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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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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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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