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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空調系統建立一套智慧化建物

自動管理系統（ Intelligent Building Automatic 

Management System, iBAS），並且實際建置於某傳

輸機房。本案因原廠停止支援舊有圖控軟硬體，

且原有空調系統控制規則有著許多不合理性，故

導入 iBAS並同時更換後端硬體設備。透過乙太

網路將設備資料收集至後端機房中的 iBAS系統，

利用智慧動態死帶（Dead-band）模糊溫控技術經

過分析計算後，針對組合式空調箱（ Air Handling 

Unit, AHU）與預冷空調箱（ PRCOOLING AIR 

HANDLE, PAH）等空調空氣側設備，進行風

量、冰水閥、進排氣風門開度控制。另外，本

系統針對空調水側設備部份，例如：冰機、冰水

泵、冷卻水泵與冷卻水塔，建置溫度感測器與

流量感測器進行監控，利用感測資料進行全域

最佳化節能控制，對於冰機採取群控排程控制、

水泵與水塔實施模糊（Fuzzy）變頻調變，讓空調

水系統部份達到最佳節能運轉模式。再運用數位

電表監控空調迴路之用電量，精確的瞭解大樓之

空調用電效能。導入 iBAS空調節能優化控制後，

整棟建物節能平均約25%節電量，空調空氣側

可節能達13％，空調水側節能可達12%。證明本

系統可提升空調設備之運轉效率，降低企業經營

成本並達成節能減碳目標。

一、引言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能源的消耗量也與日俱

增，但是地球上所蘊藏之石化資源，如天然氣、

石油、煤等在人類的大量開採下，其使用年限

也僅剩數十年或一、二百年，即將消耗殆盡；

另外由於大量煉製及使用石化能源，會造成地球

之溫室效應，使地球氣象異常，因此全世界均

希望並要求降低二氧化碳之排放量。除了上述兩

個原因外，企業的日常營運成本也隨著能源成本

的增加進而攀升，因此建物節電減碳為現在與未

來之必然趨勢。依據能源局用電調查發現商辦

大樓用電比率分別為空調用電佔47%、照明插座

用電約佔40%、其他約佔13%[1]-[2]，如圖1所

示。因此本研究針對國內某電信傳輸機房建築

物建立一套智慧化建物自動管理系統（ Intelligent 

Building Automatic Management System, iBAS）進

行能源監控，並利用資通訊技術針對空調系統設

備進行智慧化控制，以期達到空調系統用電降

低，減少企業營運成本的目的。

圖1、能源局統計商辦建物耗能比例

該傳輸機房原有監控系統因原廠已無法支援其

舊有DDC控制器硬體，加上目前空調系統包括

水系統及恆溫濕空調箱等控制成效不彰導致高額

電費，因此導入 iBAS智慧化建物能源管理系統

進行替代，並將原有DDC硬體更換為PLC可程

式控制器。

二、智慧化建物自動管理系統iBAS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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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系統架構

本智慧化建物自動管理系統 iBAS的系統軟硬

體整合架構如圖2所示，透過Ethernet與Modbus 

TCP通訊格式與其下屬設備PLC或DDC控制

器，進行資料擷取與輸出，獲取即時設備運轉

資訊並利用這些資訊進行節能分析控制。各最終

設備如水泵、冰機、風機等等則與PLC或DDC

控制器連結。

圖2、智慧化建物自動管理系統整合架構

2.2系統功能

A. 即時監控(如圖3所示)：

• iBAS具有樹狀圖層式監控畫面，使用者可

自行點選不同圖層觀看即時監資料與狀

態。

• 畫面與事件採人性化顏色管理，主要設備

(如水泵、冰機、水塔、風機等) 元件支援

GIF動態圖檔設計。

• 使用者可在畫面上進行警戒值設定、手動

強控與控制目標之改變，已及選取歷史曲

線繪圖之參數I/O。

• 具事件紀錄一覽表，包括警報、控制、系

統等不同事件紀錄與發生時間、處理時

間、結束時間。

• 警報發生可採簡訊及E-mail方式進行通

知。

B. 智慧排程控制(如圖4所示)：

• 空調水系統設備啟停排程控制，包括情境

式設定、分組輪巡排程、運轉時段與週

期、冰機群控自動加減、寒流停機控制、

場域冰水過溫保護等設定功能。

• 空調水系統控制目標參數排程，時間包括

月時段、週時段、日時段與週期頻率等設

定，控制參數包括冰機出水溫、水泵溫

差、區域泵壓差、水塔趨近溫度等目標值

設定。

• 一般設備 (如空調箱、預冷空調箱、風

機、一般DO輸出)排程控制，包括控制目

標設定(如溫度、濃度等)、週時段、日時

段與週期頻率等設定。

圖4、iBAS空調水系統智慧排程控制畫面

C. 空調水系統優化控制

• 冰水泵、冷卻水泵等優化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可依據控制手動或排程之溫差

或壓力目標值進行模糊控制。

• 區域泵優化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可先

建立水泵並聯運轉模型，水泵組可依據壓

力目標值進行模糊控制，包括頻率控制與

自動輪巡加減台。

• 水塔優化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利用

濕球溫度加上趨近溫度做為控制目標進行

模糊控制，包括頻率控制與自動輪巡加減

台。

圖3、iBAS即時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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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設備控制

• 一般DI/DO控制，單一輸入與單一控制之

條件設定。

• 排氣風機優化控制，含風門、風機等控

制。

E. 查詢與設定

• 事件紀錄查詢，可選擇不同時段範圍、不

同事件(系統狀態、控制指令及異常警報)

查詢事件紀錄，並輸出Excel檔。

• 歷史趨勢查詢，可選擇多參數I/O點、不

同時段範圍、不同時間間格(3分鐘、15分

鐘、30分鐘、60分鐘)等進行歷史區線繪

圖，圖形大小可利用滑鼠進行縮放，查詢

結果可輸出Excel檔。

• 設備狀態查詢，可選擇不同系統、不同設

備列出各設備即時參數狀態與運轉時數。

F. 建置工具

• 圖層畫面建置，可自行新增、修改、刪

除監控底圖，並在底圖上新增、修改(拖

曳)、刪除各個監控點標籤Tag。

• 設備元件建置，採虛擬物件設計，透過

樹狀圖可自動連結各設備元件；可自行

新增、修改、刪除設備元件(如水泵、水

塔、冰機、風機等物件)，或用Excel檔進

行匯入或匯出。

• 虛擬I/O建置，該虛擬I/O之運算式，可為

多個實體I/O(或其他虛擬I/O、常數項)運

算，運算功能包括加減乘除、取整數、取

餘數、絕對值、開根號、多次方等。

• 重要警報顯示，可選擇是否要顯示。

• 具Modbus Sever功能，可提供讀取及寫

入。

G. 系統設定

• 可自行新增、修改、刪除使用者，並設定

帳號、密碼、權限、是否發送警報、手機

號碼等。

• 系統設定，可自行設定資料庫IP位置、簡

訊盒通訊埠、畫面狀態顏色等資訊。

• 提供包括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等多

國語系，且使用者另可自行新增其他語

系。

2.3改善內容

A. 空調水系統部分

• 原系統為2台氣冷式冰水主機(200RT*2)、

2台冰水泵。

• 新增1台水冷式冰水主機(240RT * 1)，1台

冰水泵、1台冷卻水泵、2台冷卻水塔，另

將系統進行整體優化控制。優化控制項目

包括空調水系統設備啟停排程控制、空調

水系統控制目標參數排程、冰水泵、冷卻

水泵等優化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水塔

優化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等。

B. 空氣側系統部分

• 因傳輸機房內部要求為恆溫恆濕環境，舊

有共約20台恆溫恆濕空調箱的控制模式有

著許多的問題，例如為降低室內溫度及濕

度，進行冰水閥100%全開、加熱器100%

全開、風機全載等控制，產生相互矛盾造

成能源浪費。

• 恆溫恆濕空調箱導入iBAS優化節能控制

後，順利將室內溫濕度控制在規格範圍

中，並節省大量能源。空氣側操作介面如

圖5所示。依據目標溫度與濕度、上下限

等，定時控制恆溫恆濕空調箱中的冰水

閥、加熱器與加濕器等元件，控制方法採

專家系統與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先由

專家系統規則區分不同溫度、濕度狀態，

然後在該狀態下進行冰水閥、加熱器、加

濕器等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利用溫濕

度與各控制元件即時狀態等進行冰水閥、

加熱器、加濕器之開度%變化量計算。再

利用室內環境溫濕度、室外溫濕度等進行

空調箱風機變頻、外氣風門開度、回風風

門開度等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具有避

免冰水閥與加熱器同時開啟的耗能情境功

能。整體溫濕度控制結果請參考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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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節電成效

導入 iBAS空調節能優化控制，整棟建物節能如表1

所示，平均約25%節電。

三、結論

• 由於iBAS系統中各設備採虛擬物件設計，本案

導入由設計到完成僅約為一個半月時間，快速

導入及上線的特性，可減少使用者在系統轉換

時的陣痛期，大幅減少系統轉換與客製化成

本。

• iBAS系統可任意連結下方端各種廠牌PLC或

DCC控制器，彈性高且維護容易，可降低初期

建置成本或未來維護成本。

• 該傳輸機房導入 iBAS空調節能優化控制後，

整棟建物節能平均約25%節電量，每月可節省

65,000度電，約19.5萬元。節電部分其中水系統

估算佔12%，恆溫恆濕空調箱估算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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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iBAS系統導入後之節能效益

用電資訊

標準計費月份 2015	Nov 2015	Dec 2016	Jan 2016	Feb

標準計費度數(度) 317,460 274,860 258,600 235,680

契約容量:	
600KW																	

EMS節能月份 2016	Nov 2016	Dec 2017	Jan 2017	FEB

EMS節能計費度數(度) 260,220 206,576 188,980 164,978

節能效益(度) 57,240 68,284 69,620 70,702

節能效益(%) 18.0% 24.8% 26.9% 30.0%

圖5、空氣側恆溫恆濕空調箱操作介面

圖6、恆溫恆濕空調箱操作之溫濕度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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