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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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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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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