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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能股份有限公司
發電廠址有限 ，難以有大量提升 。只能提升火力發電

摘要

與開發核能發電 ，來跟上用電量的提升 。我國政府在

前言(節能減碳/3R產品目標):

2000 年開始推動太陽能產業 ，並在 2010 年頒布政府

隨

著科技進步人們帶給地球非常多問題 ，且對環

電力收購制度 ，使得太陽能發電 ( 再生能源 ) 於 2011 年

境保育造成莫大的衝擊 ，其中包含全球暖化 、

開始有明顯的增長 ，但單靠太陽能的發電成長 ，依然

空氣 、水 、土壤汙染等 。而大多數問題均離不開能源

追不上用用電量的上升 。近期台灣的能源使用隨著核

問題與廢棄物問題 。為此濾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創立之

一廠的除役 ，台電的備載容量率於 2017 年達到最低 。

初 ，就懷抱著 3R 理念（ 濾網廢棄物減量

框體重複使

為了避免缺電問題 ，台電在不斷增加火力發電量 ，並

濾網再生重複使用 ），致力於節能減碳 、循環經

在 2019 年創下 71.5% 的新高 ( 圖 1) ，同時也造成了難

用

1

以避免的空污問題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 ，從電器的

濟 ，以期達到「 環境零污染 、資源零廢棄 」的願景 。

省電分級到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頒布 ，各種節能
減碳的方案不斷的出現 ，但台電的機組被迫於電量需

半導體廠濾網介紹:

求 ，只能與環保背道而馳 。台灣 2019 年工業用電是

半導體廠最初即以減少看不見的汙染物 - 微塵為目
標 ，隨著半導體製程的發展 ，才不斷加入其他控制參

住商用電的 2.4 倍 。從工業用電中的前兩名中可看出 ，

數而達到潔淨的效果 ，隨著線寬不斷的縮小 ，除了粉

增加的用電量主要來自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圖中也可

塵（ Particle）所導致的微污染外 ，各類有機及無機性微

以發現鋼鐵工業對於能源的需求十年間並無顯著增加 ，

污染對半導體良率的影響越趨於顯著 。目前無塵室的

而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 含半導體產業 ) 則是年年攀高 ( 圖

等級 ，皆是以存在於潔淨環境中的粉塵微粒數目大小

2)。

2

做區分 ，意指 AMC（ 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nts；

潔淨系統節能方法:

氣態分子污染物 ）濃度的多寡將與無塵室的等級沒有
直接的關係 ，即使無塵室的等級很高 ，仍然有很高的

在半導體廠的潔淨系統中 ，除了難以改變的機台設

氣態分子污染物濃度存在於無塵室的環境中 ，而沈積

備耗電量之外 ，風機的運轉與冰機的消耗是用電的兩

在晶圓表面上的速率並可能比粉塵還快上數千倍以上 。

大主因 ，冰機成為各廠為達節能減碳效果之首要目

因此 ，防止 AMC 附著於晶圓表面或設備 ，將是提升

標 ，因此有了高效率冰水主機及節能鍋爐 、多重溫度

半導體良率的關鍵需求 ，而 AMC 防治也將成為良率提

冰水系統 、熱回收系統等各式方法以解省冰機的用電 。
而風機的耗電量可以經由無塵室上方 FFU 風機的頻

升的關鍵技術 。也因此後期建造的無塵室也在設計之

率做調整 。例如某廠商曾經靜壓設定下修 5 Pa，讓整

初即考慮化學濾網與除塵濾網的配置 。

體系統降載每年即節約 6,760,092 KW-H，減少 4,529.3
Tone 的碳排放 。但此調整必須顧及潔淨室應有正壓環

台灣能源現況及發展:
台灣早期發電以火力與水力 ( 再生能源 ) 為主 ，隨著

境的維持 ，故有相當風險存在 。能夠進一步改善的方

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的快速發展 ，用電量大增 ，但水力

法包含：使用變頻器控制轉動機械轉速 ，可即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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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電系統個能源別歷年裝置容量

圖2. 1998-2017 前2名用電行業比較

圖3.

MAU構造圖

需求自動變更其轉速 ，使其在較高效率下運轉；風管

以此為考量 ，以期達到節能功效 。然而除了顯而易見

路徑最適化設計 ，以減少不必要的管路阻抗 ，提升整

的成效之外 ，我們也可以藉由小動作達到節能功效 。

體風機裝置效率；降低風箱內容物造成的阻擋 ，以減

對 MAU 各部件進行壓力損耗分析可以發現造成壓力損

少風機提供的風能損耗 。

耗如下表 1，壓力損耗最大為各濾網組合 650Pa，而我
們將各濾網分開分析其壓力損耗變化時可以發現 ，初

MAU構造與濾網配製：

級濾網由於最先攔截大顆粒因此壓力上升劇烈 ，平均

另一方面無塵室外氣空調箱 (MAU) 的配置通常會在

每季更換一次以有效控制壓力損耗 ，而次級濾網在初

最前端放置初級濾網與二級濾網 ( 通常包含除塵的袋式

級濾網之後 ，平均每半年進行更換 。在進行濕度與溫

濾網或 V 型濾網 )；並經由預熱與預冷 (Pre-heating Coil、

度控制的冷熱盤管後端的化學濾網 ，由於其捕捉原理

Pre-Cooling Coil) 作為調整濕度的預先控制；之後以水

為物理吸附及化學吸附特性 ，在壓力損耗部分使用前

洗加濕器 (Air washer) 將空氣中的汙染物質洗滌下來 ，

後不會有大幅變化 ，可以視為幾乎恆定最後為確保進

同時利用噴出的水霧達到加濕的目的；經由前面之流

入到無塵室內的空氣為潔淨空氣 ，在控制完溫度 ，濕

程 ，濕度基本上已達所需要的範圍 ，但溫度仍需進行

度及 AMC 濃度後即需要以 HEPA 控制進入之微塵數 ，

控制 ，所以在此後端會以冷熱盤管 (Cooling Coil、Re-

由於需要控制到次微米等級微塵 ，HEPA 的壓力損耗所

heating Coil) 做最後的溫溼度調控 ，再進入風車；風車

佔的比例是所有濾網中最高的 ，雖然其壓損的上升速

出口會針對欲去除之 AMC 物種以化學濾網進行過濾 ，

率不如初級與次級濾網 ，但由於更換週期為兩年 ，所

並於最後一道防線使用高效濾網 (HEPA) 作為最終攔截

以 HEPA 的壓損變化與其初始壓損均為所有濾網佔比

微塵的手段 ( 圖 3)。

最高的 。因此我們預估各濾網以平均兩年期更換為基

由 於 預 熱 與 預 冷 (Pre-heating Coil、Pre-Cooling Coil)

礎 ，其壓力損耗隨時間變化如圖 4。

以及冷熱盤管 (Cooling Coil、Re-heating Coil) 會產生潛
熱變化需大量能源消耗 ，因此過去以來 MAU 段節能均

MAU節約電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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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無塵室新風系統空氣濾網發展新思

MAU內部壓損佔比
圖4. MAU濾網壓損變化圖

表2

效能整合型濾網與傳統型次級濾網比較表

表3

濾能長期致力於幫助客戶處理問題同時也幫助地球 ，

新型HEPA濾網與傳統HEPA比較表

GIGA Fab 全面使用 ，則可每年可以節省 42000kWh 電
力。

為降低濾網壓損並提高效能 ，針對次級濾網 ，獨家開
發出除塵與 AMC 效能整合濾網 ，在提供傳統除酸 ，除

結論:

鹼或除有機化學濾網基礎上整合 F8 等級除塵濾網 。傳
統使用兩種濾網條件下單片濾網壓損約為 80 Pa 兩者相

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 ，用電量也隨之大

加即達到 160 Pa，將其整合後可有效利用 MAU 有效空

增 ，於 2000 年已經超越鋼鐵業 ，成為用電量之冠 。由

間達到雙效控制成效 ，其初始壓損只有 100 Pa 遠低於

於電子產業的用電量居全國之冠 ，且由於其蓬勃發展

兩者相加的 160 Pa；使用過後壓損上升至 150 Pa，依舊

而持續增長 ，使其容易成為節電的目標產業 。身為一

低於使用兩片濾網的 210 Pa。此為 MAU 濾網節能的一

間濾網廠商對於能源節省部分 ，在 MAU 端我們提供除

步驟 。

塵與 AMC 效能整合濾網與新型 HEPA 濾網 (Hi-cap)，將

在 MAU 最後端的 HEPA 是整個系統中 ，濾網壓損的

壓損透過濾網整合與折景控制大幅調降 ，使得風機的

最主要來源 ，為此我們開發的新型 HEPA 濾網 ，透過

能量耗損減少 ，以達到降載省電的目標 。期望能在解

精準的空氣動力計算 ，將玻璃纖維濾網的折景深度提

決懸浮粒子與 AMC 微汙染的同時 ，也對台灣能源與地

高 ，以降低壓損 。相較於舊型的 HEPA 濾網 (300 Pa) 與

球環境盡一份心力 。

V-type 的除塵濾網 (250 Pa)，新型的 HEPA 濾網只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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