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利技術為您省下大量電表建置成本

人工智慧用電解析技術人工智慧用電解析技術
透過創新開發低成本電力感測器與嵌入式智慧分析器，以非接觸式感測

技術簡介技術簡介

方式與AI人工智慧分析技術取得多迴路用電資訊，並具有線材溫度感測

與異常事件偵測功能，將兼顧用電解析與安全的應用。

技術特點技術特點 嵌入式智慧分析嵌入式智慧分析器器

低成本電力感測器低成本電力感測器

線材彈簧夾扣 線材溫度偵測

電流、功因偵測

項目 規格

適用電壓 AC90-600V

電流範圍 0.5A~100A

線性度 >99%, True RMS

串聯式通訊接線

外接比流器端子

束線帶固定孔

• 專利電力感測器與人工智慧電力解析技術

• 相較傳統電表節省6０％以上裝置成本

• 非接觸式感測降低觸電風險及停機施工成本

頻寬 30Hz~1kHz

功因範圍 0.01~0.99

感測方式 非接觸感應式

溫度感測 -10~120˚C

解析項目 V, Ａ,PF, KW, KWh

通訊介面 Modbus RTU/TCP/MQTT

外接比流器端子

• 具備線材溫度偵測功能，可作負載安全監測

• 串聯式安裝，施工方便減少線材空間與成本

廣告技轉聯絡窗口： 綠能所 感測監控研究室 趙浩廷 經理
TEL：(03)591-8564    HTZhao@itri.org.tw

經濟部能源局
BUREAU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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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

採用分散式多工架構，具高度客製化彈性，軟硬體皆採用模組化功能導向架構，提供

多種通訊模式/模組，可針對不同特性需求場域可快速導入。特別適用於中小型商辦

技術特色技術特色

大樓、旅館、機房、工廠等場域或是短期佈建監測等需求，節省硬體及人工建置費用，

並可搭配客製化排程以及節能控制等模組來進行節能改善。

應用服務應用服務

微型化能源管理模
組應用技術

• 彈性功能設計、縮短導
入時間與人力。

• 智慧化統計能耗、有效
掌握耗能設備

• 快速客製自動變頻控制，
提升節能潛力~30%

• 完整支援非侵入式電力
感測器(Tab Sensor)

產業應用
• 適合中小型場域、短期或長期
監測需求。

• 可應用於建物大樓公用電力自
動卸載及尖峰抑制。

• 可應用於空調、馬達等自動化
智慧變頻節能控制

廣告

技轉聯絡窗口
綠能所 感測監控研究室 趙浩廷 經理
TEL：(03)591-8564    HTZhao@itri.org.tw

經濟部能源局
BUREAU OF ENERGY

智慧變頻節能控制。

• 已應用於醫院、啤酒廠、教會、
社區大樓等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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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 4.0—能源服務產業的新願景

一、全球綠能產業動態與趨勢

自
1950 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發展帶來全球暖化

問題，各國不禁思索如何降低對全球環境與社

會經濟的影響，其中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包含提高能源

效率、開發新興與再生能源、發展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等，如何應對全球暖化問題已聚焦至「如何有效的管

理碳排放量」。議題發酵至201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第25屆締約方會議 (COP25)中，歐盟委員

會針對各主要排碳部門採取積極行動，一方面致力提

高能源效率與發展再生能源，同時期望建立安全經濟

的能源市場機制，其中在碳排放量管理上，截至2020

年，全球已有31個碳交易市場與機制，然而碳交易價

格波動起伏劇烈，包含對「碳」商品的定義、量測、

驗證、登錄與定價、如何有效率的供應與管制，一直

以來是全球碳交易市場關注的焦點。

有鑒於突飛猛進的科技發展，諸如人工智慧、第五

代行動通訊 (5G)已逐漸邁向商用階段，加速民生、工

業、公用基礎建設等各類服務創新，成為下一波引導

產業成長的動能，國際能源產業也不禁思索如何適度

的引進AI、5G、Blockchain等新興科技來引導服務或商

業模式的創新應用，進而促使能源產業的數位轉型，

尤其企業經營管理層面也逐步自傳統 (CSR)提昇至將

綠色影響力落實於經營層面的永續性之環境、社會及

公司治理 (ESG)理念。雖依據國際能源總署 (IEA)今

年稍早所發布的「 2020全球能源回顧」(Global Energy 

Review 2020)，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第一季與

往年同期相比，全球能源需求下滑 3.8%，然而全球把

握短暫的喘息時間之際，更需要深入探討如何整合數

位化能源市場與互聯電網等應用數位科技來提升能源

與資源使用效率，以及為排碳量尋求高效率之管理方

式。

二、台灣能源服務產業美麗與哀愁

反觀台灣在能源產業的發展，2016年5月起政府推

動能源轉型政策，以達成非核家園、穩定供電、降污

減碳等為能源政策目標。在轉型過程以展綠、增氣、

減煤、非核為推動方向，期望在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

比例由4.8%提高到20%、天然氣發電比例可由32%提

高到50%、燃煤發電比例由45%降到27%，藉此將既

有核能電廠如期除役並避免核四投入運轉，至2025年

底盼望台灣進入無核電時代。

由上述資訊而言，政策方向雖與國際推動能源轉型

發展綠能之大趨勢一致，然而，在現今台灣市場上，

目前較為所用之「碳」商品供給方式為重「開源」甚於

「節流」，卻容易忽略在台灣地小人稠、天然物資缺乏

的限制下，開源與節流必須同時並重，甚至於「節能

優先，綠能跟上；能效管理，永續能源。」開源治標、

節流治本，相等重要但難以互為替代或單方面倚重。

根據工研院綠能所發布之「 2019年全球再生能源現況

報告」與綠基會發布之「我國ESCO2016年產業發展

現況調查」整理分析，2016年太陽供電全年創電量約

3,586,560,000度，總投資金額約168,120,000,000元，

每度售電單價以平均4.5元 /度計，平均回收年限約為

10.42年，同年相較下，ESCO節電量約1,127,725,857

度，總投資金額約12,670,000,000元，每度用電單價

以平均3.5元 /度計，平均回收年限約為3.21年，儘管

投資報酬差異高達3倍，但太陽光電的單項投資卻仍

超過了能源技術服務投資額十餘倍，可見節能方面的

能源技術服務所能帶來的經濟價值被大幅低估。(如表

一所示 )

  賴震宇1 曹鴻達2 施姿妦2 楊秉純3 
1 思納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麥肯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3 TA ESCO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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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SCO數位轉型之必要性與迫切性及其

具體Roadmap

深入探究問題成因包含了能效市場供需雙方資訊的

不對稱、人才的缺乏、技術障礙、資金困乏等問題。

根據英國商業能源與產業策略部 (BEIS) 2018年報指

出，在英國ESCO服務推行不彰的兩大原因包含「缺

乏終端用戶信賴」與「能源使用效率仍不是使用單位

的優先考慮因素」，而據焦耳資產分析，冗長的ESCO

推動過程將容易使得供需雙方卻步不前，最後無疾而

終。由國內外能源趨勢潮流已經可以看到ESCO目前

模式發展已達瓶頸，可見ESCO商業模式轉型已是刻

不容緩之議題。

計畫、專案監管之分析診斷。

經20餘載ESCO在台發展，雖已有相當數量之能源

技術服務廠商發展至ESCO2.0的領域，然多數仍停

留在ESCO1.0甚至ESCO0.0的階段，能夠成功邁向

ESCO3.0並跨足ESCO4.0之能源技術服務廠商則是少

之又少。

由下圖二將ESCO服務流程簡易具象化可知，在能

源技術服務專案的服務流程中，服務範圍是相當廣闊

卻嚴實、謹慎的，也因此導致跨領域、跨業態整合

上的困難，不僅導致能源技術廠商在商業模式進程中

的發展障礙，對終端能源用戶而言投資效益也相對受

限，也是造成能源技術服務市場價值無法大幅擴張之

表一、太陽光電創電與ESCO節電經濟性比較表

太陽光電創電與ESCO節電經濟性比較

發電量(度) 售電單價(元) (平均) 創電金額(元) 投資金額(元) 回收年限(平均)

3,586,560,000 4.5 16,139,520,000 168,120,000,000 10.42

節電量(度) 用電單價(元) (平均) 節電金額(元) 投資金額(元) 回收年限(平均)

1,127,725,857 3.5 3,947,040,498 12,670,000,000 3.21

圖一、ESCO發展進程與其演變價值

由下圖一中可見，ESCO成熟度模型

可分為以下階段：

• ESCO0.0：能源技術服務廠商僅提

供單一節能技術或設備。

• ESCO1.0：在提供單一節能技術、

設備之上，提供簡易的能源績效驗

證。

• ESCO2.0：遵從國際量測與驗證規

範提供節能技術與設備，並提供能

源用戶財務計畫與管理。

• ESCO3.0：以獨立系統聯網監管受

國際量測與驗證規範之節能技術設

備與系統，以及財務計畫之能源技

術服務專案。

• ESCO4.0：在ESCO3.0建構完善的狀

態下基於足量之數據資料，運用物

聯網與大數據分析技術，提供智慧

化的能源技術服務專案中包含技術

與設備、系統與其量測驗證、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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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

欲追本溯源的解決問題根本，可將時間拉回到1998

年，能源議題持續發酵的年代，同樣引人注目的議

題是網際網路的發展，許多創新技術在當時已奠定基

礎，包含了全球資訊網、電子商務、物聯網、O2O

模式、Blockchain等，各項技術發展至2020年已臻至

成熟，承先啟後展望未來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

協會 (TAESCO)可以透過這些科技利器協助能源技術

服務產業、能源用戶、投資人、第三公證、教育輔

導、發展系統化技術等，利用數位轉型的方式逐步向

ESCO4.0的階段邁入。

四、	ESCO數位轉型對於台灣能源產業的量

化效益

TAESCO匯聚台灣能源技術服務資訊、資源與服務

能量，無論以產業服務、政府服務與社會服務的角色

而言，協會自身的數位轉型均具有拋磚引玉之指標性

意義：

在產業服務面向： TAESCO在大量且複雜的能源技

術專案服務流程中，藉由整合多年來穩定合作之產、

學、研協作經驗，以數位化、系統化方式，攜手產業

技術與設備供應者運用雲端運算、物聯網技術整合與

分析大量服務資訊以達到產業服務的自動化與智慧化、

增加產業整體生態鏈的資訊透明與運作效率提升，並

推廣跨業態合作的整合性，藉此為能源技術產品與服

務供應者提供優良教育訓練、提升服務效率、降低專

案推展障礙，以期拓展與推廣ESCO市場。

在政府服務面向：可藉由廣納各方業界建言，制定

可靠、可行之能源技術服務與產品標準，並藉自身第

三方公正單位驗證與監管各專案，讓專案之產品、技

術與計畫可行性以及專案節能量、節能率之可信度大

幅提升，為各能源使用單位把關與審查專案品質，藉

由市場的拓展與各專案確效的可行性與可靠性，為政

府補貼政策等第三方資金補助者把關能源技術服務專

案品質與資源利用合理性，共同協助達成行政院於

2020年11月18核定之「能源轉型白皮書」所訂目標。

在社會服務面向：藉由建構匯聚了大量知識、技術

與服務之數位資源平台，可利用透過作業自動化區塊

鍊技術貫穿，藉此協助各能源技術廠商提升專案服務

效率的過程中，同時確保其可信度、可靠性、可驗

證性以及永續性等特性，落實綠色影響力至各服務企

業中，強化全球碳交易市場與ESCO商業模式在台灣

市場落實、推廣的可能性，協助台灣ESCO產業公開

化、透明化、公民化、國際化，以期達成能源服務產

業的數位轉型，帶來台灣能源發展的新願景。

未來面對氣候變遷的衝擊，盼望TAESCO能透過

扮演「新興科技及市場」與「傳統節能技術、資訊採

集、測試驗證、財務金融與營運管理、政策建言各

面向」第三方開創、整合、協調、認證的橋梁，來

擴大 ESCO整體營運面、技術面與經濟面規模。承

永續環境服務之志，啟前瞻創新科技之用，以提供

便利與高效率服務的角度，為市場帶來與時俱進的

革新與轉型。轉型並非目的與終點，而是持續成長

必要的進程。

圖二、能源技術服務流程簡圖

photo (C
) justis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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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電力量測技術應用

一、前言

一
般耗電測量方式為安裝數位電表，而市場上電

表產品通常是以精度決定價格，精度提升一倍

通常價格隨之增加數倍甚至十數倍，原因在於要達到

絕對精度必須在設計複雜度、用料、校正等付出龐大

的成本，也因此使得產品價格高昂，加上傳統電表安

裝麻煩使得安裝成本甚至超越儀表價格，在成本敏感

的節能應用上因而嚴重影響回收年限。本研究採用所

開發之低成本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與即時電力解析技

術，進行電盤內個別迴路用電數值數值分析，經過與

真實電表比較後，整體功耗準確率可達90%以上。 

二、人工智慧用電解析技術架構

本研究開發之低成本電力量測技術架構包含電盤總

電表一組、非侵入電力感測器與內建人工智慧解析技

術之嵌入式分析器三種。在安裝電盤總電表的功能為

提供該電盤的電力資訊 (如電盤電壓、總功耗等 )，非

侵入式電力感測器部則是裝設於電盤內個別迴路上，

除感應電流與功率因數功能外，也支援溫度感應功能

以提供線路過溫時告警。嵌入式分析器則是內建人工

智慧電力解析技術與通訊功能，可輸出個別迴路用電

資訊至能源管理系統。整體架構如下圖1

2.1 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開發

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為一種輔助型感測器。在硬體

部分不以量測絕對精度為目的，取而代之的是以相對

  曾科穎 褚柏胤 陳洛羚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圖1 人工智慧用電解析技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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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來進行設計；電力感測器量測到的數值是以限定

範圍的相對趨勢來表示，因此在電路及產品製程上得

以大幅簡化，裝置體積也大幅縮小，元件也可採用低

價通用製品，也不需要生產後龐大人力的校正成本，

因而讓電力感測器整體成本降低至先前技術產品1/10

以下，即便如此感測器量測數值與變化量仍具有高度

線性，足夠表示電力變化趨勢。本技術架構如下圖2

所示，現有需求的解決方案是以多迴路比流器 (Current 

Tranformer, CT)電表產品來執行，這類產品通常具有一

台主機，並可連接數組至一二十組的CT比流器，每

一顆CT必須單獨一條線連接到電表主機，主機再統一

處理訊號後經由資料集中器將量測資訊送出，因此配

線複雜凌亂且電表主機因電箱空間不足必須放置外部，

增添了工程的複雜度與不美觀，進而降低使用者的安

裝意願。

非接觸式電力感測器建議須適用於AC90-240V電

壓、0.5~30A電流環境，具有True RMS量測能力，使

得非線性負載例如變頻設備、調光器等負載均能得

到準確的量測；非侵入電壓感測技術使得量測功率因

數無須透過實體接線；裝置採用RS485通訊介面以實

現一對多通訊能力，並以廣泛通用的工控標準協定

Modbus為通訊協定，以利安裝時通訊方式。另非接觸

式電力感測器建議可以採外掛方式增加比流器 (CT)以

進行不同迴路電流量測需求。本研究開發之非侵入式

電力感測器照片如下圖3所示：

圖2 電力量測裝置架構比較

圖3 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實際照片

圖4 電壓與電流感應波形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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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工智慧分析技術

人工智慧迴路功耗分析採Modbus RTU通訊協定讀取

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與總電表數值後採用演算法將同

一時間點迴路電流與總電表功耗資訊進行計算，利用

同時間點總電表功耗與各迴路功耗總和相等的概念找

出即時迴路功因以修正感測器所感應之功因相對值，

進而得出較精確的個別迴路功耗值，整體技術架構圖

如圖6所示。

以工研院內220V電盤進行推估功耗準確率實驗，為

了可以比較功耗推估的正確性，實驗電盤內每一個迴

路均安裝非接觸式電力感測器與獨立電表，並以一台

嵌入式智慧分析器即時進行每個迴路的功耗解析並與

相同迴路電表功耗量測值比較。若電表數值與分析數

值越接近則準確率越接近100%。整體平均迴路功耗

非接觸感應方式取得的電壓及電流波形，如圖4示，

圖為使用二通道數位示波器擷取的波形，黃色線為量

測到的電壓波型，藍色線為上述負載條件下量測到的

電流波形，顯示出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後續波形資訊

透過類比數位轉換電路，將電壓與電流波形轉換為數

值化後即可進行演算，並輸出電流與功率因數。

非接觸式電力感測器的重點在於提供精確的電流與

功率因數，因此由電場所感應到的電壓雖然無法取得

正確的絕對值，但波形是正確的，並不會影響電流與

功率因數計算，而功率因數的計算數值與電流感應數

值可提供給人工智慧電力解析技術進行較準確迴路功

率分析。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實際安裝於工研院中興

院區220V電盤與空調水系統電盤照片如圖5所示 :

(a) (b)

圖5 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安裝照片(a)220V電盤(b)空調水系統設備電盤

圖6 個別迴路/設備功耗即時電力解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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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結果如表1與表2所示，220V電盤內個別迴路

功耗準確率結果，除了第23號迴路因為電流過小 (真

實功耗僅70瓦，電流為0.31A)導致功耗準確率不到

90%外，其他個別迴路功耗準確率有達到90%。在空

調水系統設備電力解析上，個設備用電推估準確率至

少達到95%以上。因非侵入式電力感測器取值方式為

Modbus RTU輪巡取值，故在完成取值並計算後仍需要

數秒，所以當該迴路變化頻率較快時 (小於感測器輪巡

時間 )整體的即時功耗準確率就會降低。若電流或是功

率因數的變化速度不快，預估整體迴路功耗推估準確

率經實驗後可再提高1~2%。

三、結論

使用低成本電力量測技術導入實場，除了可以有效

降低能源量測建置成本外，亦可縮短整體建置感測設

備時間，這對於推廣建物能源管理系統部分極為有

力，業主可以使用本技術先行快速導入，經由一段時

間設備能源可視化後找出建物耗能較大的設備進行能

源使用效率改善，或是找異常用電行為發生時間以找

出能源使用異常的原因。本研究技術相較於一般電表

建置，具備建置成本低與建置時間短的優勢，可有效

降低能源管理系統建置之電表安裝成本與縮短回收年

限。

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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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20V電盤即時迴路功耗推估準確率結果 

(共25個迴路)

迴路編號
電表功率

(kW)
推估功率

(kW)
準確率

1 0.6898 0.7208 95.50%
2 0.5909 0.6188 95.28%
3 0.2341 0.2326 99.37%
4 0.3844 0.3993 96.14%
5 0.0993 0.0901 90.74%
6 0.3617 0.3615 99.92%
7 0 0
8 0.0122 0.007
9 0.2515 0.2416 96.08%

10 0.6188 0.6302 98.16%
11 0.9987 0.999 99.97%
12 0.2966 0.28 94.41%
13 0.1917 0.186 97.03%
14 0.1046 0.096 91.78%
15 0 0
16 0 0.0014
17 0.5034 0.5142 97.86%
18 0.759 0.7898 95.94%
19 0.1361 0.1287 94.56%
20 0.257 0.2392 93.06%
21 0.2135 0.2069 96.91%
22 0.2472 0.2518 98.14%
23 0.0729 0.0631 86.56%
24 0.5022 0.5114 98.18%

表2 空調水系統電盤即時迴路功耗推估準確率結果 

(共5個設備)

設備名稱 電表功率(kW) 推估功率(kW) 準確率

冰水主機 49.33 47.35 95.99%
冰水泵 9.52 9.76 97.50%

冷卻水泵 9.63 9.62 99.96%
冷卻水塔1 3.48 3.46 99.58%
冷卻水塔2 3.39 3.42 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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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網技術協助因應後疫情時

代的建築能源挑戰
  黃賀頌 譚振波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前言

根
據統計，人類生活近乎90%是在室內空間度過。

2019年底起襲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無預警

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工作及人際互動，使與人類生

活息息相關的建築物首當其衝。為了重建使用者對重

返工作場所的信心，建築營運者需求助數位轉型，以

因應以下挑戰：

•	 使用者對室內空氣品質的要求提高

疫情讓使用者對建築物的期待重新洗牌，健康安全

為重中之重。為有效抑制新冠病毒、流感病毒等病菌

室內傳播的風險，建築物需引入大量的室外空氣至建

築內部，增加室內空氣換氣量，利用空氣流動、交

換，稀釋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不過，這樣的需求也

使建築空調需求增加，提高能源消耗。

•	 建築物單位面積使用能耗(EUI)增加

有鑑於新冠病毒的高傳染力，現有的室內防疫措施

如：建議室內保持1.5公尺以上的實體安全距離、企業

採分流、分班、異地辦公，彈性調整上下班時間等，

讓人們能更彈性地長期抗疫。然而，前述舉措造成建

築物單位面積使用率降低，又因需維持建築物公共設

施（如照明、電梯、空調）等基本運作，導致能源使

用效率不佳。因此，在建築管理策略面，營運者應思

考如何改善既有運管模式以符合建築物能耗指標的要

求。

•	 高效執行接觸者追蹤，提高空間使用透

明度，降低影響層面

對於每位建築使用者，營運者亦需要掌握使用者在

建築物內的活動足跡及接觸紀錄，才能安心重新開放

建築物。一旦發現風險，即可快速應變，準確隔離接

觸區域及人員，進行特地區域的消毒工作，有效執行

風險控管，預防疫情擴增，並維持商務正常運作。　

值得慶幸的是，智慧建築科技與物聯網的蓬勃發

展，為新的建物管理模式提供解方。新冠肺炎疫情

加速推動了智慧建築的發展，營運者可透過資料及數

據，在考量能源成本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及優化建

築效能，因應前述挑戰。

在無線網路速度、穩定度及覆蓋率快速發展的今

日，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oT)技術在建築

物管理的應用愈趨普遍，可用於門禁管理、空調、照

明、消防、能源管理、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等，這些智

慧感測裝置就像是人體的神經系統，有效地將「人」、

「地」、「物」緊密的連接在一起。以下，我們將以物

聯網技術在照明領域的應用為例，說明物聯網技術如

何讓空間變智慧，增進使用者與空間即時互動，並將

數據資料轉化為營運者找出節能良機、優化建築使用

率的重要參考。

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技術―結合智慧照明及實現多

項建築物管理的應用

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利用建築物不可或缺的

照明系統，將照明裝置結合 IoT多功能智慧空間感測

器，打造智慧、節能的辦公空間。此平台除了實現智

慧照明外，更整合多個智慧應用，包含能源管理、空

間利用優化、即時尋跡、接觸者追蹤等等，可達到建

築物使用率優化、節約能源、疫情防護等目的。

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提供領先業界的智慧照

明控制系統，在物聯網架構上，由獲得專利、多功

能的感測器將燈具組成網路，並以內建的無線通訊

功能，將數據加密安全傳輸至雲端分析平台以檢視用

電、資產與空間運用狀況，提供使用者智慧且可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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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圖表，從而找出能源改善契機。（圖1）

•照明節能應用

此 IoT多功能智慧空間

感測器內建微處理器，可

預設排程、群組、亮度

及靈敏度等參數，即時依

環境和空間使用變化，自

動控制並調整照明（包含

開 /關、調光等），達到

節能的效果。此解決方

案符合美國加州能源委員會的能效標準（Title 24）。

（圖 2）

大部份既有燈具均可保留使用，由感測器進行開 /關

控制及量測用電量，達到節能目的。若需要進一步調

光節能，只需更換安定器或驅動器具支援工業標準之

0-10VDC或DALI功能即可。

感測器也具備日光採集功能，透過量測日照亮度及

感應色溫，依據不同空間應用及使用需求改變照明控

制策略，適時適地調節燈具照明，減少能源的消耗。

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提供能源分析圖表，

（圖3）幫助管理人員監視及分析能源即時使用數據，

可依日、週、月、年呈現歷史能耗，即時的數據及圖

示視覺化的呈現方式，能快速檢視經由工作排程、日

光採集或空間無人使用所獲得的能耗改變，此功能可

滿足量測及驗證等節能專案的需求。

•空調節能應用

受惠於 IoT多功能智慧空間感測器，西門子智慧建

築物聯網平台可結合建築管理系統，採集環境和空間

使用變化的數據後加以分析，連動其他子系統，訂定

及規劃營運策略，以期提高建築物內設備之能效。舉

例如下：

• 透過感測器採集數據來分析建築物燈光能耗趨

勢，結合建築管理系統進行空調設備管理，開啟 /關

閉使用空間的設備，並依實際負載需求供應空調，提

高冰水系統運轉效率及減少設備開停機頻繁問題。 

• 分析人員使用區域及空間體積，利用即時上傳

的數據，控制空調箱外氣循環比例，使室內空間獲得

適當換氣量，降低大量高溫外氣進入建築物，造成空

調負載的增加。 

• 結合燈光控制與室內的小型送風機或可變量風

箱進行連鎖控制，透過此解決方案，將能源使用在有

需求的地方以避免浪費。

•空間利用優化

在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上，建築管理者可透

過建築平面人流密度熱區圖和活動足跡呈現，準確了

解建築物的使用情況，有效規劃空間應用，調節實際

能源需求（例如：照明或空調），以期降低每單位面積

所需能耗。（圖4）

此智慧應用提供使用空間和人員流動的詳細資訊，

提供無個資疑慮的視圖及回播功能，可用於人潮擁擠

警示、優化室內空間規劃以提高利用率並推動節省成

本的計劃。此外，建築管理者亦可透過內建儀表板，

即時掌握空間利用狀況。（圖5）

圖1：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感測器系列

圖2：美國加州能源委員會

圖3：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提供能源分析圖表系統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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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防疫安全應用

IoT多功能智慧空間感測器內建低功耗藍芽 (BLE)室

內定位服務功能，可取代傳統靠人回憶所建構而成的

疫調，改以先進數位技術來協助接觸者資訊追蹤（圖

6）。在後疫情時代，企業可要求訪客或員工在工作場

所內攜帶專用識別證，並記錄每張卡片在建築內的位

置、動線以及彼此間的鄰近性。若有建築物使用者被

匡列為疑似個案或確診者，則可透過此智慧應用過濾

卡片的接觸者、活動路線、接觸時間長短等等資訊，

作為降低風險、優化防疫的決策參考依據。此專用識

別證提供匿名選項的系統規劃，無需納入員工的個人

資訊，兼顧考量員工隱私安全。

•定位應用

應用於後疫情時代針對「人」的防疫管理，也可以

用在平時找尋同事、設備與資產上。透過藍芽識別證，

系統內建高階演算法可計算出位置資訊，依照樓層和

類別提供建物中該目標當前位置的實時視圖，從而進

行精確的搜索和即時警報。

此系統可與建物服務應用平台整合，建立大樓或企

業專屬的應用程式，整合其他應用，創造出前所未有

的互動式智慧應用，如會議室或工作桌預約、設施及

位置導引等等。以往的尋跡服務，通常是使用者發生

需求，可透過搜尋標的的方式達到滿足；而結合建物

服務應用的解決方案，能自動篩選出使用者周圍或相

對位置的可用設施，以更使用者導向 (user-centric)的方

式，主動貼心地滿足使用者需求。（圖7）

•結語

因應新冠狀病毒帶來的新常態，我們預期物聯網技

術被擴大運用，成為建築管理的關鍵。智慧建築物聯

網技術，結合多功能感測器與雲端分析管理平台，為

建築內部發生的事件帶來新視野，實現眾多優質應

用，為符合未來趨勢的建築奠定了基礎。透過這些建

築內的即時資料，我們不僅能　確保建築使用者在後

疫情時代可享有更安全、便利的生活環境，更能為節

約能源貢獻一分心力。 

圖4：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內建人流密度熱區圖 圖5：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內建儀表板

圖7：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定位應用系統畫面

圖6：西門子智慧建築物聯網平台接觸者追蹤系統

畫面及專用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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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世紀後台灣的經濟產業有著快速的變化，大型

傳統產業逐漸外移而且被高科技與電子行業取

代，這對於國內的GDP變化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但微

型與中小企業仍是台灣企業的大宗，為了提升本國企

業的競爭力，工業產業的升級已經迫在眉睫，其中各

大產業升級工業4.0以及企業節能已經成為了一個需要

盡速解決的問題。近年來由於天氣變化異常導致國內

企業在生產時的用水用電存在非常多的問題，例如產

品生產線的耗能及耗電大，同樣的耗電與耗能產量卻

沒有同業的高，空調設備並非一昧低溫即可，合理的

調節溫度可以節省大量的能耗，廠區用水量驚人，但

是那些水可以回收那些需要排放，這些可以節約起來

的能耗，由於企業缺乏數據的蒐集，只能看著電費水

費帳單而搖頭興嘆，此次討論的主題是透過物聯網技

術連通各種訊號檢測裝置，並將這些測得的數據傳輸

到電腦存儲，待數據量達到要求再經由業主與專家研

判找出最適合該企業的節能方案。

關於企業耗能&節能，要針對目前企業能耗所存在

的問題由管理及技術上來進行改革。目前的做法不外

乎：

1.設定章程制度來嚴格要求能源的使用，做好配套相

關的獎勵措施。

2.由點滴做起，即使小能耗也能聚沙成塔，養成好習

慣。

3.合理利用企業中的設備做熱交換，合理的提升每一

分能源的利用率。

4.更新汰換老舊的高耗能效率低的供/用電設備，以提

升用電的效率。

具備物聯網的新型儀表架構模式

正在蓬勃發展，善用物聯網蒐集

大數據讓節能變得更容易！
  專案經理 郭健生
海寶瓏科技有限公司

5.要選擇合理供/用電設備的容量，嚴格按照所制定的

負荷率來進行生產。

6.進行相關製程改善，簡化生產流程，除節能還可以

提高產品的品質及良率。

7.增加巡檢水氣系統的洩漏、風、電的使用損失。

8.推廣相關儲能設備，配合節能時段，做出合理的能

源分配達到節能目的

但是在進行上述做法之前最重要的為利用物聯網

(IoT)將能耗相關的數據採集 (Data Acquisition)，將具備

物聯網標識的感測器做資訊蒐集，利用無線通訊網路

技術尋找最佳路徑傳遞至大數據的資料分析平台，再

將蒐集到的大量資料之中找出可行之節能應用模式，

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二、	物聯網結構介紹

物聯網可以分為四個不同的層別

第一層為感測層：是由眾多具備無線傳輸能力的感

測器彼此的串連組成，可以用來監測各種物理量的變

化，例如 : 壓力、液位、溫溼度、露點、流量、雨

量、光照、電功率、熱量⋯⋯.等。

第二層為傳訊層：利用無線架構來進行彼此感測層

的資料相互傳輸，將每個裝置蒐集來的訊息整合到現

場的即時顯示面板或終端的資料管理儲存處。

第三層為運算層：我們將第一層的裝置經過第二層

的無線網絡技術連結之後後傳至密閉迴路中的伺服器

並在或在此階層運作邊緣運算，讓數據可以在更接近

其來源的地方進行處理和分析，將運算、儲存和網路

頻寬等資源移到盡可能靠近用戶（或端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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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減輕頻寬限制並減少數據誤差與傳送延遲

第四層為存儲分析層：資訊透過網際網路 /NB-

IOT/5G 等傳輸至雲端伺服器，雲端伺服器具備低成

本，高安全性，可擴展性，企業可以透過網際網路

於全球各地與各種固定與移動電子裝備取用數據，在

進行大數據的分析演算

求得系統應用的最佳化

此次針對探討的是應用在第一層與第二層的工業儀

表，具備工業物聯通訊功能能夠彼此組合傳遞訊息，

下列是LPWAN（ 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低功

率廣域網路）的介紹

LPWAN技術的定位圖

相較於傳統的Wi-Fi、BT、 Zigbee等短距離通訊，低

功率廣域網路 (LPWAN)因為具有低費用、耗電低、

傳距長、穿透力強等特行，非常合適應用於智慧能

源、智慧工廠、智慧農業，例如綠色能源案場監控、

工廠用電 /耗能監控、工廠設備數據監控等低頻資料

傳輸的應用場合。

二大LPWAN產品規格比較圖

物聯網應用領域不勝枚舉，但好技術要用在對的地

方，無線技術的特點需要對應不同領域的特殊需求。

例如NB-IoT，使用授權頻段和LTE技術，只要安裝

地點旁有基地台，則網路不限制傳輸訊息次數，所能

攜帶的資料量也更高，因此適用於重視網路傳輸穩定

性和即時性的工業應用需求，或者需要聲音、影像檔

等高資料傳輸的 IoT裝置。但是，NB-IoT的功耗也相

對遠高於LORA，對電力的損耗更高。在推廣時必須

與電信業者合作，在向使用者推廣時會才會快速、簡

便，相對推廣上會較為複雜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比

LORA更受限於硬體成本（晶片）和月租費。

A. 使用現有4G基地台穩定度高

B. 使用被授權的頻段，干擾極少

C. 視基地台位置，有基地台傳輸距離無限制

D. 傳輸資料量高於Lora

與NB-IoT相比，LoRa由於硬體成本低、功耗小，

因此更適合在小資料量、大範圍的傳輸應用。LoRa技

術目前已發展成熟，LoRa模式如Wi-Fi般，任何人都

可以架設無線存取點 (Wi-Fi access point)來建置網路通

訊模式，LoRa使用開放式平台與免授權的Sub-1GHz 

ISM頻段，傳輸頻寬較高，建設成本和技術難度不

高，適合在高科技或大型傳產廠區中建設封閉型網

域，傳輸各類型的感測數據，以中大型工廠為例，各

廠區公用設備區域少則幾百米，長則幾千米。利用一

個封閉的LoRa網路系統，可以輕易在各廠區內蒐集各

節點的儀表數據，相關優勢

A. 建置成本低，一次性花費長久有效

B. 低功耗，可使用多種電力模式供電

C. 傳輸距離長，頻寬範圍大

D. 可與各式工業儀表搭配實現多機互聯

 三、	 工業儀表物聯網實績架構

為了落實廠務的能源管理，建築能源管理現行最

主要的系統為大樓能源監控系統（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BEMS整合建築保全系

統、自動化系統、資訊系統及能源監視系統，再搭配

環境感測器與人工智慧技術，達到設備耗能的最有效

系統化控制，以及能源的最佳化調配管理。

台灣貝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BT所開發的無線物聯

網裝置 IWG系列的NBIoT & LoRa Getway提供更佳的

傳輸距離及訊號傳輸可靠性的功能，下列三個案例是

利用無線物聯網裝置及搭配台灣貝利科技所生產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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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儀表實現了

A. 百年古蹟空調&電力數據採集與監控

B. 傳統工廠動力中心集合式電表數據採集

C. 晶圓製造廠廠區公用設備移動式檢測裝置：

A. 百年古蹟空調&電力數據採集與監控

目的：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古蹟在

建置相關能源監控系統時，傳統的施工方式需要以破

壞的方式拉線建構是不被允許的。業主希望以其他裝

置方式避免古蹟破壞。

方法：使用TBT無線物聯網裝置及搭配TBT獨家技

術的 LoRa分離型集合式電表裝置於古蹟內部的動力配

電盤上、 LoRa一體型BTU 傳訊器， 裝置於古蹟與冰水

系統管路上 。

效果：該設置以最快一秒鐘一筆的傳輸速率將蒐集

到溫度、流量、能耗及電表所有參數，各單點無線傳

輸的距離約50~100公尺，範圍分成三區塊，其中包含

地下室&一樓的傳輸數據都精準無誤地蒐集至客戶所

指定的SCADA伺服器中。

分析：蒐集到的數據轉由專業的監控軟體執行判斷，

並達到相關節能目的，應用於綠建築系統監控系統。

TBT工程實績-台灣O物館架構圖

TBT工程實績-台灣O物館環境圖

TBT工程實績-台灣O物館-無線超音波流量/熱量計

TBT工程實績-台灣O物館-無線物聯網LoRa裝置

TBT工程實績-台灣O物館-監控數據頁面

B.傳統化工工廠動力中心集合式電表數據採集：

目的：某薄膜製造廠整廠廠區範圍平面有幾萬坪，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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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幾十個電力中心每個動力中心會有5~20多顆集合式

數位電表，為了供電、合理的配電需求，廠方須派人

員每日執行抄表2次。由於記錄數據不夠即時及密集，

客戶希望透過無線裝置提升數據紀錄筆數，且傳統產

業中的自動化網路不夠普遍，客戶希望能採無線方式

傳輸以減少架設實體管線的費用

方法：因此使用TBT無線物聯網裝置及搭配客製化

應用的TBT LoRa分離式模組型，集合式電表則由客

供。

效果：裝配完成後即可定時蒐集到集合式電表內所

有測量數據，無線傳輸的範圍除偏佈到1樓至2樓，

訊號更深入地下室，橫跨三個樓層即使混擬土及高壓

電盤在旁邊，數據訊號也準確無誤傳至SCADA伺服器

中 (3秒內採集、紀錄一次 )，也同時省下原本業主預估

會超過2000米以上的RSG配管的實體管線費用。

分析：蒐集電表的訊息如果準確，當用電負載提高

時，就能適時調度預備發電設備來因應，減少斷電意

外發生；當然也能對用電戶發出警訊，限制用電、降

低負載；平時也能提出時間電價或約定用電量等方案，

讓用電負載更為平均穩定，相對也能減少備載發電設

備的成本和電廠的需求，長期下來並能成為預測電

力、調整電價等依據。

TBT工程實績-新O光電無線電表架構圖

TBT工程實績-某薄膜製造廠環境圖

TBT工程實績-某薄膜製造廠無線物聯網LoRa裝置

TBT工程實績-某薄膜製造廠無線物聯網LoRa裝置施工圖

TBT工程實績-某薄膜製造廠無線物聯網LoRa連接測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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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工程實績-某薄膜製造廠雲端智慧電能監控管理

系統圖

C.台中某晶圓廠移動式檢測設備：

目的：廠務端須配合設備端找出製程可做優化的數

據統計，但是增設檢測儀錶除了考慮動力還需要考慮

附近是否有相關訊息傳訊的裝置，這常常使廠務端頭

痛萬分，工廠廠務無法即時解決製程上管路等的突發

狀況，常常需要等到歲修時才有辦法增設相關裝置。

方法：使用具備TBT LORA無線傳輸功能的溫濕度

傳器，壓力傳訊器， 超音波流量傳訊器， 氣體分析儀， 

顆粒計數器，含油量分析儀等裝置來做相關製程上的

數據檢測。

效果：讓固定安裝與可攜帶式的傳訊器與分析儀具

備無線傳輸功能進行量測，分佈在廠區各角落，並依

據業主要求收集製程變化數據，按量測數據來進行製

程改善，以保證生產順利。

台中某晶圓生產廠移動檢測設備架構

除以上三組實績僅是部分關於物聯網儀表傳訊的應

用，其餘尚有

• 太陽能電廠智能管理系統

• 風力綠能電廠智動化維護管理

• 石化廠管路鏽蝕智慧檢測系統

• 移動式緊急抽水泵遠端效能偵測

• 自來水無人加壓站遠端監測

• 大型煉鋼廠廠區儀表自動抄表系統

• 大型鋼管製造廠全廠用水耗電資訊蒐集

• 大型百貨賣場空調物聯網TAB分析儀錶建置⋯.等專

案尚待執行

四、	總結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能耗也日益嚴重，將能源管理

系統導入，是邁向智慧生產的第一步，如何將能源節

約或是能源回收再利用是現今的重大課題，但是如果

沒有相關的量測數據將無法進行預測系統的能耗變化、

性能趨勢、系統最佳化進而擬定下一步的動作，何不

應用無線物聯網技術來將相關的數據蒐集變得更精準、

容易且不受實體線路限制，搭配邊緣計算與雲端計算

來做進一步的大數據分析，訓練企業人員數據蒐集分

析與控制管理的能力，提供工廠高層做為矯正措施及

決策的參考依據，將節能與提升產能這些事執行得更

加有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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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耗氣-70℃壓縮熱回收式技術

一、前言

壓
縮空氣的應用在工業界使用非常廣泛，不論是

電子、鋼鐵、礦產、造船、石化、食品、醫

療、實驗室⋯⋯等，幾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廠都會

使用到壓縮空氣，由於壓縮空氣的生產是由空壓機所

製造，其產出需要耗費大量的電力能源，使得壓縮空

氣成為最昂貴的能源之一。近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蓬

勃發展而且廠房林立及需求不斷的增加，用電量也隨

之增加的情況之下，如何使空壓系統有效率的運轉，

以達到節約能源的目標，尤在台灣地區地狹人稠的特

性和全球能源短缺的趨勢下，也更加顯示其急迫性與

重要性。

空壓系統主要供應生產線每天24hrs潔淨壓縮空氣使

用，不間斷的持續運轉，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讓製程維持最高品質、安全、可靠，同時乾燥技術如

何兼具極低的能耗，又可回收廢能源支援其他系統運

用變成產業普遍的課題。

二、對產業的影響

產業先進們本著「環保優先、安全至上、全員參

與、永續經營」的精神，就現況依原評估導用外部加

熱吸附式乾燥機，其價格為熱回收乾燥機的1/2價格，

評估回收年限卻差2個月，綜合評估，最終選用最新

世代之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 (德國BEKO 

Technologies集團研發 )取代廠內暨設之無熱吸附式乾燥

機，其特色為合併傳統型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與外部

鼓風機的加熱式乾燥機優點，節省大量的空壓機運轉

耗電量及乾燥機運轉維修費用，經過驗證確認節省廠

內壓縮氣體26%之耗氣量及乾燥機加熱再生時所需要

的電能，達到環保節能減碳目的。

該項技術露點可穩定達到 -70℃以下，與目前市面上

最節能零耗氣 -70℃外部加熱吸附式乾燥機相比，加

熱用電從2-3小時降為30分鐘以內，大部分再生熱

能皆來自於空壓機冷卻前的廢熱，如製程露點僅需求

-40℃，則乾燥機本身無須任何加熱熱能需求，僅需求

空壓機廢熱即可，系統流程無須任何對外排放管路，

可謂真正零耗氣系統，對於未來任何製程需求，更具

有彈性與節能性。

三、原理

空壓機在壓縮空氣的過程中會產生高熱，兩段壓縮

無油螺旋式空壓機的出口溫度，在後部冷卻器之前溫

度可達160℃~180℃，三段壓縮無油離心式空壓機在後

部冷卻器之前溫度可達100℃~120℃，因此，空壓機必

須配置後部冷卻器，將壓縮後的高溫壓縮空氣冷卻，

然而，外部加熱吸附式乾燥機在脫附的過程中，又必

須將空氣加熱至180℃~210℃，將吸附劑內之水份去

除，因此整體乾燥機作動流程，一方面需要用到空壓

機後部冷卻器的冷能冷卻，另一方面又要用到外部鼓

風機加熱乾燥機的電能加熱，造成能源之重復損耗。

使用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則充份利用壓縮

後的高溫空氣作為熱源，減少乾燥機本身再生所需的

電能，達到節能目的。

1.1 空壓機廢熱加熱行程(如圖1) :

 利用空壓機壓縮後所產生的廢熱，100℃-180℃於空壓

機的後部冷卻器之前引出，進入B2桶槽加熱再

生，加熱後之熱空氣再進入中間冷卻器冷卻，冷卻

後之壓縮空氣進入B1桶槽吸附，乾燥後之壓縮空氣

由出口供應至現場使用。整個再生加熱的過程中，

主要使用空壓機的廢熱作為熱源，同時不會排放浪費

任何壓縮空氣，由於使用空壓機的廢熱全量加熱，此

階段加熱所需的時間僅需約60分鐘，根據空壓機廢熱

溫度條件，內建之電加熱器可依需要開啟，一般搭配

兩段式無油空壓機，由於廢熱溫度極高160℃~180℃，

再生時不需要使用電加熱器，依元太實際運轉經驗，

  總經理黃志豪 業務經理邱秉岳
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Esco會訊62期_24面.indd   17 2021/1/11   下午 14:56:15



18

專題報導 零耗氣-70℃壓縮熱回收式技術(上)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二期

電加熱器迄今從未啟動，即可達到 -70℃的露點，如需

再降低露點可依設定系統自動進入1.2二次乾燥空氣加

熱行程。

�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1 廢熱加熱行程技術示意圖

1.2 二次乾燥空氣加熱行程(如圖2) :

基於空壓機廢熱的溫度不同及出口壓力露點的需求，

通常 -40℃的乾燥空氣出口壓力露點需求，搭配兩段式

無油式空壓機，可不需要進行乾燥機的第二段加熱，

直接跳入下一行程，進行冷卻。

當乾燥空氣出口壓力露點需求 -70℃或空壓機廢熱溫

度較低，可進行第二階段加熱行程。進行第二段加熱

時，以增壓機回抽出口小量乾燥壓縮空氣，經過

加熱器增溫，再進入B2桶槽再加熱再生，經過

第二階段加熱後的吸附劑，由於使用非常乾燥的空氣

再加熱，可將吸附劑內的水份幾乎完全去除，達到最

佳的吸附能力，加熱後的熱空氣，再與入口之空壓

機高溫壓縮空氣匯流，引入中間冷卻器冷卻，冷卻

後之壓縮空氣進入B1桶槽吸附、乾燥後之壓縮空氣

由出口供應至現場使用，整個二段加熱過程中不會

排放任何壓縮空氣。

1.3 冷卻行程(如圖3) :

進行冷卻行程時，關閉加熱器，以增壓機回抽

出口小量乾燥壓縮空氣，進入B2桶槽進行冷卻，

冷卻後出口的熱空氣，再與入口之高溫壓縮空氣匯

流，引入中間冷卻器冷卻，冷卻後之壓縮空氣進入

B1桶槽吸附，乾燥後之壓縮空氣由出口供應至現

場使用，整個冷卻過程中使用乾燥之壓空氣進行密閉

循環，不會排放壓縮空氣。

四、技術特點與優勢

1.1 充分利用空壓機廢熱能：

空壓機壓縮過程中所產生的高溫廢熱作為乾燥機再

生加熱的熱源，有別於傳統無熱式或外部鼓風機加熱

式乾燥機必須先將空壓機產生的廢熱用額外的冷能降

溫，再進入吸附式乾燥機吸附；再生的時候，再使用

�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2 二次乾燥空氣加熱行程技術示意圖

�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3 冷卻行程技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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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電熱器加熱空氣至185℃~210℃，如此一來將多產

生二次能耗。

1.2 整體空壓系統壓損較低: 

除壓縮熱回收乾燥機系統以外，其他型式吸附式乾

燥機系統，空壓機均需配置後部冷卻器及前置過濾器

(如圖4所示 )，由於壓縮空氣於未乾燥之前，經過前

置過濾器一般多為飽和濕空氣，經過過濾器內部的纖

維材質時會被吸收於膨脹而導致過濾器之壓差上昇，

因此在整體系統配置上無熱及外部加熱式乾燥機系統

之整體壓損較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為高。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4 傳統無熱式或外部鼓風機加熱式乾燥機空壓系統

配置

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之系統配置 (如圖

5)，不需要空壓機的後部冷卻器及前置過濾器 (一般

作用為去除壓縮空氣中的微粒及油份，用以保護吸附

劑 )，整體配置比較外部加熱式乾燥機系統，約可減少

約0.3 bar的壓損，空壓機每多出力1 bar壓力，約需要

多出8%的電費，因此採用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

乾燥機，可以節省空壓機因整體壓差損失而產生的電

費約2.4%。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5 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空壓系統配置

1.3 再生所需耗能較低:

一般無熱式或外部加熱式乾燥機系統若需達到

-70℃壓力露點，必須充填一定比例之分子篩，然而

因分子篩之再生溫度非常高，一般加熱溫度需要到

達195℃~210℃，因此所需之再生耗能較高，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充填100%之防水型矽膠，

因矽膠之再生特性，導熱性高，再生溫度低所需之加

熱溫度僅155℃，即可做到 -70℃壓力露點。

1.4 運轉耗材壽命較長、系統穩定度較高: 

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運轉時壓縮空氣的

運行是一條龍模式，無論是再生桶槽或吸附桶槽均全

時保持於壓力狀態，再生時不需洩放桶槽壓力，因此

整體設備的應力影響較小，如圖6所示。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6 閥件受壓示意圖

外部鼓風機加熱式乾燥機再生時必須洩放桶槽壓力，

切換閥件於吸附端處於高壓低溫狀態，於再生端處於

低壓高溫狀態，受應力影響較大，運轉壽命較短。

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運作時無須洩壓，

因此系統沒有配置連接至大氣之管路閥件，無熱式及

外部鼓風機乾燥機系統必須配置再生洩壓閥及管路，

當閥件故障洩漏時，可能造成系統瞬間壓降，影響生

產。

零耗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無前置過濾器，可

節省操作成本，吸附劑使用防水型矽膠，使用壽命可

達10年以上，一般無熱式或外部加熱式乾燥機所使用

之活性氧化鋁或分子篩壽命僅3至5年，相較之下運

轉成本較低。

五、熱回收技術案例

1. 案例廠應用簡介及技術概要

1.1.  案例廠應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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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原有無熱吸附式乾燥機汰換為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

CDA系統流程 (如圖7)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7 CDA系統流程

1.2.  技術概要

從早期第一代無熱吸附式乾燥機，直接進入最新世

代 -70℃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技術 (如圖8所示 )，其

空壓系統規劃之再生所需要的熱量，是利用空壓機於

產出壓縮空氣的過程中所產生熱能，可同時節省空壓

機之後部冷卻器之設置及能源耗損，降低初期投資成

本與操作運轉時之冷卻水消耗，此外另設計一組低耗

電之循環增壓機與加熱器，作為加強乾燥與冷卻之效

果。(如圖9) 

資料來源：貝克歐原廠教育訓練資料

圖8 乾燥機能源耗損圖
 

 

 

 

 

 

 

空壓機末段轉子 

空壓機 

後段冷卻器 

壓縮熱 

空氣入口 

乾燥空氣 

出口 

資料來源：貝克歐原廠教育訓練資料

圖9 零耗氣熱回收吸附式乾燥機示意圖

2. 改善方案執行過程

2.1. 改善前情境系統架構(圖10)

資料來源：元太科技廠務監控系統

圖10 改善前系統架構圖

2.2.  改善後情境系統架構(圖11)

資料來源：元太科技廠務監控系統

圖11 改善後系統架構圖

3.成效分析與節能減碳效益：

3.1 投資效益評估以永續經營角度爭取增加預算

表1 改善前/後運轉成本分析

資料來源：元太科技廠務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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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世宗課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劉欣宇

變頻冰水式空調系統

優化實例分享

前言

自
從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人類的科技在這約莫

260年間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空調系統的需求也隨著

人們生活水準增加而日益增長，大量消耗能源後排出的二氧

化碳成為導致地球逐漸暖化的主因之一。有鑑於此，各國於

2000年起開始陸續制定節能減碳的標準，其中最知名的「京

都議定書」即由聯合國於2005年公告施行。

依經濟部能源局提出之「2019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

報」分析，國內住商部門用電契約容量超過800kW的能源大

用戶，主要耗能設備用電量佔比前四名為空調設備 (50.73%)、

照明設備 (16.66%)、事務設備 (11.09%)以及電梯設備 (7.14%)，

其中空調設備即佔了用電量一半以上，即便是在生產部門的

耗能設備佔比，空調系統亦佔了總用電量相當大的用電比例，

因此近年來各行業要進行節能改善時，空調設備大多會被列為

首要項目。

中央空調冰水式系統其耗電最大的設備即為水側系統 (包含

冰水主機、冰水泵、冷卻水泵及冷卻水塔 )，一般而言，水側

系統的用電量約佔空調系統全系統用電的5~6成，而中央空調

系統的性能係綜合冰水主機、水泵、冷卻水塔等設備的相互

配合運轉控制。

中央空調系統能效一般以 kW/RT或 kW/ton表示。美國

ASHARE於2001年即公告各種情境下冰水主機系統能效之指

標（如圖一），並以不同設備型式訂出能效指標之範圍。

資料來源：元太科技內部評估報告

圖12

3.2. 導入壓縮熱回收式乾燥機可大幅節省

空壓機電能(如表1所示) 進而節 省CO2

排放量。

3.3 成效與節能減碳

˙ 投資金額：約1,650萬元。

˙ 每年節電量：約 275萬kWh。

˙ 節電率：約26%。

˙ 節能績效：約695萬元/年。

˙ 減碳量：1,524 公噸CO2/年

˙ 回收年限：約 2.38年

六、參考文獻

[1]https://www.ecct.org.tw/news/show?id=c39

491a451824d0fa8fc7ead7893d859

[2]元太科技廠務監控系統

[3]貝克歐原廠教育訓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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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SHRAE冰水主機系統能效之指標

國內則有CNS 12575標準（如表一），並於108年8

月1日公告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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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109年7月1日生效。

表一、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冰水機組
類型

標示額定 
製冷能力

製冷能源效率基準

性能係數(COP)

3級 2級 1級

水
冷
式

容
積
式

<528kW 4.45 4.80 5.15
≧528kW 
<1758kW 4.90 5.30 5.70

≧1758kW 5.50 5.90 6.35

離
心
式

<528kW 5.00 5.40 5.80
≧528kW 
<1055kW 5.55 5.95 6.40

≧1055kW 6.10 6.60 7.10

氣
冷
式

全機種 2.79 3.00 3.20

變頻器冰水空調系統優化實例分享

本次案例為寧茂三廠之冰水主機空調系統（如圖

二），由三部60RT之冰水主機組成共180RT的系統，

原本僅有壓縮機及冰水區域泵馬達變頻器作冰水出水

溫度控制、散熱水塔風扇作回水溫度控制以及送風機

作室內恆溫控制，其餘小馬力水泵皆為定頻控制，其

冰水主機性能指標約為0.9~1.2之間，適逢煜然有限公

司簡煥然老師提出建議，參考ASHRAE 90.1的冰水系

統性能指標之標準作為改善的目標。

圖二、冰水管路系統圖

本次空調系統節能改善分為水側管路及硬體設備、

控制邏輯及數位監控檢核三大項目，依序說明如下：

一、水側管路及硬體設備

1. 冰水管路逆止閥

在多台主機併聯組成的系統中，逆止閥是冰水管路

中的必備零件，主要功能係防止一次側的冰水旁通流

經無運轉的冰水主機，以及避免二次側的冰水旁通至

無運轉的冰水主機，此類水短路的現象將會導致未與

冷媒熱交換的冰水混合而產生溫度損失。

但是逆止閥因其構造限制亦會造成泵浦的部份揚程

損失，依內政部消防署「消防幫浦加壓送水裝置等及

配管摩擦損失計算基準」第二十三條所列，一般常見

的碳鋼管 (CNS6445)四吋管 (100mm)及五吋管 (125mm)

為例，其逆止閥的管路磨擦損失為8.7m及10.9m（如

表二），且因為部份閥門密合度不佳導致少許的回流

洩漏現象，屬於管路中的另一損失。

2. 冰水管路旁通管控制閥

冰水旁通管分為二個部份，一是位於空調負載側 (一

般為送風機 )，其控制閥由送風機依負載決定開度，依

空調風機的冰水管路結構分為二通管及三通管；二通

管的結構影響會因風機負載變化改變冰水流量，為了

考量在非夏季低負載的運轉情況下仍保有一定的水流

量，避免冰水因大部份二通管關閉導致壓力過高，目

前的新建系統通常會保留一定比例採用三通管型式之

設備；另一是冰水主機一／二次側主幹管的旁通管，

利用控制旁通管上的電動閥門開度來調節管路一／二

次側的壓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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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調節能控制技術

1. 嵌入式小型水系統控制器

本次空調能效改善案，導入由工研院綠能所研製的

「嵌入式小型水系統控制器EMB-HVAC」，其控制器具

備即時監測、排程控制、歷史查詢、警報告警 ..等功

能，內建多個輸入／輸出控制點，以Fuzzy控制器為

主進行冰水泵、冷卻水泵及水塔風扇自動變頻動作 (控

制架構如圖三 )，以達到節能優化控制之效果。

圖三、EMB-HVAC控制架構圖

2.依據室外氣象與室內熱負荷條件，由歷史操作數

據找出最佳運轉條件，再用模糊方法變頻控制空調系

統水側之冰水泵、冷卻水泵、冷卻水塔，與一般控制

相比可節電10%以上。

空調節能導入項目：

A. 冰水管路閥件修改、冷卻水塔風道調整

B. 冰水主機併聯／脫離溫度設定調整

C. 冷卻水泵／冷卻水塔風機變頻控制

D. 水泵水塔節能控制：末端壓差維持0.18bar，冷卻

水溫差3度，濕球溫度調控。

3. 系統監控與量測

為了能作更有詳的運轉監控，導入工研院研製的

「微型能管控制器」及「TAB SENSOR人工智慧電力解

析」收集各設備迴路之耗電功率，搭配「EMB-HVAC

控制器」和「超音波流量計」監測的冰水管路流量數

據進行計算，可以隨時得到運轉中的系統能效指標 

kW/RT。

圖四、微型能管系統技術架構

表二、使用配管用碳鋼管（CNS6445）SGP之管接頭及

閥類之換算等價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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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系統監控架構圖

四、改善效果

原本寧茂三廠空調系統就是採用變頻器冰水主機，

系統運作的能效指標大多落於0.9 ~ 1.0kW/RT之間，

經過第一階段修改管路閥件、冷卻水塔風道及冰水主

機併聯／脫離溫度設定調整後，能效指標平均落點約

為 0.83kW/RT；第二階段加入冷卻水泵變頻控制及冷

卻水塔風機變頻控制後，能效指標平均落點約為 0.78 

kW/RT；工研院系統導入進行冰水壓差、冷卻水溫差

及濕球溫度控制策略後，能效指標仍持續往0.75kW/

RT改善，最佳值可達0.67kW/RT。

圖六、寧茂三廠空調系統能效

取2020年四月份至十月份與2019年同期比較耗電量

(如下圖 )，以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網站取得之每

日平均氣溫數據顯示，2020年四月至十月台中市南屯

區之平均溫度略高於2019年同期，2020年之空調系統

之實際用電量較2019年減少20,386.57kWH，節能率約

23.6%，預估一年約可節省25,000kWH以上。

圖七、溫度／耗電量比較圖

結論

依此實際案例的改善結果顯示，中央空調系統要達

到節能高效率的性能，低損耗管路設計及選用高效率

設備只是基本條件之一，配合場域實際需求設計合適

的控制邏輯更是達成高效率能效指標的重點。中央空

調系統之用電量佔了住商部門總量的50%以上，包含

台灣的大多數國家雖然已對冰水主機訂立了性能係數

的標準，但大多僅限於冰水主機本身，並未對空調系

統整體能效進行規範，目前除了美國及新加坡政府將

空調整體系統進行能效分級管理外，著手制定空調系

統能效管理法規的國家仍相當少，希望透過本文將高

效率空調系統對於節能的作法及效果提供未來各界作

為參考，期在節能減碳上多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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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能專案過程中的輔導及成效驗證：經濟部工業局

及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 空調節能控制技術的協助：經濟部能源局及工業技

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究所

• 施作工程：日誠空調實業有限公司

• 管路改善建議：煜然有限公司簡煥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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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VERAGE ANNUAL CHILLER PLANT EFFICIENCY 

IN kW/TON (C.O.P.) , ASHRAE

[3]  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基準, 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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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嵌入式能源管理系統

採用分散式多工架構，具高度客製化彈性，軟硬體皆採用模組化功能導向架構，提供

多種通訊模式/模組，可針對不同特性需求場域可快速導入。特別適用於中小型商辦

技術特色技術特色

大樓、旅館、機房、工廠等場域或是短期佈建監測等需求，節省硬體及人工建置費用，

並可搭配客製化排程以及節能控制等模組來進行節能改善。

應用服務應用服務

微型化能源管理模
組應用技術

• 彈性功能設計、縮短導
入時間與人力。

• 智慧化統計能耗、有效
掌握耗能設備

• 快速客製自動變頻控制，
提升節能潛力~30%

• 完整支援非侵入式電力
感測器(Tab Sensor)

產業應用
• 適合中小型場域、短期或長期
監測需求。

• 可應用於建物大樓公用電力自
動卸載及尖峰抑制。

• 可應用於空調、馬達等自動化
智慧變頻節能控制

廣告

技轉聯絡窗口
綠能所 感測監控研究室 趙浩廷 經理
TEL：(03)591-8564    HTZhao@itri.org.tw

經濟部能源局
BUREAU OF ENERGY

智慧變頻節能控制。

• 已應用於醫院、啤酒廠、教會、
社區大樓等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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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技術為您省下大量電表建置成本

人工智慧用電解析技術人工智慧用電解析技術
透過創新開發低成本電力感測器與嵌入式智慧分析器，以非接觸式感測

技術簡介技術簡介

方式與AI人工智慧分析技術取得多迴路用電資訊，並具有線材溫度感測

與異常事件偵測功能，將兼顧用電解析與安全的應用。

技術特點技術特點 嵌入式智慧分析嵌入式智慧分析器器

低成本電力感測器低成本電力感測器

線材彈簧夾扣 線材溫度偵測

電流、功因偵測

項目 規格

適用電壓 AC90-600V

電流範圍 0.5A~100A

線性度 >99%, True RMS

串聯式通訊接線

外接比流器端子

束線帶固定孔

• 專利電力感測器與人工智慧電力解析技術

• 相較傳統電表節省6０％以上裝置成本

• 非接觸式感測降低觸電風險及停機施工成本

頻寬 30Hz~1kHz

功因範圍 0.01~0.99

感測方式 非接觸感應式

溫度感測 -10~120˚C

解析項目 V, Ａ,PF, KW, KWh

通訊介面 Modbus RTU/TCP/MQTT

外接比流器端子

• 具備線材溫度偵測功能，可作負載安全監測

• 串聯式安裝，施工方便減少線材空間與成本

廣告技轉聯絡窗口： 綠能所 感測監控研究室 趙浩廷 經理
TEL：(03)591-8564    HTZhao@itri.org.tw

經濟部能源局
BUREAU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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