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壓縮空氣的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應用－II 

◎壓縮機組效率評估值 

壓縮機輸出量的評估與比較會是一件令人氣餒的工作，雖然壓縮機的功能測試已經是有相關

的標準，但標準應用的方式有時候卻前後不一致，而且公佈的功能測試結果與效率評估值，

有時候會有格式前後不一致的現象；結果是選購空氣壓縮機的人會發現，很難就設備功能作

比較。 

美國的壓縮空氣與氣體協會(CAGI)是壓縮空氣工業主要的貿易協會，已經發展了功能測試標

準；CAGI與歐洲的相關組織PNEUROP合作，已發展了簡化的功能測試標準，此標準也納入

國際標準組織(ISO)標準ISO 1217的附件，即排氣量壓縮機測試標準。這種簡化的測試標準被

CAGI的會員廠商所採納，並且會在印製的產品資料文件上列出功能數據；有些CAGI的會員

廠商也擁有ISO 9001的認證，依規定要將資料以符合公佈的功能與步驟來準備文件。  

壓縮空氣系統使用者應該瞭解，不見得所有的壓縮機製造商都是CAGI的會員，所以有的廠

商可能會採用不同的標準。 

下列的標準已經發展作為空氣壓縮機功能測試的依據： 

• CAGI/PNEUROP – 排量式壓縮機本體驗收測試規範(PN2CPTC1) 
• CAGI/PNEUROP – 排量式壓縮機電力驅動機組驗收測試規範(PN2CPTC2) 
• CAGI/PNEUROP – 排量式壓縮機I.C.引擎驅動機組驗收測試規範(PN2CPTC3) 
• 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 – 電力測試規範9號，排量式壓縮機、真空幫浦與鼓風機 
• 國際標準組織(ISO) – ISO 1217，排量式壓縮機驗收測試[在美國由美國標準協會(ANSI)
分發] 

修訂的ISO 1217是簡化的測試規範，很可能是未來最常用到的標準；CAGI目前也在擬定數

據資料表，以說明一個通用的格式與形式，來報告壓縮機的功能與效率。 

壓縮機效率比較的工業標準是以bhp/100 acfm(每分鐘每實際立方英尺的制動馬力)在壓縮機輸

氣壓力為100 psig的方式來表示；例如一具典型的單階潤滑油注入式迴轉螺旋壓縮機，應該

具備效率等級約22 bhp/100 acfm(參考標準進氣狀況)。使用者應該記住，在現場狀況的功能會

和測試數據有所差異，因為周遭溫度、壓力與濕度等因數都存在著差異。 

即使當精確的、一致的效率資料均齊備，也可能僅適用於滿載的操作(也就是說，全量與特定

的滿載輸氣壓力)；由於大部分的系統經常是在部分負載的情況下運作，評估各型壓縮機的功

能時比較部分負載操作的效率也很重要，但是各型壓縮機的操作方式相異，會使得這種比較

有困難。 

在收集壓縮機功能資料與比較不同機型時，使用者應該要確認，各個壓縮機的測試都是在相

同的狀況下，應用相同的標準，而且數據都是用一致的報告方式；某些情況下會導致"蘋果與

橘子"比較的現象，例如： 

• 製造商可能會在不同的"標準"狀況下測試壓縮機，標準狀況應該是氣壓在14.5 psia (1 

bar)，溫度是68F (20C)，以及乾燥的環境(相對濕度是0%)。 

• 一具典型的空氣壓縮機組需要的實際滿載電力，會超過主要驅動電力馬達上銘牌標示

的等級；這種馬達具備一項連續使用因數，通常是15%，容許在高於標示等級15%的

情況下連續操作。大部分的製造商會用到這種因數的三分之二，所以滿載電力會高於

標示馬達等級的10%；因此，在比較效率等級hp/acfm時，應用制動馬力(bhp)等級很重

要，而不是馬達上銘牌標示的馬力等級。若要包括馬達效率與所有的機組配件及損耗，

應用每acfm的總kW輸入值來評級能提供更精確的數據。 

• 製造商可能會應用接頭之間(flange-to-flange)的評級方式，而將進氣、輸氣與其他機組

的損耗排除不計，這種整體效率的差距可達5%以上。 

• 配件的耗能量，例如冷卻風扇馬達，可能沒有用一致的方式評估。 

• 製造商可能會應用適用範圍或容忍值來表示功能數據。 

• 功能資料通常是依據完美的內部冷卻狀況評估的，這和實際的操作狀況可能有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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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完美的內部冷卻狀況要求各階段的空氣進口溫度均相同，而且冷卻水的溫度要比

周遭空氣溫度低約15F，內部冷卻狀況不良會對壓縮機功能有負面的影響。 

只要是修訂的ISO標準和CAGI壓縮機數據資料表能夠讓業者廣泛的採用，這些設備比較的

問題應該會變得較不明顯。 

◎壓縮空氣系統經濟學 
輸送壓縮空氣到製造設備是一件高成本的作業，輸送作業需要昂貴的設備，而設備會耗用大

量的電力，並須要時常的維修；即使如此，許多工廠一點都不明瞭他們的壓縮空氣系統每年

操作成本是多少，也不知道改善這些系統的功能會省多少錢。電費是操作一套壓縮空氣系統

最大的耗費，雖然一部100馬力的壓縮機，依據機型與製造商的不同，其購置成本約在30,000 

- 50,000美元之間，但每年的電費就會需要50,000美元之多，還沒有包括維修費用，每年的維

護成本通常至少是系統購置成本的10%。在此將介紹一些簡易的計算方式，以估計每年的電

費，而更精確的計算須要電力量測。 

電費的計算： 

－滿載操作：即使一部壓縮機上沒有分設的電錶，計算每年耗電費用也不是難事；市面上或

顧問公司可提供相關的電腦計算程式。 

－簡易的計算：對於一部壓縮機滿載操作所需電費的快速計算需要的數據資料如下： 

• 壓縮機馬達銘牌標示等級(制動馬力bhp)； 

• 馬達銘牌標示效率(或是效率估計值)； 

• 每年操作時數(小時/年)；及 

• 電費單價(美元/度)。 

把所得的數據資料代入如下的計算公式就可以估計每年的電費： 

簡易的計算(100馬力的壓縮機) 

每年電費 ＝ (馬達滿載制動馬力) × (0.746千瓦/馬力) × (1/0.90) × (每年操作時數) × 

(電費 美元/度) 

範例：馬達滿載制動馬力 ＝ 100馬力 

每年操作時數 ＝ 8,760小時(三班連續操作) 

電費 ＝ 0.05美元/度 

每年電費 ＝ (100馬力) × (0.746千瓦/馬力) × (1/0.9) × (8,760小時) × (0.05美元/度) ＝ 

36,305美元 

此公式假設驅動壓縮機的電力馬達具備90%的效率(即1/0.90項內的90) – 對於大於50馬力的
現代系統這是合理的估計；更新型的節能馬達可能具備更高的效率，特別是能源政策法案在

1997年底通過以後，加強對於馬達效率的要求。如果系統使用一具重新整修多次的舊馬達，

或是一具較小的馬達，應該採用80%的效率(或銘牌標示效率)；若是須要更精確的評估，要把

來自任何輔助馬達的寄生負載馬力等級添加到壓縮機的馬力等級內。 

使用者應該要瞭解，工業界的慣例是採用具備15%連續使用因數的馬達，並且會用到這種使

用因數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說，一具馬達的銘牌標示等級是100馬力，但實際上在壓縮機全

量與滿載的操作情況下，負載是110致動馬力。這些可能不會列於製造商的銷售資料，所以

就要利用工程數據表來評估特定的空氣壓縮機；如果馬達操作會用到使用因數，就要應用較

高的馬力估計，而不是銘牌標示的馬力等級。 

－依據量測的計算：決定耗電量與成本時，更精確的方式要包括滿載電流與電壓的電力量測，

而馬達滿載的致動馬力與效率卻不需要用到，但是滿載的功率因數卻需要用到，這資料可由

馬達製造商獲知。計算時採用滿載電流，轉變成滿載的千瓦數(kW)，然後乘上操作時數與電

力成本；計算範例顯示如下。 

較詳細的計算(100馬力的壓縮機) 

每年電費 ＝ ((馬達滿載電流 安培) × (電壓 伏特) × (1.732) × (功率因數) / 1000) × 

(每年操作時數) × (電費 美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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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馬達滿載電流 ＝ 115安培 

電壓 ＝ 460伏特 

滿載功率因數 ＝ 0.85 

每年操作時數 ＝ 8,760小時(三班連續操作) 

電費 ＝ 0.05美元/度 

每年電費 ＝ ((115安培) × (460伏特) × (1.732) × (0.85) / 1000) × (8,760小時) × (0.05

美元/度) ＝ 34,111美元 

－部分負載操作：如果壓縮空氣系統不時在不到滿載的情況下操作，而且具備一套良好的控

制系統，那麼電費要比壓縮機在操作全程滿載運轉的情況還少。估計壓縮機在滿載情況下運

轉時間的比例，並且加上此比例因數到公式裡來相乘；針對無負載(或部分負載)運轉的時間比

例重複相同的計算方式，但需要乘上一項補償因數以顯示馬達減載的狀況(對於迴轉螺旋壓縮

機無負載的操作，適用的估計值在0.20至0.30之間；往復式壓縮機的估計值在0.10至0.15

之間 – 下列的範例中估計值為0.30)。然後，把兩項結果加起來成為能源總成本。 
若要獲得壓縮機部分負載運轉狀況能源成本更精確的計算，就要依據各種負載比率的運轉時

間比例加以區分，此時，製造商持有的各種負載比率耗能量就需要用到；下列的範例就是考

量無負載操作的計算方式。 

部分負載操作的計算(100馬力的壓縮機) 

每年電費 ＝ [(馬達滿載制動馬力) × (0.746千瓦/馬力) × (1/0.90) × (每年操作時數) × 

(電費 美元/度)] × [(滿載運轉時間比率) ＋ (0.30) × (空載運轉時間比率)] 
範例：馬達滿載制動馬力 ＝ 100馬力 

每年操作時數 ＝ 8,760小時(三班連續操作) 

滿載運轉時間比率 ＝ 65% 
空載運轉時間比率 ＝ 35% 

空載運轉電力/滿載運轉電力 ＝ 0.30 
電費 ＝ 0.05美元/度 

每年電費 ＝ [(100馬力) × (0.746千瓦/馬力) × (1/0.9) × (8,760小時) × (0.05美元/度)] 
× [0.65 ＋ (0.30) × (0.35)] ＝ 27,410美元 

要記得，這裡例舉的計算僅能提供耗能量的估計值，而不是精算值。 

能源與需求改變 – 明瞭手裡的電費帳單：前面提到的計算應用電力費率是以每千瓦小時多少
錢($/kWh)來表示，電力公司向工業客戶收費使用更複雜的費率結構，通常包括流動電費($/kWh) 

與基本電費($/kW)，而且會因為消費量或季節有不同的費率。基本電費是依據某個月或季節

的尖峰需求來估算，並且對於某些顧客的電力成本會有顯著的衝擊。當計算效率措施的經濟

衝擊時，電力的實際邊際成本應加以考量，包括流動電費與基本電費、季節性的費率、與隨

消費量調整的費率。 

氣壓與電力成本：高壓空氣在生產與輸送時比低壓空氣更昂貴，對於操作氣壓約在100 psig

的系統，一個簡易的原則是，每增加2 psi的操作壓力需要增加1%額外的操作能源成本。就

第一個例子顯示的系統，如果運轉氣壓由100 psig升高到110 psig，能源成本會增加5%，或

每年1,800美元。 

由功能改善來節省：在與壓縮空氣系統使用壽命的電力耗費相比較時，會發現壓縮機的購置

成本其實是相當低，使用者在決定選購壓縮空氣系統時，應該採用生命週期成本方式分析；

此外，一套高效率壓縮空氣系統不是只有系統具備能源效率高的馬達，或是有效率的壓縮機

設計，整體系統的效率才是節約成本的重點。經常看到使用者只關心設備購置成本，忽視了

系統效率，而採用最便宜的壓縮空氣系統；完整的分析與設計才能夠得到一套有效率的系統。

許多壓縮空氣系統使用者忽略了這些領域，以為正在省錢，卻終歸是在能源與維修成本方面

耗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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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系統經常加以改善，並且適度的維修以保持運轉，就時常可以達到20 - 50%或更多的能

源節約；對於前述100馬力的系統，這意味著每年可節省7,000 - 18,000美元，更大的系統可

以獲得更多的能源節約。許多壓縮空氣系統的採購決定是以初設成本為考量基礎，或是懷著"

沒壞就別修"的態度；為了達到壓縮空氣系統最佳經濟效益，使用者選用設備時應該考量生命

週期經濟、適度的組件尺寸、關掉不需要的壓縮機、採用適宜的控制與儲氣策略，然後讓設

備維持在最佳操作狀況。 

◎壓縮空氣系統的熱回收 

工業空氣壓縮機使用的電能約有80 - 93%會轉變成熱，許多案例顯示，適當設計的熱回收單

元，可以做到50 - 90%的熱回收，使之成為加熱空氣與水的有用能源。回收的熱通常用在輔

助暖氣、工業製程加熱、水的加熱、補換空氣加熱與補充水加熱；雖然氣冷式與水冷式的壓

縮機都可能有熱回收，但因熱度不夠，無法直接用來生產蒸汽。 

氣冷式迴轉螺旋壓縮機的熱回收： 

－加熱空氣：氣冷式迴轉螺旋壓縮機的回收熱很適合用做暖氣或其他熱空氣的來源，讓周遭

的空氣流經系統的後冷卻器與潤滑劑冷卻器，由壓縮空氣與潤滑冷卻劑熱交換而得以加熱。

由於組合式壓縮機通常是包在箱匣裡，而且已附加熱交換器與風扇，唯一要做的系統修改就

是增添導管與另外一具風扇，以應付導管的負荷，並消除壓縮機冷卻風扇的任何背壓。這些

熱回收系列可以藉一具簡單的溫度控制鉸接通氣孔來調節。如果在夏季不需要暖氣的時候，

這熱空氣就可以直接導排室外；這通氣孔也可以藉溫度調控來為加熱區提供穩定的溫度。熱

空氣可用作室內暖氣、工業乾燥、油類燃燒器空氣預熱，或任何其他需要熱空氣的應用；有

個簡易的原則，壓縮機滿載時輸出量每100 cfm，可回收的能量約50,000 Btu/小時，能夠把溫

度升高到比進氣空氣溫度高30至40
oF，回收效率80 - 90%很平常。要注意的是，如果壓縮機

的供氣不是來自室外，而且回收的熱被用在另一個空間，那麼箱匣裡的靜壓會降低，因而降

低壓縮機的效率；如果要用到的室外空氣溫度過低，要和一些加熱的空氣混合回流，以免傷

了壓縮機。 

－加熱水：利用一具熱交換器，也可以把組合式水冷式往復壓縮機或迴轉螺旋壓縮機的潤滑

劑冷卻器的廢熱回收，以產生熱水；依據不同的設計，熱交換器能產生非飲用(灰)水或飲用水。

如果不需要熱水，潤滑劑可以導入標準的潤滑劑冷卻器。熱水可用在中央加熱系統或鍋爐系

統、工業清洗程序、電鍍製程、熱泵、洗衣，或任何其他需要熱水的作業；熱交換器也提供

機會以生產熱空氣與熱水，並且讓作業員能夠調整熱空氣/熱水的比例。 

水冷式壓縮機的熱回收：由水冷式壓縮機回收的熱供作室內暖氣之用倒不常見，因為需要額

外的熱交換器，而且可利用回收熱的溫度也較低；然而，有些水冷式壓縮機的尺寸相當大，

回收的熱供作室內暖氣是可以考慮的，回收效率一般在50 - 60%之間。 

計算能源節約：在計算熱回收單元的能源節約與回收期時，要記得熱回收必須和目前一般產

生熱能的方式，例如低價的化石燃料或天然氣作比較。下述範例所列的公式說明，由一座氣

冷式迴轉螺旋壓縮機回收熱，供作室內暖氣時每年節約的能源與成本。替換的設備是原有效

率小於85%加熱器，而且節約的能源成本相對較高。 

能源節約計算 

能源節約(Btu/yr) ＝ 0.80 × 壓縮機制動馬力 × 2,545 Btu/制動馬力-小時 × 操作時間 

範例：一具100馬力壓縮機每天跑16小時，每週五天 

(0.80) × (100馬力) × (2,545 Btu/制動馬力-小時) × (4,160小時/年) ＝ 846,976,000 Btu/年 

其中0.80是可回收熱佔設備輸出的比率，2,545是轉換因數 

成本節省(美元/年) ＝  

((能源節約Btu/年) / (Btu/燃料用量) × (美元/燃料用量)) / 主要加熱器效率 

範例：廢熱將用來替換效率85%的天然氣加壓通風系統產生的熱，成本節省 

((846,976,000Btu/年) / (100,000 Btu/therm) × (0.40美元/therm)) / 0.85 ＝ 3,986美元/年 

＊管道負載使用額外風扇的操作成本沒有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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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件的有效改善措施 
有些時候，利用系統方式來分析壓縮空氣系統能方便個別組件與其功能事宜的分析；一般而

言，壓縮空氣系統含括五個主要的子系統：(1)壓縮機、(2)原動機、(3)控制器、(4)空氣處理設

備與其他附屬設備、(5)空氣配輸次級系統，各子系統的功能說明如下。 

壓縮機：現在有許多不同型式的壓縮機，理論上只要設計成多階段式，這些壓縮機的效率會

更好，因為最後的供氣壓力是經過幾個步驟所產生的，因此較省能源；有些多階段式壓縮機

藉冷卻各階段之間的空氣，減少壓縮空氣需要的體積與作功來節約能源。儘管如此，許多工

業壓縮機僅有單階段設計，因為設備製造成本較低；三種最普遍的壓縮機型式 – 單動-與雙
動往復式壓縮機、旋轉式正排氣量壓縮機與離心式壓縮機 – 其功能與效率事宜說明如下。 
－單動與雙動型往復式壓縮機：以前工廠的壓縮空氣系統大都採用往復式壓縮機，單動往復

式壓縮機通常是氣冷式，馬力比較小，也不需要堅實的基座；然而，這類壓縮機效率較差。

雙動往復式空氣壓縮機通常是水冷式，需要堅實的基座。多階段型式經常被認為是最有效率

的空氣壓縮機，但是購買與設置成本均高，而且需要較高標準的維護。 

－旋轉式正排氣量壓縮機：目前注油式迴轉螺旋壓縮機已廣泛應用於大部份的工廠空氣供應

系統，以及公共設施的大型供氣系統；比往復式壓縮機佔優勢之處包括較低的初設與維護費

用、機型較小、降低振動與噪音、減少佔地面積、能夠裝置於工廠樓房地板，能夠提供連續

氣流，不會像往復式壓縮機出現壓力脈衝的情況。雙階段迴轉螺旋壓縮機比單階段機型更有

效率，注油式迴轉螺旋壓縮機的效率通常比不上雙階段雙動型往復式壓縮機，也不如三階段

離心式壓縮機；一般說來，迴轉螺旋壓縮機在部分負載的情況下效率也比不上往復式壓縮機。

對於任何應用，市面上有許多壓縮機製造廠能提供各種不同的機型，使用者應該多方測試以

選用最有效率的設備。 

－離心式壓縮機：通常是用在工業大量供氣狀況，例如化學品製造、紡織廠、石油煉製等大

規模製造工廠的供氣系統；由於壓縮機在高速狀況下操作，能夠採用較小型且更緊縮的設備。

三階段離心式壓縮機通常比迴轉螺旋壓縮機更有效率，可以達到雙動型往復式壓縮機的效率

水準；離心式空氣壓縮機雖然有100馬力且輸出100 psig氣壓的機型，但是300馬力以上的機

型佔大部分，而且機型變大之後會增加階段數以改善效率。離心式壓縮機很適合用在需求相

當穩定的情況，或是在工廠中提供基本負載的作業，讓其它型式的壓縮機充作配平機，以符

合尖峰需求量。 

－無潤滑劑壓縮機：往復式與迴轉式空氣壓縮機都有無潤滑劑的機型，但效果較注油式的機

型差，而離心式壓縮機本身就屬無潤滑劑的機型；這種壓縮機很適合特殊的應用，或符合環

境法規。 

原動機：工業壓縮空氣系統大多採用電動馬達做為原動機，因為標準的、三相鼠籠式感應馬

達的可靠性、85 - 95%的效率水準、特出的啟動扭力，儘管有最大突入電流的限制，還是被廣

泛應用在90%的工業壓縮機作業；突入電流是用來啟動馬達與馬達驅動設備所需的電流量。

大部分工業組裝壓縮空氣系統的製造商，現在會提供標準型與省能型馬達；美國自1997年十

月24日開始，標準三相感應馬達規格在1至200馬力之間者，被要求須符合最低聯邦效率水

準。也就是說，所有一般用途的馬達效率水準，和以前標示"高效率"或"能源效率"的馬達差不

多，甚至在目前最低效率水準的要求下，還是有不同的效率規格以供應用需求，而且製造商

也願意提供各種特優效率的馬達，比標準效率的馬達更有效率。 

安裝馬達可藉輪緣安裝、V型傳動帶聯結或直接藕合等方式，對準校正都很重要。直接藕合

的效率損失最少，而V型傳動帶可使機型更小巧，但是傳動帶得經常依據製造商提供的規範

檢查張力與狀況，以避免傳動方面的損失。 

由於大部分的馬達都得承受重擔與負荷週期，所以毫無問題的要採購最有效率的馬達；好一

點的馬達多付出的成本，通常會因為所節省的能源費用而在一年內回收。使用者應該要明瞭，

新型省能馬達的啟動扭力有時候比標準型馬達小，而且滑溜的現象減少，經常會有較高的操

作速度；所以在更新馬達的時候要儘可能的配合操作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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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壓縮機控制機制，是用來配合壓縮機輸送的壓縮空氣容積與壓力到需求的設備；壓

縮機控制器是決定壓縮機在有效率執行部分負載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控制器常常沒有好

好的配置，而妥適的控制策略可以實在的減少能源消耗。 

空氣處理設備與其他配件：空氣處理設備是為了去除污染物質，以及準備空氣以供設備的需

要；空氣調理的水準與所需要的附屬品通常和空氣品質要求有關。為了最好的表現，空氣處

理設備應該儘可能在製造商設計的狀況下操作；重要的壓縮機系統附屬設備與功能說明如下。 

－乾燥器：壓縮機系統功能會因為乾燥機的使用而增強，但因為需要額外的設備成本與操作

成本(包括能源)，乾燥作業應該限定於設備正常操作與使用者需要的條件下。盛裝易潮解化學

品的單槽式乾燥器使用很少的能源，但是在比乾燥器進氣溫度低15至50F時，依據所選用的

除濕劑，會有壓力露點抑制的現象，所以不適用於需要高度乾燥水準的系統。冷凍式乾燥機

使用最普遍，而且氣體的壓力露點在35至39F之間，符合大部分的應用需求；除了要注意通

過乾燥機的壓降(通常約3-5 psid)，運轉所需的能源也要考量，有些機型能夠依據氣流量自動

控制運轉，會比較省能。 

雙槽式除濕劑乾燥器是由空氣除濕最有效的方式，而且壓力露點通常可達-40F的水準，吹氣

量的要求依據乾燥器的種類，約為10至18%的總空氣流量；除了通過乾燥機的壓降，這樣的

能源損耗也要加以考量。加熱型乾燥器需要較少吹氣量以供再生，因為加熱器是用來加熱除

濕劑床或吹出的氣體；除了通過乾燥機的壓降，加熱器減少吹氣量的能源也要納入考量。無

潤滑劑壓縮機輸出氣體，溫度高到足以為除濕劑進行再生作業時，乾燥器的壓縮熱可加以應

用；這種乾燥器不會減少空氣流量，因為由壓縮機輸出熱且不飽和的空氣可用來再生，然後

加以冷卻，而部分濕氣藉冷凝而去除，然後才通過乾燥區。真空輔助的再生通常是最有效率

的，而使用未加熱的吹氣流是最沒效率的。 

－壓縮空氣過濾器：煙塵過濾器可去除固體顆粒，聚合過濾器可去除潤滑劑與濕氣，而吸附

過濾器可去除極微細的污染物；在除濕劑乾燥器之後最好加裝一具煙塵過濾器，以去除微小

的除濕劑，而除濕劑乾燥器之前最好加裝一具聚合過濾器，以防止空氣中雜質堵塞了除濕劑

床。如果使用者有特殊的需求，就需要裝置額外的過濾設備。空氣壓縮機的輸出管線上，通

常需要有壓縮空氣過濾器以去除污染物，例如微粒、凝結液、與潤滑劑；過濾程度依據壓縮

空氣應用的要求，以最少壓降與能源耗損為原則。零件也要視氣壓差異狀況來更換，或者至

少每年更換一次，以降低壓降與能源耗損。 

－空氣儲槽：儲氣槽是用來作供應的緩衝，以應付短期突增超出壓縮機供應量的需求；也可

用來減弱壓縮機輸出的脈衝，分離塵粒與液體，而且讓壓縮空氣系統更易於控制。小型壓縮

機配置一具容量較大的儲氣槽，可以應付不時發生的超量需求；通常在系統中儲氣槽安裝在

乾燥器之後，而且有時候可以設置多具儲氣槽，其中一具安裝在乾燥器之前，另一具安裝在

間歇使用點的附近。儲氣槽藉控制壓降的差額與消逝的速率，可用來控制系統中的需求事件

(尖峰需求期)；儲氣槽可用來隔離系統中其他需求事件的影響以保護重要的氣壓應用，也可用

來支援供應面的傳輸反應以控制需求面壓降的速率。許多系統會調節壓縮機的操作以支援需

求事件，而在某些狀況，策略性的儲氣方案可以讓壓縮機暫時停歇；儲氣槽也可以協助系統

度過壓縮機故障或短暫的能源中斷事故。 

－凝結液/潤滑劑分離器：現在已經不允許把壓縮空氣系統的凝結液在未經處理的處理的情況

下逕行排放，因為有些凝結液含有挾帶的潤滑劑(但是有些無潤滑劑壓縮機的凝結液除外)；市

面上的分離器能利用沉降槽或滲透性薄膜來達到分離作用。這些設備有助於避免昂貴的污染

廢棄物處理成本，但是有些潤滑劑是水溶性且生物可分解，而且可以直接排到下水道(要先確

認地點的法規)。 

－空氣/潤滑劑分離器：在一座潤滑劑冷卻型迴轉螺旋壓縮機上的空氣/潤滑劑分離器，新品在

滿載運轉的情況下，剛開始的壓降約在2 - 3 psid之間；維修手冊通常建議，當分離器的壓降

約在10 - 12 psid之間時要更換零件。在電費高漲的時候，更換零件的時機可以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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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回收系統：許多系統沒有做到熱回收，即使可能具備經濟效益，而且通常回收期少於一

年；熱回收系統的風扇或幫浦要用到電力，但可以減少暖氣的化石燃料需求量。 

空氣配輸次級系統：配輸系統用來聯接重要組件，包括主幹管路、軟管與閥件，在特定使用

點的降壓設備，氣壓調節器與潤滑器，其他的過濾器與排放口，以及配備的空氣處理設備；

這個系統最有可能發生洩漏、耗能與需要維修，所以要選用能夠防止過度壓降與洩漏的設備。

此外，考量設備適當的體積與配置，能提供適當的空氣供應量、良好的工具作用與最適當的

生產製造程；整套的乾燥、過濾與配輸系統應該要足量設計與安置，好讓由空氣壓縮機到使

用點的總壓降能少於壓縮機輸出壓力的10%。 

有些使用者讓自動調節冷凝液排放口保持常開以便隨時排放，這種作法會浪費許多能源，應

該要避免發生；如果浮控式自動冷凝排放口無法正常運作，要立即清理與修復，不要維持常

開置之不理。如果發現浮控式自動冷凝排放口的維修很麻煩，考慮換裝更可靠的需求型冷凝

排放口。 

要記得，整套系統的效率可以藉適當的選購、裝置與維修各個組件而改善。 

◎選擇壓縮空氣系統供應商的指導原則 

壓縮空氣是一般工業製造廠最重要的設施要求之一，特別是用在氣動工具、氣動控制、氣動

活塞筒的機械動作、產品清理與吹除等；若沒有符合要求的穩定壓縮空氣供應，有些製造程

序可能無法進行。 

美國的「壓縮空氣挑戰®」(CAC)是一項全國的合作計畫，是要協助工業設備達到更可靠、改
善的品質控制，以及降低壓縮空氣系統的操作成本；此計畫鼓勵工廠以系統的方式來進行壓

縮空氣操作最佳化。以系統的方式進行，意味著要超越個別組件來評估，如何使壓縮空氣系

統符合生產的實際需求；這就是所謂的“供需平衡”，要確認系統問題的產生根源，而不是僅
僅頭痛醫頭。 

對於一般的工業設施，系統的方式需要特殊的知識與設備，以調查系統需求與維持需求的持

續性；有時候需要外來的協助。系統調查服務與後續的系統維護可能需要其他公司的協助，

但是目前市場朝向整合的方式發展。選擇適合需求服務的過程有時候不易釐清，所以CAC著

手與壓縮空氣工業合作，發展指導原則來協助壓縮空氣工業使用者瞭解方法；此指導原則能

協助工廠選擇一家能夠提供整體服務的公司。獨立的壓縮空氣系統專家，通常以提供全面的

系統評估服務為職責，很少人會涉及設備與產品的銷售，或維修的業務。 

此計畫也研擬導引以定義三種層級的系統分析服務、提供這些服務的公司種類與獨立性；這

三種層級的服務包括：現場勘查評估、系統化評估，以及完整的儀器系統查核。更多的相關

資料可上CAC網站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查詢，在選擇服務公司時，壓縮空氣使用者

應考量下列指導。 

－在選擇服務供應商時要注意的事項 

在選擇一家服務供應商時，要壓縮空氣使用者要考慮下述指導原則： 

I. 熟悉系統的方法 

此CAC計畫提供壓縮空氣系統概論與壓縮空氣系統進階管理等訓練，給系統使用者與服務供

應者；所以評估服務供應商的能力時，可以查證該公司接受過CAC計畫訓練的人數，然後查

詢派遣的人員是否接受過CAC計畫訓練。受過系統方法訓練的人員，會更傾向於狀況的瞭解，

包括壓縮機房的裡裡外外，因為會影響壓縮空氣供應的可靠性。 

II. 壓縮空氣系統評估服務的來源 

供應商是否提供壓縮空氣系統分析的服務？如果是，如何讓服務符合需要？如果不，供應商

能否另請高明？服務人員的經驗如何？一旦完成現場勘訪評估或查核，公司能提供什麼樣的

後續追蹤服務，以確認改善建議已具體採用並產生預期的績效？要求公司提供以前做過的類

似案例，要求服務人員提供個人經驗履歷表，並且要求提供客戶推薦函。要注意，偵測漏氣

是系統評估的有效措施，但一項實際的系統評估要包含更多的措施。 

注意事項：由系統分析活動衍生的改善建議，應該提供與產品無關的解決方案，而且是要以

 7 



功能為考量的改善建議，而不是特定品牌設備的改善建議。 

III. 壓縮機知識與專家 

服務供應商是否有相關的專家來解決設備上的問題？服務供應商能否為廠內各型壓縮機提供

分析？服務技師有多少相關經驗？服務技師的訓練如何？是否接受過學校教育？老練的服務

技師值得付給最好的酬勞，因為他們能快速有效的排除故障並且讓設備恢復運作。 

IV. 系統組件與控制的知識與專家 

處理、附件與輔助設備 - 服務供應商是否有相關的專家，來瞭解冷凍與乾燥器及其他相關設

備的功能？服務供應商是否有能力分析廠內各型號的過濾器、排放口、配輸與應用氣壓的設

備？ 

系統控制 - 服務供應商是否有診斷與技術控制的能力，以決定如何將現有的控制型態最佳化

並提供改善建議？服務供應商能否協助聯結壓縮機組或必要時加以遙控？先進的控制器能夠

節約能源，也能藉自動開關來改善可靠性，同時將關停的壓縮機當作後備單元。先進的警示

系統利用遙感監測能夠協助早期確認問題，以免惡化到不可收拾。 

V. 公司能力 

要求服務供應商提供已建立的標準作業程序，包括： 

►緊急服務應變  
►零件運送 
►其他會影響決定的因素，例如 
＝自有安裝的能力，或雇用機械包商協助 

＝緊急租賃小組的能力 – 電力或可移動式柴油驅動 
►公司方面可能會要求服務供應商提供下列資料： 
＝財務穩定性 

＝保險範圍 

＝遵守特定的政府法規或公司方面的法規 

VI. 服務供應商的設施 

親自拜訪兩三家後備服務供應商，以瞭解維修廠與零件倉庫的狀況。 

－壓縮空氣系統的分析層級 

下述的分級是考量術語、方法與步驟的普及性，以供服務供應商應用，而且是客戶所期待的

結果；這些說明相當簡化，更詳細的內容可上網查看。能源公司在這方面的服務相當積極，

而且還會提供獎勵以應用這些分析，以改善壓縮空氣系統的能源效率。 

進行一次現場勘查是分析壓縮空氣系統的第一步，依據各廠的需求狀況，走動勘查可由工廠

人員或有經驗的壓縮空氣系統服務供應商人員進行；雖然不是很深入，但能夠顯著的減少耗

能現象(25%以上)，並且降低維修成本。一旦發現初步的改善機會，要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的

分析服務以確認系統動力學，以及相關的系統改善機會。這類決定將倚賴系統的規模與複雜

度(包括供應面與需求面)，以及關鍵問題是否會在評估時浮現，以致於須要進一步的調查，以

瞭解問題的根源及建議可能的補救措施。 

－分析的層級 

現勘評估(1/2 － 2天)：是對於工廠壓縮空氣系統審視，以確認類型、需求、使用的適當性、

壓力與空氣品質的要求。 

►配輸系統經分析以查看任何有關機型大小、壓降、儲氣、洩漏與排放上明顯的問題。 
►供應面依據壓縮機類型，以及輸出量控制的種類、適用性與設定來分析。 
►繪出一份系統的簡單流程圖。 
►維修步驟與訓練也要分析。 
►將觀察結果寫成報告並建議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與產品中立原則在任何改善建議中均應遵守。 
系統評估(2 － 5天)：這比現勘評估更為詳細，步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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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目視觀察以確認問題項目，要在關鍵處記錄錶測數據以瞭解系統動力學。 
►除了繪出一份系統的簡單流程圖，還要繪出壓力曲線以及需求曲線，以協助確認潛在的問
題，以及問題的解決方式。 

►同樣的，維修步驟與訓練要加以分析。 
►提出一份記載觀察事項與改善建議的書面報告。 
►解決方案與產品中立原則在任何改善建議中均應遵守。 
系統稽核(3 － 10天)：這比系統評估更為深入詳細，步驟分述如下。 

►將系統全面掛錶記錄，以供更深入的系統動力學與相關問題的分析。 
►同樣的，維修步驟與訓練要加以分析。 
►目標在於供應面與需求面的適度校正調整，以將效率、能源節約與可靠性最佳化；先建立
一基準線，凡超越者均將差異加以記錄。 

►提出一份系統全面觀察事項記錄、改善建議與結果的書面報告。 
►解決方案與產品中立原則在任何改善建議中均應遵守。 
◎資料來源 

(1)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8.htm 

(2)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9.htm 

(3)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10.htm 

(4) http://www.compressedairchallenge.org/content/library/sourcebook/html/factsh11.htm 

(5) http://www.oit.doe.gov/bestpractices/pdfs/guidelinesforweb.pdf 

◎其他參考資料 

(1) 壓縮空氣系統節能觀念與新競爭策略 http://www.ctcietsc.org.tw/print/43-2.htm 

(2) 壓縮空氣系統節能技術手冊 http://www.ctcietsc.org.tw/print/13air.htm 

(3) 空氣壓縮機用潤滑油之選擇 (一) http://www.ld.cpc.com.tw/oilinfo/aircompressor_a.htm 

(4) 空氣壓縮機用潤滑油之選擇 (二) http://www.ld.cpc.com.tw/oilinfo/aircompressor_b.htm 

(5) 壓縮空氣系統節能概要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06 

(6) 空壓機節能案例-空氣刀的升級以減少壓縮空氣消耗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07 

(7) 空壓機節能案例-更換使用於冷卻水移除的空氣圈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08 

(8) 空壓機節能案例-以移動式通風機而非壓縮空氣噴嘴來通風桶槽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09 

(9) 空壓機節能案例-減少壓縮空氣的浪費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0 

(10)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擠伸工作線上的吹風棒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1 

(11) 空壓機節能案例-減少球吹氣過程中所使用的壓縮空氣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2 

(12) 空壓機節能案例-提供戶外空氣給空氣壓縮機，及手動空氣噴射槍噴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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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3 

(13)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補空氣洩漏和購置一100hp空氣壓縮機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4 

(14) 空壓機節能案例-從空氣壓縮機中回收熱能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3&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5 

(15)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氣壓縮操作(一)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3&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6 

(16)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氣壓縮機的操作(二)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3&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7 

(17)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氣壓縮機操作(三)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3&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8 

(18)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氣壓縮機操作(四)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3&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19 

(19)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氣壓縮機操作(五)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3&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0 

(20)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氣壓縮機操作(六)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3&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1 

(21)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壓機操作(七)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2 

(22)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補洩漏、安裝一個累積桶槽並降低壓縮空氣洩放壓力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3 

(23)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空氣壓縮機房間的配置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4 

(24) 空壓機節能案例-使用兩階段空氣壓縮機以替代一個1,000HP空氣壓縮機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5 

(25) 空壓機節能案例-修改加建建築空氣壓縮機操作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6 

(26) 空壓機節能案例-安裝一個溫控水流閥以減少主設施的壓縮機水消耗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7 

(27) 空壓機節能案例-空氣壓縮機的廢熱回收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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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p0=11528 

(28) 空壓機節能案例-供應戶外空氣到壓縮機進風口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2&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29 

(29) 空壓機節能案例-以25-hp空氣壓縮機替代100-hp空氣壓縮機 

http://emis.erl.itri.org.tw/news/news_list.asp?pageno=&key=&con=0&uid=&id=7&StrStart=&strFinal=&

class=&p0=11530 

(30) 空壓系統設計工具 http://www.jufan.com.tw/design_c.htm 

(31) 如何選擇適當的空壓機 http://www.swanair.com.tw/re1.htm 

(32) 空壓自動排水器 http://www.tonair.com.tw/chinese/2.htm 

(33) 雙筒槽非加熱吸附式乾燥機之再生空氣加熱裝置 

http://www.iit.edu/~suhsinn/patent/34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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