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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
壓機產生壓縮空氣，是工廠的主要動力

來源，也是工廠主要耗能設備之一，無

論是傳統產業還是高科技產業，空壓機都是不

可或缺的設備。其能源使用佔工廠總用電量約

10~30%，某些產業甚至高達50%，為各行業皆

具備之公用設備，占全國用電比例有愈來愈大的

趨勢。由於空壓機時常未被最有效的規劃與適切

的操作，使得壓縮空氣系統長期在較低的負載使

用下運轉，所以節約壓縮空氣系統的能源潛力改

善工作仍有很大的空間。其系統構成及節能技術

簡述如後。

一、壓縮空氣系統主要元素為

1. 空氣壓縮機

2. 後冷卻器，乾燥機，接收器桶槽

3. 空氣分配系統

4. 氣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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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積內的空氣施以機械功來「壓縮」空氣的體

積，同時提升壓力。此類型的空壓機以往復式

(Reciprocating)及螺旋式 (Rotory Screw)最具代表

性及普及性。

其螺旋式空壓機的多機控制，早期是順序控制

方式 (目的在於平均各台空壓機的使用時數 )，現

在則是提昇至基載及備載機台多機併聯控制。根

據系統壓力的升降，由電腦智慧運算，直接透

過PLC控制器下達開機或停機指令給基載及備載

機台。多機併聯控制可將單機容調耗能變化成為

多機併聯耗能，其節能率約可高達30%。

如果負載需求變化小於機台總排氣量的50%，

則應採用變頻式空壓機或多數個較小容量的空壓

機來進行節能控制。

動能式空壓機非直接「壓縮」空氣的體積，而

是以提升空氣速度、提升壓力。如離心式空壓

機。

離心式空壓機又可分為多段同軸式 (Milti-Stage)

及齒輪增速式 (Integral Gear)空壓機。

離心式空壓機基本上為定壓力輸出，並使用

IGV及BOV來進行容量調節，以避免產生Su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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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做為容量調整使用。如是變動負載，則最好

搭配螺旋機使用。

所有的壓縮機在全負載時效率最高，壓縮機的

容量符合平均設施負載，則該壓縮機將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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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標準配置規劃程序應為：計算所有個別設備的

cfm需求量總和，加上10%的洩漏量，以此數據

作為選擇合適且符合負載需求的空壓機台數進行

配置規劃。

2. 後冷卻器，乾燥機，接收器桶槽

後冷卻器和乾燥機通常所消耗的能量是後者大

於前者。壓縮過程因為冷卻空氣所消耗的工作潛

能相當大，約有55%的空氣工作潛能在冷卻過

程當中喪失。而接收器桶槽的容量一般可依容納

10秒的空壓機產出的壓縮空氣量的總和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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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規劃。

3. 分配系統

系統本身應將洩漏減至最低。大部分的洩漏都

發生於靠近終端使用處的蛇管和連接處。當機器

不使用，時應當將球閥關閉，讓整個機器的空氣

洩漏減至最低。系統本身空氣在機械管路的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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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氣動工具：

絕大部分的氣動工具都被設計在90psig需求值

以下為最佳的操作條件。超過該壓力的操作將有

可能縮短工具壽命。低於該壓力的操作將降低該

氣動工具執行其工作的能力。

二、系統監測

包括有下列資訊

1. 所有空壓機的機台數量、容量、類型和用途。

2. 量測數據：

a. 負載和無負載時間比率

b. 負載和無負載的電流

c. 進入和排出空氣溫度

d. 進入和排出水溫和流量

e. 排氣壓力

三、記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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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收集、分析、擬定最適化的節能控制來最佳化

空壓系統。系統相關的能源消耗、壓力、溫度、

流量等數值都需被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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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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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調升空壓機的設定壓力值 (即提高系統的總

壓力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

3. 依空壓機能源消耗資料來決定平均和尖峰壓

縮空氣需求量。用以調整或減少空壓機的容量大

小或運轉機台數量。

4. 制訂一項積極洩漏確認和修繕計畫，用以

減少空氣的洩漏量以降低操作成本。

5. 使用空壓機能源消耗資料，以最佳化的策

略來控制多機台的空壓機群組。

四、各種節能技術選項參考

1. 了解目前用氣量與耗電量

a. 擷取流量與耗電量分析(總體檢)

b. 監視空重車佔比(空車耗電不產氣)

c. 評估單機的產氣效率是否夠低(汰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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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多機-併聯+變頻

c. 交替運轉

3. 決定汰換機種與運轉模式

 產氣效率低的單機之新購空壓機選型 (變頻

馬達or絕緣等級>F or IE3高效馬達)

4. 群控與多機併聯

a. 取得電氣控制迴路三相電路圖

b. 加裝溫度及壓力傳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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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規劃及新增中央監控智慧化系統 (詳附表 )

6. 取得壓力、流量性能曲線

a. 建立單機多點性能曲線

b. 建立FAT or 出廠標準曲線

c. 建立線上效能績效指標 VS 出廠能效指標

7. 其他

a. 環境溫度改善

b. 管線壓降改善

c. 露點溫度(含水率)調整

五、優化監控系統功能選項參考

1. 系統運轉狀態即時監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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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情況。

2. 線上節能最適化控制 /操作建議

依據空壓機之個別參數、用氣需量等，決定

最高效率的供氣組合與提出空壓機之加 /卸載等

節能操作建議或直接控制。

3. 空壓機單機效率量測管理

以圖形化顯示，讓操作人員得以檢視各設備

之性能曲線，比較各種運轉狀態下之效率特性，

量測結果並提供最適化控制之依據。

4. 故障檢修與定期保養管理

故障檢修與定期保養管理。

5. 各項資訊之歷史資料查詢、趨勢圖、資料

匯出

系統中各項系統資料、設備資料等，提供查

詢、繪製趨勢圖以及資料以檔案的格式匯出等功

能。

六、最適化節能控制技術選項參考

1. 效率高的空壓機優先上線供氣

2. 關閉空車之空壓機

3. 讓線上空壓機維持滿載

4. 有效維持較低卻更穩定的系統壓力

5. 提升空氣壓縮系統的供氣效率

6. 平均化運轉時間

7. 減少保養次數

七、非控制之節能技術選項參考 

1. 空氣管連結需設置關斷閥與防鏽 

2. 空氣管連結需設置歧管與卻水裝置

3. 系統本身需設置穩壓桶及乾燥機 

4. 除塵及精密過濾器需設置旁通管路 

5. 過濾器、乾燥機、穩壓桶需設置機械式

無耗氣自動洩水器 

6. 精密過濾器需設置壓差裝置 

7. 加大管徑降低壓差在0.1K

8. 環狀管路改為雙進氣管路

四、 中央監控智慧化系統架構及圖面之 5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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