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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
內六大耗能產業中，如紡織業多為中小企業，

這類型企業普遍是透過有經驗的師傅管理生產

配方並進行產品生產，也由於自動化資訊設備相對不

普及，對於生產製程的能源管理缺乏有效的改善措施

[1]，為了可以輔助國內企業將其寶貴的技術經驗數位

化和傳承，並進行相關的節能改善，需要藉由製程參

數優化節能技術，以系統化的方式同時提供符合生產

和節能需求的製程參數建議，藉由不斷學習產業調整

參數經驗，減少試錯成本及傳承門檻，增加產業能源

利用率並加速推廣擴散，此外也可提供給工廠能源管

理系統與人工智慧技術導入的機會，順勢將能源管理

系統與智慧分析技術等一併建立 [2]。紡織染整製程

因其共通性高，利於所發展技術之擴散，因此將以其

熱烘定型的製程作為優化實例進行技術展示。傳統紡

織定型製程參數眾多且高度耦合，因此中小企業多倚

賴老師傅經驗進行線上調整，透過感測器收集即時資

訊，調整定型機台相關設定值以完成生產 [3]。一般由

經驗及理論文獻結合，可歸納出定型製程操作邏輯或

管制上下限，以及品質規格受張力、含水量、溫度及

濕度等影響 [4-7]。另一方面，近年來借助人工智慧技

術應用，將布料的物化特性、製程設定和含水率等參

數，透過數據採礦分析的方式歸納出隱含的製程技術

和商業資訊 [8-9]，達到提升整體製程的能源使用效率

及穩定生產品質等目的。

Abstract : 

This investigation is focus on establishing a optimization 

control method  comprising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quality by machine learning for fabric drying process in textile 

industry. To solve onsite problems for increasing the machine 

efficiency,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on by col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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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型段建立染整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方法之參數分

別為能源耗損參數及產品品質參數，其中包括烘箱設

定溫度、轉動設備 (如排氣風扇組、循環風扇組及主

機轉動情形等 )、加熱設備參數以及產品品質參數等。

依據場域環境建置資料自動化串流功能，作為後續資

料分析及建模所需之基礎系統功能，在此階段透過識

別資訊流程上之主鍵 (primary key)，依序結合各階段匯

入之資訊，最終進入本研究自開發系統執行儲存、分

析和監控等功能，以上說明之整體系統架構及資訊流

說明如圖2所示。

圖2、整體系統架構及資訊流程示意圖

本研究之能耗模型和品質模型數據蒐集方式是以實

場定型機設備、感測器及監控平台之數據進行統計彙

整，其中包含39項特徵 (分類項目如表1所示 )，經過

資料處理後之區間累計有效資料筆數達21,371筆，分

別為產品及品質資訊包含布料之種類、編號、顏色、

碼重和工序等數據，以及製程系統及感測器資訊包含

烘箱循環風扇轉速、排氣風扇轉速、轉動設備、布溫

及排氣濕度等數據。

表1、運轉參數項目

類別 特徵 感測點

控制

排氣風扇轉速(rpm) 4
循環風扇轉速(rpm) 8
烘箱設定溫度(℃) 8
布速(m/min) 1

監測
排氣濕度(%) 2
烘箱感測溫度(℃) 8
熱媒油感測值 3

品質 產品品質 2
電能 電表(kW, kWh) 3

information, integrating ERP, MES, and Quality Control 

(QC)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lution. Data modeling 

for entire process will enhance the process inspection, learn 

by the experience, and adjust the process parameters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quality. 

二、染整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方法

本研究開發之染整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方法為提升染

整業烘乾過程之效率以達節能成效，以利紡織染整業

提升產品品質及降低能源成本，本研究之實驗環境為

紡織染整廠定型段，定型段為紡織染整業中主要耗能

工段。

因此，透過在整廠建立製程節能監測系統進行數據

蒐集，架構如圖 1所示，在資料通訊方面可透過硬體

介面Ethernet及Modbus通訊格式 (RS232/RS485/TCP)與

其介接設備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或DDC 

(Direct Digital Control) 控制器進行資料傳輸，伺服器資

料庫則以SQL做為平台間資料交換的橋樑，經由伺服

器傳輸至製程節能監測系統及監控平台，並於監控平

台 (單機版與網路版 )獲取即時設備運轉數據，以進行

資料分析及節能監控。

圖1、廠域資料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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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數據集透過領域知識分類參數，如能耗模型

使用之製程參數，或品質模型使用之製程參數和生產

條件等，其對應之可控參數定義於客戶端資訊模組，

再由已建立之建模方法進行特徵處理，類別資料進行

One-hot encoding，再移除離群值，離群值定義為超過

常態分佈的3%；，並於最後去除重複性資料，進行正

規化後切分訓練和測試資料。

圖3、資料處理流程圖

機器學習參數以K折交叉驗證法 (K-fold Cross Vali-

dation)來調校演算法的參數，建立最佳的機器學習模

型，如圖 4所示，將訓練資料切分訓練和驗證集，訓

練集用於訓練機器學習模型，測試集計算模型預測的

結果，在K折交叉驗證法中，隨機分割訓練資料成5

等分 (K=5)，也就是不同參數的模型，會被訓練5次，

最後以R2為評估標準，選擇最佳的模型參數。

圖 4、K折交叉驗證法流程

依據文獻及經驗彙整常用於此類領域之演算法，

本研究選定決策樹、隨機森林、AdaBoost、KNN、

Xgboost、MLP (Multilayer perceptron)和堆疊迴歸因子

(stacking regressor)等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品質模型的開

發，能耗部分是以深度學習方法與多變量迴歸進行模

型開發，接著透過最佳化演算法找出符合生產品質下

最低耗能的製程控制參數目標，因最佳化方法眾多，

將以貝葉斯最佳化 (Bayesian Optimization)、粒子群最佳

化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和基因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三種常見演算法之實場資料計算結果先進行

比較，挑選出最合適的方法進行後續實場驗證。

結果與討論

資料分析及模型建置

本研究實驗對象之循環風扇轉速主要集中在900、

1500、1800 rpm三個區間，分布範圍則落在900~1800 

rpm之間；排氣風扇轉速的部分主要集中在750、900 

rpm兩個區間，分布範圍則落在750~1200 rpm之間，

如圖5所示。根據定型機烘箱排氣風扇轉速設定建議，

排氣風扇轉速以固定比例方式進行設定，因此可做為

後續模型之調整經驗輸入參考。

圖5、 (a)定型機循環風扇轉速分布；(b)定型機排氣風扇轉速分布

能耗模型為利用製程及設備相關數據來學習系統特

性，並以機器學習方法建立輸入與輸出參數間的模

型。透過關聯矩陣分析後得到循環風扇與排氣風扇作

為主要關鍵參數並進行模型訓練實驗。以多變量迴歸

之預測電能及以深度學習網路預測電能，比較本研究

使用的兩種方法，以深度學習網路所訓練的模型結果

在測試資料及表現上較好。深度學習有較高的抵抗雜

訊能力而有更好的預測結果，適合作為電能模型預測

之方法；品質模型部分，在個別找到最佳機器學習模

型參數後，運用堆疊迴歸因子去結合不同機器學習模

型藉此獲得更佳的模型，堆疊法使用多種不同迴歸因

子預測出來的結果當作特徵進行學習，堆疊法模型的

元迴歸因子 (Meta regressor)為MLP，迴歸因子為Ada-

Boost、KNN和Xgboost。調校後的不同模型整合，比起

相互獨立的模型，其預測模型能有更強的非線性描述

能力。模型預測結果呈現包含列表整理所使用之建模

方法和對應之誤差指標如R2、MSE、RMSE和MAPE

等，並顯示模型預測趨勢分布及殘差分布，使用者透

過可視化呈現清楚了解模型預測結果，如圖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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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模型預測成果

實驗成果

本研究於研究場域之主要生產的布種作為標的，並

進行能耗及品質模型之製程改善效果驗證及製程參數

優化測試，其中最佳化計算之建議參數組合成果如表

2所示，在最佳化預測調整參數中，藉由改變排氣風

扇的轉速及循環風扇的轉速設定，與調整前的設定比

較發現，在符合產品品質標準的情況下，能耗達到

9.09%的節電比例，而於研究場域導入染整製程節能

控制優化方法後，對於能耗改善幅度的影響，可驗證

以人工智慧建模並於實場之主流產品能達到約11.1%

之節能效果，如表3所示。

結論

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技術建立於資料交換裝置、監控

平台整合設備感測器、工廠ERP系統及品管系統等與

連續製程相關之參數數據集，除了可有效利用物聯網

及大數據帶來之分析價值外，亦透過人工智慧建模的

方式達到系統預測和多目標最佳化的功能，使業主能

經由一段時間的能源可視化、歷史資料收集、建模及

分析和參數最佳化等流程，找出各製程段在符合產品

品質的狀況下，以最低能耗的方式進行運作，透過優

化實例的介紹，將製程節能技術對於節能的作法和效

果提供業界先進參考，並期在節能減碳上貢獻一份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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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應用最佳化計算之參數建議組合

7變數

參數 recipe base

烘箱轉速1 1517 1800
烘箱轉速2 1222 1531
烘箱轉速3 1519 1800
烘箱轉速4 1215 1524
烘箱轉速5 1544 1800
烘箱轉速6 1229 1540
烘箱轉速7 1513 1513
烘箱轉速8 1225 1225
烘箱溫度設定1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2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3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4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5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6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7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8 180 180
排風轉速1 926 926
排風轉速2 1071 1071
排風轉速3 926 926
排風轉速4 918 1071
總耗電 80 88
總熱能 564 612
品質 166 197.5

表3、實驗設置與能耗及品質列表

實驗設置

控制參數：循環風扇、排氣風扇

布料：1種布種

工序：胚布定型

能耗 品質

調整前 81 符合標準

調整後 72 符合標準

節能量 9 -

節能比例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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