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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資訊機房空調箱EC風機汰換節

能案例分享

摘要

電
子控制換向直流馬達（Electronically Commutated 

Motor, EC Motor）直結無殼式風機 (以下簡稱EC

風機 )，整合葉片、馬達、驅動模組，可透過類比訊

號 (0-10V)控制，Modbus RTU監視風機運轉狀態，具

有高效率、尺寸小、Plug and Play(即插即用 )的特點，

風機結構如圖 (一 )。本案例汰換某 IDC機房空調箱內

部傳統風機，以5台500mm葉輪徑之EC風牆，馬達

功率16.7kW，取代22kW，皮帶式900mm葉輪徑蝸殼

風機，經汰換前後實際量測節能效益達19%，並新設

人機介面及控制模組，對設備進行監控，使汰換後空

調箱更加安全、節能、且風機免維護保養等優勢。

關鍵字： 無殼式風機、風牆、直流無刷無殼風機、通

風、機房空調

1. 前言

科技蓬勃發展，能源使用密度越來越高，能源效

率成為現今非常重要的指標。暖通空調與各產業密

切相關，從民生、工業至科技產業皆有通風及空調

的需求，而現今空調系統除了追求高效率、安全及

穩定性更是重要因素，並透過大量資料數據分析達

到優化設計為趨勢。以資訊機房為例，空調系統首

要注重安全及可靠性，傳統皮帶驅動之風機因皮帶

傳動及單一風機等，具有空調失效的風險，因此

已有不少資訊機房採用EC風牆設計，除了降低空

調失效風險，同時具備高能源轉換效率及單位體積

大風量的特性，且透過Modbus通訊介面可容易讀

取風機性能，無需多餘的監測設備，運轉資訊清

楚，易於系統整合及資料收集。根據綠基會 [1]資

料中心節能應用技術指引，指出國內資訊機房實測

PUE為1.63，而以LEED能原評估之必要條件，台中

以北氣候條件PUE應低於1.49，有不少節能改善空間。

感應馬達皮帶驅動蝸殼風機是多年來的設計，過往在

針對風機效率上，僅探討全壓效率即軸功與流體輸出

之間的效率，但根據AMCA 203[2]，皮帶傳動風機的

效率損失最高可達15%，且未考量馬達、驅動器 (變

頻器 )效率，而EC風機的認證效率是整體效率，由電

能輸入至流體的輸出，對兩者效率及其他性能上的差

異，可再做進一步分析。

 Paul[3]等人針對香港某34層辦公大樓使用EC風機汰

換AC風機進行節能效益評估，參照AMCA性能評估

既有AC風機並進行相關性能參數迴歸分析，經實地量

測比對後，估計一年有395000kWh、34%的節能效益。

  鐘仁宏 張良鉦 黃仁杰 
歐陸通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圖(一)… EC風機爆炸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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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調系統風機性能評估

2.1 風機組性能

(1)  效率

目前空調系統風機普遍形式仍為AC風機，而國內

目前在評估風機效率時，往往只考慮AMCA FEG(Fan 

Efficiency Grade)之效率評估方式，也就是風機本身軸

功率輸入與流體輸出的效率，此一評估方式缺少馬達

及傳動的效率損失，若一併考量風機組整體效率計算

應如下列方程式 (1)

η� �η��� ∗η������������ ∗η�����  (1)
其中ηT為整機效率、ηFan為裸風機本身全壓效率，

ηtransmission為傳動效率、ηMotor為馬達效率。傳動效率

依照AMCA 203[2]中提出風機皮帶損失效率，而馬達

使用市面 IE3(NEMA Premium)規格馬達提供之效率，

再依照AMCA FEG認證離心風機效率 [4]進行匹配及計

算，整體滿載最高效率約在40%-50%，而EC風機經

TUV認證之選型軟體，可明確得知風機運轉點耗電量

及性能，整機最高效率約落在60-70%，風機結構整體

效率說明如圖 (一 )所示。

(2)  安全性

EC風機使用電子控制換向驅動器整合直流無刷馬

達，於部分負載能維持相對高的效率，其馬達效率可

達 IE4、IE5水準。EC馬達有運轉震動低、高轉矩、

直結結構，整體效率高且穩定度也較高。EC風機驅

動模組，可透過Modbus RS485通訊界面得知風機運轉

狀態包含，電壓、電 流、功率、轉速、電路板溫度、

馬達溫度、功率晶片溫度；此外整機 IP55防護等級適

用於空調箱，主被動式斜波抑制。

3. 風牆設計及汰換流程

3.1 風牆設計

風牆性能在設計考量上，需注意風機放置間距及空

間距離，避免流場干擾性能衰減，而選機軟體應說

明數個無殼風機組成的風牆整體性能，而非使用單一

風機性能作為依據。傳統風機應用於空調箱設計上普

遍以負壓設計，採用EC風機會產生正負壓介面如圖

(二 )，風牆箱體氣密性及強度結構是設計上的重要因

素。數個無殼風機並聯所組成的矩陣式風牆有以下優

勢 :

(1) 具備援概念

數個EC風機組成風牆形式，可採n+1數量設計，若

當一台風機故障其餘風機加載即可滿足原風量需求，

無須多一台設備即可達到備援設計，可大幅縮減空間

及成本。

(2) 風速分布均勻

傳統雙吸式蝸殼風機，因吸入端位於兩側，在有限

空間下盤管風速分布不均，使熱交換效果不如預期，

風牆形式可產生均勻的速度風部於熱交換器上如圖

(三 )。

(3) 風機長度縮減

空調箱中因盤管風速及濾網捕集效率設計考量下，

風量大致決定空調箱截面積且一般大於風機截面積，

而EC風機風牆在深度表現就明顯優於傳統風機。

圖(一)… 風機組形式整體效率差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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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與討論

4.1節能效益

汰換成果如下表 (一 )，

表(一)… EC風機汰換效益比較表

4.2 控制整合

EC風機可透過0-10Vdc無段控制其轉速，本身自帶

10Vdc輸出，因此透過電位計 (可變電阻 )即可做10到

100%無段轉速控制，無須額外變頻器。此案除了現場

具備一旋鈕手動控制風機轉速之外，透過切換開關可

切換手自動模式如下圖 (六 )，改由PLC/DDC控制器控

制其轉速，同時藉由Modbus通訊，將EC風機運轉狀

態顯示於人機介面如下圖 (七 )所示，可即時監測運轉

參數並持續記錄如圖 (八 )。

圖(二)… EC風機於空調箱氣壓(流)方向示意圖[5]

圖(三)… 風牆結構(左)，傳統風機(右)示意圖[5]

3.2 汰換流程

整體汰換流程圖 (四 )，施工過程如圖 (五 )

(一 )評估及量測 :量測項目包含風量、靜壓、設

備耗電 (第三方單位驗證，量測標準依現場情況參照

AMCA/Ashrae Standard)；評估施工動線、時程安排。

(二 )選型及設計 :使用經認證軟體依照風量、靜壓、

尺寸選型，風牆面結構圖繪製，結構料件準備。

(三 )換裝 :在前兩步驟準備充足情況下，實際完工約

2工作天包含試運轉及調整。

(四 )驗證 :第三方單位量測驗證，製作前後整體汰換

效益報告。

圖(五)… 汰換前(上)，汰換後(下)施工照

圖(四)… 汰換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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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現場控制盤功能說明

圖(七)… 人機介面功能

圖(八)… EC風機狀態由Modbus訊號讀取之參數

5. 結論

隨著工業及科技的發展，物聯網、工業4.0、大數

據資料應用，透過大量數據的分析，優化設計、智

能化的控制，達到更佳系統整合，有利於整體性能及

穩定性的提升。EC風機相較於傳統風機減少了許多

動元件，安全性及效率提升，馬達驅動模組化的高度

整合性，設計彈性、應用便利。EC風機所組成的風

牆設計，本身具備援特性，其中風機組失效後，其

餘風機可維持相當的性能，且相對體積較小，減少機

房佔地如圖 (三 )所示。本案例滿載節能效益達19%，

將風機資訊透過Modbus顯示並記錄於人機介面上，

可隨時監測空調箱運轉狀態，長時間運轉下數據的收

集，以利於往後設計及優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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