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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半導體廠房節能改善案例介紹

一、前言

節能減碳、永續發展已是人類的共識，同時也是相關綠

色科技產業開發的契機，因此，國際上各先進研發單位紛

紛為自身的大型園區，設定節能減碳目標，以因應發展

趨勢，並提供其國內綠色科技實現場址，以扶植相關產

業發展，一舉數得，表1 為國際上重要研究法人之節能減

碳目標比較，包括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綜合研

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 國立環境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NIES)、美國的哈佛大

學 (Harvard University及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等，上

述機構均以2000-2006 年為基線，設定短中長期節能減碳

目標。而為因應綠色低碳潮流與永續發展的趨勢，工研院

也啟動了綠色低碳院區的規畫與建置計畫，除了積極發展

綠色生態環境相關科技外，也期望導入綠色低碳研發理念，

同時結合老舊建物進行智慧綠建築改造，透過低碳文化和

生活場域的塑造，建置工研院成為綠色低碳生活的新典範。

表1.國際上重要研究法人之節能減碳目標比較

Goals 

AIST(日本)
Base: 2004
Goal: -15% energy, -18% CO2e, by 
2009; -50% CO2e by 2050

NIES(日本) Base: 2001
Goal: -24% CO2e by 2008

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

Base: 2006
Goal: -30% CO2e by 2016

Yale 
University 

(美國)

Base: 2005
Goal: -43% CO2e by 2005

(工研院綠能所整理 )

二、半導體無塵室工廠的節能改善案例

在老舊建物進行智慧節能改造方面，目的是藉由節能技

術的導入，以提升整體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工研院的耗電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余培煜、羅萬漳、廖建順、張鈺炯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陳柏任、趙宏耀

量與碳排量，以達成綠色低碳院區的建置目標。首先針對

院區內用電大戶進行盤查，以做為改善目標，工研院建築

物依使用目的主要分成三大類：辦公大樓、實驗室、工廠

與無塵室。不同種類的建築物，耗能因子不同所產生的耗

電模式亦相異，因此為達節能減碳目標所對應採取的技術

不盡相同，以期可以兼顧節能減碳與回收年限的成本效益。

A、B和C三館均為35 年屋齡以上的電子廠房，館內大

部分面積均為標準無塵室，對恆溫恆濕環境條件要求非常

嚴謹，耗電最大的基礎設施是需要24 小時運轉以維持恆

溫恆濕製程環境的空調系統，因此空調的耗電量遠大於一

般辦公大樓。2010 年三棟建築物的耗電密度分別為1697、

1497 與1301kWh/(m².yr)，三棟建物2010 年的總耗電量為

2,571,796 度 (kWh)，此三館電力耗能佔全工研院22%，其

中空調系統佔三館總用電的40%。改善方案先針對三館既

有系統進行診斷評估，再以區域能源中心概念，將系統整

合設計與執行改善，最後並進行改造後之節能運轉策略與

分析。

本案主要將三館個別獨立空調機房，整合成為三館共

同中央機房，如圖 1 所示。根據ASHRAE手冊與先前

研究 [1,2]，此系統採用一 /二次系統 (primary-Secondary 

system)進行設計，整併後系統設備包括二台熱回收主機 (2

號及3 號 )、二台冰水主機 (1 號及4 號 )及二台水對水熱泵

以提供冰水及熱水給這三館使用。

圖2、3、4 為整併後之共同中央機房空調之冰水、熱水

及冷卻水系統流程圖。其中A館修改成為主要的空調運轉機

房，機房內安裝包括所有冰水主機 (二台 )、熱回收主機 (二

台 )、一次冰水泵及熱回收主機專用一次熱水泵，冷卻水塔

及冷卻水泵設備則安裝於A館屋頂。B館空調機房設備包括

二台水對水熱泵及附屬一次冰水泵和熱水泵。各館皆有獨

立使用的二次泵浦 (區域冰水泵及熱水泵 )。建築之間的配管

動線經由能源管橋佈置連結成為整體系統，如圖5a和5b所

示。

整合系統的熱水供應操作模式可採用熱回收主機及熱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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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當進入熱回收主機運轉模式，由A館供應熱水；

當採用熱泵運轉模式，熱能由B館供應熱能，如圖3 所示。

冷卻水系統包括10 座水塔及8 台冷卻水泵，其中A館屋頂

設置的6 座水塔及5 台冷卻水泵以供冷卻水至1~3 號主機之

冷凝器使用，另外4 座水塔與三台水泵專供4 號主機散熱使

用，如圖4 所示。

整併系統之節能技術

1. 高效率冰水主機

空調系統採用工研院研究開發並技術授權生產之800 

USRT雙壓變頻離心式冰水主機，如圖6 所示。離心機採用

二級壓縮葉輪，一級葉輪入口之進氣導葉 (IGV, Inlet guide 

vane)可改變葉輪進氣角度，調整葉輪增壓量，達到壓縮機

氣體流量調整的目的。二級葉輪上游之回流通道中亦設有

徑向進氣導葉，其作用亦可改變二級葉輪進氣角度，進而

調整二級壓縮氣體流量 [3,4]。一、二級聯合調整機構可使

冷媒壓縮流量變化範圍由50~100%擴大到20~100%；變頻

控制技術其可提升主機在部份負載運轉的性能。

2. 非夏季時段改用熱泵取代熱回收主機

熱回收主機運轉期間可同時產生冰水及熱水，具有初設

圖1、電子廠房整合成為三館共同中央機房示意圖
圖5a、A館至B館間之能源管橋

圖5b、A館至C館間之能源管橋

圖3、熱水系統流程圖

圖2、冰水系統流程圖

圖4、冷卻水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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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閥改為二通閥設計的冰水管路系統，二次冰水泵之變

頻馬達轉速可依供回水的壓差進行調整 [7,8]。當空調負荷改

變時，管路上二通閥閥門開度將會隨之改變，進而引起管

路上的壓差變化。控制器感測到這一變化後，當壓差變化

大於設定值時，表示負荷減少，二通閥閥門開度自動減小，

造成管路壓差變大，此時控制器降低泵浦運轉頻率使達到

設定的壓差值 [9]，使得在低載離峰時段運轉時期達到節能

目的。

4. 修改空調箱盤管與提昇冰水需求溫度

電子廠房對恆溫恆濕環境條件要求非常嚴謹，本案以工

研院開發之熱交換器設計軟體，進行空調箱冷卻盤管能力

計算與修改設計，如圖7 所示。改善前，空調箱內部包括

一組循環迴路盤管 (作為預冷與預熱盤管 )和一個冷卻盤管。

為了增加除濕能力，本案將循環迴路盤管改為冷卻盤管用

途，如此獲得更大的冷卻除濕熱交換面積。改善後，熱交

換面積增加為原先的2 倍，在相同的負載條件下冰水出水溫

度可由5oC提高至7oC [10,11,12]，不僅可以增加主機效率

(COP)也可以降低二次冰水泵需求流量及耗電。

圖6a、新設800RT變頻離心機實測現場(工研院82

館TAF實驗室)

圖6b、A館空調機房(新設800…USRT變頻離心機安裝

於左側)

成本低及簡化管路設計之優點。然而為了產生足夠的熱水

供應現場使用，在運轉期間主機一直運轉處於高冷凝溫度

及高壓縮比時的運轉工況。熱回收主機在夏季時，系統處

在高負載需求下運轉，可同時提供冰水與熱水使用。但是，

當在乾冷外氣或是負載離峰時，為了持續供應熱水，主機

無法將高壓降低而有效降載，此舉限制了主機全年的運轉

性能。

本案於系統中導入熱泵主機設計，於非夏季 (相對乾冷外

氣條件 )，改用熱泵取代熱回收主機供熱，此時熱回收主機

轉為一般冰水主機使用，以低溫冷卻水進入冷凝器散熱，

提昇主機運轉性能及降低耗電。熱泵不僅可產生熱能供空

調箱使用外，其產生的冰水另可預冷主機蒸發器之進水，

進一步降低主機熱負載及主機耗電。

3. 冷卻水塔及二次冰水泵變頻控制

水塔風扇及二次冰水泵可採用變頻器控制的方法，在離

峰負載時降低馬達耗能。配合外氣濕球溫度重置水塔的出

水溫度，當外氣濕球溫度或空調負載較低時，使降低風扇

馬達運轉頻率及達到節能的目的 [5,6]。

改善前三館的冰水管路有多處採用三通閥，整合系統將

圖7、工研院開發之熱交換器設計軟體

5. 其他節能策略

除了前述的節能技術，還包括以熱水盤管取代電熱器及

調整整體冰水出水控制設定。實務上，電熱系統設計其製

熱COP可達0.97~0.99，而本案以熱泵提供熱水時其性能係

數 (COP)高達6.5，以熱泵熱水取代電熱器，可使空調箱電

熱的耗能降低70%以上。本研究另於非夏季或離峰時段，

適當調高冰水溫度出水溫度，或降低熱水溫度，可有效降

低主機耗電。

本案設置一套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 (BEMS)，圖控操作管

理畫面如圖1~3 及圖8 所示。能源管理系統根據預置的資

料表控制設備運轉模式。系統測量及運轉數據的記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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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設備啟停狀態，壓縮機、泵浦及水塔風扇的馬達運轉

頻率、供回水溫度、冰水及熱水流量和設備耗電。另外，

三館各別能量負載也可根據即時記錄的數據計算出，有助

於調整系統的操作策略，以提高空調機房整體系統效率。

中央監控系統因應不同的空調負載情況，調整主機的啟動

台數，使主機均在高負載率條件下運轉，在尖峰或離峰期

間運轉時皆可提高系統整體效率。

而為了降低原先各棟建築物相關設備的備載容量，提升

設備運轉效率，特別以區域冷暖系統 (District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 DHC)的設計概念進行規畫，有效整合空

調機房並建置管橋進行能源調度，有效提升上述三棟建物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16%以上，三棟建物年度總耗電降低一

成，預估一年可節省約257 萬度電力使用量。如表二所示。

該三座無塵室工廠為國內舊建築改造能源中心首例，改

造後除了能改善原有空調系統運轉不匹配問題外，未來也

能透過能源中心，將區域內的冰、熱水與高壓空氣加以整

合調度，降低營運成本，提高整體能源使用效率，另外也

藉這次機會完整紀錄從診斷、設計、施工、測試完成到移

交的流程，供未來其他工廠類建物節能改造參考之用。

圖8、能源管理系統歷史資料數據

表二、工研院區A、B、C三館無塵室工廠節能改善項目與成效

改善項目 節電度數(kWhr) 佔2010年三館用電
比例(%)

冰水主機全系統性能提升 143.2萬度 5.58

熱回收主機與熱泵主機之熱水供應策略 16.8萬度 0.66

B館AHU2空調箱電熱器改為熱泵 51.6萬度 2.01

變頻無油空壓機 24.0萬度 0.94

節能運轉調適－冰水主機出水設定溫度調昇 12.6萬度 0.49

離峰時段供回水壓差設定調降 (泵浦耗電節省) 8.8萬度 0.34

合            計 257萬度 10.03

註：A、B、C三館2010年總用電量為2,571,796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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