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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建築環境品質與能源效率之環境整合控制實例

兼顧建築環境品質與能源效率之
環境整合控制實例
 吳孝原 胡志堅 趙念慈 江旭政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圖1  圖書館地下一樓的照片

一、簡介

二、分析與設計

行

政院環保署於 2017 年 1 月公布了「 應符合

1. 通風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

室內 CO2 濃度過高的一個明顯原因 ，在於舊

並將大專院校圖書館包括在內 。為了符合該法

有空調系統並未將外氣引入室內 ，因此設計追

規 ，室 內 空 氣 的 CO2 濃 度 、細 菌 濃 度 、PM10

加一組外氣空調箱 。通風量設計的主要依據是

濃度 …等數值需要符合設定的標準範圍 ，例如

ASHRAE 62.1-2004 標 準 [2]，並 考 慮 了 設 計 餘

CO2 濃度的八小時平均值不得超過 1000 ppm[1]。

裕 ，得到外氣空調箱的設計風量為 13,600 CMH。

環保署並指出 ，上述公告場所必須在 2018 年 1

2. 溫熱舒適度

月 10 日前通過第一次定期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 。本案例是台灣北部一所大學的圖書館地下

根據 ISO 7730 標準 ，PMV 可作為人員冷熱感

室 ，面積約為 1,280 m2，請參考圖 1。該空間具

覺的統計指標 ，其值介於 -3 和 +3 之間 。PMV=-3

有 CO2 濃度過高的問題 ，因此啟動此改善計劃 ，

代表最冷的狀態 ，PMV=0 代表最適中（ 最舒適 ）

使空氣品質符合規定 。

的狀態 ，而 PMV=+3 則是最熱的狀態 。PMV 是

除了法規方面的考量之外 ，相關人員經過討論

六個因素的函數： 氣溫 ，相對濕度 ，風速 ，輻

決定採用更全面的改善方案 ，將溫熱舒適度和建

射溫度 ，人體代謝率 ，以及衣著量 。空調系統

築能源效率也列入考量 ，因為這些問題通常會

的傳統控制方式是將室內空氣維持在一個固定的

與室內空氣品質的控制相關 。因此 ，本改善計

溫度 ，但是當其它五個因素隨時間變化時 ，固

劃的目標包括以下三項： 維持室內 CO2 濃度在

定的氣溫並不能充分滿足溫熱舒適度的需求 。

1000 ppm 以 下 ，維 持 室 內 PMV 值 在 ±1.1 的 範

在本案例中 ，控制系統會試圖將室內 PMV 值

圍內（ 統計上 70％的人感到滿意 ），並且維持良

維持在一個定值（ 預設為零 ），而不是將氣溫維

好的建築能源效率 。

持在定值 。控制系統能夠計算出一個最佳的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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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地下一樓空間可再分為三個區域 (Zone) 以進行分區控制

設定溫度 ，使得 PMV 值趨近於零 。在計算中 ，

內人數由出入口閘門系統計算 ，當人數低於 240

濕度值是從感測器讀數獲得的 ，風速假設為 0.1

人時 ，僅啟動 A 區的照明和空調；當人數大於等

m/s。基於成本考量 ，現場並未安裝輻射溫度感

於 240 人且小於 350 人時 ，啟動 A 區和 B 區的照

測器 ，因此以 30 分鐘氣溫平均值作為輻射溫度

明和空調；而當人數大於等於 350 人時 ，啟動所

的近似 値 。此外 ，根據活動類型（ 閱讀 ），假

有照明和空調 。每 10 分鐘控制系統會依人數判

設此空間內人員的代謝率為 1.0 Met，而平均衣

斷是否需要加開空調與照明設備；另一方面 ，為

著量則是根據季節來設定 。根據這些假設 ，將

了不對使用者造成不便 ，一天之中只有某些特

23oC 到 28oC 的整數氣溫代入公式計算 PMV 值 ，

定時刻會依人數判斷是否需要關閉部份空調與照

然後在這些 PMV 計算值中 ，找出最接近於零的

明。

值以及它所對應的氣溫 ，並且將該氣溫用作最佳

4. 控制演算法整合

設定溫度 。

上述所有控制演算法都需要整合到一個控制系

3. 建築能源效率

統中 ，而為了合併不同的演算法則需要考慮ㄧ

在夏季 ，當更多外氣進入建築物時 ，空調系

些細節 。例如 ，由 CO2 濃度控制演算法所決定

統需要處理更多熱量 ，因此更為耗能 。為了兼

的外氣量通常不會等於自然冷卻演算法所決定的

顧空氣品質和能源消耗 ，需要控制外氣量 ，使

量 ，在這種情況下 ，應採用兩者之中較大的量

其既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因此在本案例中設計

來控制外氣空調箱 。

了風扇變頻控制方法 ，根據室內平均 CO2 濃度

經過整合 ，此控制系統的輸入參數為： 室內
人數 ，室內 CO2 濃度 ，室內氣溫 ，室內相對濕

控制外氣空調箱風扇轉速 。
此外 ，外氣空調箱也採用了自然冷卻控制演算

度 ，估計衣著量 ，以及室外空氣焓 値 。控制系

法 。在此 ，
「 自然冷卻 」是指當室內空間需要冷

統的輸出參數是：外氣空調箱的風扇頻率和設定

卻且室外空氣焓値低於室內空氣焓値時 ，讓空調

溫度 ，每個區域的空調和照明的開關控制 ，以

箱引入最大量的室外空氣 。這種控制方法可以減

及每個區域的空調設定溫度 。控制系統在工作時

少部份空調能耗 ，特別是在春季和秋季 。

間內每 10 分鐘獲取輸入參數的 値 ，並計算輸出
參數的值 ，並將這些值發送給對應的設備 。

另一方面 ，新的分區控制方法設計如下：將該
空間分為三個區域 ，A 區 ，B 區和 C 區 ，每個區
域都有對應的空調和照明設備（ 請參見圖 2）。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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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新的外氣空調箱(左)以及其相關風管系統(中與右)

圖4  控制系統的感測器(左)與使用者界面(右)

三、施工

400 ppm [4]； 每個人的平均 CO2 排放量假設為

基於上述的改善設計 ，施工團隊於 2017 年暑

0.3 L/min [5]；假設室內有 500 人均勻分布於此空

假期間進行了外加設備和控制系統的裝設 。外加

間中 。根據穩態 CFD 模擬 ，在人員坐姿口鼻高

設備包括外氣空調箱及其相關風管系統 ，如圖 3

度的 CO2 濃度分布如圖 6 所示 。整體而言 ，此

所示 。控制系統則包括控制器 ，感測器 ，使用

高度平均 CO2 濃度保持在 970 ppm，符合法規要

者界面和通信網絡 。圖 4 顯示了部份感測器和使

求。

用者界面 。
四、結果與討論
1. 室內CO2濃度
圖 5 顯示 2017/10/15 ∼ 2017/10/21 開館期間的
室內 CO2 濃度記錄值 。在此期間只有 A 區是開
放的 ，室內平均人數約為 60 人 ，而數據顯示 A
區 CO2 濃度始終低於 1000 ppm，符合設計要求 。
為了檢查尖峰負載時的情況 ，採用了計算流

圖5  測試期間的室內CO2濃度

體力學（ CFD）軟體 PHOENICS[3] 來進行數值模
擬 。假設條件概述如下：外氣空調箱風扇全速運
2. 溫熱舒適度

轉；由於室內處於正壓狀態 ，從室外到室內的空

以 09/25~09/29 期間 A 區的溫度和濕度記錄為

氣滲透量忽略不計； 大氣中的 CO2 濃度假設為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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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尖峰負載狀態下的室內CO2濃度分布

圖7  測試期間的室內PMV値

樣本 ，依前述假設計算影響 PMV 的各參數值 ，

算法 ，相當於改造後的情況 。

然後根據這些數值計算室內 PMV 值 ，結果如圖 7

使用上述軟體為每種狀態建立了數值模型 ，其

所示 。在測試期間 ，PMV 值始終保持在 -1.1 和 1.1

耗能密度 (Energy Use Intensity, EUI) 之模擬結果如

之間 ，滿足設計要求 。

表 1 所示 。由表中可以看出 ，將外氣引入室內確
實會增加空調能耗 ，而自然冷卻控制方法也的確

3. 建築能源效率

可以降低空調能耗 。狀態 C（ 改造後 ）的空調能

為了評估引入外氣對建築能耗的影響 ，於是

耗比狀態 A（ 改造前 ）高出約 20％，但是為了改

以建築能耗模擬軟體 EnergyPlus 進行了數值模擬

善室內空氣品質 ，這被認為是必要的代價 。總體

[6]。首先定義了三種狀態：狀態 A 是改造前的狀

而言 ，改造後的能效表現（ 110.7 kWh/m2.year）

態 ，未採用機械設備引入外氣 。狀態 B 是裝設外

仍明顯優於台灣一般大專院校圖書館的平均值

氣空調箱引入外氣 ，但未採用自然冷卻控制演算

（ 176.9 kWh/m2.year）。

法的情況 。狀態 C 是狀態 B 加上自然冷卻控制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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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種狀態的EUI比較表
狀態A

狀態B

狀態C

空調EUI (kWh/m2.year)

34.6

48.4

41.5

整體EUI (kWh/m2.year)

103.8

117.6

110.7

五、結論

與精簡後之版本 。)

本案例是台灣北部某大學圖書館地下室的環
境改善計劃 ，計劃目標包括三方面：維持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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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空氣系統智能管理


一、前言

郭維仁

能源商務部經理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出風量的多寡 。

國

內工業部門用電佔全國總用電約 53％，而

產氣系統是由空氣壓縮機群所組成 ，不同型式

空壓用電又佔工業部門用電約 10％。一般

的空氣壓縮機具有不同的單機產氣效率 。空壓機

而言 ，壓縮空氣系統的電能使用約佔整個工廠

群的負載管理模式也是直接會影響到整體系統的

電能使用的 10~30%。在既有的壓縮空氣系統上

能源使用效率 。
儲氣系統即儲氣桶或是緩衝桶 。具有避免空氣

進行節能改善 ，並輔以使用能源監視管理系統 ，
將有助於企業提升壓縮空氣系統的能源使用效

壓縮機空重車頻繁及穩定系統壓力的功能 ，同時

率。

也具有減少後處理系統負擔的作用 。
後處理系統是由壓縮空氣過濾器及壓縮空氣乾

為了力行節能減碳政策 ，政府於 2013 年起 ，
推廣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並輔導國內業者進

燥機所組合而成 。根據對於壓縮空氣品質的要

行能源管理系統的建置 。截至 2016 年底 ，國內

求 ，後處理系統有不同的組合方式 。設置後處

已經有近 300 家企業已建置 ISO50001 能源管理

理系統的主要目的 ，是要移除壓縮空氣中的污染

系統 ，並持續對自身企業進行節能改善 。

物質 ，包含： 固體雜質 、水份及油份 。壓縮空
氣中污染物質含量多寡的等級區分 ，可以參考國

鑑於我國電子業的製造發展技術 ，無論是在

際標準 ISO8573.1。

硬體的建設及軟體的開發都具有領先全球的優
勢 。應用我國在資 、通訊軟硬體的領先技術在

管路系統包括了管路的配置方式 、管路上的閥

能源管理系統上使用 ，將能有效協助企業落實

件 、配管方式 ... 等 。不良的管路設計 、管路系

持續節能改善及能源管理的目的 。

統壓縮空氣洩漏 ，都是造成能源浪費的主因 。

二、壓縮空氣系統的組成

三、壓縮空氣系統節能改善的機會
在瞭解了壓縮空氣系統的組成後 ，要對

壓縮空氣的應用一般可以分為廠用空氣 、儀

既有壓縮空氣系統進行節能改善 ，便可以針對

錶用空氣 、製程用空氣以及呼吸用空氣 。不同
的需求應用 ，對於壓縮空氣品質的要求也不同 。

此五個次系統做進一步瞭解 ，並尋求節能改善的

因此 ，建構出不同的壓縮空氣系統配置 。舉凡

機會點 。

來說 ，一個標準的壓縮空氣系統會由下列五個

1、改善空間環境

次系統所組成 。包含環境系統 、產氣系統 、儲

空壓機的吸氣溫度越高 ，空氣密度變小 ，輸

氣系統 、後處理系統以及管路系統 。

出的空氣質量會越少 。容易導致供氣空氣質量不

環境系統主要是指壓縮空氣系統中 ，使用的

足而必須多開空壓機因應 ，造成耗能 。

設備所安裝的空間位置及其所處位置的大氣環

2、改善冷卻系統

境條件 。大氣環境條件會直接影響產氣設備輸

7

Esco會訊52期.indd 7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二期

2018/7/12 下午 17:36:41

專題報導

壓縮空氣系統智能管理

6、過濾器

氣冷式空氣壓縮機需要注意前項所提的環境

過濾器的使用應注意壓損的產生 。隨著過濾器

空氣條件 。如果環境溫度越高 ，除了輸出空氣
質量減少外 ，潤滑油的油溫變高 ，會影響潤滑

的使用時間越長 ，過濾器內的濾芯會累積粉塵 、

油的壽命 ，且空壓機的排氣溫度也會跟著變高 ，

油滴 、水滴等污染物質 ，使得過濾器的壓損逐

導致壓縮空氣內的含水量增加 ，造成後處理設備

漸增加 。壓縮空氣系統中 ，每 1bar 的壓力損失 ，

的負載變重 。影響到空氣品質跟系統效率 。

將浪費 6~8% 的電能 。因此 ，當發現過濾器濾芯
前後的壓力差增加時 ，便要適時的更換濾芯 。

水冷式空壓機需要注意冷却水水質 ，避免在冷
卻器上產生水垢影響熱交換效率 ，造成空壓機的

除此之外 ，也建議定期更換濾芯 ，以維持系統

排氣溫度上升 。冷卻器應當每年進行檢查與清

高效率的操作 。

洗 ，維持冷卻器的正常運作 。

7、乾燥機

3、定期檢測空壓機單機效率

乾燥機的使用要注意壓損問題及壓力露點是否

空壓機單機效率逐年衰減 。為了維持系統在高

適宜的問題 。對於空氣品質的要求 ，過度的設

效率的操作 ，單機效率應每年進行檢測 。根據

計 ，可能就會造成能源的浪費 。因此 ，應考慮

單機效率衰退的程度 ，進行不同程度的維修與保

乾燥機的設計是否合宜 ，乾燥機是否有搭配壓力

養 。如果單機效率衰退已超過 20%，建議可以考

露點節能功能 。

慮市場上是否有高效能的設備可以做汰換 。

8、管路設計

4、空壓機負載群控管理

管路管徑大小的設計 ，是否以目標壓力降來考
慮管徑大小 ？如前所述 ，每 1bar 的壓力降會浪

空壓機群應有基礎負載空壓機與變動負載空壓

費 6~8% 的電能 。在管徑的設計上應

機的區分 。基礎負載空壓機即此空壓機在操作

考量到未來所可能產生的壓力損失 ，盡量減少

上 ，唯有啟動跟停機時會空車運轉外 ，其它時
間的操作上 ，皆是以滿載狀態在運轉 ，沒有空 /

壓損可以達到節能效果 。
使用端的管路配置應採環形方式進行配管 。如

重車 ，沒有容量調節 ，也沒有變頻操作 。而變

果以樹狀結構配管 ，容易導致管線末端壓力不足

動負載空壓機便是隨著使用端
用 氣 的 變 化 ，變 動 負 載 空 壓 機 會 利 用 空 / 重

或風量不足的現象發生 。

車 、容調或變頻的方式調整輸出風量來滿足使用

9、洩漏改善

端的用氣需求 。空氣壓縮機空車運轉就是浪費能

壓縮空氣系統管路一定會有壓縮空氣洩漏的發

源 。基礎負載空壓機搭配變動負載空壓機能有效

生 。壓縮空氣洩漏最常發生在管路接頭 、控制

減少空氣壓縮機空車運轉的機會 ，進而達到節能

電磁閥及却水器上 。却水器的部分 ，建議可以

效果 。

使用只排水不排氣的無耗氣式自動却水器 ，減少

5、儲氣桶

壓縮空氣的浪費 。一般壓縮空氣的洩漏量約在
壓縮空氣總流量的 10~30%。壓縮空氣的洩漏就

前 、後儲氣桶設置的尺寸大小 ，應根據空壓
機群的總輸出風量來設計 。容積過小的設計會導

是一種能源的浪費 。有效的解決洩漏點的問題 ，

致空壓機空 / 重車頻率過於頻繁 ，空氣桶容積設

是一個不需要花大錢便可以達到有效節能的方

計太大 ，則會多佔安裝空間 。一般建議以壓縮

法。

空氣總輸出風量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左右來設
計 。儲氣桶配管時也應注意採「 下進 、上出 」的

四、智能監視管理平台

方式設計 ，避免冷凝水流出至過濾器及乾燥機 ，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內容中指出 ，對

導致後處理系統失效 。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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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關鍵特性包含了重大能源使用有關的相關變
數 、能源績效指標 、實際能源消耗對應預期能
源消耗之評估 …等 。因此 ，一個優質的能源監
測系統至少應該包含上述所提的關鍵特性 。
復盛公司以其自身對空氣壓縮機製造的專業 ，
並參考國際標準「 ISO11011 壓縮空氣系統能源
效率評估 」以及「 CSA837-16 壓縮空氣系統監視

趨勢圖可以讓用戶瞭解壓縮空氣系統使用效

與能源績效量測 」，自行開發 GoService EnMS 雲

率的變化趨勢 。倘若發現系統效率已逐漸變差 ，

端能源管理平台 ，此平台提供了五大功能 ，包

則可以從壓縮空氣系統中找出可以進行節能改善

含了顯示系統即時運轉資訊 、累積數值 、歷史

的機會點進行改善 。

趨勢圖 、區間報表及節能成效 。
系統運轉即時資訊顯示了系統使用壓力 、風
量 、壓力露點 、系統耗功及系統效能 ( 比功率 )。
符合重大能源使用有關的相關變數的監視與量
測。
累計數值可以提供用戶瞭解在使用的時間區間
內 ，空壓機群負載群控的狀況 。瞭解在此時間
區間內 ，空壓機空重車的比例是否合宜 。若發

區間報表可以呈現在某時間區間內 ，系統的總

現空車時間佔比過高 ，則可以進行負載管理的調

用電量 、總用氣量 、系統平均效率 …等相關資

整 ，達到最佳化的操作模式 。

訊 ，提供給管理者瞭解在此區間內的用能及用氣
狀況 。
最後 ，最重要呈現的是節能成效 。無論進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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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節能改善動作 ，我們都希望能瞭解改善之

到的能源基線與報告期的能源使用進行比較後得

後的成效如何 。只要定義好改善前的基線期資

到的結果 。GoService EnMS 能源監視管理平台 ，

料 ，進行節能改善後 ，EnMS 雲端能源管理平台

完全考量到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中的要

便能協助分析計算改善後的節能效果 ，並能預估

求 。同時也簡化業主在取得相關監視關鍵變數資

改善後一年的節能量與節電量供用戶參考 。

料後 ，還需另外自行計算相關參數的問題 。

復盛公司自行研發的 EnMS 雲端能源管理平

符合能源管理系統標準要求 ，方能真正落實能

台 ，能完全符合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對於決

源管理 。優質的工具可以讓業主達到事半功倍的

定能源績效的關鍵特性應被監測 、量測與分析的

效果 。否則數據僅是數據 ，將無法轉化成有用

要求 。同時 ，相關記錄資料可以保存五年 ，也

的資訊 。能將數據轉化成有用的資訊 ，才是能

符合電子業節約能源及能源使用效率的規定 。

管平台所能創造出最大效益 。

此 EnMS 雲端能源管理平台為了能夠滿足使用
者的管理需求 ，具有四大特點：包含結

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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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耗能壓縮空氣乾燥設備節能技術探討
 康育豪 陳志豪 曾鵬樟 鄭名山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智慧節能系統技術組
一、前言

門總用電量之 12.8%，且仍以無熱式吸附乾燥設

壓

縮乾燥空氣是工廠基本動力源之一 ，被廣

備的佔比較高 ，故國內外乾燥設備廠商 ，為響

泛應用於工業領域【 1,2】，如高科技製程

應節能減碳趨勢 ，均積極朝向壓縮空氣系統之節

之清洗 、乾燥與潔淨度控制 、汽車板金烤漆與

能技術進行改善 。本文將介紹近年來最新壓縮空

氮氣體分離製程等 ，亦可應用於製藥 、食物製

氣乾燥設備節能技術與相關研究 。

造甚至能量儲存【 3,4】。壓縮空氣中若有水氣存
在 ，將會影響製程或造成氣體管件腐蝕 ，因此

二、加熱式與通電直熱吸附劑再生系統

高壓空氣於使用前 ，需進行除濕乾燥程序【 5】，

加熱式乾燥設備 ，其原理係先將氣流加熱 ，

傳統冷凍式乾燥法因其壓力露點溫度無法達到

再利用此熱氣流加熱吸附材料脫附 ，雖然此方法

0℃以下 ，因此若需品質較佳之高壓低濕乾燥空

相較無熱式乾燥設備可節能約 20~30% 以上 ，但

氣 ，或壓力露點低於 -40℃以下時 ，就必須使用

此加熱方式仍屬於間接式加熱 ，勢必造成許多額

吸附式乾燥機【 6】。傳統壓縮空氣系統流程如圖

外的熱損失 ，如圖 2 所示 ，實際上真正提供給

1 所示 ，外界空氣被空壓機壓縮後 ，通常會分別

吸附劑用於再生脫附之熱量僅只有 22.8%，其他

經過冷凍式乾燥機與吸附式乾燥機 ，最終可提供

約有 39.4% 在管線與腔體的熱損失上 ，高溫再生

露點溫度 -40℃至 -70℃之高壓空氣 。

空氣之排放則有高達 37.4% 的能量直接排放於外

目前吸附式乾燥機皆以雙塔的形式連續運作 ，

界。

並可分成無熱式與加熱式乾燥設備 。無熱式乾

有鑑於此 ，一種創新吸附劑再生技術 ，即通

燥設備 ，是藉由吸附塔處理後的乾燥壓縮空氣 ，

電直熱再生技術概念被提出研究 ，示意圖如圖

以旁通分流 15%~50% 總壓縮空氣量 ，由高壓洩

3 所示 ，此技術即先將吸附劑直接覆載於電熱金

降至常壓所呈現之低溼空氣 ，對再生桶槽內吸

屬基材上 ，再將電熱金屬基材通入一電壓電流 ，

附床進行脫附再生 ，因此無熱式再生方式 ，易

產熱後以固體熱傳方式直接對吸附材料加熱脫

造成乾燥設備耗電量過高 ( 大於 1.5 kW/CMM 以

附 ，此通電直熱再生方法 ，不僅可以縮短加熱

上 )。由於台灣壓縮空氣系統用電量約占工業部

所需時間 ，由於對吸附劑係屬於直接加熱方式 ，

圖1、高壓乾燥空氣系統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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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傳統熱風式高壓空氣吸附乾燥設備瓶頸分析

圖3、創新通電直熱技術主要元件結構示意圖

故可大幅降低艙體與管件之熱損失 ，同時也無需

標為 0.43 kW/CMM，加上冷卻時的能耗 ，系統

大量加熱空氣 ，能有效降低再生過程所需耗能 。

總耗能也只有 0.84 kW/CMM，優於其他市售無

通電直熱技術因為是直接對吸附劑加熱 ，加上

熱式 (1.5 kW/CMM) 或間接加熱式設備 (1.2 kW/

具有平行氣流通道結構與氣流流速分佈均勻 ，因

CMM) 節能可達 30% 以上 。表 1 為市售壓縮空氣

此水平截面與垂直方向之溫度分佈相當均勻 。垂

乾燥設備與通電直熱乾燥設備之實廠能耗測試結

直方向溫度分佈測試結果如圖 4 所示 ，通電直熱

果比較表 。

元件將可大幅縮短再生時間約 78%，溫度分佈亦
較傳統熱風間接加熱系統更為均勻 。乾燥耗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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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來源

A

B

C

D

E

F

乾燥機型態

無熱式

無熱式

無熱式

無熱式

加熱式

無熱式

無熱式

直熱式

出口露點(dp℃)

-43

-43

-40

-40

-42

-42

-23.3

-40

入口氣流(CMM)

1.01

5.9

71.67

34.47

9.36

9.81

3.6

3.01

出口氣流(CMM)

0.48

4.3

48.66

23.91

8.5

8.91

3.13

2.86

再生氣耗率

52.0%

27.1%

32.1%

30.6%

9.1%

9.1%

13.1%

5.3%

壓縮空氣氣耗(kW/CMM)

8.35

7.20

3.04

2.84

0.77

0.77

0.96

0.43

電熱器電耗(kW/CMM)

---

---

---

---

0.71

0.68

0.66

0.41

系統總耗電(kW/CMM)

8.35

7.20

3.01

2.84

1.48

1.45

1.62

0.84

用於大風量 (>50CMM) 之壓縮空氣吸附乾燥系統
上。

(a)

(b)

圖4、吸附槽不同高度之升溫曲線(a)熱風間接加

圖5、高壓密閉循環之無耗氣再生乾燥設備系統

熱、(b)通電直接加熱

【8】

三、廢熱回收無耗氣再生系統

除此之外 ，近年來壓縮空氣吸附乾燥設備發

如上節所述 ，雖然加熱式乾燥設備耗氣率已遠

展 ，也逐漸朝向回收空壓機之廢熱來提供乾燥設

小於無熱式乾燥設備耗氣率 ，但若冷卻階段使用

備所需熱源 ，由於空壓機壓縮後出口高壓空氣溫

5~10% 高壓空氣進行冷卻 ，仍將會影響到整理加

度通常可達 100~120℃，因此可直接用於吸附劑

熱式乾燥設備之總耗電量 ，因此冷卻耗氣大小將

再生前之預熱或輔助熱源 ，而此機型的缺點則

成為關鍵因子 ，故近年來業者也積極開發無耗氣

是系統設備更為複雜 ，必須搭配適合的空壓機 ，

再生系統【 7,8】，如圖 5 所示 ，即使用增壓機將

如無油螺旋式空壓機 。但由於充分利用到廢熱回

吸附槽已乾燥處理後之壓縮空氣進行分流 ，透過

收與無氣耗損失等優勢 ，因此整體乾燥設備之單

增壓機與加熱器加溫 ，對另一槽體進行高壓下再

位供風耗能 ，可進一步降至 0.3 ~ 0.6 kW/CMM，

生 ，並將出口高溫再生空氣 ，藉由冷卻器將水

更具有節能優勢 。

氣冷凝排出 ，最後再打回吸附槽入口端完成再生
循環 ，由於再生過程無需洩壓至 1 大氣壓 ，同時

四、相變化材料(PCM)冷凍式乾燥機

冷卻過程亦無任何壓縮空氣耗損 ，因此可達成再

目前常見冷凍乾燥機的問題即是空壓機的運轉

生無耗氣之目的 ，不過由於此系統機構複雜度

時間非固定 ，例如空壓機空車或待機時 ，冷凍

較高 ，同時需額外設置一台增壓機 ，因此較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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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PCM冷凍機運作原理示意圖【9】

式乾燥機無法即時與空壓機連線而響應控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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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壓系統節能改善技術探討
 黃基田 副總工程師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前言

機台 。多機併聯控制可將單機容調耗能變化成為

空

多機併聯耗能 ，其節能率約可高達 30%。

論是傳統產業還是高科技產業 ，空壓機都是不

則應採用變頻式空壓機或多數個較小容量的空壓

可或缺的設備 。其能源使用佔工廠總用電量約

機來進行節能控制 。

壓機產生壓縮空氣 ，是工廠的主要動力

如果負載需求變化小於機台總排氣量的 50%，

來源 ，也是工廠主要耗能設備之一 ，無

10~30%，某些產業甚至高達 50%，為各行業皆

動能式空壓機非直接「 壓縮 」空氣的體積 ，而

具備之公用設備 ，占全國用電比例有愈來愈大的

是以提升空氣速度 、提升壓力 。如離心式空壓

趨勢 。由於空壓機時常未被最有效的規劃與適切

機。
離心式空壓機又可分為多段同軸式 (Milti-Stage)

的操作 ，使得壓縮空氣系統長期在較低的負載使

及齒輪增速式 (Integral Gear) 空壓機 。

用下運轉 ，所以節約壓縮空氣系統的能源潛力改

離心式空壓機基本上為定壓力輸出 ，並使用

善工作仍有很大的空間 。其系統構成及節能技術

IGV 及 BOV 來進行容量調節 ，以避免產生 Surge

簡述如後 。

現象 ，離心式空壓機的耗電量相對輸出壓力的高
低無顯著變化 。換言之 ，離心式空壓機並不適

一、壓縮空氣系統主要元素為

合做為容量調整使用 。如是變動負載 ，則最好

1. 空氣壓縮機

搭配螺旋機使用 。

2. 後冷卻器，乾燥機，接收器桶槽

所有的壓縮機在全負載時效率最高 ，壓縮機的

3. 空氣分配系統

容量符合平均設施負載 ，則該壓縮機將最有效

4. 氣動工具

率 。但是如果壓縮機是以符合平均負載需求進
行配置時 ，則又將無法應付尖峰負載需求 。因

1. 空氣壓縮機
定排量式空壓機是藉助空壓機將密閉於一定

此標準配置規劃程序應為：計算所有個別設備的

容積內的空氣施以機械功來「 壓縮 」空氣的體

cfm 需求量總和 ，加上 10% 的洩漏量 ，以此數據

積 ，同時提升壓力 。此類型的空壓機以往復式

作為選擇合適且符合負載需求的空壓機台數進行

(Reciprocating) 及 螺 旋 式 (Rotory Screw) 最 具 代 表

配置規劃 。

性及普及性 。

2. 後冷卻器，乾燥機，接收器桶槽

其螺旋式空壓機的多機控制 ，早期是順序控制

後冷卻器和乾燥機通常所消耗的能量是後者大

方式 ( 目的在於平均各台空壓機的使用時數 )，現

於前者 。壓縮過程因為冷卻空氣所消耗的工作潛

在則是提昇至基載及備載機台多機併聯控制 。根

能相當大 ，約有 55% 的空氣工作潛能在冷卻過

據系統壓力的升降 ，由電腦智慧運算 ，直接透

程當中喪失 。而接收器桶槽的容量一般可依容納

過 PLC 控制器下達開機或停機指令給基載及備載

10 秒的空壓機產出的壓縮空氣量的總和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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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空壓機能源消耗資料來決定平均和尖峰壓

配置規劃 。

縮空氣需求量 。用以調整或減少空壓機的容量大

3. 分配系統

小或運轉機台數量 。

系統本身應將洩漏減至最低 。大部分的洩漏都

4. 制訂一項積極洩漏確認和修繕計畫 ，用以

發生於靠近終端使用處的蛇管和連接處 。當機器

減少空氣的洩漏量以降低操作成本 。

不使用 ，時應當將球閥關閉 ，讓整個機器的空氣

5. 使用空壓機能源消耗資料 ，以最佳化的策

洩漏減至最低 。系統本身空氣在機械管路的壓降

略來控制多機台的空壓機群組 。

值應設計在 10Psi 以下 ( 從空壓機到最遠處的空氣
使用氣動工具計算起 )。

四、各種節能技術選項參考

4. 氣動工具：

1. 了解目前用氣量與耗電量

絕大部分的氣動工具都被設計在 90psig 需求值

a. 擷取流量與耗電量分析(總體檢)

以下為最佳的操作條件 。超過該壓力的操作將有

b. 監視空重車佔比(空車耗電不產氣)

可能縮短工具壽命 。低於該壓力的操作將降低該

c. 評估單機的產氣效率是否夠低(汰換標準)

氣動工具執行其工作的能力 。

2. 決定群控群組與控制模式
a. 單機-變頻or單機備援運轉(2走1)

二、系統監測

b. 多機-併聯+變頻

包括有下列資訊

c. 交替運轉

1. 所有空壓機的機台數量、容量、類型和用途。

3. 決定汰換機種與運轉模式

2. 量測數據：

產氣效率低的單機之新購空壓機選型 (變頻

a. 負載和無負載時間比率

馬達or絕緣等級>F or IE3高效馬達)

b. 負載和無負載的電流

4. 群控與多機併聯

c. 進入和排出空氣溫度

a. 取得電氣控制迴路三相電路圖

d. 進入和排出水溫和流量

b. 加裝溫度及壓力傳送器

e. 排氣壓力

c. 加裝環境溫濕度及儲氣槽露點、壓力傳送
器
d. 加裝用氣流量計

三、記錄資料

5 規劃及新增中央監控智慧化系統 ( 詳附表 )

整體壓縮空氣系統的能源消耗 ，及各項數據的
監測提供了寶貴的操作資訊 ，這些數據經電腦系

6. 取得壓力 、流量性能曲線

統收集 、分析 、擬定最適化的節能控制來最佳化

a. 建立單機多點性能曲線

空壓系統 。系統相關的能源消耗 、壓力 、溫度 、

b. 建立FAT or 出廠標準曲線

流量等數值都需被記錄下來 。

c. 建立線上效能績效指標 VS 出廠能效指標
7. 其他

1. 記 錄 壓 力 資 料 以 決 定 分 配 系 統 中 的 靜 壓
力降 。介於空壓機與最遠處的靜壓力降應小於

a. 環境溫度改善

10psi。

b. 管線壓降改善
c. 露點溫度(含水率)調整

2. 記錄壓力資料以確認壓力的波動是否造成個
別設備的空氣壓力不足 。如是則需在靠近需要更
多壓縮空氣設備處附近增設額外的空氣儲存槽 ，

五、優化監控系統功能選項參考

而非調升空壓機的設定壓力值 ( 即提高系統的總

1. 系統運轉狀態即時監控分析

壓力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

可對設備進行遠端起停操作 、設定值修改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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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即時計算系統的供氣效率 ，隨時掌握效率

3. 讓線上空壓機維持滿載

變化情況 。

4. 有效維持較低卻更穩定的系統壓力

2. 線上節能最適化控制 / 操作建議

5. 提升空氣壓縮系統的供氣效率

依據空壓機之個別參數 、用氣需量等 ，決定

6. 平均化運轉時間

最高效率的供氣組合與提出空壓機之加 / 卸載等

7. 減少保養次數

節能操作建議或直接控制 。
3. 空壓機單機效率量測管理

七、非控制之節能技術選項參考

以圖形化顯示 ，讓操作人員得以檢視各設備

1. 空氣管連結需設置關斷閥與防鏽

之性能曲線 ，比較各種運轉狀態下之效率特性 ，

2. 空氣管連結需設置歧管與卻水裝置

量測結果並提供最適化控制之依據 。

3. 系統本身需設置穩壓桶及乾燥機

4. 故障檢修與定期保養管理

4. 除塵及精密過濾器需設置旁通管路

故障檢修與定期保養管理 。

5. 過 濾 器 、 乾 燥 機 、 穩 壓 桶 需 設 置 機 械 式

5. 各項資訊之歷史資料查詢 、趨勢圖 、資料

無耗氣自動洩水器

匯出

6. 精密過濾器需設置壓差裝置

系統中各項系統資料 、設備資料等 ，提供查

7. 加大管徑降低壓差在0.1K

詢 、繪製趨勢圖以及資料以檔案的格式匯出等功

8. 環狀管路改為雙進氣管路

能。

六、最適化節能控制技術選項參考

四、 中央監控智慧化系統架構及圖面之 5
附表

1. 效率高的空壓機優先上線供氣
2. 關閉空車之空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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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熱點節能趨勢與
特性探討分析
 蔡宗霖 蔡宗成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1. 前言

全

球針對家庭住宅節能策略 ，主要以用電
行 為 調 查 及 資 訊 回 饋 為 推 動 作 法 。美

國 能 源 資 訊 署 (EIA,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定 期 公 布 所 調 查 的 住 宅 能 源 消
費 調 查 (RECS,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1]，對能源最終用途進行估計分析 。
中國西北家庭用電和生活狀況 [2]，根據 1,128
份調查問卷 ，得到城鄉居民用電量資訊 ，包括
家庭收入 、電價 、各種電器及使用時間 、主要
家電購買價格 、家庭大小 、用電量 。反映樣本
戶的用電行為 、偏好和生活模式 ，為分析家庭
用電量與生活行為關係提供參考 。瑞士電力公司
協會由 7 家公用事業客戶 (25%) 電訪 1,200 個家
庭住戶 [3]，收集調查房屋特徵 、人口 、家電數
量 ，利用用電數據分析將資訊回饋予用戶 ，以
觸動自發性節能 。
本研究以全國村里公開資料 ，如村里每月售
電量 、用電戶數 、教育程度分布 、所得級距 、
男女人口比例以及年齡分布等特徵資訊 ，如下
圖 1.1，透過村里年售電量 ，篩選出節能率較低

圖1.1 村里用電熱點分析與特性

之熱點區域 ，並可根據村里特性 ，助推縣市政
府擬定節能計畫與執行合適的推廣活動 。
北市村里的縱橫資料 ，使用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及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ﬀect model)

2. 研究內容

進行分析 ，其中研究結果顯示：人口特徵變數中

文 獻 [4] 以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QGIS) 測 量 氣 候 因
素 、所得和人口特徵變數對住宅用電量作探討 ，

本研究以我國某縣市 204 個村里為示範場域 ，

範圍為 2014 年至 2016 年夏季 (6、7、8、9 月 ) 台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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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村里公開特徵資料集 ，並以節能率篩選分析
熱點村里 ，再將其他特徵作關聯性分析與節能建
議之參考指標 。架構如下圖 2.1：

圖2.4 某村里透過移動平均計算戶均用電量

(二)村里節能率計算
本研究以每年同月份之平均用電量 ，分析每年

圖2.1 本研究流程架構圖

同月的用電趨勢 ，計算每月節能率為分析節能參
(一)村里住宅用電戶月均用電計算

考指標 ，節能率計算如下：

我國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公開資料有全國村里每
月售電量及用電戶數 ，如下圖 2.2。

每年皆可計算出 12 個月份之村里節能率 ，本
研究以台灣某縣市的 204 個村里為示範場域 ，計
算近三年之節能率以及其平均值 。
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找出區域性用電趨勢逐年
升高之目標熱點 ( 村里 )，在門檻篩選中以連續兩
年之平均節能率皆小於等於 -2% 的村里作為熱點

圖2.2 某縣市部分村里售電及戶數資料摘要

分析對象 ，在示範場域 204 個村里當中 ，選出

利用算數平均數將每月售電量除以用電戶數即

12 個熱點村里 ，如下圖 2.5。

可得平均每戶每月之用電量 ，但某些村里在每月
用電抄表戶數以及售電量差距極大 ，計算村里戶
月均用電量會呈現差異起伏 ，如下圖 2.3。

圖2.5 篩選出熱點村里

圖2.3 某村里透過上述公式計算戶均用電量

為了計算村里每月節能率有較合理分析 ，本研

同時 ，由下圖 2.6 可看出 ，這些熱點村里之近

究採用算數移動平均數 ，將連續兩月份之售電量

三年 (2015~2017 年 ) 平均用電戶數並沒有太大變
化 ，而總售電量逐年升高 ，可驗證其為節能率

相加 ，除以該連續兩月份之抄表戶數相加 ，以

較低的目標對象 。

連續兩月份之抄表戶數總和代表該村里總用電戶
數 ( 因為住宅用電以兩個月為一期 )。
移動平均法所計算出村里每戶每月平均用電之
變化量相對於上述計算出戶均用電之變化量較為
平緩 ，如下圖 2.4。

圖2.6 熱點村里近三年用電戶數及總售電量

(三)村里特徵-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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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7] 研究我國公務機關人員的環境知識 、

均值 )。計算出結果為 0.42(42%)，表示此特徵在
關係係數中屬於中低強度關聯性 。

態度以及環境行為對節能減碳措施之影響 。量化
研究結果有： ( 一 ) 環境知識方面：在不同教育程
度方面 ，有關節能減碳概念以高中高於研究所 、
大學（ 專科 ）高於研究所 。( 二 ) 環境態度方面：
女生 、年紀較輕者 、服務單位屬業務單位者 、
教育程度較高在環境態度變項中有較好的環境態

(四)村里特徵-年齡人口
我國目前開放資料平台提供以村里為單位之年
齡人口分布 ，其級距為 0~100 歲以每一歲為一個
區間之男女人口數 。
由於開放資料集中年齡人口之分類項目多且發

度。

散 (101 個區間 )，在計算其關聯度之結果較不易

我國目前開放資料平台提供以村里為單位之教
育程度分布 ，其級距為博士畢業 、碩士畢業 、
大學畢業 、大專畢業 、高中畢業 、國中畢業以
及國小畢業 。而分類的依據分別是未婚 、已婚 、
喪偶與性別男女 ，統計出全國各村里年齡在 15

分析與歸納 。因此 ，將 12 個熱點村里之年齡人
口分布資料擷取並作資料分類合併分析 ，以 0~5
歲 之 男 女 人 口 合 併 為 一 群 組 、6~18 歲 、19~65
歲 、66 歲以上 。計算熱點村里之各年齡級距分
布所佔百分比如下圖 2.8 所示：

歲以上之教育程度分布人口數 。
由於開放資料集中教育程度之分類項目較多 ，
在計算其關聯度之結果較不易分析與歸納 。因
此 ，將熱點村里之教育程度分布資料擷取並作
資料分類合併分析 ，大專以上畢業 ( 含 ) 之未婚 、
已婚與喪偶的男女合併為一群組；高中以下畢業
( 含 ) 之未婚 、已婚與喪偶的男女合併為另一群

圖2.8 熱點村里各年齡級距分布百分比

組 ，計算其各熱點村里所佔百分比如下圖 2.7 所

同樣計算相關聯度 ，結果為 -0.56(-56%)，代表

示：

具較高強度之負相關性 ，0~5 歲之幼兒童在村里
佔比越高 ，則該村里平均節能率越低 。
(五)村里特徵-所得收入
西班牙住宅用電需求的實證分析 [5][6]，利用
2001 至 2010 年間 46 個西班牙省的省級匯總數據
進行 。實證分析目的是確定價格 、所得收入和
空間對西班牙住宅電力需求之影響 。
我國公開開放資料集提供 2015 年全國各村里
之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申報統計 ，包括縣市代

圖2.7 熱點村里之教育程度分布比例

計算熱點村里的教育程度與節能率之關聯性 ，

碼 、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代碼 、鄉鎮市區名稱 、

本研究採用計算關係係數之方法判斷其兩者之相

村里代碼 、村里名稱 、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

關聯度 ，公式如下所示：

額 、平均數 、中位數 、第一分位數 、第三分位
數 、標準差 、變異係數以及資料時間 。
本研究透過綜合所得稅收 ，評估各村里住宅之
年平均所得 ，可分析該村里住宅用戶家庭收入與

其中

經濟能力狀況 。以村里 2015 年綜合所得稅之平

為樣本平均數 (12 個熱點村里節

均數 、中位數與排名為參考特徵 ，將 12 個熱點

能率之平均值以及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之百分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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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分析12個熱點村里之所得分布

村里的資料擷取出來 ，如下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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