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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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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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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