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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遵循審計流程，這 分解了不同的公用設施，

我們的關注點就在這裡，”Ohama 說。 “ 這首先要做

好規劃，然後在工廠種實施。這是 一個自上而下 /

自下而上 的方法。”

Joe�Ohama，車間經理兼�總務經理

熱水和冷水處理成本節約
新加坡商福祿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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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tronix 如何在三天內發現了
 51 萬美元的公共設施成本節約

快速瞭解：

情況

• Tektronix	工業

• 俄勒岡州比佛頓

• Joe	Ohama，車間經理兼總務經理

挑戰

加入工業能源倡議

解決方案

執行三天能源審計

使用的工具

• 289	DMM

• 971	溫濕度儀

• 1735	三相電能記錄儀

結果

51	萬美元的估計年度成本節約

案例研究　能源浪費

Tektronix 是一家市值 110 億美 元的測試、測量和檢測儀

器的全 球領導者，當它安排了三天的能 源審計後，設施和

服務部總經理 Joe Ohama 非常確定他的部門能 找到節省資

金的機會。 能在這些 方面節約資金，他感到很驚奇。 在一

家姐妹公司加入能源審計， 通過能源保護和浪費管理改進發

現了 36.5 萬元的潛在成本節約 後，Ohama 迅速行動來計

畫進行Tektronix 審計。 

“我看到了它所做的‘改善 ’，”Ohama 說。 “我非常希望

在 公司內部和我們的設施維護提供 商 Linc Facility Services

內 實施能源審計。”

其公共事業公司Portland General 已與 Tektronix 接

洽， 通過由美國戰略能源部領導的俄 勒岡州能源信託公司

(Energy Trust of Oregon) 合作推行工業 能源倡議。目的是

鼓勵12 家俄 勒岡州公司合作，來共用工業能 源使用相關

的最佳實踐。Ohama 邀請了美國戰略能源部以及園區 租戶

共同組成審計團隊。

共約 25 人齊聚俄勒岡州比弗 頓，進行為期三天的實踐。 

整個 團隊分為兩個小組——一個小組 專注於用電量，一個

小組負責分 析天然氣、水、廢物等等。

使用公司能源審計系統來確保 一致性，72 小時後他們確

定， 一次性投資 23.3 萬美元可實現

51 萬美元的估計年成本節約。

2009 年該年總額可能為 37.8 萬美元。

“我們遵循審計流程，這分解了所有不同的公用設施，我

們的關注點就在這裡，”Ohama 說。“這首先要做好規劃，

然後在工廠種實施。 這是一個自上而下 / 自下而上的方法。”

觀察的領域

這不是 Tektronix 的第一次能源 審計，因此許多公司找到

的一些 簡單的改進領域早已關注過。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通常是照 明。 之前已進行過許多照明

改 造，因此我們現在從這方面找不 出很多機會。” 即使如

此，通過 更新一小部分照明管理系統及更 改設置，他們仍

設法確定了 3 萬 美元的額外年度成本節約。

在這方面，他們沒有找到熱水 和冷凍水系統的大量成

本節約。 “我們正在尋求在夏季實際關 閉鍋爐，”Ohama 

說。 “鍋爐和 製冷機總是全天候運作。 現在我們要做出一些

改變，支援我們在 某些月份關閉鍋爐，來節約天然 氣。” 

Ohama 的團隊計畫不保持 工廠鍋爐持續運作，而改為切換 

到能夠滿足運行較小目標應用需 求的局部熱水箱系統。年

度成本 節約達 13.3 萬美元“最重要的審計發現之一是， 讓

不同用戶組的人參與進來，” 他說。 “製造部門、工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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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同時齊聚在一起。 例如， 我們始終運行110 磅的壓縮

空氣。我們認為我們的使用者需要這麼多。但我們的用戶

卻說：‘我們實際只需要 100 磅。’年度

主要節約途徑

• �夏天關掉熱水器

• �夏天不澆灌草坪

• �關掉噴泉

• �將冰過的水恢復到 45 °F

• �不用時關閉 PC

成本節約達 7000 美元。 我們對 用於進行環境和機械領冷

卻的冷 凍水採取了相同的措施，從43.5°F 降至 45 °F”年

度成本節約 達 2 萬美元。

沒有忽略的領域。 而且，公 司噴泉節約了 4.5 萬美元；

草地 夏季不澆水節約了 4.8 萬美元。 優化和校準空氣處理

機組節約了9000 美元；重新調整排氣扇節約 了1.5 萬美

元；更換食堂噴嘴節 約了 2000 美元。

他們如何做到的

許多 Ohama 的最大成本節約都 來自於供需比較，其他

增加的成 本節約來自於經檢驗正確的最佳 實踐。

• Ohama 跟蹤每棟大樓每天的耗 電量，並使用單個電能

記錄儀 跟蹤具體負載的耗電量。這兩 種方法都可以識別和

確定能源 節約量。

–特別地，團隊識別到通過添加一個 VFD，便可降低冷

卻塔的耗電量。 VFD將根據負載需求驅動冷卻塔，年度成

本節約可達 3.9 萬美元。

–在上面提及的空氣壓縮機上運行電能記錄儀，團隊便可

計算減少10 磅空氣壓縮能 帶來多少成本節約。

–團隊調查了多個電機和VFD 的耗電量，並計算了通過

調節操作而不是100% 運行帶來的 ROI 收益。

• 確定優化空氣處理機的新機會。 通過將一些新的調整程

式整合到現有的預防性維護計畫中，並計算占調整空氣的

百分比，Ohama的團隊希望每年再節約 1.8 萬美元。

• 團隊還將優化中央工廠操作

(CPO)製冷機，節約2600 美元。 為了實現這一計畫，團

隊增加了製冷機控制參數，他們會逐步調整為使用小製冷

機，同時仍可讓負載維持在 45 度運行。 他們會保持使用該

方案，直到夏季冷凍水流需求增加。

–團隊使用熱成像儀調查了他們所在大樓的熱損失、空

氣洩露和排氣洩露，將年度成本節約向上調整為3000 美

元。

–他們還使用熱成像儀掃描配電盤，尋找熱點，這些熱點

可以指出高阻抗或表現為熱量浪費的連接器故障。

–今年夏天，團隊正在考慮升高室內溫度，從標準的

72°F 升高到 77 °F。要這樣 做，需要重設大樓溫度感測器 

和控制、使用大樓管理系統，以及測量環境溫度。

關閉和運行

Tektronix 首席財務官 Chuck McLaughlin 對能源審計的結

果很 滿意。“為了獲得成功，Joe 和 團隊花了很長時間準

備，將合適 的人聚集在一起，並問了一些刁 鑽的問題。 隨

著能源審計的繼續 進行，他們的研究結果將用作其 他公司

極具挑戰性的目標。

確定 51 萬美元的估計年度 成本節約是這三天集中取得的

一項突出成就。 但 Ohama 的工作還沒有結束。 在將來幾個

月裡，Ohama 將幫助其他公司進行類似的能源審計。誰知

道他們將發現那些機會——或將在那些領域發現機會。

Tektronic團隊涵括了製造部、車間、工程部和

Linc…Facility…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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