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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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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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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o會訊62期_24面.indd   19 2021/1/11   下午 14:56: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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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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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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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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