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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專題報導 理事長的話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一期

理事長的話

對
一位即將從職場退休的能源老兵而言，在目前

國內能源轉型的階段，我覺得我仍需要對社會

盡一份心力協助台灣能源能成功轉型。另一方面，

對一位從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成立開始即

伴著協會成長的我，看到在歷任理事長帶領下協會

對台灣的節約能源所做出的努力及成就，我覺得我

應該還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下，持續為協會盡一些力

量，也為國內的節約能源相關產業做些事。因此在

大家支持下，我從協會第三位楊正光理事長手上接

下棒子成為新一任理事長，心理是有些惶恐，但也

很欣慰能有一個機會讓我繼續以協會成員的一份子為

國內節約能源及節約能源服務產業盡一分力量。

回想在前面15年內三位理事長及各屆理監事的努

力下，協會已透過各項技術資料及運作機制的建立，

為整體運作樹立良好的典範；面對國內的能源情況，

總覺得我們應該還有努力及盡力的空間。且以國內

外能源情勢來看再加上資通訊技術的進步，我們面

對未來的節能議題，將不再是單一的設備問題、測

試驗證⋯問題，而將是系統整合的問題，除了技術

面 (設備、測試驗證、系統設計、運轉維護⋯等 )的

問題外，也將涵蓋財務面問題；除了在國內開創新機

會外，也需要逐步邁向海外。因此未來努力的重點

即是在現有的基礎上來因應這樣的變化以深化我們協

會的角色及影響力，尤其是扮演好第三公正者角色

將是這一屆新任理監事共同努力的目標；但這也需要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所有成員共同攜手合

作，共同往前邁進。

這是我接任後的第一本會刊，期望能延續傳統以

節約能源相關技術應用為主軸，透過技術的分享及

說明，來達成經驗傳承及擴散的目的；當然我們的期

望則是營造這本會刊成為投入或想踏入能源技術服務

的專業或非專業人士都能從這本雜誌獲得經驗以加速

他們成為國內推動節約能源的尖兵。當然，我們也期

許這本雜誌除了節約能源技術的分享外，也能讓我們

會員在節約能源技術外，所提供從節能技術、系統資

料蒐集分析、測試驗證、財務金融、營運管理等完整

total solution的模式或能力也能逐步成為這本刊物的另

一個核心。展望未來，如何導入區塊鏈技術作為能源

系統評估及優化也將是推動ESCO整體服務的重點，

因此如何強化區塊鏈技術對ESCO產業服務能力及績

效之提升方面之專業知識也期望能成為這本刊物的討

論議題之一。

我相信協會過去所建立的專業形象再加上所有會員

的支持及持續參與協會的各項運作，不但可以擴大全

民節約能源的觀念和認知，也將是我們推動國內節約

能源服務產業的重大力量，更是協助國內面對能源供

需挑戰的一股安定力量。

第六屆理事長  楊秉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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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一期

企業如何透過EnMS節能獲利

一、前言

今
日產業的競爭已步入全球化，因此，國內企業

主在面臨國際化的挑戰下，除非本身擁有唯一

或是獨特的技術，可以獨佔或寡占市場之外，大部分

產業間的競爭非常的激烈，營業利潤偏低，許多企業

主甚至有茅山道士的自嘲 (毛利低至3~4%)；造成國內

企業不得不在微薄利潤的壓迫下，努力的設法降低成

本，以爭取較大的利潤；也因此很多進入障礙較低的

產業，在初期有利可圖的投資誘惑下，群雄四起投入

生產，讓市場的競爭更形慘烈，無怪乎許多企業老闆

會有產業的好景不超過三年的慨歎；既然只靠價格競

爭廝殺的紅海不能待，到底可以投資的藍海在那裡？

相信企業的主管都希望能夠找出周邊具有本少利多，

可以創造出名利雙收的投資方案！

本文探討的EnMS(Energy Management System能源管

理系統 )，即是可以協助產業有效益的節能，透過降低

內部的能源成本，相對的提高產業的獲利率，確實是

產業創利最好的投資。此外落實節能減碳，也符合目

前國際在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 )與 CSR(企業

社會責任 ) 關注的重要議題，可以相對的提升企業重

視環保的聲譽，換句話說：落實節能減碳，對企業而

言，是屬於名利兼收的投資方案。

二、投資生產 VS 落實節能

大部分的企業主，對於節能減碳會有以下幾項表列

的疑慮或迷思：

企業主大都知道，投資製程生產設備是為了要賺

錢，而賺錢是從別人的口袋把錢挖出來，非常困難；

加上受限於景氣影響，以及須與同業競比，其挑戰性

之高不言可喻。可是國內大多數的企業主管卻拚全力

的關注於製程生產的投資，忽略了企業內部另有一塊

值得開發的寶藏 -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的投入是為了省錢，而省錢是顧好自己的

口袋，不要亂浪費，只需自己內部落實，不必與他人

競爭，相對於賺錢，省錢是簡單多了，而且節能省一

元等於淨賺一元，以及今年省一元，明年會持續再省

的超高效益，這點是生產絕對做不到的；同時，落實

節能減碳提升企業聲譽，在實質上名利均有所獲，可

說是目前國內企業獲利最好的投資之一，值得考慮。

  王茂榮 技師 
節能顧問 

疑慮/迷思 真相剖析

1.	節能改善需要投資大筆的費用？ 恰好相反，節能可以是本少利多或一本萬利的效益

2.	導入節能減碳會影響生產效率？ 恰好相反，落實節能反而增進產線的效能

3.	投資節能的效益不如投資生產？ 除非產品獨佔市場，否則比不上節能效益的本少利多

4.	節能只是應付政府法規的需求？ 非也，節能更是協助企業獲益的最佳利器

5.	企業節能是能源管理人員的事？ 非也，節能需要全員投入，融入企業文化中，必能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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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能減碳的落實

節能減碳的落實必須要先導入一套有功能的能源管

理系統 (EnMS)，同時建立完整的體系與機制； EnMS

是一套整合並付諸實踐的政策與流程，主要係用於規

劃、追蹤以及分析能源使用的情況，並從中調適能源

的最佳化，讓能源的使用合理化，減少不必要的耗

損與浪費，而這套機制也是國際標準組織提示的 ISO 

50001中，對能源管理的基本要求。亦即透過常規的

計畫 -執行 -檢查 -行動 (PDCA)手法，落實推動流程

並持續的改進，依據美國能源部統計的報導，導入

EnMS並且持續的落實，可以達到10~70%的節能效

益，且依據企業現有能耗的情況，可獲得以下幾項的

好處：

1. 有效降低能耗：透過持續的節能改善，減少不必

要的能源虛耗與漏損等。

2. 提昇營運效益：節能省一元就是淨賺一元，且具

有每年持續獲利的效益。

3. 減少環境衝擊：節能等同於減碳，面對全球氣候

危機，減碳是重要關鍵。 

4. 凸顯ESG典範：企業節能有益環保與社會責任，

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指標。

5. 碳排核算基準： EnMS須建立一套完整的能源資

訊系統，碳排量一目了然。

6. 強化競爭優勢：落實節能除了提升成本優勢，減

碳已成國際規範必須遵守。

7. 節能績效有據： EnMS必須導入能源資訊系統

(EIS)，有明確數據才能管理。

以台達電子節能50%的實例而言，落實EnMS，從

資訊系統的建立、管理體系的導入以及節能技術的應

用，整合成的節能三部曲，就是節能50%成功的關鍵

秘訣，茲分享如下：

1. 資訊系統的建立：透過數位電表與 Iot物聯網

傳輸的協助，讓能源使用的資訊透明化，因為能源資

訊透明化，才能檢視能源的使用是否合理？所以初步

先從各部門建立能耗資訊，每個部門裝設數位電力分

表，釐清各部門用電的狀況，有了數據之後就可以落

實節能目標的管理，同時可以透過逐月比較能耗的情

形，來探討哪裡會有節能機會點，再佐以管理的強化

(避免無謂的浪費等 )，與節能技術的應用 (進行設備或

系統的參數設定、控制調整、工程改善以及效益驗證

圖一、台達智能群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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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一期

等 )，一般可以減少10~30%的能耗。

能源使用的資訊要透明化，必須要有一套檢測與紀

錄的儀器，可以進行”逐時”的記錄，同時需要確

保紀錄的數據之準確性，亦即需要落實儀器 (包含從

感測器、顯示器至控制器等 )的定期校正與比對，避

免擷取的數據不準確，連帶影響判斷的結果；個人在

協助企業節能診斷時，第一步會先查閱過往的用能資

料，與了解現場相關用能的系統與設備之配置；接著

會針對能源資訊系統 (EIS)與自動監控與資料擷取系統 

(SCADA)進行解讀與檢核，透過現場圖控所顯示的資

料，就可以一窺該廠在EIS的校正與維護上，是否有

定期的執行；依據個人多年來赴廠輔導節能的經驗，

大部分工廠在EIS的維護這部份是很欠缺的，往往一

套監控系統已經使用了好幾年，卻從未進行過校正，

監控擷取的數據錯誤，導致初期投資數百萬的資訊系

統失能，形同虛設，非常可惜。也因此造成很多主管

誤認為自動監控不可靠，本末倒置的寧可相信人力的

操控，試想，大部分設備能耗的需求訊息萬變，操作

人員如何能夠得知而順應調變？操作人員只要能夠維

持設備可以運轉，不要當機就不錯了；純靠人力操控

的結果，浪費了大量的能源 (依據以往經驗，此部分

的損耗約30%)而不自知。

其實透過EIS提供能源管理所需要的數據，除了可

以進行資料分析，分辨能源流向，讓節能可以落實推

動； EIS也是預防技術最佳的配套工具，透過數據的

擷取與分析，可以及時找出異常，作為預防保養的依

據，例如透過數位電表對設備運轉電流的監控，當運

轉電流值超過正常的設定值時，可以及時通知維保人

員進行維護，也許只是加點潤滑油或調校軸心等，就

可以避免生產設備故障而當機；設備如果當機，除了

影響產線的生產效能，修理設備更需要花大筆的費

用，可見透節能的推動，不但不會影響生產，對於產

線的稼動率反而會有正面的影響。

因此維護保養的觀念應該是：投入預防技術，及時

保養才是王道！定期保養的觀念已過時。 

台達電子從2009至2014年推動節能50%，五年能

夠達標的首功，就是先完備能源管理所需要的資訊系

統，透過類如台達 IEIS(智能群控系統 )在節能上的應

註：集團與各部門均應設置有能源管理組織，各自負責轄下之節約能源管理工作。

圖二：能源管理體系架構參考圖…(資料來源：跟著台達節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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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如圖一所示 )，進行設備最適化的節能管理，從

資訊系統提供的數據，除了作為節能目標的研訂與管

理，更從能耗的大數據中，找出許多的節能機會點，

讓節能的績效在5年內可以達到50%。

2. 管理體系的導入：建立有效能的管理體系，是

節能可以成功的重要步驟之一，有效能的意義是指該

體系能夠真正的讓節能落實的推動，管理體系可以參

考能源管理體系架構圖 (如圖二所示 )，將企業相關的

部門都要納入，除了把節能的目標與績效訂為各部門

主管的KPI(績效管理 )目標之外，更要定時的追蹤、

檢討與改進，也就是P-D-C-A的落實。透過資訊系統

的數據分析，以及強化能源管理，可以避免無謂的浪

費 (如設備不使用時，該關不關的浪費等 )，從多年來

在管理面的節能改善實例中，可以看出其成本是最少

的，效益卻是最高的 (有不少案例是一本萬利的實效 )。

3. 節能技術的應用：節能改善需要利用到技術的

部分，包含如何收集能耗相關的數據，大數據的診斷

與分析，改善方案的擬定與可行性及效益評估 (包含改

善前的基準線建立 )、改善工程的執行與監督、改善後

的能效量測與績效驗證等。

因此技術面改善的內容必須先建立改善前的基準線，

釐清影響能耗相關的數據，依據改善前12個月的能耗

數據與相關影響因數，建立基準線 (利用迴歸產生的

基準公式 )；再與改善後的實際量測值進行比較，雖然

比較複雜，但是只要稍微用點心力，也不會是太難的

事。

四、結論：能源管理成功的關鍵因素

能源雖然是提供給機械設備運轉使用，不過工廠內

部能源的損耗，大半是因為”人”的因素，包含：該

關不關的虛耗、管路氣密不良的漏氣，或保溫破裂的

熱損等 (兩者均屬於漏損 )、供過於求的假性需求，以

及空調、空壓、真空或是水泵等，因為維護保養不足

或操作不當，造成效率不良的損失等，都與人員的操

控有關。

易言之，能源管理真正要處理的，還是“人”的問

題，唯有將使用者也納入能源管理的體系，落實的執

行，企業要節能30%是非常容易的；落實EnMS是台

達電子節能50%得以成功的重要關鍵因素，就是最佳

的實證，謹以此文分享給國內所有的企業，也期許以

節能30%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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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式壓縮空氣吸乾機採用金屬有

機骨架之節能量分析
Assessment of the energy saving effect resulted from the adoption of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in 

heated type adsorption air dryer

摘要

本
團隊建置一小型加熱式吸乾機可測試採用任意

吸附乾燥劑將壓縮空氣除濕時進出系統之氣流

的狀態，並發展一演算法以量測結果推算同乾燥劑使

用於任意容量吸乾機時系統之能耗值。本文以此法評

估兩種乾燥劑之能耗值 : 活性氧化鋁及本團隊自行研

發之一種金屬有機骨架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OF)

材料。按照分析結果，以一處理量30 CMM吸乾機將

7 kg/cm2、經冷乾機初步除濕後之壓縮空氣乾燥至壓

力露點≦ -20℃時使用本團隊金屬有機骨架之能耗約

為使用氧化鋁之92%。其原因應為該金屬有機骨架所

需之再生溫度和氧化鋁相比較低。

關鍵字 : 吸乾機、金屬有機骨架、活性氧化鋁、節

能

Abstract

A scaled-down heated type adsorption air dryer is 

constructed which can accommodate a chosen type of 

desiccant granules to dehumidify compressed air while 

recording temperature and water content of air at the 

inlet and outlet of the desiccant tower. Furthermore, an 

algorithm is adopted so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an 

adsorption dryer, which is of a chosen capacity and uses the 

same desiccant, can be calculated from measurements of the 

scaled-down dryer. In this paper two types of desiccant are 

test with the scaled-down dryer and their energy efficiencies 

when adopted by a real-scale dryer are compared: activated 

alumina and a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OF) material 

developed by our team. The result shows that if a flow of 

7 kg/cm2 compressed air dehumidified by a refrigerated 

dryer is to be further processed to a pressure dew point 

temperature ≦ -20℃ with an adsorption dryer of capacity 

30 CMM, the energy consumed by a dryer using the 

MOF is approximately 92% of that consumed by a dryer 

using alumina. The improve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relatively low temperature to which the MOF should be 

heated to, for efficient water content removal, compared to 

alumina.

Keywords: adsorption dryer,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activated alumina, energy saving

一、前言

壓縮空氣可廣泛應用於電子、石化、水泥、食品、

橡膠塑膠等產業中，作為氣動控制、冷卻、清潔、

輸送或噴灑等用途所必須之工作流體。按用途及產業

別壓縮空氣之含水量也必須符合標準規範，如表1所

示 [1]。空氣經加壓時所含水氣分壓上升造成露點溫

度上升，儘管有些壓縮機在各階段安裝中冷器以將空

氣降溫，空氣在中冷器中也可能產生冷凝水，仍不

足以將露點降至符合基本廠務需求，如表1之等級3。

因此空壓機之吐氣須經由乾燥機除水。常見壓縮空氣

用之乾燥機種類及處理能力如圖1所示，目前工業上

主流之作法為先以冷凍乾燥機做為一前處理裝置對壓

縮空氣實行初步除濕。其後再接續吸附乾燥機將壓力

  盧勁宏 陳鈞振 謝宗霖 洪敏郎 彭及青 康育豪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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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以玻璃棉隔熱。桶槽進行吸附階段時，閥件VP1、

VP2打開，VR1、VR2關閉。無油空壓機吐氣由冷凍

乾燥機初步除水後，經由質量流量計定速送入桶槽進

一步乾燥，入出口處有溫度計、壓力錶及露點溫度計

用以監測氣流乾燥前後之溫濕度。同理，乾燥再生

階段時VP關閉，VR打開，再生用熱風由鼓風機及電

熱加熱器送出。此外桶槽隔熱層外壁貼有5個溫度計

以量測沿再生氣流方向之溫度分布。測試所使用之溫

度計中，量測入出口氣溫者為Omega公司製K型熱電

偶，量測準確度為2.2℃或0.75%；量測外壁者為同公

司之T型熱電偶，準度為1℃或0.75%。壓力計為Pro-

instrument不銹鋼壓力計，準確度為1.5% f.s.d。露點溫

度計為Vaisala DMT143型，量測範圍 -80至20℃，準

確度為2℃。質量流量計為Bürkert 8626型，控制精準

度為0.3%。再生鼓風機為 JYE LIH之HB-129型，耗功

0.2 kW，靜壓70 mbar，最大風量1 CMM。

2.2 吸附劑

露點進一步降到 -20至 -70℃。

吸附乾燥機在除水過程中，固體吸附劑顆粒含水量

上升會減低其除濕能力。因此間隔一定週期必須將吸

附劑通以乾燥或高溫氣流以使之脫水再生，其作法可

分為無熱式及加熱式兩種 [2]。其中無熱式及一部分加

熱式需將乾燥後之壓縮空氣消耗一定比例作為再生氣

流，減損了空壓機之實質供氣率。因此本文關注以鼓

風機吸入環境空氣以作再生氣流用之加熱式吸附乾燥

機。然而要將吸附劑顆粒脫水需將其加熱至一定之門

檻溫度。常見之吸附劑包含活性氧化鋁及沸石分子篩，

其要求溫度分別可達約100至150℃、120至200℃[3]。

加上氣流需通過高流阻之顆粒填充床，使得吸附式乾

燥機成為一高耗能之設備。目前市面上已有具熱回收

功能之吸附乾燥機以提升其能源效率 [4-5]。因此，本

文評估另一發展方向，透過吸附劑特性改良以降低乾

燥能耗。本文之研究採用本團隊已開發之低溫再生型

吸附劑，並建立一小型測試機台，以評估該吸附劑用

於吸附式乾燥機以將空氣處理至壓力露點≦ -20℃時，

其能耗改善情形。

表1.  壓縮空氣含水量品質要求[1]

等級 水氣壓力露點 [℃] 液體水 [g/m3]

0 使用者自訂比等級1更嚴格者
1 ≦-70 -
2 ≦-40 -
3 ≦-20 -
4 ≦+3 -
5 ≦+7 -
6 ≦+10 -
7 - ≦0.5
8 - 0.5-5
9 - 5-10
X - >10

二、實驗設備

2.1小型測試系統

本研究以小型之壓縮空氣乾燥系統測試使用特定吸

附劑時之乾燥表現與能耗指標，並以該測試結果推導

同吸附劑用於實際乾燥機時之表現與指標。該小型系

統之結構如圖2所示，包含一碳鋼桶槽填充待測吸附

劑。桶槽內直徑約47.5 mm，填充高度約1.23 m，外

圖1.…常見壓縮空氣用之乾燥機種類及處理能力

圖2.…小型測試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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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計算MOF吸附劑用於市售乾燥機

時能耗改善狀況，因此首先以小型測試機台量測其能

耗，再以此計算該系統放大至等同市售機時其能耗指

標。以下介紹各階段之實驗設定參數及後處理演算法。

3.1 小型測試系統

實驗之吸附階段中使用的處理氣流經過無油壓縮機、

冷凍乾燥機產生，於桶槽入口之絕對壓力控制在7 kg/

cm2、壓力下面速度約0.13 m/s。入口氣溫測值普遍落

在23至25℃之間；大氣露點測值普遍於 -11至 -13℃

之間。本文所關注之空氣品質要求壓力露點不得高於

-20℃，因此吸附階段在出口氣流之大氣露點達 -40℃

後停止。另一方面，再生氣流由鼓風機產生經加熱器

增溫後送入桶槽，面速度定為0.62 m/s，入口氣溫則依

吸附劑種類而定。再生階段之持續時間，參考市售加

熱式乾燥機之慣例為吸附時間之33%至40%，以使再

生完成之吸附劑在進行吸附前能有充分時間冷卻至常

溫。

本文中吸附乾燥系統之能耗指標以乾燥機運作期間

單位處理氣量所需之平均再生能量代表之。市售吸附

乾燥機普遍具有兩個顆粒桶槽，其中之一進行再生時

另一邊可進行吸附，以持續提供乾耗之壓縮空氣。因

此能耗指標之換算方式如下。

η��� � ����
��������

                             ( 1 ) 

E��� � � �� ��� �ℎ�� � �
� 𝑢𝑢��� � ℎ��� dt���������

����                  ( 2 ) 

 
其中為再生階段中氣流自鼓風機及加熱器獲得能量，

為吸附或再生時間，為吸附過程所處理之氣流流量，

為氣流質量流率，h為氣流比焓值，u為氣流流速。下

本研究中測試之吸附劑為我方開發之金屬有機骨架

(MOF)材料，及一般活性氧化鋁作為對照。金屬有機

骨架泛指由含金屬原子之無機團簇 (cluster)連接多個有

機配位體 (organic ligand)形成結晶結構之材料群。它普

遍具有高比表面積和孔隙度，透過選用團簇和配位體

組合可製出不同幾何結構、孔隙形狀而可操作分子吸

附量和其他吸附表現，作為除濕材料備受關注 [6-8]。

本團隊已開發一種金屬有機骨架 (以下簡稱MOF)，其

水氣吸附等溫線如圖3所示，顯示了在25℃下不同環

境相對濕度下之水氣吸附量。已知冷凍乾燥機處理後

之壓縮空氣壓力露點最低可達2至10℃，意味者在空

氣壓力7 bar、溫度25℃之條件下，進入吸附床之空氣

於壓力下之相對濕度約為22至40%。由圖3可知MOF

具有高達35wt%之吸水量。此外亦可看出於低相對濕

度下MOF吸水量之變化趨勢較陡峭，意味者MOF所

需之再生氣流溫度比氧化鋁低。一種可支撐此說法之

實驗結果如下，處於吸水量飽和狀態下之各種吸附劑

於不同溫度下脫水再生後再經歷一定時間之水氣吸附，

期間吸水量和再生溫度之關係如圖4所示。可看出

MOF若有足夠之吸脫水時間，以80℃再生即可發揮其

吸水潛力。本文使用之MOF顆粒的尺寸和其他物性如

表2所示。圖3及表2亦列出活性氧化鋁之特性參數及

曲線。

表2.…實驗用MOF及氧化鋁顆粒[9-11]物性

氧化鋁 MOF

粒徑	[mm] 4~5 1.5~4.5
堆積密度	[kg/m3] 789 482
比熱	[kJ/kg℃] 1 1.5
水氣吸附熱	[kJ/kg] 2500 3056

圖3.…25℃下水氣吸附等溫線(a)MOF(b)氧化鋁[9-11] 圖4.…各種吸附劑於不同溫度再生後再行吸附過程期間含水

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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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am、in、ou分別代表環境、進入及離開桶槽之空氣。

此小節中若無特別註明，則空氣溫度、焓值、流速、

濕度比及顆粒溫度皆為桶槽截面上之平均值；且氣流

進入即離開桶槽之質量流率與流速變化可忽略。

以小型系統之測試結果演算市售大型系統之能耗需

分析前者之再生總能耗中各部分占比，包含桶槽出口

之排放熱、水氣脫附所需吸熱、吸附劑和桶槽之顯

熱、桶槽外壁之對流熱散失。各部分之換算方式如下。

E��� � ���� � � 𝑚𝑚� ����ℎ�� � ℎ���dt���������
����                 ( 3 ) 

E��� � � 𝑚𝑚� ����𝑤𝑤�� � 𝑤𝑤���∆𝐻𝐻���𝑑𝑑𝑑𝑑���������
����                  ( 4 ) 

E��� � ∑ ���𝑚𝑚���𝑐𝑐���∆𝑇𝑇����������                       ( 5 ) 

E��� � ∑ ��� � ℎ���𝑇𝑇������ � 𝑇𝑇���𝑑𝑑𝑑𝑑���������
���� �����                 ( 6 ) 

E���� � ���� � ���� � ���� � ����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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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7)分別計算排放熱量、脫附所需吸熱、顆粒

顯熱、對流熱散失以及桶槽壁顯熱。其中w為氣流之

濕度比，為吸附劑單位質量水氣吸附時釋放之熱量。

為顆粒質量，為其比熱。n為外壁溫度計之數量，i代

表溫度計之位置，為和該溫度計同高度之顆粒於再生

開始和結束時之溫度差值，為外壁溫度測值。為環境

溫度，為環境之自然對流熱傳係數和桶槽外壁面積之

乘積。式 (8)-(10)假設顆粒沿再生氣流方向之溫度分布

趨勢和外壁相同，以計算顆粒溫度。

3.2 實際能耗指標

若實際吸附乾燥機之桶槽尺寸已知，則可假設以和

實驗相同之氣流條件 (溫濕度、面速度 )進行再生時，

其局部之溫度及含水量變化與小型系統相同，因此再

生能耗之各部分可按照相關尺寸之比例放大。如實際

系統和測試系統之顆粒顯熱比值等於兩者之填充量比

值。將換算過的各部分能耗總和得到實際系統之再生

能耗，便可以式 (1)計算能耗指標。本文中關注之市售

吸附乾燥機處理氣流量30CMM，其桶槽材質為A516-

70鋼板，桶槽高度、直徑、壁厚分別為1276、610、6 

mm。

四、結果與討論

MOF於小型系統上測試時採用之再生溫度為107℃，

測試結果顯示再生時間3.5 h，吸附時間8.6 h，能耗指

標及比例如圖5(a)所示。另一方面氧化鋁採用再生溫

度140℃，測試結果再生時間3.5 h，吸附時間10.5 h，

能耗則如圖5(b)所示。比較兩圖可知MOF因再生溫度

較低在再生階段中總能耗量較低，但其吸附時間較短

因此能耗指標較差。於2.2小節已知單位質量之MOF

具有較高之吸水量，因此其吸附時間較短之原因應為

堆積密度較氧化鋁低使得同尺寸桶槽內填充之顆粒質

量較少。而氧化鋁和MOF相比，其吸附時間較長意

味者更多水氣需要被除去，因此其用於脫附熱之能耗

量較高。此外氧化鋁再生所需之高溫導致其有較多能

量消耗於顆粒顯熱上，而較高溫之再生氣流亦導致桶

槽之熱量得以較有效地穿過玻璃棉層散失至環境中；

結果即是氧化鋁的實驗中顆粒顯熱、對流熱散失量較

大，但桶槽顯熱量較小。整體來說，MOF之各類能耗

比例大致接近氧化鋁，除了吸附劑顯熱占比較低而桶

槽顯熱較高。另一方面，將小型系統上的能耗放大至

實際系統後如圖6所示，可看出MOF之能耗指標反而

較氧化鋁佳，單位處理氣量所需平均功率約為後者之

92%。此原因應是能耗各項目於轉換時放大比率不同，

如3.2小節所述。因此總能耗及各項比例之相對大小改

變。

五、結論

本文中介紹了一評估吸附式壓縮空氣乾燥系統能耗

之實驗方法，使用小型吸附桶槽測試能耗，再透過演

算法換算同種類吸附劑、氣流條件應用於實際系統時

之能耗指標。該方法可使用相對少量之吸附劑，因此

可適用於評估新型之吸附劑材料。此外本文採用了本

團隊開發之金屬有機骨架 (MOF)吸附材料，以前述方

法評估其能耗，並與一般乾燥機使用之氧化鋁比較。

在所評估之情境中，壓縮空氣乾燥後之壓力露點須符

合基本廠務需求之標準。而評估結果顯示本團隊MOF

因具有可於較低溫再生之特性，應用於30CMM級乾

燥機時其能耗約為氧化鋁之92%。目前，這樣的節能

量尚無足夠的市場吸引力，因此仍有發展空間可嘗試

由新型吸附材料開發或是針對各種新材料進行吸附 /再

生條件最佳化等手段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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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5.…小型測試系統能耗指標(a)MOF(b)氧化鋁

(a)

(b)

圖6.…實際系統能耗指標(a)MOF(b)氧化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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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新風系統空氣濾網發展新思

  彭及帝 游議輝 
濾能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前言(節能減碳/3R產品目標):

隨
著科技進步人們帶給地球非常多問題，且對環

境保育造成莫大的衝擊，其中包含全球暖化、

空氣、水、土壤汙染等。而大多數問題均離不開能源

問題與廢棄物問題。為此濾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創立之

初，就懷抱著3R理念（濾網廢棄物減量／框體重複使

用／濾網再生重複使用），致力於節能減碳、循環經

濟，以期達到「環境零污染、資源零廢棄」的願景。

半導體廠濾網介紹:

半導體廠最初即以減少看不見的汙染物 -微塵為目

標，隨著半導體製程的發展，才不斷加入其他控制參

數而達到潔淨的效果，隨著線寬不斷的縮小，除了粉

塵（Particle）所導致的微污染外，各類有機及無機性微

污染對半導體良率的影響越趨於顯著。目前無塵室的

等級，皆是以存在於潔淨環境中的粉塵微粒數目大小

做區分，意指AMC（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nts；

氣態分子污染物）濃度的多寡將與無塵室的等級沒有

直接的關係，即使無塵室的等級很高，仍然有很高的

氣態分子污染物濃度存在於無塵室的環境中，而沈積

在晶圓表面上的速率並可能比粉塵還快上數千倍以上。

因此，防止AMC 附著於晶圓表面或設備，將是提升

半導體良率的關鍵需求，而AMC 防治也將成為良率提

升的關鍵技術。也因此後期建造的無塵室也在設計之

初即考慮化學濾網與除塵濾網的配置。

台灣能源現況及發展:

台灣早期發電以火力與水力 (再生能源 )為主，隨著

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用電量大增，但水力

發電廠址有限，難以有大量提升。只能提升火力發電

與開發核能發電，來跟上用電量的提升。我國政府在

2000年開始推動太陽能產業，並在2010年頒布政府

電力收購制度，使得太陽能發電 (再生能源 )於2011年

開始有明顯的增長，但單靠太陽能的發電成長，依然

追不上用用電量的上升。近期台灣的能源使用隨著核

一廠的除役，台電的備載容量率於2017年達到最低。

為了避免缺電問題，台電在不斷增加火力發電量，並

在2019年創下71.5%的新高 (圖1)1，同時也造成了難

以避免的空污問題。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從電器的

省電分級到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頒布，各種節能

減碳的方案不斷的出現，但台電的機組被迫於電量需

求，只能與環保背道而馳。台灣2019年工業用電是

住商用電的2.4倍。從工業用電中的前兩名中可看出，

增加的用電量主要來自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圖中也可

以發現鋼鐵工業對於能源的需求十年間並無顯著增加，

而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含半導體產業 )則是年年攀高 (圖

2)。2

潔淨系統節能方法:

在半導體廠的潔淨系統中，除了難以改變的機台設

備耗電量之外，風機的運轉與冰機的消耗是用電的兩

大主因，冰機成為各廠為達節能減碳效果之首要目

標，因此有了高效率冰水主機及節能鍋爐、多重溫度

冰水系統、熱回收系統等各式方法以解省冰機的用電。

而風機的耗電量可以經由無塵室上方FFU風機的頻

率做調整。例如某廠商曾經靜壓設定下修5 Pa，讓整

體系統降載每年即節約6,760,092 KW-H，減少4,529.3 

Tone的碳排放。但此調整必須顧及潔淨室應有正壓環

境的維持，故有相當風險存在。能夠進一步改善的方

法包含：使用變頻器控制轉動機械轉速，可即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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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自動變更其轉速，使其在較高效率下運轉；風管

路徑最適化設計，以減少不必要的管路阻抗，提升整

體風機裝置效率；降低風箱內容物造成的阻擋，以減

少風機提供的風能損耗。

MAU構造與濾網配製：

另一方面無塵室外氣空調箱 (MAU)的配置通常會在

最前端放置初級濾網與二級濾網 (通常包含除塵的袋式

濾網或V型濾網 )；並經由預熱與預冷 (Pre-heating Coil、

Pre-Cooling Coil)作為調整濕度的預先控制；之後以水

洗加濕器 (Air washer)將空氣中的汙染物質洗滌下來，

同時利用噴出的水霧達到加濕的目的；經由前面之流

程，濕度基本上已達所需要的範圍，但溫度仍需進行

控制，所以在此後端會以冷熱盤管 (Cooling Coil、Re-

heating Coil)做最後的溫溼度調控，再進入風車；風車

出口會針對欲去除之AMC物種以化學濾網進行過濾，

並於最後一道防線使用高效濾網 (HEPA)作為最終攔截

微塵的手段 (圖3)。

由於預熱與預冷 (Pre-heating Coil、Pre-Cooling Coil)

以及冷熱盤管 (Cooling Coil、Re-heating Coil)會產生潛

熱變化需大量能源消耗，因此過去以來MAU段節能均

以此為考量，以期達到節能功效。然而除了顯而易見

的成效之外，我們也可以藉由小動作達到節能功效。

對MAU各部件進行壓力損耗分析可以發現造成壓力損

耗如下表1，壓力損耗最大為各濾網組合650Pa，而我

們將各濾網分開分析其壓力損耗變化時可以發現，初

級濾網由於最先攔截大顆粒因此壓力上升劇烈，平均

每季更換一次以有效控制壓力損耗，而次級濾網在初

級濾網之後，平均每半年進行更換。在進行濕度與溫

度控制的冷熱盤管後端的化學濾網，由於其捕捉原理

為物理吸附及化學吸附特性，在壓力損耗部分使用前

後不會有大幅變化，可以視為幾乎恆定最後為確保進

入到無塵室內的空氣為潔淨空氣，在控制完溫度，濕

度及AMC濃度後即需要以HEPA控制進入之微塵數，

由於需要控制到次微米等級微塵，HEPA的壓力損耗所

佔的比例是所有濾網中最高的，雖然其壓損的上升速

率不如初級與次級濾網，但由於更換週期為兩年，所

以HEPA的壓損變化與其初始壓損均為所有濾網佔比

最高的。因此我們預估各濾網以平均兩年期更換為基

礎，其壓力損耗隨時間變化如圖4。

MAU節約電能的方法：

圖2.…1998-2017…前2名用電行業比較圖1.…台電系統個能源別歷年裝置容量

圖3.　MAU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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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能長期致力於幫助客戶處理問題同時也幫助地球，

為降低濾網壓損並提高效能，針對次級濾網，獨家開

發出除塵與AMC效能整合濾網，在提供傳統除酸，除

鹼或除有機化學濾網基礎上整合F8等級除塵濾網。傳

統使用兩種濾網條件下單片濾網壓損約為80 Pa兩者相

加即達到160 Pa，將其整合後可有效利用MAU有效空

間達到雙效控制成效，其初始壓損只有100 Pa遠低於

兩者相加的160 Pa；使用過後壓損上升至150 Pa，依舊

低於使用兩片濾網的210 Pa。此為MAU濾網節能的一

步驟。

在MAU最後端的HEPA是整個系統中，濾網壓損的

最主要來源，為此我們開發的新型HEPA濾網，透過

精準的空氣動力計算，將玻璃纖維濾網的折景深度提

高，以降低壓損。相較於舊型的HEPA濾網 (300 Pa)與

V-type的除塵濾網 (250 Pa)，新型的HEPA濾網只有200 

Pa的初始壓損。

更低的壓損代表著，更低的能量損耗及更長濾網使

用壽命，為求估計方便，我們假設濾網於最終壓損

達到500 Pa時進行更換，濾能Hi-cap濾網除了可以增

加約25%使用時間外，其間也可以藉由其低壓力損耗

達到節能之效。。若將上述兩者濾網結合同時運用在

MAU，將為每座MAU節省1073kWh/Y；若是在單座

GIGA Fab全面使用，則可每年可以節省42000kWh電

力。

結論:

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用電量也隨之大

增，於2000年已經超越鋼鐵業，成為用電量之冠。由

於電子產業的用電量居全國之冠，且由於其蓬勃發展

而持續增長，使其容易成為節電的目標產業。身為一

間濾網廠商對於能源節省部分，在MAU端我們提供除

塵與AMC效能整合濾網與新型HEPA濾網 (Hi-cap)，將

壓損透過濾網整合與折景控制大幅調降，使得風機的

能量耗損減少，以達到降載省電的目標。期望能在解

決懸浮粒子與AMC微汙染的同時，也對台灣能源與地

球環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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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article/93936

表1.　MAU內部壓損佔比

圖4.…MAU濾網壓損變化圖

表2　效能整合型濾網與傳統型次級濾網比較表
表3　新型HEPA濾網與傳統HEPA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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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
壓機利用大量的能源 (電能 )壓縮空氣後產生高

熱 (業界稱之為壓縮餘熱 )，又必須冷卻空壓機產

生的高熱以利使用，再耗損大量冷卻源；如何將壓縮

餘熱回收來充份利用及降低冷卻源能耗，已是當今空

壓系統一大熱門功課。

在空壓機壓縮段 (如螺桿機的一段或離心機的一段、

二段壓縮產生之熱能 )設計壓縮餘熱回收時，又擔心設

計不當產生壓損，增加壓縮比，影響輸出的壓力，節

省低溫冷卻源時又擔心太多配置，造成壓力損失，本

文將以壓縮熱回收及冷卻源節省設計時應注意事項為

主題，提供實務經驗供有意設計、施作或使用者參

考。

關鍵字:壓縮空氣系統、吸附乾燥機、餘熱回收、

冷卻器、節能

Abstract

The air compressor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electric 

energy) in order to compress the air and then generates a high 

heating value (known in the industry as compressed waste 

heat), and must cool the high heating value generated by the 

air compressor for use, and consume a lot of cooling sources.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ompressed waste heat while 

reducing cooling energy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popular 

task for air compressor systems today.

When designing the compression waste heat recovery 

in the compression section of the air compressor (such as 

the heat energy generated by the first stages of the screw 

compressor or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of the centrifugal 

compressor), it is also worried that improper design will cause 

pressure loss, increase the compression ratio, affect the output 

pressure. In order to save cooling energy consumption it is 

空壓機壓縮熱回收技術應用

  林文瑞 
冠揚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also worried about pressure loss caused by excessive setting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design of compression heat recovery and cooling source 

saving,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of designers 

and implementers and user.

Keywords: Compressed Air System, Adsorption dryer, 

Heat Recovery, Energy Saving

1.前言

在常用的空壓系統中，二段壓縮螺桿式空壓機機及

三段壓縮離心式空壓機機為使用大宗，空壓機第一段

通常將大氣壓力下空氣壓縮到管壓大約2㎏ /㎝ ²，螺

桿機第二段接續壓縮到使用壓力值，但最高建議不超

過第一段壓縮後的5倍或6倍壓力值；離心式空壓機第

二段壓縮到第一段的2倍，第三段壓縮到使用壓力值，

最高建議不超過第二段壓縮後的5倍壓力值。運用於

壓縮餘熱利用能效較佳者為無油螺桿空壓機及離心式

空壓機。本文以無油無油螺桿空壓機第二段出口未冷

卻前及離心式空壓機第三段未冷卻前之高溫熱能來說

明運用的方向，及應注意的細節。

2.空壓機壓縮餘熱節能規劃注意事項

2.1.避免影響壓縮比

部份空壓機廠家推廣離心式空壓機一段和二段壓縮

熱回收，出發點是好的，但如果將壓縮熱空氣側一段

和二段直接利用熱交換器進行熱回收，因熱交換器設

計會產生壓損，雖然有廠商聲稱可將壓力損失控制在

0.06㎏ /㎝ ²內，但不應只考慮壓損，另應注意的是影

響到壓縮比。

原一段壓縮到2㎏ /㎝ ²，提供二段時，經過第一段

壓縮熱利用後僅餘1.94㎏ /㎝ ²，二段壓縮2倍，變成

3.88㎏ /㎝ ²，第二段原可提供4㎏ /㎝ ²，經過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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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熱利用後變成3.82㎏ /㎝ ²，以第三段壓縮到7㎏

/㎝ ²為例，將多出約4.7%損失 [(7÷3.82)-(7÷4)]，壓

力需需求越大損失越多，甚至空壓機選型因此放大一

型號，必須計算效益是否合算。

如果單純將冷卻水因冷卻空壓機後產生的溫水運

用，不影響空壓機壓縮比，則可安心使用。強烈建

議使用空壓機末段出口未冷卻前之壓縮餘熱來回收使

用，不致影響空壓機本身運轉。

2.2.減少配置壓損

空壓機一般為整體空間設計考量，末段冷卻器佔據

空間較為短胖型，壓縮空氣側較少設計直通型，故壓

損一般為≦0.25㎏ /㎝ ²，設計熱交換器或冷卻器時，

壓損必優先考量，一般以殼管式為之，建議壓縮空

氣通行於管側，管側必須考慮管束流通量≧壓縮空氣

管徑，常壓空氣或冷卻水通行於殼側，接觸壓縮空氣

端採用不銹銏材質，可確保壓縮空氣品質並減少清洗

次數，壓縮空氣惻壓損設計≦0.1㎏㎝ ²，以直通式 (1 

PASS)設計為佳。

2.3.壓縮餘熱使用效益

空壓機類型眾多，在投資回收率上，並非所

有機型皆有熱回收效益，目前業界常用空壓機以

300KW(含 )以上無油螺桿、離心式空壓機較有壓縮

熱回收效益，微油螺桿、水潤滑螺桿、300KW(不含 )

以下因熱能不足或流量太小，不建議採用。

2.4.壓縮餘熱使用後之冷卻排水

空壓機壓縮餘熱使用後，後置冷卻器排水相當重

要，單靠排水器不足以應付大量液態水，故建議加裝

水氣分離心增加排水能力，水氣分離器設計以接近零

壓損設計。

3. 壓縮餘熱節能運用

空壓機壓縮餘熱末段未冷卻前之出口溫度依機型及

品牌不同約90℃~200℃，出口溫度宜≧90℃。

3.1.壓縮餘熱提供熱氣

3.1.1.壓縮餘熱提供吸乾機加熱

a.直接投入

壓縮餘熱直接導入吸乾機進行加熱再生，高露點需

求時再加上加熱器補熱，以達到節能目的，缺點是流

程經過二個桶槽和二組冷卻器，以經濟型設計則壓損

過大 :吸附劑長時間與高溫高溼壓縮空氣接觸，使用壽

命相對較短。另設計侷限，一般只能一台空壓機對應

一台吸乾機，徒增備機及調控困擾。

b.間接換熱

壓縮餘熱經由空氣對空氣熱交換器進行熱交換後，

再以加熱器進行補熱到脫附溫度，以減少加熱器功

率，達到節能目的。缺點是使用熱交換因交換損失，

將減少約10℃~15℃之熱能；優點是設計多元化，可多

台對多台搭配，也可一台對一台，多台對一台等等，

流程相對簡單，壓損較低。另可搭配冷卻器，設計溫

熱水或冷卻水冰水節能方案，乾燥機則因再生和吸附

各自分開作業，乾燥劑使用壽命較長於直接投入式，

3.1.2.壓縮餘熱使用於烘乾或預熱

利用熱交換原理，將空氣與壓縮空氣熱交換後，依

需求溫度提供食品、用品、鍋爐⋯等等需要熱氣之烘

乾或預熱之領域上，不僅不會 (熱 )污染空氣，更可節

省大量熱能，達到節能目的。

3.1.3.壓縮餘熱提供溫熱水或供暖

冷卻器利用冷卻水冷卻，對於壓縮空氣是冷卻，對

於水側則是加熱，善於利用壓縮餘熱將水側升溫，升

溫溫度為冷卻水加10℃以上設計，但最好低於90℃避

免產生水蒸汽。熱水可供活用水、空調箱回溫水、RO

水升溫，供暖 ..等等，於廠區可利用之設計。

3.2.冷卻配置節能

以往空壓機設計都在出口端冷卻器予以冰水冷卻，

自高溫壓縮空氣直接用冰水降溫，大量冰水用量，又

是一大能源浪費，如果先以便宜冷卻水預冷，再使用

冰水降到使用溫度，則可節省大量冰水。而預冷的冷

卻器又可設計成溫熱水回收，唯一注意的是，每組冷

卻器壓損務必控制在0.1㎏ /㎝ ²以內，且越低越好。

4.能效分析

條件：離心機1500HP約可產氣11,000M³/Hr，於7

㎏ /㎝ ²壓力下，末段壓縮熱未冷卻前溫度： 120℃冷

卻水入口35℃，出口45℃，產出35℃冷卻水1 M³/Hr

約耗0.045KW；冰水入口14℃，出口21℃產出14℃冰

水1 M³/Hr約耗1.05KW；冷卻器與熱交換器每一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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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0.1㎏㎝ ²，壓損1㎏ /㎝ ²以耗

氣7%計算。以冷卻器規劃節能說

明，提供加熱式乾燥機使用，條件

為冷卻壓縮空氣到25℃，RH100%。

舉下列二例供參考。

4.1.冷卻水源配置節能

a.直接用冰水冷卻壓空氣：

最末段須14℃冰水 (21℃出 )約需

要57.6M³/H方可將120℃壓縮空氣

冷卻至25℃，耗能為： 57.6M³/Hr * 

1.05KW ≒ 60.48KWH。

一年則須60.48KWH * 24 * 365 ≒ 

529805KWH

b.用冷卻水降溫，再用冰水降到

使用溫度

用冷卻水冷卻到 4 5℃，再用

冰 水 冷 卻 到 2 5℃，需 冷 卻 水

約 32 .2M³/Hr，冰水約 16 .3M³/

H r 耗 能 為： 冷 卻 水 3 2 . 2 M ³ /

Hr*0.0045KW≒ 0.145KWH。冰水 

16.3M³/Hr * 1.05KW ≒ 17.12KWH

多一組冷器壓損增加 0.1 ㎏ /㎝

²≒0.7%耗氣≒1500HP*0.7461KW/

HP*0.7%≒ 7.84KWH一年則須

(0.145KWH+17.12KWH+7.84KWH) 

* 24 * 365 ≒ 219920KWH

c.節能結果

簡單加裝一組冷卻器可節省：

309885KWH； 節能 58.5%(529805KWH-219920KWH)=309885KWH；

309885KWH÷529805KWH*100%≒58.5%

4.2.壓縮餘熱利用於吸乾機加熱節能

加熱式乾燥機設計，假設以氣化鋁為吸附劑，加熱溫度200℃;a.由鼓風機

導引環境空氣 (以35℃計 )加熱到200℃，扣除鼓風機 (或增壓機 )轉動時產生

溫度約5℃，未利用空壓機壓縮熱時須加熱200℃-35℃-5℃=160℃。

b.壓縮餘熱120℃與鼓風機導引環境空氣進行熱交換，假設殼側熱交換後

溫差為15℃，則換熱後為120℃-15℃=105℃，故須加熱200℃-105℃=95℃。

c.加熱利用空壓機餘熱之節能結果

吸乾機實際依加熱及壓縮餘熱計算之平均耗電分別約為 56.2KWH

及 36KH，空壓機餘熱利用後可節省加熱耗能比率  =  (56.2KWH-

36KWH) ÷ 56.2KWH × 100% ≒ 35.9%每年節省電量為 (56.2kW-36kW)

x24x365=176,952KWH 

5.結論

空壓機壓縮餘熱回收利用已是眾家齊鳴的熱門話題，但大部份設備供應

商都以考量本身利益為出發點，使用者採購端大部份以初置成本為首要考

量，如果沒通盤考量，則有可能反而沒辦法得到預期效益或效益最大化。

故壓縮餘熱利用，首要考慮使用者需求方向，壓損造成的影響，冷卻水源

增加可能產生的新設備費用，機房空間，樓地板承載等等 ..，在新設廠時能

通盤規劃最好，如果是原設施節能改善，則應找到真正專業無私的合作廠

商評估規劃，提出設備回收率，破除低價迷思，方能設計出最佳節能配置。

回收空壓機高耗能的配置，讓原本消耗成本的廢熱，設計成為賺回耗能

的器具。不僅可運用空壓機末段餘熱提供給加熱型吸附式乾燥機使用外，

亦可排除因加熱型吸附式乾燥機加熱時取走部份熱源，造成熱源供應不穩

定，而直接將空壓機末段壓縮餘熱，利用熱交換器提供大量無毒、無污染

的熱氣；利用冷卻器，設計成氣對水的熱回收，並將熱水應用於廠內各需

求位置，以發揮最大的效益，為公司謀最大利益，為地球大環境盡一份心

力

6.參考文獻

維基百科 -熱質說，理想氣體方程式，比熱容，熱力學

冠揚精機股份有限公司教育訓練資料及實務經驗

左圖說明：空壓機出口未冷卻前溫度進入

第一段即最上方之熱交換器，熱交換後供吸乾機預熱或加熱用或其他

需熱氣體之使用

第二段冷水冷卻器，可冷卻壓縮熱熱空氣，亦可設計成提供熱水

第三段冰水冷卻器。因第二段預降溫，可節省大量冰水用量

◤熱交換器及冷卻器集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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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R技術簡介
MECHANICAL VAPOR RECOMPRESSION’S INTRODUCTION

一、MVR之簡介

機
械式蒸氣再壓縮系統 ( Me c h a n i c a l  Va p o r 

Recompression，簡稱MVR)屬於開迴路工業熱泵

(壓縮循環 )技術的應用。

 系統內自身流體為冷媒加以壓縮循環，做為系統本身

的加熱源，COP高 (一般可達 10~30)，適用於蒸餾、

蒸發、濃縮系統，可運用在煉油石化蒸餾系統、製程

濃縮 (取代傳統多效蒸發罐 )、純水回收再利用、廢水

減量及海水淡化產生純水。

二、MVR之特性

 可應用於蒸餾、蒸發、濃縮系統

 消耗的能量非常低 (COP約10~30)。

 蒸發出的蒸汽可經由再壓縮全回到製程來加熱蒸

發器，具有回收潛熱的功效。

 設備佔地小。

 操作簡單，自動化程度高，且不影響原本製程操

作。

三、MVR與蒸發系統的對照

四、MVR之適用產業

 產品濃縮 -飲料、食品、製藥

 蒸餾蒸發 -石油與化工業

 廢水處理 -一般廢水或含鹽廢水、重金屬廢水等

有害廢水的減量

 海水淡化 

 電鍍與表面處理業、染整業、造紙業。

五、MVR之應用範例

(A)IPA廢水回收應用–節能蒸餾系統

I. 示意圖

圖.1…MVR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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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成效

 使用熱回收節能蒸餾系統回收 IPA

 操作時間： 24 hr/day
流體質量分

率
蒸餾塔系統進

料
蒸餾系統產物

蒸餾系統排
水

IPA X.XX	wt% XX	wt% COD	<	100	
ppmw

H
2
O XX.XX	wt% XX	wt% 99.99	wt%

Total	rate 40,0000	kg/h 2,300	kg/h 38,000	kg/h

操作成本用比較表

形式 操作費用 工作8000小時/
年

1.熱回收節能蒸餾系
統 1,121元/小時	 $8,968,000

2.蒸汽蒸餾系統(一般
系統) 5,183元/小時	 $41,464,002

費用差異 $32,496,002

(B)氨氮廢水回收應用–節能蒸餾系統

I. 示意圖

II. 成效

 使用超重力短床蒸餾+熱回收節能技術 (MVR)

 操作時間： 24 hr/day

流體質量分率
蒸餾塔系統進

料
蒸餾系統產物

蒸餾系統 
排水

NH3 X.XX	wt% XX	wt% <	30	ppmw

H
2
O XX.XX	wt% XX	wt% 99.99	wt%

Total	rate 15,000	kg/h 25	kg/h 15,000	kg/h

操作成本用比較表

形式 操作費用 工作8000小時/年
1.MVR	+	蒸餾系統 350.5元/小時	 $2,804,000
2.蒸汽蒸餾系統(一
般系統) 2,630元/小時	 $21,040,000

　　
　 費用差異 $18,236,000

(C)硝氮廢水濃縮應用–節能蒸餾系統

I. 示意圖

II. 成效

 使用氣化槽+MVR節能技術

 操作時間： 24 hr/day
流體質量分

率
蒸餾塔系統進

料
蒸餾系統產物

蒸餾系統排
水

硝酸鹽 X.X	wt% XX	wt% 微量

H2O XX.X	wt% XX	wt% 100	wt%

Total	rate 2,500	kg/h 500	kg/h 2000	kg/h

操作成本用比較表

形式 操作費用
工作8000小時/
年

1.MVR + 蒸餾系統 236元/小時  $1,884,248
2.蒸汽蒸餾系統(一般
系統)

1,521元/小時  $12,164,088

　　
　 費用差異 $10,279,840

(D)蒸餾塔應用

I. 在蒸餾塔應用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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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蒸餾塔應用示意圖 -2 III. 在蒸餾塔應用示意圖 -3

六、匯能之於MVR

匯能科技一直專注在熱泵系統的研究，從早期高溫

熱泵、低溫熱泵式乾燥機，再到MVR，目前為止也是

台灣唯一在研究MVR技術的公司。

現今MVR應用在廢水濃縮領域受到注目，在更上一

階的廢水零排放製程更是關鍵的技術之一，匯能將該

技術應用並推廣在台灣的電廠。

此外匯能在化工業的蒸發製程導入MVR熱泵系統來

節省蒸汽的使用實績，已為客戶節省大量能源費用，

因而獲得客戶的信賴。

photo (C
) justis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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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電力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效益評估

摘要

國
內大專院校隨著高耗能設備的日益擴充，普遍

面臨電力系統容量不足的壓力，除了在夏季空

調負載使用之高峰期，需飽受電力負載超過契約容量

而產生巨額的超約附加費外，也因校園內變電站等相

關設施未配合館舍用電設備增加而提昇容量，因此導

致各種跳電事故也屢見不鮮。藉由校園電力監控與設

施管理資訊整合，除了做為監視校區用電狀況外，並

可完整的記錄各項電力設備之用電量，若系統有可停

電力設備可供卸載，則當電力系統預測負載有超過契

約容量時，即可提前進行電力需量控制，執行負載

切離或卸載的動作，如此將可避免巨額的超約附加費

用。此外，利用能源管理系統搭配自動控制，應用

電腦化、資訊化、網路化、自動化等技術結合的監控

系統，達到全校能完整資料收集以及節能之目的，協

助校園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的建立，以降低能源使用

率，並提昇教育環境之綠化形象，以符合永續發展省

能之目標。

一、前言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進步帶動人類社經活動

的急遽發展，人類的經濟活動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已

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急速增加，造

成環境污染、資源銳減，除了產生愈來愈明顯的全球

增溫、海平面上升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的現象，對水

資源、農作物、自然生態系統及人類健康等各層面造

成日益明顯的負面衝擊外，更進而危及人類的世代永

續發展。1992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

1997年12月於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第三次締約國大會，訂定「京都議定書」，做為各國

共同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時程規範，並於2005年2

月16日正式生效，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

量責任； 2015年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氣

候協議，取代京都議定書，期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

趨勢，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

上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

準以上1.5℃之內。

台灣地區地狹人稠，因為環保意識抬頭和民眾抗

爭，各項能源開發與電力建設都面臨極大困難。2017

年我國CO2氣體排放總量為268.9百萬公噸，佔全球

總量0.82%，全球排名第21。根據環保署資料，2020

年我國能源使用CO2排放量可能達到4.6億公噸，約

是1990年的4.1倍，2000年的2.1倍，將與減量目標

背道而馳。展望未來，若不積極採取相關措施，以抑

制CO2氣體的排放，我國面臨國際上壓力將會加劇。

基於此，「節約能源」已經是全國人人無分行業責無旁

貸的責任。然而，節約能源不是強制減少使用能源，

而降低生活品質；正確的節約能源觀念，應該是有效

率的使用能源，也就是「該用則用、能省則省」。

依學校節能案例統計顯示，若落實電力、照明、空

調、事務設備等方面節能改善，平均約有15-20 %之

節能潛力。因此加強各級學校節約能源推廣及教育宣

導，可落實全民節約能源共識，以提昇能源使用效

率，減少能源費用支出，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本研

究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之智慧能資源管理系統運轉資

料做為分析依據，同時協助學校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

的建立，以降低能源的使用率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

並提昇教學環境之綠化形象，以符合永續發展省能之

目標。

二、智慧能資源管理系統簡介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智慧能資源管理系統於2018年12

月完成，系統主要目的包括：

1. 充分自行掌握校區內各電能使用狀況及耗用統

計：依據現在以及未來可能增加之用電量，持續追蹤

  賴智君 林政廷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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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析理學院校區用電歷史資料重新擬定最佳之契約

容量，避免過高之基本電費以及超約附加費。

2. 建立各大樓能源使用成本中心制度：透過對於

各館舍用電資料之收集記錄，完成各使用者用電成本

中心制度之電費分攤，建立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從而

養成節能的習慣。

3. 建立各大樓長期能源有效用電之管理制度：針

對學校用電狀況做一連續性分析，取得實際的能源消

耗狀況來制訂合適的節能方案，以便進一步確認所需

之節能方式及策略。

4. 調整契約容量合理化：由於學校訂定契約必

須符合校園用電需量，因此在追求較低之超約附加費

下，實不易規劃一個最佳之契約容量。未來隨著設備

之陸續增加，用電量亦隨之增加，因此如何規劃新的

契約容量以便將基本電費支出維持在合理的範圍，可

視後續設備增加之情形而定。

5. 降低用電量 (kWh)，強化設備使用效率及有效

用電行政管理。

6. 抑低尖峰最高需量 (kW)：降低契約容量後，夏

季用電尖峰會有超約之情形，為減少超約附加費，可

加需量控制，在預測出總用電需量即將超出契約容量

前，進行設備卸載或關閉運作，以減少尖峰用電，避

免超約附加費，但正常用電均不受影響。

7. 動力設備之運轉管理合理化：利用自動控制設

備，除收集資料外，亦可加入控制功能，使學校人員

可依據各館舍、教室之使用習慣，設定程式控制及時

間管理，進行設備運轉管理合理化，減少人員無法兼

顧所造成之電力浪費。

智慧能資源管理主要包括三大功能：

1. 電力查詢：量測範圍涵蓋校區總用電、各館

舍高低壓主要迴路、太陽光電及大型空調設備，共計

148組數位電表，量測參數包含即時功率、瓦時、三

相電流、三相電壓、功因、有效功率、無效功率等。

系統硬體架構如圖1，為避免電表量測資料因網路斷訊

而造成資料漏失，系統於資料收集模組建置自動回傳

機制，在網路斷訊時會將量測資料儲存於模組內之SD

卡內，待網路通訊恢復後自動回傳於資料庫，以確保

資料收集率能夠維持99.5%以上。

2. 需量控制：針對學校冰水主機與VRV空調系統

進行控制管理，系統架構如圖2，系統預測即時負載

需量達契約容量的90%的時候，啟動第一階段卸載控

制，關閉冰水主機一組非變頻壓縮機運轉，以及提高

VRV室內機運轉溫度2度；預測即時負載需量達契約容

量的100%的時候，啟動第二階段卸載控制，調整冰

水主機變頻壓縮機運轉功率至75%，以及再提高VRV

室內機運轉溫度1度，藉以降低尖峰負載需求，避免

高額的超約負載費用產生。

圖2…空調控制系統硬體架構

3. 教室管理：國際大樓與研揚大樓為學校主要的

教學空間，為避免學生下課後疏忽未將電燈與空調設

備關閉，造成無謂的電力浪費，本系統導入課表控制

的方式，於上課前30分鐘開啟該教室電源使用，下課

後若無後續課程，則於15分鐘後關閉電源，惟連續課

程中間下課時間則維持供電模式。系統架構如圖3。

三、節能效益

本系統透過電力資料分析與耗能設備控制，協助學

校抑低用電總量，節省能源費用的支出。

1. 最佳契約容量：學校目前契約容量為5200kW，

表一為108年各月最高需量統計值，可以發現僅9月

份超約24kW（ 12月測試6組冰機全載運轉，屬於特

圖1…電力查詢系統硬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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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計入超約），顯示其契約容量設定值有偏高之嫌，

因此藉由系統分析試算後，其最佳契約容量應設定為

4696kW，每年可節省電費支出約150萬元。

2. 館舍用電紀錄檢討：透過各迴路電表量測紀

錄，可提供相關設備是否老舊需汰換的資訊。圖4為

行政大樓108年6月14至23日即時電力趨勢圖，6月

17日前夜間用電基線約為33kW，之後夜間用電基線

下降至13kW，其原因在於檢討行政大樓各迴路用電資

訊後，推測可能是電容器設備老舊，已幾無功能，故

於17號早上關閉電容器使用進行測試，可發現在該日

夜間用電基線明顯下降20kW，估計全年可節省11萬

度電的使用，以學校平均電度單價約3元計算，年省

約33萬元。

3. 需量控制：圖5為109年7月15日國際大樓

B2二組冰水主機電力趨勢圖，空調系統於早上7點開

機，電力達280kW，系統針對相關運轉參數自動停止

2組非變頻壓縮機運轉，同時降載2組變頻式壓縮機

至75%，電力負載降至約140kW，其後隨著室外溫度

的提高，系統自動調整機組運轉模式，包括加載變頻

器增加至100%，或是增加非變頻壓縮機的使用，同

時也包含局部降載控制，因此電力負載平均維持在

185kW。整體而言，每日約可節省用電1400度，若以

每年開機200天計算，即可減少28萬度用電，可節省

電費支出84萬元。

4. 教室用電管理：以國際大樓與研揚大樓220間

教室進行課表控制，每間教室空調2組，合計5kW；

照明T5燈管40支，合計0.6kW，教室因人為疏忽未

關閉相關設備與無課教室被學生未預約使用的比例為6

成，每日時間平均6小時，每月可節省用電達9.8萬度

電，節省電費支出29.4萬元。一年以8個月計算，則

每年可節省用電達78萬度電，節省電費支出234萬元。

四、結語

根據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評估結果指出，台灣每賺

進1美元，就向大氣排放0.52公斤的二氧化碳。政府

為因應京都議定書，在1998年全國能源會議提出節約

能源及CO2排放減量的參考目標。在能源使用CO2

排放量方面，2020年應降到2000年水準；在節能方

面，2020年總節能率應達到28％，平均每年節能率至

2010年間為1.2％，2011∼2020年為1％；在能源使用

效率方面，2010年提高16％，2020年提高28％；累計

節能量2010年1,973萬公秉油當量，2020年4,187萬

公秉油當量。

為能順利推動校園節約能源政策，在執行節約能源

措施時，除了一些節能生活習慣的養成外，比較有效

且科學化的工作就是資訊化的管理，利用節能監控系

統紀錄所有與能源使用相關的資料，掌握最新的用電

狀況，以便做出最好的電力調配運用，而歷史資料的

儲存，更可以方便日後統計記錄，然後作比較，從中

分析原因再作最佳化與合理化的改進。校園節能措施

的必要性，除了制定相關能源政策如（1）持續推動節

約能源和提昇能源效率；（2）配合採用再生能源；（3）

推動校內能源使用分配合理化；（ 4）管制使用環保節

能產品和綠色新建築；（ 5）管制和維持人員平均CO2

排放量；（ 6）加強綠色校園教育宣導和開設通識課程

等，以做為全校師生生活節能的圭臬外，利用電腦

化、資訊化、網路化、自動化等技術結合的節能監控

系統，建立全面性的校園節能管理與查核制度，提昇

能源使用效率，減少能源費用支出，降低能源使用率

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提昇教育環境之綠化形象，以

符合永續發展省能之目標。

圖三…教室管理硬體架構

表一……08年各月最高需量

圖4…行政大樓電力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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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各委員會名單

一、法規暨會訊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國泰理事
委　　員： 柯明村、王茂榮、王輔仁、

侯克文

二、會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張永泰監事

委　　員： 梁元文、洪源鴻、吳漢明、
林憲宗、張銘輝

三、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戴開志監事

委　　員：謝坤炎、康育豪、王輔仁

四、產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羅靜婷理事

委　　員： 王茂榮、曹鴻達、趙宏耀、
張永泰

五、技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康育豪常務監事

委　　員： 趙宏耀、王茂榮、莊棨椉、

戴開志、王輔仁

六、國際委員會

主任委員：莊棨椉理事

委　　員： 曹鴻達、黃建平、康育豪、
賴震宇

七、租稅金融委員會

主任委員：黃文峰理事

委　　員：趙宏耀、張永泰

八、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任委員：曹鴻達常務理事

副 主 委：趙國玲

委　　員： 張啟達、鍾榮中、羅靜婷、
莊棨椉、王茂榮、陳展鵠、

黃建平、郭煌村、許連誠、

張永泰

九、鑑定與紛糾調解委員會

主任委員：楊蘭清常務理事

委　　員： 趙宏耀、洪源鴻、王茂榮、
彭兆鴻

十、學生推廣委員會

主任委員：鄭進山理事

委　　員： 謝坤炎、羅靜婷、林明煒、
蕭瑞昌

十一、中區推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鍾榮中常務理事

委　　員：謝式鴻、侯克文、王輔仁

十二、南區推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林明鴻理事

委　　員：吳漢明、賴震宇

十三、第三認證推動小組

主任委員：趙宏耀常務理事

副 主 委：康育豪

委　　員：柯明村、黃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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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裕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正裕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NEXTEK ENGINEERING CO., LTD.NEXTEK ENGINEERING CO., LTD.

空調機電廠務空調機電廠務EPCEPC統包商統包商 EPC Turnkey for HVAC electrical plumbing & facilitiesEPC Turnkey for HVAC electrical plumbing & facilities空調機電廠務空調機電廠務EPCEPC統包商統包商 EPC Turnkey for HVAC, electrical, plumbing & facilitiesEPC Turnkey for HVAC, electrical, plumbing & facilities
－－設計、採購設計、採購、、施工施工、試車調整、、試車調整、功能驗證：功能驗證：

Specialized in designSpecialized in design、、procurementprocurement、、constructionconstruction、、commissioning & validationcommissioning & validation

 中央空調工程及大樓能效管理系統 (BEMS) HVAC & BEMS

 機電、水電、消防工程 Electrical、plumbing、fire protection system

 高科技廠房潔淨室及廠務設施統包工程 High tech cleaning room EPC turnkey project

 產業空調及製程冷卻工程 Industrial HVAC & processing cooling system

 廢水廢氣環境控制工程 Waste water treatment & exhaust system

 機電整合節能技術服務 M & E integrated services

台電高雄345kV高壓電纜洞道冷卻工程 華新科技MEP工程

氣、水、電
處理

環境控制、節能技術、系統整合為本公司的核心工作

台中三井Mitsul Outlet Park 科妍生技PIC/S認證工程

熱流
熱傳

節能
減碳

ISO   9001 ： 2015  TUV認證通過

OHSAS 18001： 2007  TUV認證通過

營業據點

台北總公司 中區營業所 南區營業所

台北市內湖區 台中市南屯區 高雄市左營區

http://www.nextekco.com

台北市內湖區
南京東路6段348號11樓之1    
TEL：02-27962468 
FAX：02-27961622

台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一段640號
TEL：04-23877388
FAX：04-23877377

高雄市左營區
文學路281號
TEL：07-3505678 
FAX：07-3486262

封面A3正反_Esco會訊61期.indd   3-4 2020/9/30   下午 15:44:48



大鏗冷氣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甲等冷凍空調工程業 

. 中央空調系統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

. 恆溫恆濕空調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

. 無塵室空調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

. 儲冰系統空調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 

. 節能系統空調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

. 中央空調自動控制工程之設計、施工

. 消防風管及抽排氣風管系統之設計、施工

. 中央空調系統之定期維護保護

http// www.dkdk.com.tw

大鏗冷氣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8-1號  TEL：(07) 7319771 – 7319645  FAX：(07) 7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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