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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國產磁浮離心式冰水機的發展

國產磁浮離心式冰水機的發展

面
對限電危機和全球暖化，節能技術與節能設備

的開發及應用，則是相當需求及相形重要。特

別是在大樓提供冷氣的中央空調系統，其耗電量佔國

內總耗電的20%，其中冰水主機耗電量佔中央空調總

耗電量之60%，為因應節能與冰水機效率，離心機應

用於冰水機空調已經逐漸朝無油化發展，無油的磁浮

離心機已逐漸為市場所接受。有鑑於此，本文針對磁

浮離心機的發展進行概略的介紹，讓讀者對於國產磁

浮離心機的現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一、全球冰水機市場與技術發展趨勢
冷凍空調的應用領域涵蓋甚廣，為現代社會無法或

缺的產品。其中，冰水機主要用於商用中央空調和製

程空調，根據英國BSRIA和我國 IEK的統計，全球冰

水機年需求量約32.4萬台，產值2,600億元新台幣，

其中離心機的年需求量約1萬5千台，產值就超過新

台幣二千億元，主要集中在如大陸、印度、東南亞和

我國等新興市場。如圖1所示為全球冰水機市場的需

求分布。

全球中、大型冰水機技術以螺旋式與離心式冰水

機為主流，螺旋式冰水機與離心式冰水機通常以 

300~400RT為其產品與應用的分界，也就是300RT以

上通常會選擇採用離心式冰水機、400RT以下為螺旋

式冰水機。離心式冰水機的能源效率優於螺旋式冰水

機，但其技術與價格均較螺旋式冰水機為高。

近年來由於變頻驅控技術的進步與成本的降低，變

頻驅控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空調機和中、大型冰水

機，可大幅助益於節能之訴求。中、大型冰水機變頻

化已成為近年來市場的趨勢，尤其是離心式冰水機，

變頻運轉操作時，具有耗電量與轉速三次方成正比的

相關性，因而可運用轉速調控達到節能之效果。雖然

所需要克服與整合的技術困難度更高，但是卻使得冰

水機具有更高的部分負載效率的優點。

離心式冰水機導入變頻器配備磁浮軸承，對上述能

源效率之影響，可磁浮軸承無接觸，轉軸懸浮無機械

摩擦損失，利用變頻器提升馬達轉速，取消變速齒輪

(如圖2)，無傳動損失、無潤滑油泵的耗電，採用高效

率的馬達，以上總計可提升壓縮機效率達4.7%~6.7%。

另外在冰水機系統中的冷凍油亦是造成系統效率降

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別是滿液式與噴淋式蒸發器，

冷凍油和液態冷媒互相混合，需設置回油裝置方能將

潤滑油回到壓縮機中。一旦回油系統運作不良，或是

長時間於低載運轉，潤滑油易滯留於蒸發器中，造成

熱交換效率降低，定期處理冷凍油的工作，也使得維

  劉中哲1、鄭本淵2 

1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2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圖1…全球冰水機市場與高階冰水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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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成本增加與環境的負擔。

根據ASHRAE 601-TRP研究報告 [2]指出，絕大多數

商轉的冰水機組的冷凍油含量過高。

(1) 實際進行冰水機冷媒取樣，取樣的10個冷媒樣

品中有6個的含油濃度超過10％。

(2) 然而，3.5%的冷凍油含量，可導致製冷能效降

低8%(如圖3)。

(3) 冰水機組運轉5年以上能效退化率超過10%，運

轉10年以上退化率超過20%。

(4) 冷媒側的油污導致的機組性能退化占大約5.7%，

導致大約8.7％的機組性能退化。

上述油因素影響效率之課題可以經由採用無油化的

磁浮軸承冰水機組來解決。

綜合上述冰水機的技術發展、應用與節能減碳的趨

勢，利用精密磁浮軸承技術的無油式磁浮離心機為近

來發展方向，因為它克服了軸承損失、齒輪傳動損失

和系統冷凍油的熱交換效率損失，不僅提升壓縮機的

壓縮效率和馬達效率，使其年運轉效率較既有技術產

品節電20~30%以上；由地球永續資源的觀點為非常環

保的產品，國際冰水機業者已紛紛投入磁浮技術的研

發和應用。

二、我國磁浮離心式冰水機發展現況

磁浮離心機具有高部分負載效率、低震動噪音、環

保無油、低維護需求、智慧運轉等優點，為全球大型

冰水機廠皆全力發展的新一代主機，但目前仍屬於萌

芽成長期。我國機、電、磁產業具備良好基礎，經技

術提升與整合之後，將可與世界並駕齊驅。

工業技術研究院也注意到磁浮離心機設備雖具有節

能效益，但往往新研發之設備初設成本偏高，產業承

接後量產商品化時程長，影響到節能推廣成效，因此

設備成本的降低極為關鍵，為了能更迅速達成這個目

標，工研院技術團隊尋求擴大並廣納相關廠商加入磁

浮軸承核心技術自主開發，開闢多元化可衍生的應用

以善用所投入的研發成本，同時引導更多中堅廠商分

工及承接研發成果的發揮綜效，並強化節能科技的整

體產業效益。

在政府多年來的冷凍空調在建構磁浮離心機技術相

關計畫的支持之下，目標建構全自主化磁浮離心機產

業鏈，磁浮軸承壓縮機之核心技術成果介紹說明如下：

(a)高速磁浮主軸技術 :如圖4所示為功率等級為

180kW採用感應型馬達轉子的磁浮主軸，最高運轉轉

速為20,000rpm，單一主軸集成14個元件以上。主軸

可以耐受對應磁浮軸承在徑向和軸向的電磁力加載。

轉子除經動平衡校正達到 ISO1940 G1[3]等級之外，需

符合剛性轉子以及滿足臨界轉速裕度之要求 ;

(b)位置 -轉速感測全模組技術 :實測位置轉 -速感測

模組線性度0.3%、靈敏度10mV/μm。植入全自主

180kW磁浮離心式壓縮機，穩態運轉20,000rpm，全

模組迴授訊號符合磁控控制要求，磁控器性能滿足

ISO14839-2/-3規範 [4, 5],適用在180至300kW磁控器 ;

(c)磁浮軸承套件技術：如圖5所示為180kW徑向磁

浮軸承和軸向磁浮軸承，電磁力輸出能力同時滿足磁

浮軸承徑向額定力、喘震承載力，以及軸向額定力、

喘震承載力 ;

(d)高速且高功率馬達及變頻器技術 :圖6所示為採用

自製的高轉速20,000rpm且高功率180kW的永磁馬達

建構馬達加載測試平台。完成180kW-20,000rpm PM/

圖2、傳統增速齒輪裝置 圖3、能效下降-含油率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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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馬達群組模具共用自主技術開發，馬達效率96.2%;

(e)磁浮軸承驅控器技術 :整合180kW磁浮軸承之驅

動板和控制板，在200RT級的高速磁浮壓縮機上懸浮

運轉。自主人機介面開發監測轉子軌跡、控制電流，

且轉子軌跡滿足 ISO-14839-2[4]之規範 ;

(f )高速流力元件及產品應用技術：可變擴壓器容調

機構導入精密鑄造葉輪經性能測試驗證，圖7所示為

葉輪成品、圖8為R134a 200RT級冷媒高速離心壓縮

機成品，系統全載COP 5.93、部分負載 IPLV≧9.52; 

最低製冷能力為32.4RT，降載能力為額定製冷容量的

13%以下。

國產磁浮離心式冰水機特色包括採用高速感應馬達，

如圖9，提升可靠度。感應式馬達是工業上使用最廣泛

之馬達，可靠度極高，構造簡單強健，耐高溫，採用

冷媒冷卻，轉子與葉輪整組經動平衡校正，運轉安靜

滑順。

圖9、150kW高速感應馬達(左：定子，右：轉子)

採用高效率噴淋式蒸發器，如圖10，冷媒從筒身上

方噴淋下方之銅管列陣，均勻分布且充分潤濕銅管表

面，採用高效率內外牙銅管，保留薄層之冷媒液體於

細牙間，提升蒸發效能，多餘之冷媒則流至下方之管

陣，如此形成高效率的蒸發熱傳與低冷媒充填量。

圖10、高效率噴淋式蒸發器

圖4、180kW-20krpm感應馬達型磁浮主軸

圖5、300RT(180kW)之徑向(圖左)和軸向(圖右)磁浮軸承

圖6、300RT(180kW)之馬達單體測試平台與電力回升系統

圖7、200RT級磁浮離心機用精密鑄造葉輪

圖8、250RT級磁浮離心機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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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頻起動，使起動電流遠小於額定

運轉電流，如圖11，不會對供電系統

產生干擾與衝擊，最適合新建工程與

現有老舊冰水機之更新與汰換。

國產磁浮離心機已在國內十餘個場

域進行商業運轉，如圖12。已成功促

成國內磁浮冰水機的產業出現和萌芽。

四、結論

台灣目前使用的冰水機保守估計達

十四萬台以上，總設置容量超過三百

萬冷凍噸。整體而言，建築物中以

空調用電佔最大比例，空調尖峰用電

量在夏季占了40 ~ 50%，冬季也占了

20~30%，因此達成我國磁浮離心冰水

機的技術自主，方可降低用戶商採購

節能設備的成本，以加速設備汰舊換

新速度，進而降低空調設備的耗電。

台灣在電力電子、半導體以及數位

驅控等技術，有良好的發展實績，可

以將磁浮驅控系統導向更緊湊化和更

有競爭力的發展 ;再者，精密加工產業

發達，並且不乏優質的壓縮機和冰水

機製造企業，以全球的市場格局思維，

打造全自主化磁浮離心機產業鏈，使

台灣以完整方案發展磁浮離心機技術，

將有機會翻轉全球磁浮離心機的市場，

使我國成為新世代節能產品的主要供

應國之一，創造整體冰水機產業鏈的

– Part 2: Evaluation of vib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2004.

[5] ISO 14839-3. Mechanical vibration – Vibration of 

rotating machinery equipped with active magnetic bearings 

– Part 3: Evaluation of stability marg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2006.

圖11、國產磁浮變頻離心機起動電流遠小於額定運轉電流

成長。

參考文獻

[2] Kauffman, R., ASHRAE Research Project 601-TRP, 

“Chemical Analysis and Recycling of Used Refrigerant From 

Field Systems,” April 1990.

[3] ISO 1940. Balance quality of rotating rigid bod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1973.

[4] ISO 14839-2. Mechanical vibration – Vibration of 

rotating machinery equipped with active magnetic bearings 

圖12、國產磁浮離心式冰水機安裝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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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改善.量測驗證.技術

  陳主福 總經理 
新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前言

提
升空調系統之效率與其用水處理量否息息相關，

目前我國並未訂定這項水處理設計規範的國家標

準，而是採用由空調技師依需要規範GB/T50050-2007

工業循環冷卻水處理設計規範，從2007年開始施行，

且近10年來諸多更新，目前已是GB/T50050-2017之

最新版本了。

台灣ESCO協會著重能源技術服務，因之本文從能

源技術服務可行項目中已冷凍空調主機的EER量測與

驗證技術面來探討，決定EER改善幅度及水處理成效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方式，由於節能技術的深度廣度

迥異於尋常技術，必須經常性比較，才能取得節能改

善狀況，此為節能改善之常例。EER改善技術亦如此，

意即改善前後均需以量測驗證取得EER穩態值，且須

以相同冷卻入水溫、負載條件的穩態EER來比較才算

數。茲逐一介紹於下。

二、冷凍空調機組性能試驗方法

世界各國性能試驗方法均以冷凍空調循環為基準，

性能試驗條件都相當接近。台灣國家標準編號CNS 

12575，名稱「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標準編號GB/T10870，名稱「蒸氣壓縮循環冷

水 (熱泵 )機組性能試驗方法」，美國編號則以AHRI 

550/590「 STANDARD for PERFORMANCE RATING 

OF WATER-CHILLING PACKAGES USING THE 

VAPOR COMPRESSION CYCLE」及編號ASHRAE 90.1

訂定機組性能試驗方法。

CNS 12575全載標準試驗條件： 1. 冰水出水溫7 

表一　CNS…12575標準試驗條件(全載與部份負載)…

CNS…12575標準試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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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冰水流量10.0 L/min/RT±5%，積垢容許值

0至0.000018 m2℃/W； 2.冷卻水進水溫30(±0.5℃)，

冷卻水流量 12.5 L/min/RT±5%，積垢容許值0.000044 

m2℃/W；另有部分負載測試條件，如表一列出CNS 

12575標準試驗條件—全載與部份負載標準試驗條件。

美國則只是採用合於當地慣用的英制單位及數值，

如： 1. 冰水出水溫44.0 ℉(6.7 ℃)，冰水流量2.4 gpm/

RT (9.08 L/min/RT或0.043 L/s per kW)，2.冷卻水進水

溫85℉(29.4℃)，冷卻水流量 3.0 gpm/RT (11.4 L/min/

RT或0.054 L/s per kW)，事實上只需要單位換算即可，

實際應用並無不同。

三、穩態EER技術建立過程

CNS 12575於民國77年訂定之

後，實務應用均以測試站為主，

現場則因運轉EER均屬動態，無

人開發穩態EER技術而缺少應用

實例。

由於測試站多數為空調主機廠

所附設，設置有冷卻水、冰水恆

溫槽，並運轉測試主機於穩態負

載，冷卻水、冰水恆溫槽均設定在測試運轉條件，故

可直接擷取與計算運轉EER均屬穩態，殆無疑問。但

現場實際運轉並無測試站所裝置的設施，必須開發穩

態EER技術。

本公司有鑑於此，特開發二種穩態EER技術，其

一是統計學工法，其二是CNS 12575穩態EER工法，

並通過經濟部智財局嚴格審查榮獲專利 (證書號數：

I628425)，以昭公信。

茲介紹二種穩態EER技術於下。

（一）二種穩態EER技術

二種穩態EER技術均採用由監控系統傳送感測器數

據，而接收建立節能運轉資料庫，以每一台主機每分

鐘一筆、1,440筆 /天、43,200筆 /月、518,000筆 /年

春夏秋冬、各種水溫負載、動態、不規則的運轉數

據，挑選相同冷卻入水溫、負載條件的穩態EER比

對，做量測驗證及節能分析的成效驗收報告。首先，

二種穩態EER技術分別說明如下。

1.統計學工法穩態EER技術

統計學為經濟、企管、政治等社會科學以及生物

等自然科學大量採用的數量科學。本項技術即採用

以每日為範圍將升載、降載之非穩態運轉資料剔除，

留下穩態運轉資料來計算其平均值。具體作法乃是

先以整數溫度、整十負載之各種組數、範圍進行配

套分組，再逐一以各溫度負載組合之動態能源效率

比值 (EER)之初次平均之EER，剔除其誤差25%以外

的EER後，計算25%範圍內為第二次EER，再將範

圍分別縮小至10%、5%分別為第三、四次EER，該

第四次EER作為該選定基準值與運轉值 (二者均係穩

態值 )，並將該基準值與運轉值之原始資料列為穩態

資料，而該前三次所剔除的動態資料均列為非穩態資

料。

2.CNS 12575穩態EER工法

依據CNS 12575熱平衡計算的運算公式為 (qev＋

Winput－qc )/qc * 100% (其中，qev 為淨冷凍能力，

Winput為壓縮機輸入功的能量，qc 為冷凝器排至冷

卻水中的熱量 )。又依據CNS 12575規定 (7.2.2節 )達

穩定後以每次5分鐘以上的間隔連續測定3次，意即

運轉區間達10分鐘 (5*2間隔=10分鐘 )以上，且該3

筆熱平衡值≦允差值時該筆訂為穩態EER，即為當時

運轉值。

由於CNS 12575及AHRI 550/590均設定允許誤差，

如下式 (1)。

允 許 誤 差 ＝ 1 0 . 5 - 0 . 0 7× % F L + ( 8 3 3 . 3 /

(DTFL×%FL))-------------- 式 (1)

其中：%FL：負載百分比

DTFL：全載時冰滷水出水及入水水溫之溫度差 (℃)

藉該熱平衡的運算公式剔除落於特定百分比範圍預

定5%或允差以外的EER，剔除者列為非穩態資料，

而落於特定百分比範圍5%或允差以內者則列為穩態

資料，並進一步將該穩態資料依該溫載群組區分為相

同組別後分別平均，將得到之平均值作為該選定組別

之基準值及運轉值 (二者均係穩態值 )。

3.二穩態EER工法比較和各項誤差

除了前述允許誤差之外，另有綜合性誤差如：儀

表誤差 (一般水流量儀表誤差最大5%，其他尚有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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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電力之儀表誤差 )、量測法取樣點誤差 (不同溫度

負載，一般5%)、季節誤差 (一般5%)⋯等因子，其中

綜合性誤差應避免持續相加，以10%約定尚屬合理；

萬一有特殊狀況，仍可由資料庫追查是否屬水處理積

垢造成，或是主機本身的因素。依照本人30年經驗，

並為避免日後爭議，可先訂定常用溫度負載的綜合性

允許誤差10%以利設計及施工之進行。

（二）基準值及運轉值定義

此處基準值定義均以完工日或每年酸洗日後開始運

轉之穩態EER，運轉值則是其餘364日之穩態EER，意

即基準值為一特定日之運轉值 (乾淨銅管表面 )而給予

指定的名稱，以利分辨。

由相同溫度負載的運轉值、基準值的變化趨勢即可

看出積垢的影響，該影響因子的大小倘若超出原設定

值，即表示積垢嚴重超過預期值，節能改善就應立即

安排進行。依照30多年經驗，特別依據能源局委託中

技社、綠基會的實場EER測試，積垢降低EER之影響

相當嚴重，此項浪費電費使用單位必須完全支付。因

此，使用單位應盡快建立EER量測驗證技術，以利知

己知彼、百戰不殆。

四、穩態EER實務應用

國家標準CNS 12575及國際標準AHRI 550/590係

為方便業界共同遵守而制定之標準，他們並非取代科

學，而是遵守科學原理來制定，只是因科學不制定

測試條件標準，而為方便共同遵守以利國家政策的

推動，主管機關選定常用條件予以訂定而已。表一

列出CNS 12575標準試驗條件 (全載與部份負載 )，另

能源局為推動國家的節能政策另制定空調主機MEPS 

(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最低能源效率

標準，參見能源局網頁 )，94年以後空調工程的設計

施工都已遵照，在此不再贅敘。

A.水處理成效檢驗技術

由於冷凍空調主機耗能量大，冷凍空調業界及使用

單位都不敢輕忽，但因水處理屬於業外技術，因此容

易被忽視，積垢造成EER降低幾乎是最大且是唯一的

因子，中技社、綠基會的實場EER測試就說明：事實

勝於雄辯。「改善前後均需以量測驗證取得EER穩態

值，且須以相同冷卻入水溫、負載條件的穩態EER來

比較才算數」，這才是符合科學原理的作法。

依照筆者30年經驗並為避免日後爭議，可先訂定常

用溫度 (25∼30℃)負載 (50∼100%)的EER穩態值的綜

合性允許誤差10%，以利設計及施工之進行。

當然，水處理成效檢驗尚包括腐蝕率檢測、藻菌檢

測，二者影響的經濟效益都相當大，防腐蝕經濟效益

甚至約為防垢之二倍，殺藻菌經濟效益涉及人體健康

更屬難以估計。由於非屬節能技術範圍，本文只討論

其重點，就是腐蝕率檢測均以腐蝕試片代表成效，殺

藻菌則以培養皿檢測菌落數。此尚屬簡單易懂、淺顯

明瞭的成效研判技術。下節列出成效規範標準之彙總，

以供讀者卓參。

B.成效規範標準

水處理節能防垢與節水品質、功能及效益成效規範

標準之彙總如下：

（ A）防垢功能及品質：主機在正常運轉下，運轉

壹年後主機之EER與新機時相同運轉條件下之

EER須維持在90%以上。(儀表、允差、取樣溫

載 ...等誤差均在90~100%範圍內 )

（B）防蝕功能：碳鋼之腐蝕率不得超過2 mpy (mil/

year)，銅管材料之腐蝕率不得超過0.3 mpy。

（C）懸浮固體：冷卻水之懸浮固體須控制在10 ppm

以下。

（D）抑菌功能：須具備抑菌功能，使冷卻水中之總

菌數維持在10^4 (10,000) CFU/m1以下。

（E）節水功能及冷卻水運轉條件：導電度全年運轉

條件須長期達2000 μS/cm。

（ F）量測驗證與節能分析功能：藉助電腦軟體依 

CNS 12575 提供主機COP/EER，建立資料庫並

比對及查詢。

（G）技術服務：承商須自行或委由專業廠商提供完

整EER驗證分析技術服務。

1.節能防垢效益分析

1,000 RT空調主機依照經濟部實測化學藥劑使用 (加

藥劑量沒有和主機負載同步，因而成效未發揮； 30年

來水處理廠商未改善，業主只能等待。好像嫦娥奔月

傳說5,000年之後終於NASA登陸月球一樣 )，故積垢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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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每年電費增加　　NT$  1,341,000元 /  年，

　　　十年電費增加　　NT$ 13,410,000元 /10年，

　　二十年電費增加　　NT$ 26,820,000元 /20年。

此部分就是防垢經濟效益的改善幅度。

意即採壽命週期20年來計算，節能防垢經濟效益可

達2.680萬元。

2.防腐蝕效益分析

（1）腐蝕率與空調系統壽命

腐触率 I mpy 即 0.025 mm/yr，若防腐蝕規範訂定2 

mpy，即20年腐触0.025*2*20＝ I.0 mm；以台灣GIP管

採用B管現況，8 时管厚度約7 mm，彎頭、焊道等較

脆弱處，20年內腐触 I.0 mm仍可堪用；倘若規範訂定

4 mpy，即10年就腐触達0.025*4*10＝ I.0 mm，脆弱

處可能容易有漏水破損現象。

若未做腐触控制，腐蝕率約20∼30 mpy，通常5∼7

年脆弱處就易有滴水浅漏，乃至於嚴重時的破損現象。

（2）腐蝕與經濟效益

1,000RT 空調系統造價約4.000萬元，若腐触率訂定

4.0 mpy，則可用10年，每年折舊攤提400萬元 /年；

若腐触率訂定2.0 mpy，壽命可延長至20年，則每年

折舊攤提可降為200萬元 /年。

經濟效益即是二者相減而得之400萬元 /年—200萬

元 /年＝200萬元 /年。

意即採壽命週期20年來計算，防腐蝕經濟效益可達

4.000萬元。

另，辦公大樓、醫院大樓、百貨大樓、飯店大樓在

更新空調系統的配管及設備時，營運受極大影響，損

失極寫嚴重，難以估計。

3.殺藻菌經濟效益

藻菌類微生物及退伍軍人菌較少有衛生機關做經濟

效益研究的資料。但由常識可知冷卻塔風扇造成的水

霧極易把冷卻水的藻菌飛散在四周圍，中央空調必須

換氣，才能維持CO2不致過高；飛散在四周圍的冷卻

水藻菌數倘若過高，遇有員工因工作勞累、晚睡等免

疫力下降狀況時，容易傷風感冒；萬一冷卻水中有致

病率極高之退伍軍人菌，傷害就難以估計。訂定總菌

數維持在10^4(10,000) CFU/m1以下就是依照無退伍軍

人菌之工程慣例。

此項實際效益差異極大，又無實際研究，僅列為無

形效益。

4.綜合經濟效益

意即採壽命週期由10年延長為20年來計算，節能

防垢加上防腐蝕有形經濟效益可達2.680萬元＋4.000

萬元＝6.680萬元。

員工健康等經濟效益因無具體可資計算數字，列為

附屬無形效益。

五、結論

在節能減碳正夯的年代，地球暖化益形嚴重的時

刻，台灣耗電量大的冷凍空調主機緣於積垢浪費大量

電力，本公司於是開發此項穩態EER技術及後續基準

值及運轉值的實務應用，以迄經濟效益計算之全系列

性來饗宴空調業界及使用業主，企盼對國家節能減碳

工作盡一己棉薄之力。倘若能帶出關鍵性突破力量，

並帶動廣大空調業界願意投入之群策群力，不也是大

家所共同期盼的嗎？本文是個人多年經驗與見解，提

出供各界參考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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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頻節能、能源回升與管理之整廠實例
分享

前言

近
年來全球再生能源的發展儼然成為一股經濟成長

的新勢力，2017年再度打破紀錄，全球再生能

源投資金額達到2798億美金、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到

2195GW[1]，在這些華麗數字的背後，我們與全球目標

溫昇不超過2°C的目標卻漸行漸遠，2017年的數據顯

示：若世界各國完全達到目前宣稱的減碳貢獻，至2030

年時全球總碳排放量與控制溫升目標的缺口達到110億

~135億噸碳排 [2]，這項數據到了2018年的研究調查顯

示擴大為130億~150億噸 [3]，如圖1所示。

在「開源」的同時，社會普遍認知到「節流」的重要

性，而馬達用電達全球電力消耗的46%[4]，馬達驅動控

制的「變頻」技術不僅僅是工業的基礎，亦是未來節能

減碳的重點應用；在此寧茂企業以2018年輔成立的精科

三廠 -生產製造基地為案例，分享變頻節能、能源回升

在工廠內的應用實例。

資料來源：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8, UN environment. 

圖1,…全球排碳放量與目標溫昇的差距預測圖

原理

1. 變頻節能

變頻器主要是將固定電壓、固定頻率的電能，轉換為

可變電壓、可變頻率的電能，藉以控制馬達的轉速、轉

  林晏生 專員 
寧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行銷企劃 

矩及轉向；而節能的效果則是當設備不需以滿載額定轉

速運行時，因降速運轉而節省的電能。

以泵浦為例，依據Affinity Law，功率與轉速的三次方

成正比，也就是若轉速為額定的50%，則功率消耗僅有

額定的12.5%，如圖2所示。

若以空壓機為例，在部份負載時亦能有效降低能源消

耗，如圖3；此外，變速驅動更能降低壓力波動、在部

份負載狀況運行更能延長組件壽命。

資料來源：Variable frequency drives: energy savings for pumping applications. 2012, Eaton 

Corporation.

圖2,…Affinity…Law.

資料來源：Energy efficiency: benefits of variable speed control in compressors. Schneider.

圖3,…變速控制應用在空壓機帶來的節能效果

2. 馬達回升發電

節能手段一般常見為採用高效率馬達、採用變頻控制

等等，除此之外在某些特定場合亦能運用「馬達回升發

電」將能量回收再利用。

馬達除了以電力驅使轉動之外，在受到外力驅動時

則是會反過來產生電力，也就是俗稱的發電機；最常見

的就是水力、風力發電，利用環境力量帶動葉輪 -馬達

轉動，從而產生電力；這樣的原理亦可運用在一般廠房

中，如升降機、電梯下降時，帶動馬達轉動也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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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電中再利用，可參考圖5及圖6；以寧茂精科三廠為

例，貨梯額定載重3000kg、樓高8層、採用380V/40HP

馬達，回升節能率高達三成，可參考表2。

圖6,…加裝回升裝置之貨梯配置示意

表2，電源回升量統計表

月份 電梯耗電量 回升發電量 回升節能率

2018/10 395.3kWH 159.7kWH 28.8%
2018/11 253.8kWH 104.5kWH 29.2%
2018/12 212.1kWH 86.3kWH 29.4%

圖7,…2018/10貨梯用電紀錄

圖8…2018/10貨梯回升發電紀錄

結論

以變頻、回升發電能應用的節能場域不勝枚舉，節約

用電不單單只是對環保有所貢獻，對企業來說是提高效

率、節省成本、創造利潤最佳的手段之一；節能更應該

是企業內持續精進、控管的目標之一，而不僅是一次性

的工程，透過中央監控軟體針對數據的收集及分析，延

伸到實際行動的規畫及落實，才能真正體現企業社會責

任、永續經營的精神。

參考資料
[1]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REN21.

[2] 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7, UN environment.

[3] 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8, UN environment.

[4] A+B International, 2009. From the 2011 report, “Energy-Efficiency Policy Opportunities for 

Electric Motor-Driven Systems,” IEA.

電力，傳統上需額外加裝煞車電阻以消耗此電力，這些

無形中的浪費可利用變頻器當中電力電子轉換的技術將

電力回收再利用，是繼變頻節能後另一種節約用電的手

法。

圖4,…加裝馬達回升發電之示意

案例分享

1. 空調系統

(1) 風機變頻：變頻控制係以空調空間內的溫度點的

量測結果作為風機轉速的控制參考；室內溫度過高時即

代表室內負載增加，變頻器即以增加風機轉速提高供風

量；室內溫度過低時，則降低供風量，由於風機耗電量

則與轉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因此採用風機變頻設計，在

需求風量愈低時，節能效益愈高。

表1，風機在不同風量下之轉速及功率之關係

需求風量 風機轉速 輸入功率

100% 100% 100%
90% 90% 73%
80% 80% 51%
70% 70% 34%
60% 60% 22%
50% 50% 13%
40% 40% 6%

(2) 二次側冰水泵變頻控制：透過監測回水溫度實現

變頻控制，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

(3) 一次側冷卻水塔變頻控制：冷卻水溫度應在符合

冰水主機特性及外氣濕球溫度的限制下，儘可能降低以

節約主機用電；欲達成最佳化控制，冷卻水設定溫度應

隨外氣濕球溫度調整，此補償、調整機制可由變頻控制

搭配感測器達成。

2. 貨梯能源回升發電

加裝回生裝

置於貨梯應用

中，在馬達減

速、煞車，也

就是貨梯下降

時，將馬達動

能轉換為可利

用的能源回升 圖5,…一般貨梯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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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影像人群分析技術
  李懿修、趙浩廷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本
技術為開發大範圍人員數量估算與人群密度分析

演算法，以全景式魚眼攝影機進行環景影像分

析並開發影像拉長校正與座標轉換。接著以機器學習

方法建立人員模型，並產生區域人員數量估算及空間

人群密度分析資訊。

1、前言

住商建物中人員活動帶來許多的能源用熱，如空調

使用、電器辦公設備使用、用水用電等等，若能掌握

人員的存在及活動即可得知較多的能源使用訊息，並

可進一步將資訊回饋給能源控制系統，以達到能源調

控目的。一般大範圍人員影像偵測需使用多隻固定角

度式攝影機才能涵蓋較大型的場地並且需進行多支攝

影機的資訊整合，而魚眼式攝影機為全景式偵測模

式，因此可涵蓋較大型的場地。本技術以環景式攝影

機搭配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人員偵測，產出人員數量

及人群密度資訊。

圖1、全景影像偵測示意圖

2、實驗架構

本實驗以VIVOTEK FE9181-H網路攝影機取得影像

串流，攝影機以PoE (Power over Ethernet)接口網路線供

電， PC端再以RTSP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網路

串流接收影像，如圖2，並進行程式撰寫與環景影像分

析，實驗測試於成像尺寸1920x1920時，影格數 (Frame 

per Second)達12張。

圖2、影像傳輸架構圖

型號 VIVOTEK FE9181-H

焦距 f = 1.47 mm

光圈 F2.2

視角
180° (Horizontal)
180° (Vertical)
180° (Diagonal)

傳輸影像格式 H.265, H.264, MJPEG

最大影像解析度 1920x1920 

實驗場地 長19公尺
寬19公尺

架設高度 3.45公尺

表1、攝影機及實驗環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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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大廳成像畫面

魚眼影像可取得的影像範圍較大，但距離魚眼影像

中心較遠物體代表像素較少，因此相同像素間隔所對

應之實際距離也不同，本實驗為建立兩者對應關係，

如圖4。此關係可作為影像像素座標與實際空間位置之

轉換資訊。

圖4、影像傳輸架構圖

魚眼影像在畫面顯示上由於方位角的不同，而造成

影像下半部的物體呈現顛倒狀態，因此開發一魚眼影

像轉正演算法進行整張影像的轉正，並拉長成一矩形

影像，如圖5所示。其中以極座標轉換與影像內插法

進行座標轉換開發，魚眼影像轉換式如下 :

r=y/Hd*(R2-R1)+R1

𝜃=x/Wd*2π

Xs=Cx+rsin𝜃

Ys=Cy+rcos𝜃

圖5、影像轉正拉長圖

3、人員影像偵測與人群密度分析

圖6、人群資訊分析流程

適應性影像背景模型及人員模型建立

演算法結合深度學習網路模型及隨時間更新的背景

模型進行判斷。背景模型可更新出影像前景，像素資

訊會針對當下環境影像改變而更新，前景提取如圖7

所示，可藉此找出畫面中變動的部分。另外，為了減

少雜訊產生，使用影像開運算處理，接著再對感興趣

的區域分離出欲進一步分析的區域。

圖7、(左)前景提取圖…(右)影像開運算處理濾雜

一般以機器學習方法進行模型訓練時，常將原始數

據進行切割，如圖8所示。分割成三個部分訓練集

(Training set)、驗證集 (Validation set)、測試集 (Testing 

set)，其中訓練集用於模型建構，驗證集用於輔助模型

建構及於訓練階段時評估模型訓練情形，而測試集用

於評估最後模型訓練的好壞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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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資料集切割

以機器學習方法建立人員影像模型的第一步為建立

的人員影像資料。而由於魚眼影像畫面所得到的人物

為上下顛倒、旋轉且尺度也不同，因此需於各個方位

進行資料蒐集，如圖9所示。以機器學習進行模型訓

練時若能對蒐集的資料進行更多樣性的變化，對於訓

練之模型能有較好之表現。在進行完人員資料蒐集後，

會對原始蒐集之資料進行資料增強 (Data Augmentation)

與正規化處理。一般資料增強的方法可對原始圖片進

行翻轉、平移、縮放等。

圖9、人員影像資料庫

深度學習為近年人工智慧領域中最熱門的技術，為

機器學習的分支，是讓機器根據一些輸入資料進行模

型訓練，使機器學習出資料的特徵。而一般類神經

網路之架構包含輸入層 (Input Layer)、隱藏層 (Hidden 

Layer)、輸出層 (Output Layer)，如圖10所示，傳統的

類神經網路層數在三層左右。而深度學習所使用的網

路大於三層，甚至數十至百層。透過深層的網路及

倒傳遞演算法（ Back Propagation）、梯度下降演算法

(Gradient Descent)等方法反覆修正模型誤差，資料特徵

會逐漸被網路模型所學習。

圖10、類神經網路

在人員模型建立上採取的方法為利用深度學習之卷

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為主要

模型架構。深度學習方法藉由數層的卷積網路對輸入

圖像進行特徵影像擷取，其中越前層的卷積網路為提

取較模糊的影像特徵，較後層的網路層提取較細緻的

影像輪廓特徵，卷積神經網路如圖11所示。

圖11、卷積神經網路

人群密度分析方法

在人群密度分析上採用Heat-map熱區分析方法，

Heat-map是一種用來視覺化數據的方式，利用色彩

鮮明程度表示數據的大小及差異性，常應用於科學分

析、網站熱門點擊區域追蹤。

藉由統計與計算人員位置分佈、停留時間資訊並藉

由色彩轉換將人員數據轉換成Heat-map資訊，如圖

12，人員位置資訊如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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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Heat-map人群密度分佈圖

圖13、人員偵測圖

4、結果與討論

在人員數量估算上，採取每分鐘進行一次計算並統

計上班出入人數較多時間 (7:00AM至19:00PM，共12

小時 )，實驗結果人員數量估算誤差MAPE=13.4%，本

技術之人員資訊可做為商辦能源調控之參考訊息，輔

助能源調控與人員舒適度判斷。

圖14、人員數量估算實驗

圖15、人員偵測與heat-map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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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聲
音也可以『看得見』!

您知道嗎？電能浪費中有40%與壓縮空氣有

關定位壓縮空氣系統、氣體系統和真空系統中的洩漏

點一直都是非常耗時和令人乏味的工作——但現在這

種情況已徹底改變。憑藉Fluke ii900聲波顯像儀，您

的維護團隊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快速確定壓縮空氣、

氣體和真空洩漏點的位置。利用SoundSight™ 技術，即

使在嘈雜的工業環境中，您也可以輕鬆“看到”洩漏

產生的聲音。

2、	 原理

 什麼是聲學聲音影像

一種基於場景中的聲音創建場景圖像的技術，然後

將聲像疊加到可見圖像上。

 © Sorama

 聲學基礎 – 聲音

- 當某物振動時會產生聲音，振動反過來導致其周

圍的空氣振動，振動空氣中的分子會壓縮然後分

開（稀疏）

- 當聲音傳播時，空氣分子被壓縮然後間隔開。 當

壓縮時，空氣壓力將高於環境壓力，並且當間隔

開時將低於環境壓力

- 當以曲線圖示出時，該氣壓是正弦波

啤酒廠管路洩漏案例分享—氣體洩

漏輕而易舉『看得見』!  
快速、簡單地檢測壓縮的空氣、蒸汽、氣體和真空洩漏

  鄧旭智 應用工程師 
美國福祿克公司台灣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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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學基礎 – 頻率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相關性：為什麼我們需要在儀器中選擇頻段

- 聲音由許多不同的頻率組成。

- 壓縮空氣洩漏也會混合頻率

- 並非所有洩漏的頻率都相同

 聲學基礎 – 振幅

相關性：基本概念，聲源會有不同的響度。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測量聲音 - 分貝

• 聲級以分貝（ dB）為單

位。

• 分貝是一個比率 *

• 它是對數標度

*注意：因此聲音測量總是相

對的。

相關性：基本概念測量聲音。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會影響儀器的檢測能力，並為其操作提供指導。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聲學基礎 - 反平方定律

• 聲音從聲源向各個方向傳播。

• 當聲音傳播時，它的強度會減弱

反射/迴音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

3、產品特點	-Fluke	ii900工業聲波顯像儀

Fluke ii900工業聲波顥像儀可將聲波轉換為即時圖

像，從而準確地精確定位洩漏點

在10公尺的距離在 7 bar的壓力下可偵測2.5cm3/sec  

洩漏與即時視覺圖像重疊的聲學圖像

http://flameofdarknessmoo.wikidot.com/ech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mi-log_plo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mi-log_plo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mi-log_plo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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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

 檢測範圍可達50米

 保存SoundMap™圖像和視頻

 用戶可選擇的頻率範圍 /過濾器

 超聲波檢測高達52kHz

 7“液晶顯示器，電容式觸摸屏

4、	 實際案例與節能驗證

在一家啤酒製造廠中到處都可看見空氣壓縮機及氣

體運輸管路 ;對於管路氣體洩漏的查找，因為沒有適當

的工具，負責管路及壓縮機維護的單位僅以肥皂泡進

行氣體洩漏偵測，大範圍的查找洩漏源對於他們而言

是既辛苦又事倍功半的一項工作 ; 而且經常受到其他使

用氣體的單位反映氣壓不足，卻也束手無策。

我們透過 ii900的氣體洩漏查找，雖然現場充滿極端

的噪音，仍然可以選取氣體洩漏的頻率將背景雜訊濾

除，並藉由陣列式麥克風辨別聲音來判定洩漏位置，

透過可視化的聲音影像，我們在極短的時間裡找到氣

體的洩漏源，對於現場維護工程師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案例 :啤酒廠產線管路洩漏

透過 ii900檢測到產線上管路洩漏 , 塑膠管徑為1/4”

空氣壓力為100 Psi

快速接頭部位洩漏

壓縮空氣洩漏成本試算:

平均壓力 100 psig(7 kg/cm2);透過美國能源部Air 

Challenge計畫所提供的不同開口孔徑在不同壓力下的

空氣洩漏量 (CFM)，查表得知 :快速接頭1/4英吋管徑

洩漏量為104CFM；快速接頭洩漏係數為0.05~0.2，平

均約為0.125。

1CFM約為1.7 CMH (M³/hr)

假設年平均用電時數 :3000小時  ;  每1M³空氣耗電

0.1KWh

- 全年節省電能:

104CFM×1.7 M³/hr×0.125×8,760hr/yr=193,596 M³/yr

193,596 M³/yr×0.1度/ M³= 19,360度/年

- 全年節省電費: 

-(以平均電價2.378元/kWh計算) 19,360度/年×2.378元/

http://flameofdarknessmoo.wikidot.com/ech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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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46,038元/年

另外，如何定量壓縮空氣洩漏，由於壓縮空氣是由

空氣壓縮機做功而製造出來，空氣壓縮機又由電動機

拖動，所以空氣的洩漏就間接意味著電能的浪費。定

量壓縮空氣洩漏是一件比較複雜的工作，在不同空氣

壓力下，不同大小的洩漏點和洩漏空氣量關係如表1：

洩漏點
表壓
bar g

孔徑,mm

0.1 0.5 1.0 2.0 3.0 5.0 10.0

洩漏量量,m3/min

2 0.00028 0.0070 0.028 0.11 0.25 0.70 2.78

5 0.00056 0.014 0.056 0.22 0.50 1.39 5.57

7 0.00074 0.019 0.074 0.30 0.67 1.86 7.42

10 0.0010 0.026 0.102 0.41 0.92 2.55 10.20

洩漏量和電費金額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

式中：

E：每年洩漏空氣折合電費金額，元

QLeak：洩漏量，m3/min

6.5：平均的比功率參數，kW/(m3/min)

TYear：每年的空氣供氣時間，小時

Ce：電費單價，元 /kWh

以3毫米小孔在表壓7bar壓力下的洩漏作為計算，

一個月浪費的電能就需要支出2500 元電費（注：假設

24 小時連續運轉，每月30 天，電費單價¥0.8/千瓦

時）。

在實踐中，有三種方法常被用來定量評估壓縮空氣

的洩漏量，它們分別是1.儲氣容積測定法； 2.壓縮機

運行測定法； 3.超聲波洩漏檢查法；以下分別加以介

紹：

1. 儲氣容積測定法[4]

假設一個空氣系統是密閉的，只有洩漏作為壓縮空

氣離開空氣系統的唯一方式，對於壓縮空氣系統有以

下洩漏計算公式：

式中：

QLeak：洩漏量，m3/min

ΔP：壓力差，bar

P0：絕對壓力，bar

V：洩漏的空氣量，m3

T：測試時間，min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空氣系統，其儲氣總容積（包

括儲氣罐和管路等）為6 m3，洩漏的壓縮空氣導致3

分鐘內儲氣罐壓力從7 barg下降到6 barg，那麼洩漏量

為： Q=2 /min，在3分鐘內共計洩漏了6 m3的空氣。

2.壓縮機運行測定法[4]

關閉空氣系統中所有的用氣設備，確保所有壓縮空

氣系統中空氣都是以洩漏方式離開系統的。開啟一台

壓縮機，採用加卸載模式（On-Line/Off-Line）運行，

記錄壓縮機的

壓力設定點Pon 和Poff 和各執行時間。

式中：

QLeak：洩漏量，m3/min

Q：壓縮機的排氣量，m3/min

T：載入執行時間，min

t：卸載執行時間，min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空氣系統中只有一台10m3/min

的壓縮機在運行，壓力設定點是7bar~8bar，平均載入

執行時間1.5分鐘，卸載執行時間1 分鐘，那麼洩漏

量為： Q=6 m3/min，在3 分鐘內共計洩漏了18 m3的空

氣。

5、結論

Fluke ii900工業聲波顯像儀支援維護團隊快速、準

確地定位壓縮空氣系統中的空氣、蒸汽、氣體和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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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直觀、人性化的介面使技術人員能夠隔離洩漏

聲音的頻率，從而濾除背景雜訊。即使在生產高峰期

間，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團隊即可檢查整個工廠。

Fluke ii900工業聲波顯像儀儀採用 SoundSight ™

技術，提供通過聲音定位問題的新方式。洩漏識

別非常簡單，在設備的可見光圖像上顯示彩色的

SoundMap™，支援快速視覺定位。利用可見光圖像，

很容易快速掃描較大區域，甚至能夠遠距離識別洩

漏。

快速簡單地識別出壓縮空氣、氣體和真空洩漏。

• 使用相同的空氣壓縮機完成更多作業，推遲安裝額

外壓縮機的成本支出

• 確保氣動設備有適當的氣壓

• 降低能源成本

• 縮短洩漏偵測時間

• 提高生產線的可靠性

• 讓洩漏偵測成為一般例行維護的一環

• 在幾分鐘內完成團隊訓練

• 現場即能驗證維修結果

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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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造熱泵熱水器—

一、前言

熱
水器是居家日常必備的家電，市面上的熱

水器種類多元，包括熱泵熱水器、燃氣熱

水器、電熱水器以及太陽能熱水器 ...等，如何選

擇一個符合市場需求又能兼具環保、節能、低汙

染的熱水器相當重要。

經查貯備型電熱水器年銷售量約16萬台 (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資料庫 )，以一戶4人之家每日熱

水需求量約200L，若政府推動強制性能源效率

管理制度，以高效熱泵熱水器取代高耗能之貯備

型電熱水器，每台每年可省2725度電，以年銷

售量來計算，每年可節省4.4億度電，節省電費

13.2億元，抑低二氧化碳排放28萬公噸；若以市

場既有的貯備型電熱水器汰換週期來計算，過去

10年總銷售量237萬台，使用高效熱泵熱水器取

代之，每年可節省65億度電，佔台灣總用電量

2.6%。因此在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下，熱泵是極佳

的節能家電。

二、直熱式熱泵介紹

目前市面上的熱泵熱水器可分為靜態加熱式、

循環加熱式、直接加熱式，共三種，本文將針對

循環式與直熱式做詳細介紹。

直熱式熱泵在冷水進入機組後，直接加熱到設

定溫度 (例如： 55℃)，而循環式熱泵一次僅能使

水溫上升3~5℃，再透過反覆地循環加熱使水溫

逐漸上升至設定溫度55℃。

所以直熱式熱泵不僅可減少等待熱水加熱的時

間，同時避免了循環式加熱所產生的冷熱水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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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造熱泵熱水器—
最棒節能家電   梁元文 董事長 

善騰太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問題，在使用上不會有忽冷忽熱的情況產生，能源效

率COP值更高，儲熱水桶可縮小以達到經濟化，因

此直熱式熱泵同時達到了省水、省時、省空間更省電

的效果。

三、直熱式與循環式之差異

圖一、熱泵熱水器的工作模式差異

圖二、循環式VS直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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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循環式與直熱式比較表

循環式熱泵 直熱式熱泵

1. COP較低 COP較高

2. 易混水 不混水

3. 需較大儲熱桶 經濟型儲熱桶

4. 僅一機配一桶 可一機配多桶

5. 冬季易結霜 冬季不易結霜

6. 滿載運行時間長 滿載運行時間極少

7. 使用壽命短 使用壽命長

四、實際案例與節能驗證

此案例為一員工宿舍，10位員工，每日洗澡兩

次，時間分別為6:00∼7:30以及17:00~21:00，每

人每次用水量約50L，因此每日總用水量為50L * 

10人 *2次=1000L。

以下提供兩種方案：

方案一：傳統循環式熱泵

1. 主機選擇製熱量約8kW

2. 搭配儲熱桶600L

3. 每日需運轉3~8小時

方案二：直熱式熱泵

1. 主機選擇製熱量10kW

圖三、直熱式與循環式-加熱過程範例一

圖四、直熱式與循環式-加熱過程範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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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配儲熱桶50加侖 * 2個(總水量約374L)

3. 每日需運轉1~4小時

4. 搭配觸控人機介面，隨時監控系統狀態，並蒐集數

據進行分析。

圖五、觸控人機介面畫面

最後選擇方案二，於2018/05/08安裝完畢，在系統

總電源處加裝一電子式瓦時計，始記錄熱泵系統用電

量。於2019/05/07到現場收回數據，共2036kWh，表

示平均每日耗電量為5.6kWh，平均每日電費約16.8

元。

• 十人每日洗澡兩次，一年電費約6108元

• 十人每日洗澡兩次，平均每日電費16.8元

• 平均每人洗澡一次，使用48~55℃熱水，僅花費不

到1元

表二、節能驗證表格

進水
溫度
(℃)

出水 
溫度
(℃)

製熱 
速度 
(L/h)

運轉 
時數 
(h/日)

製熱 
水量 
(L)

每日 
耗電量
(kWh)

每日 
電費
(元)

冬季 20 52~55 272 3~4 992 8.2 24.6

夏季 30 48~50 434 1~2 868 3.6 10.8

全年
平均 25 50 348 2.5 870 5.6 16.8

圖六、系統安裝完畢於2018/05/08

圖七、瓦時計於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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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 讓高效熱泵熱水器取代電熱水器，可降低台灣總用電

量2.6%。

• 直熱式熱泵可使儲熱桶經濟化，依使用情況，可縮小

儲水量30~50%。

• 使用直熱式熱泵，全年平均能源效率COP值，可達國

家標準CNS15466所規範的4.0以上。

• 透過冬季、夏季模式切換儲水量，可讓節能效益更上

一層樓，省還要更省。

• 平均每人洗澡一次，使用48~55℃熱水，僅花費不到1

元。

• 可以提供最佳節能行業別:全台灣理容院/髮廊/民宿/飯

店/旅館/餐廳等業者，提供最佳熱水供應節能方案。

六、參考資料

[1] 經濟部能源局：建築節能技術手冊，2012

[2] 柯明村博士：空調系統節能技術改善實務，國立台

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2013

[3] 經濟部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 https://ranking.

energylabel.org.tw/

[4] B.J. Huang, Y.C. Liao, T.C. Kuo, Study of a new 

environmental chamber design,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7 (2007) 1967–1977

[5] 黃秉鈞等 :「電動巴士空調系統性能提升技術開發」，

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產學計畫報告，2015。

圖八、電費比較圖

https://ranking.energylabel.org.tw/
https://ranking.energylab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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