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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照明節能應用技術分析

展現企業的格局與形象，辦公室照明則著重提

高工作效率。近年來，隨著能源議題與環保意

識的抬頭，節能與環保才逐漸成為照明技術發

展的主流趨勢。因此，在考慮規劃如何節約照

明用電之時，必須以滿足照明設定的功能為前

提。舉例而言，道路照明以行的安全為首要目

標，節約道路照明用電不可影響交通安全性能，

但英國曾在 2003 ~ 2004年間，將公路照明減少

50%，結果導致城市夜間道路交通事故的死傷上

升12%，經濟損失為節電金額的60倍；而同一

路段白天的事故卻減少3% ~ 6%。

二、照明節能方法

照明系統的建構可分為照明設計、照明設備與

照明管理：照明設備如光源、電源轉換配件、燈

具及控制器等，是實際執行照明運作的主角；照

明設計是設備選擇佈置的幕後編劇，而照明管理

則是直接指揮、維持系統設備運作的導演。因

此，照明設備、照明設計與照明管理，是影響

照明系統效能與能源消耗的三項基本要素，本文

將從這三方面分別分析照明節能的機會與方式。

1.使用高效率照明設備

目前電子式的電源轉換裝置產品技術趨於成

熟，其對系統效率的影響可分為三個方面：

(1) 電源轉換過程的損失較少：目前照明用

電子式電源轉換裝置之轉換效率都在85%以上，

甚至有接近95%的，而傳統電磁式安定器的效

率約在80%以下，較高的轉換效率代表較少的

能量轉換損耗。

(2) 光源體發光效率提高：光源體發光效率

會受到電源的影響，例如螢光燈以20kHz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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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能源議題與環保意識的抬頭，節能與環保

逐漸成為全球共識。照明技術發展的發展，也

因此加入了更多能耗議題的討論，並對LED照

明的應用發酵，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針對照

明的能源使用，本文從照明設計、照明設備與

照明管理三個面向，探討節約照明能耗的可行方

式，同時透過實際案例的施行成果，分別分析

其應用方式，並呈現其節能效益。

一、引言

照明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項目之一，目前全球用

於照明之電量，佔總發電量近二成；臺灣是高度

工業化的地區，工業用電壓低了照明用電的佔

比，據統計100年全國照明用電約264億度，仍

佔總發電量10%以上 [1]。若再以建築內的耗電

進行分析，則照明約佔三成左右，略次於空調

用電，圖1是住商部門用電分佈。因此不論從國

家或一般使用者來看，照明確實是主要的用電項

目之一，也是政府規劃推動節能政策、老百姓

思考減少荷包失血時，都必需重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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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住商部門用電分佈

照明的功能是多元、多面向的，除了要夠亮、

看得清楚的基本功能之外，如商業照明以招徠

客人、增加消費意願為主要考量；公司門廳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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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電源供電，其發光效率比60Hz供電時高出

10%以上；而LED以PWM波形供電，使其電流

峰值維持在其最高發光效率之對應值，同樣也能

使光源體有較高的發光效率。

(3) 系統供電損失減少：電子式的電源轉換

裝置可以具有較高的電源端電流功率因數，目前

電子式產品搭配主動式功因校正器，其電源端電

流功率因數通常達0.95以上。

目前常用的主要光源體發光效率之技術指標如

圖3所示 [2]，其中室內常用的T5直管螢光燈，

目前發光效率可達100Lm/W以上，而高壓氣體

放電燈類（HID燈）中，以道路照明應用為主的

高壓鈉燈，其光源體發光效率則可達130Lm/W。

至於新興的LED光源，其發光效率目前仍快速

成長中， 2020年將超過220Lm/W，而且成本越

來越平價；有機固態光源OLED則緊追在後，預

期2020年也可達160Lm/W以上 [3]。

圖3　光源體發光效率之技術指標

經濟部能源局針對照明產品已訂定之能源效率

標準，分為強制性與自願性兩類。強制性標準

如螢光燈管能源效率標準、緊密型螢光燈管能

源效率標準、螢光燈管用安定器光效因數基準、

安定器內藏型螢光燈泡能源效率基準等。志願性

即節能標章，其照明產品項目如螢光燈管、螢

光燈管用安定器、安定器內藏型螢光燈泡、道

路照明燈具、發光二極體燈泡等 [3]。

2.節能的照明設計

照明燈具是否過量裝設，一般可用兩個指標

進行衡量，第一個是空間平均照度，第二個是

空間照明用電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 LPD)。

空間平均照度是審視燈具實際使用後，在空間內

產生的照明亮度，不同用途的空間依其功能上的

需要，照度的需求值也不同，各不同空間合理

的照度值設計，可參考CNS照度標準值 [4]。

根據工研院執行能源局專案「節能照明系統

設計與產品驗證技術開發計畫」，於102年針對

國內商業空間進行的照明現況調查結果，在36

個超商類的有效樣本中，營業區的照度分佈如

圖6(a)所示，平均照度值達758Lux，為標準值

500Lux的1.5倍以上；而騎樓區34個有效樣本的

照度分佈如圖6(b)所示，平均照度值為332Lux，

更高達標準值200Lux的1.66倍 [5]。如果將標準

照度列為設計考量，即可大幅減少過量的照明，

節電效益非常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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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國內超商營業區平均照度調查結果

相較與照度標準，LPD之評估方式相對簡單，

且更能直接反應照明能源的使用情況，在進行照

明能耗管制上較為具體可行，因此也成為先進國

家進行照明能耗管制策略研擬的主要方向。目前

世界各主要國家地區已建立之LPD管制法規 [6-

13]，包括：

• 美國由熱冷凍空調協會結合北美照明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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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國國家標準協會制訂之 2007 – 低高度

住宅除外建築能源標準(Energy Standards for 

Buildings Except Low-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 香港之 2 0 0 7照明裝置能源效率執業法規

(Code of Practice for Energy E�ciency of Lighting

Installations, 2007)。

• 中國大陸之GB50034 – “建築照明設計標準”

及 GB 50189 – “公共建築節能設計標準”。

• 日本之節能手冊 “Japan Energy Conservation

Hand Book”。

• 新加坡SS 530, 2006 – 建築服務及設備能源效

率標準(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 for Building

Services and Equipment”。

• 澳洲之澳洲建築法規 ( B u i l d i n g  C o d e  o f

Australia)。

• 英國之住宅外建築燃料電力節約法規

“Conservation of fuel and power in buildings

other than dwelling”。

3.智慧型照明管理系統應用

照明管理系統透過感測、通訊、決策等機置

的運用，可進行照明系統自動化操作、資料儲

存整理、狀態回報等工作。除了提供使用者方

便的操作介面、完善的設備管理資訊之外，透

過智慧型的決策控制，以適時、機動、自動地

調整各照明燈具之亮度、色溫及色彩，更能達

到因使用情境進行調光照明的動態效果，營造

舒適的光環境。圖8所示為工研院中興院區64

館之大廳情境照明，夏季以藍光背景產生涼感，

冬季則以橘光背景增添暖意。如果在照明管理

系統的決策機置中，加入能耗的因素，建立最

佳化能耗演算能力，使系統在進行調光決策時，

能以最低的系統總能耗滿足空間內的照明需求，

即可達成節能調光的功能。

透過調光達成照明節能，其主要的空間有三：

(1) 降低原系統中過高的照度：照明系統建

置之初，在受到燈具規格、裝設位置等諸多條

件的限制之下，一般很難精準的使照度正好達到

預設值。實際案例發現，即使透過電腦模擬進

行設計規劃，完工後的平均照度，經常都比預

定值高出約20%，此意味著透過調光將照度降至

原預定值，就有二成左右的節電空間。

(2) 降低當時未被使用的空間照度：透過調

光控制，降低無人區域的亮度，即可節省照明

用電，並兼顧照明環境的舒適度。而倉庫、茶

水間等區域，透過人員感知裝置進行簡單的燈具

開關控制，即可大幅減少無人使用時的照明用

電。

(3) 配合晝光照明調降燈具亮度：晝光是最

健康、廉價的光源，在具有晝光照明的區域，

根據晝光照明所能提供的照度，適度調降該區域

的燈具亮度，不但可以維持最舒適的照明環境，

更能節省燈具的用電量，如圖9所示。根據日本

的研究報告，在窗邊具有晝光照明的辦公區域，

使用調光控制的節電潛力可達25%以上，若再

(a)…夏季 (b)…冬季

圖8　依季節變化之情境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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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增設晝光引入裝置，如導光管等，其節電

潛力更大。

另一方面，透過照明管理系統儲存、整理的

設備管理資訊，提省使用者定期進行照明設備之

清潔維護保養，使燈具維持在較佳的運作狀態，

也是透過管理達成照明節能的管道之一。

五、結論與討論

針對照明的能源使用，本文從照明設計、照

明設備與照明管理三個面向，分別探討節約照明

能耗的可行方式，其中照明設備可透過設備效率

的指標進行評量，而照明設計則建議透過標準照

度或LPD進行規劃。本文建議的照明節能實用

技術，包括：

1. 使用高效率設備，在提供相同照度與照

明效果的條件下，降低燈具的功率，以減少點

燈時的能源消耗；

2. 節能照明設計，因地制宜，從使用的需

求面進行衡量，將燈具的裝置量與環境照度規劃

至合理值，減少過量的裝設與過亮的照明。

3. 搭配自動化照明控制與智慧型照明管理，

透過智慧型的決策控制，適時、機動、自動地

調整各照明燈具之亮度、色溫及色彩，達到因

使用情境進行調光照明的動態效果，營造舒適的

光環境，同時達到調光節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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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晝光照明節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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