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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節能利器-變頻變容積比螺旋式

壓縮機簡介

摘要

為
落實節能減碳，各國政府逐步調高空調冰水機

的能源效率標準，而且不但管制全載能源效率，

擴大到管制部份負載效率更成為一種趨勢。因應此一

法規與市場的需求，壓縮機技術也與時俱進，為提升

部份負載效率，國際大廠品牌陸續開發出變頻變容積

比螺旋式壓縮機。本文將深入淺出介紹變頻變容積比

螺旋式壓縮機的機構與工作原理，並且從冰水機能源

效率的角度，比較分析可變容積比與固定容積比螺旋

機的性能差異，以及變頻變容積比螺旋機與磁浮離心

機的性能差異，提供冰水機業者選用壓縮機時的參考。

一、前言

經濟部能源局於108年8月公告「蒸氣壓縮式冰水機

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不僅規範冰水機組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MEPS)，也新增了三個等級的能源效率分級基準，此

規定將自109年7月1日起實施 [1]。因為此規定僅規

範了全載性能係數 (COP,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而

冰水機實際應用於空調系統時，大多數時間處於部份

負載運轉條件，因此為了更進一步提高空調節能的績

效，相關單位也已著手進行可規範部份負載能源效率

的相關法規研究。

雖然政府尚未制定規範冰水機組部份負載能源

效率的法規，但是民間業界許多標案已參考國外

IPLV(Integrated Part Load Value)或NPLV(Non-standard 

Part Load Value)能效標準，在標案規格中納入對於部份

負載效率的要求。由此可見，市場上對於空調冰水機

組部份負載高能效的需求已愈來愈強。是以各冰水機

廠紛紛投入高COP/高 IPLV的新產品開發，以期爭取

更多要求部份負載高能效的市場份額。

從冰水機製造者的角度而言，如何在增加最少總成

本的前提下，使全載或部份負載運轉能效能夠符合法

規與客戶的要求，是空調業界的一大課題。換言之，

如果四大元件 (蒸發器、冷凝器、壓縮機、膨脹裝置 )

各自能在增加較少成本的前提之下，使機組能效能提

升至滿足法規與客戶的需求，即可使機組性價比提

高，也就提升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而其中對成本與

效率影響最大的應該非壓縮機莫屬，是以如何選擇高

能效、低成本的壓縮機，就成為冰水機設計者需要進

一步研究的課題。

為了滿足冰水機部份負載能效要求，近年市場上銷

售成長最快的就是無油變頻的磁浮離心機，但因成本

比傳統螺旋式壓縮機高出許多，使得冰水機業者在選

用時不得不特別慎重。除磁浮離心機之外，近年螺旋

式壓縮機也針對部份負載能效的提升，在設計上不斷

精進。從定頻滑閥容調進步到變頻容調，近年更發展

出變頻變容積比螺旋機，使得螺旋機可在維持結構強

健與低成本優勢的前提之下，提升全載與部份負載能

效。

二、變頻變容積比螺旋式壓縮機作動原理

雙螺旋壓縮機 (twin screw compressor)因為高效、低振

動噪音、結構強健、壽命長、操作維護方便等優點，

是中央空調冰水機最常採用的壓縮機型式之一，單機

冷凍噸數大約從25USRT到450USRT。

傳統螺旋機的滑閥容調 (sliding valve capacity modula-

tion)機構如圖1所示。因部分負載工況下系統壓比 (冷

凝壓力 /蒸發壓力 )改變時，容調滑閥機構無法控制壓

縮機內建壓比 (Pi)，因而產生過壓縮 (over compression)

或不足壓縮 (under compression)，造成額外耗功，使得

壓縮機與冰水機的能效降低，如圖2所示。

  劉耀中 唐光德 林永龍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關鍵字：螺旋式壓縮機、變頻、變容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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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過壓縮與不足壓縮造成能量損失

變頻變容積比螺旋式壓縮機改用控制轉速來做容量

調節，而利用調整滑閥位置來改變容積比 (Vi)，如圖3

所示。可變容積比螺旋機的滑閥機構如圖4所示，此

機構以控制內容積比 (Vi)來控制內建壓比 (Pi)，可將內

建壓比控制在與系統壓比最接近的狀態，如此即可得

到最佳的壓縮效率。前述Pi與Vi的關係式如下：

Pi = Pd / Ps, Vi = Vs / Vd (如圖3)

Pi = Vim , 其中m為冷媒壓縮過程的多變指數

圖3.…螺旋式壓縮機變容積比滑閥的基本原理[2]

三、	可變容積比與固定容積比螺旋式壓縮機

的效率比較

參考文獻 [3]是天津大學所做的研究，文中比較了可

變容積比與固定容積比螺旋式冰水機的效率。其中，

等熵效率的比較如圖5，從圖中可知，隨著系統壓比變

化，可變容積比與固定容積比都在某一系統壓比下，

具有最高的等熵效率。從圖5中可推估，內容積比2.6、

3.5、4.8時，內建壓比約3、4.3、6.2，與系統壓比接

近時，等熵效率最佳。但隨系統壓比的增加，固定容

積比的等熵效率下降速度高於可變容積比；另外，容

積比較小時壓縮機受系統壓比影響較大，這說明運轉

工況與設計工況偏離愈大，會使壓縮機效率下降愈多。

圖5.…固定容積比與可變容積比等熵效率隨系統壓比的

變化[3]

至於 IPLV的比較，表1是摘自參考文獻 [3]某廠家

固定容積比的螺旋式冰水機全載與部份負載性能測

試結果，表中顯示，熱力學完善度 (Thermodynamic 

Perfectibility)隨負載降低而下降。

因此根據理論，如果改用可變容積比壓縮機，因部

份負載與全載的熱力學完善度會較接近，故可預估，

IPLV應可提高7.2%左右。

圖4.…螺旋式壓縮以滑閥控制容積比(Vi)的作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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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冰水機組部份負荷下性能係數[3]

四、變頻螺旋機與磁浮離心機的效率比較

美國Carrier公司發表的研究報告 [4]，比較了冰水機

採用變頻螺旋機與磁浮離心機的能源效率。

首先須釐清有油、無油壓縮機對系統能效的影響。

因為磁浮離心機是無油的，所以最常強調冷凍油對系

統效率有很大影響。針對此一問題，參考文獻 [4]詳細

分析了冰水機系統中的油如何影響系統能效，據此進

一步比較有油、無油壓縮機對系統能效的影響。研究

結果顯示，冷媒中含油影響蒸發器的熱傳，其影響主

要在增加管壁上的冷媒熱傳阻抗，圖6的研究案例顯

示，冷媒造成的熱傳阻抗 (Rr)只佔蒸發器總熱傳阻抗

(Rt)的27%，其他熱傳阻抗來源包括：水側管壁上的水

(46%)、水垢 (24%)，以及金屬管 (3%)。

其次，需探討冰水機組各主要元件對系統能效的影

響。從參考文獻 [4]的研究結果可知，在AHRI的冰

水機工況下，各元件能量損失如下：壓縮機與其他佔

59%，馬達、變頻器、控制器佔27%，冷凝器佔9%，

蒸發器只佔5%。又如上述，油對蒸發器熱傳的影響只

佔27%，因此油對整個系統耗能影響的比重只佔5%* 

27%=1.3%。

至於要探討離心機與螺旋機在能效上的差異，必須

先認識這兩種壓縮機壓縮原理的差異。螺旋機屬於容

積式壓縮機，變頻螺旋機可直接以轉速變化來調節流

量，揚程 (內建壓比 )不受轉速影響；但是離心機屬動

力式壓縮機，適用理想風扇定律 (Ideal Fan Laws)，其流

量與轉速成正比，揚程與轉速平方成正比，功率與轉

速三次方成正比，如圖7所示。因此轉速降低時，內

建壓比會跟著降低；而低流量、低內建壓比時很容易

圖6.冰水機系統中，油對熱傳效率的影響很小[4]

圖7.…動力式流體機械(如軸流式、離心式)適用的理想風扇定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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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喘振 (surge)，此時需要同時調節進氣導葉 (IGV, in-

let guide vane) (如圖8)或高壓回流來做卸載，以維持較

高的轉速 (即較高內建壓比 )避免喘振。進氣導葉造成

的壓降，或高壓回流重複壓縮造成的損失，或提高轉

速造成的耗功增加，對壓縮機效率的影響約4~5%，其

實遠高於油對系統效率的影響 (1.3%)。

表2比較250~450噸變頻螺旋機與變頻無油磁浮離心

機的效率，從COP與 IPLV比較中可看出，變頻螺旋

機的COP高出0~11%，IPLV高出5~13%。

五、	變頻變容積比螺旋式壓縮機與無油變頻

磁浮離心機的性能比較

螺旋式壓縮機屬於容積式壓縮機，其揚程或壓比與

轉速無關，單純以轉速來調節容量，另以滑閥來控制

容積比Vi，完全沒有喘振的問題。變頻變容積比螺旋

式的基本構造如圖4所示。圖9是國產變頻變容積比

螺旋式壓縮機在冰水機應用工況下，與無油變頻磁浮

離心機的 IPLV比較，其中變頻變容積比螺旋機的性

能是根據實際測試結果，變頻磁浮離心機的性能數據

中，group A是依據市售產品型錄資料，group B則是依

據表2[3]。從圖中可看出，不同噸數變頻變容積比螺

旋機的 IPLV都高於變頻磁浮離心機，1000kW~1400kW

機型大約高出5%，1000kW以下的 IPLV高出更多。

六、結論

1. 螺旋式壓縮機是空調冰水機採用最廣的壓縮機型

圖8.…離心機進氣導葉(IGV)開度關小時會增加流體損失

*1: Oil-free chiller efficiency values are presented in public domain, 23XRV efficiency values are per AHRI certified selections. Oil-free chiller為磁浮離心機，23XRV為變頻螺旋機

*2: 本文增列能效比較計算.

表2.…冰水機效率值[4]

圖9.…國產變頻變容積比螺旋機與變頻磁浮離心機性能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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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一，壓縮機的設計從「定頻 /滑閥容調」演進到

「變頻」，近年更演進到「變頻 /可變容積比」，可在

維持結構強健可靠的原有優勢下，提升冰水機全載與

部份負載的效率。

2. 根據天津大學的研究 [3]發現，在高蒸發溫度、低

系統壓比工況，可變容積比螺旋機的COP比固定容積

比螺旋機高出較多。另根據實測數據與理論計算，推

估可變容積比的 IPLV比固定容積比高出約7.2%。

3. Carrier公司針對變頻螺旋機與無油磁浮離心機的

性能比較做了廣泛的測試與研究，研究結果 [4]顯示，

油對於冰水機效率的影響，主要在於對蒸發器的冷媒

熱傳阻抗的影響，經分析計算，這部份的能量損失大

約只佔冰水機總損失的1%。比較變頻螺旋機與無油變

頻磁浮離心機的性能，COP高出約0~11%，IPLV高出

約5∼13%。

4. 結合變頻容調與可變容積比的優點，變頻變容積

比螺旋式壓縮機經過冰水機實際測試結果，證明 IPLV

優於無油變頻磁浮離心機，能力1000kW(280USRT)∼

1400kW(400USRT)機型約高出5%； 1000kW(280USRT)

以下機型高出更多。

5. 本文以理論與實測數據說明變頻變容積比螺旋式

壓縮機在空調節能，尤其是部份負載能源效率的優越

性，希望提供重視節能的使用者在選用壓縮機時多一

個更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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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節能路燈—PFI民間融資提案與

ESCO模式之創新營運解析

  張寶蓉副教授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一、	前言

全
球在能源短缺的情況下，從政府、企業、到個

人，無不致力於節能減碳之各項措施。對政府

單位而言，運用公部門資源、預算等進行公共建設之

推動，是各國政府可能採取的手段之一。然而，由於

公共資源之有限，加上傳統公共建設之採購方式可能

造成之資源浪費與後續維養費用，近年來興起新的模

式 -民間融資提案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本文

探討此創新模式如何以公私協力之方式，改善投資效

益，以達成能源管理之成效。

二、	智慧路燈發展現況與趨勢

路燈是廣泛佈設於道路上的基礎公共設施，由於涵

蓋範圍廣、數量多，是民眾最有感的公共建設服務之

一。由於路燈是民眾最基礎的照明需求，因此在亮度、

照明時間、等要求，也成為政府最沉重的財務負擔。

根據統計，路燈在電費上的支出，約佔政府用電的三

分之一左右。因此，在節能減碳、以及財務收支妥善

運用的趨勢下，各國政府皆以將傳統路燈置換為節能

LED燈為第一要務。

相較傳統燈具，LED路燈加裝智能控制器，可配合

場域環境需求，進行燈光調控，在節能之餘，同時達

成便民需求。傳統路燈必須透過人力巡查、報修、派

修等管理作業，在人力、時間上皆是一大成本；在加

裝智慧路燈後，可遠端即時偵測路燈健康狀況，並即

時故障告警，可節省巡查管理作業以及派修人力調配

之問題。

由於路燈最密集的基礎公共設施，近年來燈桿除了

滿足基礎照明功能外，在通訊、物聯網技術的持續演

化下，儼然成為串聯城市服務的神經系統。在路燈接

上網路後，適合作為各種感測器的載體，可以開展出

許多用途與服務，如車流與人流計數、安全警示、環

境感測、水位偵測、電子看板訊息推播、停車格空位

偵測、等，滿足智慧城市的各種聯網應用。

三、	路燈汰換模式分析

政府在進行多項公共建設時，多以傳統採購發包的

模式進行。然而，由於路燈等大型若以採購發包模式，

政府期初需投入高額資金進行汰換，後續又有節能改

善、維護保養服務等需求。因此，在將傳統路燈置換

為省電LED燈或智能路燈之相關公共建設，後續衍生

出兩種模式 : ESCO模式與PFI模式。

(1) ESCO模式

ESCO模式是指由能源技術服務公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透過節能績效保證型契約 (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 ESPC)的方式，協助業主進

行節能改善專案。

節能績效保證型契約是指，政府無需先編列採購預

算，而是將節省下來的電費作為支付能源技術服務廠

商的費用，採「先服務、後付款」模式。換言之，政

府在節能改善工程之投資費用，需全部從改善後所節

省之能源費用中分期償還 (Pay by Savings)，屬於自償性

專案。此外，廠商還需提供節能績效保證 (Guaranteed 

savings)，必須保證達到於節能績效保證合約中對顧客

所承諾的節能效益，否則應負擔未達到的差額。因此，

在執行過程中，ESCO模式是以能源改善工程案未來

產生現金流的盈餘做為融資擔保的一種方式。

此模式行之有年，對政府單位來說，無須投資大筆

資金即可導入節能產品及技術，能改善現有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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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大筆現金流之困境；此外，透過此模式所造成的

節能效益，能有效減少能源成本支出，改善環境。

ESCO模式雖可解決政府財政問題，並確保節電效

率；然而，公共建設時常不光是建置完成即結束，後

續還有維護保養等問題，倘若政府無編列相關預算，

後續維養仍是大筆支出，或是常出現建置完成，但後

續卻缺乏維養的公共建設弊端。

因此，為解決上述困境，後續以導入民間投資與參

與，以及以「購買服務」，而非僅是建置的民間融資

提案 (PFI)模式因應而生。

(2) 創新解法:PFI模式

為增加私部門之參與以及民間投資，政府興起民間

融資提案模式，尤其是用在大型政府支出之公共建設

專案。民間融資提案可追朔自1993年由英國財政部成

立專責的民間融資小組開始，是公部門、私部門以公

私協力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簡稱PPP)進行的一

種方式。學理上認為，由政府部門、非政府部門所進

行的跨部門合作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來進行公共建

設、或社會等相關議題，更具有其效益與影響力。

PFI模式讓政府由原先透過採購發包等方式進行的公

共服務生產者，轉而成為向民間企業購買公共服務的

購買者，而非單獨取得公共設施資產之所有權。政府

在民間企業營運該項公共建設後，依據雙方契約所訂

之評估指標及規範，定期檢視民間企業之履約情形，

以及各項績效指標是否符合約定，作為民間企業請款

條件之依據。倘未達到績效指標，或軟硬體無法提供

服務時，則有扣款機制。因此，PFI 是將當期本應支

付的興建成本，以及後續營運維修與保養成本，先由

私部門預支，等到營運階段，才按期支付民間廠商費

用。故PFI屬公共建設延後支付的分期付款方式，可

紓緩政府在財政上之調度。

日本於1998年擬定PFI法草案，源自於1997年首相

提出3年內縮減15%公共事業支出的改革政策，直接

或間接影響了政府的對公共建設的支出預算，因而引

發透過民間參與方式進行。

台灣則於2009年，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民

間融資提案制度想法，目前也逐步運用在多項重大公

共建設上。過去政府編列大筆興建費用，建置完成後

卻缺乏管理維護費之財政預算，導致資產逐年衰敗之

情形。PFI模式除能解決民間企業對於公共建設較無

參與意願之困境外，亦是提供政府部門以服務獲取方

式，取得長期公共設施服務之創新選項。

PFI模式，具有以下特性: 

1.	強調財政支出價值(Value	For	Money)評估

從政府支出的角度而言，PFI模式與傳統政府自辦方

式作業，也需編列預算，似僅是支出時間點差異。然

而，PFI模式因為是以購買民間企業之服務方式，在

政府監督與績效評核規範下，在相同財政支出上，理

論上應能獲得更優質、具有效率之公共服務。因此，

PFI模式必須估算整體財政支出所創造之價值，其價值

必須大於政府自辦或其他方式，方使用PFI為佳。

2.	取得服務，而非資產

PFI模式是由民間企業進行執行以及後續營運、維

護，之後再依其是否符合規範與各階段績效而訂進行

請款，政府是購買這段期間內的服務，而非購買資

產。因此，政府單位在規劃PFI方案時，即必須清楚

制訂服務表現規範 (output specification)與服務績效回饋

(performance based reward)指標，方能對此公共設施專

案，有所掌控與管理。在服務績效管理指標上，基本

上必須涵蓋兩大因素 :可用性與服務品質。可用性是為

了確保公共設施服務能符合雙方所約定品質，並能確

保不中斷之運作；服務品質則用以促使廠商能保持滿

意的服務水準。

3.	強調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

如前所述，PFI模式並非購買建置之資產，而是購買

在一定生命週期裡的所有營運與維養成本。因此，在

整體財政預算上，不是選擇最低的興建成本，而是在

綜合考量興建及營運等整體生命週期下，選取最低之

成本。此與政府自辦，或是ESCO模式亦有所差異。

四、運用PFI模式之路燈節能換置案例分析

根據調查資料顯示，台灣路燈數量共約有160萬盞，

其中水銀路燈約占51.8%、鈉燈約35.2%、複金屬燈

2.9%、螢光燈9.3%，而LED路燈僅約占0.8%。近幾年

因鈉燈設置的比例逐漸增加，水銀燈有逐漸減少的趨

勢，但仍然維持在相當高的比例。在用電量上，每盞

Esco會訊60期_24面.indd   8 2020/7/13   上午 10:28:58



9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期

高壓鈉燈用電量為250瓦，相較於照度相同的110瓦

LED用電量，其高壓鈉燈用電量是LED路燈的3倍。

因路燈數量多、幅員廣大，又是政府耗電大之重

要資產之一，各縣市政府雖有動機進行傳統路燈之汰

換，但受限於財政預算，多僅能利用政府推動之各項

補助計畫來進行。因此，如何運用資源、構思新的模

式以推行汰換為LED燈達到節電之機制，成為各縣市

政府主要面臨之問題。

PFI模式因採購買服務方式，以固定支付金額、依

約定的規範與績效指標分期進行付款，使承包之民間

企業在建置期便會盡力維護路燈壽命，減少重複裝設

的成本，可作為解決政府替換節能路燈所面臨之政府

財政困境、設備單價過高、以及後續維護保養等問題

之方案。目前已有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採PFI模式進行路燈汰換工程作業。以下針對這

三個專案進行分析與討論。

1.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幅員廣大，全市共有約22萬盞路燈，除每年

需編列鉅額電費提供照明使用外，各區公所也需另行

編列例行性維護預算予以維護。在道路照明所耗費之

費用每年約5.3億。進行相關評估之後，決定採取PFI

模式推動節能路燈置換及維護計畫，以大幅減輕政府

財政負擔。此外，為降低履約損失風險，以及良性競

爭環境，採分區管理模式，在新北市南區與北區由不

同承商進行維護管理，讓公私協力之方式，能互蒙其

利。新北市於2014年8月評選，以 6 年約 20 億的經

費 辦理新北市路燈換裝為節能路燈及維護管理計畫，

並分別由台達負責新北北區、光寶負責新北南區之換

裝作業，於同年10月開工。於2015年已換裝完成18

萬盞，後續保固5年。

在專案績效指標，分為節能指標、成效指標、服務

滿意度指標等三類績效指標，共計20項分項，依此作

為廠商績效達成率之評核要點。

在汰換為省電LED後，每年節省電費約1 .4億元，

約略減少約1.7億萬度電，平均每年可減少約 9 萬公噸

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在維修時效上，過去1999路

燈報修處理時效約為33小時，改善後1999路燈報修

平均處理時效為22小時，時效縮短比率達33.3%。

2.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共有20餘萬盞路燈，之前僅4萬餘盞換裝

LED燈具，其餘為為較耗電之高壓鈉燈。2019年起桃

園市政府啟動全市16.2萬盞路燈轉換為智慧路燈計畫，

總預算達45.9億元，計畫期程15年，採PFI模式，桃

園北區由遠傳及光寶取得，南區則由億光、中華電信

及台固團隊取得，預計2020年全市路燈換裝完畢。

置換成LED燈後，預計電費由2.19億元降為0.66億

元，每年節省電費1.53億元、減少6萬噸碳排放量。

此外，透過PFI模式，每年可創造1100個就業機會，

LED加裝智慧燈控設備，可隨時監控，並且在24小時

內完成維修。

3.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於2019年完成招標程序，是繼新北市政

府、桃園市政府之後，採PFI模式進行節能路燈汰換

作業之縣市政府，並於2020年開始換燈作業。高雄市

有24萬盞路燈，目前仍有約12萬餘盞路燈為傳統路

燈；此外，過去在路燈的維護上，需由巡檢人員依區

域及路線進行巡視及檢修，耗費人力且費時。在此次

PFI計畫下，預計將8萬餘盞置換為智慧路燈，使其具

有遠端監控路燈狀態之功能，並能與現有報修系統進

行管理及維護，以提升維護保養之效率。　

表1… 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之PFI模式分析表

18 16.2 20

20 45.9 8.8

6 ( 5 ) 15 ( 14 ) 8 ( 8 )

2014 2019 2020 ( )

( ) ( )
( ) (

)
( ) ( )

 1.4 1.53 1.08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sco會訊60期_24面.indd   9 2020/7/13   上午 10:28:58



10

專題報導 智慧節能路燈—PFI民間融資提案與ESCO模式之創新營運解析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期

除更換燈具外，廠商亦需負責後續8年的路燈日常

維護工項，預計每年可節省電費約1.08億元。在後

續的服務績效指標上，則以節能指標、照明服務合宜

性指標、照明服務持續性指標、路燈管理系統運作指

標、整體服務績效滿意度指標等五大項進行每期績效

評核。

五、	結論與建議

在節能減碳趨勢下，如何達到能源最有效之運用，

是各級縣市政府之執行要務。路燈因為數量多、幅員

廣闊、耗能大等特性，政府如何兼顧效率與效能之置

換模式，更是選擇治理方式之重點。

PFI模式採取民間融資與民間參與之方式，以公私協

力之合作模式，政府以購買服務、分期依績效達成狀

況付款，能有效減少財政負擔，並能讓承包之民間企

業，以更好之服務品質提供建置與維養服務。總而言

之，PFI之創新模式，能有效達到三方之成效 :

1. 對公部門而言：能減少期初財政負擔，以分期支付

方式達到政府公共服務之成效。此外，以置換為節

電LED路燈為例，能有效節能，並能確保後續維護

保養之品質、以及服務不中斷。

2. 對私部門而言：參與廠商能透過民間參與政府公共

建設之機會，深化技術與服務能量，同時能增加就

業機會。

3. 對民眾而言：透過PFI模式，民眾能快速享受到公共

建設之服務，不用等待政府籌措足夠資金後才能進

行相關之建設。以置換為節電LED路燈為例，民眾

能享用依需求調整之燈光、以及更舒適與便利之城

市。

然而，以台灣為例，PFI模式仍在發展當中，學者

亦提出可能的影響與考量，如對參與民間單位之管

理，以及長時間的管理協調等，仍有待更多的專案進

行磨合後，調整與建構更有效之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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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PFI創新模式所達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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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電
動馬達是驅動設備或系統保持運轉的主要核心，

包含空調系統、輸送帶、壓縮機、製程機台

等。尤以工廠而言，不論其規模大小，馬達為工廠正

常運作的中心樞紐，馬達故障即會造成顯著的影響，

讓設備停機、生產中斷，損失的金額動輒數千甚至數

十萬。因此不論馬達的大小或其扮演的角色為何，只

要身為生產線中驅動設備運作的一分子，一旦故障即

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近年來，由於工業物聯網與智慧工廠概念的興起，

如何事先做健康診斷，預知保養，是業主急需解決的

痛點；然而，因為機台種類、樣式的不同，如何建構

一個通用型的資料蒐集平台、透過非侵入式之診斷技

術，更是物聯網廠商需突破之重點。

二、馬達傳統的檢測方式

馬達是工廠運作的骨幹，長期高強度運轉，若未定

期進行保養與檢測，很可能臨時故障造成產線停擺。

馬達故障的原因很多，較常見的包含軸承故障、轉子

故障、定子故障、過熱或污染等。然而，馬達的故障

通常並非瞬間發生，大部份的問題，其實可透過檢測

及早發現。可依據振動特徵判斷是平衡不良、對心不

良、軸彎曲、機械鬆動等，或藉由溫度、耗電量的檢

測，提前發現馬達的潛在問題。

為避免馬達臨時停機，一般傳統工廠大都是透過人

力定期攜帶檢測儀器，一一檢測馬達狀態，或聽到機

台發出異常聲響，才通知設備商進行維保。然而，這

樣不連續監測的檢測方式，會產生二個問題：

 耗費時間及人力

需交付一定專業程度的人員，或請外部技術人員攜

帶昂貴的檢測儀器，一一檢測廠區馬達，耗費可觀人

人工智慧新趨勢—設備不停機，

生產不中斷的雲端馬達管理系統

  王莉諭 陳韋諭 思納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時間及成本，且廠區的馬達散落各處，可能安裝

於不便進行檢測的位置，讓巡檢更加不便。對大型工

廠而言，巡檢的檢測方式不但是一大負擔，在管理大

量馬達時，長期量測累積下來的海量數據、資料彙整

更是不易。

 馬達運轉狀態無法隨時掌握

除短暫的檢測過程馬達運作狀態可視化外，其餘大

部份時間馬達的運轉狀態並不清楚、臨時的異常運作

不易被發現，因此仍難以消弭馬達臨時停機的風險。

三、雲端24小時看管馬達

為解決人力定期檢測耗費人力、時間及馬達監測不

夠即時性的問題，「雲端馬達監測解決方案」，是一結

合物聯網技術、聯網裝置與雲端平台的解決方案。

 

圖一、雲端馬達監測解決方案應用架構

利用振動規、溫度貼片及智慧電表安裝於馬達上，

透過閘道器採集馬達的振動、溫度及耗電量並傳輸至

雲端，雲端平台分析振動特徵後，依據 ISO10816標

準，判斷可能異常原因。此解決方案特色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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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24小時監測馬達狀態

透過電腦及手機App，即可隨時隨地監測廠區所有

馬達XYZ三軸之峭度值、RMS、FFT、耗電量及溫度，

以減少人力巡檢。

 異常運作告警通知

可依需求自行設定告警通知條件，例如運轉超過

多久、停機超過多久、溫度在幾分鐘內上升幾度等，

皆可透過 e-mail, App及LINE進行通報，以提早發現

異常。

 即時及定期健康度量測

可進行即時或設定定期刻 /時 /日 /月之頻率，自動

進行馬達健康度診斷，並發送量測之報表至指定聯絡

人之 e-mail或LINE，讓管理更加自動化。

此解決方案除可應用於馬達外，還可應用在幫浦、

機台、發電機、壓縮機、空壓機、輸送帶等，透過

振動狀態全天候的監測，降低製程損失、提升稼動

率；亦或運用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如捷運、火車

等，藉由振動數據的可視化，讓客戶搭乘的舒適度得

以具體評估。

三、總結

這些年物聯網技術、AI的創新，持續推動工廠朝向

智慧化發展，然而智慧化絕非一蹴可幾，而是透過循

序漸進的導入讓工廠無痛升級。對大部份傳統的中小

型企業而言，有限的資金是推動轉型的一大阻礙，數

位化更是轉型的第一步；因此如何推出適合中小型企

業，不論是預算、或業態適合之方案，是各家廠商必

須要思考的方向。運用雲端系統，資料儲存於公有雲

端，除資料具高安全性外，同時降低了客戶導入解決

方案的建置成本。客戶在不須更換或變動馬達的外觀

下，透過小預算即可進行馬達、設備的遠端監測，搭

配異常告警與主動式的馬達健康度診斷，24小時全天

候看管馬達，是提升設備稼動率的最佳幫手，更是實

現設備不停機、生產不中斷的雲端馬達守護家。

圖二、系統畫面 - 馬達運轉分析 圖三、不銹鋼振動規

photo (C
) justis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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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Energy-Saving in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Furnace Using Heat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System

蓄熱式燃燒系統於不銹鋼固溶化熱

處理爐之節能研究

	 摘要

固
溶化處理是不銹鋼製品業中最高溫的品質關鍵

製程，其熱處理成果直接影響不銹鋼品質耐蝕

性與除去內部加工應力的情況。國內不銹鋼產業進行

固溶化溫度約介於1050-1150℃，廢煙氣排放溫度高達

800-900℃，目前大多業者將廢煙氣冷卻後直接排放，

造成製造成本居高不下。本研究將蓄熱式燃燒系統導

入國內一家不銹鋼固溶化爐，透過爐體能耗需求設計

與流體力學工程分析確認爐體內部流場與均溫性目標，

並完成設備開發。

關鍵字：蓄熱式燃燒、不銹鋼固溶化爐、節能

Abstract

Solution treatment is the most high-temperature quality 

key process in the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industry. The heat 

treatment results directly affect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stainless steel and the removal of residual stress. The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temperature is about 1050-

1150 ℃, and the waste flue gas discharge temperature is as 

high as 800-900 ℃. At present, most of the manufacturers 

directly discharge the waste flue gas after cooling, resulting 

in high manufacturing costs. In this study, the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to a domestic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furnace, and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and temperature uniformity target of the furnace body were 

confirmed through the energy consumption demand design 

and fluid mechanics engineering analysis of the furnace body, 

and the equipment development was completed. 

Keyword: Heat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Stainless steel 

solution treatment furnace, Energy saving

1.	前言

蓄熱式燃燒系統包含燃燒機、成對的蓄熱模組、換

向系統以及主動排氣系統 (如Fig.1)，是目前世界上

650℃以上高溫廢熱回收效率最合適的方法 (依據不同

工業爐之爐型以及操作溫度，燃料可節省約20 ~ 45%)

[2]。國內目前蓄熱燃燒系統目前均應用在處理無爐內

氣氛要求與較無須溫度精準控制與爐溫均勻性要求的

加熱製程，如盛鋼桶預熱器以及金屬熔解製程，操作

方式皆為透過燃燒器將設備或燃燒室等加熱至製程溫

度目標，較無考慮直接產品特性 [3]。本研究將蓄熱式

燃燒系統於導入熱處理製程應用，透過爐體設計、管

路設計 [4]、與電腦模擬計算 [5,6]，發展國內首座蓄熱

式燃燒節能不銹鋼固溶化爐。

2.	蓄熱式燃燒不銹鋼固溶化爐設計開發

蓄熱式不銹鋼固溶化設備開發流程可分為爐體設

計、系統分析、爐體建置以及爐體驗證分析4項， 

2.1 爐體設計：本團隊針對設備性質、產品品質及環境

限制等需求著手，分析如工件材質、升溫曲線、爐體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蘇志強 陳建成 唐紹文 徐愷呈 潘順碩 林恒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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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等重點項目參數，並將數據整理後導入系統進行

熱平衡計算，產出製程設備用熱需求，如燃料耗用、

系統熱散失等數據。研發團隊在取得基礎數據後即著

手進行設計方案建立，在此階段主要考量項目為燃燒

系統配置、熱流場設計，藉由蓄熱式燃燒成對交換運

作所產生之流場特性進行均溫性設計，利用燃燒器的

數量、配置及爐體幾何等進行規劃。

2.2 系統分析：設計方案建立後，本團隊使用自行開

發之模擬系統進行設計參數的電腦數值模擬計算，目

前系統以Ansys公司所發展的Fluent平台為主要系統架

構，本階段產出結果可初步確立設計參數之可行性與

物理趨勢，如爐體幾何、燃燒系統方案、熱流場運

作條件及控制參數等 (Fig. 2)。經由模擬系統分析結果

可說明頂置式燃燒器設計結合蓄熱系統運作，對於批

次爐熱流場的爐溫均勻性相較於傳統側置式燃燒系統

有顯著效果，工作區的溫度在燃燒器換向操作所產生

之熱通量變化，可使爐體內部的冷熱區於換向過程中

交替變化，進而平衡工作區內溫度，達成工件均勻受

Fig.1.…The…schematics…of…heat…regenerative…combustion…system

Fig.…2…The…simulation…results…of…the…temperature…distribution…in…the…furnace：The…furnace…with…workpieces…(A、B)；The…

furnace…without…workpiece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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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2.3 爐體建置：導入蓄熱式不銹鋼管件固溶化熱處理

爐，此系統具備高熱效率、安全、高品質及易維護等

特色 (如Fig. 3)：

 高熱效率：採用頂燃式設計，搭配四具旋風式蓄熱

燃燒器，利用蓄熱式燃燒之廣範圍高溫火焰、換向

燃燒均勻熱通量及成對運作等特性，結合高均溫旋

風高速噴流，以高溫空氣燃燒及高速火焰等方法滿

足熱處理製程之加熱能力與均溫性需求。

 高品質及易維護：導入整體系統設計及模組化閥

站。將燃燒器進排氣管路及相關機構於電腦進行預

組裝並分件發包予製造商，以電腦預設計方式施

作，相較於傳統工法，可節省50%以上組裝工時；

同時，利用安全管路膠合、閥站絕熱設計、各燃燒

器獨立控制診斷、設備壓力流量監控等技術，相較

於傳統將閥站組裝於爐體各角落的設計，可大幅降

低維護人員的維修風險並在具空間限制環境下完成

系統檢修。

2.4 爐體效能驗證分析：為滿足不同爐體間比較之公平

性，須訂定爐體性能之可比條件以確定穩定操作狀態

操作參數。經觀察爐體實際操作，訂定爐溫達操作條

件後，每日第二爐之操作為可比條件，避免以下能耗

與爐體溫度不確定性。

3.	結果與討論

3.1. 

本團隊將設計能量建置於高雄市路竹區的良豐不銹

鋼管件公司，載具為不鏽鋼管件固溶化爐，如Fig. 4，

燃料節能效益量測依據可比條件下之空爐進行量測，

結果顯示如Fig. 5，在升溫段蓄熱燃燒與無蓄熱燃燒之

效果差異不大，兩者均依據升溫曲線進行溫度補償；

達到第一均溫帶時，由於此時爐內溫度提升，透過蓄

熱系統進行廢熱回收之效益逐漸顯現，依可比能耗計

算，蓄熱式燃燒系統可減少能耗31%。

Fig.…4…The…real…operation…in…Stainless…Steel…Solution…

Treatment…Furnace…using…Heat…Regenerative…

Combustion…System

Fig.…3…The…features…of…the…heat…regenerative…combustion…furnace…for…solution…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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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金屬中心透過頂置式蓄熱式燃燒器設計與爐內蓄熱

式燃燒器控制策略應用，開發國內第一套整合蓄熱式

燃燒系統之不銹鋼固溶化製程設備，具高熱效率、安

全、高施作品質及易維護之特色。實測結果顯示，大

幅減少能耗達30%以上，是國內直火式熱處理設備節

能減排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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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應用於服務業

之效益分析

一、前言

受
到全球氣候急劇變化之影響，各國政府及國際

組織皆很重視企業能源使用，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提供 ISO 50001國際標準協助企業導入能源管理

系統，以強化能源使用效率及改善能源績效。經濟部

能源局同步引進此標準，進而輔導企業建全能源管理

制度。

然而，企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雖然可提升能源

管理參與人員之層級、強化能源管理人才之專業度、

落實法規守規性、及達到能源自主管理，但在這些運

作過程中需投入一定的人力資源，透過建置「即時能

源績效指標平台」，可利用系統化、自動化的方式，

藉由儀表蒐集資料，建立能源績效指標，用即時系統

耗能狀況監測，完成能源基線資訊化之建置，簡化繁

複的能源績效指標管理，可大幅降低企業實施能源管

理系統的人力與成本。

二、能源績效資訊化管理

能源管理系統主要藉由 PDCA （ Plan-Do-Check-

Action）管理循環機制及建立相關準則與方法，提供企

業一個良好的管理架構，讓企業能依循此方式，在不

影響現有運作下提升自身的能源使用效率。

企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可提升能源管理參與人

員之層級、強化能源管理人才之專業度、落實法規守

規性、達到能源自主管理機制。但系統中需要耗費較

多人力做管理的能源績效指標與能源基線，是必需持

續性地進行監督與量測，並長期記錄與保存，以提供

管理者檢討能源效率之差異性。因此可遵循PDCA概

念導入資訊化管理工具，持續蒐集各種量測儀表將能

耗資料、設備運轉參數及氣候條件等數據資訊至「即

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進行運算，即時呈現能源運轉

績效，並培養具備完整能源分析知識之能源管理人

員，針對數據進行分析，以有效管理能源使用效率。

圖1……能源管理系統與績效指標平台整合作法

三、建立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

1. 確認能源流向、重大耗能設備

為達到智慧化能源管理，企業首先必須釐清單位能

源使用流向，掌握單位能耗，進而分析降低能源使用

之方法，減少能源費用。因此企業在建置即時能源績

效指標平台首先就要有完整、精確且即時的能源使用

資訊系統，讓企業能瞭解任何單位在特定時段使用了

多少能源 (如電力、空調冷凍噸⋯等 )，在規劃時先由

既有能源資訊系統著手，未來再擴充其他能源資訊系

統。

針對單位內重大能耗設備規劃設備效率指標，根據

效率指標進行設備運轉調控，達到最佳運轉狀態，進

行能源有效利用及節能減碳，平台架構示意圖如圖1

所示。

2. 能源績效指標規劃

能源績效指標主要針對企業內部重大能耗設備進行

指標管理，如單位內冰水主機、空壓機及鍋爐設備裝

  朱允杰 陳望曾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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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量測儀表，並將設備運轉數據納入「即時能源績效

指標平台」，提供管理階層鑑別重大能耗設備使用效

率，並藉由鑑別結果畫面與報表分析現在與過去能源

消耗，以建立能源績效指標之基線，達到即時量測與

基線比較，並以績效指標做為管理評比標的。

各能源耗用系統裝設智慧電錶，並根據重大能耗設

備，如空調系統裝設流量計、溫度計及電錶量測必要

數據，即時計算冰水主機效率 (kW/RT)；空壓系統裝

設流量計及壓力計，即時計算空壓主機效率 (SCFM/

HP)，做即時能源績效指標管理。

3. 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軟體開發

為協助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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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有未來擴充

性，本會開發之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除了具有即時

動態資訊功能 (如表1所示 )之外，並結合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的「能源基線及績效指標管理」及「能源

績效監測」，為企業建立起一套以績效指標為評估能

源使用效率的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

表1……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即時動態功能

項次 項目 內容

1 能源總使用量測監視 依電力系統單線顯示契約容量、即時需量及各油、電及瓦斯等能源使用錶之本日/月等能源累
計用量。

2 即時能源監視 即時顯示各電錶之電壓(V)、電流(I)、需量(kW)、度數(kWh)、功因(PF)、頻率(Hz)、視在功率
(KVA)、無效功率(KVAR)及各油、瓦斯使用錶…等資料。

3 能源資料報表查詢

1.資訊類別：可選擇分、時、日資料
2.查詢目標：依各油、電及瓦斯錶等能源名稱
3.查詢時間：設定時間/日期區段查詢
4.�資料內容：日期/時間、電壓、電流、需量、度數、功因、頻率、視在功率、無效功率、油
量、瓦斯量等。
5.報表可用EXCEL/CSV匯出

4 能源使用分析

1.電力用量、油量及瓦斯等能源使用趨勢
2.用電、油量及瓦斯等能源逐日統計
3.用電、油量及瓦斯等能源比例
4.設備運轉狀態
5.CO2排放量統計

5 警報與事件紀錄 供使用者可以查詢超約用量及停復電事件訊息。

6 需量控制與超約警示 透過此系統進行契約容量設定及超約警示，並直接進行單位內非重要設備(如冷氣或非必要用
電)之自動卸載機制。

7 通訊介面處理 處理能源管理系統、電力監控系統、壓縮空氣監控系統、冷卻水節能系統及空調監控系統等通
訊介面。

圖1……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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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源績效指標平台調整校正

本會在作業管理部份為確保後續即時能源績效指標

平台能順利進行，並釐清軟、硬體介面及後續問題歸

屬，針對企業自行發包配管線部份會進行訊號檢測，

以避免有配錯或訊號誤拉情形，造成後續平台顯示異

常，增加人力查修難度。

5. 能源績效指標平台教育訓練

另外，於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試車完成後，會安

排進行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操作教育訓練，協助企

業能源管理人員與單位主管瞭解如何應用即時能源績

效指標平台進行監督量測與分析，提升能源管理系統

認知觀念，訓練內容包括圖控操作介面介紹及簡易維

修、能源基線與能源績效指標應用說明。

四、系統建置效益

本會歷年共計輔導7家服務業企業建置即時能源績

效指標平台，其中包含金融保險業、醫療保健業、研

究發展服務業、批發零售業及教育業，企業在建置即

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後，平時除了觀察指標是否異常

之外，更透過能源績效指標分析發掘節能空間，其中

企業用戶所提出之行動計畫包含空調冰水系統、空調

冷卻水系統、空調送排風系統⋯等節能方案，行動方

案詳細內容如表2，全年約可節省360萬度，顯示企

業建置成效不斐，另外本系統應用在醫療院所效果斐

然，可協助企業落實節能減碳，達到低碳社會的終極

目標。

五、結論

企業在推動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的同時，若能

遵照監督量測要求建置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藉由

系統化及自動化的數據收集，將會減化很多繁複的數

據管理工作，最直接的效益便是降低企業在推動能源

管理系統的人力及成本，另外透過網路資訊技術收集

能源使用資訊，使得管理階層也能隨時掌握企業內部

能源需量的變化，立即矯正異常之能源狀況，達到有

效監督量測，並持續分析數據訂定行動改善計畫，以

減少企業之能源使用。

表2……本會協助服務業建置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成效

企業 行業別 改善效益

1 金融保險業 透過冷卻水塔效率指標，利用即時的趨近溫度控制冷卻水塔運轉台數，約可節省空調
用電1.4%。

2 研究發展服務業 透過不同大樓EUI指標分析比較，進而針對院區燈具使用時間進行管控及研究大樓送排
風設備並聯運轉搭配變頻控制，約可節省空調用電4.1%。

3 醫療保健業

動力中心中央空調系統一次側冰水泵及冷卻水塔風扇原始設計皆為全載運轉，藉由控
制一次側冰水泵及冷卻水塔風扇變頻以減少非夏季冰水系統耗電。並透過空調系統效
率指標判斷冰水系統操作控制是否正確，避免操作不當影響節電效益，約可節省空調
用電7.7%。

4 醫療保健業

由一二期及三六期冷卻水塔效率指標比較發現差異、進一步分析探討發現三六期冷卻
水塔因更換逆流式冷卻水塔，冷卻空氣流向與水流向成相反方向流動，冷卻部分可以
達到最大面積的散熱，故冷卻水塔設計容量可降低，同時節省冷卻水塔及冰水主機耗
能，推估改善後一年約可節省空調用電4.2%

5 批發零售業 藉由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所建立之即時能源績效指標，使工務管理人員在管理上更
加方便，在維持商場基本維護工作下，也能輕鬆有效的管理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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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小能源用戶節能診斷服務中

心服務與推動成效簡介
  黃瀚民工程師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一、	產業中小能源用戶現況

依
據國際能源總署報告 (IEA, 2015)，產業中小能

源用戶 (以下簡稱中小用戶 )扮演世界經濟命脈

的中心角色，提供各國絕大多數的工作機會、顯著的

國內生產毛額 (GDP)與出口收益、以及關鍵創新，約

占99%的全球企業總數與60%的全球私人企業員工人

數。相較之下，雖然中小用戶的個別能源消費量與能

源大用戶相比並不高，但其總體能源消費量亦不容小

覷。全球中小用戶的能源消費年總量約占13%全球最

終能源消費年總量，約74百萬兆焦耳。顯見中小用

戶極具節能空間，同時也是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的

最佳機會。

根據中小企業白皮書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 2019)發

布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占全體企業

97.64%，其中，近九成屬於服務業，近半為批發零

售業。且2018 年中小企業銷售額為12 兆6,244 億元，

占整體企業銷售比重的29.6%，近9 成為內銷，顯示

內銷市場的景氣變化對中小企業營收應有顯著相關

性。

我國中小用戶定義為契約容量800kW以下 (含 )電力

用戶與表燈營業用戶，經統計，2018年中小用戶家

數為129.9萬家，用電量合計491.4億度，戶均用電

量為3.8萬度 /年･戶，占全國用電量20.1%，顯見為

相當重要的群體。然中小用戶普遍面臨缺乏節能資訊

與知識吸收之管道、無設置專責能源管理人員、缺乏

節能改善資源，以及節能技術能量不足等問題。而中

小能源用戶之行業別龐雜，節能措施執行複雜度高，

更需外部節能協助支援。

二、	EDC成立緣由

美國自1976年推動工業評估中心 (Industrial Assess-

ment Centers, IAC)至今共設立28個 IAC，服務各州中

小能源用戶。2018年總補助額700萬美元 (約2.1億

元新台幣 )，輔導384家中小型製造業執行易實施、

成本低且回本快之節能措施，用戶平均節電潛力為

9%。

全國能源會議後「需求有效節流」成為共識，經濟

部能源局自2016年爰參考美國 IAC制度，推動「產

業中小能源用戶節能診斷服務計畫」，計畫範疇包括

研析產業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政策措施、產業中小能源

用戶節能服務及建構產業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服務能量

等面向，培育我國節約能源人才能量，投入大專院

校教師帶領學生節能服務團隊或民間組織節能志工團

隊，提供相關節能技術輔導，以迅速推動中小用戶

落實節能減碳工作。

透過政府和具節能專業的大學合作，成立產業中小

能源用戶節能診斷服務中心 (Energy Diagnostic Centers, 

EDC)，藉由培植民間 (大專院校 )節能技術輔導能

量，擴大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服務，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節能團隊由教師帶領學生培養節能技術輔導及診

斷量測實務經驗，培養我國節能技術人才。並連結地

方節能能量，協助地方政府一同輔導中小能源用戶推

動節能工作。由學界與政府共同提供節能診斷服務，

將節能技術服務能量迅速滲透到龐大的中小用戶，以

協助落實節能減碳工作，同時培育青年學子投入節能

服務行列。EDC節能診斷服務官產學架構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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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設備、電力系統、冷凍冷藏設備、事務設備、送排

風設備、給水污水設備、電梯設備、製程設備、空壓

設備、馬達設備等項目，發掘節電潛力約5,181萬度，

平均節電率為7.54%，預估節費21,324萬元，促進節

能改善投資33,122萬元，彙整如下表1。透過持續追

蹤用戶落實情形，適時提供節能落實改善進階諮詢，

確保能源有效利用，以達成節約能源目標。

圖2  EDC分佈圖

圖1、EDC節能診斷服務官產學架構

三、	EDC推動情形

「產業中小能源用戶節能診斷服務計畫」自2016年

推動至今已成立15個大專院校EDC(北區5個、中區4

個、南區5個、東區1個 )分佈如圖2，可針對各地中

小用戶提供在地化服務。服務對象為年度用電度數達8

萬度以上、契約容量800kW以下之營業性質中小能源

用戶。EDC團隊將攜帶專業儀器，針對電力系統、照

明系統、空調系統及空壓系統等進行現場量測診斷，

提供中小用戶現場節能諮詢及能源效率檢測，並提供

節能診斷報告說明節能改善計畫作法與節能改善效益。

2016~2019年EDC累計完成1,015家中小能源用戶

之節能服務 (服務業623家、製造業392家 )，並提出

2,946項節能建議，節能服務範疇包括照明設備、空

表1  2016~2019年EDC執行情形

年度
EDC
家數

培育
專才數

節能
提案數

服務家數
發掘節電量

(萬度)
服務業 製造業 小計

2016 11 95 476 127 50 177 750

2017 15 81 798 191 99 290 1,403

2018 15 73 833 155 133 288 1,305

2019 15 90 839 150 110 260 1,723

合計 - 339 2,946 623 392 1,015 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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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培養節能技術輔導及診斷量測實務經驗，縮短

學用落差，以培養ESCO業界所需之節能技術人才。

將提供EDC成員與ESCO業者媒合之機會，期望增

加EDC成員就業投入節能技術業之機率。鼓勵數量

龐大的中小用戶積極加入節電行列，從需求面有效管

理用電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實需透過政府和民間服

務能量之結合，將節約能源技術滲透至各地中小能源

用戶。期望協助中小用戶節能環保，有助於降低能源

使用量並減少成本，提昇綠色永續因應能力及開創新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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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學生之培訓，主要依據各年度計畫重點重新檢

視課程規劃，調整其課程內容，以小班制與理論結合

實務，開辦多場次EDC節能服務人員培訓課程。課程

內容包含工業安全、電力、照明、空調、空壓、案例

說明及撰寫報告等內容，並逐年篩選提供重點行業節

能案例說明，培養學員更廣泛之節能知識，2016~2019

年共培育了339位EDC節能專才學生。透過了解畢業

生進行就業情形，已陸續有EDC畢業成員投入ESCO

節能工程設計、節能技術顧問、電力工程師、廠務能

源工程師、節能診斷工程師等相關能源技術服務相關

工作，未來也將有更多節能生力軍，持續為我國能源

產業注入新能量。

此外，EDC已在台灣各地中小用戶建立節能服務之

口碑，在執行計畫之餘，也受地方政府、學校及在地

企業之邀，藉由各EDC自身檢測服務能量，提供額外

節能服務。包含協助230家企業與學校等單位節能診

斷服務、輔導成立14校高中職節能中心、擔任企業

節能分享演講、協助廠商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竿獎榮譽

等，更進行學術研究與社區節能推廣，產生更進階之

效益擴散效果。

四、	結論

因應近年來國際能源意識高漲，為順應綠色潮流，

透過輔導計畫成立大專院校EDC，由教師帶領學生於

photo (C
) justissam

Esco會訊60期_24面.indd   22 2020/7/13   上午 10:29:01



23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期

ESCO入會申請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團體會員／個人會員　入會申請書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份證 

統一編號
出生地

二吋照片

電話 公 宅 傳真

E-mail 手機

現職 專業證照

學歷 經歷

戶籍地址 個人專長

通訊地址 個人興趣

審查 

結果
會員類別

□榮譽會員  

□個人會員 

□贊助會員

會員證 

號碼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及會員證號碼請勿填寫

個人會員　入會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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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團體會員／個人會員　入會申請書ESCO入會申請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團體會員　入會申請書

團體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負責人

職稱 姓名

會員

代表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成立日期 會員人數 證照字號 發證機關 業務項目

審查結果
會員 

類別

□榮譽會員  
□個人會員 
□贊助會員

會員證號碼

公司專業

或

公司專長

申請人：　　　　　　負責人： （簽章）

團體名稱： （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請附營利事業登記證 ※審查結果及會員證號碼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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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懸浮(雙段)
    離心式冰水主機
    350RT to 1000RT

▲磁懸浮(單段)
    離心式冰水主機
    200RT to 600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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