%)與5334 (70%)等五種。分析

範例一之冰水主機的耗電為公式 (2)，每台冰水

機可提供之額定冷凍噸與耗電參數 (ai、bi、ci)，

如表1所示。本研究採用與其他文獻 [8]相同的

比較方式，計算次數為20,000次，並連續執行

30次以計算出平均值，標準差，最大極值與最

小極值。

圖4… 二階段微分演化法架構圖

表1… 測試範例-耗電係數與額定冷凍噸資訊

表2為DCSA[8]與本文方法的最佳化結果比

較，可以發現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在不同CL

條件下所找到的最佳化答案不論是最小極值或是

標準差值均能與文獻相似，甚至在CL為80%、

75%與70%的條件下能達到DCSA更好的結果。

表3為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與其他方法的最佳

解比較，在CL為90%與80%可以得到與DCSA

相似的解且優於SA[20]與PSO[6]。在其他CL條

件下 (85%、75%與70%)則二階段微分演化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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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均優於其他文獻 [6][8][20]。
表2…分析範例1-與DCSA比較

表3…分析範例1-與其他文獻方法比較

五、 結論

提出之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整合二進制與實

數微分演化演算法的不同特性，同時具備良好的

最佳解搜尋廣度與收斂速度。由測試範例的結果

與其他文獻的結果比較可以明顯證明本文所提出

二階段微分演化演算法適用於多冰水主機系統的

最低耗電組合最佳化。不但可以得到與參考文獻

相近甚至更好的最佳解外，每次搜尋到最佳解的

差異度均比文獻來得更好。更加確認二階段微分

演化演算法的效能與穩定性比目前其他方法來的

更好，可適用於相同類型的最佳化問題。

補充說明

原文曾刊登在冷凍空調&能源科技期刊 105

期，本文為原作者精簡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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