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照護
舒適又健康

智慧光環境技術與服務

• 結合光環境模擬、專屬配方與最適化控制，開發人性化智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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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智慧節能控制系統

整合人工智慧 (AI)及物聯網 (IoT)技術，在維持製程產品品質下，智慧節能控制運算技

術可依據工廠能源管理系統和ERP等資料庫動態分析系統變化，即時調整主要耗能設

備之運轉參數，以達最佳之節能和品質效果。平台內建完整工廠資料收集、智慧監控

及整合運算平台等模組化功能，搭配友善操作介面可讓現場操作人員等非專業人士使

用，利於製程產線複製與工廠間快速擴散技術。

技術特色

應用服務

廣告

技轉聯絡窗口
綠能所感測監控研究室趙浩廷經理
TEL：(03)591-8564    HTZhao@itri.org.tw

經經濟濟部部能能源源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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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智慧化控制技術

產業應用
• 適合工業場域、短期或長期監
測需求。

• 可應用於製程設備自動能耗分
析、建模與節能控制。

• 可應用於品質分析與配方調控
建議。

• 已應用於紡織業工廠與染整製
程設備等節能示範場域。

• 彈性功能模組設計、縮短導入時間與人力。

• 智慧化統計設備能耗，搭配智慧分析品質配方，
穩定品質並提升節能潛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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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入2022年，歷經了上半年的各項紛紛擾擾，

從疫情的爆發到蘇烏戰爭的持續，全球陷入

了能源的衝擊和經濟不穩定性，再加上2050年淨零

排放的要求；國發會也在今 (2022)年三月底發佈了

我國淨零排放的規劃路徑，同時也提出了十二項關

鍵戰略，節能也成為其中的一項；這也讓節約能源

成為政府在面對2050淨零轉型上需要更具創新及系

統性的思維，以達成此一遠大的政策目標。

在這樣的契機下也開創了ESCO產業的新機會；

過去這段時間內，在ESCO公協會結合美國冷凍空

調工程師協會台灣分會的努力下，我們和洪申翰立

委多次會商討論如何以系統整合方式來開創更大的

節能空間和效益，也期望帶給ESCO產業一個全新

舞台；我們也和林岱樺立委討論如何透過修法來給

予ESCO產業更大的發展空間。雖然這些事情還在

逐步發展中，除了感謝趙宏耀理事長及杜威達理事

長的大力協助外，更要感謝我們所有理監事及會員

朋友的無私付出，相信在大家齊心協力共同努力之

下，未來一定可以逐步看到成果。

此外，為了能突顯ESCO產業的專業能力，我們

除推動內部的數位化外，更積極和能源局溝通希望

能支持ESCO產業建構專業證照機制，目前也初步

獲得認同；當然我們要感謝綠基會過往發展職能證

照的遠見，積極協助能源局進行ESPC補助要點的

修正，優先將「節能績效量測驗證證照」納為申請

補助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將來ESCO產業的從業人

員須具備專業職能證照來確認其專業能力；因此首先

是推動回訓機制，將先前已取得各種量測驗證相關證

照的從業人員，透過特別規劃的回訓專業講習後，將

其原持有證照一次性轉換為新的「節能績效量測驗證

證照」。在踏出這第一步後，接下來我們仍需發展規

劃更精進的課程，以持續維持及強化從業人員的專業

能力，並透過不同等級的職能證照來彰顯個別公司的

能力及投入不同行業進行節能改善之專業，以協助落

實2050淨零轉型上節能的戰略計畫。

我認為這樣之發展方向及努力一方面能提升ESCO

產業之專業能力和形象，讓ESPC專案可以獲得不同

利害關係人 (業主、金融機構、政府主管機關⋯等 )的

信賴進而創造產業推動的活水；一方面則可透過專業

服務來擴大國內產業節能減碳的效益。這將是ESCO

產業未來的機會，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期望大

家的共同支持及貢獻。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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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簾出風速度於開放式冷藏櫃隔絕

外部熱氣效果之模擬探討

一、發展背景

超
商賣場常見之開放式冷櫃，僅氣簾隔絕內部冷

藏貨品區與外部高溫環境，而於國內濕熱環境

下，若氣簾設計不佳將導致其易受外部熱氣入侵，貨

品溫度將發生局部熱點，且有結霜、冷凍能力下降、

耗電量上升等問題。關於氣簾優化，除了氣簾出口

幾何設計外，吹出之氣簾也須具備足夠的動量抵禦外

氣。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不同氣簾出風速度下隔絕外

氣之效果。

二、	實驗方法

透過ANSYS FLUENT模擬軟體，以國內某開放式

冷藏櫃作為標的建立2D模型，並於該模型中探討

不同氣簾風速對於隔絕外部熱氣之效果。冷櫃高度

1900 mm、深度750 mm，共有7層裝貨層板，因雙

氣簾設計，氣流通過風扇後將分成內氣簾流道與外

氣簾流道，內氣簾流道通過蒸發器降溫後，於前方

寬度65 mm之內氣簾出口排出，外氣簾流道不通過

蒸發器，同樣於前方寬度30 mm之外氣簾流道排出，

內、外氣簾出口處則有蜂巢板作整流，其中以溫度較

低且流量較大的內氣簾作為主要的保護。下方氣簾回

風口安裝直徑290 mm之風扇，作為整體氣流流動的

驅動來源，於本研究中將設定此處不同的壓升值 (5、

10、17、25、31、35 Pa)，以達不同的氣簾出風速度，

本研究中將以內氣簾作為觀測標的，速度分別為0.49、

0.72、0.96、1.18、1.32、1.40 m/s，其內氣簾出風溫度

則控制在5.77- 5.62 ℃間。每層層板上均擺放試驗包作

為負載，擺放方式依照CNS 10798中所規範的三層試

驗包高度共計150 mm搭配深度300mm。實際冷櫃樣

式與模型幾何如圖1所示。

圖1 開放式冷櫃幾何 (a)實際 (b)模型

圖2 TEF計算示意圖

開放式冷櫃易受外氣入侵，氣簾之隔絕效果尤其重

要，間接影響整體運轉時的能耗與內部貨品之溫度表

現，而一氣簾之保護效果將以熱侵入指數 (TEF)作為

  鄭博升* 胡立緯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Bosen_Cheng@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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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若TEF值越小代表氣簾保護效果越佳，計算方

面根據圖2與Gaspar et al.[1]所介紹之公式 (1)至 (3)所

得：

三、結果與討論

不同內氣簾出風速度下的速度場、溫度場模擬結果

如圖3，根據表1之模擬結果顯示，隨著風扇壓升值

的調升，內氣簾出風速度增加，且該冷櫃氣簾出風流

量占整體冷櫃總氣流之比例落在66.90至67.09%，皆

接近最佳的建議值70%[2]，氣簾當中約57%為內氣

簾、43%為外氣簾。明顯可發現氣簾出風速度越大，

其氣簾回風溫度越低，氣簾出口與氣簾回風口前後的

氣簾溫升狀況越不明顯，冷空氣流速越大代表氣簾擁

有更多的動能抵禦外氣，減少外部熱氣入侵造成回風

溫度的上升，但根據圖4可發現此現象終將達到一極

限值，風速達1.18 m/s(壓升值25 Pa)後，僅0.06 ℃以

內的改善，同理，TEF之下降幅度也逐漸趨緩，於風

速1.18 m/s後僅2%內之差距，代表並非一昧地將風扇

壓升值調升就會有更佳的隔絕效果，於現實場域中即

代表冷櫃選配時，雖風扇越大氣簾保護效果越佳，終

將有個極限尺寸存在。貨品最高溫從風速0.49 m/s時

的9.54 ℃降至風速1.4 m/s時的8.18 ℃，均高於冷藏7 

℃之要求，同樣也是在風速1.18 m/s後就無顯著的改

善 (僅0.18 ℃)，代表此冷櫃除氣簾優化外，仍有其他

待改善的部分，如：背板開孔配置、隔熱材、導流件

⋯⋯等。

圖3 不同風扇壓升值下的速度、溫度模擬結果

圖4 各內氣簾出風平均溫度之氣簾溫升與TEF模擬結果

表1 各氣簾風速之模擬結果

內氣簾出風平均流速 (m/s) 0.49 0.72 0.96 1.18 1.32 1.40

風扇壓升值 (Pa) 5 10 17 25 31 35

單位深度風扇總風量 (kg/s) 0.0753 0.1096 0.1451 0.1776 0.1986 0.2116
氣簾出風流量占比 (%) 66.90 67.09 67.08 67.08 67.08 67.09
氣簾出風溫度 (℃) 5.77 5.70 5.64 5.64 5.63 5.62
氣簾回風溫度 (℃) 10.53 10.08 9.83 9.69 9.62 9.59
氣簾溫升 (℃) 4.76 4.38 4.19 4.05 3.99 3.97
TEF 0.1900 0.1743 0.1622 0.1566 0.1538 0.1526
貨品最高溫 (℃) 9.54 8.95 8.60 8.36 8.24 8.18
貨品最低溫 (℃) 3.90 3.86 3.63 3.56 3.53 3.51
貨品平均溫 (℃) 6.37 5.92 5.66 5.51 5.42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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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隨著風扇壓升值的調升，氣

簾出風速度漸增，因氣簾慣性

越強勁足以抵抗外氣入侵，開放

式冷櫃之氣簾保護效果越佳，從

風速0.49 m/s開始增加至1.40 m/

s時，其氣簾溫升可從4.76 ℃減

少至3.97 ℃、TEF從0.1900減少

至0.1526、貨品最高溫從9.54 ℃

降至 8.18 ℃。然而，增加氣簾

出風速度所帶來的效益終將達到

極限，於風速1.18 m/s後各方面

並無太顯著之改善，代表實際冷

櫃氣簾優化並非一昧加大風扇尺

寸，其邊際效應將逐漸降低，需

再考量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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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新風系統空氣

濾網發展新思維

摘要

近
年核電廠逐漸退役，但不斷增加的再生能源不足以填補發電缺口

的情況下，火力發電量節節飆升。雖然火力發電暫時解決了缺電

之渴，但造成的空氣汙染卻不斷增加。半導體產業做為工業用電之首，

且每年用電皆有明顯成長，對於節能減碳與環境保護責無旁貸。半導

體廠區中生產機台的耗電量難以改變，相對而言潔淨系統就成為了節能

的重點。濾能公司以綠色環保做為核心理念，針對外氣空調箱 (Make-up 

Air Unit, MAU)開發了效能整合濾網與新型HEPA濾網 (Hi-cap)，兩者在

效能提升的情況下，壓損皆遠低於市面產品。對於減少潔淨系統能耗，

進而減少風機電能的使用，有明顯的幫助，期望此產品能為產業與環

境，共創雙贏局面。

一、前言(節能減碳/3R產品目標):

隨著科技進步人們帶給地球非常多問題，且對環境保育造成莫大的衝

擊，其中包含全球暖化、空氣、水、土壤汙染等。而大多數問題均離

不開能源問題與廢棄物問題。為此濾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創立之初，就懷

抱著3R理念（濾網廢棄物減量／框體重複使用／濾網再生重複使用），

致力於節能減碳、循環經濟，以期達到「環境零污染、資源零廢棄」的

願景。

二、半導體廠濾網介紹:

半導體廠最初即以減少看不見的汙染物 -微塵為目標，隨著半導體製

程的發展，才不斷加入其他控制參數而達到潔淨的效果，隨著線寬不斷

的縮小，除了粉塵 (Particle)所導致的微污染外，各類有機及無機性微污

染對半導體良率的影響越趨於顯著。目前無塵室的等級，皆是以存在於

潔淨環境中的粉塵微粒數目大小做區分，意指AMC(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nts；氣態分子污染物 )濃度的多寡將與無塵室的等級沒有直接

的關係，即使無塵室的等級很高，仍然有很高的氣態分子污染物濃度

存在於無塵室的環境中，而沈積在晶圓表面上的速率並可能比粉塵還快

  彭及帝 游議輝* 
濾能股份有限公司 

*Richard.yu@greenfil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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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998-2017 前2名用電行業比較

四、潔淨系統節能方法:

在半導體廠的潔淨系統中，除了難以改變的機台設

備耗電量之外，風機的運轉與冰機的消耗是用電的兩

大主因，冰機成為各廠為達節能減碳效果之首要目

標，因此有了高效率冰水主機及節能鍋爐、多重溫

度冰水系統、熱回收系統等各式方法以解省冰機的用

電。

而風機的耗電量可以經由無塵室上方FFU風機的頻

率做調整。例如某廠商曾經靜壓設定下修5 Pa，讓整

體系統降載每年即節約6,760,092 KW-H，減少4,529.3 

Tone的碳排放。但此調整必須顧及潔淨室應有正壓環

境的維持，故有相當風險存在。能夠進一步改善的方

法包含：使用變頻器控制轉動機械轉速，可即時工作

需求自動變更其轉速，使其在較高效率下運轉；風管

路徑最適化設計，以減少不必要的管路阻抗，提升整

體風機裝置效率；降低風箱內容物造成的阻擋，以減

少風機提供的風能損耗。

五、MAU構造與濾網配製：

另一方面無塵室外氣空調箱 (MAU)的配置通常會在

最前端放置初級濾網與二級濾網 (通常包含除塵的袋式

濾網或V型濾網 )；並經由預熱與預冷 (Pre-heating Coil、

Pre-Cooling Coil)作為調整濕度的預先控制；之後以水

洗加濕器 (Air washer)將空氣中的汙染物質洗滌下來，

同時利用噴出的水霧達到加濕的目的；經由前面之流

程，濕度基本上已達所需要的範圍，但溫度仍需進行

控制，所以在此後端會以冷熱盤管 (Cooling Coil、Re-

上數千倍以上。因此，防止AMC附著於晶圓表面或

設備，將是提升半導體良率的關鍵需求，而AMC防

治也將成為良率提升的關鍵技術。也因此後期建造的

無塵室也在設計之初即考慮化學濾網與除塵濾網的配

置。

三、台灣能源現況及發展:

台灣早期發電以火力與水力 (再生能源 )為主，隨著

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用電量大增，但水力

發電廠址有限，難以有大量提升。只能提升火力發電

與開發核能發電，來跟上用電量的提升。我國政府在

2000年開始推動太陽能產業，並在2010年頒布政府

電力收購制度，使得太陽能發電 (再生能源 )於2011年

開始有明顯的增長，但單靠太陽能的發電成長，依然

追不上用用電量的上升。近期台灣的能源使用隨著核

一廠的除役，台電的備載容量率於2017年達到最低。

為了避免缺電問題，台電在不斷增加火力發電量，並

在2019年創下71.5%的新高 (圖1)1，同時也造成了難

以避免的空污問題。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從電器的

省電分級到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頒布，各種節能

減碳的方案不斷的出現，但台電的機組被迫於電量需

求，只能與環保背道而馳。台灣2019年工業用電是

住商用電的2.4倍。從工業用電中的前兩名中可看出，

增加的用電量主要來自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圖中也

可以發現鋼鐵工業對於能源的需求十年間並無顯著增

加，而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含半導體產業 )則是年年攀

高 (圖2)。2

圖2 1998-2017 前2名用電行業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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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ing Coil)做最後的溫溼度調控，再進入風車；風車

出口會針對欲去除之AMC物種以化學濾網進行過濾，

並於最後一道防線使用高效濾網 (HEPA)作為最終攔截

微塵的手段 (圖3)。

由於預熱與預冷 (Pre-heating Coil、Pre-Cooling Coil)

以及冷熱盤管 (Cooling Coil、Re-heating Coil)會產生潛

熱變化需大量能源消耗，因此過去以來MAU段節能

均以此為考量，以期達到節能功效。然而除了顯而

易見的成效之外，我們也可以藉由小動作達到節能功

效。對MAU各部件進行壓力損耗分析可以發現造成壓

力損耗如下表1，壓力損耗最大為各濾網組合650Pa，

而我們將各濾網分開分析其壓力損耗變化時可以發

現，初級濾網由於最先攔截大顆粒因此壓力上升劇

烈，平均每季更換一次以有效控制壓力損耗，而次級

濾網在初級濾網之後，平均每半年進行更換。在進行

濕度與溫度控制的冷熱盤管後端的化學濾網，由於其

捕捉原理為物理吸附及化學吸附特性，在壓力損耗部

分使用前後不會有大幅變化，可以視為幾乎恆定最後

為確保進入到無塵室內的空氣為潔淨空氣，在控制完

溫度，濕度及AMC濃度後即需要以HEPA控制進入之

微塵數，由於需要控制到次微米等級微塵，HEPA的

壓力損耗所佔的比例是所有濾網中最高的，雖然其壓

損的上升速率不如初級與次級濾網，但由於更換週期

為兩年，所以HEPA的壓損變化與其初始壓損均為所

有濾網佔比最高的。因此我們預估各濾網以平均兩年

期更換為基礎，其壓力損耗隨時間變化如圖4

六、MAU節約電能的方法：

濾能長期致力於幫助客戶處理問題同時也幫助地

球，為降低濾網壓損並提高效能，針對次級濾網，獨

家開發出除塵與AMC效能整合濾網，在提供傳統除

酸，除鹼或除有機化學濾網基礎上整合F8等級除塵濾

網。傳統使用兩種濾網條件下單片濾網壓損約為80 Pa

兩者相加即達到160 Pa，將其整合後可有效利用MAU

有效空間達到雙效控制成效，其初始壓損只有100 Pa

遠低於兩者相加的160 Pa；使用過後壓損上升至150 

Pa，依舊低於使用兩片濾網的210 Pa。此為MAU濾網

節能的一步驟。

在MAU最後端的HEPA是整個系統中，濾網壓損的

最主要來源，為此我們開發的新型HEPA濾網，透過

精準的空氣動力計算，將玻璃纖維濾網的折景深度提

高，以降低壓損。相較於舊型的HEPA濾網 (300 Pa)與

V-type的除塵濾網 (250 Pa)，新型的HEPA濾網只有200 

Pa的初始壓損。

更低的壓損代表著，更低的能量損耗及更長濾網使

用壽命，為求估計方便，我們假設濾網於最終壓損

達到500 Pa時進行更換，濾能Hi-cap濾網除了可以增

圖3  MAU構造圖

表1  MAU內部壓損佔比

圖4  MAU濾網壓損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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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用電量也隨之大

增，於2000年已經超越鋼鐵業，成為用電量之冠。

由於電子產業的用電量居全國之冠，且由於其蓬勃發

展而持續增長，使其容易成為節電的目標產業。身

為一間濾網廠商對於能源節省部分，在MAU端我們

提供除塵與AMC效能整合濾網與新型HEPA濾網 (Hi-

cap)，將壓損透過濾網整合與折景控制大幅調降，使得

風機的能量耗損減少，以達到降載省電的目標。期望

能在解決懸浮粒子與AMC微汙染的同時，也對台灣

能源與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

八、參考文獻

1. 台灣電力公司:歷年裝置容量占比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2&cid

=119&cchk=792b6538-55d3-4ded-a2fc-a9eef608febb

2. 關鍵頻論:台電歷年售電量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936

加約25%使用時間外，其間也可以藉由其低壓力損

耗達到節能之效。若將上述兩者濾網結合同時運用在

MAU，將為每座MAU節省1073 kWh/Y；若是在單座

GIGA Fab全面使用，則可每年可以節省42000kWh電

力。

在醫療體系當中，對於環境的要求會比半導體產業

複雜得多，例如：手術室或需要手術檯上極度的無菌

與無塵，所以會以正壓、高度的環境等級與換氣次

數；相對的隔離病房、消毒室、預麻醉室為了預防病

菌與氣體的擴散，影響其他空間，會使用負壓與相對

較低的換氣次數。醫院的MAU如果使用了濾能Hi-cap

濾網與效能整合型二級濾網，除了能有效過濾外氣的

病菌、微污染或外來味道，將大幅提升MAU風量並

增加新風換氣數。得益於風量的增加，若醫院有需要

擴增無菌空間，將無須對空調系統做太大的更動；若

有電費的考量亦可，對風機降載節電。

表2  效能整合型濾網與傳統型次級濾網比較表

表3  新型HEPA濾網與傳統HEPA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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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紡
織業為國內六大耗能產業之一，其紡織染整的

定型製程參數眾多且高度耦合，因此現場普遍

依賴有經驗的操作人員進行配方管理及產線運轉，通

過機台的數值回饋進行機台運轉設備的對應設定進行

生產 [1]，其中溫度、濕度及含水率等參數是產品在生

產時品質檢定的重要依據 [2]。許多紡織廠是以單點式

感測器偵測溫度及含水率數值，單點式感測所能獲得

的資訊相對較少，導致在取得平面溫度的資訊或含水

率的分布上較為困難，無法掌握有效資訊會影響產品

品質的穩定性及多餘廢料產出等問題，因此本研究以

智慧型熱影像感測器進行製程節能技術的開發，應用

於紡織染整產品的即時監測上，透過智慧型熱影像感

測器偵測及分析二維溫度的變化，解決單點式感測器

資訊不足的問題，透過機器學習方法 [3]結合製程生產

參數與熱影像感測器溫度數值建立含水率模型 [4]，推

估定型機烘布出口端之含水率數值，並將蒐集到的感

測資訊回饋到後端的製程優化系統，控制相關設備以

降低能源消耗與物料成本，同時提升生產品質的穩定

度，並以熱烘定型製程作為技術實例進行展示。 

二、	研究架構與方法

2.1 定型系統介紹 

實場定型機整體架構圖如圖1所示，待整布料由入

布處進入定型機後，經由主機、喂布及上下行布輪等

調整運行布速後進入烘箱。實場定型機共有8節烘箱，

每節烘箱具有1組2個循環風扇；定型機排氣風扇設計

分為前後兩組，1~5節烘箱透過排氣風扇1排氣，6~8

節烘箱透過排氣風扇2排氣。烘箱熱能來源為鍋爐供

給之熱媒油管路，透過各烘箱循環風扇加熱烘箱內空

氣及待乾燥布料後，高溫高濕的空氣藉由排氣風扇排

出外界，乾燥後的布料由出布處輸出，進行布料品質

確認及後續加工段處理。感測資料通訊方面可透過硬

體介面Ethernet、RS232或RS485進行有線式的資料

傳輸，伺服器資料庫以SQL來做為平台之間資料交換

的橋樑，同時在單監控平台可以得知目前機台運作狀

況。

圖1  智慧型熱影像感測器工作流程

2.1 系統分析 

定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待加工織物由進布架送

入多節烘箱進行乾燥與定型，期間織物溫度不斷升

高，直至達到熱定型所需溫度並保持穩定，最後離開

烘箱。熱定型過程中，烘房內循環的空氣與環境的冷

空氣經過換熱器產生熱空氣，熱空氣經由軸流風機引

導至定型機的噴嘴，噴嘴產生熱風噴射到織物，並對

其進行加熱乾燥及定型，在熱風衝擊作用下，織物溫

度按特定的規律發生變化。在烘箱內部，由於織物很

薄，其在厚度方向上不存在斷面溫度差，因此可認為

在同瞬間下織物內部和表面溫度場相同，且在烘房噴

嘴下方作業區域噴射的熱空氣溫度、風壓是均勻的。

為了建立織物熱定型數學模型，基本假設為 (1)假設噴

應用智慧型熱影像感測器之製程節

能技術開發

  陳靖瑋1* 郭恩典1 
1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JingWeiChen@itri.org.tw

Development for energy-saving process control technique 

with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hermal imag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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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開發之智慧型熱影像感測器，其功能為通過

蒐集工廠資訊系統及機台設備參數的資訊，由熱影像

感測器進行運算推估後，將平面含水率及溫度數值的

結果經Modbus通訊協定傳輸至製程控制系統，整體工

作流程如圖2所示。智慧型熱影像感測器是以Raspber-

ry Pi為基礎作為嵌入式開發板搭載一熱影像感測器，

目標物經由矩陣式感測元件 (IR Array Sensor)感測後，

將感測值轉換為數位資料，進一步由處理器單元 (Mi-

croprocessor Unit)進行資料解析、演算法運算及輸出輸

入的控制，再交由通訊介面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輸出感測資訊，其中電源管理 (Power Management)是

負責轉換環境電壓，提供硬體模組運作所需的電能資

訊，架構如圖3所示。

圖2 智慧型熱影像感測器工作流程

圖3 熱影像感測器硬體架構

實際現場定型製程環境相較於實驗環境及研究理論

更為複雜，如含水率感測器無法安裝於所有烘箱、不

固定的機台設定值、設備操作彈性變化與生產內容複

雜等，導致無法直接使用數學模型進行含水率的計

算，因此將文獻顯示之參數對應於實場參數，如布

種、工序、烘箱轉速、烘箱溫度、出入布溫度及主機

速度，比對製程參數特性後，進行機器學習的建模，

並作為實驗架設熱影像感測器位置之依據，如圖4所

示，其中所需之場域資料是由場域資訊系統及熱影像

感測器取得。

圖4 實驗架設示意圖

嘴噴射的熱空氣是乾燥的、(2)假設待加工的織物基本

乾燥，在熱定型過程中水分蒸發可忽略不計、(3)在定

型過程中，熱風速度一經設定中途不再更改。根據能

量守恆公式m𝑐pΔT = hAΔT，加熱和熱定型過程中，

取一微小Δ𝑆面積的織物，由於能量守恆，則單位時

間內Δ𝑆面積織物內部能量的增量等於熱空氣通過對

流換熱傳遞給織物的熱量，對應關係為：

𝑇(𝑡)為織物 t 時刻後溫度，

接著考慮布速𝜏，並解ODE可得下式：

其中，yi為第 i節烘箱布溫、Xi為 i節烘箱溫度、ℎ為

對流換熱係數、𝜌p為織物密度、𝑐p為織物比熱容、𝛿

為織物厚度。

在定型過程中，織物本身的參數不變，即上式𝜌p、

𝑐p、𝛿均為常數。然而影響對流換熱係數h的因素眾多，

包括噴嘴形狀排列、與織物距離、速度及織物特性均

有影響，難以理論的方式求得準確的值。

因此本研究根據不同織物特性進行分群，將類似的

產品進行分類，帶入其對應之織物相關常數，以求解

對應之ℎ/(𝜌p𝑐p𝛿)，以下稱為虛擬對流係數，並帶入求

解出不同節烘箱的模擬布溫；而實場烘箱3、4、5、7

節具有實際布溫值，藉由迭代計算最小模擬布溫及實

際布溫的差值來更新虛擬對流係數，並藉此找出最小

溫度差下之虛擬對流係數。

以虛擬對流係數為基礎，再根據不同的產品資訊計

算出各節烘箱之模擬溫度，可做為實場收集之數據和

物理系統的連結關鍵，由於許多文獻皆指出織物的含

水率與定型時的溫度高關聯性，故後續將由虛擬對流

係數計算之模擬布溫作為融合模型的輸入值，以預測

織物含水率。

三、	結果與討論

1. 智慧型熱影像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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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器學習融合模型

本研究以開發之熱影像感測器擷取溫度分布，並結

合機台與生產數值等資訊透過機器學習方法進行布料

的含水率數值推估。含水率推估模型是以熱影像感測

器的平面溫度、定型機主機速度、烘箱溫度及布種資

訊等資料作為輸入變數，含水率推估數值則是輸出變

數，整體推估流程如圖5所示。

圖5 含水率推估流程

通過融合物理模型與機器學習的方法，物理模型僅

需少數的資料通過理論公式進行計算，但其存在的缺

陷則為無法將現實存在變動的輸入條件、環境狀態等

納入考慮；反之，機器學習是以資料驅動的方式可得

最佳輸出，機器學習透過大量資料，可在環境條件變

動情況下，根據輸入的資料計算最低誤差的輸出。因

此，本研究是以有效整合兩模型的融合模型方式，以

建立Hybrid Model應用於實場。方法是將物理系統的

預測輸出作為機器學習模型輸入，建立最終的模型預

測架構，以此提升機器學習模型對於資料環境變動的

適應能力，融合模型架構如圖 6所示，以虛擬對流係

數計算之模擬布溫作為輸入的來源之一，結合其它定

型製程中的關鍵特徵，預測布料的含水率。

圖6 融合模型架構

3. 含水率推估

3-1. 融合模型訓練

通過融合模型開發概念進行建模，以類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 NN)架構建立機器學習模型，相關模

型參數如表1所示，權重 (weight)初始化的方式選擇

常態分配，激活函數以 relu進行，更新一次權重使用

的資料量為150筆，迭代次數為128次，損失函數的

定義為均方根誤差，融合模型訓練過程如圖 7所示，

為物理結合類神經融合模型訓練過程之損失指標及

MAPE指標變化，在此Batch size條件下約可在80 epoch

接近收斂，最後透過R2、MSE和MAPE來衡量模型預

測能力。

表1  融合模型相關參數

參數 方法/數值

網路層 5
初始化器 normal
活化函數 relu
批次尺度(batch size) / 期
(epochs) 128/150

損失函數 MSE

      (a)     (b)

圖7 融合模型訓練過程：(a)損失指標；(b) MAPE指標

  R2 (R-square)為決定係數，其計算式如下：

其中，分子部分表示真實值與預測值的平方差之

和，類似於均方差MSE；分母部分表示真實值與均值

的平方差之和，類似於方差Var。根據其值來判斷模型

的好壞，範圍爲 [0,1]：如是0為模型擬合效果很差；如

是1，說明模型無錯誤。因此一般來說，R-Square 越

大，表示模型擬合效果越好。

   MSE (Mean Square Error)為均方誤差，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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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下：

MSE主要以平方來避免誤差正負的互相抵銷，但也

因為平方的特性，所以當單一bias大的時候會有懲罰

作用，也就是說MSE對於極值outliers)會相對敏感。

 MAPE(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為平均絕對百分

比誤差，其計算式如下：

將誤差轉換為百分比以和單位分離，解釋起來也更加

直觀。

從模型實驗結果的參考指標顯示融合模型具有較佳

的效果，類神經網路結合物理模型的融合模型相對單

一類神經網路模型具有較高的模型預測準確率，結果

如表2所示，其中指標R2從單一模型的0.59上升至融

合模型的0.84，驗證融合模型之可行性及價值。
表2  融合模型比較結果

R2 MSE MAPE

NN模型 0.59 0.16 0.15
融合模型 0.84 0.06 0.1

3-2. 平面含水率推估

本研究開發之產品提供二維平面含水率，相較市場

上的含水率偵測器只有單點數值，本產品可以作為調

整烘箱溫度及轉速之參考，同時輔助操作人員檢視布

料含水率及布溫均勻性，產品實機圖如圖8所示。

圖8 感測器實機圖

將感測器實機安裝於定型機入布端，實際以生產之

布種產品進行測試，推估平面含水率的方法是以烘箱

入布處之熱影像感測器的數值，以前述融合模型去推

估烘箱出布處的平面含水率，並在操作人員於現場

確認其品質後，進行含水率的量測，其數據範圍在

2.75%~2.79%間，如圖9所示，計算後之平均值近似

於本模型推估值。

圖9 二維平面含水率推估值

四、	結論

溫度及含水率為重要生產品質參數，國內紡織業常

以單點式感測器記錄產品生產狀況，然而單點式感測

資訊量較少，無法得到完整產品平面溫度或含水率分

布，容易造成品質不穩定並產生過多廢料等問題。本

研究透過結合物理系統和機器學習的融合模型架構，

開發出可進行二維的溫度和含水率分布計算之智慧型

感測器，使業主能經由一段時間的溫度和含水率等數

值之可視化，再結合歷史資料收集、建模及分析進行

製程品質優化。透過智慧型感測器的技術開發與實作，

將智慧感測器導入製程應用的作法和品質管控等效果

提供業界先進參考，並期在節能應用和減碳上貢獻一

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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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年來污泥清運成本不斷攀升，從2,000元 /噸上

漲至8,000~10,000元 /噸，汙泥成分中，約有

60%以上都是水分，因此業者傾向先將汙泥乾燥減重

一半以上後再清運。目前乾燥設備乾燥耗電指標約

0.9 kg/kWh，則一年總耗電量需1,333百萬度電量，如

果能使用高效率熱泵密閉乾燥系統，使耗電指標達到

1.8~2.0 kg/kWh，節能潛力非常大，高效率熱泵密閉乾

燥系統在推廣上遇到的困難是乾燥溫度較低 (50~70℃)

造成乾燥速率較慢，因此本研究研擬在熱泵乾燥系統

中導入雙段吸附轉輪技術，首先進行四種不同吸附劑

材料的在雙段吸附轉輪系統配置下進行性能測試，使

用80℃、60℃與50℃的再生溫度，結果顯示MOF轉

輪具有最高的除溼能力，透過此測試數據，模擬本

研究開發熱泵結合雙段式吸附轉輪汙泥乾燥系統的性

能，模擬結果顯示，與傳統熱泵汙泥乾燥系統相比，

熱泵結合雙段式吸附轉輪汙泥乾燥系統可提升耗電指

標30%以上，回收年限約2年。

關鍵字：熱泵、吸附轉輪、雙段式、汙泥乾燥

一、前言

依據國內環保署資料顯示，國內每年約有240萬噸

之污泥處理量，汙泥中大部分都是水分，若能在清運

前進行乾燥，將可大幅減少清運費，若以含水率70 

wt%之汙泥乾燥至含水率40 wt%，將可把汙泥減重一

半，即可降低清運成本，也減少清運交通工具的碳排

放量。市面上有多種的汙泥乾燥機種，如表1所示，

大部分以熱風式與熱泵式汙泥乾燥為主。熱泵式汙泥

乾燥系統因為COP較高，能耗指標最佳，但是因為乾

燥效率慢，目前的市占率約20~30%，另一方面，熱

泵的乾燥溫度較低，約40~70℃，乾燥汙泥過程中較

不容易產生有毒氣體，且乾燥過程是密閉循環，並無

排氣與排熱，因此有不會影響環境的環保優勢，所以

近年來慢慢受到市場的關注，因此提升熱泵乾燥系統

的乾燥效率，進而使熱泵乾燥系統更容易推廣與應用

變得非常重要。根據不同的被乾燥汙泥，同樣的機台

會有不同的能耗指標，與汙泥本身的物理特性有關，

如果以有機汙泥、無機汙泥與混合汙泥區分，無機汙

泥普遍擁有較高的能耗指標，而有機汙泥因為保水性

高、黏度拉伸力強，導致無法簡單的破碎進而增加乾

燥面積，所以普遍能耗指標較低，以熱風式汙泥乾燥

設備耗電量0.5 kg/kWh進行估算，如果都使用能耗指

標1.4 kg/k之熱泵式汙泥乾燥系統取代熱風式系統，台

灣一整年約可節省1,320百萬度電量，節能潛力非常

大，以污泥清運費8,000~10,000元 /噸計算，如果投

入新的開發技術造成成本的提升，依然可於1~2年內

回收，因此開發新型的熱泵乾燥設備技術，使乾燥效

率提升進而增加市場市佔率，將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

與節能量。

表1  汙泥乾燥機種能耗指標

乾燥機種 能耗指標 kg / kWh

熱泵式 4.1~1.4
熱風式(柴油) 2.1~0.8
熱風式(電熱) 1.3~0.5
傳導式(柴油) 1.5~1.1
微波式 1~0.8
本研究將使用低溫可再生吸附除濕轉輪結合熱泵汙

泥乾燥系統，利用熱泵乾燥系統本身的壓縮機廢熱，

使轉輪吸附與再生循環運作，轉輪的吸附除濕功能，

熱泵結合雙段式吸附轉輪應用

於汙泥乾燥系統

  陳志豪* 康育豪 彭及青 洪敏郎 盧勁宏 陳鈞振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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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一步提高熱泵汙泥乾燥系統的乾燥速率，突破熱

泵乾燥系統的困境。近年來，文獻中已經針對吸附劑

結合熱泵系統進行一系列的研究，Chen [1]，使用複

合材料與矽膠填充床結合熱泵，應用於外氣空調箱，

熱泵的冷凝器進行吸附劑的再生，蒸發器進行冷凝除

濕，並製造出低溫高相對濕度之狀態輔助提高吸附劑

的除濕能力，利用冷凝除濕與吸附除濕兩種除濕方

式，在不增加額外再生能耗的狀態下使外氣空調箱除

濕能力上升。Wang [2]使用吸附劑結合熱泵系統對寶

特瓶進行表面乾燥，利用45℃的冷凝器熱風對除濕輪

進行再生，絕對濕度約在8~9 g/kg，蒸發器瞬時除濕

量約2 g/kg，除濕輪除濕量約2.6 g/kg，可讓乾燥入風

相對濕度降低到14%RH，進而提高乾燥速率。但使用

低溫再生的狀態下，轉輪的性能較難完全發揮，因此

有學者提出多段系統，Rang Tu [3]等人提出兩段或是

多段式系統，如圖1所示，利用兩顆吸附輪平行並排

進行兩段式吸附，兩顆轉輪中間放入一蒸發器進行降

溫，外氣通過蒸發器降溫後，相對濕度提高，有利於

第二段轉輪的吸附除濕，轉輪吸附除濕過程理論上是

一個等焓的放熱反應，所以使用中間冷卻，帶走吸附

過程中產生的熱氣，並使溫度下降，讓相對濕度再次

上升，即可使第二段轉輪再次發揮吸附能力，此種設

計也可以在單顆轉輪系統中透過系統配置達到，如La 

D [4]即讓處理風通過單顆轉輪兩次，並在中途使用中

間冷卻降溫，使單顆轉輪雙段系統得以發揮，吸附能

力提升30%以上，其缺點就是轉輪的吸附面積會被壓

縮，所以單顆轉輪所需要的體積會加大，另一方面，

文獻中並沒有一套吸附轉輪結合熱泵系統是可以在完

全密閉環境下運作的，因此本研究將對密閉之熱泵式

雙段吸附轉輪乾燥設備進行相關設計與研究，使其適

合應用於汙泥乾燥等密閉需求高之乾燥產業。

圖1 多段式熱泵結合吸附轉輪空調系統示意圖 [3]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四種吸附除濕輪，分別為A520 MOF

輪、矽膠轉輪、沸石轉輪與矽膠複合鹽類除濕輪，轉

輪直徑為250 mm，吸附再生的面積比為1： 1，所以吸

附與再生使用風量相等，面速度保持在1.6 m/s，如圖

2所示，配置一冷卻水於吸附與冷卻之間，冷卻溫度

設定16℃，使用環控室，模擬吸附入口狀態與脫附入

口狀態，並進行吸附轉輪的測試。 

四種吸附轉輪將在同一個吸附再生入口環境下，測

試40℃、60℃和80℃的再生環境下的除濕性能，因為

熱泵系統最高溫僅能達到80℃，因此低溫再生的轉輪

性能特別重要。接著，會根據測試結果，選定一個性

能最好的轉輪模擬不同樣式之熱泵結合雙段式吸附

圖2 多段式吸附轉輪測試系統示意圖 

元件乾燥系統的效能，系統測試條件是以廠商提供

的熱泵式汙泥乾燥系統現場測試量測資料當作依據，

期望利用吸附轉輪的功效，提高傳統熱泵汙泥乾燥的

乾燥速率。

傳統一噸的熱泵汙泥乾燥系統使用風量為60CMM，

使用一台風機，耗能約4 kW，密閉循環，壓縮機耗能

約7.4 kW，熱風乾燥溫度約50~55℃，利用7~10℃蒸

發器使密閉循環的處理風量冷凝排水，如果是有機與

無機混和汙泥，在汙泥靜置的條件下，從70%的含水

率乾燥到40%的含水率需要24小時，本研究透過加入

雙段式吸附除濕轉輪，進一步在單位時間下排出更多

的水分，結合冷凝與吸附兩種除濕原理，提高汙泥乾

燥的效果。而不同的吸附元件與轉輪配置方式，可以

擁有不同的性能表現，且維持熱泵密閉系統的優勢。

評估系統除濕效率可使用公式 (1)進行評估，密閉系

統中，唯一能排出水分的元件為蒸發器、冷卻器與熱

交換器，因此加總所有排水元件單位時間下入口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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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得濕度差，即可知道除濕能力，也就是整個系統入

口與出口的濕度差，

除濕效率 (g/s):  DR =  (1)

公式中 M 代表空氣的絕對濕度 (g/kg)，下標 in 和 

out 代表除濕元件的入口與出口，總除濕量 (W)如公式 

(2)所示

總除濕量 (g) : W =   (2)

能耗指標如公式 (3)所示，以每度電可去除的水量當

作比較的依據。

能耗指標 (kg/kWh) : EF =  (3)

因為本研究使用相同風量，在同樣狀態下進行傳統

熱泵與複合式系統的能效比較，因此模擬時忽略風量

壓降與空氣密度的影響。

三、結果與討論

四種吸附轉輪在80℃再生溫度下的測試結果如圖3

所示，吸附入口保持溫度25℃，空氣先經過轉輪一次

後，進入16℃冷卻水系統，降低溫度，接著再次經過

轉輪，量測入出口濕度變化，並改變入口相對濕度，

測試除濕轉輪的性能變化，實驗結果顯示，MOF轉輪

在高相對濕度下擁有最高的除濕能力，絕對濕度差最

高可達到8.5 g/kg，隨著相對濕度從80％下降到40%，

除濕能力也幾乎等比例下降到4.2 g/kg，而矽膠轉輪最

高除濕能力為8.0 g/kg，而相對濕度降低後，可擁有比

MOF轉輪較高的除濕能力，推測其原因是根據等溫吸

附曲線特性，低相對濕度時，MOF轉輪進入陡峭下降

段，所以第一段的吸附能力降低，僅有空氣經過冷卻

後，第二段再次通過轉輪時，吸附能力才恢復，但是

矽膠在兩段吸附過程都保持一定的吸附能力，所以累

積

起來在低相對濕度時有較佳的吸附能力，與傳統單

段式轉輪系統相比，因為空氣僅通過轉輪一次，所以

除濕量較低，使用雙段系統，性能約提升30%，矽膠

複合鹽類之複合轉輪，因為來自於不同的公司，其骨

架與製作方式，可能與矽膠和沸石轉輪不完全相同，

造成性能並無法直接比較，但是可當作參考，雖然文

獻中除濕能力應高於矽膠輪，但是測試結果顯示約與

矽膠輪性能相似，。 

圖4顯示出四種吸附轉輪在60℃再生溫度下的除濕

性能，因為熱泵系統除了二氧化碳冷媒外，熱源幾乎

都低於80℃，尤其為了保持除濕能力，蒸發器希望能

保持約10℃，所以冷凝器出風僅能維持在60℃以內，

才能保有較高的COP狀態，因此吸附元件附合熱泵系

統是必要在此再生溫度下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測試

結果顯示，在溫度60℃再生條件下，MOF轉輪可保

持最佳的除濕能力，除濕能力約達到6.5 g/kg，比80℃

再生環境之測試下降25%，而矽膠轉輪不管在高相對

濕度或是低相對濕度測試環境，都無法贏過MOF轉

輪，同樣相對濕度下，除濕能力約6.0 g/kg，但除濕

能力依然都比單段式轉輪系統高，理論上沸石在此再

生溫度下，吸附除濕能力應該非常差，但此顆市售的

沸石轉輪其實是由矽膠與沸石複合而成，所以在除濕

能力的表現上有較為複雜的結果產生，在高相對濕度

時，使用雙段式轉輪系統配置可以達到不錯的吸附能

力，但是在中相對濕度到低相對濕度條件下，單段式

與雙段式系統的性能差距不大，可能是因為是因為此

顆沸石是複合結構，矽膠重量不足，所以轉輪反映的

吸附容量不夠，而在低相對濕度時，沸石可維持一定

的吸附能力，而純矽膠輪則直線下降，所以兩者相

比，有著較為複雜的曲線形狀。

圖5顯示出吸附轉輪在50℃再生溫度下的除濕性能，

MOF轉輪在高濕狀態依然可保持最佳的除濕能力，但

是再生不完全，所以除濕能力再次下降約10%，除濕

能力約達到6.0 g/kg，此不完全再生的情況矽膠MOF

轉輪性能相近，所以在低濕狀態下，除濕能力約達4.0 

圖3 雙段式吸附轉輪測試結果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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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g，且依然比單段式系統性能優異。

圖4 雙段式吸附轉輪測試結果 (60℃)

圖5 雙段式吸附轉輪測試結果 (50℃)

表2為模擬熱泵結合吸附元件汙泥乾燥系統的性能

統整，根據轉輪的測試數據，轉輪在單段系統中約可

除濕2~3 g/kg，再透過熱交換器的配置，可以回收部

分冷能與熱能，讓系統進一步除濕與利用熱能，在此

設計樣式下，與傳統熱泵乾燥系統相比能耗指標可提

升約15~20%，乾燥時間也可縮短30~40%，冷凝器採

用分段設計，一部份提供轉輪再生使用，另一部份提

給供風加熱使用，因為轉輪吸附會放熱，並使用熱

交換器回收再生的熱能，可讓系統冷熱達到充分的運

用。而使用雙段系統，透過系統配置，使處理風通過

轉輪兩次，除濕能力可提高到3~4 g/kg，因此能耗指

標可提升約30%，以一噸的汙泥乾燥系統為例，使用

的風量為60 CMM，轉輪成本約30萬，以污泥清運

費平均7000元 /噸，包含機台改裝設備成本約增加50

萬，但同樣時間下，本研究設備可多乾燥1.6倍的水，

所以汙泥重量多下降1.6倍，一年約工作250天，約2

年內回收，具市場競爭性，且可解決熱泵乾燥系統乾

燥速率過慢的問題。

四、結論

本文在雙段轉輪系統下測試MOF、矽膠、沸石與

矽膠結合鹽類四種吸附轉輪在低溫再生 (50℃、60℃與

80℃)狀況下的吸附能力，結果顯示MOF擁有最高的

性能，透過系統模擬計算，比較傳統熱泵乾燥系統、

熱泵結合單段式轉輪乾燥系統、熱泵結合雙段式轉輪

乾燥系統三種的乾燥性能，結果發現熱泵結合雙段式

轉輪乾燥速率最快，乾燥時間縮短約40%，能效指標

可提升20%以上，最高達到2.43 kg/kWh，有效解決熱

泵式汙泥乾燥系統乾燥速率過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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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熱泵結合雙段式吸附元件汙泥乾燥機效能比較

污泥含濕率
70% 40%
(一噸汙泥)

傳統熱泵乾燥系統
熱泵+除濕輪樣式一

(單段式)
熱泵+除濕輪樣式一

(雙段式)

系統原理

乾燥速率(g/s) 6 9 10
功率(kW) 11.4 14.9 14.9
時間(hr) 24 16 14.4

能效 (kg/kWh) 1.89 2.17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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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驅動液態除濕系統

摘要

台
灣屬於高溫高濕的亞熱帶島嶼型氣候，空調耗

能約占商辦大樓耗電量50%，其中潛熱負荷約

佔15~30%，因此開發一套節能型的除濕系統將可大幅

降低台灣總耗電量，液態除濕系統因為具有低溫再生

的特性，可與雙效型熱泵結合，利用低溫60℃以下的

熱水與13℃的冰水取代傳統5~7℃的冷凝除濕系統，

結果顯示，液態除濕系統的EF值可達到2.6~2.8 kg/

kWh，高於傳統冷凝除濕系統約30%，另一方面，液

態除濕系統相較於固態除濕系統，在高濕段具有較高

的除濕能力與較低的再生溫度，因此液態除濕系統將

可取代並應用大部分的除濕應用領域，液態除濕系統

還具有殺菌功能，對於後疫情時代健康住宅的需求，

將特別具有優勢。

一、前言

台灣屬於高溫高濕的海島型氣候，空調耗能占民生

系統總耗電量約50%，工業上也占約13%，空調總耗

能中，用在處理除濕的能耗約15~30 %，因此如何有

效的處理濕氣一直是台灣空調界中非常重要的議題，

濕氣過重會產生黴菌造成人體與物品的損害，除濕系

統可以分成三大類，分別為冷凝除濕、液態除濕與固

態除濕，傳統冷凝除濕耗費較大的能源，且會在冰水

盤管因為長期有露水，會滋生細菌 [1]，另一方面，為

了達到需求露點，傳統冷凝除濕必須降低到露點溫度

以下，才能達到露點控制的目的，比方說需求是溫度

20℃與相對濕度40％的場域，露點需求是6℃，冷凝

除濕系統必須先提供4℃左右的冰水使空氣達到6℃，

進而達到冷凝除濕的目的，接著再使用電熱器回溫到

15℃左右，供給室內使用，過冷與再熱都會使整個系

統總耗能提高，固態除濕系統是使用吸附劑直接吸附

空氣中的水蒸氣達到除濕的目的，因此可以不需要過

冷，直接達到適當的露點，但吸附劑飽和後，通常需

要90~200℃的再生溫度進行吸附劑的再生，因此耗能

量也較大。液態除濕系統同樣可以直接吸收空氣的水

蒸氣，達到所需的露點，不會造成過冷，且再生時，

再生溫度需求較低，80℃以下即可再生，因此可以利

用較為低階的熱源，比方說熱泵 [2]或是太陽能 [3]，

相較於傳統的冷凝除濕，可以節能約30~50% [4]，是

非常節的設備。且液態除濕系統使用的是鹽類吸收劑，

本身帶有殺菌的功能，在這COVID-19後疫情時代，

相較於其他除濕系統，有著主打健康住宅的優勢。

圖1 液態除濕系統運轉示意圖 [5]

液態除濕系統原理如圖1所示，是一雙塔的結構，

分別為吸收除濕塔，與脫附再生塔，除濕塔會把濃的

鹽類吸收劑於上方噴灑於桶內，空氣由下往上與吸收

劑接觸，空氣中的水分會被鹽類吸收劑吸收，吸收劑

的濃度會因為吸附水分而下降，變為稀溶液，稀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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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被泵打回再生塔，透過加熱器加熱後，同樣由上方

噴灑於再生桶內，再生的空氣與熱的稀吸收劑接觸，

並把水氣脫出給再生空氣，吸收劑因此變回濃溶液，

完成循環，吸收除濕時，如果加入冷源，將會增強吸

收劑的除濕能力，而再生時，鹽類吸收劑可以使用低

於80℃的熱源，太陽能熱能因為受限於天氣，熱泵系

統提供的熱源較為穩定，且冷源可以給除濕端利用，

因此雙效熱泵系統非常適合與液態除濕系統結合。

本研究於台灣自製一台最大風量為3600CMH之液

態除濕機，在台灣的天氣環境下，以熱泵驅動液態除

濕系統，並研究其在不同的入口空氣條件下之性能，

在台灣走向節能減碳與健康綠建築的發展方向中，以

節能殺菌之除濕設備協助台灣在空調耗能領域找到最

佳解決方案。

二、實驗架設

本研究建構一最大風量為3600CMH之液態除濕機，

實驗設備如圖2所示，設備分為除濕塔與再生塔，分

別使用兩台風機導入空氣，進行除濕與再生，液態

除濕溶液使用的是30~35%的氯化鋰，吸收除濕前氯

化鋰會先透過冰水降溫到15~20℃，接著透過噴淋與

處理供風進行熱質傳交換，使供風降低溫度與濕度，

再生塔則會使用65℃的熱水，使氯化鋰提高溫度至

55~60℃，接著噴灑於再生塔中，把水氣脫出，兩塔

都會使用填充物使吸收溶液暫留時間增加，增加熱質

傳，塔內的面速度保持1.5~2.5 m/s，透過量測，塔內

靜壓約10~20 mmAq，入出口都會架設溫濕度計，紀

錄空氣狀態，液態吸收劑噴淋量約10~30 lpm，使用雙

效型熱泵，產生冰水與熱水，並架設儲水桶穩定平衡

熱泵系統防止跳機。因為實驗設備架設於台中市，因

此先統計台灣之台中市近年來的濕度比，其結果如圖

3所示，溫濕度的統計如表1所示，可以發現不管夏

天或是冬天，台灣因為海島型氣候，相對濕度都保持

在70%，而人體適合之相對濕度為40~60%，因此不管

春夏秋冬，都具有調濕的需求，室內如果有開冷氣，

空氣狀態通常約保持在25~26℃與相對濕度50%，此時

的濕度比為9~10 g/kg，因此以台中為例，幾乎都需要

進行除濕，才能符合室內環境的需求。本研究會收集

各種外氣狀態下的除濕狀態，建立資料庫，使設備未

來在推廣上可以快速的進行模擬分析。

圖2 台灣自製液態除濕系統

圖3 台灣之台中市天氣近5年平均濕度比

4　 WBCSD官網https://wbcsdpublications.org/integrated-energy-strategy/

表1 台灣之台中市天氣近5年平均溫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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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液態除濕系統在不同吸附端噴淋溫度與不同吸附入

口狀態下，總除濕量如圖4所示，總除濕量的定義是 :

總除濕量 Gdeh (kg/hr) =  (1)

公式中 W 代表空氣的絕對濕度 (g/kg)，下標 in 和 

out 代表吸附的入口與出口，為空氣測的質量流率，

此案例使用風量為2200 CMH，代表系統在此風量下，

累積一小時的總除濕量，結果顯示，噴淋溫度越低，

除濕能力越高，從17℃的噴淋溫度下降到15℃，總

除濕量約上升10%，另一方面，入口端的絕對濕度越

高，除濕能力越高，因為液態除濕在特定溫度下，有

其特定的蒸氣壓，當空氣中的水氣離此蒸氣壓較遠

時，空氣中的水氣會大量的被液態除濕吸收劑吸附，

但當空氣中水氣水分壓較低時，因為已經較為趨近吸

收劑的蒸氣壓，所以除濕能力較差，而溫度越低，吸

收劑的蒸氣壓越低，所以吸收能力也會上升。

圖5顯示系統的能耗指標E.F. (Energy factor)值，其

定義為 :

能耗指標（kg/kWh）: E.F. =  (3)

G為總除濕量，Power為系統的總能耗，包含風機與

泵，在台中的平均絕對濕度約14g/kg的狀態下，系統

的E.F. 值約為2.6 ~ 2.8 kg/kWh之間，傳統冷凝除濕的

E.F. 值約為2.0~2.3之間，證明以熱泵驅動液態除濕系

統擁有更好的除濕能力，加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殺菌能

力，將可完全取代傳統除濕系統。

圖4  吸附入口之絕對濕度對應之總除濕量 

圖5  吸附入口之絕對濕度對應之系統EF值

圖6  吸附入口之絕對濕度對應之吸附出口絕對濕度

圖7  液態除濕與固態除濕性能比較

圖6顯示不同吸附入口絕對濕度狀態下，吸附出口

的絕對濕度，以台中各月的天氣狀態可發現，絕對

濕度都可以低於10 g/kg，代表以民生或是商辦大樓而

言，液態除濕在60℃的再生環境下已經可以完全取代

傳統的除濕系統，針對一些較低濕的倉儲與展示間，

絕對濕度需求約6~7 g/kg，露點約7℃，前端須先加

入預冷盤管，使空氣先透過預冷盤管處理使露點下降

至19℃，絕對濕度約14 g/kg，接著給液態除濕系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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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使露點達到7℃以下，相較於傳統冷凝除濕系

統，需要降低冰水溫度到達3~5℃左右才能達成，液

態除濕系統明顯具有節能的優勢。

圖7是液態除濕系統與固態轉輪除濕系統的比較，

可以看到固態除濕系統的再生溫度為80℃，且吸附與

再生面積比為1比1，在此系統配置狀態下，液態除

濕系統在高相對濕度與高絕對濕度段擁有較高的除濕

能力，且液態除濕系統的再生溫度是60℃，代表EF值

將會高於固態除濕系統，但在低濕段，固態除濕性能

較為優異，因為故態除濕系統是利用凡德爾力對空氣

中的水蒸氣直接吸附，對於低相對濕度下的除濕能力

較高，這也是固態除濕系統較無可取代的應用領域，

但是低濕度的除濕需求通常是特殊工業領域才會需要

用到，且液態除濕系統也可以與固態除濕系統進行串

聯，降低固態除濕系統的負荷，即可進一步達到節能

的目的，而液態除濕系統已經可以以最節能的姿態應

用於大部分的除濕領域，特別在健身房與寵物旅館等

具有異味與高潛熱負荷的場域，液態除濕系統的高除

濕能力與殺菌能力，將可達到最大的效益。

四、結論

本文完成台灣自製的液態除濕設備商品機，並以雙

效熱泵驅動此設備進行測試，在60℃的再生環境下，

測試液態除濕的除濕性能，結果顯示，除濕噴淋溫度

越低，除濕能力越高，而外氣絕對濕度越高，除濕

性能也越高，EF值約在2.6 ~ 2.8 kg/kWh之間，比傳

統冷凝除濕EF值提高30%，可完全取代傳統冷凝除濕

系統，另一方面，固態除濕系統在再生溫度80℃狀態

下，在高濕段的除溼能力也低於液態除濕系統，但是

在低濕段的除溼能力依然高於液態除濕系統，因此液

態除濕系統在特殊極低濕工業上應用領域不具優勢，

但液態除濕特殊的殺菌功能，在後疫情時代將有更大

的優勢，尤其應用於醫院、健身房與寵物店等特殊大

樓中，將可發揮最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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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熱
泵熱水器係採用冷凍循環原理轉移熱能方式，

吸收大自然中的熱能或空調系統之廢熱進行熱

交換使其成為日常生活所需的溫熱水。熱泵機組的主

要裝置由蒸發器、冷凝器、壓縮機、膨脹閥組成。工

作過程是通過冷媒不斷完成蒸發（吸取環境中的能量）

→壓縮→冷凝（放出能量）→節流→再蒸發的熱力循

環過程，將環境中的熱量轉移到加熱對象中，從而使

加熱對象的溫度達到使用範圍，由於輸入之電能不是

直接參與加熱，故所需的電量不要很多。電能的熱利

用率可達到300%。目前國內熱泵熱水系統在傳統的設

計上，以共管方式居多數，考量在於可以穩定供應熱

水使用。而改由熱泵串聯方式進行熱水加熱，除可以

提供更好的系統效率外，更可節省能源費用，改善後

之結果，總節能量為41%。

二、串聯式熱泵機組系統

新型串聯式熱泵機組系統包括兩台或多台熱泵機

組，每台熱泵機組通過管路連接成相互獨立的冷凍循

環迴路，每台熱泵機組各設置儲水桶，第一加熱裝

置，包含第一熱泵機組、第一儲水桶及分別連接該第

一儲水桶的第一入水管和第一出水管，該第一熱泵機

組將所述水加熱至第一預設溫度 (界於攝氏25至45度 )

注入該第一儲水桶；及第二加熱裝置，串聯該第一加

熱裝置，該第二加熱裝置包含第二熱泵機組、第二儲

水桶及分別連接該第二儲水桶的第二入水管和第二出

水管，該第二熱泵機組將所述水加熱至第二預設溫度

(界於攝氏45至50度 )注入該第二儲水桶，其中該第

一出水管與該第二入水管連通，且該第二預設溫度高

於該第一預設溫度，系統示意圖如圖1。

圖1  串聯式熱泵系統圖

低溫補給用水從系統進口流入，並依次流經各機組

逐級加熱後流至使用端。機組能夠將較低溫度的熱水

分段加熱到較高的溫度，加大了熱水和冷水在熱泵

進、出口的溫差，提高了系統的綜合能源利用效率。

串聯式熱水系統設計，分段為高溫及中溫區，利用熱

泵在較低溫出水時效率較佳的情況下增加運轉時數、

高溫出水時效率較低的情況下減少運轉時數，相較於

並聯式傳統共管式熱水系統能源效率提升許多。

淺談串聯式熱泵機組系統及

案例實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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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宿舍案例說明

以某專科學校學生宿舍為範例，該宿舍欲汰換2處

宿舍既有老舊熱泵機組，其熱水加熱系統原設計為傳

統並聯式加熱，擬採為串聯式熱泵機組系統，同時汰

換老舊循環水泵，以分段加熱方式減少壓縮機組負載

以及水泵效率提升之特性減少熱水耗電。本案量測改

善前後熱泵機組系統效率進行長時間比較，茲就改善

前後節能績效量測驗證進行說明：

1. 改善前基準線建立說明

本案兩棟宿舍原熱泵採用一台相同型式之空氣對水

熱泵單機製熱量114 kW供應學生宿舍淋浴熱水使用，

寒假時暫停使用，暑假時因應暑期班或外部活動租借

宿舍時則僅使用宿舍A，使用天數為275天 (2,750小

時 )。改善前於宿舍A及宿舍B等處熱泵機房架設儀器

量測熱泵機組及附屬循環水泵耗電功率 (kW)、進水流

量 (Lpm)、進出水溫度 (℃)。其改善前宿舍A、B熱水

系統及系統量測位置示意如圖2。經量測分析既有熱

泵系統數據顯示，改善前兩處系統總耗電量為117,524 

kWh/年，如圖3，平均系統效率COP約為2.10。

2. 改善後及驗證說明

為確保主機有足夠加熱能力及備援，並採用新型串

聯式熱水系統設計，分段為高溫及中溫區，利用熱泵

在較低溫出水時效率較佳的情況下增加運轉時數、高

溫出水時效率較低的情況下減少運轉時數，引進熱水

供應系統架構，每處宿舍樓房裝兩台獨立機組。宿

舍A選用1台70kW製熱量 (耗電功率21.1kW)與1台

53kW製熱量之空氣對水熱泵。宿舍B選用2台35kW

製熱量風管型空氣對水熱泵，每台機組均選用雙獨立

迴路，新系統如圖3所示，新設系統監控盤除收集數

據與現場操作外，另以PLC整合主要設備 (主機 /水

泵 )，可於現場統整操作相關設備，增加設定周曆、

即時用水量與二段式電價等判斷邏輯，減少不必要設

備運轉，相較於傳統共管式熱水系統效率提升許多。

量測驗證相似於改善前方式，量測熱泵機組耗電功

率、進水流量、進出水溫度並計算各系統常溫補水加

熱總熱值，分析改善後熱泵系統數據顯示，改善後兩

處系統總耗電量為69,684 kWh/年，如圖5，平均系統

效率COP約為3.10。

宿舍A

宿舍B

圖2  改善前宿舍A、B熱水系統及系統量測位置

宿舍A

宿舍B

圖4  改善後宿舍A、B串聯式熱水系統及系統量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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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宿舍A、B熱水系統改善後量測週期耗電量

圖6  A、B宿舍熱泵的效益圖

改善地點
改善前用電量 改善後用電量 節電量 節約金額 節約油當量 tCO2減量 節能率

[kWh/年] [kWh/年] [kWh/年] [元/年] [kLOE] [公噸/年] %

宿舍A 87,207 47,146 40,061 123,388 3.83 20.39 45.94%

宿舍B 30,317 22,538 7,779 23,959 0.74 3.96 25.66%

合計 117,524 69,684 47,840 147,347 4.57 24.35 40.71%

1kWh=860kcal=0.0956×10-3kLOE； 1kWh=0.509kgCO2(108年能源局公告電力排放係數 )

圖3  宿舍A、B熱水系統改善前基準線耗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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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節能效益總結

依據前述之說明，以改善前、後量測之熱泵熱水系

統耗能量，總計系統總體改善後之結果，總節能量為

40.71%，節省金額為147,347元 /年，節約47,840度

電，計算之改善後熱泵的效益如圖6。

4. 結論

熱水鍋爐系統經前一次導入熱泵系統後，仍需保留

熱水鍋爐，且遷就既有設備，系統整合性不足，循環

水泵終日運轉，系統運轉成本已大幅下降，但也提高

非主機的周邊設備用電成本。本案引進串聯熱水供應

系統概念，以熱泵取代既有熱泵，整合監控及能源管

理系統，目標再提高全系統效率 (kW-hr/m3熱水 )與節

電 /節費比例3成，節費總金額雖不高，但可提升系

統運轉效益27.6%，對於國內已屆汰換的熱泵熱水系

統極具示範價值。

對於一般生活用水之熱泵熱水加熱系統，串聯式加

熱升溫架構之能源效率可明顯高於共管式設計。然而

若用水量發生急劇變化或是主機發生異常時，相比並

聯式系統，容易有供水加熱不及的情況。因此，導

入預知診斷系統，增加逐時用水量預測及系統異常判

斷，當發生前述異常情況時，不同溫度段的主機提前

支援或自動提高設定溫度。診斷系統透過建立人工智

慧AI模型針對過往的特徵數據進行訓練，再導入新資

料即時預測，可了解其熱水負載使用量、用水趨勢、

系統健康度等，以提前預知異常的數據，提前自動因

應，防止系統失效。

進一步針對系統效能提升為引進圖控軟體 (SCADA)，

整合熱泵主機性能曲線，利用最佳化理論，在不同的

情況下以外氣溫度、主機運轉效率、用水量等數據，

自動計算並決定每個桶槽的設定溫度。整合上述智慧

控制系統後，在使用人數超過1,000人以上之場所，

如宿舍或旅館等，且同時具備不確定熱源 (如廢熱回

收、太陽能等再生能源 )時，串聯式熱泵熱水系統可

發揮極大的效益，達到最佳效能。

勘誤表

68期頁次 原文 更正

15 胡玉麟總經理 胡育麟總經理

15 天山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山天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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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智慧節能控制系統

整合人工智慧 (AI)及物聯網 (IoT)技術，在維持製程產品品質下，智慧節能控制運算技

術可依據工廠能源管理系統和ERP等資料庫動態分析系統變化，即時調整主要耗能設

備之運轉參數，以達最佳之節能和品質效果。平台內建完整工廠資料收集、智慧監控

及整合運算平台等模組化功能，搭配友善操作介面可讓現場操作人員等非專業人士使

用，利於製程產線複製與工廠間快速擴散技術。

技術特色

應用服務

廣告

技轉聯絡窗口
綠能所感測監控研究室趙浩廷經理
TEL：(03)591-8564    HTZhao@itri.org.tw

經經濟濟部部能能源源局局
BBUURREEAAUU  OOFF  EENNEERRGGYY

製程智慧化控制技術

產業應用
• 適合工業場域、短期或長期監
測需求。

• 可應用於製程設備自動能耗分
析、建模與節能控制。

• 可應用於品質分析與配方調控
建議。

• 已應用於紡織業工廠與染整製
程設備等節能示範場域。

• 彈性功能模組設計、縮短導入時間與人力。

• 智慧化統計設備能耗，搭配智慧分析品質配方，
穩定品質並提升節能潛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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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
舒適又健康

智慧光環境技術與服務

• 結合光環境模擬、專屬配方與最適化控制，開發人性化智慧照
明系統

• 提供場域適人、適時、適地，符合生理與視覺感知光環境設計
• 嶄新節能、舒適、便利、有益身心健康之照明情境

技術特色

應用範疇

廣告
技轉聯絡窗口
綠能所照明節能研究室劉旻忠
TEL：(03)591-3246    LiuMC@itri.org.tw

經經濟濟部部能能源源局局
BBUURREEAAUU  OOFF  EENNEERRGGYY

『光即服務』(Light as a Service, LaaS)照明新模式

 客製光環境規劃設計
 技術開發合作與移轉
 照明系統評估與優化
 智慧照明檢測與驗證

服務項目

辦公會議
工作績效佳

商業空間
提高購買慾

教育學習
提高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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