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泵結合吸附元件乾燥系統

熱泵乾燥系統為高效率節能低溫乾燥設備，本研究在密閉乾燥系統中導入吸附元件，

進一步提升乾燥速率約15~30%，藉此達到節能的目的，本研究提供多種不同的系統

與吸附劑搭配方式，可針對不同特性需求場域可快速導入。特別適用於汙泥乾燥、茶

葉食品乾燥、PCB板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等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

技術特色

應用服務

技轉聯絡窗口
經經濟濟部部能能源源局局
BUREAU OF ENERGY

密閉型熱泵結合吸附元
件乾燥技術

• 彈性系統配置設計、適用所有
低溫乾燥領域。

• 根據應用領域選擇適合吸附劑
(MOF、矽膠、氧化鋁)

• 提升乾燥速率，節能潛力
15~30%

• 因應工業乾燥設備電氣化與推
廣高效率熱泵之國際發展趨勢

• 適合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之節能乾燥需求。

• 最適合搭配低溫可再生MOF吸附劑(工研院
自行開發與試量產)

• 可應用於汙泥乾燥、茶葉食品乾燥、PCB板
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

• 已應用於汙泥乾燥，能耗指標達到 2.5
kg/kwh，乾燥時間降低20%。

綠能所工業節能研究室陳鈞振經理
TEL：(03)591-7468 JiunJenChen@itri.org.tw

產業應用

1噸噸污污泥泥含含濕濕率率
70% 40%

熱熱泵泵乾乾燥燥
系系統統

熱熱泵泵結結合合除除濕濕轉轉
輪輪乾乾燥燥系系統統

系統原理

功率(kW) 15 15

乾燥時間(h) 24 16.6

能效 (kg/kW*h) 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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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旭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區九亭鎮高科技園區松滬工業小區8號

TEL:86-21-6769-6526     FAX:86-21-6769-6533-2

弘旭送風空調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空調設備/空調箱/主機/冷風機  www.hs-ahu.com.tw

組合式空調箱

包含外氣空調箱/
熱回收空調箱/空氣淨化系列/
恆溫恆濕系列/超薄型

冰水主機/熱泵/雙效熱回收

弘旭空調

熱交換器
乾濕盤管專業自製

水冷式冰水主機
磁浮式系列/螺旋式系列

氣冷式冰水主機

冷風機系列

熱回收空調箱/空氣淨化系列/
恆溫恆濕系列/超薄型

水冷式冰水主機
磁浮式系列/螺旋式系列

 

冰水主機/熱泵/雙效熱回收

氣冷式冰水主機
 

熱回收空調箱/空氣淨化系列/

 

Established in 1980

品 質 至 上  .  服 務 優 先

台灣｜上海

300CFM~2400CFM 機型/直流變風量
獨立測試實驗室提供全系列產品驗證

TEL:886-2-2646-2639  FAX:886-2-2646-3163

TEL:886-4-2336-7551  FAX:886-4-2336-7351

台北總公司(總廠）

台 中 營 業 處

300CFM~2400CFM 機型/直流變風量300CFM~2400CFM 機型/直流變風量
獨立測試實驗室提供全系列產品驗證獨立測試實驗室提供全系列產品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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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入2022年，世界仍然揮不走疫情的陰影，又

加上蘇烏戰爭所帶來的衝擊；整個地球雖是

紛紛擾擾，但我們仍需在面臨2050年淨零排放要求

下，持續思考如何加速及落實減緩地球快速惡化的

各項行動方案。台灣從2016推動能源轉型以來，在

供應端的努力已逐漸呈現成果，但快速成長的再生

能源及即將除役的核能電廠，再加上不確定的天然

氣 /燃煤發電，還有產業快速成長⋯等，均對台灣

的電力穩定及安全供應帶來不少的壓力，這幾年的

幾次大停電似乎也將成為我們未來需面對及解決的

問題。

在這樣的環境及趨勢下，減少用電似乎成了另一

個選項，也就是節能及提高能源效率勢必在我國規

劃中的減碳路徑上佔有一定的角色；而ESCO公協會

過去除了累積不少實務之經驗及能力外，更透過測

試驗證規範建立、專業人才培訓⋯等逐漸在國內建

立節能改善之專業形象；這些技術能力及專業形象將

會在我國邁向2050淨零排放的路徑上發揮一定的影

響力。

為了能達成我們以專業團隊來協助節約能源工作

及達成減碳之目標，我們除了在內部架構智慧化及

數位化系統以落實經驗傳承及資訊公開外，更積極

和主導機關討論建立專業證照之機制，透過完整之

訓練和講習，讓從業人員取得不同等級之證書，做

為未來投入ESCO服務或ESPC專案的一項基本門

檻。未來則透過定期之回訓機制及課程安排，以確

保ESCO從業人員之水準和專業能力。目前主管機

關對我們這項規劃構想是樂觀其成，因此接下來將

是我們內部如何規劃課程、訓練內容、證照機制⋯

等以向主管機關進一步進行報告及說明。

我認為這樣之作法一方面能提升ESCO產業之專業

能力和形象，一方面則透過專業服務來擴大國內產

業節能減碳之效益。這將是ESCO產業未來的機會，

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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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務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

潛力

1. 簡介

台
電公司於2021年7月1日揭牌「電力交易中心」，

開始接受資源註冊登記，同年11月15日正式展

開營運，使民間分散式電力資源得以透過電力交易市

場運作投入電網，協助提供輔助服務，此為我國電力

資源的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外部資源欲提供予電

力系統應用，主要透過兩種方式： (1)依循採購法之購

售電契約 (PPA)或採購服務，如：於2016年與2018年

之「用戶群代表需量反應服務」採購案、2020年之「儲

能自動頻率控制 (AFC)調頻備轉輔助服務」採購案、

2020年之「快速反應負載資源 (FRR)輔助服務」採購

案等；以及 (2)參與台電公司之方案，如：業務處推動

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

電力交易平台提供台電公司籌措電力資源新管道，

為因應此新模式，台電公司於2019年推動「非傳統機

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以台電公司之

內部日前競價市場為基礎，試辦需量反應資源參與輔

助服務，促使國內相當多新興能源服務公司開始關注

此領域，如：義電智慧能源、馬雅資訊、安瑟樂威，

以及匯智能源等。雖然在電力交易平台正式啟動後，

「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已於

2021年12月31日落日，但此些新興能源服務公司皆

已紛紛轉入電力交易平台。而聚合用戶側發電機支援

或直接負載卸除模式之需量反應，為此些新興能源服

務公司之主要資源來源，亦即為所稱之「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

用戶群代表在需量反應型負載降低模式下之商業模

式，可以歸類為三種類型 [1, 2]：

(1) Type I：用戶⇔用戶群代表⇔電業。用戶群代表

召募用戶並與用戶簽訂需量反應降載契約，而電

業則與用戶群代表簽訂需量反應服務契約。2016

年與2018年之「用戶群代表需量反應服務」採

購案即為此類行。

(2) Type II：用戶⇔用戶群代表⇔市場。用戶群代表

召募用戶並與用戶簽訂需量反應降載契約，再進

入交易市場，用戶群代表之收益由市場取得或與

用戶分潤，電業並未參與其中。「非傳統機組參

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電力交易平台

即屬此類，亦為目前主要之需量反應應用商業模

式。

(3) Type III：用戶群代表⇔用戶⇔電業。用戶群代

表協助、輔導用戶，使用戶建立執行需量反應

之能力，再由用戶自行參與電業之方案。此種

模式，國內已有能源技術服務業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ESCO)之業者提供此類服務，ESCO

業者向用戶提供需量反應控制設備、節電設備或

服務，或由ESCO業者協助用戶評估、輔導執行

需量反應之作法等，再由用戶自行參與台電公司

「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此模式下由用戶支

付服務費用予ESCO業者，或ESCO業者將之視

為對用戶之加值服務。

電力交易平台所需之資源規格、品質與可靠度，

均高於「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之要求，隨之而

來，勢必帶動前述Type II、Type III商業模式之應用。

ESCO業者除延伸Type III之服務模式外，亦可與電力

交易平台之合格交易者 (用戶群代表 )合作，或自行成

為合格交易者以Type II模式進入電力交易市場，此即為

所稱ESgator，意旨Aggregator與ESCO之整合服務 [3]。

  許銘修1 張文奇2 許品超3 蔡昊廷3 
赫茲能源有限公司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2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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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所轄之交易資源；服務費則由電力交易平台與合

格交易者進行結算對帳，並直接撥付予合格交易者，

交易資源之費用則由合格交易者與報價代碼所轄之交

易資源自行拆帳。應注意，報價代碼為日前輔助服務

市場之報價、結算及調度單元，亦即交易平台所對應

之層級為報價代碼，而非交易資源。

圖3.及圖4.分別為調度日前及調度日後之程序示意

圖，合格交易者應隨時掌握交易資源之可使用狀態，

持續於交易平台系統中進行更新，並應於調度日前一

日 (D-1 Day)上午11:00前，提交交易報價單，經電力

交易市場最佳化排程運算後，於下午16:00向合格交易

者公告調度日 (D Day)所屬報價代碼之得標情形。於調

度日，合格交易者應依得標結果，如實提供相對應之

服務。

於調度日後，電力交易平台將於7日內提供調度日

之預結算結果，供合格交易者對帳。調度日的次月

(M+1月 )，由電力交易平台給予合格交易者前一月 (M

月 )之結算結果，經確認無誤後，於再次月 (M+2月 )

底前，電力交易平台將款項直接撥付予合格交易者。

由此，相較於前述Type III商業模式，金流係由用

戶參與台電公司「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獲得電費

扣抵後，再與ESCO業者拆帳之程序，於電力交易平

台中，係屬於Type II商業模式，金流由電力交易平台

撥付予合格交易者 (ESgator業者 )後，再與用戶進行拆

帳，此金流程序對於ESCO業者或ESgator業者較具誘

因。

2.2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參與資源類型

依據《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第六條，日前輔助

服務市場之供給者，應符合為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

設置者、需量反應提供者或其他可接受調度以即時調

節電能供需者資格之一。已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

契約之發電機組容量、發電性質特殊經認定無法適用

競價交易之發電機組，均不得參與電力交易平台。其

中，目前認定之其他可接受調度以即時調節電能供需

者，以併網型儲能為主。

彙整可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資源樣態，如表1

所示 [4]。具有傳統發電機且有剩餘容量未與台電公司

簽訂購售電契約之發電業，可以直接以發電業身份參

與。依電業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完成登記成為自用發

2. 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

2.1 電力交易平台架構

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區分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與

備用容量市場兩部分，如圖1所示 [4]。日前輔助服務

市場包含三項商品：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

以及補充備轉容量。外部資源具備發電業、自用發電

設備設置者、需量反應提供者、或併網型儲能提供者

(法規所指其他可接受調度以即時調節電能供需者 )資

格者，可以經註冊登記、能力測試後，取得合格交

易者身份，進入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競價交易。不同於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買方為輸配電業 (台電公司 )，備

用容量市場之買方為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於電力交

易平台之備用容量市場中，其機制採媒合交易方式進

行。

圖1.� 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架構[4]

台電公司之電力交易平台導入國外常見之合格交易

者機制 (Qualified Scheduling Entities, QSE)，所有進入市

場交易之單位均須取得合格交易者身份，而擁有資源

者若無法取得合格交易者身份，則可以將所擁有之資

源委託合格交易者進入交易市場。如此，小型資源在

人力、成本考量下，不必然得自行建置合格交易者所

需之能量，將降低小型資源進入交易市場之門檻。

一個合格交易者可以擁有或代理多個交易資源進入

市場，同類型之交易資源可以被聚合成為一個報價代

碼，以利管理與提供達交易門檻之可靠服務，其效果

類似用戶群代表之用戶聚合群組 (portfolio)，如圖2所

示 [5]。合格交易者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進行報價、調

度、結算之對象，亦即報價工作是由合格交易者於電

力交易平台系統上執行；當調度事件發生時，調度指

令僅通知合格交易者，而合格交易者應自行通知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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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備之設置者，可以自用發電設備身份直接參與，

但須注意須分別於AMI側、自用發電設備端分別設置

M1、M2交易表計。

需量反應提供者之樣態較為多元，可以直接透過用

電設備卸載執行需量反應，或以表後發電機、表後儲

能等備援設備支援，降低對電網電力的需求而達成需

量反應之效果。然而，必須注意若採表後發電機、表

後儲能設備支援時，若未經審核同意，不得逆送電力

進電網。

併網型儲能設備為近期相當熱門之資源，是以可接

受調度以即時調節電能供需者身份進入市場，設置方

式建議參考台電公司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儲能系

統併聯技術要點」[6]，以及由電力交易平台市場規則之公

告事項「2-2：併網型儲能設備併網申請作業程序」[7]。

2.3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商品規格摘要

電力交易平台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共計分為三種

商品：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以及補充備轉容

量 [8]，其中，排除目前暫時僅適用於國營發電業，具

備每4秒接受控制信號之自動發電控制模式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動態調頻備轉容量，調頻備

轉容量依據其規格，又可區分為：動態調頻備轉容量

(Dynamic Regulation) dReg0.25、dReg0.5、增強型動態

調頻備轉容量 (Enhanced Dynamic Regulation) E-dReg、

靜態調頻備轉容量 (Static Regulation) sReg等四種。各類

型商品之規格摘要如圖5所示。

在電力交易平台之規則中，僅明確限制併網型儲能

不得參與補充備轉容量，其餘資源樣態只要能通過能

力測試，各項商品規格均可參與。然而，由圖5所示

之三種商品6種規格以及各資源樣態之資源特性，不

難發現：

圖2.� 合格交易者與報價代碼機制[5]

圖3.� 調度日前之程序[5]

圖4.� 調度日後之程序[5]

表1.�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資源樣態[4]

資格類
型

引用資源樣
態

說明

發電業 傳統發電
機

直接以發電業身份參與。
參與容量以未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
(PPA/FIT)之容量為限。

自用發
電設備
設置者

自用發電
設備

直接以自用發電設備身份參與。
汽電共生業者之參與容量，應考慮與公用售電
業簽訂餘電購售契約之尖峰時段保證容量。
除於台電AMI表位置設置M1交易表計外，另須
於自用發電設備端設置另一M2交易表計。

需量反
應
提供者

需量反應
直接以需量反應提供者身份參與。
參與容量應以與公用售電業簽訂之經常契約容
量為限。

表後發電
機

設置於用戶側之表後發電機，以需量反應身份
參與，均採需量反應模式計算效益。
緊急發電機為用戶自設以備市電供應異常時之
緊急備用電源。未經審核同意，不得逆送。

表後儲能
設備

設置於用戶側之表後儲能，以需量反應身份參
與，均採需量反應模式計算效益。
未經審核同意，用戶儲能不得逆送。

其他可
接受調
度以即
時調節
電能供
需者

併網型儲
能設備

直接以可調度之儲能資源身份參與。
經併網審查程序，獨立併網，並僅參與輔助服
務市場交易。暫不開放參與補充備轉服務。
無基本電費議題、採淨計量計算電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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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機組加減載之反應時間，自用發電設備資

源參與調頻備轉容量之可行性較低。

(2) 自用發電設備參與即時備轉、補充備轉之容

量，將受限於發電設備之升載率特性，而只要燃料充

足，執行1小時即時備轉、2小時以上補充備轉均為

可行。

(3) 考量需量反應之反應時間、追隨頻率增減用

戶負載之困難度，需量反應用戶參與動態調頻備轉

(dReg)之可行性低。

(4) 由表後儲能設備或不斷電設備所支援之需量反

應資源，若能準確控制用戶負載變動影響，則有機會

投入靜態調頻備轉 (sReg)。

(5) 由快速反應之發電機所支援或可快速卸載 /降

載設備用電之需量反應資源，則有機會投入即時備

轉，甚且若反應速度在5分鐘以內，可取得效能等級

之額外回饋。但執行過程中仍應考量用戶負載之穩定

性問題，避免因負載突升而侵蝕執行成果。

(6) 由發電機、長時效儲能設備所支援之需量反應

資源，只要燃料或電能充足，執行1小時即時備轉、2

小時以上補充備轉均為可行。由用電設備執行卸載 /降

載之需量反應資源，則應考量設備卸載 /降載之速度與

可持續卸載 /降載之時間，以評估可參與即時備轉或補

充備轉。同樣亦需考慮用戶負載穩定性，避免執行成

果受影響。

(7) 併網型儲能資源只要其設置之電能容量滿足圖

5規格，則參與各項調頻備轉、即時備轉均可行。

由此可知，採自用發電設備資源、併網型儲能設備

資源者，其關鍵在於設備之特性與能力；而採需量反

應資源者，其應考量之事項相對複雜，一般用戶恐無

法自行評估執行，此時，即需由ESCO業者或ESgator

業者給予協助。

2.4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現況

依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所公告知合格交易者資訊，

至2022年3月12日止，外部資源之合格交易者共計有

12家，已經提供調頻備轉容量22.3MW、即時備轉容

量12.2MW，以及補充備轉容量47.1MW[10]。

觀察此12家業者，現階段有個有趣的現象：提供調

頻備轉資源之合格交易者，並未提供即時備轉或補充

備轉；而提供即時備轉或補充備轉之合格交易者，亦

未提供調頻備轉。此結果不難理解為參與調頻備轉容

量之6家合格交易者，均以儲能設備為資源，其著重

於儲能設備相關業務。而提供即時備轉與補充備轉之6

家合格交易者，應是採自用發電設備或需量反應資源

參與，故尚未有能力投入調頻備轉。

所有合格交易者中，安瑟樂威、義電智慧能源、匯

智能源三家業者，由其公司所服務之內容，及其過往

於「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之

經驗，推估應為提供代理需量反應資源服務之合格交

易者，亦即為所稱之用戶群代表。此三家業者之參與

容量合計占即時備轉75%、補充備轉66%，可見用戶

透過用戶群代表給予協助而參與市場之比例相當高。

圖6所示，為自2021年12月1日起至2022年3月

12日止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項商品結清價格趨勢

圖，由圖6中可以看到，各項商品之結清價格，幾乎

都是貼著該商品的價格上限，此與目前資源供應量小

於需求量有關。考量外部資源之準備情形，短期內維

持此趨勢之機率頗高。

圖6.�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商品之歷史結清價格[10]

3. 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商業模式觀察

自2019年11月台電公司啟動「非傳統機組參與即

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2021年7月1日開啟電

力交易平台至今，由交易資源、參與業者間之商業模

式，可以觀察到如圖7之商業模式類型：

(1) 模式1：資源擁有者自行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

圖5.� 非國營發電業資源可參與之輔助服務商品[5,�9,�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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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發交易資訊系統，並進行日常之交易操作。代

表業者如：大同、台達等。

(2) 模式2：資源擁有者自行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

但透過其他交易資訊系統供應商進入市場，資源擁有

者自行執行日常交易操作。代表業者如：力麗等。

(3) 模式3：資源擁有者加入其他合格交易者，而

該合格交易者自行開發擁有交易資訊系統。此模式即

為典型之用戶群代表模式。代表業者如：義電智慧能

源等。

(4) 模式4：資源擁有者加入其他合格交易者，而

該合格交易者之交易資訊系統係與其他供應商合作。

代表業者如：安瑟樂威、匯智能源等。

(5) 模式5：資源擁有者自行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

但委由其他合格交易者代為執行日常操作。代表業者

如：能元 (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

制 ) 等。

由此圖7之5種模式，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團體參

與其中：資源擁有者、合格交易者、交易資訊系統業

者。資源擁有者因其擁有資源，故其必然為具備一定

資本實力者或具備資源先決條件者，如：以儲能資源

參與市場者，並然必須先投資設置儲能設備，或需量

反應提供者，必然為用電戶。因此，並非所有有意參

與市場之業者，均可以以此身份參與，因而衍生眾多

合作、融資、合資活動。合格交易者名單 [10]中之大

同、漢翔、台達、盛達、力麗、群創、中華電信、

錦華玻璃、震江等，均為其自身均為資源擁有者。

依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之規則，合格交易者必須

擁有一定之專業知識與能力，須通過專業人員資格測

驗、上機訓練，且應搭配資源通過通訊能力測試、執

行能力測試。此外，亦須依據規則隨時更新資源狀

態、投標、運轉執行、結算對帳等日常操作。合格

交易者為電力交易平台衍生之新興服務業，其商業運

作機制與製造業、設備供應商、資本商截然不同，因

此，資源擁有者或系統商不必然有意或有能力投入，

因而以專業合格交易者身份，專責代理資源參與市場

之團體陸續出現，此些團體型態可認知為用戶群代

表。如前所述之安瑟樂威、義電智慧能源、匯智能源

三家業者即屬此類。

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合格交易者，須依據所定義之

遙測通訊協定，每10秒或每分鐘上傳資源運轉資訊予

電力交易平台，並透過遙測通訊接收台電公司之調度

指令。此外，因合格交易者之日常運作資訊量龐大，

故而衍生資源管理資訊系統需求。交易資訊系統可能

由合格交易者自行開發以搭配其資源類型 (如：專為儲

能資源準備 )，或由資訊業者推出相對應之解決方案。

然而交易資訊系統之開發須以電力交易平台規則為基

礎，故對一般資訊業者而言亦存在一定門檻，此部

分國內已知有如：資策會、加雲聯網、南方電力等團

隊，開始為合格交易者提供解決方案。

圖7.� 已觀察到之電力交易平台商業模式

4. 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模式

如本文2.3節對電力交易平台商品規格與資源應用

之討論，以需量反應資源參與電力交易市場者，其用

電負載特性、用電設備降載 /卸載作法、生產性質用

戶之製程程序等，對其反應時間、執行成效有直接影

響。此外，雖然用戶自用發電設備之輸出相對於用電

設備降載 /卸載穩定，但若自用發電設備接受調度期

間，用戶負載因生產所需突升或大幅度變動，亦會侵

蝕調度執行成效。因此，對於以自用發電設備或需量

反應模式參與電力交易平台時，考量產品品質、環境

品質以及生產排程進度下，如何評估、規劃用戶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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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式及涉及之設備操作模式，以提供穩定可靠之資

源執行調度指令，為一相當專業之課題。對此課題，

ESCO業者因熟悉用戶用電特性、設備狀態，因此，

具有絕佳之機會協助用戶，亦可直接帶領用戶參與電

力交易市場。

本文參酌用戶群代表在需量反應型負載降低模式下

之商業行為，以及圖7電力交易平台已觀察到之作法，

彙整提出三種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模式建

議：

4.1 ESCO業者作為顧問服務角色

衍生自Type III之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ESCO業者

得以其擁有之能源設備應用專業知識、用戶端之製程

資訊，以及與長期服務用戶之經驗為基礎，透過增

加、強化對電力交易平台之專業知識，則可協助、輔

導用戶評估其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可行性與作法，使

用戶得以快速透過合格交易者進入市場，如圖8所示。

若ESCO業者對電力交易平台之專業知識充足，甚

且可作為合格交易者之智庫團隊，協助合格交易者分

析、排除其所遭遇之用戶端課題，亦或是協助用戶以

自有資源成為合格交易者。

此模式下，ESCO業者之收益預期來自對用戶加值

服務或輔導收益，以及對合格交易者之顧問服務收

益。工研院綠能所團隊執行台電公司委託研究計畫，

協助區營業處拜訪用戶，輔導用戶參與需量反應或電

力交易平台，並與合格交易者進行技術移轉合作，已

粗具此模式之精神 [3]。

圖8.� ESCO業者作為顧問服務角色模式示意圖

4.2 ESCO業者與合格交易者組成Esgator團隊

介於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Type II與Type III之間，

ESCO業者得以其擁有之能源設備應用專業知識、用

戶端之製程資訊，以及與長期服務用戶之經驗，與已

成為合格交易者之服務團隊進行合作，組成ESgator團

隊。透過ESgator團隊中之ESCO業者，對用戶之用電

分析與評估，甚至投入資金進行設備改善等工作，使

得用戶具有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能力，並將用戶資源

交予ESgator團隊中之合格交易者操作，如圖9所示。

此模式下，預期ESgator團隊之獲利來自與用戶分潤

電力交易平台之收益，而ESCO業者則就ESgator團隊

之獲利與合格交易者進行分潤。由於ESCO業者於此

模式下恐須承擔較大之設備改善成本，且收益金流來

自合格交易者，故ESCO業者之風險較高，目前尚未

獲悉有類似之合作模式出現。然而對ESCO業者之好

處是不須跨足不熟悉之電業服務工作，且具有與多個

合格交易者合作之可能性，可增加服務對象而擴大收

益。

圖9.� ESCO業者與團隊組成Esgator模式示意圖

4.3 ESCO業者自行成為Esgator

為Type II之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ESCO業者以其

擁有之能源設備應用專業知識、用戶端之製程資訊，

以及與長期服務用戶之經驗，透過深度培養自身電力

交易平台之專業知識與能力，而自行跨足成為合格交

易者，亦即同時具備ESCO業者與合格交易者身份成

為ESgator業者，如圖10所示。ESgator業者之交易資

訊系統，則可由ESgator業者自行評估依圖7之模式3

或模式4執行。

此模式之運作方式與前一ESgator團隊之運作模式相

同，差異僅在此模式下ESgator為單一公司，故ESga-

tor業者雖然可能承擔用戶端設備改善成本，但因電力

交易平台之收益金流係經過ESgator後分潤予資源擁有

者，ESgator之風險將較前一模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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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知名ESCO業者承隆集團，自2016年即積極投

入用戶群代表領域，並參與「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

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目前正帶領資源申請進入電

力交易平台，其即為ESCO業者自行成為Esgator之代

表業者之一。

圖10.� ESCO業者自行成為Esgator模式示意圖

4.4 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模式之優缺點分析

針對前述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營運模式

建議，各類模式推動時，有其相對應之考量，表2整

理分析比較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市場三種建議模

式下，可能衍生之優點與缺點。

5. 結論

本文檢視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之機制，並由電力

交易平台之商品規格、資源樣態評析，指出ESCO業

者投入電力交易平台之機會在於用戶側之需量反應、

自用發電設備資源。再透過對電力交易平台參與業者

商業模式之觀察，以及檢視用戶群代表參與電業或市

場之商業模式，引入結合ESCO與用戶群代表之ES-

gator，提出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市場之三種可能模

式：純粹以顧問型態協助用戶資源完成進入市場之準

備；與合格交易者組成ESgator團隊，協助用戶資源透

過ESgator團隊進入市場；以及，以ESCO能量為基礎

自行跨足成為ESgator業者，給予用戶完整解決方案。

透過本文之說明，期能使國內ESCO業者，擁有探

討進入電力交易市場之基礎點，進而使國內用戶側資

源得以釋出，成為穩定電力系統之可靠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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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市場之建議模式優缺點比較表

模式 優點 缺點

模式一：
作為顧問服務角色

可為對既有客戶之加值服務。
不涉及交易平台日常營運操作，有限度投入即可
達成。

以既有用戶為主要對象，業務擴展度有限。
服務完整性不足，恐降低用戶意願。

模式二：
組成Esgator團隊

專業分工，可獲得最大效益。
擴大收益來源，對用戶而言為實質收益分潤，而
非減少支出分潤，用戶意願增加。

可能須先進行設備改善投資，有資本投入可能
性。
金流掌握於合格交易者，ESCO業者風險增加。

模式三：
成為ESgator業者

掌握收益金流。
業務範圍擴大，同一用戶資源具有持續參與市場
之機會，收益相對穩定。

須增加資訊系統、專業知識投資，增加營運成
本。
可能須先進行設備改善投資，有資本投入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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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ESCO雲端能源管理商業模式

研析

一、前言

因
應市場趨勢，國際大型ESCO企業，逐漸由設

備改善等工程服務模式，轉型為設備代操、預

知保養及能源穩定管理等更為全面型商業服務模式。

為有效掌握及分析龐大資料資訊，ESCO廠商應建立

雲端能源管系統，整合能源用戶之運作數據、物聯網

及能源管理 (AIM)的趨勢，進而掌握能源使用，建立

能源模型，判斷設備及系統節能潛力，並透過能源調

度，適時供給系統穩定能源。為加速國內ESCO接軌

國際及多元化商業模式經營，結合國際能源管理商業

模式，提供我國ESCO廠商作為參採。

二、國際雲端能源管理商業模式案例分析

因應各國能源發展不同，架構在智慧電網及雲端能

源管理技術應用上，國際間能源管理商採多元及多角

化之發展，但綜觀各國業者投入方向，在目的上多為

「電網穩定」及「需求端管理」等二個構面，應用上

大致可分為1.節能技術型的需量反應措施、2.資金密

集型的儲能電廠建置及3.混合型的微電網的建置及管

理，相關業者透過合作的方式，擴大服務範疇，並取

得更多的服務對象，目前我國暫時僅開放輔助型交易

市場及綠電交易，暫難以判斷是否會有國際間發展之

趨勢，但仍可參考國際間發展的經驗。

A. Swell Energy(美國)：

Swell Energy公司2014年成立於南加州，資本額約

450萬美金，營業範圍包括氣候炎熱且電價較高的南

加州，早期為特斯拉電池經銷商，主要商業模式為經

營住宅用儲能系統及能源管理系統，透過能源管理系

統為社區用戶控制能源成本，並在費率較高的時段使

用儲能放電，費率低時切回電網，有效的為客戶降低

電費，然而其另外一個賣點在於透過儲能裝置，在停

電時仍可同時提供基礎電力，為客戶滿足基本需求。

Swell Energy公司搭配美國各地電力公司需量反應優

惠獎勵補助，利用儲電技術於離峰時間充電，尖峰時

間放電之操作模式減少公共電網負載，協助售電業降

低其售電壓力，相關商業模式可創造出三贏的局面，

如圖一。

圖一、Swell�Energy商業模式�

(電力公司、用戶、業者)架構

B. Australian Gas Light (澳洲)：

Australian Gas Light Company (AGL)成立於1837年，

早期開採天然氣及煤炭，並提供雪梨都會區瓦斯服

務，透過其資金優勢陸續投資建置再生能源電廠，發

展至今已成為澳洲全國為全國最大能源供應商，目前

擁有7座火力發電廠及11處大型再生能源發電站 (包

含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 )，共約11,208 

MW發電容量。該公司資本額約約96億美金，年營業

額約78億美金，目前為澳洲東部3州的主要電力、瓦

斯、網路以及行動電話服務主要提供業者。除了電力

公司電業務外，同時跨足終端用戶屋頂太陽能發電、

儲電、電動車等工程專案。

自2016年起為有效連結小型專案之發電與輸配電效

益，並減少總體石化能源消耗，該公司逐漸採用虛擬

電廠模式，連結各個小型屋頂太陽能發電以及儲電系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王秋霖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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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含電動車電池 )，收集分析各處電力使用資訊，除

回購電力外並於區域間輸送調配電力。AGL公司提供

設備建置補助、電費減免及低利分期付款等誘因，鼓

勵該公司客戶投入虛擬電廠體系。另同時對已有太陽

能發電或電池儲電設備之住宅或中小型企業用戶提供

免費進場維護等服務，鼓勵併入虛擬網路。

AGL公司與澳洲再生能源署 (Australia Renewable En-

ergy Agency, ARENA)合作，已於南澳州首府亞德雷

(Adelaide, SA)及近郊等區域，完成連結共1,000戶住宅

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共計5MW發電容量，可即時

輸配約12 MWh電力。

C. Next Kraftwerke GmbH公司(德國)：

成立於2009年，總部位於德國科隆，業務實績範

圍涵蓋德國、奧地利、法國、荷蘭、比利時、波蘭、

義大利以及日本等國。該公司資本額約7.5億美金，

預計將併入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 (Royal Dutch Shell 

Plc)，可運用母公司集團資金擴展業務。

該公司主要商業模式為整合再生能源、汽電共生、

生質能源及儲能等分散式電源 (DES)，同時聚合用戶

群，提供最佳電力供需調度，平衡傳統市電尖峰負

荷，並提供連結再生能源電廠建置營運虛擬電廠之相

關服務。

同時提供整合歐洲主要電力交易平台，藉由即時計

算電價，提供予合作之用戶買賣參考，並出售多餘電

力，其核心技術為運用其NEMOCS雲端能源管理平

台、Nextra電價分析軟體及Next Box傳輸硬體，提供

既有電廠代操作、即時電價分析以及 (用戶端 )需量反

應等周邊服務 (如圖二及圖三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共計聚合10,154家次能源用戶及再生能源電廠，可提

供9GW電量，至2020年電力交易累計15.1億度電，

6.28億歐元。

D. Centrica PLC公司(英國):

公司成立於1997年，總部位於英國溫莎，由百年

歷史的天然氣及煤炭開採公司轉型，資本額約32億美

金。本業為提供英國當地用戶電力及天然氣，同時提

供節能改善、再生能源電網、需量管理、電動車充電

站等全方位專案。業務實績範圍涵蓋歐洲及北美州，

擁有2,700萬家次以上客戶。2019年起陸續收購美國

當地能源服務公司 (Direct Energy、SmartWatt等 )，除供

應用戶電力及天然氣外，也從事能源效率提升專案，

例如空調、照明、空壓系統、監控系統及熱能系統。

自2019年4月起，與東京電力子公司TEPCO Ven-

tures合作，運用雲端需量反應平台FlexPond，輔助日

本九州的供電系統，聚合用戶達到尖峰用電時段啟動

再生能源或儲電站可提供備用電源，減低傳統市電

負荷。2020年該公司與歐洲知名能源公司合資創立

EStor-Lux公司於比利時建置10MW(20MWh)儲能站，

結合Centrica平台建立虛擬電廠，利用離峰時間蓄電，

作為當地Elia電力公司之尖峰時段備用電源。

E.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公司(日本)：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Corporation(ESS公

司 )為日本東芝集團旗下電力事業之子公司，成立於

2017年，資本額約2億美金。主要業務範圍包含傳統

發電廠、再生能源發電廠、輸配電基礎設施、儲能及

能源管理等業務。

能源管理業務之目標是為電力設施建立可視化系

統，以有效了解其電力使用狀況，並導入雲端大數據

圖二、Next�Kraftwerke虛擬電網架溝

圖三、Next�Kraftwerke電力交易平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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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商業模式研析

綜整前述國際企業能源管理系統投入電力市場如表

一，可以發現部分公司兼具能源供應商角色，主要可

透過發展相關能源管理商業模式降低能源供應成本，

另外值得觀察的是，國際ESCO戶投入電力市場的商

業模式，主要目的在於穩定電網及用戶用能管理，電

業高度自由化是重要發展立基。

相關商業模式在硬體架構上，隨著儲能設備 (含大

型儲能電場及小型分散式儲能 )的運用，藉由削峰填

谷的特性，達到需量管控及電價管控，為用戶爭取價

差，而在軟體面上，藉由 ICT技術，打造管理平台為

用戶及電網進行即時管理，並藉由歷史數據的大數據

分析，建立運行策略進而達到電網及用能管理最佳化

之目的。

表一、企業投入電力市場商業模式彙整表

公司名稱
資本額
(美金)

投入電力市場項目

Swell 
Energy(美國) 450萬

 ˙住宅用儲能系統
 ˙住宅用能管理(能源成本管理)
 ˙虛擬電廠(住宅、小型商場)

Australian Gas 
Light(澳洲) 96億

 ˙屋頂型PV建置
 ˙住宅型儲能建置
 ˙用能管理服務(含節能改善工程)
 ˙虛擬電廠建置及託管服務
 ˙電力供應商(火力及再生能源)

Next 
Kraftwerke 
GmbH (德國)

7.5億
 ˙虛擬電廠託管服務(整合再生能
源、汽電共生、生質能源及儲能)
 ˙用戶用能管理(電價最適方案)

Centrica PLC 
(英國) 32億

 ˙儲能電廠建置
 ˙虛電廠建置及託管服務
 ˙用能管理服務(含節能改善工程)
 ˙能源供應商(電力及天然氣)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日本)

2億

 ˙虛擬電廠託管服務(光電廠、地方
型電力公司)
 ˙虛擬電廠託管建置(儲能電池、輸
配電及遠端能源管理軟硬體)
 ˙電力供應商(火力及再生能源)

四、結論

綜觀我國雲端能源管理商業模式，相較於國際推動

情況，可說已具備良好的軟硬體發展體質，但其中最

大差異在於我國尚未開發電能交易市場，且發電、輸

配及售電亦尚未分割，因此商業模式不如國際多元。

但隨著淨零碳排國際趨勢及碳交易制度發展，未來如

可將節能與減碳績效做結合，加值應用於雲端能源管

系，有助於我國ESCO產業商業模式多元化之發展。

分析，預知各個配電端電力使用狀況作為尖離峰發電

調配，以節省電力成本。藉由其能源管理系統軟硬體

之優勢，ESS公司於2020年底投入虛擬電廠託管服務

(Toshiba VPP as a Service)，業務對象為獨立太陽能發電

廠以及地方型電力公司，以月租型付費模式，於客戶

端建置虛擬電網所需之儲能電池、輸配電及遠端能源

管理軟硬體，提供能源使用預估分析及輸配電服務。

虛擬電廠系統另可擴充為聚合需量反應分析服務，除

了減少電力公司發電成本外，亦可協助用戶取得需量

抑低獎勵 (如圖四至圖六 )。

圖四、東芝ESS虛擬電廠架構

圖五、東芝ESS能源管理分析介面

圖六、聚合須量反應分析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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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吸
附式製冷因為可利用太陽能或是廢驅動進而製

冷，近年來備受關注，也是綠建築未來關鍵空

調設備之一，但是在50~70℃低溫熱源再生條件下，

如果吸附式製冷的冷凝器溫度為28~33℃，吸附式製冷

系統的冰水出水溫度也只能保持約16~18℃，在再生

熱源無法提高的前提下，改善冷凝器的冷卻水將是解

決之道，因此本研究使用22℃潛層溫度當作冷凝器冷

源，使吸附式製冷系統可在低溫50~60℃的再生條件

下，製造出約15℃的冰水，與30℃冷卻水相比，潛層

溫能冷卻水可以提高吸附式製冷熱COP約50%。另一

方面，利用吸附式製冷製造的冰水當作傳統壓縮式冰

水主機之冷凝器的散熱冷源，可大幅提高空調系統整

體的效能約52%，與單純淺層溫能結合壓縮機系統相

比，可提高約33%效能，對於容易取得潛層溫能與太

陽能熱水的別墅型綠建築，使用吸附 -壓縮複合式空

調系統將為最佳配置法。

關鍵字 : 潛層溫能、吸附式製冷、吸附 -壓縮複合式

系統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dsorption chiller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they can be driven by solar energy or waste. 

It is also one of the critical air-conditioning equipment 

for green buildings in the future. I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adsorption chiller condenser is 28~33℃,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hilled water outlet of the adsorption chiller can only 

achieve at about 16~18℃. Improving the condenser’s 

cooling water of the adsorption chiller will be the key 

method because the regeneration heat source’s limited. 

Th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with 22℃ is used as the 

cooling source of the condenser. �e adsorption chiller can 

produce chilled water of about 15℃ under the regeneration 

condition of low temperature 50~60℃. Compared with 

the 30℃ cooling water, th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cooling water can improve the COP of adsorption chiller 

by about 50%. On the other hand, using the chilled water 

produced by the adsorption chiller as the cooling source of 

the condenser of the traditional compressed chilled water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by about 52%. Compared with 

the simpl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ssor system, the energy efficiency can be improved 

by about 33%. The adsorption-compression hybri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ill be the best choice for villa-type 

green buildings that can easily obtain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and solar hot water.

Keywords: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adsorption-
compressed hybrid system. 

應用太陽能與潛層溫能製冷以提升

冰水主機冷凝器散熱效果

 I 陳志豪1 盧勁宏1 彭及青1 康育豪1 陳鈞振1 陳希立2 江沅晉3 

1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2 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

3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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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太陽能驅動吸附-壓縮式空調系統[8,9]

有其他的學者提出使用壓縮機本身的廢熱驅動吸附

式製冷，再利用此冷能增加壓縮式系統冷凝器的過冷

度，例如Andrej Gibelhaus等人 [10]用二氧化碳雙效熱

泵系統的廢熱，驅動吸附式製冷，並利用此冷能提升

二氧化碳雙效熱泵的冷凝器之過冷度，進而使系統能

效提升22%。因為是回收壓縮機的廢熱並應用於冷凝

器，所以吸附式製冷的冷能與壓縮機冷能的比例下降

至0.84，整體系統成本將可降低，其他類似的複合式

系統 [11,12]也可以在文獻中看到，代表複合式系統已

成為未來研究的趨勢。然而，目前遭遇到的關鍵問題

還是在低溫再生條件下，吸附式製冷的COP過低，進

而使得系統體積過大，成本上升。

降低吸附式製冷之冷凝器的溫度，進而使再生能力

增加，還有利用冷卻水帶走吸附時的吸附熱，都有利

於提升吸附劑的性能 [13]，系統整體的COP也會獲得

提升，吸附劑吸附水氣時，會因為產生凡德瓦爾力而

放出吸附熱，使自身的溫度升高，但是低溫下的吸附

能力較佳，凡德瓦爾力也會越強，因此溫度升高，會

使吸附能力下降，所以有效的帶走吸附熱，將會是吸

附能力提升的關鍵，越強的吸附能力，代表可達到的

真空度越高，冰水溫度也可以越低。另一方面，再生

時脫附的高溫高壓水氣，會往相對低溫低壓的冷凝器

移動，此驅動力，決定吸附劑再生的能力，如果無法

一、前言

冷凍空調設備的電力消耗在各大領域一直在前三

名，在建築耗能方面，更佔了40~50%的能耗，面對

未來碳中和與綠建築市場的國際發展趨勢，空調系統

的能耗改善勢必為重點研究方向之一，在眾多的空調

研究領域中，吸附式製冷系統因可以使用太陽熱能或

是廢熱驅動 [1~3]，所以吸引了許多研究學者的注意，

其運轉原理是利用液態水 (冷媒 )，在真空腔體中進行

蒸發，使溫度下降至5~18℃，蒸發出來的水蒸氣再利

用吸附劑吸附，保持腔體的真空度，進而使冷媒持續

的蒸發，然吸附劑會因為吸附水蒸汽慢慢飽和而失去

吸附能力，此時會採用雙塔結構，切換到另一塔並繼

續吸附水氣，保持蒸發製冷效果，而吸附飽和之吸附

塔則在內部熱交換器中通入熱水，使吸附劑中的水氣

脫附再生，並在冷凝器中凝結成液態水，完成一冷媒

循環，但因與傳統蒸氣壓縮式系統相比，吸附式製冷

COP(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偏低，因此造成同樣冷

能能力的狀態下，系統體積大、系統成本較貴，故到

目前為止，吸附式製冷都無法完全取代蒸氣壓縮式系

統，但是熱驅動特性，還是讓此系統持續地被精進地

研究中。

通常民生與商業建築使用的熱水溫度都不會超過

90℃，在此再生溫度下，吸附式製冷的冰水溫度約在

13~18℃[4]，因此近年來有學者使用複合式系統，把

吸附式製冷製造出來的冷能，對傳統蒸氣壓縮系統的

冷凝器進行冷卻，大幅提高壓器壓縮系統的能力，如

圖1所示，Giuseppe E.Dino等人 [5]以實驗方式，對

吸附 -壓縮式空調系統進行研究，由結果顯示複合式

系統能效可比單純壓縮式系統提高15~25%。Salvatore 

Vasta等人 [6]同樣架設吸附 -壓縮式系統，當壓縮式系

統的冷媒為R-410A時，系統最高COP可以達到8，效

率提升約25~50%，進一步對不同天然冷媒也進行模擬

分析，其性能提升效果卓越。Syed Muztuza Ali等人 [7]

呈現一個新型的吸附 -壓縮是複合系統，產生冷能的

同時，還可以進行海水淡化，整體效益會比兩個各別

的系統高。Mohaned G. Gado等人 [8]理論分析了吸附 -

壓縮式空調系統的能量平衡與經濟可能性，當吸附式

製冷的冷能是壓縮式系統冷能的1.33倍時，能耗可減

少62.5%，且回收年限約9.65年，此案例是同時使用

太陽能發電系統驅動複合系統中的壓縮式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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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脫附水氣，即無法在下一次進入吸附階段時，完

整呈現吸附劑的吸附能力，在再生溫度有限制的狀態

下，如果能降低冷凝器的溫度，亦可提升吸附劑再生

能力，進而使整體性能得到提升。

而吸附時的冷卻水與再生時的冷凝器來自於同一個

冷卻水系統，兩個熱交換器是串連的，因此冷卻水

的溫度，將會大幅的影響吸附式製冷系統的性能。S. 

Rosiek和F.J. Batlles [14]用潛層溫能取代冷卻水塔，應

用於太陽能驅動吸收是製冷系統，潛層溫能來自於地

下20公尺的土讓與地下水溫度，常年保持約22℃，相

對於當地外氣25~28℃，吸收式製冷因為冷卻水溫度下

降，加上不需要使用冷卻水塔浪費水資源與補水，整

體的節能量達到31%。但是此篇文獻的外氣與潛層溫

度差距不是很大，所以效果不算明顯，在台灣 [15]，

潛層溫能與外界的溫度差距非常大，且台灣是高溫高

濕的環境，冷卻水塔是靠蒸發冷卻進行降溫的，但是

高濕的環境會使冷卻水塔降溫效果受限，在夏天冷卻

水塔的溫度常常在30~32℃之間，如果使用此溫度的

冷卻水，將會使吸附式製冷的效能低。另外潛層溫能

可以來自於湖泊、地下水或是建築筏基水 [16]，對別

墅型建築而言容易取得，且量體充足，所以別墅型建

築空調，非常適合使用吸附式製冷與潛層溫能散熱系

統。

以溫度梯度的串聯概念，先以22℃前層溫能提升吸

附式製冷的性能，而製作出16℃的冰水，接著對蒸氣

壓縮式主機的冷凝器進行散熱，在高效率的作功下，

使冰水溫度達到7℃，並充分利用天然資源，使能源

使用達到最大化效率。

圖2、壓縮機廢熱驅動吸附-壓縮式空調系統[10]

本研究以實際場域進行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

式製冷應用於冰水主機散熱商業化的吸附式製冷系

統，首先先對德國吸附式製冷系統商品進行性能測

試，利用不同冷凝器溫度，了解潛層溫能對於吸附式

製冷系統性能之提升，接著使用太陽能熱水與潛層溫

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之冰水，對壓縮式冰水主機之

冷凝器進行散熱，取代傳統冷卻水塔，並與單純潛層

溫能對壓縮機冰水主機散熱系統進行比較，分析吸附 -

壓縮式空調系統的優勢。

二、實驗系統架設

2.1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

圖3顯示了吸附式製冷的運作原理，通常採用雙吸

附床結構，一床進行吸附，一床進行再生，蒸發器

以滿溢式浸泡在水冷媒中，水冷媒因為在真空的環

境下，碰到蒸發器內溫度較高的冰水回水會開始蒸

發，進而帶走冰水回水的熱量，產生7~18℃的冰水

出水，供給現場氣側空調使用，冷媒蒸發後會使蒸發

器腔體內的壓力上升，便無法持續在低溫下把剩下的

液態冷媒蒸發，因此使用吸附床，把冷媒水蒸氣吸

附，因為吸附的過程中會放出熱量，所以吸附床內

部會有熱交換器通冷卻水進行降溫，冷卻水的溫度通

常是18~35℃，吸附床會趨於飽和，當吸附能力下降

時，將切換另一吸附床持續吸附，而飽和的吸附床則

切換內部熱交換器的水路，通入0~90℃的熱水加熱

吸附床，使吸附劑進行脫附再生還原，脫出的水蒸

氣，會進入系統的冷凝器，透過18~35℃的冷卻水冷

凝回液態水，最後排回蒸發器，完成循環。理想的吸

附式製冷系統循環如圖4所示，更多細部解說可以參

考文獻 [17]，吸附式製冷系統理論COP (Coeffici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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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如式 (1)所示 :

COP = η ⋅ ε = 
Qevap

QH
 =  (Tde – Tcond)

Tde
 ∙ Tevap

(Tad – Tevap)
 (1) 

  QH是輸入吸附式製冷的熱能，而Qevap是蒸發器產

生的冷能，Tde是再生的溫度，Tcond是冷凝器的溫度，

Tad是吸附床的溫度，Tevap而則是蒸發器的溫度。其中

吸附劑的吸附溫度 (Tad)與冷凝器的溫度 (Tcond)都與冷

卻水有關，且由式中即可發現，冷卻水溫度越低，理

論COP可越高。

圖3、吸附式製冷運作原理

圖4、理想吸附式製冷系統循環[17]

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的熱源可以來自太陽能或是廢

熱，以民生別墅型建築而言，太陽能熱水系統具有

一定程度的競爭性，真空管太陽熱水系統產生的熱水

最高可以達到90℃，本研究在別墅型建築之屋頂與屋

簷，裝設19組真空太陽能集熱管，每組產生0.7~0.8 

kW的熱能，所以總熱量約13~15 kW，在台灣，等

效太陽能日照時間約3~4小時。然而，吸附式製冷

在50~90℃熱水溫度與28~32℃冷卻水溫度之操作環境

下，系統COP約只有0.3~0.5，因此在熱源受限的狀

態下，下降冷卻水溫度是有效的改良方式，文獻顯示

吸附式製冷系統在低溫冷卻水的操作環境下，系統的

COP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5, 6, 8]。

一般來說，吸附式製冷系統都會使用冷卻水塔產生

低溫冷卻水，冷卻水塔的原理是蒸發冷卻產生冷卻

水，但是在台灣夏天高溫高濕的狀態，冷卻水塔的蒸

發冷卻能力極差，因此水溫都在30~32℃之間，即代

表吸附式製冷吸附床的溫度可能高達35℃，如圖5顯

示，如果吸附劑吸附時的溫度從35℃下降到25℃，吸

附性能約可提升40~50％，因此保持在低溫狀態，對

於吸附劑的吸附性能而言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再生

階段之冷凝器也使用冷卻水，冷凝器溫度越低，與再

生端吸附床的壓差就越大，即可使更多的水氣脫附，

脫附階段如果水氣脫附的越完全，吸附階段即可達到

更低的真空度，進而達到更低溫度的冰水出水溫度。

圖5、矽膠吸附劑吸附性能圖[18]

潛層溫能被視為天然的再生能源之一，通常是指深

度超過3 m的常溫能源層，可以是土壤、地下水、湖

泊或是筏基水，因為未接觸太陽與外氣，所以長年保

持一定的溫度，隨著季節變化溫度變化小，因此可以

在夏天當作冰水主機散熱之冷源，潛層溫能的特性就

是被加熱後，會自動恢復到原始的溫度狀態，但也代

表者，潛層溫能是需要間接式運轉的，不能持續的對

其供給能力，不然與散熱端的溫差將會縮小，進而失

去意義，如果是流動的地下水，將可大幅改善潛層溫

能的運轉時間，本研究利用別墅型建築25m深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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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當作冷卻水，抽出後對冰水主機或是吸附式製冷系

統進行散熱，接著打回地下水層的下游端，如此即可

保持地下水的水位，且確保地下水的溫度不會受到回

水的影響，而流動的地下水，就可保持一定的溫度，

可以連續的運轉，本研究的示範場域之地下水溫為

22℃，與外氣30~32℃相比，有趨近10℃的溫差，在

夏天，取代因為高溫高濕而效率差的冷卻水非常具有

優勢。

圖6為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圖，

本研究使用太陽能熱水當作驅動的熱源，溫度約

50~70℃，冷卻水使用潛層溫能，溫度約22℃，製造

出來的冰水儲存於冰水桶槽中，溫度約16~18℃，所

有溫度量測點都以資料紀錄器以每秒紀錄運轉過程中

溫度的變化，吸附式製冷系統是德國 (SorTech)公司的

商品機，吸附劑為矽膠，在冷卻水為30℃時，可低溫

50℃驅動，但型錄資料顯示COP會僅剩0.2~0.3，本研

究會以22℃潛層溫能取代冷卻水，可望使系統COP回

到0.5以上。

圖6、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製冷系統配置圖

2.2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冰水主機散熱

在夏天，冷卻水塔因為高溫高濕的環境散熱不良，

因此冰水主機的能耗都較高，另一方面，因為夏天

的日照時間長且劇烈，太陽能熱水的效率較好，而

一般民眾在夏天使用的熱水量也較低，因此可以充

分利用此多餘的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並製造出

16~18℃的低溫冰水，對冰水主機的冷凝器進行降溫，

大幅提高冰水主機的能效，潛層溫能約22℃，雖然也

可以直接對冰水主機進行散熱，但是散熱效果並沒有

吸附式製冷系統高，且以能量的觀點分析，太陽熱能

可以充分地被利用，且冷端也以溫度梯度的概念降溫

至最低7℃的冰水供給，符合能源使用效率的原則，

系統配置圖如圖7所示。冷熱水桶可同時供給別墅型

建築一天的冷熱源所需。

圖7、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

冰水主機散熱配置

三種COP可以表示實際系統的能力，一種為熱

COP，標示為COPth，為輸入熱量產生多少冷能的表

示方式，主要針對吸附式製冷系統，另一種為電力

COP，標示為COPel，為輸入電力產生多少冷能的表

示方式，主要針對冰水主機的能效，本研究會以這兩

種COP對系統進行評估，進而比較改善與節能的比

例，如式 (2)與式 (3)所示。
Thermal COP: COPth

Cooling capacity kW
Thermal injection kW

(2) 

Electricity COP: COPel
Cooling capacity kW
Electric power kW

(3)

三、性能測試與分析

3.1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

首先驗證潛層溫能對吸附式製冷系統的影響，通常

在民生系統使用的熱水，只是用來洗澡、洗碗與暖房

使用，因此不會讓熱水溫度過高，幾乎都保持在

50~70℃之間，如此低溫的熱水，用來驅動吸附式製

冷，其COPth會偏低，因此本研究在固定再生溫度條

件下 (52℃)，透過冷熱水路混合調控冷卻水的溫度，

測試使用潛層溫能取代吸附式製冷的冷卻水塔之效

果，其結果如圖8所示，此測試條件的冰水回水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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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8~20℃，而吸附式製冷冰水出水溫度為14~17℃，

當再生溫度為52℃，冷卻水溫度為30℃時，製冷能力

約1.5 kW，當完全關閉熱水混水開關，以純22℃潛層

溫能當冷卻水時，同樣在再生溫度52℃時，製冷能力

可以提高到 3.3 kW，且COPth可以從 0.18提升到

0.42，證明冷卻水對於吸附式製冷性能的提升非常重

要，低溫的冷卻水不僅可以有效帶走吸附時放出的吸

附熱，進而維持吸附劑的吸附能力，較低的溫度更可

使吸附床的相對濕度提高，加強吸附的能力。另外，

低溫冷卻水也可以讓再生階段之脫附床與冷凝器的壓

差加大，增強再生效果，所以冷卻水溫度對於低溫再

生下的吸附式製冷影響巨大，文獻 [6]也指出，再生

溫度在80℃以下時，如果冷卻水可以保持25℃，其

COPth性能差距不大，代表低溫再生的狀態下，冷卻

水的影響力相對較大。

圖9顯示出不同熱水入口溫度對吸附式製冷性能的

影響，可發現製冷能力隨熱水溫度上升而上升，且上

升幅度稍微比冷卻水溫度降低而提升的製冷能力大，

代表再生溫度還是直接影響冰水的製冷能力，但是由

COPth可發現變化並沒有改變冷卻水溫度來的大，因

為輸入的熱量變多，產生的冷能量也約略是等比例上

升，所以對於系統的COPth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但

再生溫度對吸附式製冷系統的製冷能力影響大，高的

再生溫度可以確保吸附劑完全再生，有較好的吸附能

力，進而達到較低的真空度，因此以體積的觀點來

看，高溫再生還是具有必然的優勢。然而實際使用

此系統於別墅型建築時，因為熱水的溫度通常不會太

高，長年平均約50~55℃，因此在此再生溫度的限制

下，必須使用潛層溫能，讓冷卻水溫度下降到22℃，

才能有效的讓吸附劑再生，別墅型綠建築特別適合使

用此種配置，達到空調近零耗能的目的。當高太陽充

足時，也代表建築空調負荷加重，吸附式製冷可以輔

助冰水主機系統的散熱，提升冰水主機的能力。

3.2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冰水主機散熱測試結果

本實驗中，吸附式冰水機固定不變的實驗參數為

熱水流量20 LPM、冷卻水流量60 LPM、冷卻水溫度

22℃、冰水流量20 LPM、吸附 /脫附時間10 min，冰

水主機固定不變的實驗參數為冰水主機之冰水入水溫

圖8、不同冷卻水入口溫度對吸附式製冷性能影響

圖9、不同熱水入口溫度對吸附式製冷性能的影響

度12℃、冰水出水溫度9℃、冰水流量18 LPM。

圖10為在不同熱水溫度的條件下，吸附式串聯壓縮

式冰水主機之冷卻水與冰水水溫隨時間的變化，由圖

可觀察到冷卻水水溫先降後升的情形，表示在製冷期

間初期，吸附式冰水機提供的製冷量大於雙效熱泵的

排熱量，使冷卻水水溫快速下降，到製冷期間經過3

分鐘時，因吸附式冰水機的製冷特性使冷卻水水溫開

始上升，說明其製冷量小於雙效熱泵的排熱量，此時

可切換另一塔，持續提供冷能，讓壓縮式冰水主機保

持良好的散熱狀態。圖11為複合系統在不同熱水溫度

驅動下之電力COPel整理圖，當熱水溫度由63℃上升

至77℃時，電力COPel持續上升，其最大值為4.06，

因為吸附式製冷的冰水溫度可以從16℃一路下降至

13℃，幾乎與壓縮式冰水系統的回水溫度相同，所以

COPel大幅的上升，但是要在民生系統中找到70℃以

上的熱源較難，只有工業較有機會找到70℃以上的廢

熱，這也代表工業用的冷卻水塔，有機會使用廢熱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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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吸附式製冷系統進行散熱，大幅降低工業冰水主機

的能耗。

表1為不同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壓縮式冰水

主機散熱實驗數據整理，冰水主機使用28~30℃冷卻

水塔散熱時的能耗較高，COPel約2.06，因為為較老

的主機，所以本身COPel就偏低，如果使用22℃的潛

層溫能進行散熱，則COPel上升到2.36，潛層溫能約

可使冰水主機的性能提升14%，而利用太陽能熱水的

廢熱驅動吸附式製冷的話，在63℃時，可產生約15℃

的冰水當作冷卻水，所以壓縮式冰水主機的COPel可

以上升到3.15，與冷卻水塔系統相比提升52%，與潛

層溫能散熱系統相比提升33%，效益驚人。

圖10、熱水63℃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壓縮式冰水主

機散熱測試圖

圖11、不同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壓縮式冰水主機

散熱測試圖

表1、不同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

壓縮式冰水主機散熱

壓縮式冰水主
機散熱方式

吸附式製冷熱
水驅動溫度

(℃)

冰水主機
製冷能力

(kW)

複合系
統電力
COPel

壓縮機
功率
(kW)

太陽能與潛層
溫能驅動吸附

製冷系統

63 2.86 3.15 0.91
68 3.40 3.80 0.89
70 3.52 3.97 0.89

77 3.44 4.06 0.85

潛層溫能 - 2.51 2.36 1.06

冷卻水塔 - 2.25 2.06 1.09

四、結論

吸附式製冷系統因為具有熱驅動的特性，對於近零

耗能建築有相當的優勢，未來因應冷熱電共生等區域

能源系統發展，將是零耗能建築必備的節能配置之

一。但是吸附式製冷目前因為效能偏低，造成體積

與成本都很昂貴，若以別墅型建築具有潛層溫能的優

勢，可望提高吸附式製冷的能力，並利用能階運用的

概念，讓吸附式製冷與壓縮式冰水主機串聯，以吸附

式製冷的冰水對壓縮式冰水主機的冷凝器進行散熱，

大幅降低冰水主機的能耗，再生熱源的溫度還是有一

定程度影響吸附式製冷的整體能力，所以除了別墅型

空調系統，在具有超過70℃之工業廢熱領域上，也有

很大的潛力市場。

1. 吸附式製冷冷卻水溫度從30℃下降到22℃，性能可

提升50%。

2. 吸附式製冷熱水驅動溫度從52℃提升到70℃，性能

可提升25%。

3. 冰水主機使用吸附式製冷散熱系統，與冷卻水塔散

熱系統相比可提升52%能效，而與純潛層溫能散熱

系統相比可提升33%。

因為本研究使用的冰水主機較老舊，使用冷卻水塔

散熱時，系統的COPel即偏低，所以使用吸附式製冷

之散熱系統的效益提升較為明顯，如果是對高性能的

冰水主機進行散熱，其提升的比例將會下降，文獻指

出對冷凍冷藏設備提升效果較高約30~50%，對空調系

統的提升較低約20~25%，本研究的實驗數據與成果可

供學者們一個案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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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
國能源約有98%需仰賴進口，同時又是以外貿

為主的經濟體系，因此在面對全球因溫室氣體

排放而造成環境急遽惡化的趨勢下，能源轉型及如何

因應全球2050淨零碳排之要求，我們勢必面臨國內外

甚多的挑戰；而在追求淨零碳排下，節約能源已成為

國內一個公約數，同時整體要求已從設備效率提升，

逐步邁向系統整合及系統能效之要求，因此ESCO產

業如何以過去累積之技術能力及專業形象，協助國內

相關產業導入AI數位化技術也將成為ESCO產業的一

個新的契機。

一、前言—我國的能源轉型

面對全球因溫室氣體排放而造成氣候變遷及環境急

遽惡化，人類已經不能再忽視整個大自然力量的反

撲；台灣在2015年為因應這樣的變化及善盡地球村公

民的角色而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已明白

納入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為

2005年排放量再減量50%以上；由於台灣溫室氣體排

放量中，能源使用約為9成左右，因此政府從2016年

也開始推動能源轉型，透過「減煤、增氣、展綠、非

核」等四項作法，希望在2025年達成再生能源發電佔

比達到20%、天然氣發電達50%、燃煤發電及其它降

從能源轉型到2050淨零排放，

  楊秉純理事長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我們可以做什麼?

圖一、我國能源轉型路徑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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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0%、核能發電歸零的目標 (如圖一所示 )。

二、全球對氣候變遷的努力

全球為了因應地球環境的惡化，於1987年簽署了

所謂「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針

對部份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五項氟氯碳化物及三項海龍

之生產與消費量訂定削減時程，並強調各國有共同努

力保護臭氧層的義務。接著聯合國於1992年5 月9 日

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目標為將大氣中人為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於一個不危

及天氣系統的水平。並逐年在COP會議中進行協商，

尤其是在2015年的COP21達成所謂的巴黎協議，涵

蓋三個主要內容： (1)確保全球溫升抑制在攝氏2度以

下，並努力將溫度升幅控制在1.5度以內； (2)各國以

「自主貢獻」的自願性方式參與，提出削減目標及因

應對策； (3)從2023年開始，每5年將對全球整體之

溫室氣體削減政策進行盤點檢討。[2]

然而在COP21之後，溫室氣體排放並無減緩的趨

勢，地球環境仍持續惡化，因此更強制性的作為勢

必成為人類必需面對及採取的對策；這也是近年來國

際間開始呼籲各國需採取更為積極作為以追求及邁向

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因此今 (2021)年在英國舉行的

COP26中也對目前各項行動或措施恐無法達成限制溫

升在1.5oC之要求感到憂心，雖然在會議前已有全球

超過141個國家加上歐盟及台灣分別宣示了2050淨零

排放的目標，其總排碳量已接近全球總排碳量的9成

[3]，然而對如何落實各項作為仍無太大共識及決議。

倒是對巴黎協定第六條 (Article 6)有關碳交易市場部分

在懸宕多年後總算拍板定案，這也意謂著碳交易市場

也將正式啟動。第六條的重點即是規定排放國之間根

據其應對計畫的「碳排放交易機制」，俗稱「碳市場」。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或企業自行減量的成本太

高，可從其他國家或計畫買「碳權」來抵消。其中6.2

條文規範國家間的抵消機制，6.4則規範須經聯合國認

證的國際碳權規則。同時在碳權的計算上也排除了重

複計算，也就是未來碳權交易後，賣方售出的碳權，

只能算給買方的減量成果。另外在當年《京都議定書》

所提出了三種市場機制下所產生之碳權在COP26中也

達成協議以2013年1月1日為過渡截止日，在此日期

後認證的CDM碳權才能在國際間交易。這樣之結果

雖然許多團體表示不滿，但在妥協下也總算讓第六條

拍板定案了，也為避免全球環境持續惡化邁了一小步

[4]。

三、全球及我國因應淨零碳排的作法

這樣的結果對台灣來說，又有怎麼樣的影響？雖

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不受《巴黎協定》第六條規

範，無法執行6.2規定的國家間減量交易，也無法參

與6.4的碳權認證。可是，若從國際碳金融發展趨勢

來看，未來「自願性市場」勢必與第六條連結。因此，

台灣就算短期內不受國際協議規範，也得好好制定國

家減碳目標與執行計畫，做好未來參與國際碳市場的

準備，才能免除被加諸各種貿易壁壘和氣候稅負的命

運。

我國是於今 (2021)年四月由蔡總統正式宣示「 2050

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臺灣的目標；減碳也

會改寫經濟的邏輯，誰能率先發展出新技術、建立

新模式，誰就能在新的全球局勢中，把握住關鍵地

位。」因此也正式展開我國淨零碳排的路徑規劃。[5]

而根據 IEA(2021.5)「 全球能源部門2050年淨零排

放路徑 」指出可能的關鍵策略：在需求面須從行為

模式改變 (含生活方式、運輸行為、提高資源回收率

等 )、能源效率提升 (含淨零建築、高效率運具、廢熱

回收等 )、電氣化 (含電動運具、供熱電氣化等 )及氫

能應用 (含在工業部門為氫能煉鐵、天然氣摻配等 )；

等方面著手；而在供應面則是氫能應用 (則是指在發

電部分則是導入氫能、燃料氨混燒等 )、再生能源 (含

再生能源發電、再生能源區域供熱、生質燃料等 )

及CCUS(含水泥及電廠強化CCUS、推動BECCS及

DACCS等 )方面著手。IEA更進一步指出 IEA欲達成

2050淨零排放，能源系統使用須做出前所未有改變；

其關鍵因素為 (1)2050淨零轉型，45%仰賴創新潔淨技

術 (如碳捕存及氫能源等 )，惟技術尚未成熟； (2)轉型

過程需要最大化再生能源 (太陽能、風力 )供給，搭配

相對低碳天然氣補足電力缺口，並逐步應用未來創新

潔淨技術。其路徑則如圖二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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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更提出「淨零推動時須審慎規劃，過程中除了

需要公民支持與參與外，以「人」為核心的公正轉型

內涵必須兼顧」之觀念及呼籲；而我國蔡總統也同時

強調「面對淨零轉型，更須關注的是，在轉型過程

中，可能受到衝擊的弱勢族群，他們才是政府需要照

顧的對象。」因此在我國推動2050淨零碳排下，在供

應端係以追求能源淨零轉型為目標，並以增加無碳電

力 (以再生能源為主 )及無碳燃料 (以生質能、氫能及

碳氫合成燃料為主 )為重點；在需求端則追求產業淨零

轉型為目標，透過電氣化、能效提升、製程改善及循

環經濟來達成；當然整體努力仍需透過碳匯 (負碳⋯

等 )，再加上碳交易等牽涉到碳權等財務金融手段來達

成目標。

四、ESCO產業的機會

針對這樣的趨勢，碳權除了是綠電綠能之導入外，

除了再生能源外，節約能源所造成之減碳效果也勢必

會逐漸擴大，因此如何將我國過去推動ESCO產業所

累積之技術能力來擴大對能源用戶提供從廠務系統到

整個製程的評估及改善，勢必在我國邁向2050淨零碳

排的路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ESCO產業在協助產業邁向2050淨零碳排目標下可

利用績效分享的模式，結合技術、量測驗證、財務規

劃等專業，提供能源用戶一個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再

加上各項人工智慧 (AI)及數位化技術之導入，並結合

區塊鏈技術將ESCO產業在能源系統整合技術再提升，

也使ESCO業者更能充分掌握客戶的用電模式，然後

透過聚合商的模式來參與電力公司的需量競價，這又

替業主創造另一項節電衍生之效益。在這種模式下勢

必能達成一方面提升ESCO產業之價值，一方面擴大

國內產業節能減碳之效益。[7]

五、結語與建議

追求2050淨零碳排已是全球為控制及減緩環境持續

惡化的必要作法，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身為地

球村一員，同時經濟發展有以外貿為主，因此自然無

法置身事外；政府也分別從供應端、需求端、碳匯等

方面規劃積極的作為；然而大家的共識仍是節約能源

將在未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也創造了ESCO產業

一個發展的契機。展望未來，ESCO公協會可以積極

培訓專業人力，並推動強化量測驗證之規範，及深化

第三方公正單位之能量來優化以ESCO產業為主的節

約能源服務能量；如此一方面可以提高能源用戶的能

源有效利用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能源的使用量而達

圖二、IEA�2050年淨零排放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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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減少碳排放量的政策目標，再則可以透過聚合商的

運作來參與需量競價或輔助服務來降低我國電網的負

荷及提升供電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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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結合吸附元件乾燥系統

熱泵乾燥系統為高效率節能低溫乾燥設備，本研究在密閉乾燥系統中導入吸附元件，

進一步提升乾燥速率約15~30%，藉此達到節能的目的，本研究提供多種不同的系統

與吸附劑搭配方式，可針對不同特性需求場域可快速導入。特別適用於汙泥乾燥、茶

葉食品乾燥、PCB板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等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

技術特色

應用服務

技轉聯絡窗口
經經濟濟部部能能源源局局
BUREAU OF ENERGY

密閉型熱泵結合吸附元
件乾燥技術

• 彈性系統配置設計、適用所有
低溫乾燥領域。

• 根據應用領域選擇適合吸附劑
(MOF、矽膠、氧化鋁)

• 提升乾燥速率，節能潛力
15~30%

• 因應工業乾燥設備電氣化與推
廣高效率熱泵之國際發展趨勢

• 適合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之節能乾燥需求。

• 最適合搭配低溫可再生MOF吸附劑(工研院
自行開發與試量產)

• 可應用於汙泥乾燥、茶葉食品乾燥、PCB板
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

• 已應用於汙泥乾燥，能耗指標達到 2.5
kg/kwh，乾燥時間降低20%。

綠能所工業節能研究室陳鈞振經理
TEL：(03)591-7468 JiunJenChen@itri.org.tw

產業應用

1噸噸污污泥泥含含濕濕率率
70% 40%

熱熱泵泵乾乾燥燥
系系統統

熱熱泵泵結結合合除除濕濕轉轉
輪輪乾乾燥燥系系統統

系統原理

功率(kW) 15 15

乾燥時間(h) 24 16.6

能效 (kg/kW*h) 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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