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壓縮空氣的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應用－I 
美國的空壓系統每年耗能15億美元，佔排放量的0.5%；很多工廠以空壓系統提供設備與工具

機的動力來源，例如加壓、霧化、攪拌與混合的應用，若以最佳化操作管理，能改善能源效

率達20至50%。壓縮空氣的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應用逐項說明如下： 

◎壓縮空氣需求評估 

壓縮空氣需求指的是空氣品質、流量與廠內使用者所需的壓力要求；仔細調查需求狀況可以

確保壓縮空氣系統適當的配置。 

空氣品質：如下表所示，壓縮空氣品質範圍包括工廠用空氣至呼吸用空氣。 

品質 應用方式 

工廠用空氣 氣動工具、一般工廠用空氣 

設備用空氣 實驗室、噴漆、粉體塗裝、氣候控制 

製程用空氣 食品與藥品製程空氣、電子設備 

呼吸用空氣 醫院空氣系統、潛水氣瓶補充站、清潔或噴砂作業用呼吸防護具 

工業應用方式可能是上表所列前三項空氣品質水準之一，品質水準由使用者決定所要的乾燥

度與清淨度，是可以藉過濾與乾燥設備來達成。品質水準愈高，空氣生產的成本愈高；較佳

品質的空氣需借重額外的設備，結果不僅增加初設投資成本，也使整套系統的操作成本因為

耗能與維修變得更昂貴。 

在決定空氣品質時，空氣含潤滑油氣是否納入考量是主要因素之一；無潤滑油空氣可利用無

潤滑油壓縮機，或是一般壓縮機配備分離與過濾設備來生產。無潤滑油迴轉螺旋式與往復式

壓縮機通常初設成本較高、效率較低、維修成本較高；然而，壓縮機配備分離與過濾設備會

導致效率降低，假如系統未正常維護就更糟糕。需要無潤滑油空氣的使用者要謹慎考量，包

括產品污染相關的風險與成本，然後才決定是要選用無潤滑油壓縮機還是一般壓縮機。 

空氣流量 – 容量：所需要的壓縮空氣系統容量，可由現場工具與製程作業的需求量加總而決
定；各單元的需求量宜從寬估量，但並不是用最大值當參考，而是用每單元的平均需求量，

大量且短暫的需求量可利用儲氣罐中的貯氣來應付。壓縮空氣系統可能會有數具儲氣罐，而

將儲氣罐安排在高需求量單元附近，是有效的策略。很多情況下，一項系統需求全面的評估，

可能獲得較小空壓容量但符合系統需求的控制策略。 

太大的空氣壓縮機是非常沒有效率的，因為大部份的系統在部分負載的情況下操作，生產每

單位體積空氣會使用更多的能源。很多情況下，應用多具較小的壓縮機更合理，這些小的壓

縮機應用序向控制方式，以便需求量不高時仍然能夠有效操作。 

如果系統是經過適當設計與維護，但仍然遭遇容量不足的問題，加裝壓縮機還不如去重新評

估某些使用壓縮空氣的作業，例如某些工作，使用鼓風機或電動工具可能會更有效且更適當。 

負載型態：適當設計與操作壓縮空氣系統的另外一項重要因子，是要確實調查工廠各種狀況

的壓縮空氣需求量，或負荷曲線；空氣需求量隨著時間變化情況是系統設計的主要考量。空

氣需求量變化大的工廠，需要一套在部分負載時仍然能夠有效運作的系統；在這種情況下，

配備序列控制的多具壓縮機可能提供更經濟的操作。空氣需求量變化平穩的工廠，只需要簡

單的控制方式。 

人為造成的需求：由於廠內出現未納入管理的過量空氣使用情況，導致所提供的氣壓高出必

要的應用量；流量控制器有助於減少這種現象。 

氣壓：各種工具機與製程操作所需要的氣壓各不相同，氣動工具機製造商會標識工具機的特

定氣壓，而製程操作氣壓要求應該由製程工程師標定；所需要的氣壓水準應該要把乾燥機、

分離機、過濾機與管路等系統損耗納入考量。一個簡單的準則，是操作壓力每增加2 psi，需

要1%的額外操作能源成本。 

◎壓縮空氣不正確的使用 

壓縮空氣可能是工廠內最昂貴的能源供應型態；由於壓縮空氣也很清潔、隨時供應、使用便

利，結果常被應用在不必要的，且有更便宜替代方式的操作情況。使用者在使用壓縮空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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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應該要時時考量有沒有更便宜的動力形態。許多作業是可以利用更便宜的替代能源來完

成，例如工廠應該 

• 使用空調或風扇，而不是壓縮空氣渦流管，來冷卻電氣箱； 

• 應用一套抽真空系統，而不是用壓縮空氣通過小孔的文氏管方式，來產生真空； 

• 使用鼓風機，而不是壓縮空氣，來提供冷卻、通風、攪拌、充氣等作業； 

• 使用刷子、鼓風機或抽真空系統，而不是壓縮空氣，來清理零件或清除雜質； 

• 使用鼓風機、電力致動裝置或液壓傳動設備，而不是壓縮空氣噴吹，來移動零件；  

• 使用低壓空氣，而不是壓縮空氣，來驅動噴鎗、空氣吹灰鎗與攪拌作業；以及 

• 雖然電動工具的扭力控制精確度較差，使用壽命較短，而且缺乏氣動工具的某些安全

機制，但還是儘量使用有效率的電力馬達當作工具機或致動裝置。 

其他不正確使用壓縮空氣的情況如未納入管理的使用情況，以及供氣到閒置的設備，均說明

如下。 

未納入管理的使用：一具壓力調節器可用來限制最大終端使用壓力，通常是設置在配輸系統

中特定工具機之前。如果工具機操作時缺少一具調節器，就會動用整個系統的壓力；這樣子

就會增加系統的空氣需求量與能源使用量，因為工具機是在較需求為高的氣壓下操作。高壓

狀況也會增加設備的磨損，導致維修成本升高與工具機壽命變短的後果。 

閒置的設備：許多工廠會在營運期間進行許多次的設備配置改變，有時候，某些工設備會閒

置；連接這些閒置設備的空氣通路應關閉，而且關閉位置要儘量靠近供氣源，以免影響其他

操作中的空氣。 

使用壓縮空氣：原則上，壓縮空氣應該僅用在需要特殊安全考量、或是能明顯提高生產效率、

或是能節省人工的情況下；壓縮空氣系統的效率通常約為10%。 

如果有某項作業需要用到壓縮空氣，使用的空氣應該儘量低壓少量，使用的時間愈短愈好；

壓縮空氣的使用也應該持續監測與重新評估。 

◎壓縮空氣系統稽核 

這類稽核可以彰顯壓縮空氣的實際成本，並且確認一些簡單的效率與生產力改善機會；有時

候，當地的電力機構可以協助或補助這種稽核。  

壓縮空氣使用者應該考慮雇用一位獨立的稽核員，來審查其系統狀況；一些顧問公司、電力

機構、設備供應商與製造商、能源服務公司與工程公司均可提供稽核服務。尋求稽核服務的

工廠要明瞭，稽核的品質與完整性變化很大；獨立的稽核員應提供不帶商業色彩、公正的改

善建議，要避免指定或推薦特定廠商的產品。 

一個綜合的壓縮空氣系統稽核，應涵括對於供氣與使用面的調查，以及供需之間互動的瞭解；

稽核員通常要量測壓縮空氣系統的輸出、以千瓦小時為單位計算耗能量、確認系統操作每年

的成本，還要量測漏氣的耗損量與找出會有顯著影響的漏氣點。壓縮空氣系統的所有配件都

要一一檢測，而問題區要加以確認；因為系統漏氣、不當使用、需求事件、爛的設計、系統

濫用的損失與不良表現，以及系統總動量都要核算，然後提供一份書面的改善建議書說明改

善方向與途徑，一個基本的壓縮空氣系統稽核應包括下列重要領域。 

系統領域：此領域是要調查系統中各個元件供需面之間的互動狀況，超越針對個別單元的功

能調查；稽核員通常會列出許多系統領域以便調查。 

－空氣處理水準：稽核員通常會調查壓縮空氣的應用情形，並確認空氣處理的適當水準，以

便設備正常的操作；然後才來量測實際的空氣品質。如果空氣處理的品質不合要求，需要替

代的處理策略；如果空氣處理的品質超過要求，可能意味能源的浪費，會提出改善意見以修

正系統。在某些情況下，僅有某些終端應用設備需要處理良好的空氣，而稽核員可能會推薦

一個能因應不同單元而會有不同處理水準要求的系統。 

－漏氣：稽核員應該確認並量化系統中的漏氣點，並且提供一個防漏管理計畫。 

－氣壓水準：稽核員也通常會確認能夠有效操作生產設備所需要的最低可能氣壓水準，許多

情況下，系統壓力可以降低，藉此節約能源。大多數的系統會有一個或多個關鍵的應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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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應用可以決定系統中的最小可接受的壓力；在某些狀況下，關鍵應用上的專屬儲存或差異

減量的應用可以讓整體系統壓力降低。 

－控制：評估現有的控制系統以決定是否適合系統的需求曲線，從系統以不同的模式操作，

或使用另一種控制策略來提升績效的程度應加以估計。 

－熱能回收：如果先前並未做熱能回收，稽核員將確認回收熱使用的潛力。 

需求面領域：系統的需求面指的是如何將壓縮空氣實際應用於工廠。 

－配輸系統：針對配輸系統的整個管線排列來檢驗，壓降與效率要量測與估算，而且凝結液

去除系統的功效須要評估；能夠加強系統功能的一些改變，只要是合宜的均可建議。 

－負載曲線：稽核員通常以每分鐘多少立方英呎的需求量來估計壓縮空氣負載曲線，負載曲

線變化大的工廠很可能由預先控制策略中獲利；工廠會突然有大量空氣需求的狀況，可以藉

儲氣策略得到好處。為了建立負載曲線，稽核員要量測整個系統在不同需求狀況下的流量與

壓力，以觀察現有壓縮機的負載效能；如果需求變化劇烈，這可能需要在24小時期間，或甚

至幾天期間內多次的量測，稽核員可能要用到數據記錄設備來獲取需求與耗電曲線。 

－終端使用設備：使用壓縮空氣的設備與製程也須要檢測，某些情況下，會提供建議措施如

標示低壓操作的設備，或是改用不需要用到壓縮空氣的設備。關鍵設備的氣壓應用狀況要詳

細調查，分設儲氣槽或其他修改也是改善建議。 

供應面領域：包括的是壓縮空氣如何產生與處理。 

－壓縮機模組：要以應用方式、一般外觀、狀況的合宜性來評估，壓縮機的效率通常是以製

造廠提供的規格數據來估計，並依據現場狀況來修正；機具裝置也是依據其位置、與冷凝水

的連接、通風等因素來評估。有關替代系統的一項估價或任何建議也會提供給廠方。 

－過濾器：要檢查應用的清潔度與適合度，過濾器各部分的壓降要量測以估計耗能狀況；改

善建議包括過濾器零件的維修時程、改用功能較佳的過濾器。 

－後冷卻器：後冷卻器與分離器的效率、冷卻效果與凝結液分離效果都要量測與評估；改善

建議包括可能的修改或替代的系統。 

－乾燥機：依據設施的終端應用狀況調查其適用性，乾燥機大小、壓降與效率都要量測與評

估；如果有必要，改善建議包括修改或替換。 

－自動排水：供應面與需求面排水管的位置、應用與效果都要評估，如果有必要，會提供改

善建議。 

－空氣容器/儲氣槽：由裝設位置與容量大小來評估其效能，而檢查儲氣槽排水彎管是要看是

否能正常操作；用來控制需求應用的儲存溶液也該要檢查。 

更廣泛的評估：系統稽核是用來確認系統的效率，如果發現這個系統的設計不良、操作狀況

不理想、需要重大的整修，建議針對系統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一個全面的評估也可能包括供需互情況的密集量測與分析，有的稽核員也會準備一套詳細的

流程系統；也可以進行財務方面的評估，包括目前與完成整修後的建議成本。 

◎壓降與控制系統壓力 

壓降可用來描述壓縮機送氣到實際應用點的氣壓降低狀況，氣壓經過處理與配送系統時會降

低；設計合宜的系統壓降應該要小於10%壓縮機的送氣壓力，量測以儲氣槽至使用點之間為

準。 

過度的壓降會降低系統功能與耗能過度的現象，系統中任何型態的氣流限制會使操作壓力高

於需要的壓力，而導致耗能提高；減少系統內所有部分的壓差是有效操作的重要措施。壓縮

機信號器之前的壓降需要較高的壓縮壓力，以達到壓縮機的控制設定值。最常發生問題的地

方包括後冷卻器、潤滑油分離器與逆止閥；因此氣流阻力導致的壓力上升，對於每2 psi的壓

差，可能造成壓縮機驅動能源增加1%的相關動力需求。 

空氣壓縮機容量控制壓力信號器通常位於壓縮機組的排氣處，當信號器位置往壓縮空氣乾燥

機與過濾器的下游方向移動，以期成為所有壓縮機的共用信號器時，必須要瞭解可能有的危

險，並且要採取預防措施。壓力設定的控制範圍要減小，以適應乾燥機與過濾器實際的與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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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壓降增加；要注意防止超過極大可容忍排氣壓力，與防止系統中各壓縮機超過極大可容

忍驅動馬達電流。 

配輸系統、氣管與應用設備上軟接頭的壓降，會導致應用設備上的操作壓力降低；如果應用

設備上的操作壓力要提升，先試試減少系統中的壓降，然後視情況增加產氣量或增加系統壓

力，畢竟增產或增壓均會顯著增加耗能量。 

提升系統壓力會增加未納入管制的使用量，例如漏氣、開放吹氣、沒有調節器或調節器設定

寬鬆的製程應用；這類因提升壓力而添加的需求量稱之為"人為造成的需求"，會顯著的增加

耗能量。除了增加壓縮機釋放壓力或增加額外的壓縮機產氣量，應該要尋求其他替代方案，

例如減少壓降、策略性的壓縮空氣儲存、需求量/中間過程的控制；設備使用要儘量專一化，

並且要維持在最低有效操作氣壓。 

造成壓降的原因：系統中存在任何形式的阻塞、束縛與不平順現象會造成氣流的阻力，導致

壓降。在配輸系統中，壓降最高的地方通常發生於使用處，包括尺寸不足或漏氣的軟管、硬

管、接頭、過濾器、調壓器與潤滑器。就系統供應面而言，空氣/潤滑劑分離器、後冷卻器、

除濕器、乾燥器與過濾器都是造成壓降的主要來源。由供應面到使用處之間所產生的最大壓

降，是在壓縮空氣流量與溫度相當高的時候發生；選用系統的組件應該考量前述狀況，而每

個組件的製造商應提供在這些狀況下的壓降資訊。當選用過濾器時，要記得組件是會變髒的，

所以變髒時的負荷特性也是一項重要的選用準則。消耗量大的使用者在大量採購組件時，應

該要和當地的供應商密切配合，以確保產品符合在不同壓力操作所要求的規格與其他的特性。 

配輸管線系統經常被認定是壓降最大的一環，因為使用處的調壓器無法維持下游處所要的壓

力；如果有一個調壓器設定值是85 psig，而調壓器與/或上游的過濾器會有20 psi的壓降，那

麼系統上游的過濾器與調壓器就該維持壓力105 psig以上，而這個20 psi的壓降可能要歸咎於

系統的管線，而不是組件的暇疵。正確的檢查方式，是要在系統中各個可能之處量測壓力，

以確認造成最大壓降的組件；在此案例中，過濾器/調壓器的尺寸要用大一點的組件，問題與

管線無關。 

減少壓降：要藉設計的系統方式與系統的維護來達成，空氣處理組件，例如後冷卻器、除濕

器、乾燥器與過濾器，應該要選用能夠在最大操作量狀況下具備最低可能的壓降。一旦組件

完成裝置，應該要遵守廠商建議的維護步驟，並將作法文件化；其他減少壓降的方式說明如

下。 

－配輸系統適當的設計； 

－操作與維護空氣過濾器及乾燥設備，以減少濕氣的效應，例如管線腐蝕； 

－選用的後冷卻器、除濕器、乾燥器與過濾器，要能夠在設定操作狀況下具備最低的壓降； 

－儘量減短配輸系統中空氣流通的距離； 

－特定的調壓器、潤滑器、軟管與接頭等組件，要在壓差最低的情況下維持最佳的功能特性。 

控制系統壓力：許多工廠的空壓機在滿載的情況下操作氣壓是100 psig，而在非滿載的情況下

輸出氣壓是110 psig以上；許多種類的機械與工具，可以在氣壓不到80 psig的情況下有效操

作。如果空壓機釋出氣壓可以降低，就能作到顯著的節約；選用時，先向壓縮機製造商詳細

打聽在不同釋出氣壓狀況下的功能資料。 

需求控制需要壓縮機送氣到主要儲氣槽的充分壓降，但是工廠的匯流管壓力可以控制在相當

狹窄的壓力範圍內，以免壓縮機遭遇到劇烈的負荷變化；減輕與控制主要儲氣槽下游的系統

壓力，即使是空壓機的出氣壓力維持不變，仍可獲得耗能減量10%以上的益處。 

降低系統壓力，也可以在改善整體系統功能、減少漏氣比率等方面獲得一連串的效果，並且

有助於解決容量與其他問題；降低系統壓力也會降低組件與操作設備上承受的應力。但是，

若系統操作壓力降低，可能須要修正到其他的組件，包括調壓器、過濾器、壓縮空氣儲存的

容積與位置。降低平均系統壓力要小心，因為需求面變化大的時候，可能導致使用處的壓力

掉到最低要求值以下，結果設備無法正常運作；要避免這類問題，要謹慎評估系統組件、控

制器、壓縮空氣儲存量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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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需要用到大量壓縮空氣的狀況，建議該項設備能特別安排，以避免在不必要的高壓情況

下操作；所添加組件的成本，例如較大的氣缸，都能夠藉能源節約而快速回收。生產工程師

經常會特別安排應用設備，以便能在平均系統氣壓下操作，結果使系統操作成本增加；原因

之一是使用處會利用組件如軟管、調壓器與過濾器連接氣壓供應處，原因之二是過濾器會變

髒、漏氣會發生，結果使用處的氣壓降低，這一點要注意。 

若有某一項應用需要較高的氣壓，比較好的方法是換裝或修改應用的方式，而不是把整套系

統的操作壓力提高；或許可以增加缸徑、齒輪比改變、機械利益改善、或採用一具較大的空

氣馬達，這些改善成本與系統改在較低壓操作的節能效益相比較，可能微不足道。 

也要查明製造商是否已將過濾器、調壓器與軟管的壓降納入氣壓使用設備的壓力需求，或者

是否指明這類壓力需求僅在這些組件中；通常，過濾器、調壓器與軟管的壓降約有7 psid，但

若是設計與維護系統不好，這類壓降數值可能還要高。 

當需求氣壓已經順利的降低與控制，那麼要去注意壓縮機控制設定點是否能提供更有效率的

操作，可能還要減輕負荷或關掉壓縮機以進一步減少耗能。 

◎空壓系統維護以保持最佳狀況 

就像所有的電機設備，工業用的空壓系統需要定期保養，以便能在最有效率的情況下操作，

並且降低突然當機的機會。不充分的維護可能會造成壓縮效率降低、漏氣或氣壓變化，而影

響能源消耗量；也可能導致操作溫度升高、濕度控制不佳、污染過度等現象。大部分的問題

並不嚴重，而改善的方式有簡單的調整、清理、零件調整，不良狀況排除等方式。其實和汽

車用的壓縮空氣系統很相似，過濾器與油水要更換、冷卻水要檢查、皮帶要調整、漏氣的零

件要確認並且修復。 

壓縮空氣系統的所有設備都應該依據製造商的規範定期維護，製造商所提供的定期檢驗、維

護與服務都應該全力配合；但在很多案例情況中，若從效率與經濟觀點來更頻繁的維護設備，

要比依據製造商所設定的固定時程更合實際需要。 

基本維護查核單  

• 進氣過濾卡匣：依據製造商的規範作檢驗與清理或更換，要求的頻率通常和操作狀況有

關，骯髒的過濾器會增加耗能量。 

• 排放彎管：清除雜物與定期檢查運作狀況。 

• 壓縮機潤滑油液位：每日檢查液位並且添加潤滑油，或依據製造商的規格更換；依據製造

商的規格更換濾油器。 

• 空氣除油器(注油式旋螺壓縮機)：依據製造商的規格，或發現壓降超過10 psid時更換。 

• 潤滑油選用：依據製造商的規格選用壓縮機與電動馬達潤滑油。 

• 皮帶狀況：檢查皮帶損耗狀況，並依據製造商的規格檢查/調整鬆緊度。 

• 操作溫度：依據製造商的規格確認操作溫度。 

• 氣管過濾器：當壓降超過2至3 psid時，更換塵粒與潤滑油濾除零件；即使沒有壓降的現

象，每年至少要全面檢查一次。 

• 水冷系統：水冷式的系統，要檢查水質(特別是pH酸鹼值與總溶解物質)、流量與溫度，

並且要依據製造商的規格清理/更換過濾器與熱交換器。 

• 系統漏氣：檢查管線(特別是接頭)、配件、管夾、閥件、軟管、軟管、斷路器、調壓器、

過濾器、潤滑器、氣壓計聯結處與使用設備是否有漏氣之處。 

• 系統清潔度：檢查系統中壓縮機與馬達潤滑油滲漏與清潔度。 

 

有一種方法可以得知一個系統是否在良好的維護狀態，並且是正常操作，那就是查核系統電

力、氣壓與流量數據，定期做基準對照；如果在已知的氣壓與流量狀況下用電突增，表示系

統的效率開始變差了。做基準對照也能夠讓人瞭解壓縮機是否能全力運作，以及操作能力是

否隨時間漸減。新系統啟用並正常運作時，要記錄其各項功能數據來和其規格功能作比較。

各特定系統組件的維護要求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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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機模組：需要維護的重要部位是壓縮機、熱交換器表面、空氣除油器、潤滑油、潤滑油

過濾器與進氣過濾器等。壓縮機與內部冷卻的表面必須要保持潔淨與無垢，如果髒了，壓縮

效率會有不好的影響；風扇與送水幫浦也要檢查，以確保能維持在最佳操作狀況。在潤滑油

冷卻的旋螺式壓縮機附加的空氣除油器，於剛啟用時滿載的壓降是2-3 psid；維修手冊通常建

議當壓降達到10 psid時就要更換，但有些狀況下提早更換也是合理的，例如電費高的情況下。 

壓縮機潤滑油與濾油器要依據製造商的規格來更換，否則潤滑油會變得有腐蝕性，並且會降

低設備與系統的效率。在注油式迴轉式壓縮機裡，潤滑油是用來潤滑軸承、齒輪、迴轉咬合

面等運動零件，而且潤滑油可用來密封與傳導大部份的擠壓熱，最好是只選用製造商指定的

潤滑油。進氣過濾器與管路也要保持潔淨，一具髒的過濾器會降低壓縮機的功能與效率，所

以過濾器最起碼要依據製造商的規格來維護，還要考量廠內空氣污染的程度來調整。 

壓縮機傳動器：如果驅動壓縮機的電動馬達未能適當維護，那不僅會消耗更多的能源，設備

也可能提前報銷，而馬達維護的兩個重要因素是潤滑與清潔。 

潤滑作用：太多的潤滑油和潤滑油太少一樣會嚴重的損壞馬達，所以馬達作潤滑時要依據製

造商的規格來進行，但頻率可能是由每2個月一次到每18月一次，要看每年運轉時數與馬達

轉速。馬達若有軸承油脂密封，潤滑的第一步是清除油脂密封，並且除去排放塞子，然後使

用新的高級油脂，讓馬達運轉約一個小時，才把排放口塞住；要這樣才能把過量的油脂從馬

達內擠壓出去，而不致於滴在繞組線圈上造成損壞。 

清理：因為馬達需要散熱，所以要儘量保持所有的空氣管路潔淨與暢通；如果是封閉式馬達，

要特別注意散熱片保持潔淨，因為馬達散熱不良會增加馬達溫度與繞組線圈阻力，導致使用

壽命縮短與耗能增加。 

皮帶：馬達的三角皮帶傳送也需要定期維護，皮帶太緊會導致軸承過度磨損，皮帶太鬆會造

成打滑與浪費能源；正常操作時，皮帶會變鬆與磨損，所以需要調整。一個好用的經驗法則

就是運轉每經400小時，就要調查與調整皮帶。 

空氣處理設備：阻塞的壓縮空氣處理系統會造成耗能過度，而不潔的空氣會損害其它設備；

所有的過濾器都要保持潔淨。乾燥器、後冷卻器與分離器都應該要依據製造商的規格來潔淨

與維護。 

自動排放彎管：大部分壓縮空氣處理系統會在各處設置水汽排放口，排放彎管需要定期檢查，

以確定其自動排放功能正常；如果排放彎管卡在開口的狀況，空氣會一直洩漏，成為能源浪

費的漏洞。如果排放彎管卡在閉鎖的狀況，凝結液會累積並隨輸送方向移動而損壞其他設備。 

應用設備的過濾器、調壓器與潤滑器：這些組件能確保工具應用的是乾淨、潤滑而且壓力適

度的空氣；過濾器要定期檢查，以免因為堵塞而使壓降上升，而使末端使用壓力不足或使壓

縮機壓力需求增加，造成過度耗能的現象。過濾器如果運作不正常，也會讓污染物進入設備

中而造成損壞。潤滑油液位也應該經常查核，以免發生潤滑不足的現象；潤滑不足的工具會

有磨損與耗能過度的後果。 

漏氣：漏氣檢查與修復是維護計畫中重要的一環，稍後詳細介紹。 

建立一套有系統、條理分明的維修計畫，並且嚴格的遵守，是維持壓縮空氣系統功能的一個

要素；相關的維修人員，一定要賦予責任以確保能夠適當的執行、即時完成所有的維修，並

留下充份的紀錄。 

◎壓縮空氣系統控制 

控制的目的是要壓縮空氣供應處配合系統需求(可能無法隨時作到即時反應)，而且是整體系統

能源效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在此將對於個別壓縮機的控制與系統內含多個壓縮機的控

制加以討論。妥善的控制對於有效的系統操作控制與高效能表現均甚重要，任何控制策略的

目的是要把不需要用到的壓縮機關掉，或者是只在有需要的時候才開動另一部壓縮機；開動

的壓縮機應儘量滿載，除非是因為有一具要修整。 

壓縮機系統通常是由多具壓縮機組成，將空氣輸送到工廠的一支主幹空氣輸出頭，這些機械

的總輸出量大小是以工廠最大空氣需求量來規劃的；系統控制幾乎經常需要調控，以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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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時來調降個別壓縮機的輸出量。壓縮空氣系統通常是設計成能夠在一個固定壓力範圍

內操作，並且隨著系統需求量的變化輸送空氣；系統氣壓受到監視，而控制系統在氣壓達到

高設定值時會減少壓縮機輸出，當氣壓降到低設定值時又會增加壓縮機輸出。這高低設定值

之間的氣壓差稱為控制範圍，約在2-20 psi之間，因著各系統的需要而異。 

以前，個別壓縮機的控制與沒有監督的含多個壓縮機系統的控制是又慢又簡略，結果導致控

制範圍過大，以及氣壓擺盪過大，造成個別壓縮機的氣壓控制點都設得太高，就為了氣壓擺

盪時不會發生低於系統最小需求量的現象。 

今天，由於科技的進步，能夠以又快又精確的微處理控制系統，讓系統氣壓控制設定在較小

的範圍，使得壓縮機供氣更為穩定；壓差達到2 psi時就表示有約1%的耗能變化，縮減氣壓

的變化不僅能少用點能量，也避免在生產品質控制方面的負面影響。 

在調降系統平均作用壓力時要小心，因為需求量的突然大改變會使氣壓掉到最低要求值以

下，造成設備無法正常運作；藉著謹慎的調控系統與儲存容積，這些問題可以避免。很少有

空壓系統能經常在滿載的情況下運作，所以部分負載的效能變得很重要，而這都要看壓縮機

的型式與控制策略來決定。 

控制器與系統表現：特定系統的控制形式，要依據壓縮機組類別與設備需求曲線來決定；如

果系統只有一具壓縮機，而且用氣需求穩定，那就只需要一具簡單的控制系統。另一方面，

一套複雜的系統連接多具壓縮機組，而且要供氣給多種不同型式的設備，加上需求量變化不

定，那就需要一套更精巧的策略。不論如何，壓縮機組與系統控制的選擇要仔細的考慮，因

為這兩者是影響系統效率與功能最重要的因素。 

個別壓縮機控制策略：過去幾年，壓縮機製造商已經發展許多不同型式的控制策略，控制方

式如啟動/停機與負載/卸載，能夠藉由關停壓縮機或卸載來配合空氣需求減量、增加壓縮機輸

出壓力，容許系統暫停供氣。調制進氣與多階控制讓壓縮機能在部分負載的情況下操作，並

且在需求減量的時候輸送縮減的空氣量。 

－啟動/停機：是最簡單的控制方式，能夠應用在往復式或迴轉螺旋式的壓縮機；其驅動馬達

隨著機器的輸出氣壓而開停，通常是利用一只簡單的氣壓開闢來傳遞啟動/停機的訊號。這種

控制型態不適於會出現經常性循環開停的應用狀況，因為重複啟動會使馬達過熱，而且其他

壓縮機組件的維修會更頻繁；這種控制方式通常僅用在不常循環開停的狀況。 

－負載/卸載：又稱作定速控制，讓馬達能持續運轉，只是在輸出壓力已充足的情況下將壓縮

機離線卸載；壓縮機製造商採用不同的策略來將壓縮機卸載，但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一座卸

載的迴轉螺旋式壓縮機會持續白白的消耗約15-35%的滿載馬力，所以，有些負載/卸載的控制

方式可能不甚充分。 

－調變控制：調制(節流)進氣控制會使壓縮機的輸出隨氣流需求量而變化，節流通常藉關閉進

氣閥來作用，因而限制壓縮機的進氣量；這種控制方式可應用於離心式與迴轉螺旋式壓縮機。

但這種控制方法，若用在排量式壓縮機時就無法充分的調節壓縮機的輸出；若用在離心式壓

縮機時就比較有效率，特別是應用進氣導流葉片把空氣導引至與葉輪進氣口同一方向。所能

減少的量，受限於湧出壓力的可能性與最小節流量。 

－多階控制(部分負載)：某些壓縮機設計成能夠在兩種以上的部分負載狀況下操作，藉著這種

控制方式，輸出氣壓可以密切的控制，而不需要壓縮機以啟動/停機或負載/卸載的方式控制。

往復式壓縮機可以設計成2階控制(啟動/停機或負載/卸載)、3階(0%、50%、100%)、5階(0%、

25%、50%、75%、100%)等控制方式；控制狀況顯示馬達耗電量與負載量通常有直接關聯。

有些迴轉螺旋式壓縮機可以利率滑閥或旋塞閥來調變壓縮量，通常應用時搭配調制(節流)進氣

閥來提供更精準的氣壓控制，以改善部分負載的效率。 

－變頻驅動：以往變頻驅動應用在工業空壓機的情況不多，因為初設成本高，回收期太久；

現在成本已大幅降低，而且滿載的時候也更為可靠有效，應用日漸廣泛。 

系統控制：為了妥當的操縱多具個別壓縮機的運作以供應空氣到系統中，以往壓縮機系統是

藉串接設定點的方式來控制，個別壓縮機的操作氣壓設定點，是以添加或減除壓縮機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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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滿足系統需求量，這種策略的增減性質造成大控制範圍的現象。現在有了自動控制系統，

可以讓系統的需求量與壓縮機在最佳效率的操作水準相配合，而使用的策略包括計算需求量

波動、可用的儲存量、設備供氣的功能特性與壓縮空氣的處理。 

－單一主(編序)控制：編序機用編序或導引個別壓縮機輸出來調節系統以符合需求量，所有壓

縮機的運轉均由主單元來決定與指揮；編序機控制壓縮機系統的方式，是將個別壓縮機輸出

連線或離線，以配合監測系統顯示的需求氣壓。這種控制系統的效率比較高，因為在系統目

標氣壓附近的控制範圍較窄緊；而較窄緊的範圍可使系統平均壓力降低。同樣的，在調降系

統平均作用壓力時要小心，因為需求量的突然大改變會使氣壓掉到最低要求值以下，造成設

備無法正常運作；藉著謹慎的調控系統與儲存容積，這些問題可以避免。 

－多重主(網路)控制：網路控制是最新的系統控制，當壓縮機沒必要的運轉時，控制器能夠即

時加以停關是很重要的，而網路控制也能讓運轉的壓縮機在更有效率的模式下發揮功能。用

在網路的控制器是結合型控制器，能夠為個別壓縮機提供控制，也能為系統提供控制功能。

而多重主控制就是在每具個別壓縮機控制器內的系統控制能力，這些個別控制器是以聯結或

網路的方式連在一起，因此而分享所有的運轉資訊與狀況，其中會有一具控制器負責主導。

因為這些控制器能分享資訊，壓縮機的運轉決定配合變化中的空氣需求量會變得更快速與精

準；結果是氣壓控制範圍較窄緊，可使系統平均壓力降低。雖然系統控制的初設成本通常較

高，但由於操作成本的降低，應用日漸廣泛。 

流量控制器：就是系統氣壓或密度的控制，用來與個別壓縮機或系統控制聯結，並不能直接

控制壓縮機，而且通常不認為是壓縮機組的零件；但這種設備常用來分隔壓縮機系統的供應

面與需求面，能使壓縮機在接近最適且最大氣壓的狀況下運轉，而且需求面的氣壓可以降至

實際應用時最低要求。儲存量若能配合預期的需求量變化，是控制策略的重要部分；較高壓

的供應氣體以預設的流速進入一具儲氣槽，然後能夠可靠的配合需求量的變化，以提供穩定

且較低壓的空氣。設計與管理良好的系統能整合控制策略、需求控制、信號位置、空氣差壓、

壓縮機控制與儲氣，目標是要操控需求量在最低可能的氣壓，儘可能用儲存的空氣應付暫時

的需求事件，並且儘量拉長補充儲氣的時間，如此應可以把耗能量降至最低。 

空氣儲存與控制：能夠藉降低壓降差量與消退速率，來控制系統中的需求事件(最高需求期

間)，也能夠用來保護關鍵的空壓應用設備，免於受到系統中其他事件的影響；空氣儲存也能

夠用來控制需求面的壓降速率，並且維護供應面反應的輸送速度。對於某些系統，能提供一

種型式的重新填充控制，例如流量控制閥，是很重要的。 

許多系統具有一座能夠調節操作的壓縮機，以支援需求事件；有時候，策略性的儲存方案可

容許壓縮機暫時停機。 

◎壓縮空氣系統漏氣 

漏氣可能是工業壓縮空氣系統發生能源浪費的顯著來源，有時候會浪費壓縮機20-30%的輸

出；一般工廠如果維修狀況不是很好的情況下，漏氣率很可能達到20%的總壓縮空氣生產量。

另一方面，主動的偵測漏氣與修復，可以把漏氣率降到10%以下的壓縮空氣生產量。 

漏氣的成本對照表 

漏氣孔徑 尺寸 每年成本 備註 

 1/16” 523美元 

 
1/8” 2,095美元 

 

1/4” 8,382美元 

成本計算依據

電費每度0.05

美元，操作狀況

穩定，壓縮機效

率正常。 

除了是浪費能源的源頭，漏氣也會造成操作上的損失；漏氣使系統壓力降低，結果造成氣動

工具效能降低，對於生產有不好的影響。此外，因為設備停開循環更頻繁，漏氣使系統內所

有設備，包括壓縮機組本身的使用壽命變短。增長運轉時間也導致額外的維修需求，並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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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不預期的故障時間；還有，漏氣會造成壓縮機產生量不必要的增加。雖然系統中可能的漏

氣處無所不在，最容易發生的部位有： 

• 接頭、軟管、管子與與配件； 

• 調壓器； 

• 開放的凝結液排放口與開關閥；以及 

• 管連接處、斷流器與管螺紋密接膠封劑。 

估計漏氣量：使用啟動/停機控制的壓縮機，有一種簡便的方法可用來估計系統的漏氣量；這

種方法是在所有氣動工具或設備停用的狀況下，讓壓縮機啟動，然後用各種方法來量測壓縮

機運轉與停機的時間。壓縮機運轉與停機的現象，是因為漏氣會造成壓縮機隨著壓降而啟動，

然後因為氣壓充足而停機；漏氣率可因此計算如下式： 

漏氣率(%) = [(T x 100) / (T+t)] 

其中： T = 運轉時間(分鐘) 

t = 停機時間(分鐘) 

漏氣率是指壓縮空氣生產量的損失率，能維持在10%以下才算是維護良好的系統；差勁的維

護系統會使空氣生產量與用電量的損失高達20-30%。系統內的漏氣可藉其他控制策略來估

計，例如接收器下游處的氣壓計；這種方式需要先估計系統總容積，包括每一個下游處的二

級空氣接收器、輸氣主幹與管路(V；單位是立方英尺)。然後，系統啟動並將氣壓升高到正常

操作壓力(P1)，停機後要量測系統氣壓降到低設定值(P2)時所需要的時間(T)，此低設定值的氣

壓是正常操作壓力的一半；此時漏氣率可由下列公式來計算： 

漏氣率(cfm自由空氣) = (V x (P1 - P2) / T x 14.7) x 1.25 

其中：V單位是立方英尺 

P1與P2單位是psig 

T單位是分鐘 

而常數1.25是修正值，用來調整漏氣率由降低的系統壓力至正常系統壓力。同樣的，漏氣率

超過10%就表示系統有改善的空間；這些測試應該每三個月做一次，成為定期測漏與修復計

畫的一部分。 

偵測漏氣：由於漏氣實在是難以目測，要用其它的方法來確認；最好的偵測方式是應用超音

波聲音偵測器，因為能夠查覺漏氣所發生的高頻嘶嘶聲，一具手提式儀器包括方向性麥克風

與擴音器，還有聲音濾波器，而且通常具備視覺指示器或耳機來測漏。比較簡單的方法是用

油漆刷沾肥皂水塗抹在可疑的部位，雖然也很可靠，但頗費時。 

漏氣的修補：漏氣常發生在管路連接處，制止漏氣的方式，簡單的有上緊連接處，也可能複

雜到要更換損壞的組件，例如接頭、軟管、管子與、配件、聯結、排放管等。很多案例顯示，

接頭膠封不良是漏氣的源頭；要選用高品質的接頭、軟管、管子與、配件、聯結等組件，然

後要緊密的裝置與妥善的膠封。 

閒置的設備可能是額外的漏氣源頭，不再使用的設備應該要用閥件來自配輸系統中隔絕。另

一種減少漏氣的方法是降低系統需要的氣壓，因為孔洞或漏氣處的壓差愈小，流速愈慢，所

以能減低漏氣率；若能降低系統操作氣壓至最低實用範圍，可以將系統漏氣減至最小。 

一旦漏氣處已經修復，壓縮機控制系統應該要重新評估，以瞭解節能的潛力。 

防止漏氣計畫：一個好的防漏計畫會包括下列成份：確認(包括標示)、追蹤、修復、查證與全

員參與。使用壓縮空氣系統的所有設施都應建立一套積極的防漏計畫，而跨領域且含括生產

部門決策代表的小組也應該要成立。一個防漏計畫應該成為改善壓縮空氣系統功能整體計畫

的一部分，當漏氣處經偵測與修復，系統應再重新評估。 

◎資料來源 

(1)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compressed_air/ 

(2)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1.htm 

(3)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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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3.htm 

(5)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4.htm 

(6)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5.htm 

(7)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6.htm 

(8)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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