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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技社及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共同研發專利技術及委託製造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攬設備施作 

 

 

 

 

 結合熱泵吸附除溼設備：搭配既設空調箱，避免空調系統過冷及再熱雙重能源消耗，提升

空調箱整體能耗效率(kW/RT)，全年空調節能率約 35~50%。 

 

 

 吸附除濕全熱交換器：回收室內排氣廢冷，與引進外氣進行全熱交換，全年空調節能率約
20~30%。 

                                                        

  

整合熱泵型 系統 改善前 改善後 

風量 熱泵製冷能力 
入/出風條

件 

既設空調箱 
既設空調箱+吸附

除濕  

CMH RT 
冷凝(RT)+再熱

(kW) 
降溫(RT)+耗能

(kW) 

3000 15 
32℃ 

25 ℃ Td 

/15℃ 

8.7 ℃ Td 

26+21 10+14 

5000 24 43+35 17+26 

7500 36 66+53 26+39 

10000 40 87+70 48+34 

落地型/吊掛型 

風量 風機馬力 
熱交換效率 

CMH HP 

1500 2*2台 顯熱 68% 

潛熱 75% 

全熱 65% 
2000 2*2台 

2500 2*2台 

3750 3*2台 

5000 5*2台 

 

吸附除濕設備 

填充式除濕轉輪 

除濕轉輪 

廚師 

冷凝器 

壓縮機 

蒸發器 

外氣降溫 除濕 

空氣升溫 再生 排氣 

填充式除濕輪，除濕能力佳成本低 

轉輪再生溫度需求低，設備耗能低 

吸附材料更換方便，後續維護簡單 

節能與優化室

內空氣品質 

送風(與既設

空調箱銜接) 

廚師 

廚師 

廚
師

 

廚
師

 

外氣 

降

溫

除

濕 

廚
師

 

新

風 

升

溫

再

生 

廚
師

 

排

氣 

回風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231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48號 10樓(薪寶商業大樓)   

電話:(02)2911-0688   http://www.tgpf.org.tw 

優於交叉流式

全熱交換器 

※外氣風量占總風量 20%估算 

設備上視圖 

設備側視圖 

25℃ 

RH55% 

 

32℃ 

RH65% 

28.5℃ 

RH63% 

29℃ 

RH60% 

系統耗能比較 

節能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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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 成立於2007年7月，實收資本額1000萬
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
3.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創始會員
 常務理事(2011~2020)

4.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會員
 理事/常務理事(2011~2020) 理事/常務理事(2011 2020)

5.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甲級會員
6.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7 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7. 4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8. 4位全職美國節能績效驗證專業工程師(CMVP)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16號 TEL: (03)328‐3693 FAX: (03)328‐3697                          http://junyuanet.myweb.hinet.net/

主要服務項目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政府機構空調工程實績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節能改造顧問、診斷評估與工程承攬
 節能績效保證統包工程(ESPC)
 節能績效量測驗證(M&V)規劃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中央空調冰水機房汰換與效能提升專案
 熱泵熱水系統工程
 配管與機電整合系統(MEP System)

ESPC I (合約期: 101~108年)
某政府機關大樓，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汰換一台老舊冰水機及附屬冰水泵及冷卻水泵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ESPC II (合約期: 102~105年)
某大專院校 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2)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3) 變更定水量冰水系統為變水量
4) 增設冰水機房能源管理系統
5) 汰換部分燈具為LED燈具
6) 汰換溫控器與控制閥為聯網型溫控器與控制閥

某大專院校，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增設學生男女宿舍各1組熱泵熱水系統。
2) 增設溫水游泳池1組熱泵熱水系統。
3) 汰換圖書館及宿舍燈具為T5燈具。
4) 汰換體育館燈具為LED燈具。)

7) 調降電力契約容量(480kW350kW)
105年相對於99年節省303,360kWh，節電率約33.1%。

)
5) 設置遠端能源管理系統。
逐年驗證，皆能達成合約節能率45.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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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節電量績效查證實務分享—友達光電專案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七期

節電量績效查證實務分享—

2018年SGS公司接受以永續經營著稱的友達光電

委託，執行該公司年度各廠區80多項節能提案

中部分重大的節電專案的績效數字進行查證，友達公

司為提升組織 ISO 50001管理系統之提案績效認定實

質性，以及回應能源局重視能源申報節電績效之重

視，及提昇內部同仁對節電提案績效計算的認知，自

2018年起為期三年，採用外部能源服務產業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以精準計價的量測驗證指引

IPMVP，搭配第三方SGS公司合格的CMVP專業人員

查證，積極提昇內部方案績效實質性。

國際節能績效測量與驗證 (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Protocol, IPMVP )描述了對

節能專案所達到的節能量的量測、計算和報告的通用

方法學。IPMVP是如何透明、可靠、基於實際數據報

告專案的節能量，提供了一個框架和四種測量與驗證

方法選項。“量測和驗證”（M&V）則是一個利用測量

方法來證明能源管理專案執行結果是否達到預期節能

量的過程。節能量不能直接測量，因為這是通過減少

能耗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節能量只能通過比較某

個節能專案執行之前和執行該專案之後的能耗量，並

根據改善前後不同運轉條件的變化，作適度的調整而

確定。M&V 工作包括現場量測能源消耗量、監測自

變數、計算和報告。當遵照 IPMVP所推薦的方法學去

執行時， M&V成果工作能產生可經核實且經得起驗證

的節約量報告。

M&V活動包括下列部分或全部內容：

• 計量表安裝、校準和維護

• 資料收集和篩選

• 計算方法和可接受的評估方法的開發

• 測量資料的計算

• 報告，品質保證和協力廠商對報告的認證

一般來說，如果對專案成果疑問不大，或不需向組

友達光電專案

圖一 節電量績效查證流程

  謝振誠 專案經理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驗證及企業優化 事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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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七期

友達光電專案

織內部或其他外部機構證明節能的成果，便沒有必要

作M&V。但如需核實組織具體而龎大的節能績效或

新安裝的設備能否產生預期的節能量，或當組織對外

正式揭露自身節能績效時，則進行M&V不失為明智

的做法。

IPMVP 旨在為業界提供一個客觀的能源節約量報

告的方法。每個重要的節電專案均可以建立其專有的

M&V 計畫以展現其特性。IPMVP 不是一個標準，因

此，沒有正式的強制性符合機制。但要求所準備的項

目M&V 計畫必須與 IPMVP 的術語和方法保持一致。

此次專案執行主要區分成篩選查核專案及實質確查

證，首先篩選年度具代表性的專案，以預計節電績

效大、平展性高且容易出錯的方案為查證標的案件。

接著進入實質確查證的過程，包含第一階段的節電方

法學確證以及第二階段的績效數據來源及計算檢核查

證。

當第一階段節電方法學確證後，由第三方 (SGS)驗

證之專業查證人員及受查證客戶方共同依據方法學確

證中所歸納的共通性錯誤，制作能源績效計算流程

及方法學設定的訓練教材辦理能源管理平台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MS)審核者 (包含綠色製造成

員、能管員 )以及 ISO 50001管理系統人員之研討課

程，同時完成未來EnMS所有提案權限窗口的線上訓

練課程。藉此訓練機制落實當責管理，提昇權責審核

者之確證與查證之技能及責任。

此次查核範圍包含2018年度的重大能源改善案例，

除已導入之智能製造大型系統外，更有高達一半以上

的製程精進節能提案。另也透過教育訓練、分組案例

研討以及線上課程訓練，讓所有立案者以及審核者掌

握提案關鍵。總計完訓近700人，並透過線上訓練與

測驗，做為開啟EnMS系統權限的卡控條件。繼導入

IPMVP專案後，更大幅提升該廠區提案改善的品質。

SGS經歷查證專案確證過程及經驗的累積，不但協

助受查證客戶展開全員教育訓練，更有助於該組織

2019年度節電案提案品質水準提升，也將績效計算所

引用的數據展現至生產管理報表資訊，大幅提升績效

數據可被驗證的實質性，同時帶出了儀表量測數據之

代表性議題，及需考量機構起停作動的基本原理，作

為量測的參考。

友達公司積極的查證活動亦展現出管理階層”求真”

及”永續經營”的堅實理念，不迷思於組織短期揭露

節電績效數字呈現的好壞，而是透過第三方專業對實

質績效計算查證及教育訓練的過程，建立”求真”的

企業文化，不僅強化組織在節能減碳績效計算的專業

性、實質性及客觀性，更以真實數據面對內外部議題

及利害相關者對未來能源管理的期待。

圖二 節電績效量測驗證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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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熱驅動儲冷技術簡介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七期

熱驅動儲冷技術簡介
  陳志豪 康育豪 陳鈞振 顏詩芸 盧勁宏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智慧節能系統技術組

摘要

夏
季尖峰負載過高的問題將成為台灣走向綠色能

源與非核家園的主要障礙，利用儲冰系統移轉

夏季尖峰用電應是一種可行的方法，而傳統儲冰系統

由於使用固液相變化材料作為儲冷介質，其儲能密度

低，因此存在著體積過大、結冰熱阻變大與熱交換器

冷縮熱脹毀損等問題 ;而吸附式或吸收式等熱驅動儲冷

系統，則可利用液氣相變化材料作為儲冷介質，大幅

提升儲冷密度，且在室溫下可穩定保存，故極有機會

能改善傳統儲冰空調的問題。根據大部份文獻之實際

測試結果指出，目前熱驅動儲冷系統只能有200∼400 

kJ/kg的儲能密度，其低於理論值原因，在於其使用

100℃以下再生之吸收 /吸附劑，吸收效果較差，造成

建置成本較高與體積過大等問題，使得熱驅動式儲冷

系統目前仍無法與傳統儲冰系統競爭，未來若可開發

適合之離子液體材料應用於吸收式儲冷系統，提升吸

收效果且不會有結晶與金屬腐蝕等問題，將可改善傳

統吸收式儲冷系統之缺點，同時利用離子液體可流動

性之優勢，將可應用於大型儲能系統中。而吸附式儲

冷系統方面，若能以高吸附量低溫再生有機金屬骨架

材料 (MOF)做為吸附劑，再藉由鹽類等吸收劑改質成

孔洞內富含鹽類之複合材料，亦可大幅提升吸附式儲

冷之應用性，其理論儲冷密度將可高達到約600 kJ/kg，

但因固態吸附劑較無法流動，故適合應用於小型或是

分散型儲冷系統中。本研究提出高效率高穩定性的熱

泵附合吸附式儲冷系統，將可大幅提升熱驅動儲冷系

統穩定性與性能，進而提高市場競爭性。

關鍵字 : 儲冷系統、熱驅動空調、移轉尖離峰用電

一、前言

台灣與國際並肩，逐步走向綠色再生能源與非核家

園，然而綠色再生能源最大的問題即是不穩定性，台

灣夏天尖離峰用電量差異極大，如果再生能源無法即

時補足尖峰負載量，很容易造成跳電或缺電危機，其

中一種撫平用電曲線與儲存再生能源的方式即是使用

儲冷系統，利用離峰時的電力進行儲冷，並於尖峰時

以微電的方式釋冷，將可解決夏天尖峰負載過大之問

題，根據統計國內民生空調用電負載量佔比高達40%，

工業用電則約13%是使用在空調上，故成為夏季尖峰

負載飆高的主因，而儲冷系統將是未來可能的解決方

式之一。

物理吸附式儲能系統因為是使用液態到氣體的潛熱

值，較傳統固態到液態潛熱儲冷系統的儲能量多二倍

以上，故近幾年備受關注，此外能以室溫保存液態冷

媒 (通常是水 )更是一大優勢。另一方面，擁有儲冷

(熱 )設備之空調系統，其對於再生能源或是負載波動

很大的狀況下，都能有較穩定的效果。熱驅動儲冷系

統即是物理吸附式儲能系統之一，透過液態水在真空

條件下蒸發帶走熱能，即可製造出15℃的冰水。然而

目前吸附式儲冷 (熱 )系統所遭遇的問題，即是結構複

雜、熱質傳效果不佳，COP都在0.4∼0.7之間，實際

雛型機運作時，其儲冷密度並沒有如理論計算值高，

約只在200 kJ/kg∼400 kJ/kg之間，若換算成系統體積，

並沒有比傳統儲冰系統下降太多，探究其原因，可能

是低溫再生下，吸附劑的動態吸附容量並不夠突出，

導致冷媒儲存量不足，故未來可透過新型材料的開

發，使儲冷系統進入下一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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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收式儲冷系統 

傳統吸收式製冷系統的原理是利用液態吸濕材料 (吸

收劑 )，如氯化鋰 (LiCl)等鹽類 (N. Yu et al., 2015)，吸收

空氣中的水分 (冷媒 )，協助降低蒸發器的蒸氣壓，讓

液態水持續蒸發而製冷，吸收劑再生時，可使用太陽

能熱能或是廢熱源，使吸收劑中的水分 (冷媒 )在發生

器中脫離出，並在冷凝器上凝結成液態水而回到蒸發

器中，完成一循環，當吸收式製冷系統應用於空調儲

冷系統時，則系統可簡化成兩個元件槽體，分別為蒸

發器 (冷凝器 )與吸收槽 (再生槽 )，隨著儲冷或釋冷狀

態進行切換，如圖1所示，意即當離峰或是有多餘熱

源時，再生 (Charge)吸收劑並儲存吸收劑與冷媒水 ;於

尖峰或是負載需要時，持續放出 (Discharge)吸收劑吸

收冷媒水進行製冷，系統會根據使用的時間，儲存相

對應的冷媒水與吸收劑 (液態吸濕材料 )，因為都為液

態，故可反覆使用液態泵使其流動，讓冷媒水與吸收

劑有充份且均勻的接觸，熱交換的區域也可被限定在

一固定大小的熱交換器腔體中，有利於大型系統的配

置與操作。相較於傳統吸附式儲冷系統，因其吸附劑

不具流動性，故每顆吸附劑都需利用較大面積之熱交

換器提供再生熱量，因此系統的建置成本與體積會上

升許多，因此在商辦等大型儲冷系統中，吸收式儲冷

系統將會比吸附式儲冷系統更加具有優勢。

根據Gang Li et al. (2012)的分析統整，眾多鹽類

都已經被提出研究，其中包含MgCl2、Na2S、SrBr2、

MgSO4、CaCl2、LiBr與LiCl等，各吸收溶液之單位儲

冷密度會根據再生溫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圖2所

示，大部份吸收式之儲冷密度都比吸附式高，其原因

為吸收溶液對水的吸附容量較大，近年來有更多的

實驗證實吸收式儲冷系統的實際運行能力，而Gang 

Li 等人認為，在低溫再生狀態下，擁有較高儲冷密

度的LiCl材料是相當具有優勢，在儲冷理論計算中，

通常需要評估吸收劑與冷媒水的重量，再根據不同再

生熱源溫度、冷凝器溫度等操作參數進行評估計算，

例如LiCl吸收劑的操作濃度範圍通常介於40∼55％

之間變化，所以每公斤的濃吸收溶液 (濃度55%)約可

吸收375g的冷媒水，變為稀吸收溶液 (濃度40%)，而

水的蒸發潛熱約2260 kJ/kg，因此理論儲冷密度可達

616 kJ/kg (稀溶液吸收劑 )與傳統儲冰系統單位儲能

量最高333 kJ/kg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優勢。然而在

目前的所有文獻當中，針對低溫再生儲冷系統實驗，

仍未有超出400 kJ/kg以上的實驗數據，代表著吸收式

儲冷系統，在實際應用上還有許多操作限制尚須突破

與克服。

圖2 不同再生溫度下之各吸收劑儲冷密度 

 (Mugnier, D., amd Goetz, V., 2001)

圖1 吸收式儲冷系統示意圖 (Zhang X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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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式儲冷系統最大的缺點就是鹽類吸收劑對金屬

材料都具有腐蝕性，必須使用特殊抗腐蝕的熱交換

器，造成熱交換器成本上升與熱傳效果下降，且運行

時吸收劑需避免結晶現象產生、蒸發溫度不能太低等

缺點 (趙杰等，2009)。所以在高性能吸收式製冷系統

的發展過程中，研究人員一直期待在吸收劑材料能有

所突破，而離子液體材料有機會成為解決傳統吸收式

製冷 (儲冷 )系統問題的關鍵材料，由於離子液體幾

乎沒有蒸汽壓、呈液態的溫度區間大、無結晶及腐蝕

性、穩定不易燃、室溫下可流動等特性，滿足各項吸

收式製冷 (儲冷 )的基本要求，未來在下世代吸收式製

冷 (儲冷 )系統更具發展潛力。

三、吸附式儲冷系統

吸附式製冷與吸收式的差別，在於是使用固態吸附

劑吸附蒸發器中的水蒸氣，將吸附劑是覆載於熱交換

器上，所以再生時熱水透過熱交換器直接傳給吸附

劑，以雙吸附塔切換操作，一塔進行再生脫附，一

塔進行吸附製冷。以儲冷模式進行運作時，同樣可簡

化系統元件，以單一吸附塔搭配蒸發器 /冷凝器，切

換吸附與再生，完成儲冷與釋冷程序，系統示意圖如

圖3所示，因為吸附床無法像吸收式系統之吸收溶液

可以流動，所以必須使用相當大面積之熱交換器分布

於整個吸附床，因此如果應用於大型儲冷系統，所需

吸附槽與熱交換器體積就會增加許多，且整個吸附槽

都須為冷媒預留質傳通道，更使得整體的系統體積比

吸收式系統大很多。目前傳統吸附式系統所使用的吸

附劑為矽膠，其在90℃再生溫度下，動態吸附量約只

有17wt% (Gang Li et al., 2016)，所以1 kg吸附劑的理

論儲冷系統最高僅約384 kJ/kg，故大部分學者朝向複

合式吸附劑研究，也就是利用鹽類吸收劑固著於吸附

劑的孔洞中，一方面可避免含鹽類吸附劑結晶，一方

面含鹽類吸附劑之理論儲冷密度可以更高，且鹽類吸

收劑的成本便宜。學者Angelo Freni et al. (2016) 以更嚴

謹的方式模擬分析各吸附劑與複合吸附劑的理論儲冷

密度，如圖4所示，可以看出LiCl-Silica含鹽類複合吸

附劑與甲醇 (冷媒 )配對的系統儲冷密度最高，可達到

630 kJ/kg，雖然甲醇的蒸發潛熱僅1109 kJ/kg，約為水

2266 kJ/kg的一半，然在冷凍冷藏應用上為常見的冷媒

之一，未來也可針對甲醇冷媒之儲冷系統進行深入研

究。吸附式儲冷系統因為可以常溫保存，故緯度高或

是氣候變化大的國家，也有不少研究於季節變化等長

時間儲能系統應用，也就是將秋冬多餘的熱能回收，

於春夏天放出釋冷。

圖3 吸附式儲冷原理圖 (Yu N et al., 2014)

圖4 不同複合吸附劑與工作對之理論儲冷密度比較圖 

(Angelo Freni et al., 2016)

在實際雛型系統測試中，Valeria Palomba (2017) 等人

使用AQSOA FAM Z02沸石，製作出吸附式製冷 /儲冷

系統雛型機，實驗結果顯示再生溫度90℃、蒸發溫度

10℃、冷凝溫度30℃時，其儲冷密度約為244 kJ/kg與

模擬結果相近，但在系統體積上並沒有較傳統儲冰系

統具有優勢，因此新型吸附劑的開發將會是未來技術

突破的主要關鍵。除了與鹽類吸收劑形成複合吸附材

料外，新型高比表面積之金屬有機骨架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MOF)，也具有相當發展潛力，由於金屬

有機骨架具有孔洞大小可調控性、極高比表面積與高

冷媒吸附量，因此近年來備受學者重視，然而目前金

屬有機骨架存在著吸脫附穩定性不佳與成本過高的問

題，正等待著各國學者們的技術突破。

Esco會訊57期_24面.indd   6 2019/10/9   下午 14:10:48



7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七期

四、熱驅動儲冷系統整合

在系統使用方面，配合吸收式與吸附式等熱驅動製

冷系統的特性，可以在尖峰時，直接使用太陽能集

熱器驅動吸附式製冷，但因為太陽能供應不穩定而無

法確保系統穩定，故可於離峰時，利用工廠廢熱或是

直接使用熱泵系統對熱驅動儲冷進行儲冷，並於尖峰

時，將吸附式儲冷系統釋出冷能，以輔助白天太陽熱

能驅動製冷系統，解決再生能源不穩定之問題，或單

純做為尖離峰空調用量之移轉，系統運作概念與美國

Ice Energy公司推出的 Ice bear儲冷系統概念相似，如圖

5所示，儲冷系統自己有壓縮機於離峰時進行製冰，

並增加二次側盤管於舊有建築中，尖峰時釋出冰水於

盤管中產生冷氣，吸附式製冷如果體積具有優勢，可

結合雙效熱泵完全取代此系統。由於熱泵產熱的COP

高達3以上，最高溫度為80∼90℃，可用於離峰時再

生吸附劑，且其蒸發器的冷源如果能保持15∼20℃，

也可提供給熱驅動儲冷系統再生時之冷凝器使用，以

提高儲冷的效率，COP可大於0.7，尖峰時熱泵關閉，

讓水被吸附與蒸發製冷，提供二次側冰水。固態吸附

式儲冷系統適合應用於小型且分離的辦公大樓，可以

窗型或分離式冷氣方式逐戶安裝，以理論儲冷密度而

言，其體積可望下降。

圖5 小型吸附式儲冷系統運轉示意圖

五、結論與建議

台灣總電力約有30%使用在空調設備上，夏天尖峰

負載更是因空調設備用電所致，因此如何利用離峰便

宜電力進行儲冷系統，有效轉移尖離峰用電量，將可

使用戶、電廠與環境保護達到三贏的可能，目前傳統

儲冰系統皆使用相變化材料 (或水 )進行儲冰，其潛熱

值最高僅能333 kJ/kg，造成體積過大，且有熱傳效果

不佳與結冰膨脹損害等問題，長期反覆儲冰與釋冰對

系統硬體的耐久性也是一大考驗 ;而熱驅動儲冷系統，

則使用吸附劑與吸收劑吸附蒸發器中的冷媒 (或水氣 )，

在真空狀態下進行蒸發製冷，其蒸發潛熱可高達2260 

kJ/kg。其優勢就是可以使用廢熱進行儲能，配合工業

區的時間電價與契約容量限制，有利於場域整體冷熱

能源的規劃，如果應用於民生空調系統中，較能低成

本且穩定使用的熱源為熱泵的廢熱，然目前熱驅動儲

冰系統最大的問題是低溫熱源再生下 (50∼90℃)，冷

媒吸附量並不高，導致目前實際熱驅動儲冷系統之儲

冷密度並沒有比傳統儲冰系統高很多，雛型實驗中仍

未有超出400 kJ/kg以上的數據，雖然可以使用，但

是儲冷系統體積依然龐大，因此未來若能持續投入開

發可低溫再生之離子液體吸收劑與新型MOF吸附劑，

當80℃以下可充分再生吸收劑或吸附劑時，將可有效

縮小系統體積、亦因可常溫儲存冷能、不會有熱交換

器熱脹冷縮與冰霜處理問題，系統壽命長，進而取代

傳統儲冰系統，此外搭配使用高效率熱泵系統做為熱

驅動儲冷系統之熱源，於離峰時以電力熱泵系統進行

儲冷，熱泵的冷端可當作熱驅動空調的冷凝用水提高

COP，或是配合相變化材料儲冰系統使用提高系統能

源效率，將可解決台灣尖峰負載量過大的問題，而吸

收式系統因為可流動特性，較適合應用於大型儲冷系

統，吸附式系統不怕震動與低噪音特性可應用於小型

儲冷系統，市場未來性非常龐大，值得台灣學界與業

界持續投入。全文原發表在台灣能源期刊，本文為作

者增修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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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結合能源監控平台落實

智慧化能源管理 —南寶樹脂

* 該廠參與經濟部工業局「107年度製造業能源管理系

統示範輔導計畫」輔導

一、前言

面
對低碳經濟的議題，企業降低能源成本與溫室

氣體排放，已成為企業追求永續發展的重要課

題。南寶樹脂自2013年推動 ISO 50001以來，除了利

用管理系統對工廠持續提升能源績效外，更於2018年

接受經濟部工業局「工廠智慧化能源管理示範輔導」

建置監控系統與管理平台，冀望能藉由導入 ISO 50001

與整合監控系統，即時完整的收集能源與設備使用操

作現況，提出最佳之節能績效改善方案。利用資訊化

系統減少繁雜的紙本作業流程，並透過監控系統即時

調整設備運作模式，多角度的持續進行節能績效提升。

二、 整合ISO 50001能源績效指標與智慧化

監控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的導入，便是建立人員定期

進行耗能分析的最佳方式：選派適當能管人員、明訂

分析監控系統收集之數據報表時間、相關變因、能源

績效指標 (EnPI)差異分析標準化等，如圖1所示。當

廠內能源管理人員能力不足無法分析報表數據時，可

再依循能源管理系統中能力、訓練及認知制度加強能

源管理人員數據分析能力，透過持續強化監控系統，

發揮能源監控管理平台之最大效益。

工廠發掘節能改善方案不外乎兩點，利用儀器收集

設備操作數據，利用人員分析所得數據，提供最佳

節能改善方案。能源管理平台與監控系統為能源管理

系統其中一環，空有紀錄卻無管理或分析的能力，並

不會產出任何效益，導致難以提出改善方案與節能績

效。以往廠商決定建置監控系統時，供應商協助加裝

大量電表，若人員缺少能力進行數據分析，將造成投

資費用過高卻無明顯效益產出，這也是目前廠商對建

置監控系統採取保守態度的原因。

圖2為能源管理系統與監控系統及改善方案關聯圖，

節能績效、人才、制度、管理及分工等因素環環相

扣，能源管理系統便是扣起這些要素的基本關鍵。從

監控系統平台中，找出效率不佳之耗能設備或系統，

加以提出行動計畫，才可進行節能改善，持續降低工

廠能源成本。

圖2  能源管理系統與監控系統關聯圖

  郭政彬 廖淑君 工程師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圖1 能源管理系統與監控系統整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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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能源監控及能源績效管理平台

綠基會除輔導南寶樹脂推動 ISO 50001外，於2018

年協助整合監控系統與管理平台於能源管理系統運作

之中，將複雜而重複性的能源使用績效管理簡單化，

使工廠的能源管理人員不用熟悉複雜的統計分析模型

建立的方法，就能輕鬆對能源績效使用進行運算及分

析，隨時進行監督與能源模型之監測及評估，達到妥

善管理能源及節能減碳的目標。

南寶樹脂建置之能源監控及管理資訊化平台主要分

為三大部份：監督、控制及管理；該平台五大特色：即

時、定期、管理、需量、驗證；而能源管理系統則是

發揮其最大效益的推手。綠基會協助南寶樹脂推動能

源監控及能源績效管理平台說明如後。

圖3 能源監控及管理平台關連圖

1. 確認能源流向、重大耗能設備

工廠為達到智慧化能源管理，首先必須釐清單位能

源使用流向，掌握生產單位能耗，監控設備運轉效

率，並藉由長期監督量測與資料分析，減少能源使用

量，以提高產品競爭力。而建置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

統，需要有完整、精確且即時之電力資訊系統，讓工

廠瞭解任何單位在特定時段使用了多少電量，由電能

管理系統先著手，再擴充其他能源資訊 (如流量、溫

度、耗油量、耗氣量⋯等 )。

南寶樹脂106年全廠能源使用以外購電力為最高

(96.4%)，其次為柴油 (3.4%)，其餘則為燃料油 (0.2%)。

重大能源使用設備主要為反應槽、冰水主機、冷卻水

塔及鍋爐等。

經規劃後，針對廠內各製程區規劃單位產量耗電指

標，根據各項指標進行製程設備運轉調控，達到最佳

運轉狀態，進行能源有效利用、節能減碳並降低生產

成本，預計分三階段完成第一廠、寶立廠及第五廠能

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建置，系統規劃藍圖如圖4所示。

圖4 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規劃藍圖

2. 能源績效指標規劃

針對廠內空壓機、冰水主機、鍋爐及各式製程設

備裝設量測儀器，並將設備運轉數據納入「能源績效

量測監視系統」，提供管理階層鑑別重大耗能設備使

用效率，並分批將設備產能產量連結，分析現在與過

去能源消耗、重大能源鑑別方法及鑑別結果畫面及報

表，以建立各項績效指標 (如表1所示 )之基線，達到

即時量測並與基線比較，並以績效指標為管理評比標

的。

工廠能源管理系統 (Factor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EMS)可監看多廠區的水、氣、電等能源消耗狀況，

分析各設備、時段、季節的能源消耗數據，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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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產能用電時段，調整重大能耗設備尖離峰運轉時

程，找出無效耗電及最佳電價結構分析。

各能源耗用系統裝設智慧電表，並根據重大能耗設

備，如空調系統裝設流量計、溫度計及電表量測必

要數據，即時計算空調主機耗電率 (kW/RT)；空壓系

統裝設流量計及壓力計，即時計算空壓主機出氣效率

(SCFM/HP)。

3. 協助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軟體開發

為協助南寶樹脂第一廠達到有效能源管理即時掌握

能源使用資訊，建立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指標，並掌

握廠內5大生產單位之重大耗能製程設備與公用設備

運轉情形，綠基會除協助規劃開發能源績效量測監視

系統具有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外，並結合電力監控與生

產管理系統，協助南寶樹脂第一廠建立一套整合性之

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 (如圖5所示 )，系統主要頁面

說明如下：

系統主頁面

主頁面分為「類3D頁面」及「平面操作業面」，其

中類3D頁面包含全廠用電與太陽光電發電資訊，結合

廠區位置圖與狀態燈號，明確顯示當前設備能源績效

指標現況，做為對外展示使用。而平面操作業面則將

5大生產單位及廠內用電需量資料納入，透過累積記

錄與即時運算，提供廠內未來執行需量反應措施參考。

能源績效指標頁面

此頁面由主頁面各指標之狀態燈號進行點選與連結，

各項能源績效指標依系統別以活頁方式歸類區分，使

用者可一目了然各項指標狀態及其計算因子，以快速

判別指標是否異常。

能源績效指標分析頁面

此頁面可針對單一能源績效指標進行分析，其分析

項目包含該項目之當月最高能耗、產量狀況與發生時

間，以趨勢線呈現異常區間各項計算因子之關係，協

助使用者分析異常發生之原因。

歷史報表與趨勢曲線

歷史報表依廠內現行格式進行設計，使用者可利用

匯出功能製作所需之報表資料進行彙整，而趨勢曲線

功能則可利用歷史記錄與曲線圖橫向比較多項指標之

差異，檢討同質性能源績效指標之優劣。

異常警報

本系統之異常警報功能結合廠內表單簽核系統，將

設備運轉現況與能源績效指標進行鏈結，現場製程與

管理人員可透過系統運轉資訊的即時反饋，配合設備

操作SOP，確保設備運轉參數皆為正常狀態。此外，

異常點檢項目可視為設備異常排除之資料庫，未來可

提供傳承交接與預知保養之重要參考。

4. 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調整校正

由於南寶樹脂第一廠所開發之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

表1  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績效指標規劃

單位別 範圍 指標 計算因子

A單位

單位產量耗電指標 kWh/噸
每日總耗電量
每日總產量

攪拌馬達 kWh/噸
每日耗電量
每日處理量

氣冷式冰機效率 kW/RT
主機耗電
冷卻水進/出水溫
冷卻水流量

冰水池(A)系統效率 kW/RT
系統總耗電
系統總噸數
每日總產量

B單位 冷卻水池趨近溫度
℃ 外氣濕球溫度

水池出水溫度
C單位 熱媒鍋爐 % 排氣含氧量

D單位

廢水處理耗電指標 kWh/M3
每日總耗電量
每日總處理量

鼓風機馬達 kWh/日 每日平均耗電量

冷凍設備冰機(舊)效
率 kW/RT

主機耗電
冷卻水進/出水溫
冷卻水流量

E單位
冷凍庫冷凍馬達 kWh/日 每日平均耗電量
冷藏庫冷卻系統 kWh/日 每日平均耗電量

鍋爐系統 蒸氣鍋爐效率 M3/L
天然氣流量
補給水流量

空壓系統 空壓機效率 scfm/hp
壓縮空氣流量
空壓機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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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採用虛擬主機架構建置，相關資料由既有電力監控

系統與生產管理系統整合而來。此外，為因應指標規

劃所新增之流量、溫度及含氧等儀器訊號皆先匯入電

力監控系統後再輸出至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資料庫

中。

5 .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教育訓練

綠基會於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完

成試車調整後，安排進行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操作

教育訓練，協助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管理人員與製程

單位主管瞭解如何應用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進行監

督量測與分析，提升能源管理系統認知觀念，訓練

內容包括①介紹及說明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圖控

操作介面及簡易維修、②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指標

應用說明。

四、結語

南寶樹脂完整的利用推動 ISO 50001同步整合能源監

控與管理平台，將複雜而重複性的能源使用績效管理

簡單化，最直接的效益便是降低企業在實施能源管理

系統的人力與成本，讓組織的能源管理代表不用熟悉

複雜的統計分析模型建立的方法，就能輕鬆對能源使

用績效進行運算及分析，隨時為組織能源使用績效進

行監督任務與能源模型之監測及評估。

能源監控與管理平台最大的效益便是即時反應與應

變各種廠內相關之變因，而綠基會除了協助整合能源

監控與管理平台於能源管理系統之中，後續更可利用

能源監控與管理平台隨時掌握能源需量的變化，立即

矯正異常之能源狀況，讓工廠隨時都可提出節能改善

行動計畫！

A.類3D頁面 B.平面操作業面

圖5 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

C.設備能源績效指標現況 D.單位產量耗電指標現況

E.歷史報表 F.耗能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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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製造業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推動現況與成效

一、前言

2017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提出永續發展目標，其

中第七項核心目標：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

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顯示能源對於永續發展的

高度重要性。現今全球面臨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之衝

擊，各國政府致力於研擬各項溫室氣體管理並擬定節

能減碳措施。為因應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如何管理溫

室氣體排放，已成為全球企業邁向永續發展之必要策

略。因此各企業紛紛著手進行能源管理，可望降低能

源使用成本，提升能源效率，做為最具能源成本效益

之管理手段。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順應此項趨勢，

推廣一套具系統化管理模式的能源管理標準－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經濟部工業局為了落實製造業

進行實質減量，透過能源局經費支持，推動「製造業

能源管理示範輔導計畫」，依據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

統，結合管理系統輔導能量和節能技術服務，協助製

造業建立自我持續改善的機制與動力，降低企業能源

成本，提升競爭力，期盼我國工業部門透過能源管理

系統提供的系統化、標準化及資訊化的概念，落實節

能減碳之永續目標，持續改善節能績效。

二、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服務推動架構

能源管理系統旨在協助組織建立能源基線及能源績

效指標，並透過高層宣示及系統P-D-C-A 循環機制持

續改善，達成系統化能源管理之目標。

依據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的各項要求，工廠將

能源管理系統導入整體企業體制，組織發展並實行政

策，由最高管理階層身體力行，實施工廠各項耗能設

備審查，鑑別工廠重大耗能設備，找出重大的能源消

耗領域，針對該重大耗能設備建立能源績效指標、能

源基線，並研擬節能改善的行動計畫以及員工教育訓

練，使節能的相關知識以及精神內化到員工身上，執

行流程如圖1所示。

能源管理系統各階段的輔導工作說明如下：

1. 先期成立推行組織(增加組織處境)

協助廠商成立適當的推行委員會，說明能源管理系

統觀念與內部權責分工建議，並透過起始會議展現高

   沈佩玲 廖婷雩 工程師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圖1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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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主管推動能源管理系統的決心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

織架構如示意圖2所示。建立能源管理推行組織後，

應決定直接或間接影響組織達成能源管理系統或改善

能源績效之外部、內部議題，並鑑別利害相關者之需

求及期望，評估其風險與機會，找出重大性議題後，

針對重大性議題擬定行動計畫，提出因應風險之預防

措施採取行動，並在管理審查階段進行計畫有效性之

評估。

2. 執行能源規劃

本階段為確認能源管理組織架構及現場作業流程，

主要重點為發掘內部重大能源使用及確認符合能源管

理法規狀態，並透過辦理教育訓練方式，讓工廠內各

單位人員參與鑑別內部重大能源使用，並據以作為後

續改善規劃的基礎。

3. 推行能源管理計畫

本階段工作基於工廠實施能源審查結果建立能源基

線資料，並據以擬訂能源管理績效指標，以作為後續

監測與管理能源績效的依據，並依重大能源使用評估

結果，討論後續改善方案與作業管制之需求，依實施

能源管理系統的需求，擬訂符合組織營運型態的能源

政策。經鑑別重大能源使用設備，透過能源管理團隊

討論並結合能源診斷方式找出可改善空間，提出節能

方案，著手規劃適當的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

畫。為有效控制能源管理成效，開始討論文件化的作

業管制架構，編訂符合現場需求的作業管制文件。

4. 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和實施管理制度

本階段工作依據 ISO 50001標準建立符合能源管理需

求的標準化文件管制系統，包括：建立能源管理手冊，

制定能源管理系統程序文件（含作業指導書、操作規

範、檢驗標準及紀錄表單）。並依工廠辨識重大能源

管理議題之結果，能源管理團隊應討論後續行動計畫

與作業管制之需求，再找出節能改善空間，工廠應針

對特定作業擬訂管制程序，編訂符合現場需求的作業

管制文件。

5. 實施監督與量測

本階段將針對重大能源使用找出相關變數及靜態因

子，決定需要監測、量測及分析能源績效之關鍵特

性，並訂定長期監督量測計畫，使得能源績效指標得

以有效管理，並與能源基線對應比較，呈現落實節能

改善方案後之節能效益，促使邁向工廠設定之能源管

理政策和目標。

6. 系統內部稽核、教育訓練及管理審查

本階段工作透過實施教育訓練過程，協助人員熟悉

內部稽核的執行方式，並藉由改善稽核缺失的過程，

修改文件管制內容與加強相關能源管制措施。當所有

稽核缺失獲得改善後，召開能源管理審查會議，邀請

高階主管主持會議，擬訂後續改善行動。

7. 外部驗證

本階段工作為配合第三者驗證工作之實施，協助企

業負責人員向國際驗證單位提出驗證申請。

圖2 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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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成效

於102年至107年間，經濟部工業局推動「製造業能

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計畫」，共計輔導202家製造業

廠商通過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驗證，如表1所

示。

表1 製造業輔導廠商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家數統計

年份 製造業
102年 40
103年 45
104年 34
105年 30
106年 29
107年 24
合計 202

導入 ISO 50001之預期節電率為1.5%，根據能源管

理系統之特性，輔導工廠於第一年過後，工廠每年需

持續執行節能工作，彙整統計102年至107年受輔導

工廠歷年度提出之改善行動計畫，發現利用制度面確

實持續引導工廠落實節能減碳，工廠皆有每年平均節

能率約1.68 %、節電率約1.91 %，如圖3所示。

圖3  102-107年度廠商每年節電率

統計102至107年製造業各受輔導能源用戶實施能源

管理改善行動計畫之節能成果，共約節省用電542,519

千度、總節省用能量159,051kLOE、減少288,063公噸

CO2e，共計節省能源成本288,090萬元，促進節能投

資金額583,729元。102年至107年廠商逐年節能量如

圖4所示，工廠第一年受輔導過後，逐年仍會自主轉

型節能計畫，在廠商自行提出節能改善方案後，節能

量甚至超越第一年剛輔導完的節能量，表示受輔導工

廠自我節能的能力，有持續提升的趨勢。

製造業受輔導廠商之節能量、投資經費情形以及節

能改善提案數量整體情形如圖5，所有行業類別中，以

電機電子業之節能量為31,371 kLOE為最大宗，行動

圖4 102-107年度廠商逐年累積節能量

改善提案件數549件，改善類別主要以汰舊換新為主，

投資經費為107,330萬元。其次為造紙業，節能量為

25,591 kLOE，行動改善提案件數共286件，投資經費

為199,698萬元，由於造紙業廠商多為十年以上之工

廠，改善類別多以汰換設備為主，多為製程及公用設

備之汰換，又因其行業之特殊性，故造紙業占所有行

業別投資經費最大宗 (多為製程設備 )。

圖5 102-107年度廠商行業別節能量情況

依節能類別分析製造業受輔導能源用戶的改善行動

計畫，製造業之節能改善行動以製程為主，高達741

項；節能量亦以製程為大宗，共為53,106 kLOE(如圖

6)，共占總節能量42.8%(如圖7)，顯示製程節能是工

廠節能重要的方向。空調類別以321項，排名第二，

節能量則約占總節能量之13.8%。

依節能方法分析製造業受輔導廠商改善行動計畫，

如圖8所示，顯示歷年製造業受輔導能源用戶之節能

方法以汰舊換新為最多，共543項 (27%)，節能效益為

22,877 kLOE，占總節能量之18%(如圖9)。其次為能源

管理530項 (26%)，其節能效益為39,445 kLO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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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改善則為 517 項 (26%)，節能效益為 28,709 

kLOE(23%)。

進一步分析製造業節能方法累積案件數前三名之單

位節能量的投資成本，如表2所示，提案件數最多的

節能方式為汰舊換新，543件，其單位節能績效投資

成本為10.7萬元 /kLOE，因汰舊換新之投資方向多為

購買新設備，因此單位節能績效投資成本偏高。其次，

能源管理系統之節能改善提案件數共530件，單位節

能績效投資成本為1.44萬元 /kLOE，藉由能源管理的

方式可讓廠商以較低的投資成本獲得節能成效，而廠

商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可提升廠內的能源管理體質，並

可藉由重大能源的鑑別、作業管制、基線與績效指標

訂定、以及重大能源設備操作人員的標準作業程序制

訂過程中，發掘更多能源管理的節能機會。相對於能

源管理的方法，設備汰舊換新及設備改善，亦是廠商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好方法之一，但這類的節能方法

必須面對較高的投資金額，廠商運行能源管理系統之

後，將定期依標準要求，進行重大能源使用設備的

監督與量測，並可訓練員工分析數據的能力，逐步強

化自行發掘此類節能改善機會的能力。可停電力亦是

一項單位節能績效投資成本較低之節能改善方式，此

種方式多為將公用系統（照明、空調、空壓及蒸汽鍋

爐）、製程設備等進行暫態量測，由量化數據及操作

運轉模式分析最適運轉模式，在兼顧工廠生產需求及

經濟效益情況下，評估可停止運轉之設備或時數。此

種節能方式並不需要過多投資成本，因此平均回收年

限為0.38年，廠商亦可配合台電需量反應用電措施，

有利於台電電力供應困難或供應系統高載時，達到延

圖6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類別情況 圖7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類別節能量占比

圖8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方法、投資情況與節能量比較 圖9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方法節能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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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的效果進而提升備轉容量率，進而降低工廠用電需

量，降低能源成本，躉售台電公司，製造利潤，同時

舒緩目前政府電力吃緊壓力，創造台電及工廠雙贏局

面。

四、結論

企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是邁向智慧生產的第一

步，能源管理已成為企業內部推動能源使用持續性改

善的動力。利用能源管理系統中能源績效指標與能源

基線的要求，培訓工廠人員數據蒐集分析與控制管理

的能力，瞭解智慧化生產及管理的實際應用作法，提

供企業高層作為實施矯正措施決策依據。本文分析歷

年能源管理系統示範廠商節能改善方案，製程改善有

最多的提案數量、最高的投資金額且更有最高節能改

善成效。因此，推動能源管理制度，確實可以有效

引導廠商發掘更多製程改善技術並落實製程改善，促

進產業的升級，經濟部工業局希望從頭幫助工廠做得

對之外，更要做得好，成為產業製程改善的助力與推

手。

表2 102~103年製造業節能改善行動計畫之節能方法分析

節能方法 案件數 節能效益
(KLOE/年)

投資成本
(萬/年)

單位節能績
效之投資成

本
(萬/KLOE)

水回收 1 2.76 1,000 362

可停電力 100 12,826 2,337 0.18

汰舊換新 543 22,877 245,006 10.7

其他節能
措施 142 6,102 14,175 2.32

保養維修 52 1,792 5,846 3.26

能源管理 530 39,445 56,853 1.44

設備改善 517 28,709 207,286 7.22

新設或增
設 86 6,477 53,635 8.28

廢棄物利
用 2 119 5 0.04

熱回收 36 5,856 53,396 9.12

合計 2,009 124,206 639,539 404.6

讓氣體洩漏無所 遁形 

具備彩色螢幕的 測漏儀可顯示氣體洩漏量與洩漏成本

一、前言

許
多工業系統的氣體管路因為維護不良而導致洩

漏頻傳，例如在易燃易爆的石油化工產業，往

往洩漏的氣體充滿了易爆易燃性一旦洩漏就會引發不

可彌補的災害，電子業的應用中強腐蝕高揮發性的氣

體洩漏也時有所聞，而生技製藥行業，在氣體使用上

的高毒性也是要特別小心，相對於上述的危險氣體洩

漏，空壓氣體或特殊氣體的洩漏因為沒有公安的危險

反而會在最後才被拿出來檢討，其實若工廠若能安排

系統性地檢查並消除氣體洩漏除了可以帶來安全，更

可以帶來非常可觀的節能效果。

在所有的壓縮空氣系統中，即便是新裝置好的系

統，或多或少都有洩漏的存在，在嚴重的不良應用中

所浪費的成本甚至可達到30%以上。

二、氣體洩漏之於節能的嚴重性

每個工廠都瞭解壓縮空氣是由電能轉化而來，但幾

乎沒有人知道壓縮空氣是最昂貴的能源形式之一。因

此合理使用壓縮空氣將可提供了很大的節約潛力。通

常節約的努力只集中在壓縮空氣的生成上，即壓縮機

產氣量和熱量回收。

因此，如果壓縮和已過濾空氣洩漏出去，則會產生

額外的成本，因為必須再次製造生產線所需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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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了壓縮空氣系統的一般成本分佈。而能源

成本佔了總成本的最高份額的73％。在大部分的壓縮

氣體系統中，可以從上圖來分析壓縮氣體的成本取決

於這三大類，而能源為最大面積，所以如果能有效率

的去除洩漏，那就能減少過多的能源消耗，進而達到

降低成本。

圖2 壓縮空氣產生期間節省能量的措施

上圖  列出了夫朗和斐壓縮空氣工業研究所

(Fraunhofer-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angewandten 

Forschung e. V.）所研究出的空壓系統各種節約潛力。

通過降低洩漏率可以實現最高的節約潛力。通過找出

洩漏點和消除洩漏量，可以使用壓縮空氣系統總節省

潛力的42%。

根據能源機構NRW的調查，30%的洩漏率並不罕

見，但會導致壓力損失高達2 bar和50%的能源損耗。

夫朗和斐研究所代表Energie-Schweiz進行的一項研究

證實了這一點，該研究表明製造企業的洩漏率在15%

至70%之間。當水從管道中溢出時，這清楚可見。但

在使用壓縮空氣的管路檢測上並不容易，因為典型的

“嘶嘶聲”只能在安靜的環境中才會發出非常明顯的洩

漏聲響。由於人眼看不到溢出的壓縮空氣，因此如果

沒有適當的設備，很難在吵鬧的工廠中找到洩漏點。

該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使用超音波洩漏定位儀器，通過

洩漏所溢出的氣體對應於超音波源。因此，超音波傳

感器可用於氣體洩漏處定址。

但在消除洩漏時所會遇到問題和挑戰，就是哪一個

洩漏是值得修復？什麼是洩漏率？洩漏所造成的費用

是多少？這將會浪費大量時間來思考。

三、公式運用

如果壓縮機系統的年輸送量 [m³]是除以總成本 [ € ]，

則獲得每立方米空氣產生的成本。根據系統的不同，

標準立方體壓縮空氣的生產成本約為0.15歐元 /Nm³至

0.27歐元 /Nm³。

能源成本節約潛力[€/年]=總洩漏率[Nm³/小時]*壓縮

空氣成本[€/1Nm³]*運行時間[小時/1年]

壓縮空氣是工業自動化生產中，昂貴但卻是不可或

缺的介質。由壓縮空氣系統所產生的洩漏，大約會流

失10%至25%。在歐洲，1立方米壓縮空氣的生產成

本平均為0.02歐元。即使是最小的洩漏，也只有16公

升 /分鐘，卻是每年會造成152歐元的成本浪費。因

此，尋找和消除洩漏可以為使用壓縮空氣的使用者提

供巨大的節約潛力。以下為計算公式 :

工作時間=365天*24時

Cost/m3=(固定成本+變動成本)/年度壓縮機輸出=壓縮

氣體的平均成本1.9ct/Nm3

德商CS Instruments GmbH＆Co. KG現在推出了一款

經濟實惠的設備，可直接在氣體洩漏檢測儀器的顯示

器上即時呈現洩漏率以每公升 /分鐘（或選取美國單位

的 cfm）。另外，氣體洩漏檢測儀器 還可以用歐元 /年

為單位來計算出洩漏成本 (貨幣可自由調整）。這允許

讓氣體洩漏無所 遁形 

具備彩色螢幕的 測漏儀可顯示氣體洩漏量與洩漏成本
  樊凌澤 節能工程部 
台灣貝利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CS-Instrument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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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在現場來快速決定，那些壓縮空氣洩漏點由於高

損耗而必須盡快修復，以及哪些洩漏點可以在排列上

變為較低優先程度。進而節省時間與人力在消除洩漏

的工程上，而不會讓維修成本大於洩漏成本。

四、可能的洩漏原因

洩漏通常發生在不同元件之間連結的地方，由於安

裝不當，又或是使用損壞和磨損的部件造成的。例

如 : 接頭和軟管夾的洩漏，螺牙接續和法蘭對鎖處的洩

漏，工具和機器裡有滲透或缺陷的密封件，未正確安

裝的 (乾燥機，過濾器或維護元件 )導致洩漏。

五、理論

圖6標示了聲音的不同頻率範圍。 超音波不僅涉及

聲波在氣體或液體中的傳播，還涉及固體中的聲波傳

播。由於可聽頻率的上限因人而異，因此一般人所可

聽到的聲音與超音波之間沒有固定的限制。而20KHz

以上的聲音頻率通常被稱為超音波。

圖6

壓縮空氣洩漏的搜索和確認位置是基於超音波測量

原理。由於高壓，即使是最小的空氣或其它氣體洩漏

也會導致超音波頻率，這通常是人耳無法捕捉到的。”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的音頻吸收電子元件“放大”

這些超音波，即使是在吵雜的工廠環境也能準確抓

到，並將它們作為聲學訊號轉發到”空壓氣體洩漏量

分析儀”的耳機中，因此用戶甚至可以聽到最小的洩

漏所產生的超音波，否則將無法檢測到這些洩漏。

壓縮空氣的加壓系統洩漏會在流出點產生超音波，

這是獨立於洩漏的流量或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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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空洩漏的環境下，空氣會從大氣中流到真空

處，如上圖。這使得湍流主要發生在真空現場，但如

此一來從外面所偵測到的超音波訊號就會變弱，則必

須要從較近距離才能檢測到。

有時”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會顯示洩漏在沒有

壓縮氣管的地方，這是因為超音波傳導到其他地方產

生折射所產生的噪聲，我們還是需要跟隨管路以便找

出洩漏點的真實存在點。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提供一整套使用於各種狀

況的附屬配件在手提箱中。例如帶有尖錐狀的尖端的

聚焦管，用於精確定位最狹窄空間內的洩漏，以及用

於檢測最小洩漏的聲學喇叭，在吵鬧環境下可將其餘

噪音給消除，即使在最遠6米的距離內，也包括在內。

在許多管路阻擋時，也可以使用靈活的鵝頸管來做量

測。對於特殊要求，例如距離最遠20米的洩漏檢測，

拋物面鏡也作為可選配件提供。

通過在拋物面鏡

來攔截超音波，在

最大 10 至 15 m的

距離內即使是最小

的 0.8 L /min（ 約

8 €p.a.）的洩漏也可

以精確定位（±15 

cm）。拋物面的設

計確保僅目標中所

洩漏的超音波。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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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噪音降至最低。

集成的攝影機和顯示器讓使用者能夠拍攝所發現的

洩漏照片並將其直接記錄在”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

的顯示器上。有關文檔，照片，洩漏率（公升 /分鐘），

歐元（任何其它貨幣）的成本，公司名稱，部門，的

日期和時間可以儲存在”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上。

存儲的數據可以輕鬆取出到任何USB記憶體上，並使

用選購的PC評估軟體“CS Leak Reporter”進行評估。

該軟體自動生成清晰的報告，結合發現的所有洩漏，

包括照片與上面標示的公升 /分鐘，成本和所有其他詳

細訊息。可以為使用者創建這些報告，並將其保存為

pdf文件。這些報告末尾的累計數字簡單概述了以公升

/分鐘量化的總洩漏率和每年的總洩漏成本。

六、實際操作案例

A.於某電子廠的實際操作中，先以拋物面鏡上的收

音器和紅外線相機雙方面同時運行來進行大範圍的搜

索，直到確定洩漏方向後，再切換使用各類型探頭逐

一收攏範圍。

上圖為拋物面鏡的使用範例

上圖為聲學喇叭並開啟紅外線(圓框內)鎖定集聲位置

即便難以接觸的位置也能使用鵝頸管來偵測

B.於某化工廠的現場中有著許多密麻管路交錯在一

起，且也有些固定於高處。

但可使用聲學喇叭來偵測位於高處的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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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闊的廠房也可使用拋物面鏡偵測

密密麻麻的管路可使用聚焦管來收攏洩漏點

在吵雜環境下，聲學

喇叭可接收所有音波，

搭配上耳機即可過濾掉

雜音留下洩漏音

七、結論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

儀”有著能更加靈活且

容易在運作機器中發現

隱藏洩漏的能力，而非單純只使用聲學相機，有時僅

靠影像是難以發現這些洩漏的。更高的靈敏度，通過

耳機跟隨噪音而不只是在顯示器上查看。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允許用戶測量甚至最小的

洩漏，例如，在天花板下的生產機房的壓縮空氣管路

上，在很高的角度上，也可精確定位它們。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目前在市場上是極少見的

產品，因為它具有位置的精確和測量洩漏所使用的紅

外線雷射光點和相機，而聲學喇叭和拋物面鏡中同樣

配有。

”空壓氣體洩漏量分析儀”在同樣配置下，還追加

了可外接外部傳感器。除了洩漏測量外，還可接收露

點，流量，壓力，和溫度數值。

八、參考文獻
1. www.cs-instruments.com, Basis for measuring leakage in compressed air 

system. https://www.cs-instruments.com/za/downloads/scientific-papers/
2. Taiwan Bally Technology Co., Ltd., 實際現場氣體洩漏檢測(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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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研究以竹東一間老人養護中心四樓為驗證場域，

其照明系統主要設計是針對年長者與照護人員為

主，依年長者生理與生活的需求，以及照護人員的生

理與工作需要而設置的光環境，本文針對年長者之活

動空間作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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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置換成LED

燈具後，照明用電密度 (LPD)下降至少31％，進一步

藉由人性化智慧控制，可以獲得更小的照明用電密

度，而年長者問卷量表結果呈現，改善後之光環境，

為年長者提供適當且足夠明亮的光環境，有效提升年

長者視覺清晰度與舒適感。

關鍵字 : 醫療照護、樂齡、健康照明

一、前言

科技與醫療技術不斷進步，使得人類平均壽命不斷

延長，但由於價值觀與生活壓力與日俱增，使得生育

率持續下滑，因此年長者人口占國家人口比例逐漸上

升，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05年發表人力發展統計分析

報告中指出，我國將於民國107年邁入高齡社會，於

民國11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1）。從國內外研究與統

計數據結果得知，人口結構的老年化為不可避免之趨

勢，故對於年長人口後半生之照護勢必成為各國政府

不得不重視的社會責任。

年長者隨著年紀的增長，各項身體生理狀越趨衰

退，因此對於年長者照明需求也會出現差異與特殊

性，年長者除了身體器官老化外，感官（如視覺）、

內分泌、生理時鐘與認知安全上亦有負向改變，很多

相關的報導和研究指出，適時適地適度的光照，可以

改善年長者生活品質，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方面討論 :

◆ 眼睛退化與視覺補償

年齡的增長視覺也不斷變化，二十歲以後視覺系統

逐漸退化，而年過四十後開始漸漸出現老花現象，產

生的影響有視力下降、暗適應速度下降以及抵抗眩光

能力下降，進而導致年長者對環境適應的困難度，而

年長者眼睛常見的問題還有白內障、水晶體混濁、角

膜與水晶體黃化和老年性黃斑部退化等，將導致視力

模糊，並且年長者對光源眩光，因此年長者生活和

工作的地方，其環境設計須慎重考慮眩光和亮度影響

（ 2,3），因此除了亮度考量外，也需要較高色溫的白

光，來補償角膜與水晶體黃化所引起的色偏，而配合

較佳演色性照明時，亦能協助年長者正確識別物體的

顏色與位置，增進空間認知，縮短反應時間，此外也

需要妥善使用照明設備與位置的安排，來讓物體立體

感更明顯，利用重點照明引導視覺順序，並配合感測

設備的應用，將可以大幅改善年長者對空間認知，減

少誤動作所帶來的生活風險，但在高色溫與高亮度的

光環境應用上，也必須評估年長者眼睛容易疲勞，且

藍光成分較高，易造成非必要的生理衝擊。 

◆ 生理時鐘變化與因應

自然生理週期變化，亦即生理時鐘，影響著人的作

息、內分泌、睡眠品質與身體運行，此規律變化會

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人眼瞳孔會隨年齡增加而縮小

與水晶體會逐漸混濁，以致於短波長的光進入視網膜

減少，降低了光照刺激，而引發年長者晝夜節律紊

亂、認知衰退、情緒不穩定、行為失控和睡眠障礙

等問題，增添年長者及照顧者的負擔及壓力（ 4），因

此年長者生理問題除了採用醫學介入治療外，亦可藉

由隨光照變化來改善生理週期與內分泌的紊亂，而光

照刺激是安全且成本相對低廉的調整方式，簡單來說

就是在對的時間下，給予適度的光強，與適當的光譜

年長者健康光環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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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例如下午給予高色溫白光照射，搭配年長者作

息、生理與受光狀況，給予年長者隨時間改變的光環

境，改善年長者生理衰退而造成之生理時鐘偏差所帶

來的影響。

二、光照對年長者相關研究

照明對於人類的影響，可以分為視覺及非視覺效

應，充足的亮度可讓人眼看清物體，此時照明提供環

境訊息來源，此即為視覺影響。而非視覺影響指的是

光線透過視網膜光感受器 -自發性感光視網膜神經節細

胞（ intrinsic photosensitive retinal ganglion cell, ipRGC），

將信號傳導至視交叉上皮細胞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SNC），影響松果體（pineal gland）產生褪黑激

素及其他神經內分泌（皮質醇或核心溫度等），此非視

覺效應調節和同步了晝夜節律（ circadian rhythms），而

老化的現象之一，就是晝夜節律的改變，導致年長者

睡眠品質降低、認知衰退、心神不寧及行為失控等，

適時適度光照有助於調節晝夜節律系統（ 5-7）； 1997

年E.J.W. Van Someren的研究團隊，將22位癡呆患者

的起居室增加照明（ 8），結果顯示在增加照明時，患

者休息活動節律的穩定性增加； 2008年Figueiro研究

團隊邀請阿茲海默症老年人及非阿茲海默症老年人一

同參與實驗（ 9），結果顯示經過藍光照射，確實可以

改善老年人的睡眠效率，無論是否罹患阿茲海默症； . 

Riemersma-van der Lek 研究團隊於1999年至2004年期

間在荷蘭長期進行研究（10），結果呈現癡呆症、抑鬱

症患者的抑鬱症狀改善了1.5分，褪黑激素將睡眠發作

潛伏期縮短了19％，睡眠持續時間增加了6％，光照對

於改善癡呆症的一些認知和認知症狀具有助益； 2006

年 J. van Hoof研究團隊評估長時間接觸高強度光線，

對失智老年與癡呆症患者的行為及晝夜節律性的影響，

結果使用高強藍光佔比的冷白光對於穩定不安行為與

調節老年人晝夜節律性方面很有效益（ 11）； 2011年

Wenting Cheng研究團隊為改善老年人的照明環境，邀

請六位年長者（年齡55-65歲）參與不同光譜與照度之

LED照明研究（12），結果在較高色溫照明下，年長者

顏色辨識力表現較佳，且顏色辨識力將隨著照度上升

而增加，高照度將提供年長者更舒適及明亮的環境；

2014年Seong Jae Kim研究團隊研究高強度的寬頻譜白

光對於年輕人與年長者影響（13），年長受試者與年輕

受試者相比，呈現早期的基線階段較低和降低褪黑激

素節律幅度，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褪黑激素的相移

大小或方向與年齡的變化具相關性。

三、實際照護場域驗證

實際驗證的場域位於竹東一間老人養護中心四樓，

主要對於年長者活動空間作光環境的設計與優化，主

要有兩重點，其一是使用高發光效率的平板燈，並且

依據實際狀況增加燈具數量與改變佈燈位置，使照度

與均勻性全面提升，另一個重點則是藉由可調亮度與

色溫的燈具，配合時間與光環境設計，作照明節律控

制，實現在年長者生活環境中，不僅夠亮、均勻且舒

適，更能進一步自然地調節生理週期變化，達到自舒

適健康的樂齡光環境。

◆ 光參數調置

從早上五點年長者陸續起床後，主要區域的亮度與

色溫，每半小時會隨著時間自動改變，提供年長者最

舒適與健康的照明條件。其中亮度最大的條件下，其

空間中燈具正下方之工作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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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且高色溫的情境，在上午與下午各有兩小時，其餘

的日間則主要提供中亮度與中色溫，夜晚則逐漸降低

亮度與轉換成暖色溫。

而年長者的個人床位上，除了開燈時隨時間主動提

供光環境控制外，也可依據照護工作需求，以及個人

意願與需求，利用簡易情境遙控器，選擇不同情境與

調整不同照度，亦可以依習慣關閉個別床位上之燈光。

◆ 照明硬體的設置

實際場域硬體部分，首先將場域中所有50W格柵螢

光燈更換為LED平板燈，考量年長者在特定時間，需

要高亮度光照，配合目前燈具效率發展與燈具廠商生

產能力，因此選擇發光效率達到140 lm/W之可調光

調色溫燈具，額定功率30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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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增加平板燈具數量15％，實現適合年長者光

環境控制。活動區之實際照明改善前照片如圖1改善

前所示，整體空間照明呈現較為明亮與均勻，其中照

Esco會訊57期_24面.indd   23 2019/10/9   下午 14:10:59



24

專題報導 年長者健康光環境之研究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七期

度較原先的照明系統增加兩倍以上。實際裝燈與控燈

系統上，考量年長者與整體硬體的安裝與維護，在燈

具控制方面將採用無線ZigBee系統，以減少施工時間

與建築物的變動，將控制指令設定於閘道器上，隨時

間與空間的不同給予合適光環境參數。此外，每一床

位配合個體特殊需求，配置一個簡易型手持控制器，

設定四個情境，並能對於情境調整亮度，以利於實際

場域運用。

◆ 照明光環境改善

場域內由於窗戶處採光良好，但室內其他區域相對

較暗，因此利用窗簾調節自然光的進入量，原先年長

者活動區，每三公尺間隔安裝一展50W格柵螢光燈，

不僅燈具密度不足，造成均勻度不佳與照度不足，加

上年長者會因為想省電，而動手關閉燈具電源，使

照明狀況更為不佳，例如而燈具間隔中央位置下方約

為190 lux，在被關掉的燈具下方，由於周邊環境光反

射，仍有約100 lux的照度，然此一光環境的照度及均

勻度皆不足以提供長者白天所需之光線刺激。而在護

理站的照明環境，除了照度不足外，燈具裝設位置也

不符合使用情況，會讓身體的陰影影響文件閱讀。

經照明改善後法，將場域中所有格柵燈具更換為高

效LED平板燈具，將原本中央公共活動空間的燈具間

隔縮小距離，因此增加了15％的燈具數量，圖1亦顯

示了餐廳與活動區改善後之照片，由於燈具密度增加

的關係，場域內桌面明顯變明亮，且由於動態照明控

制提供符合生理需求之亮度與色溫調整，因此依年長

者，提供適當且舒適之光環境。

原使用格柵螢光燈，其LPD值為5.8W/m2，置換成

可調光與調色溫的LED照明系統後，其LPD值降為

4W/m2，照明用電密度降低了31％，並且配合需求作

依時序動態調整，不論是餐廳或活動區域，其LPD值

均可以更小。

圖1. 照明改善前後之活動區

◆ 問卷量表分析結果

對年長者之問卷統計分析，結果呈現改善後之LED

照明光環境，為年長者提供適當且足夠明亮的照明，

有效提升年長者之視覺清晰度與視覺舒適感，進而有

助於降低跌倒等風險，提升年長者生活品質。而經

由簡易心智量表及簡易老人憂鬱量表分析，結果顯示

LED照明環境對於年長者心智程度並無不佳之影響，

而且對於改善年長者憂鬱程度具有影響，甚至可達到

降低年長者憂鬱程度之效果。後續可以持續追蹤年長

者相關數據，以利排除年長者身體退化與適應能力較

低之影響，進一步結合人性化照明資料庫與光環境演

算技術，營造出兼顧舒適與節能之優質光環境。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台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相關醫療照護機構的需

求勢必越來越多，可藉由調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照

明，來增進年長者的健康。本年長者照護場域在光環

境之照度與均勻性的改善上皆有實質效果，並隨時間

排程作動態調整，成為維持舒適與符合生理時鐘需求

的光環境。在節能表現上，全面換裝高效率LED燈

具，雖然數量上增加15％，但照明用電密度LPD下降

至少31％。此健康照明系統對於年長者視覺舒適與生

理健康上的改善，是非常值得關注與加強應用的，此

研究結果將作為未來年長者照護照明系統開發的重要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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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技社及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共同研發專利技術及委託製造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攬設備施作 

 

 

 

 

 結合熱泵吸附除溼設備：搭配既設空調箱，避免空調系統過冷及再熱雙重能源消耗，提升

空調箱整體能耗效率(kW/RT)，全年空調節能率約 35~50%。 

 

 

 吸附除濕全熱交換器：回收室內排氣廢冷，與引進外氣進行全熱交換，全年空調節能率約
20~30%。 

                                                        

  

整合熱泵型 系統 改善前 改善後 

風量 熱泵製冷能力 
入/出風條

件 

既設空調箱 
既設空調箱+吸附

除濕  

CMH RT 
冷凝(RT)+再熱

(kW) 
降溫(RT)+耗能

(kW) 

3000 15 
32℃ 

25 ℃ Td 

/15℃ 

8.7 ℃ Td 

26+21 10+14 

5000 24 43+35 17+26 

7500 36 66+53 26+39 

10000 40 87+70 48+34 

落地型/吊掛型 

風量 風機馬力 
熱交換效率 

CMH HP 

1500 2*2台 顯熱 68% 

潛熱 75% 

全熱 65% 
2000 2*2台 

2500 2*2台 

3750 3*2台 

5000 5*2台 

 

吸附除濕設備 

填充式除濕轉輪 

除濕轉輪 

廚師 

冷凝器 

壓縮機 

蒸發器 

外氣降溫 除濕 

空氣升溫 再生 排氣 

填充式除濕輪，除濕能力佳成本低 

轉輪再生溫度需求低，設備耗能低 

吸附材料更換方便，後續維護簡單 

節能與優化室

內空氣品質 

送風(與既設

空調箱銜接) 

廚師 

廚師 

廚
師

 

廚
師

 

外氣 

降

溫

除

濕 

廚
師

 

新

風 

升

溫

再

生 

廚
師

 

排

氣 

回風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231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48號 10樓(薪寶商業大樓)   

電話:(02)2911-0688   http://www.tgpf.org.tw 

優於交叉流式

全熱交換器 

※外氣風量占總風量 20%估算 

設備上視圖 

設備側視圖 

25℃ 

RH55% 

 

32℃ 

RH65% 

28.5℃ 

RH63% 

29℃ 

RH60% 

系統耗能比較 

節能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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