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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工廠能源整合的推動策略與

效益 ▓ 林悅蘋　潘士傑　洪得耀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一、前言

製程工廠受市場競爭，需降低產品單位生產成

本，除了進行製程優化改善如提高產量及純度等

方式外，製程中使用之能源也是一大成本來源，

如何減少能源浪費，降低能源成本，有效運用

能源組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為提高企業競爭力

的重要的關鍵。

臺灣能源98%依賴進口，且能源價格波動受

國際情勢影響；近年電力系統實際備用容量率快

速下降，未來可能面臨台電供電量不足，陷入

停電的困境，因應此現象台電已釋出向工廠買電

之策略。而製程工廠如何因應能源價格波動及供

應量變化，是工廠需面臨的挑戰。

二、能源整合及優化的重要性

在製程工廠中，公用系統 (utilities system)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公用系統不僅提供製程所需的

加熱、冷卻、電力及燃料等，亦提供機械設備

轉動能源。公用系統為能源生產供應中心，由

於工場運作涵蓋的能源種類以及設備數量多，在

面臨各式各樣的操作變動時，操作人員需於各工

場操作限制條件及工場需求之間找到最佳操作模

式並不容易，往往仰賴經驗法則來進行操作調

度，這種操作方式不易保持在最低成本。當面

臨工廠發生異常狀況時，若使用試誤法來進行異

常排除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且可能因此損失能

源。

能源整合 (energy integration)是將製程使用之能

源、外購 /外售能源及公用工場之產耗能情況整

合於一個平台，並利用模擬工具建立模型，能

讓操作員及管理人員即時瞭解工廠之設備操作效

能及能源使用情況，有助於能源使用分析。舉

例來說，當工場耗能異常時，能由整合數據中

分析可能之因素；當討論節能計畫時，能利用模

擬工具預測節能計畫對於全面性的影響，也能在

實施節能計畫時，監視及比較能源使用效益。

能源整合的優化技術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是將各種操作限制條件、設備限制、能源單價

及工場需求以線性關係式編輯於優化器中，優化

器將依編建之條件中找到符合工場需求及限制下

的最低能源成本之操作。此模型又稱為線性規畫

模型 (LP model)，此優化器即為線性規畫模型求

解工具，而達到最適化時的目標函數是為最低能

源成本。

利用能源整合優化技術，在符合工場需求、

滿足工場操作限制、設備限制及能源合約限制等

約束中，找出最低能源成本之操作模式作為操

作指引 (operational guide)，透過此操作指引能夠

協助操作人員、管理人員進行能源調度，降低

工場操作成本，進而達到工廠節能。除此之外，

於已知之未來操作變動如設備維修、能源價格調

整、節電政策、產能調整等等時能夠利用模型

計算預測，當工廠能源發生變動時應如何以最低

成本操作以供工場需求，協助異常排除，縮短

試誤法之測試時間。

I.公用系統(Utilities system)

公用系統為消耗外購或自產之公用物料如蒸

汽、燃料、電力及水等，並產生製程工廠所需

之能源。公用系統流程中包含鍋爐、蒸汽渦輪

機、發電機、廢熱回收單元、熱交換器、除氧

器、噴水減壓閥、蒸汽總管、及其相關之電力

與燃料系統。公用系統的流程示意圖請參見圖1。

II.模擬及優化工具(Aspen Ut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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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 Utilities是一套知名的製程模擬與優化工

具，它可以針對公用工程之操作進行模擬與優化

計算。Aspen Utilities包含兩個Aspen軟體： Aspen 

Utilities Planner 及Aspen Online，前者為流程模擬

工具，包含優化器，後者為在線資訊整合平台。

三、	案例以某鋼鐵廠所建置之能源整合系

統為例

新鼎公司使用Aspen Utilities模擬優化工具，針

對某鋼鐵廠之汽電共生工場進行能源整合系統的

建置，並使用模型進行情境分析，不僅得到潛

在的節能效益，另一方面此模型能協助排除操作

異常。

鋼鐵廠之製程中，蒸汽耗用量大且電力需求

高，於製程中產生燃氣種類多包括焦爐氣、轉

爐氣等等，為能源耗用相當大的工廠。工廠中

的汽電共生工場提供全廠所需蒸汽外，仍外售蒸

汽給鄰近工廠使用，同時產生全廠所需電力之

50%，其餘電力需求則外購。

此工廠能源調度時，受到全廠蒸汽使用量及

鄰近工廠蒸汽使用量影響，蒸汽需求量變動大，

且自發電量需同時考慮蒸汽用量、電價波動、

外購電力之契約用量及超約限制，仰賴經驗法則

調度，操作不易保持在最低能源成本，且遇到

異常狀況時如外售蒸汽量突然降低，導致蒸汽集

管壓力驟升，造成蒸汽排放等，需使用試誤法

調整操作，調整過程造成能源浪費。

I. 某鋼鐵廠之汽電共生工場流程及建置模擬

模型

此鋼鐵廠汽電共生工場包含有6組鍋爐、4台

蒸汽渦輪發電機及3台鼓風機，高壓蒸汽由6組

鍋爐產生，蒸汽渦輪發電機及鼓風機使用高壓蒸

汽，正常操作下只開兩台鼓風機提供高爐所需冷

股風，其中兩台蒸汽渦輪發電機抽中壓蒸汽供全

廠使用及外售，另外兩台主要用於發電，並同

時提供除氧器所需之低壓蒸汽；除此之外，工廠

中仍有數個廢熱回收單元產生中壓蒸汽。

進行優化時先收集實場數據，進行數據分析並

計算設備效率曲線，再藉由Aspen Utilities建置模

型，對流程的質能平衡進行嚴格的穩態模擬；

並將設備及操作限制條件、能源成本及契約限制

編輯於Aspen Utilities Editor （優化編輯器）。完

成模型建置及編輯後，即可針對不同工況進行

分析。若搭配使用AspenTech公司之Aspen Online

（在線資訊整合平台）則可即時收集實場數據

進行優化計算，並即時提出操作建議。圖2為

圖1.…公用系統流程示意圖 圖2.…汽電共生工場流程簡圖

圖3.…使用Aspen…Utilities…Planner建置模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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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廠汽電共生工場流程簡圖，圖3為使用Aspen 

Utilities Planner建置模型情形。

III.情境分析與效益

(1)燃料及電價的波動，到底該不該發電？

利用模型計算，若使用1噸的煤，可以產生

7.3~7.6噸的蒸汽，此蒸汽可產生約1800 KWH

的電，以每噸煤2,864元計算，自發電成本（未

含操作成本）約為1.59元 /KWH；則當電價小於

1.59元 /KWH時，則發電不划算（自發電成本高

於外購電力），大於則反之。以下夏月尖峰時段

之實場數據做分析，試討論於尖峰時，應如何

操作能降低能源成本。

由2015年台電公佈之參考電價 (附表1)，夏月

尖峰時段之電價為4.73元 /KWH。由上述討論之

結果，故應多發電，減少外購電。於此鋼鐵廠

之實場數據中，於尖峰時段已有增加發電量；

以歷史數據為基礎，再利用模型做操作調度（優

化計算），其結果如圖4，在不增加中壓蒸汽抽

汽量的情況下，增加蒸汽渦輪機之蒸汽進汽量，

尚需考慮操作限制，增加鍋爐負載，將可再增

加發電量16.9 MW，即可減少外購電16.93MW，

但需增加燃煤的使用量9噸 /小時。此調整後之

節能效益達55,197元 /小時，若以一年當中有

2000小時為尖峰時段操作，可能之效益約為11

仟萬元 /年。

(2)外售蒸汽量變化大，如何因應？

工廠中蒸汽外售給鄰近工廠，但無法控制各個

工廠的使用量，致使外售蒸汽總量無法預測且變

化大；於外售蒸汽量突然降低時，將影響蒸汽網

管之壓力過高，不僅排放過多的蒸汽，亦可能

使壓力安全閥跳掉等等。因此，在外售蒸汽量

變化時，能夠快速的找到最低能源成本之操作

調度方法相當重要。以模型建置能源整合模型，

即可因應此操作變化，並提出最低能源成本之操

作指引，以下假設情況說明之。 

模型計算結果如圖5，外售蒸汽量減少70噸 /

小時 (減少外售量40%)，則TG03、TG04的抽汽

量將減少70噸 /小時，需考慮蒸氣渦輪機之操

作限制，調整TG03及TG04之負載，分別降低

25、32噸 /小時。因須維持發電量不變，避免外

購電超約，故增加TG02之進汽量，而整體高壓

蒸汽需求量將減少47噸 /小時，即可減少鍋爐之

負載，並減少燃煤使用量。

IV. 能源整合系統後之應用

此系統於完成建置後，此鋼鐵廠實際應用為：

1. 電價波動時 (尖峰、離峰及半尖峰時段切

換 )，利用模型計算最佳操作方式，進行較快速

的切換。

2.隨時瞭解外售蒸汽量的變化，並參考模型建

議之調度方式做調度調整。避免集管壓力過大造

成安全閥排放。

3. 自產燃氣為一不穩定供應 (流量波動大 )，利

用離線模型預測燃料氣不足之操作策略。

4.製程廢熱回收蒸汽其中一股為批次提供，故

需依據其產生量調整渦輪機蒸汽抽汽量，同時需

注意發電量。

圖4.…夏月尖峰時段操作調度建議 圖5.…外售蒸汽變化操作調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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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公用系統能源整合不僅能降低工廠能源成本，

亦能因應各式各樣的製程變化。於鋼鐵廠的案例

中，工廠原已依照電價調整操作，但因無法全

面性考慮設備效率及能源使用，仍不是最低能源

成本最低之操作，而當異常狀況發生時，並無

立即之解決方式；導入此能源整合優化系統後，

經過模型量化計算，不僅能夠協助工廠進行操作

異常排除，其節能效益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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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三段式電價

　單位:元(含稅)

分類

特高壓供電
夏月

(6月1日至9
月30日)

非夏月
(夏月以外)

流動電費
(每度)

週一至週五

尖峰時間 夏月 10:00~12:00
13:00~17:00 4.73

半尖峰時間
夏月 07:30~10:00

17:00~22:30 3.13

非夏月 07:30~22:30 3.05

離峰時間 22:30~24:00
00:00~07:30 1.57 1.51

週六
半尖峰時間 07:30~22:30 2.10 2.03

離峰時間 22:30~24:00
00:00~07:30 1.57 1.51

週日 離峰時間 全日 1.57 1.51

歡迎業界、廠商刊登廣告

廣告圖檔請提供ai、cdr或pdf(須做出血及轉外框、包圖)或300~350dpi
之tif檔(或轉可印前用之PDF/1a:2001，或直接將稿面設定出血尺寸

216×303mm)
封面裡：全版 210×297mm 20,000元/則 (彩色未稅)
封底裡：全版 210×297mm 15,000元/則 (彩色未稅)
封　底：寬210×高240mm 15,000元/則 (彩色未稅)
內　頁：全版 210×297mm 10,000元/則 (雙色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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