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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廠參與經濟部工業局「107年度製造業能源管理系
統示範輔導計畫」輔導

一、前言

面

對低碳經濟的議題 ，企業降低能源成本與溫室
氣體排放 ，已成為企業追求永續發展的重要課

題 。南寶樹脂自 2013 年推動 ISO 50001 以來 ，除了利
用管理系統對工廠持續提升能源績效外 ，更於 2018 年

圖1

能源管理系統與監控系統整合作法

接受經濟部工業局「 工廠智慧化能源管理示範輔導 」
建置監控系統與管理平台 ，冀望能藉由導入 ISO 50001

大量電表 ，若人員缺少能力進行數據分析 ，將造成投

與整合監控系統 ，即時完整的收集能源與設備使用操

資費用過高卻無明顯效益產出 ，這也是目前廠商對建

作現況 ，提出最佳之節能績效改善方案 。利用資訊化

置監控系統採取保守態度的原因 。

系統減少繁雜的紙本作業流程 ，並透過監控系統即時

圖 2 為能源管理系統與監控系統及改善方案關聯圖 ，

調整設備運作模式 ，多角度的持續進行節能績效提升 。

節能績效 、人才 、制度 、管理及分工等因素環環相
扣 ，能源管理系統便是扣起這些要素的基本關鍵 。從

二、 整合ISO 50001能源績效指標與智慧化
監控

監控系統平台中 ，找出效率不佳之耗能設備或系統 ，
加以提出行動計畫 ，才可進行節能改善 ，持續降低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的導入 ，便是建立人員定期

廠能源成本 。

進行耗能分析的最佳方式：選派適當能管人員 、明訂
分析監控系統收集之數據報表時間 、相關變因 、能源
績效指標 (EnPI) 差異分析標準化等 ，如圖 1 所示 。當
廠內能源管理人員能力不足無法分析報表數據時 ，可
再依循能源管理系統中能力 、訓練及認知制度加強能
源管理人員數據分析能力 ，透過持續強化監控系統 ，
發揮能源監控管理平台之最大效益 。
工廠發掘節能改善方案不外乎兩點 ，利用儀器收集
設備操作數據 ，利用人員分析所得數據 ，提供最佳
節能改善方案 。能源管理平台與監控系統為能源管理
系統其中一環 ，空有紀錄卻無管理或分析的能力 ，並
不會產出任何效益 ，導致難以提出改善方案與節能績

圖2

效 。以往廠商決定建置監控系統時 ，供應商協助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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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規劃後 ，針對廠內各製程區規劃單位產量耗電指

三、建立能源監控及能源績效管理平台
綠基會除輔導南寶樹脂推動 ISO 50001 外 ，於 2018

標 ，根據各項指標進行製程設備運轉調控 ，達到最佳

年協助整合監控系統與管理平台於能源管理系統運作

運轉狀態 ，進行能源有效利用 、節能減碳並降低生產

之中 ，將複雜而重複性的能源使用績效管理簡單化 ，

成本 ，預計分三階段完成第一廠 、寶立廠及第五廠能

使工廠的能源管理人員不用熟悉複雜的統計分析模型

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建置 ，系統規劃藍圖如圖 4 所示 。

建立的方法 ，就能輕鬆對能源績效使用進行運算及分
析 ，隨時進行監督與能源模型之監測及評估 ，達到妥
善管理能源及節能減碳的目標 。
南寶樹脂建置之能源監控及管理資訊化平台主要分
為三大部份：監督 、控制及管理；該平台五大特色：即
時 、定期 、管理 、需量 、驗證；而能源管理系統則是
發揮其最大效益的推手 。綠基會協助南寶樹脂推動能
源監控及能源績效管理平台說明如後 。

圖3

能源監控及管理平台關連圖

1. 確認能源流向、重大耗能設備

圖4

工廠為達到智慧化能源管理 ，首先必須釐清單位能

2. 能源績效指標規劃

源使用流向 ，掌握生產單位能耗 ，監控設備運轉效

針對廠內空壓機 、冰水主機 、鍋爐及各式製程設

率 ，並藉由長期監督量測與資料分析 ，減少能源使用

備裝設量測儀器 ，並將設備運轉數據納入「 能源績效

量 ，以提高產品競爭力 。而建置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

量測監視系統 」，提供管理階層鑑別重大耗能設備使

統 ，需要有完整 、精確且即時之電力資訊系統 ，讓工

用效率 ，並分批將設備產能產量連結 ，分析現在與過

廠瞭解任何單位在特定時段使用了多少電量 ，由電能

去能源消耗 、重大能源鑑別方法及鑑別結果畫面及報

管理系統先著手 ，再擴充其他能源資訊 ( 如流量 、溫

表 ，以建立各項績效指標 ( 如表 1 所示 ) 之基線 ，達到

度 、耗油量 、耗氣量 …等 )。

即時量測並與基線比較 ，並以績效指標為管理評比標

南 寶 樹 脂 106 年 全 廠 能 源 使 用 以 外 購 電 力 為 最 高

的。

(96.4%)，其次為柴油 (3.4%)，其餘則為燃料油 (0.2%)。

工廠能源管理系統 (Factor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重大能源使用設備主要為反應槽 、冰水主機 、冷卻水

FEMS) 可監看多廠區的水 、氣 、電等能源消耗狀況 ，

塔及鍋爐等 。

分析各設備 、時段 、季節的能源消耗數據 ，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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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情形 ，綠基會除協助規劃開發能源績效量測監視
表1
單位別

A單位

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績效指標規劃
範圍

單位產量耗電指標

kWh/噸

攪拌馬達

kWh/噸

氣冷式冰機效率

kW/RT

冰水池(A)系統效率
B單位
C單位

D單位

E單位
鍋爐系統
空壓系統

指標

冷卻水池趨近溫度
熱媒鍋爐

廢水處理耗電指標

鼓風機馬達

冷凍設備冰機(舊)效
率
冷凍庫冷凍馬達
冷藏庫冷卻系統
蒸氣鍋爐效率
空壓機效率

kW/RT
℃
%

kWh/M3

kWh/日
kW/RT
kWh/日
kWh/日
M3/L

scfm/hp

系統具有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外 ，並結合電力監控與生

計算因子

每日總耗電量

產管理系統 ，協助南寶樹脂第一廠建立一套整合性之

每日耗電量

說明如下：

主機耗電

系統主頁面

冷卻水流量

中類 3D 頁面包含全廠用電與太陽光電發電資訊 ，結合

系統總噸數

指標現況 ，做為對外展示使用 。而平面操作業面則將

外氣濕球溫度

錄與即時運算 ，提供廠內未來執行需量反應措施參考 。

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 ( 如圖 5 所示 )，系統主要頁面

每日總產量
每日處理量

冷卻水進/出水溫
系統總耗電

主頁面分為「 類 3D 頁面 」及「 平面操作業面 」，其
廠區位置圖與狀態燈號 ，明確顯示當前設備能源績效

每日總產量

5 大生產單位及廠內用電需量資料納入 ，透過累積記

水池出水溫度
排氣含氧量

能源績效指標頁面

每日總處理量

各項能源績效指標依系統別以活頁方式歸類區分 ，使

主機耗電

判別指標是否異常 。

每日總耗電量

此頁面由主頁面各指標之狀態燈號進行點選與連結 ，

每日平均耗電量
冷卻水進/出水溫

用者可一目了然各項指標狀態及其計算因子 ，以快速

冷卻水流量

能源績效指標分析頁面

每日平均耗電量

項目包含該項目之當月最高能耗 、產量狀況與發生時

每日平均耗電量
天然氣流量

此頁面可針對單一能源績效指標進行分析 ，其分析
間 ，以趨勢線呈現異常區間各項計算因子之關係 ，協

補給水流量

助使用者分析異常發生之原因 。

壓縮空氣流量
空壓機耗電

歷史報表與趨勢曲線
歷史報表依廠內現行格式進行設計 ，使用者可利用
匯出功能製作所需之報表資料進行彙整 ，而趨勢曲線

最佳產能用電時段 ，調整重大能耗設備尖離峰運轉時

功能則可利用歷史記錄與曲線圖橫向比較多項指標之

程 ，找出無效耗電及最佳電價結構分析 。

差異 ，檢討同質性能源績效指標之優劣 。

各能源耗用系統裝設智慧電表 ，並根據重大能耗設

異常警報

備 ，如空調系統裝設流量計 、溫度計及電表量測必

本系統之異常警報功能結合廠內表單簽核系統 ，將

要數據 ，即時計算空調主機耗電率 (kW/RT)； 空壓系

設備運轉現況與能源績效指標進行鏈結 ，現場製程與

統裝設流量計及壓力計 ，即時計算空壓主機出氣效率

管理人員可透過系統運轉資訊的即時反饋 ，配合設備

(SCFM/HP)。

操作 SOP，確保設備運轉參數皆為正常狀態 。此外 ，
異常點檢項目可視為設備異常排除之資料庫 ，未來可

3. 協助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軟體開發

提供傳承交接與預知保養之重要參考 。

為協助南寶樹脂第一廠達到有效能源管理即時掌握
能源使用資訊 ，建立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指標 ，並掌

4. 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調整校正

握廠內 5 大生產單位之重大耗能製程設備與公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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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3D頁面

B.平面操作業面

C.設備能源績效指標現況

D.單位產量耗電指標現況

E.歷史報表

F.耗能曲線圖

圖5

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

四、結語

統採用虛擬主機架構建置 ，相關資料由既有電力監控
系統與生產管理系統整合而來 。此外 ，為因應指標規

南寶樹脂完整的利用推動 ISO 50001 同步整合能源監

劃所新增之流量 、溫度及含氧等儀器訊號皆先匯入電

控與管理平台 ，將複雜而重複性的能源使用績效管理

力監控系統後再輸出至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資料庫

簡單化 ，最直接的效益便是降低企業在實施能源管理

中。

系統的人力與成本 ，讓組織的能源管理代表不用熟悉
複雜的統計分析模型建立的方法 ，就能輕鬆對能源使

5 .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教育訓練

用績效進行運算及分析 ，隨時為組織能源使用績效進

綠基會於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完

行監督任務與能源模型之監測及評估 。

成試車調整後 ，安排進行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操作

能源監控與管理平台最大的效益便是即時反應與應

教育訓練 ，協助南寶樹脂第一廠能源管理人員與製程

變各種廠內相關之變因 ，而綠基會除了協助整合能源

單位主管瞭解如何應用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進行監

監控與管理平台於能源管理系統之中 ，後續更可利用

督量測與分析 ，提升能源管理系統認知觀念 ，訓練

能源監控與管理平台隨時掌握能源需量的變化 ，立即

內容包括①介紹及說明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圖控

矯正異常之能源狀況 ，讓工廠隨時都可提出節能改善

操作介面及簡易維修 、②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指標

行動計畫 ！

應用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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