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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我國空調系統冰水機能源效率管理簡介

一、前言
隨著國際能源價格逐年提升的情況下，世界主要國家皆

已推動各項能源效率的管制計畫，並訂定相關的法律規範，

期能在政府的引導下順利將能源價格對產業的衝擊降到最

低。

經濟部於90 年9 月12 日公告了「空調系統冰水機能源效

率標準」，第二階段於94 年1 月1 日生效，詳見表1。由

於此效率基準值 (MEPS)的實施，冰水機的節能成效逐年擴

大，對於紓解國內空調電力之需求有所裨益。

為了妥善管理冰水機的能源效率，工業技術研究院在能

源基金的專案計畫中，制定了一套管理機制，包括執行性

能測試之認可測試站所應具備的條件與要求、固定型式認

證登錄測試或逐台測試報驗的方法、管理單位抽驗之數量

與次數、測試未達標準之複驗辦法等。這些規範除了限制

新設備必需滿足能源效率標準外，並引導冰水機用戶開始

考量使用符合效率標準冰水機所帶來的經濟誘因，因此也

加速耗能機組的汰舊換新，達到節能兼顧產業發展的雙重

目的。

表1、我國冰水機能源效率標準

執行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施行日期 92年1月1日 94年1月1日

型     式 冷卻能力級 性能係數
(COP)

性能係數
(COP)

水
冷
式

容積式 
壓縮機

<150 RT 4.07 4.45

≧150 RT
<500 RT 4.19 4.90

≧500 RT 4.65 5.50

離心式 
壓縮機

<150 RT 5.00 5.00

≧150 RT
<300 RT 5.55 5.55

≧300 RT 5.55 6.10

氣冷式全部機種 2.79 2.79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劉中哲

1.性能係數(COP) ：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製冷能力(kW)÷消耗功率(kW)

2. RT(冷凍噸)=3,024 kcal/h=3.516kW
3.測試標準CNS 12575 [1]

我國目前冰水機能源效率管理以夏季全載COP當作指標，

而大部份先進國家均已制訂整合性部份負載效率 (IPLV：

Integrated Part Load Value)基準值，此指標可反映出全年

運轉且負載變動幅度大之冰水機效率，專案計畫目前亦正

在制訂適合我國氣候條件與產業特色的 IPLV基準值，提供

政府實施之參考。

二、國際冰水機能源效率管制現況
COP與 IPLV為一台冰水機夏季全載與四季負載能源效率

的主要指標，各國管制現狀如下：

(1) 美國： 測試標準為AHRI Standard 550/590 (I-P) &

ANSI/AHRI Standard 551/591 (SI) [2]。而能源效率MEPS

標準為ASHRAE Standard 90.1-2013-- Energy Standard 

for Buildings Except Low-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如

表2 所示。由美國各州政府決定是否進行強制性管制。

表2、美國ASHRAE…Standard…90.1冰水機效率基準

(2) 加拿大：測試標準為CSA-C743-02 [3]，與美國AHRI

550/590 相同。能源效率標準規定文件為CSA-C743-02。

與美國ASHRAE Standard 90.1 相同。於2004 年生效，屬

於強制性能源效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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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證書，授權合格廠商自行進行冰水機之性能測試。至

102 年止國內已有12 家廠商24 個測試站，以及國外5 家廠

商16 個測試站符合管理機制各項品質要求，取得認證。

主機效率的管制採前市場管理模式，亦即主機出廠前即

必須完成效率標章的申請、抽驗與核發 (進口機抽驗可報關

後於國內進行 )。

自2013 年10 月份起，冰水機業者可上網 (http:// chiller.

energylabel.org.tw)進行冰水機能源效率合格標章之申請及

報備，由管理單位進行抽驗工作。實測效率值與政府公告

值的差值須在CNS 12575 規定的允差以內；實測能力亦應

達主機銘牌標示能力之允差以內。符合標準要求者，則發

給冰水機能源效率合格標章，如圖1 所示。

能源局自92 年起推動冰水機能源效率管理工作之後，搭

配專案計畫開發高效率冰水機技術之帶動，使我國冰水機

設計製造能力與能源效率，從上一世代的COP 3~4，提升

到目前的COP 5~6，為世界上冰水機平均效率最高的國家

之一。此外，能源局委託管理機構認證的冰水機測試站已

正式納入99 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對國內冰

水主機能源效率及性能規範具有正向的發展鼓勵作用。預

估全面實施COP效率標示與管理之後，每年可為我國節省

5000 萬度之耗電量。

圖1、冰水機能源效率合格標章

(3) 澳洲：測試標準與能源效率標準與美國相同。並設定

“高效率機種”之效率為MEPS的1.15倍。於2007年生效，

屬於強制性能源效率管制。

(4) 中國大陸：測試標準為 GB-T 18430-2007 [4]，IPLV

之計算架構與AHRI相同，但100%、75%、50%、25%負

載權重值分別為0.023, 0.415, 0.461, 0.101。能源效率標準

為 GB 19577-2004，僅規定COP，尚未制定 IPLV，採分級

制，共分五級，容積式與離心式共用同一表格。2008 年6

月1 日生效，屬強制性管制。採生產許可制，每一級距間

(例每50RT)產品需送檢通過後，始可生產該級距產品。

(5) 日本： JIS於2009 年起開始制訂新的JIS B8621 離心

式冰水機 IPLV測試標準，並已於2011 年完成改版。IPLV

之計算架構與AHRI相同，但100%、75%、50%、25%負

載權重值分別為0.01、0.47、0.37、0.15，且其冷卻水溫條

件分別為32.0℃、27.5℃、23.0℃、18.5℃。目前日本製的

冰水機產品型錄大多同步公布AHRI測試標準與JIS測試標

準的兩個 IPLV值。在容積式冰水機JIS B8613-1994 方面則

尚未改版，仍沿用原來的 IPLV計算方法。目前日本政府並

未非強制管制能源效率。

(6) 新加坡：新加坡並未有自己的冰水機產業，測試標準

與能源效率標準與美國相同。屬強制性管制。

(7) 歐盟：測試標準為BS EN 14511-2： 2013[5]。IPLV之

計算架構與AHRI相同，但100%、75%、50%、25%負載

權重值分別為0.03、0.33、0.41、0.23。並訂有效率標示分

級代號。測試站認證機構為Eurovent。目前尚未制定 IPLV 

MEPS，屬非強制性管制。

三、我國冰水機能源效率管制現況
自民國92 年起工業技術研究院在經濟部能源局委託下，

結合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共同推動中央空調冰

水機能源效率標準管理機制。採取之策略是從性能測試技

術切入，透過相關產業擬訂之行業規範與管理辦法，並組

成32 位專家委員會對各廠商測試站之稽核認證等措施來推

動業者性能測試實驗室之管制，透過檢測技術與產品性能

之自我管理及自我提昇，以實際之行動來配合政府管制冰

水機能源效率而達成節約能源之目的。

管理單位提出廠商測試實驗室之共同要求、稽核和查證

辦法；並依據此辦法建立一套檢查機制，以進行廠商冰水機

測試站之品質系統、儀器之校正和管理、測試程序、測試

人員等進行現場之實際查證，依查證之結果授與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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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為推動節約能源，已於98 年7 月8 日修訂能源管

理法第8 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

…空調、冷凍冷藏…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應符合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並於100 年規劃公

告之節約能源之規定： (一 )冰水主機效率管理：第一階段：

使用中央空調系統之能源用戶，其冰水主機、冷卻水塔及

泵浦設備需符合公告之管理標準。第二階段：冰水主機蒸發

器及冷凝器之對數平均溫差 (LMTD)不得高於5℃[6]。

四、結語
冰水機產品效率管理的意義在藉由提高能源效率之要求，

引領產業發展技術帶動產業升級，使我國空調節能產業往

高值化的產品與應用市場發展，並達成國家整體節約能源

之目標。國內冰水機能源效率管理系統建置已大致完備妥

善，期望管理單位、製造廠、空調設計師、工程公司、用

戶能共同合作，使我國成為國際上第一個既有高水準的冰

水機產業，且冰水機產品百分之百符合標準的國家。

變頻冰水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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