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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空氣系統智能管理

一、前言

國
內工業部門用電佔全國總用電約53％，而

空壓用電又佔工業部門用電約10％。一般

而言，壓縮空氣系統的電能使用約佔整個工廠

電能使用的10~30%。在既有的壓縮空氣系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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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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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能源管理系統的建置。截至2016年底，國內

已經有近300家企業已建置 ISO50001能源管理

系統，並持續對自身企業進行節能改善。

鑑於我國電子業的製造發展技術，無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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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管理系統上使用，將能有效協助企業落實

持續節能改善及能源管理的目的。

二、壓縮空氣系統的組成

壓縮空氣的應用一般可以分為廠用空氣、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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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建構出不同的壓縮空氣系統配置。舉凡

來說，一個標準的壓縮空氣系統會由下列五個

次系統所組成。包含環境系統、產氣系統、儲

氣系統、後處理系統以及管路系統。

環境系統主要是指壓縮空氣系統中，使用的

設備所安裝的空間位置及其所處位置的大氣環

境條件。大氣環境條件會直接影響產氣設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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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風量的多寡。

產氣系統是由空氣壓縮機群所組成，不同型式

的空氣壓縮機具有不同的單機產氣效率。空壓機

群的負載管理模式也是直接會影響到整體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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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縮機空重車頻繁及穩定系統壓力的功能，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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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燥機所組合而成。根據對於壓縮空氣品質的要

求，後處理系統有不同的組合方式。設置後處

理系統的主要目的，是要移除壓縮空氣中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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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標準 ISO8573.1。

管路系統包括了管路的配置方式、管路上的閥

件、配管方式 ...等。不良的管路設計、管路系

統壓縮空氣洩漏，都是造成能源浪費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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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壓縮空氣系統進行節能改善，便可以針對

此五個次系統做進一步瞭解，並尋求節能改善的

機會點。

1、改善空間環境

空壓機的吸氣溫度越高，空氣密度變小，輸

出的空氣質量會越少。容易導致供氣空氣質量不

足而必須多開空壓機因應，造成耗能。

2、改善冷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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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過濾器

過濾器的使用應注意壓損的產生。隨著過濾器

的使用時間越長，過濾器內的濾芯會累積粉塵、

油滴、水滴等污染物質，使得過濾器的壓損逐

漸增加。壓縮空氣系統中，每1bar的壓力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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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也建議定期更換濾芯，以維持系統

高效率的操作。

7、乾燥機

乾燥機的使用要注意壓損問題及壓力露點是否

適宜的問題。對於空氣品質的要求，過度的設

計，可能就會造成能源的浪費。因此，應考慮

乾燥機的設計是否合宜，乾燥機是否有搭配壓力

露點節能功能。

8、管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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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6~8%的電能。在管徑的設計上應

考量到未來所可能產生的壓力損失，盡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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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以樹狀結構配管，容易導致管線末端壓力不足

或風量不足的現象發生。

9、洩漏改善

壓縮空氣系統管路一定會有壓縮空氣洩漏的發

生。壓縮空氣洩漏最常發生在管路接頭、控制

電磁閥及却水器上。却水器的部分，建議可以

使用只排水不排氣的無耗氣式自動却水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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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能源的浪費。有效的解決洩漏點的問題，

是一個不需要花大錢便可以達到有效節能的方

法。

四、智能監視管理平台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標準內容中指出，對

於決定能源績效的關鍵特性應被監測、量測與分

氣冷式空氣壓縮機需要注意前項所提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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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的壽命，且空壓機的排氣溫度也會跟著變高，

導致壓縮空氣內的含水量增加，造成後處理設備

的負載變重。影響到空氣品質跟系統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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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氣溫度上升。冷卻器應當每年進行檢查與清

洗，維持冷卻器的正常運作。

3、定期檢測空壓機單機效率

空壓機單機效率逐年衰減。為了維持系統在高

效率的操作，單機效率應每年進行檢測。根據

單機效率衰退的程度，進行不同程度的維修與保

養。如果單機效率衰退已超過20%，建議可以考

慮市場上是否有高效能的設備可以做汰換。

4、空壓機負載群控管理

空壓機群應有基礎負載空壓機與變動負載空壓

機的區分。基礎負載空壓機即此空壓機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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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車，沒有容量調節，也沒有變頻操作。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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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容調或變頻的方式調整輸出風量來滿足使用

端的用氣需求。空氣壓縮機空車運轉就是浪費能

源。基礎負載空壓機搭配變動負載空壓機能有效

減少空氣壓縮機空車運轉的機會，進而達到節能

效果。

5、儲氣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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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空壓機空 /重車頻率過於頻繁，空氣桶容積設

計太大，則會多佔安裝空間。一般建議以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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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設計，避免冷凝水流出至過濾器及乾燥機，

導致後處理系統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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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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能源績效量測」，自行開發GoService EnMS雲

端能源管理平台，此平台提供了五大功能，包

含了顯示系統即時運轉資訊、累積數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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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空車時間佔比過高，則可以進行負載管理的調

整，達到最佳化的操作模式。

趨勢圖可以讓用戶瞭解壓縮空氣系統使用效

率的變化趨勢。倘若發現系統效率已逐漸變差，

則可以從壓縮空氣系統中找出可以進行節能改善

的機會點進行改善。

區間報表可以呈現在某時間區間內，系統的總

用電量、總用氣量、系統平均效率⋯等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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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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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節能改善動作，我們都希望能瞭解改善之

後的成效如何。只要定義好改善前的基線期資

料，進行節能改善後，EnMS雲端能源管理平台

便能協助分析計算改善後的節能效果，並能預估

改善後一年的節能量與節電量供用戶參考。

復盛公司自行研發的EnMS雲端能源管理平

台，能完全符合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對於決

定能源績效的關鍵特性應被監測、量測與分析的

要求。同時，相關記錄資料可以保存五年，也

符合電子業節約能源及能源使用效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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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單機及系統的資訊、客製化、快 http://

v.yinyuetai.com/video/2495354速產出量測報告以

及快速分析空壓系統節能成效。

此能管平台可以讓業者本身完全的進行壓縮空

氣系統的能源管理。可以讓用戶自定義基線期並

記錄基線期的用能狀況。當執行完節能改善後，

記錄報告期的用能狀況並比較報告期跟基線期的

節能成效。

此EnMS雲端能源管理平台也可以搭配節能技

術服務業 (ESCO)進行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時，作

為節能成效驗證的依據。

五、結語

能源管理的精神在於落實「持續不斷的進行節

能改善」。而節能改善的節能量是無法被直接量

測出來。它是透過對於節能改善前的基線期所得

到的能源基線與報告期的能源使用進行比較後得

到的結果。GoService EnMS能源監視管理平台，

完全考量到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中的要

求。同時也簡化業主在取得相關監視關鍵變數資

料後，還需另外自行計算相關參數的問題。

符合能源管理系統標準要求，方能真正落實能

源管理。優質的工具可以讓業主達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否則數據僅是數據，將無法轉化成有用

的資訊。能將數據轉化成有用的資訊，才是能

管平台所能創造出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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