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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個
案建築物空調設施已使用近20年，105年之單

位面積年用電量略低於同一類型建築平均值，

因此擬藉設施汰舊更新之際，一併提升空調機房整體

運轉效率與空調系統可靠性。本案經先期之能源診斷

(energy audit)後，提出初步改善意見報告。次年、考

慮可用經費、工程可行性及現場操作需要等因素，臚

列若干實施對策，經雙方討論評估後，篩選適合的改

善方案。最終選定的執行方案，包括汰換更新三台老

舊冰水機、更換冷卻水塔散熱材及風機馬達、增設冷

卻水塔風機與冷卻水泵浦變頻控制、能源管理監控系

統以及相關設備維護保養等。接著再根據選定方案進

行細部設計、發包施工。分析比較改善工程實施前後，

107年、108年全棟全年建築物總用電量節省近118.0

萬度，節電率10.3%；天然氣用量減少22.3萬度，節

約率50.5%。二者合計共節省費用707.5萬元。單位面

積年用電量減至98.7 kWh/m2/yr，符合設定目標。

一、	建築物背景

個案建築物位於台北市區，為地下5層及地上23樓

之建築物，地下室1樓至4樓為停車場，地上1至5樓

屬開放空間，地上6樓為業主自用資訊機房，地上7

至10樓為外租單位，地上11至23樓屬業主自用，副

樓為出租式大型國際會議廳。

整體大樓樓地板面積約 104,600m2，空調面積約

78,500 m2。以105年中央政府一般行政大樓，單位面

積年用電量平均值為107.0 kWh/m2/yr，本案為117.9 

kWh/m2/yr，略低於平均值。再者，本案之空調設備使

用近20年，設備妥善率及效能皆已轉劣，而設備也已

達需汰舊更新年限。

(1) 空調系統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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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建築物中央空調系統主機房安裝於地下2樓，

儲冰槽設置於地下室筏基，整體為24HR連續運轉 (6

樓設置電腦伺服器機房，自中央冰水系統取冷 )供冷之

系統，以吸收式冰水機、螺旋式儲冰空調雙模式主機

及儲冰滷水系統三種設施交互搭配運轉，供應冷能予

全大樓使用。

2. 螺旋式儲冰空調雙模式主機為5台550RT(空調

模式 )定頻不可變容積比螺旋式壓縮機 (其中3台已切

換為空調專用、另2台為儲冰專用 )、2組板式熱交換

器及1台700RT天然氣 (LNG)直燃吸收式冰水主機。

空調現場採用變風量 (VAV)空調箱與小型風機盤管

組 (FCU)混合搭配區域供冷。儲冰槽採用滷水為25%

濃度乙二醇溶液，儲冰槽儲冷能力為總熱量17,960 

RTH，潛熱量14,531RTH。

3. 冰水系統採用一 /二次變水量設計，二次側分為5

個二次迴路管線輸送冰水至各樓層，二次冰水泵根據

現場實際水量需求設定供回水壓差，變頻控制二次冰

水泵轉速。

4. 空調設施運轉平日運轉吸收式冰水機與螺旋式

空調主機各1台，並視電力需量適時運轉儲冰系統融

冰；夏季尖峰負載時段往往會再多啟動1台螺旋式空調

主機運轉；夜間或假日時段主要採空調冰水機或融冰

供冷 (夜間僅有6樓設置電腦伺服器機房或是副樓配合

活動有空調需求 )，並停止吸收式冰水機運轉；夜間離

峰時段啟動1台儲冰主機製冰。

5. 整體而言，本大樓空調為國內少見之多型式主機

複合式中央冰水系統，此案空調改善具有指標性示範

意義。

(2) 能源使用狀況

1. 106年及107年的用電量明細詳如表1。106年總

用電量11,988,000度，107年為11,508,000度，較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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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者減少4.0%，逐月用電趨勢如圖1。

2. 106年及107年吸收式冰水主機天然氣用量明細詳如表2，106年總用量404,749度，107年較106年者增加

約17.0%，達到473,606度，LNG逐月用量趨勢如圖2。

表1、106至107年全棟逐月電量 表2、106至107年空調LNG逐月用量

圖1、106, 107年全棟用電趨勢圖 圖2、106, 107年空調LNG用量趨勢圖

負載能力也顯得不足。

同樣的手法，當#5主機運轉在製冰模式，從短暫的

的檢測資料分析，分析其效能也低於新機約30%。故

建議應檢討汰換既有的空調主機。

(2) 檢討吸收式冰水機運轉對策

吸收式冰水機在檢視原廠的評估後，認為性能與原

始設計數值差異不大，無優先汰換的必要。然而，吸

收式冰水機在夏季尖峰時段運轉，雖然分擔空調負

載，同時也減少了夏季用電量與降低尖峰電力需量，

但是其運轉成本卻遠高於電力的空調主機。故仍有待

檢討調整其運轉方式。

二、	第一階段—能源診斷與發現

為了能了解現行空調系統的缺失與運轉效能，於

是在106年上半年先進行了初級能源診斷 (Preliminary 

Energy Audit)。診斷的範圍包含空調冰水機房 (含儲冰

系統與吸收式冰水機 )、冰水管路系統、冷卻水塔；以

及各樓層空調箱與現場環境，監控系統功能等。診斷

時發現以下較顯著的改善重點標的，重點節錄如下。

(1) 空調主機效能低下

經與操作人員協商後選擇效能相對較佳的#4 主機

進行短暫的性能檢測，檢測的資料分析平均運轉容量

381.7RT，COP為3.47(冰水出水溫度11.6℃，冷卻水

進水溫度26.7℃)。除運轉效率偏低外，能供應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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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設備檢測結果如表3，除吸收式冰水機外，其

餘之螺旋式主機之性能皆已大幅下降。且空調模式的

運轉效能還低於儲冰模式，依操作人員之經驗冰水設

定溫度運轉在7.0℃有困難，且空調能力似已不足，無

法加載至應有之容量，常需較以往需多運轉1台主機。

比較檢測之能源效率相較於106年短暫檢測結果，有

明顯之差異，推測空調模式專用之螺旋式主機之損耗

較大。故建議應評估汰換更新換螺旋式主機。

(2)  以CFD軟體分析冷卻水塔流場

本案屋頂之冷卻水塔東西側被建築實體遮擋，南北

側為改善景觀被百頁立牆阻隔，為改善熱風迴流業主

已自行拆除部分立牆下緣百頁，但效果無法彰顯。其

次，受限於屋頂空間，二座水塔間距及水塔與立牆周

圍空間不足，導致進風流道受限。以計算流體力學

(CFD)軟體 (FDS, Fire Dynamics Simulator)，透過現場丈

量與建模，包括整體水塔系統與周圍障礙物 (立牆與百

葉 )，檢討現場冷卻水塔性能改善方案與其在不同條件

下之流場改善前、後差異，搭配本公司自行開發之冷

卻水塔性能分析軟體，計算冷卻水塔在不同負載與空

氣條件下之運轉耗能狀況，藉此提出有效之改善方法。

圖3、屋頂冷卻水塔群組實體外觀與CFD模型建模

(3)  建立建築物能源模型建構與耗能分析

1.本次分析模擬軟體採用Energy Plus，以現場訪談蒐

(3)  冷卻水塔有熱風短循環現象

冷卻水塔的運轉由操作人員手動起停控制風機運轉

台數，冷卻水溫採傳統定溫溫停控制。散水盤未加蓋，

須定時清潔；部分散熱材破損，青苔生長範圍大，有

灑水分佈不均等現象。且因安裝場域不佳 (冷卻水塔

長側進風處以百頁格柵改善景觀，短側受建築實體阻

隔 )，導致有熱風短循環現象。檢測之趨近溫度大於

6.0℃。

(4)  泵浦揚程過大設計

滷水泵、冷卻水泵及二次冰水泵等出口除了原設計

設置多功能平衡閥調整設定流量外，多數管路之維修

關斷閥還採用限制開度的方式調節水量。經檢討原泵

浦設計揚程，應是過大設計所致。需再行評估其實際

需求揚程，增設變頻器調節水量，或是更換為合適揚

程的新泵浦。

(5)  其他建議措施

1. 既有之監控系統無能源管理功能，無法得知系統運

轉能源效率。

2. 應調整排風機出口方向，引導排風至冷卻水塔，回

收冷能。

3. 強化設備保養。包括清洗Y型過濾器、冰水盤管等。

4. 進行設備檢修。包括空調箱、小型風機盤管、監控

系統(如控制閥、風門制動器、儀表校正)等。

三、第二階段—細部能源診斷

參考106年的初級能源診斷，經討論後107年的細

部能源診斷 (In-depth Energy Audit)著重在以下5項工

作，根據其結果研訂後續改造工程實施方案。

(1)  對各項主要設備進行性能量測

表3、空調主機運轉量測結果

設備編號 用途
冰/鹵水流量

(LPM)

蒸發器流體溫度
(℃)

冷凝器流體溫度
(℃) 耗電率 

(kW)
瓦斯用量 
(m3/min)

製冷/製冰能力
COP

出水 回水 出水 回水 (kW) (RT)

BCU-1(螺旋式) 空調用 5897 14.2 16 32.2 30.1 365.7 NA 740 211 2.0
BCU-2(螺旋式) 空調用 5616 14.2 16.1 32.8 30.3 367.7 NA 744 212 2.0
BCU-3(螺旋式) 儲冰用 7455 -2 0 32.7 30.3 378.8 NA 902 257 2.4
BCU-4(螺旋式) 空調用 4573 13.4 15.4 30.9 28.7 357.2 NA 638 181 1.8
BCU-5(螺旋式) 儲冰用 6998 -2.1 -0.1 32.9 30.1 378.6 NA 847 241 2.2
CH-1(吸收式) 空調用 6263 11 15.9 32.7 28.5 12.4 3.79 2141 6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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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運轉模式、各區域空間使用特性調查、實際量測

之設備性能等為輸入參數，並以105年之電費單資料

為校正基準，建物模型如圖5所示，模擬結果如圖6

所示。

2.比較模擬結果與實際用電數據顯示，逐月結果誤

差在 -11.65%(十二月 )至5.61%(九月 )以內，全年統計

之誤差僅有 -1.83%，因此可知模型分析結果大致符合

要求，該模型將可供後續分析不同節能方案效益驗證

與執行優先排序之參考。

圖5、建築模型圖

圖6、建物實際用電與模擬用電結果比較圖

四、第三階段—實施改善工程

為達成降低單位面積年用電量目標，並考慮工程經

費、空調系統的可靠性，經前期之評估分析後，決定

先執行以下節能措施。泵浦、儲冰主機、儲冰槽等設

備及冰水管線修改等，待下期工程實施。

1.汰換3台老舊之儲冰空調雙模式主機，改用1台

400RT磁懸浮變頻離心冰水機作為離峰時段運轉，

及2台550RT變頻離心冰水機作為尖峰時段運轉。吸

收式冰水機與儲冰系統再根據實際空調負載需要，

配合啟動運轉。

2.拆除冷水塔立牆百頁，升高風筒高度以及設置。調

整屋頂排氣風機出口方向，回收室內冷能至冷卻水

塔。同時汰換冷卻水塔散熱材，以及汰換風機馬達

為IE3高效率馬達，並增設風機變頻控制與冷卻水溫

設定隨外氣濕球重置。

3.增設冷卻水泵浦及磁懸浮冰水機一次冰水泵浦變頻

控制。

4.調整二次冰水泵浦壓差變頻控制。

5.設置能源管理系統，建立空調機房能源效率指標，

作為優化運轉策略參考。

6.強化相關之空調設備修繕及維護保養。

五、第四階段—節能成效分析與運轉調適

本案之改善作為以空調機房設備汰換更新及調適運

轉策略為主。原本規劃採用 IPMVP方案B的方法，比

較空調機房系統改善前後的能源效率，計算分析其節

電量。但開始實施改善工程時，發現多台將汰換之既

有空調主機已有缺陷，疑似冷媒洩漏，造成充填量不

足，設備無法在正常狀態運轉。在此狀況下，測量

設備或系統運轉效率作為能源基準線，變成不具客觀

性。經重新檢視建築物現況的環境周遭條件，沒有明

顯的靜態因子 (static factors)變動，且預期節能量有機

會大於全棟建築物的能源用量10%以上，因此決定改

用 IPMVP方案D，也就是比較全棟建築物改善前後的

能源用量。

本案改造工程執行後，如自108年6月中旬完成冷

卻水塔散熱材更換與磁懸浮冰水機安裝，7月中旬2台

550RT變頻離心機陸續建置完成並開始調試運轉後，

即開始發揮節能功效。吸收式冰水機與夜間儲冰系統，

基本上已無須啟動運轉，僅以新設置的2台550RT離

圖4、CFD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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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冰水機與1台400RT磁懸浮冰水機調度運轉，即可

滿足夏季空調負載需求。

統計比較106~108年逐月用電量 (用電資料詳如表4，

用電趨勢圖詳見圖7)，108年全年用電10,328,000kWh，

相較去年 (107年 )同期間用電11,508,000 kWh，節約用

電量1,180,000kWh，節電率約10.3%；若僅比較6~12

月，108年用電6,068,000kWh，去年 (107年 )同期間用

電7,100,800 kWh，節約用電1,032,800kWh，節電率約

14.5%。比較表詳如表6。108年之單位面積年用電量

為98.7 kWh/m2/yr。

表4、106~108年逐月用電量 表5、106~108年吸收式冰水機LNG逐月用量

圖7、106~108年用電趨勢 圖8、106~108年吸收式冰水機LNG用量趨勢

統計比較吸收式冰水機LNG用量 (用能資料詳如表

5，用能趨勢圖詳見圖8)，108年全年LNG用量218,718 

m3，去年 (107年 )同期間LNG用量442,002 m3，節約

量223,284 m3，節約率約50.5%；若僅比較6~12月，

108年LNG用量111,636 m3，去年 (107年 )同期間LNG

用量335,394 m3，節約量223,758 m3，節約率約66.7%。

比較表詳如表7。

表6、節電量比較表

用電期間 FY107 FY108 節電量(kWh) 節電率

6~12月 7,100,800 6,068,000 1,032,800 14.5%
全年 11,508,000 10,328,000 1,180,000 10.3%

表7、吸收式冰水機LNG節約量比較表

用能期間 FY107 FY108 LNG節約量(m3) 節能率

6~12月  335,394  111,636  223,758 66.7%
全年  442,002  218,718  223,284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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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1.從目前的運轉結果來看，

節能量主要源自在離峰用

電尖峰時段，顯見原有的

儲冰系統在夜間時段為了

隔日的空調負載預做準備

而耗費了大量電力。然而

導致儲冰系統需預先儲存

冷能的原因，主要還是因

為日間的空調主機效能不

足，無法滿足日間空調負

載。在汰換為新型冰水機

後，因已可符合日間空調

負載，減輕了夜間的儲冰

系統的運轉需求。

2.吸收式冰水機的LNG用

量也大幅度的減少，也是

源自汰換為新型冰水機

後，已可符合日間空調負

載需求。且新型冰水機在

低空調負載時，可以轉換

為磁懸浮離心式冰水機運

轉，改變了舊型冰水機起

停運轉或是以融冰運轉的

模式，達到節能的效力。

3.未來對於空調系統的效能

持續改善，仍需參考原規

劃方案及新增的能源管理

系統蒐集的運轉資料，優

化調適其運轉策略。其

次，重新評估儲冰系統與

吸收式冰水機效能，配合

在投入新型冰水機的情境

下，檢視其存續角色之必

要性，並檢討維修或汰換

的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