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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溫室氣體減量案例  
資料來源：http://www.caddet.org/technologies/index.php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產基會摘譯 
摘譯日期：94 年 4 月 

1. 挪威潮能電廠之設置計畫  

摘要 

潮能技術之發展源自於風力機與近海水力發電技術的結合。設置於挪威 Kvalsundet 地區之原

型潮能發電機組重達 187 公噸，其設置位置位於海平面下方 50 公尺，海底上方 31 公尺處。

該潮能電廠之機倉約 10 公尺寬，配置之渦輪葉片寬約 20 公尺。發電機組之設置容量為 300

千瓦，實際運轉輸出則尚未超出 240 千瓦，年電力輸出約可達 0.7 GWh。 

機組所在之 Hammerfest 自治市有 1,088 個居民,年用電量約 21 GWh。 

關於潮能電廠的詳細資訊請參閱下述網址：www.tidevannsenergi.com 

目標 

運用海洋能發電。 

計畫總結 

原型機組於 2003 年完成安裝，發電量約 240 千瓦。 

規劃訊息 

規劃時間：1996～2000 年。 

長期技術測試執行期間為 2000～2003 年。於 2003 年底完成全機組安裝，其後直至 2004 年併

聯運轉前則持續進行全機組運轉測試。 

財務 

參與投資單位包括 ABB AS、Alta Kraftlag AL、Hammerfest El.verk DA、Statoil ASA、Troms 

Kraft AS、Venturos Invest AS 等。 

技術面 

潮汐之形成除肇因於地球自轉產生之離心力外，亦受太陽和月亮萬有引力之影響。潮能技術

之發展源自於風力機與近海水力發電技術的結合。現代風力機技術根源於昇力導引零壓渦輪

機，這類型高效率渦輪具構造簡單與容易製造之特性，該原理亦可適用於潮能應用。事實上，

潮汐因具固定之漲、退潮週期，其前、後反覆移動之特性，使渦輪葉片控制機構較風力機簡

易，故能源運用之可信賴度高。 

當潮汐在漲、退交換之際，渦輪葉片因水流之沖擊而轉動。由於機組系統完全浸入水中，機

組之檢查與維護需有特別考量，解決之道經參採近海工業技術，乃將所有重要設備裝配在同

一模組裡，可供吊裝回地面進行檢查與維護。 

渦輪電力輸出與介質(海水)之速度與密度呈正相關(P=0.5×介質密度×介質速度 3)。海水流速取

決於地形地勢與水流通過之障礙物型態。狹窄型海峽可增加水流速度，使得海峽成為適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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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能發電機組設置地點。在 Kvalsundet 海峽最狹窄處之距離為 400 公尺，平均水流流速

1.8m/sec (最大值 2.5m/sec)。 

在挪威 Kvalsundet 地區之原型潮能發電機組重達 187 公噸，且位於地下 50 公尺處。發電機組

之年電力輸出約可達 0.7 GWh。 

該機組下一階段之目標為具經濟效益地商業運轉。 

能源面 

發電機組之年電力輸出約可達 0.7 GWh。 

能源產量/節能：2,520 GJ/年。 

環境面 

以本廠年發電量 0.7 GWh，並以單位溫室氣體排放因子為 0.28 公斤 CO2/kW 計，本廠每年貢

獻之 CO2減量估計在 196 公噸。 

二氧化碳減量：196,000 Kg/年。 

經濟面 

研發所耗用之投資費用共計約 8 千萬克羅納(挪威貨幣單位)。 
 
 
2. 漁品加工冷凍廠之熱回收系統設置計畫  

摘要 

Herdla Fiskemat 公司為從事鮭魚燻製和鹽醃生產出口之漁品加工廠，因應增產需求而興建新

廠房時，使用以乙二醇水溶液為循環迴路介質之熱交換系統回收冷藏壓縮機產生之廢熱，並

將回收熱能運用於暖氣、熱水、冷藏倉庫地面加熱及廠區建物間車道積雪熔化等。為因應有

時熱源需求不高無法全面回收廢熱，爰配置空氣冷凝器以為備用；另為因應熱源有時恐有供

應不足情形，故亦配置電熱鍋爐一座，其輸出溫度約為 38°C。 

目標 

為漁品加工廠開發一座具經濟效益及高效率的廢熱回收系統。 

能源面 

在第一年操作期間節能約 350,000kWh，同一時期，冷凍廠耗能約 408,000kWh。 

經濟面 

加熱及空調設備總投資費用為 685,000 克羅納(挪威貨幣單位)(約為美金 102,000 元)，其中直

接與能源節約措施有關部分約為 280,000 克羅納(約為美金 42,000 元)。本廠一年之節能費用

約為 157,000 克羅納(約為美金 23,000 元)，投資回收年限約為 1.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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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業熱泵熱源採用海水之計畫  

摘要 

FMC BioPolymer 公司位於挪威，專事生產藻酸鹽供內銷及出口，相關生產需耗用 45～50°C

淡水約 380m3/h，在製程末端製程水自產品分離後採海洋放流。 

放流水放流前先行通過板式熱交換器以預熱製程用水並得以有效節能 11,000 千瓦。製程用水

隨後以燃料燃燒器加熱，此部分於 1986 年被一具熱泵所取代，該熱泵係運用海水作為熱源，

可供熱約 6,400 千瓦。 

目標 

用熱泵替換燃料燃燒器作為藻酸鹽工廠製程用水加熱熱源。 

計畫總結 

熱泵每年可提供熱能 45GWh，可減少石油消耗 6,000 公噸。 

技術面 
製程用水通過熱泵的冷凝器和次冷卻器後被加熱至約 50°C。該熱泵屬兩階段式，由兩部汽輪

式壓縮機所構成。 
蒸發器材質為鈦金屬，以避免海水腐蝕問題。 
以往抽取海水係使用油潤滑泵浦，由於其功能未符預期，已改採水潤滑泵浦，並經驗證可符

合預期成效。 
熱泵所採用之工作流體為 HCFC-22。 

能源面 

熱泵輸出功率為 6.4 MW。 
由於溫度提升有限，熱泵之年性能係數(COP)約僅為 5。海水溫度變化在 5～11°C 之間，可提

供熱泵將製程用水加熱至約 50°C，以熱泵年操作 7,000 小時計，每年可提供熱源 45GWh。 
能源產量/節能：129,600 GJ/年。 

環境面 

本設施每年減少之石油消耗所貢獻之 CO2減量估計約在 15,000 公噸，相當於減少排放 100 公

噸二氧化硫。 

經濟面 
設施的投資成本為一千萬克羅納(挪威貨幣單位)(1986)，其中熱泵的直接費用約佔 60%，其餘

投資則屬海水系統、電氣系統、管線系統與土建設施。投資回收年限約為 2 年。 
 
 
4. 挪威新式廢棄物焚化爐之設置計畫  

摘要 

第一座全尺寸之 Energos (前 AITOS)廢料(塑料、紙、木頭等)能源回收廠經過測試四年後，現

已正式運轉。本廠在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氯化氫、一氧化碳及氮氧化物等空氣污染物之

低污染排放及在能源利用之高效率表現上，已遠超越歐盟之能源與環保規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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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os 能源回收廠之鍋爐容量為 6MW，廠址位於 Trondheim 市的住宅和工業郊區。廢料來

自於都市廢棄物清理部門和 Peterson Linerboard Ranheim 造紙廠，本廠所回收之熱能則以蒸汽

型態返送到毗鄰造紙廠運用。 

本廠設計對於環境有多方面之正面影響，而 Ranheim 地區之地方條件亦不獨特，故挪威境內

和國際市場均對本項新能源回收技術顯示相當之興趣。 

目標 

完成本座低污染排放和高能源利用之能源回收原型系統之測試工作。 

計畫總結 

本廠在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氯化氫、一氧化碳及氮氧化物等空氣污染物之低污染排放及

在能源利用之高效率表現上，已遠超越歐盟之能源與環保規範要求。 

技術面 

焚化爐由二個燃燒室所組成，廢棄物被送至一次燃燒室焚化，焚化溫度視廢棄物種類不同而

加以設定控制。不燃物和廢金屬經分離後送至獨立貯槽，未完全燃燒之廢氣則進入位於上部

之二次燃燒室進行完全燃燒，並利用鍋爐回收廢氣廢熱產生蒸汽。鍋爐出口之廢氣溫度約為

150°C，廢氣隨即被添加石灰和活性碳，經通過袋濾式集塵器後排入大氣。 

能源面 

該廠年產熱能 48GWh，可處理廢棄物 17,000 公噸。 

能源產量/節能：172,800GJ/年。 

環境面 

本廠興建時挪威環境部門即要求本廠須能達成 100%能源回收之目標，本廠經驗證確已達成本

項目標。 

本廠之能源回收可獲致都市垃圾掩埋場減少甲烷排放之效益。 

本廠發電量以世界能源組織(CADDET)會員國平均單位溫室氣體排放因子 0.44 公斤 CO2/kW

計，本廠每年貢獻之 CO2減量估計約在 21,120 公噸。 

下表所示為本廠 1998年 11月廢氣排放值與歐盟廢棄物焚化爐指令之廢氣排放要求比較情形。 
 

項目 歐盟廢棄物焚化爐指令 Energos 廠 

(mg/Nm3)  (mg/Nm3)  (mg/Nm3) 

SOx  50 9 

HCl  10 0.3 

CO  50 < 7 

NOx  200 120 

粒狀污染物 10 0.4 

二氧化碳減量：21,120,000 Kg/年。 

經濟面 

本廠總投資費用為 5 千萬克羅納(挪威貨幣單位)，能源回收值約為每千瓦 10,000 克羅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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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利用廢油脂和酒精產製生化柴油之計畫  

摘要 

美國印第安人部落為落實環境保護工作，正於美國各地推展各式與維繫傳統價值有關之再生

能源技術，主要之工作包括各式燃料的生產和應用。其中愛達荷州 Lapwai 地區 Nez Perce 印

地安人利用廢油脂和酒精產製出生化柴油，並於不同之引擎進行應用測試。 

利用當地餐廳之廢油脂和酒精為原料，經由轉酯作用可批次式產製燃料，相關計畫係在美國

能源部及愛達荷州環境保育及廢棄物管理局合作下進行。 

技術面 

從蔬菜油中所含酒精酯類提煉燃料之生產方式為使用酒精與蔬菜油進行反應。在 Nez Perce

保育區的試驗設備(pilot plant)模型被升級應用於在愛達荷大學之生化柴油生產設施。 

以無水甲醇或變性酒精形式存在之酒精在批次反應中與廢油脂和一種催化劑在反應槽中混

合，經三十分鐘劇烈攪動，可高比率地產出純淨的酯類。經至少 20 小時之沈澱，上層液即為

由易燃酯類所構成之燃料，下層物則為天然甘油，燃料尚需抽取進行過濾。該生化柴油燃料

可以自來水與酸進行精煉，所需洗滌用水量約為燃料量之半。 

在包括小貨車、消防車、除草機和農場拖拉機之引擎測試上使用了包括不同含量百分比之生

化柴油以及 2 號柴油。 

能源面 

研發之關鍵課題包括針對不同生化柴油之批式操作條件調整催化劑之使用量，該用量與生化

柴油所含脂肪酸量有關。酯類的含水量必須妥為調整以防止嚴寒形成膠凍。 

生化柴油轉酯作用單元之工程規模已提高為每批次 1,135 公升(300 加侖)。 

環境面 

粒狀污染物排放係以不透視度進行量測管制，生化柴油引擎之不透視度大約為傳統柴油引擎

三分之一，另外生化柴油引擎之硫氧化物（硫氧化物為形成酸雨之主因）排放量亦非常微量，

生化柴油之使用亦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經濟面 

生化柴油之平均生產成本約為美金 0.77 元/公升(美金 2.90 元/加侖)，在歐洲柴油價格達美金

0.66～1.32 元/公升(美金 2.50～5.00 元/加侖)，美國則更貴一些。 
 
 
6. 可產生乾淨並含有氫氣之黑液氣化技術  

摘要 

位於馬里蘭州之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onversion International (MTCI)公司開發了一種蒸

汽改革技術，該技術可應用在黑液之化學品與能源回收，並排除其所使用之鍋爐設備的安全

困擾問題。黑液是溶解性木質素和製漿過程中用過之化學黏稠物。傳統上它可投入 Tomlinson

鍋爐中燃燒並且回收木質素或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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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鍋爐容易因熔煉水產生爆炸而危害工人安全，MTCI 的技術可氣化黑液而不會造成熔煉

情形。該技術用於黑液氣化過程時，可產生乾淨且富含氫氣的燃燒氣體(該氣體可被做為蒸汽

機組、石灰窯或蒸氣渦輪機之燃料)，同時可避免爆炸的風險。 

ThehermoChem 公司擁有這項技術許可使用權。該公司成功完成一次位在北卡羅來納州新伯

恩 Weyerhaeuser 漿製廠的 500 小時示範運轉。這個計畫在 1994 年 5 月開始測試，結果顯示

這項技術具可行性。 

除黑液處理外，該技術也可應用在處理都市廢棄物、下水道污泥、煤炭、輪胎碎片、有害廢

棄物、污染土壤和其它有機物質。 

技術面 

這項過程運用碳酸鈉流體化床的間接脈動熱。黑液被直接噴入流體化床，液態微粒均勻塗佈

在流化介質上，以增加高溫裂解速率。多孔焦炭層在微粒表面形成殘渣後，與蒸汽被氣化成

吸熱反應。液體中硫酸鈉被還原成硫化鈉，並迅速分解為硫化氫氣體。然後氣體被碳酸鈉溶

液淋洗為綠色液體，可回收再使用於混漿製程。 

流體化床溫度維持在無機物之熔點溫度 560~620°C 以下(1050-1150°F)，以避免液體形成熔

煉，且可破壞有害物並回收化學物質。 

能源面 

每個使用在新伯恩廠的 72 管脈動式加熱器每小時約可氣化一公噸的廢液。一個蒸汽機組有六

套設備，在一般氣化溫度 570~580°C (1,065~1,080°F)中，每天可處理高達 150 公噸的廢液。

於熱裂解過程中產生的氣體，可回收做為鍋爐燃燒之燃料使用，而無污染問題或有煤煙吹除

的需要。 

環境面 

本技術為高效率之能源轉換與可排除熔煉問題(熱能損失的主要來源)之廢熱發電技術，其主

要貢獻為減少污染排放，估計每年減少約 16,000 公噸二氧化硫、6,000 公噸二氧化氮、1.5 百

萬公噸二氧化碳和 5,000 公噸粒狀污染物之排放，以及每年減少 350,000 公噸廢棄物進入垃圾

掩埋場掩埋。 

經濟面 

新近之經濟分析指出，蒸汽改良機組將投入研發費用以和傳統回收系統競爭。傳統系統之操

作和維護費用是 1,461,000 美元，而預估新系統為 1,056,000 美元，每年可節省 405,000 美元。

預估至 2010 年，使用這套系統可節省成本(包括操作、維護、生產、能源費用和處置費用)達

5 千萬美元之多。 
 
 
7. 批次式熱浸鍍鋅節能效率之改善計畫  

摘要 

Ferro Technologies 公司開發一項新的鍍鋅技術，可大幅減少鍍鋅鋼鐵零件所需能量，並由

LaClede 鋼鐵公司之鋼製造廠執行該項示範計畫。鍍鋅目的乃防止鋼件腐蝕，但傳統程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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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能量，特別是大件鋼材於鍍鋅時，仍有塗裝上的缺失。在傳統鍍鋅過程中，鋼鐵零件被

浸在含有溶解鋅和鉛之融壺中，溫度約在 850°F (454°C)，一旦鋼鐵零件表面溫度到達約 790°F 

(421°C)時，將形成金屬化合層並達到鍍鋅塗層必要之厚度。這個過程成功要素取決於"浸泡時

間"－鋼鐵零件必須停留在融壺的時間，以獲得所需的鍍鋅塗層與厚度。較大的鋼材需要更久

的浸泡時間，此過程需要許多的能量，也可能造成比所需鍍鋅層更厚的厚度。另外，零件需

要長的浸泡時間，反而造成助熔劑層的退化。助熔劑層為一預熱浸泡層，以防止氧化並允許

金屬化合層形成必要且適當之鍍鋅厚度。由 Ferro Technologies 公司所開發之新的鍍鋅技術，

並在美國能源部 (DOE's)全國工業之能源、環境和經濟競爭力突破 (Nat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 NICE3) 計畫之支持下進行研

發，以大量減少所需能量以及降低助熔劑層退化之風險。在 LaClede 鋼鐵廠示範計畫顯示，

這項新技術可減少能源消耗率達 29%。 

技術面 

Ferro Technologies 公司開發名為 Thermaprep(Reg)之新型鍍鋅技術，乃將欲鍍鋅之鋼鐵零件先

置於熔爐中預先加熱，再浸入含鋅與鉛的融壺中。因為熔爐比融壺更能提高零件加熱效率，

故預先加熱可減少能源消耗。操作過程上，採用預熱熔爐法約可達到 60%之加熱效率，而傳

統融壺法則僅有 15~20%之效率。其次，Ferro 公司所開發之新式高溫流體塗裝技術，亦需仰

賴必要的高溫預熱方式，以減少助熔劑層數退化之風險。 

能源面 

來自伊利諾伊州 Alton 的 LaClede 示範鋼鐵廠的數據顯示，利用本項技術於每年產生 60,000

公噸鍍鋅鋼板之工廠，每年使用之天然氣為 12.7 百萬 kWh (41,200,000,000 Btu)，可較傳統技

術節省超過 29%之能源使用。 

環境面 

每年估計可減少 1,000 公噸二氧化碳、2,394 磅(1,086 公斤)氮氧化物和 51.3 磅(23 公斤)之粒狀

污染物之排放量。 

經濟面 

這項新技術藉由減少必要的浸泡時間以增加生產力，在 LaClede 鋼鐵廠之生產力增加了 18%。

在增加生產力與伴隨每單位鍍鋅的較低能源消耗量下，推估能源節省可達 56,000 美元。目前

這項技術尚未實際應用，因此設置費用還無法詳列。然而，由於鋼鐵廠已經有熔爐做為零件

預熱使用，實際設置費用應較原預估值為低。 
 
 
8.鹽酸回收處理技術  

摘要 

鋼鐵製造業用來清洗和除鏽後之鹽酸廢液具昂貴之清理費用，因此 Beta 公司(Beta Control 

Systems)開發了一種新的處理程序，以協助中小型製造業能在合理花費下有效地回收其鹽

酸。美國能源部 (DOE's) 全國工業之能源、環境和經濟競爭力突破 (National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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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ness through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 NICE3) 計畫提供補助以幫助該

公司將該系統商業化。Beta 公司執行這項新的處理程序示範計畫，將協助鋼鐵製造業回收再

利用鹽酸廢液，並降低對廢棄物處置的需要。鹽酸廢液回收再利用方式已存在於大規模之鋼

鐵製造業中，但直到現在對電鍍廠及中小型鋼鐵製造業而言，仍無划算而有效之回收方法。

傳統處置鹽酸廢液的方法乃將其注入深井或採酸鹼中和處理後，再載運至掩埋場傾倒。而由

Beta 公司所開發的方法，可減少酸鹼中和或處置費用，並可再使用回收後的鹽酸。目前，典

型中小型鋼鐵製造業清理鹽酸廢液，每噸需花費 14 美元，而新的回收再利用方式每噸可大幅

降低費用至 3.40 美元。Beta 處理系統之設置費用大約 250,000 美元，以每分鐘處理一加侖鹽

酸廢液之處理系統而言，其回收期為 1.4 年。在美國、歐洲、亞洲和中東等國家，Beta 公司

已經賣出五套前述處理系統。 

技術面 

這項新的處理程序包括抽送鹽酸廢液通過一座預過濾器後送入蒸發器，然後加熱直到水和酸

汽化，只剩濃縮的氯化鐵殘留並回收。水和酸蒸氣被凝聚導入氯化氫槽並濃縮，以再利用於

鋼鐵除鏽和清潔過程，氯化鐵則可轉售作為農產品使用。 

能源面 

這項新技術可節省大量能源，Beta 公司估計這座處理量 25,000 公升/天之鹽酸回收系統全量運

轉時，每年可節省大約 7 百萬 kWh(240 億 Btu)之能量。 

環境面 

這項處理程序可減少鹽酸廢液棄置並可中和污泥，假設鋼鐵廠全量運轉該系統，約可有效處

理 9,125,000 公升的鹽酸廢液和污泥，並避免棄置在深井或掩埋場中。 

經濟面 

這座 Beta 系統造價約 250,000 美元，鋼鐵工業使用這套系統之鹽酸回收費用每噸約 3.40 美元，

而傳統清潔和處置方法約需花費 14 美元。此外，藉由此系統產生之氯化鐵副產物之市場價值

每噸約有 100 美元，可使用在農產品市場上。NICE3 補助 Beta 公司 97,000 美元，以協助 Beta

公司將酸液回收系統商業化應用。 
 
 
9.增加織品加工效率與生產力之新技術  

摘要 

由布里坦尼染色印刷公司領銜並與美國能源部(DOE's)全國工業通過之能源、環境和經濟力突

破(Nat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 NICE3)計

畫合作所開發的一項新的處理程序，大幅減少織品業加工所需之能源。這項新技術展示在布

里坦尼，傳統的織品加工法乃將其浸入化學溶液中，並將多餘的濕氣藉由真空吸氣系統排除

織品機械外。以往，除濕技術係利用著名的"拉幅機框架"之織品乾燥設備處理，乃藉由通過

一系列噴嘴噴出非常熱的空氣來處理織品並排除剩餘濕氣，而這種傳統方式需要消耗大量能

源。然而，由布里坦尼公司與 NICE3 合作領導開發的新技術，具有更高的效率及更佳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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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由 Marshall & Williams 公司所製造新的織品加工設備，能以泡沫型態代替液體應用於化

學加工業，係利用空氣代替水的泡沫來稀釋化學加工品，可減少約一半的濕氣量。此外，一

種使用高效率天然氣燃燒器的新式拉幅機框架，具有效率更高的空氣散佈系統以及小體積的

高效率電動機。新式拉幅機框架具更快的生產速度，這項創新技術是利用泡沫加工在高速生

產製程上，布里坦尼公司估計在能源和水源耗費方面，每年可節省超過 140,000 美元。 

技術面 

這項新設計每分鐘可處理 251 公尺(275 碼)的織品，以代替傳統的每分鐘 110 公尺(120 碼)織

法，處理速度超過傳統兩倍。這項更快的生產方式乃因鏈軌系統(chain-and-rail system)能更好

夾住織品所致。新設計亦簡化了包括織品橫切設備、液體化工應用設備、機械濕氣排除、真

空濕氣排除、織品伸直器以及拉幅機框架等傳統製造過程之技術，新設計使用泡沫塗抹器以

取代機械和真空濕氣排除設備。 

能源面 

據布里坦尼公司估計，應用本系統可節省天然氣約 65%，電力約 61%，以及水 66%，每年總

節能達 6.65 百萬 kWh (227 億 Btu)。 

經濟面 

在 NICE3 補助 425,000 美元下，這項新處理程序得以完成研發。布里坦尼公司的投資額大約

為 750,000 美元，總開發經費為 1,175,000 美元。包括能源與水的節省，以及藉由生產力增加

衍生之額外收支，每年可節省 140,000 美元，因此布里坦尼公司之設備回收年限是 5.3 年。此

外，在更高效率處理程序陸續發展下，未來織品加工業之生產效率將更高。 
 
 
10.先進燃燒渦輪機之設置計畫  

摘要 

為降低能源使用以及減少污染排放，紡織製造商 Malden Mills 公司爰進行市場上可利用之各

式熱能-電力(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組合系統之研究工作。該公司第一個計畫為應用

由燃燒天然氣推動渦輪機設置一套 12 兆瓦之熱能-電力系統設施，藉由降低鍋爐及外電所需，

可削減一半的污染排放量。由於馬薩諸塞州剛製訂完成新的空氣污染排放標準，僅管實際上

該計畫總排放量仍低於標準之下，但仍有部分污染物未能符合排放標準，而使計畫受阻。然

而同時，美國能源部(DOE's)先進渦輪系統(ATS)計畫，正與太陽渦輪公司(Solar Turbines, Inc.)

合作開發一新式超低氮氧化物排放之廢熱發電系統，並承諾可符合馬薩諸塞州新的空氣污染

排放標準。在 1997 年，該州許可 Malden Mills 公司應用該項新技術，因新技術仍處於開發階

段，故新系統的設置分三個階段陸續完成。在 1998 年底，Malden Mills 公司安裝了二座 4.3

兆瓦之低氮氧化物排放商用渦輪機。在 1999 年底，該公司將二座渦輪機改採陶瓷燃燒器內

襯，有效減少 40%之氮氧化物排放量。前項許可為期 2 年的測試時間，以證明內襯是耐久且

符合排放要求。如果示範結果成功，Malden Mills 公司將安裝名為水星型太陽渦輪機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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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商用 ATS 引擎，該 CHP 系統之輸出功率達 4.6 兆瓦，發電效率達 40%，系統能量達 85%

效能。 

技術面 

藉著燃燒天然氣推動渦輪發電者，其發電效率約在 35~40%，比大部分使用燃煤之電力公共事

業有著更高的發電效率和較低的污染。應用渦輪機尾熱於水源加熱或房間暖氣方面，可大量

減低額外購買能源需求達 75~85%。 

能源面 

目前只安裝二座 4.3 兆瓦渦輪機以做為示範計畫，如果一切順利，2001 年將安裝第三座 4.6

兆瓦渦輪機。雖然總節能量尚無法得知，但這些渦輪機操作效率可高達 85%。由於尾熱提供

水源加熱或房間暖氣而使負載減低，其節能效率將接近 20~25%。 

經濟面 

高效率低污染排放之 4.6 兆瓦水星渦輪機目前仍在開發中。因此，渦輪機最後的建造費用尚

無法得知。但是，以類似規模由太陽渦輪公司做出的燃燒天然氣渦輪機組，其價格介於 1.5-2

百萬美元之間，在 Malden Mills 公司每年能源費用大約為 5~7 百萬美元。估計此二座目前安

裝之渦輪機每年可節省能源費用大約為 1 百萬美元。 
 
 
11.氨製冷系統之改善計畫  

摘要 

當美國最大的洋梨農場決定增加操作之能源使用效率時，同時也意味著可以增進其利潤及生

產力。一家專門從事水果種植、加工、貯存及果汁生產之專門技術公司 Naumes, Inc，最近利

用電腦控制及由 Allen Bradley 所製造之可變速傳動裝置改進兩套氨製冷系統，該套氨製冷系

統對於節能方面已被證實每年可節省約 741,000 kWh 之電力。設置此套設備總經費約為

125,000 美元，在奧勒崗州之租稅規定下，稅賦可減免 42,000 美元，而在電費為 0.05/ kWh 之

基準下，每年約可節省 37,000 美元，約兩年多後即可回收其投資成本。 

技術面 

Allen Bradley 氨製冷系統係使用氨作為冷媒，其冷交換能力為 5,660 m3/hr，與傳統利用氟氯

碳化物(Freon)為冷媒之製冷技術比較，其具有較高之效率，另因此套設備之操作係根據現實

需要決定所需操作速度，故使用此套可變速傳動設備同時可降低能源消耗，較傳統上使用固

定輸出功率之傳動系統節能，因此能耗可降至最低。 

能源面 

裝置此套氨製冷控制設備與可變速之傳動裝置每年可節省約 741,000 kWh 之電力。 

經濟面 

此計畫之投資金額約為 125,000 美元，稅賦可減免 42,000 美元，設置此套氨製冷系統每年可

節省約 37,000 美元，其設置投資成本之回收期約為兩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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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冷凍食品貯存工廠製冷控制系統之改善計畫  

摘要 

本項計畫是節能計畫與工業能源效率計畫中五個個案評估的其中一個案例，由 Seattle City 

Light (SCL)及 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 (BPA)兩單位資助，並由加州地區的經濟研究公

司及西雅圖能源管理部門的評估單位評估本項計畫，節能計畫促使西雅圖地區工業界願意購

買及設置包括高效率照明系統、馬達、空氣壓縮機、工業鍋爐、高效率高壓交流電及冷凍系

統等高效率工業設備。 

Rainier Cold Storage, Inc. (RCS)公司在西雅圖港口擁有一家魚貨產品的冷凍倉庫，節能計畫鼓

勵 RCS 公司設置冷凍設備電腦化系統，該套電腦化系統可令冷凍設備之操作及能源利用效率

最適化，並可令冷凍壓縮機進氣/排氣自動調整至最佳化狀態，以改善能源利用效率。 

技術面 

RCS 公司設置於西雅圖港口之工廠包括一棟七層樓之廠房、十套急凍冷凍設備、一間魚貨裝

配房及發動機室，發動機室原有七套馬力各為 1,175HP 之手動控制冷凍壓縮機，控制系統改

善項目主要包括感應器與監控冷凍區域溫度及調校冷凍壓縮機操作之電腦軟體等，將原本老

舊手動控制系統改良為可隨產品負荷(貯存魚貨量、進出貨量等)及環境因子變動而自動調整

冷凍壓縮機操作之控制設備，此系統係由 Pacific Micro Control 公司設計並由 Orca Electric 公

司安裝。 

能源面 

本套自動控制冷凍系統所消耗之能源非常低，估計每年可節能 367,000 kWh，即較系統更新

前節能 68%。 

經濟面 

本系統設置費用為 76,588 美元，為鼓勵業者設置，其中 49,016 美元為 BPA 支應，剩餘之 27,572

美元則由業者支付。RCS 公司設置本套系統每年可節省 9,739 美元，另外，本套新系統在每

年之操作維護費用上亦可節省 435 美元，其設置投資成本之回收期為 2.6 年，設置本套系統

之益本比對於業者、公共部門及整體地區而言分別為 4.3、20 及 2.4，對各種經濟角度而言，

其節能之成本效益是被認同的。 
 
 
13.特種玻璃工廠產品乾燥系統之改善計畫  

摘要 

本項計畫是節能計畫與工業能源效率計畫中五個個案評估的其中一個案例，由 Seattle City 

Light (SCL)及 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 (BPA)兩單位資助，並由加州地區的經濟研究公

司及西雅圖能源管理部門的評估單位評估本項計畫，節能計畫促使西雅圖地區工業界願意購

買及設置包括高效率照明系統、馬達、空氣壓縮機、工業鍋爐、高效率高壓交流電及冷凍系

統等高效率工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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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x 公司所生產之特種玻璃主要應用於電子工業上，在玻璃生產製程中，熔融的玻璃被注入

水淬槽，隨後必須將水從產品中分離出來，本項計畫提供設計及設置兩套特製乾燥設備之資

金，此項新式乾燥爐利用重力、過濾及加壓空氣蒸發等原理來加速乾燥過程並提昇產品產量。 

技術面 

每批產品平均重量為 455 公斤(含玻璃與水)，在乾燥設備更新前，每批產品被放置於退火爐(設

計用來煅煉粗的窗玻璃)上，其乾燥時間長達 58～72 小時，而裝置在 Viox 公司的新式乾燥設

備，其乾燥每批產品之時間僅需 11 小時，這套新式乾燥設備降低乾燥每磅玻璃所需之能量並

提升產品乾燥程度。 

能源面 

Viox 公司所裝置之新式乾燥設備其節能效率超過原本預期的效果，原本每年預期可節能

95,634 kWh，結果達到 179,200 kWh，為原本預期節能效率之 187%。 

經濟面 

本系統設置費用為 43,630 美元，為鼓勵業者設置，其中 14,345 美元為 BPA 支應。對業者、

公共部門及 BPA 而言，本套系統每年之淨利(包括能源部分及非能源部分)達 62,340 美元，本

套系統在每年之操作維護費用上亦可以節省 14,637 美元。設置本套系統之益本比對於業者、

公共部門及整體地區而言分別為 2.3、15.1 及 2.1，此地區節能之槓桿成本為 1.9/US cents/kWh，

其設置投資成本之回收期為 4.4 年。 
 
 
14.水泥廠磨碎機與空氣壓縮機之改善計畫  

摘要 

本項計畫是節能計畫與工業能源效率計畫中五個個案評估的其中一個案例，由 Seattle City 

Light (SCL)及 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 (BPA)兩單位資助，並由加州地區的經濟研究公

司及西雅圖能源管理部門的評估單位評估本項計畫，節能計畫促使西雅圖地區工業界願意購

買及設置包括高效率照明系統、馬達、空氣壓縮機、工業鍋爐、高效率高壓交流電及冷凍系

統等高效率工業設備。 

這篇摘要報告是針對美國西雅圖地區 Holnam 水泥廠所進行之改良成果報告，在 1998 年 10

月 Lafarge 公司收購 Holnam 水泥廠，Holnam 水泥廠使用濕式泥漿技術生產波特蘭水泥。在

此介紹兩套由 ESP 資助 Holnam 水泥廠之技術，第一套設備係在原料磨及＃1 成品磨設置研

磨爐以增加產品生產速度及能源使用效率，並在原料磨之馬達(125HP 馬力)上加設可變速之

馬達驅動系統，並在每一個新的研磨爐中使磨球尺寸和水泥原料大小符合，以提升研磨效率，

並降低原料磨與成品磨的馬達能耗，第二套改良技術是將兩套馬力為 200HP 之旋轉翼壓縮機

置換為兩套馬力為 150HP 之高效率螺旋式空氣壓縮機。 

技術面 

位於西雅圖之 Holnam 水泥廠之水泥年產量超過 450,000 公噸，水泥生料在一巨大水平式原

料研磨機中與水混和，原料磨原本是由 2,000HP 之電動馬達所驅動，經篩除未研磨完全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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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後，濕式泥漿經由 125HP 之電動馬達輸送至旋轉窯並被加熱至 1,427°C (2,600°F)生成水泥熟

料，水泥熟料冷卻並加入最後成分後，即被輸送至成品磨內裝運貯存，每套成品磨是由 2,500 

HP 之馬達所驅動，此套高效率之空氣壓縮機型式為 Quency models QNW 751-B。 

能源面 

原料磨之馬達(2,000 HP 馬力)每年可節能達 1.6×106 kWh，並連帶使其中下游未改善之＃2 成

品磨每年節能 778,707 kWh，而改良之＃1 成品磨每年亦可節能達 1.6×106  kWh，而在馬達

(125HP 馬力)上設置可變速之驅動系統每年可節能 247,128 kWh，而該兩套新式空氣壓縮機每

年節能達 494,000 kWh。此套設備在 15 年使用壽命期間估計每年可節能 4.7×106 kWh，所有

設備每年可節能 534 kW。 

環境面 

新式研磨機之優點包括生產高品質之原料砂漿、降低旋轉窯溫度且提升其操作穩定性，因此

減少 78％二氧化硫及 40％氮氧化物之排放量，而減少此類氣態污染物之排放，每年可節省約

10,600 美元之超量排放罰鍰，另外，Holnam 水泥廠所設置之新式空氣壓縮機亦可降低潤滑

油之使用量。 

經濟面 

本系統設置總費用為 843,000 美元，為吸引鼓勵業者設置，其中 627,000 美元為 BPA 支應，

剩餘之 216,000 美元則由業者支付。對業者而言，本套系統每年可節省 152,000 美元，同時，

在每年之操作維護費用及空氣污染防制費用上亦可節省 49,000 美元，其設置投資成本之回收

期為 1.1 年。對於業者而言，設置該套系統在研磨爐及可變速驅動系統之益本比為 9.1，在空

氣壓縮機之益本比為 4.1，而對整體計畫參與團體而言，設置該套系統在研磨爐及可變速驅動

系統之益本比為 3.6，在空氣壓縮機之益本比為 5.2。 
 
 
15.食品工廠新式廢水回收利用及處理系統之設計計畫  

摘要 

位於美國奧勒崗州波特蘭市之 Trailblazer 食品工廠，是一間專門生產食品、果醬及糖漿之食

品工廠，目前雇有員工 45 人。當這間食品工廠決定建造一棟符合需要之新工廠時，參考部分

員工建議，使用目前在食品製造業中最新式之廢水(含熱水及冷卻水)回收處理系統，這套廢

水回收處理系統使用再循環水用於食品加熱滅菌及冷卻之製程上，在果汁、水果及果醬之製

程中，水不停的被循環使用，利用水的熱容及溫差，這套系統可使水溫穩定的降低及升高，

而傳統水回收處理系統並無法將水循環使用於冷熱系統間；另外，新式水回收處理系統可節

省電力及瓦斯的使用，因為將原本已處於高溫或低溫之廢水再加熱或冷卻所使用之能量遠低

於重新加熱或冷卻之能量，循環水經加熱滅菌及冷卻製程使用多次之後，被處理至符合環境

標準後排放，其中包括排泥處理，以避免釋放有害污泥至環境中。本系統設置總費用為 40,000

美元，每年可節省約 20,000 美元，其設置投資成本之回收期為 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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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面 

Trailblazer 食品工廠所設置之循環水回收處理系統係使用傳統之鍋爐及風扇來加熱及冷卻

水，但由於水被重複利用且保有一定溫度，該廠利用本套設備每年可較原設備提升 50％之效

率。 

能源面 

本套系統可降低 50％能源及 10％瓦斯消耗量，其中節省能源消耗之原因大部分可歸功於冷卻

風扇使用率降低，而節省瓦斯消耗之原因則可歸功於鍋爐使用率(用於水的再加熱)降低，同

時，每年可節省 50％用水量，也就是每年省水 5.68×106 公升。 

經濟面 

本系統設置總費用約為 40,000 美元，設備費用大部分用於水回收系統，包括管線及污泥處理

系統，但在能源、瓦斯及水之支出上每年可節省 20,000 美元，其設置投資成本之回收期為 2

年。 
 
 
16.利用變速驅動裝置提高紡織品產能  

摘要 

美國加州夫勒斯諾市之 Nisshinbo California, Inc., (NCI)紡織工廠，於尋找節省能源消耗及降低

成本之方法中，發現於生產線上加裝變速驅動裝置（variable speed drives,VSDs)可以改進其生

產效率。該紡織工廠是美國西半部唯一的紡絲織造工廠,每天自 45,000 磅(20,400 公斤)綿花

原料，生產出大約 60,000 碼(55,000 公尺) 織品。安裝在 NCI 紡織工廠之變速驅動裝置可以

改進效率並使能源消耗更趨近實際能量需要。以往不管生產需求多寡，原始驅動裝置均要求

電力恆定的供應。加裝變速驅動裝置之新系統可自動地調整負荷需要。藉由美國能源部(DOE)

馬達挑戰夥伴(Motor Challenge Partner)計畫翻新安裝變速驅動裝置，NCI每年可節省 1,314,000 

度(kWh)之電力。該計畫成本大約 178,000 美元，但每年可以節省大約 140,000 美元之電力消

耗，回收年限為 1.3 年。該項計畫經費由波士頓 Energy Capital Partners 公司負責提供。 

技術面 

該計畫小組確定安裝由 ADI Control Techniques Drives (ADI-CT)製造之變速驅動裝置，能大幅

的減少能源消耗。這是由於變速驅動裝置(VSDs)僅以必要之速度及耗電需求運轉，較以定速

且不管在產量高低期間均消耗相同電力的一般傳統驅動裝置更有效率。因為變速驅動裝置

(VSDs)能因應系統阻抗，同步自動地調整功率，因此長期被認為可作為一個有效的節能工具，

不僅廣泛應用於控制工業生產製程並且具有較低之維修費用。 

能源面 

藉由於產量淡季降載，安裝變速驅動裝置之 NCI 紡織工廠每年可節省 1,314,000 度(kWh)之能

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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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 

計畫總成本是 178,000 美元，每年可節省約 140,000 美元，回收年限 1.3 年。 
 
 
17.鑄造廠利用紅外線 /強制空氣單元以節省能源  

摘要 

Decatur Foundry, Inc.是一個規模小且依顧客需求生產各式鑄件的鑄造廠，於尋找簡化其操作

流程並且增加效率的方法時,得知一個被汽車製造商使用在烘乾塗裝上之創新紅外技術，並可

於鑄造廠內設置作為鑄件製造過程一部分，以節省能源。以往鑄造廠均使用了快乾型之溶劑

配方油漆進行鑄件塗裝。但近年來，由於溶劑油漆塗裝過程中，產生大量須另行處置之廢棄

物，故業界改以對環境安全較無影響但乾燥時間較慢之水性漆進行塗裝。這個轉變造成鑄件

製造過程中的一個瓶頸，因為他們需要更長的乾燥時間。同時，因顧客有朝“及時”供貨要求

之趨勢，迫使製造商必須增加他們的生產的速度並縮短生產程序來加以因應。Decatur 公司調

查研究減少採取電烤箱烘乾鑄件塗裝時間(須 20 分鐘)之方法，並發現一個由汽車業使用迅速

烘乾油漆之新製程—短波紅外線系統，可直接輻射加熱鑄件表面，以迅速烘乾塗裝。該系統

不需要暖機時間，因此其僅需要供給必要之動力。應用該系統之實際效益是減少 85%的乾燥

時間。此系統的費用為 16,000 美元，大約可在 16 個月內回收。 

技術面 

新系統以短波紅外線輻射直接加熱於鑄件的表面，較傳統加熱鑄件周遭空氣之電烤箱方法，

更有效率。此系統並配備有精確儀器，可直接輻射加熱於鑄件確切需要額外乾燥之部分。 

能源面 

以紅外線乾燥系統取代電烤箱之塗裝乾燥製程，每年可以節省 120,000 度（kWh）之電力能

源。 

環境面 

每年減少電使用量，相當於每年減少大約 27 公噸碳當量之 C02產生量。 

經濟面 

紅外線乾燥系統的成本為 16,000 美元。每年節能費用約為 9,000 美元，回收年限約 16 個月。

其他尚有一些較不可計量但重大的效益。如因縮短鑄件製造程序，導致該公司增加生產量，

銷售額迅速攀升至 10,000 美元，增量達自 1993 年以來之 40 %。這個計畫獲美國能源部工業

技術辦公室選定作為在技術財務方面的一個研究案例。 
 
 
18.石油精煉廠以廢熱供給動力之吸收式製冷系統回收液化石油氣 (LPG)之設置計畫  

摘要 

Ultramar Diamond Shamrock.公司最近在其位於科羅拉多 Commerce City 之石油精煉廠，安裝

了一台廢熱供給動力的氨吸收式製冷系統(ARU)作為新製程系統之一部分，該系統每年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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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燃燒掉或供作廠內燃料之廢石油氣冷凝回收成 50,000 桶的液化石油氣(LPG)。一般石油

精煉廠產生的一些廢石油氣被導入燃料集管，當廢石油氣數量超出精煉廠的熔爐或鍋爐需求

時，超出之部分則被燃燒掉。使用 ARU 可將廢石油氣回收成為可銷售的液化石油氣 LPG。

這項計畫為美國能源部(DOE)石油精煉廠未來計畫項下的示範計畫，計畫總成本 230 萬美元，

其中 30%約 759,000 美元由美國能源部之石油精煉廠之未來計畫支應。其餘 155 萬美元由

Ultramar Diamond Shamrock 公司投資。從額外銷售相當數量之液化石油氣(LPG)可收入大約

1,050,000 美元，扣除因本製程系統操作所需增加天然氣購置成本約 115,000 美元及購電成本

約 35,000 美元後，每年淨收益約為 900,000 美元，回收年限低於二年。 

技術面 

廢熱供給動力的氨吸收式製冷系統(ARU)提供 85 冷凍噸於－32℃(－25℉)將廢石油氣回收轉

換成液化天然氣並提供另外的 180 冷凍噸用以冷卻壓縮機入口廢石油氣，可使其 Fluid 

Catalytic Cracker (FCC)工廠提升產能。ARU 之動力係由再合成反應爐之排氣廢熱(143。C(290。

F))供給。ARU 的主要組成包括 14 個熱交換器、1 個分餾塔、4 台汽－液分離器、4 台收集器、

2 組溶液泵浦及 1 組冷劑泵浦。 

能源面 

透過 ARU 及輔助設備，石油精煉廠每年可將以往燃燒掉或供作廠內燃料之廢石油氣冷凝回

收 50,000 桶，約為 210 萬加侖液化石油氣(LPG)。 

經濟面 

此計畫總成本是 230 萬美元，其中 30%約 759,000 美元由美國能源部石油精煉廠之未來計畫

支應。其餘 155 萬美元由 Ultramar Diamond Shamrock 公司投資。而從額外銷售相當數量之液

化石油氣(LPG)可收入大約 1,050,000 美元，扣除因本製程系統操作所需增加天然氣購置成本

約 115,000 美元及購電成本約 35,000 美元後，每年淨收益約為 900,000 美元，回收年限低於

二年。 
 
 
19.使用廢水處理廠之甲烷氣供給燃料電池發電計畫  

摘要 

美國奧瑞岡州波特蘭市於尋找減少其 Columbia 廢水處理廠之燃料費用時，發現一種新的方法

用以回收以往常損失之廢水廠副產品－甲烷氣。該廢水廠一般每天產生一百萬立方英呎

(28,317 立方公尺)之甲烷氣，目前已有 38%之甲烷氣被運用予燃料電池以產生電力供廢水廠

使用，以減少廢水廠運轉之購電量。該廢水廠使用之 200 千瓦燃料電池是該廠用以取代電廠

供電方式之第一個燃料電池。此燃料電池由 ONSI 公司製造，其係利用“反電解作用”以氫氣

為燃料、氧氣為氧化劑，藉氧化還原反應產生電力及熱、水等 2 項副產品。本燃料電池反應

之氫由甲烷氣提供，事實上幾乎所有碳氫氣體均可被使用作為氫之供應者。該燃料電池每年

約可產出 1,500,000 度(KWh)之電力，可以節省約 102,000 美元用電費用。該計畫總成本包括

燃料電池購置、甲烷氣通入燃料電池前之前處理設備安裝及維護等費用，共計約 125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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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蘭市獲不同單位提供補助該項計畫費用，包括美國國防部燃料電池計畫、波特蘭通用電

力公司(PGE)及奧瑞岡州能源辦公室，使波特蘭市政府所須花費之成本降至 750,000 美元，並

可於 7.4 年回收。 

技術面 

ONSI 公司型號 PC25 之燃料電池，其額定容量為 200 千瓦，每年可產生 1,500,000 度(kWh)

電力，足以供應 125 戶家庭電量，燃料電池藉由甲烷氣之氫與氧反應產生電、熱和水。燃料

電池包括電解質及二個電極(陽極和陰極)。氫氣由燃料電池的陽極進入，氧氣（或空氣）則

由陰極進入燃料電池，經由化學反應形成離子與電子。電子通過外電路形成電流並經由電流

轉換器將直流電轉換成交流電。 

能源面 

經由原先燃燒掉或溢散損失之甲烷氣供給燃料電池發電，每年大約可產出 150 萬度(KWh)電

力，供廢水處理廠使用。 

環境面 

使用燃料電池幾乎完全沒有污染，除無粒狀污染物、SO2之排放，每年亦僅排放約 200 磅(91

公斤)之 NOX及 284 磅(129 公斤)之 CO。此外，使用燃料電池可減輕地方公共事業對電力供

應之需求，進而每年可避免約 736 噸 CO2之產生。 

經濟面 

該計畫成本包括購置燃料電池、安裝可自甲烷氣中去除 SO2 及鹵化物之前處理設施及維護費

用，共計 125 萬美元，其中美國國防部促進燃料電池未來發展計畫提供 200,000 美元、波特

蘭通用電力公司(PGE)提供約 250,000 美元，奧瑞岡州能源辦公室提供約 14,000 美元，波特蘭

市本身則負擔 750,000 美元，該燃料電池每年節省約 102,000 美元電力成本，回收年限為 7.4

年。 
 
 
20.高科技工廠蒸汽鍋爐更新計畫  

摘要 

微電腦元件領導製造商德洲儀器公司，決定更換位在德州達拉斯以節能著稱之中央公用事業

廠之蒸汽鍋爐設備。該鍋爐可提供該面積達 6,000,000 平方英呎(557,418 平方公尺)之半導體

製造及研究工廠所需熱能及加濕需求，產生之飽和蒸氣可達 225,000 lb/hr (102, 058 kg/hr)。為

達節約能源目的，該廠進行各種蒸汽保存及效率提升之措施，包括裝置一座高效率低污染排

放之蒸汽鍋爐機組(該鍋爐機組由 Babcock & Wilcox 公司製造)，裝置 4 座 150 馬力之變頻式

驅動之鍋爐送風機，及水冷卻器、4 座 75,000lb/hr (34,019 kg/hr)蒸汽鍋爐及 1 座 1,140 馬力

之蒸汽渦輪機驅動裝置回收廢熱。空氣排放品質是電腦元件製造商重要關心事項，而"循環式

"預冷及再熱補充空氣系統，在成本上可有效地調節每分鐘 120 萬立方英呎 (每分鐘 33,980 立

方公尺) 濕熱的戶外補充空氣。該方法每年減少 8 千 8 百萬磅(39,916,000 公斤)之夏令蒸汽

用量以及夏令高峰期 730 萬公噸-小時之冷卻水用量。此外，空氣補充處理單元之深度 12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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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30 公分)之最終過濾器，能有效過濾 0.12 微米以上之粒子達 99.99%。上述各種蒸汽保存

與效率提升之措施所需之初設成本共計 1,369,000 美元，每年相關之燃料與電力節省費用約

1,287,000 美元，回收年限為 1.1。該計畫並獲美國熱化、冷凍和空調工程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Inc., ASHRAE)頒獎褒揚。 

技術面 

所設置之四座高效率低污染排放蒸汽鍋爐之蒸汽產生能力共計每小時 75,000 磅 (每小時

34,019 公斤)。另有鍋爐送風機、蒸汽減壓閥、汽水分離器、變頻式驅動裝置、蒸汽管逆止閥、

鍋爐可程式控制器及輔助設施等以提升系統效率。此外，所有的蒸汽保存和效率提升措施均

可旁通或隔絕，而不會影響系統運轉之可靠性及處理容量。 

能源面 

該新鍋爐機組對供給面積 6,000,000 平方英呎 (557,418 平方公尺)所需熱及加溼之能源消耗

減少了 13%，每年之節能成效相當於購買 28,600,000 度(kWh)電力 或 429,916 立方英呎 

(12,173.9 立方公尺)的天然氣。天然氣是鍋爐的主要燃料, 但如無法供應天然氣時，則可由燃

料油取代。 

經濟面 

該廠所進行蒸汽保存與效率提升之各種措施所需初設成本合計為 1,369,000 美元，每年因此而

節省燃料與電力之相關費用共計 1,287,500 美元，回收年限為 1.1 年。上述節省之計算是依據

每 1,000 立方英呎(28 立方公尺)天然氣購置費用 3.00 美元及每度(kWh) 電費 0.045 美元估算

而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