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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量責任； 2015 年 12 月 12 日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氣

國

內大專院校隨著高耗能設備的日益擴充 ，普遍

候協議 ，取代京都議定書 ，期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

面臨電力系統容量不足的壓力 ，除了在夏季空

趨勢 ，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

調負載使用之高峰期 ，需飽受電力負載超過契約容量

上低於 2℃之內 ，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

而產生巨額的超約附加費外 ，也因校園內變電站等相

準以上 1.5℃之內 。

關設施未配合館舍用電設備增加而提昇容量 ，因此導

台灣地區地狹人稠 ，因為環保意識抬頭和民眾抗

致各種跳電事故也屢見不鮮 。藉由校園電力監控與設

爭 ，各項能源開發與電力建設都面臨極大困難 。2017

施管理資訊整合 ，除了做為監視校區用電狀況外 ，並

年我國 CO2 氣體排放總量為 268.9 百萬公噸 ，佔全球

可完整的記錄各項電力設備之用電量 ，若系統有可停

總量 0.82%，全球排名第 21。根據環保署資料 ，2020

電力設備可供卸載 ，則當電力系統預測負載有超過契

年我國能源使用 CO2 排放量可能達到 4.6 億公噸 ，約

約容量時 ，即可提前進行電力需量控制 ，執行負載

是 1990 年的 4.1 倍 ，2000 年的 2.1 倍 ，將與減量目標

切離或卸載的動作 ，如此將可避免巨額的超約附加費

背道而馳 。展望未來 ，若不積極採取相關措施 ，以抑

用 。此外 ，利用能源管理系統搭配自動控制 ，應用

制 CO2 氣體的排放 ，我國面臨國際上壓力將會加劇 。

電腦化 、資訊化 、網路化 、自動化等技術結合的監控

基於此 ，「 節約能源 」已經是全國人人無分行業責無旁

系統 ，達到全校能完整資料收集以及節能之目的 ，協

貸的責任 。然而 ，節約能源不是強制減少使用能源 ，

助校園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的建立 ，以降低能源使用

而降低生活品質；正確的節約能源觀念 ，應該是有效

率 ，並提昇教育環境之綠化形象 ，以符合永續發展省

率的使用能源 ，也就是「 該用則用 、能省則省 」。

能之目標 。

依學校節能案例統計顯示 ，若落實電力 、照明 、空
調 、事務設備等方面節能改善 ，平均約有 15-20 % 之

一、前言

節能潛力 。因此加強各級學校節約能源推廣及教育宣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 ，科技的進步帶動人類社經活動

導 ，可落實全民節約能源共識 ，以提昇能源使用效

的急遽發展 ，人類的經濟活動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已

率 ，減少能源費用支出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本研

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急速增加 ，造

究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之智慧能資源管理系統運轉資

成環境污染 、資源銳減 ，除了產生愈來愈明顯的全球

料做為分析依據 ，同時協助學校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

增溫 、海平面上升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的現象 ，對水

的建立 ，以降低能源的使用率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 ，

資源 、農作物 、自然生態系統及人類健康等各層面造

並提昇教學環境之綠化形象 ，以符合永續發展省能之

成日益明顯的負面衝擊外 ，更進而危及人類的世代永

目標 。

續發展 。1992 年聯合國通過「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二、智慧能資源管理系統簡介

約 」，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
1997 年 12 月於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智慧能資源管理系統於 2018 年 12

第三次締約國大會 ，訂定「 京都議定書 」，做為各國

月完成 ，系統主要目的包括：

共同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時程規範 ，並於 2005 年 2

1.

月 16 日正式生效 ，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

計：依據現在以及未來可能增加之用電量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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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自行掌握校區內各電能使用狀況及耗用統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一期

2020/10/7 上午 11:05:53

專題報導

校園電力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效益評估

及分析理學院校區用電歷史資料重新擬定最佳之契約
容量 ，避免過高之基本電費以及超約附加費 。
2.

建立各大樓能源使用成本中心制度：透過對於

各館舍用電資料之收集記錄 ，完成各使用者用電成本
中心制度之電費分攤 ，建立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從而
養成節能的習慣 。
3.

建立各大樓長期能源有效用電之管理制度：針

對學校用電狀況做一連續性分析 ，取得實際的能源消
耗狀況來制訂合適的節能方案 ，以便進一步確認所需

圖1 電力查詢系統硬體架構

之節能方式及策略 。
4.

進行控制管理 ，系統架構如圖 2，系統預測即時負載

調整契約容量合理化： 由於學校訂定契約必

需量達契約容量的 90% 的時候 ，啟動第一階段卸載控

須符合校園用電需量 ，因此在追求較低之超約附加費

制 ，關閉冰水主機一組非變頻壓縮機運轉 ，以及提高

下 ，實不易規劃一個最佳之契約容量 。未來隨著設備

VRV 室內機運轉溫度 2 度；預測即時負載需量達契約容

之陸續增加 ，用電量亦隨之增加 ，因此如何規劃新的

量的 100% 的時候 ，啟動第二階段卸載控制 ，調整冰

契約容量以便將基本電費支出維持在合理的範圍 ，可

水主機變頻壓縮機運轉功率至 75%，以及再提高 VRV

視後續設備增加之情形而定 。

室內機運轉溫度 1 度 ，藉以降低尖峰負載需求 ，避免

5.

降低用電量 (kWh)，強化設備使用效率及有效

高額的超約負載費用產生 。

用電行政管理 。
6.

抑低尖峰最高需量 (kW)： 降低契約容量後 ，夏

季用電尖峰會有超約之情形 ，為減少超約附加費 ，可
加需量控制 ，在預測出總用電需量即將超出契約容量
前 ，進行設備卸載或關閉運作 ，以減少尖峰用電 ，避
免超約附加費 ，但正常用電均不受影響 。
7.

動力設備之運轉管理合理化：利用自動控制設

備 ，除收集資料外 ，亦可加入控制功能 ，使學校人員
可依據各館舍 、教室之使用習慣 ，設定程式控制及時
間管理 ，進行設備運轉管理合理化 ，減少人員無法兼

圖2 空調控制系統硬體架構

顧所造成之電力浪費 。

3.

教學空間 ，為避免學生下課後疏忽未將電燈與空調設

智慧能資源管理主要包括三大功能：
1.

備關閉 ，造成無謂的電力浪費 ，本系統導入課表控制

電力查詢： 量測範圍涵蓋校區總用電 、各館

的方式 ，於上課前 30 分鐘開啟該教室電源使用 ，下課

舍高低壓主要迴路 、太陽光電及大型空調設備 ，共計

後若無後續課程 ，則於 15 分鐘後關閉電源 ，惟連續課

148 組數位電表 ，量測參數包含即時功率 、瓦時 、三
相電流 、三相電壓 、功因 、有效功率 、無效功率等 。
系統硬體架構如圖 1，為避免電表量測資料因網路斷訊

本系統透過電力資料分析與耗能設備控制 ，協助學

機制 ，在網路斷訊時會將量測資料儲存於模組內之 SD

校抑低用電總量 ，節省能源費用的支出 。

卡內 ，待網路通訊恢復後自動回傳於資料庫 ，以確保

1.

資料收集率能夠維持 99.5%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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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契約容量：學校目前契約容量為 5200kW，

表一為 108 年各月最高需量統計值 ，可以發現僅 9 月

需量控制：針對學校冰水主機與 VRV 空調系統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一期

程中間下課時間則維持供電模式 。系統架構如圖 3。

三、節能效益

而造成資料漏失 ，系統於資料收集模組建置自動回傳

2.

教室管理：國際大樓與研揚大樓為學校主要的

份超約 24kW（ 12 月測試 6 組冰機全載運轉 ，屬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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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行政大樓電力趨勢圖

成 ，每日時間平均 6 小時 ，每月可節省用電達 9.8 萬度
圖三 教室管理硬體架構

電 ，節省電費支出 29.4 萬元 。一年以 8 個月計算 ，則

表一   08年各月最高需量

每年可節省用電達 78 萬度電 ，節省電費支出 234 萬元 。

四、結語
例不計入超約 ），顯示其契約容量設定值有偏高之嫌 ，

根據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評估結果指出 ，台灣每賺

因此藉由系統分析試算後 ，其最佳契約容量應設定為

進 1 美元 ，就向大氣排放 0.52 公斤的二氧化碳 。政府

4696kW，每年可節省電費支出約 150 萬元 。

為因應京都議定書 ，在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提出節約

2.

館舍用電紀錄檢討： 透過各迴路電表量測紀

能源及 CO2 排放減量的參考目標 。在能源使用 CO2

錄 ，可提供相關設備是否老舊需汰換的資訊 。圖 4 為

排放量方面 ，2020 年應降到 2000 年水準； 在節能方

行政大樓 108 年 6 月 14 至 23 日即時電力趨勢圖 ，6 月

面 ，2020 年總節能率應達到 28％，平均每年節能率至

17 日前夜間用電基線約為 33kW，之後夜間用電基線

2010 年間為 1.2％，2011 ∼2020 年為 1％；在能源使用

下降至 13kW，其原因在於檢討行政大樓各迴路用電資

效率方面 ，2010 年提高 16％，2020 年提高 28％；累計

訊後 ，推測可能是電容器設備老舊 ，已幾無功能 ，故

節 能 量 2010 年 1,973 萬 公 秉 油 當 量 ，2020 年 4,187 萬

於 17 號早上關閉電容器使用進行測試 ，可發現在該日

公秉油當量 。

夜間用電基線明顯下降 20kW，估計全年可節省 11 萬

為能順利推動校園節約能源政策 ，在執行節約能源

度電的使用 ，以學校平均電度單價約 3 元計算 ，年省

措施時 ，除了一些節能生活習慣的養成外 ，比較有效

約 33 萬元 。

且科學化的工作就是資訊化的管理 ，利用節能監控系

3.

需 量 控 制： 圖 5 為 109 年 7 月 15 日 國 際 大 樓

統紀錄所有與能源使用相關的資料 ，掌握最新的用電

B2 二組冰水主機電力趨勢圖 ，空調系統於早上 7 點開

狀況 ，以便做出最好的電力調配運用 ，而歷史資料的

機 ，電力達 280kW，系統針對相關運轉參數自動停止

儲存 ，更可以方便日後統計記錄 ，然後作比較 ，從中

2 組非變頻壓縮機運轉 ，同時降載 2 組變頻式壓縮機

分析原因再作最佳化與合理化的改進 。校園節能措施

至 75%，電力負載降至約 140kW，其後隨著室外溫度

的必要性 ，除了制定相關能源政策如（ 1）持續推動節

的提高 ，系統自動調整機組運轉模式 ，包括加載變頻

約能源和提昇能源效率；（ 2）配合採用再生能源；（ 3）

器增加至 100%，或是增加非變頻壓縮機的使用 ，同

推動校內能源使用分配合理化；（ 4）管制使用環保節

時也包含局部降載控制 ，因此電力負載平均維持在

能產品和綠色新建築；（ 5）管制和維持人員平均 CO2

185kW。整體而言 ，每日約可節省用電 1400 度 ，若以

排放量；（ 6）加強綠色校園教育宣導和開設通識課程

每年開機 200 天計算 ，即可減少 28 萬度用電 ，可節省

等 ，以做為全校師生生活節能的圭臬外 ，利用電腦

電費支出 84 萬元 。

化 、資訊化 、網路化 、自動化等技術結合的節能監控

4.

教室用電管理：以國際大樓與研揚大樓 220 間

系統 ，建立全面性的校園節能管理與查核制度 ，提昇

教室進行課表控制 ，每間教室空調 2 組 ，合計 5kW；

能源使用效率 ，減少能源費用支出 ，降低能源使用率

照明 T5 燈管 40 支 ，合計 0.6kW，教室因人為疏忽未

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 ，提昇教育環境之綠化形象 ，以

關閉相關設備與無課教室被學生未預約使用的比例為 6

符合永續發展省能之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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