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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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絕緣用聚酯纖維填充棉製造廠之汽電共生計畫 —Cogeneration in Polyester Fiberfill 

Insulation Plant 

摘要 

Superior Fibers Incorporated 為一家每年生產超過 1 百萬磅絕緣用聚酯纖維填充棉之工廠，該

工廠深受高電價之苦，佔地僅 24,000ft2(2,230m2)的小廠房每年卻需花費在馬達、乾燥爐、加

熱及其他能源消耗上達 105,000 美元，然而，用電花費是可有效降低的。美國能源工業評估

中心為降低中小型企業能源費用特別發展一套能源督察計畫，在 1996 年夏天，美國霍夫特拉

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參與該計畫，並建議 Superior Fibers Incorporated 公司設置一套小型汽電

共生設備，於是該公司設置一套 250KW 天然氣發電機設備用於製程生產上，大部分製程生

產所需之電力皆由該發電機提供，但提供照明及電腦使用之電力仍向當地電力公司購買，該

公司經由自行發電節省電費，但更重要的是使用該發電機產生之蒸汽能為公司省下更多成

本，在冬天，蒸汽被利用於廠房之暖氣系統，同時，該蒸汽(溫度達 1,200°F 或 649°C)亦可預

熱乾燥爐，該套設備評估每年可節省 74,000 美元，其設置投資成本之回收期短於 2 年。 

技術面 

本套 250KW 天然氣發電機係利用燃燒天然氣以發電及產生熱能，其發電效率大約為 30～35

％，較大部分發電機組之發電效率稍高，但在此案例中，因該發電機產生之熱能仍能被利用

於暖氣或其他製程上，故其能源利用效率大約可達 70％，該設備體積為 855 in3，其馬達轉速

每分鐘為 1,800 轉。 

能源面 

本套設備每年可使 Superior Fibers Incorporated 公司減少購買相當於 108,000 kWh 電力，而大

部分之節能效果可歸功於使用該發電機時一併產生之熱能，因其可降低暖氣及乾燥爐的能耗。 

經濟面 

此計畫之投資金額約為 140,000 美元，設置此套系統每年可節省約 74,000 美元，其設置投資

成本之回收期短於 2 年。 
 
 

2.日本山葉公司之新型電動機車—Passol Yamaha Electric Scooter - 'Passol' — 1st December 

2001/24th March 2004，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id=18785 

摘要 

2003 年 5 月，日本山葉公司發表了 Passol—一種針對都市短距離通勤者所設計之新型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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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這款新式電動機車的特色是利用最先進的鋰電池驅動，其車體由鋁合金組成，車重僅 45

公斤，車長 153 公分。 

電動車輛與傳統汽車相較，其最大優點是能防止環境污染，日本汽車業者已在數年前推出數

款油電混合車，目前大部分均能被市場接受；然而機車業者如山葉公司雖亦極力在發展與銷

售電動機車，但基於各種不利條件(如電池效能、車速及缺乏充電站等)，迄今電動機車被大

眾接受之程度並不高。 

對都市內之短途運輸而言，電動機車並不需具備類似 50cc 摩托車那樣長之行駛距離，Passol

係特別設計用於都市短途運輸之工具，有別於目前 50cc 摩托車，其造型輕巧結構簡單，Passol

的設計亦充份考慮到電源供應的問題，充電器的重量僅有 2 千克，方便隨身攜帶，並可於任

何插座進行充電；完全充電時間亦只需 2.5 小時，每次充電可行駛 32 公里，每次充電僅需 12

日圓。 

經濟面 

在完全充電之狀態下，Passol 以定速 30 公里時速下最長可行駛 32 公里，而在市區道路可行

駛 15～20 公里。 

環境面 

根據生命週期之評估結果顯示，Passol 可有效減低污染物排放，與傳統上之 50cc 汽油動力摩

托車相較，Passol 可減少排放 60% 的二氧化碳、90% 的氮氧化物以及 80% 的硫氧化物。 
 
 
3.改善蒸汽鍋爐以增進食物生產製程之效率 Steam Boiler House Modifications Give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for Food Producer — 1st May 2002/29th April 2004，http : // www . caddet . org / 
infostore / display . php?id=19301 

摘要 

本項案例顯現了重新評估蒸汽工廠之設備配置及控制系統所產生之效益，即使該廠一向被認

為已經維持在優良之操作狀態下。 

位於蘇格蘭 Lockerbie 地區生產蘇格蘭乾酪之 Glanbia 食品公司，該食品公司對於蒸汽(由中

央鍋爐房提供)之需求量非常大，其能源花費每年超過一百三十萬英鎊，該食品公司經由在鍋

爐設置節熱器及一套新式控制系統後，每年燃料使用費可降低 10％，設置此二套系統在第一

年之節能費用約為 58,000 英鎊，已超過約 55,000 英鎊之設置費用。 

技術面 

本案例設置兩套系統，其中一套在鍋爐設置廢氣節熱器，另外一套新式控制系統則包括廢氣

分析系統及可變速、微調之抽風機；此套控制系統可經由偵測鍋爐壓力及溫度之負載變化來

調整油閥位置及抽風速度至預先設定的操作數值，同時經由廢氣分析系統所測得之廢氣狀態

亦可用來調整油閥位置及抽風速度以達成最佳之燃燒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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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面 

裝置廢氣節熱器可使鍋爐燃料油減少 5％用量，而改善鍋爐控制系統更進一步降低燃料油用

量(5％)，此二項措施每年可節能達 7,400 kWh。 

環境面 

每年節能 7,400 kWh 約等同每年減少 1,400 公噸二氧化碳排放量。 

經濟面 

設置此二套系統之費用為 55,290 英鎊，而第一年之節能費用即達 57,700 英鎊，其設置投資成

本之回收期為 350 天。 
 
 
4.使 ICI 公司降低能耗及增加產量之變速驅動系統 Variable-speed Drive Cuts Energy and 

Increases Production for ICI— 1st January 1998 / 1st May 2003，http : // www . caddet . org / 
infostore / display . php?id=3276 

摘要 

這項案例顯示可變速驅動系統具備改善風機功能及節能之效用。ICI 集團某製氯工廠專門生產

鹼氯相關衍生產品，該工廠位於英國 Runcorn 地區，每年消耗英國所產電力之 1％，光是其

馬達及驅動設備每年在電力上之能耗即達 1 千萬英鎊。 

該公司為節約能源，在 1998 年至 2000 年期間設置 5 套可變速之驅動系統，每年節能 600 

MWh(約為 30,000 英鎊)，該變速驅動系統由簡單之類比訊號控制，但若是需要的話，可輕易

將其提升至直接由網路數位控制。 

於 75kWh 燃燒風機上裝置可變速驅動系統另有項優點為，該風扇可提供適當的空氣量予燒鹼

工廠使用，以往送往鍋爐使用之空氣是由氣閥(設置於風管上以控制氣流量)所控制，但由於

其控制系統不良導致鍋爐啟動困難而影響生產。 

此套新式可變速驅動系統具備下列優點： 

1.震動降低，減少噪音產生 

2.改善空氣控制系統，縮短停產時間 

3.具備軟性啟動功能，可延長馬達壽命 

技術面 

本案例係著重在控制技術之改善，特別設計應用於風扇及馬達之控制上，該變速驅動系統由

簡單之類比訊號控制，但可輕易將其提升至直接由網路進行數位控制。 

本案例中五套可變速驅動系統其中 3 套係於 1998 年設置，在 1999 年及 2000 年則分別在燃燒

風機及冷卻空壓機上各設置一套 75 kW 及 132 kW 之可變速驅動裝置。 

能源面 

本案例中五套可變速驅動系統每年在電力上可節能 600 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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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 

每年節能 600MWh 約等同每年減少 203,736 公斤二氧化碳排放量。 

經濟面 

此案例每年在電力上之支出可降低 30,000 英鎊，並因提升生產力而增加 100,000 英鎊收益。 
 
 
5.英國 Ceredigion 地區之太陽能交通警示號誌－PV Powered Traffic Warning Signals in 

Ceredigion—1st May 2000/29th April 2004，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 
19307 

摘要 

英國 Ceredigion 之郡議會設置 12 套原型太陽能學校交通警示系統。 

目標 

此計畫之目標是藉由降低設置及操作費用的方式使得設置交通警示燈之鄉村地區學校數量增

加，而利用太陽能系統之最主要理由為降低設置費用並展示太陽能之應用性。 

計畫總結 

在鄉村地區之學校裝設太陽能交通警示系統較傳統電力系統之設置費用可減少 60％(主因為

不需設置長距離之地下電纜)，其平均設置費用可從 6,000 英鎊降低為 2,000 英鎊，同時不需

額外操作費用且具備高穩定性。由於使用超長壽命之 LED 燈泡，其燈泡並不需時常更換，該

套原型系統從安裝完成後雖然有部分電池可能需定時被更換，但迄今並未有任何維修保養需

求。 

本套系統每年需調整一次警示控制單元之運作時間，如可設定假日或學校休假日時不運作

等，由於 Solargen Solutions 公司所設計之新式程式單元需進行測試，因此，於新地點安裝此

套新式程式單元之時程有所延誤。 

技術面 

Ceredigion 郡議會在 1999 年發展第 1 套原型太陽能交通警示系統，而在 2000 年 4、5 月間於

鄉村學校間設置 12 套系統，每套系統設備包括：12V 75W 之太陽能集能板、100 安培小時容

量之蓄電池及超長壽命(100,000 小時)之 LED 燈泡。 

能源面 

每個 LED 燈泡僅需 10 瓦特之電力。 

環境面 

每套設備每年可降低 1 公噸二氧化碳排放量。 

經濟面 

每套設備每年節省之電力費用為 78 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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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空氣分離工廠以副產物燃料做為動力來源 Air separation plant powered with by-product fuel—1st 
January 1996/22nd September 2002 ，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 1&id=3053 

摘要 

加拿大空氣產品有限公司位於安大略 Nanticoke 之工廠為一生產氧氣、氮氣和氬氣之空氣分離

工廠，產品主要供應伊利湖鋼鐵公司使用。該廠為輸氣之便，設廠於伊利湖鋼鐵公司所屬鍋

爐房和冷卻塔之間。工業氣體生產因相關空氣壓縮機組之操作相當耗能，故生產成本相當昂

貴。 

目標 

伊利湖鋼鐵公司擬尋找較電力更為經濟之動力來源以供相關空氣壓縮機組運轉所需。 

計畫總結 

經以汽渦輪機取代電動馬達做為相關空氣壓縮機組動力來源，可大量節能及降低成本。新系

統中汽渦輪機所需蒸汽產自該公司煉鋼製程鼓風爐廢氣廢熱回收系統，該廢熱原釋放至大氣

廢棄未用。新系統與該廠既有設施亦可有效整合，如既有鍋爐所產出過剩之蒸汽可送至新系

統使用，現有的冷卻水系統亦可符合新系統蒸汽冷凝需求。 

技術面 

鼓風爐廢氣之成份包括氫(8%)、一氧化碳(21%)、氮氣、二氧化碳和水蒸氣等，熱值約為 3.7 

MJ/Nm3；廢氣中約 25%被用於加熱送至鼓風爐之空氣至 1,125 ºC，其餘則用於鍋爐生產蒸汽。

汽渦輪機的設置容量為 6,540 千瓦，所需蒸汽量約為 35 公噸/小時。 

能源面 

本廠以廢熱做為壓縮機動力來源後，可節能約五千三百四十萬 kWh，減少了可觀之能源費用

和溫室氣體排放。 

環境面 

本廠新系統運轉後每年可減少二氧化碳、氮氣化物及硫氧化物之排放量各約為 47,000 公噸、

91 公噸及 238 公噸，另外，回收使用原釋放至大氣之剩餘熱，亦可有效降低排放至環境之熱

能及石化燃料之使用量。 

經濟面 

本廠以廢熱回收系統及汽渦輪機發電之新系統取代電動馬達做為動力來源，每年約可節省經

費約一百七十萬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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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用空氣壓縮機廢熱做為製程加熱 Air compressor waste heat for process heating — /22nd 
September 2002 ，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 
1&id=3177 

摘要 

Crown Cork & Seal 公司從事啤酒和飲料鋁罐製造。當該公司之 Calgary 廠更新鋁罐製程，而

需加大壓縮空氣容量時，由於現有空壓機之冷卻塔已不敷使用，而新設冷卻塔又所費不貲，

公司決定投資設置一座熱交換器來冷卻空氣壓縮機，所產生熱水則做為鋁罐洗滌之用。 

目標 

擴增空壓機容量而無需新增昂貴的冷卻塔。 

計畫總結 

新系統所需水源為河水，在冬季時水溫接近零度，空壓機所產生之廢熱回收用於提升水溫之

作法，可大幅降底原加熱河水之天然氣用量。新系統之維護相當簡單，主要為防止熱交換器

結垢之飼水化學處理。 

技術面 

新熱交換器所用水源為河水。在冬天, 水需自 4.4℃加熱至 38℃，在夏天，則需自 18℃加熱

至 38℃。本廠年操作天數為 350 天，一天 24 小時，用水量約為 0.053m3/分鐘，年使用水量約

26,700m3。熱交換器為標準商業產品，為圓柱形，長 2.638 公尺、直徑 0.454 公尺。 

能源面 

新系統每年可節能約 34,000GJ，相當於每年減少 91,324m3天然氣消耗量。 

環境面 

於 2000 年，新系統所減少之二氧化碳排放量約 172 公噸。洗滌製程之化學品用量亦大幅減少。

此外，本廠回收空壓機廢熱進行洗滌水加熱之作法，除增加洗滌功效外，亦有利於洗滌製程

烘乾機的運作。 

經濟面 

本系統熱交換器設置費用為 6,500 加幣。在 2000 年，新系統之節能可獲益約 12,000 加幣，回

收期約僅 6.5 個月，而隨著天然氣價格之盤升，獲益幅度將更高。而採行本系統，亦免除安

裝一套費用估計約為 25,000 加幣之新冷卻塔。 
 
 
8. Breton, Banville & Associates公司總部的節能最佳化設計 Optimisation of the head office of 

Breton, Banville & Associates—1st February 1998/22nd September 2002 ，

http://www.caddet.org/ 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 =1&id=3389 

摘要 

Breton, Banville & Associates 公司為魁北克地區之電機工程領導廠家，最近建造了新總部大

樓。大樓為二層樓面外加一層樓中樓之構造，總面積為 4,645 平方公尺，為加拿大第一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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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單一介面統合性電腦控制系統管控溫濕控制、照明設備、防火和保安系統。該公司並藉此

獲得 1999 年 Association québécoise pour la maîtrise de l'énergie (AQME)大廈類別能源獎章。 

目標 

新總部大樓之設計具備極佳之能源利用效率，可提供 225 工作者一個高品質之工作環境。 

計畫總結 
大樓照明設備採用節能之螢光照明，完全由電腦控制避免多餘浪費。新鮮空氣由中央空調系

統經偵測後適量供氣。大樓除緊急通道及入口大門外，98%之空調為密閉循環供給。空調系

統使用不鏽鋼管避免腐蝕及因而導致之效率減損，因此顯著減少使用於沖洗管道之化學藥品

用量。空調系統所使用三個泵浦，容量均依需求嚴選。大樓下方設置有大型儲水槽做為儲能

之用，得在上班時間經由能源重新分配提供熱能，避免從大樓外提供所需熱能。 

技術面 

大樓下方做為儲能用之大型儲水槽容量為 151,000 公升，維持超過八小時之熱量梯度，溫度

能被維持在 15 和 39℃之間。大樓的冷卻容量是 129 公噸，加濕容量是 45.4kg/hr。系統包括

42 個熱泵和二條循環水路，流量各約 851l/min。當有冷卻或加熱需求，可分別以 120 公噸之

水冷卻塔冷卻或以一個 1,266MJ 鍋爐加熱。 

能源面 

與其他相似規模之大樓比較，Breton, Banville & Associates 公司總部每年可節省 11,830m3天然

氣(少約 70%)，及節能 627,840kWh(少約 64.4%)，總電力使用容量約 145 千瓦(少約 44.2%)，

總能源消耗為 0.53GJ/m2/year(少約 56%)。 

環境面 
本大樓與其他相似大小大樓比較，每年可減少天然氣消耗約 11,830m3，約等同於減少 26 公噸

之二氧化碳排放量，另降低電力使用約等同於減少 11.4 公噸之二氧化碳排放量，每年可減少

之總二氧化碳排放量約 37.4 公噸。本大樓使用不鏽鋼管道系統，顯著減少使用於沖洗管子之

化學藥品用量。本大樓在機械零件外均安裝隔音材，減少噪音汙染。內部空氣之二氧化碳濃

度維持在 550ppm 之下。 

經濟面 

本大樓節能費用支出約為 157,248 加幣。因節能設計傑出並獲頒 35,524 加幣。每年總節能獲

益約為 47,500 加幣，回收期約 3.3 年(加計獎金回收期約 2.5 年)。 
 
 
9. 閒置電腦之螢幕節電裝置 PowerSaver Energy Saving Device for Idle Computer 

Monitors—1st August 1996/12th July 2001 ，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 
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917 

摘要 
由於個人電腦所使用之 CRT 顯示器因具持續釋熱特性而相當耗能，故如何於操作者短暫暫停

使用個人電腦或下班後有效將顯示器關機節電成為節能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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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環境及能源部總部計有 15 層樓、共約 320 名雇員、307 台個人電腦，以該總部各台螢

幕耗能在 80 至 100W 之間計，潛在的節能空間可達每台每月在 10,000 至 24,000kWh 之間。

基本上，為達成上述目的，並不需要額外增加硬體裝置，因為該大樓大多數電腦已內建

EnergyStar 公司之節能裝置「PowerSaver」，可於未使用時自動關斷顯示器。惟是否已正常啟

用該功能，則需進一步觀察測試。 

經觀察測試後本計畫研究初期大樓中僅 1 台電腦顯示器正常驅動該裝置而於未使用電腦時關

斷顯示器電源，其餘 306 台顯示器，則未能於操作者中斷使用電腦或下班時，有效將顯示器

關機。 

技術面 

「PowerSaver」是 EnergyStar 公司之產品，為一小型、內建於 CRT 顯示器電源線的設備。它

具備微小的感應器得感知鍵盤是否持續運作。該設備無需連接至個人電腦的資料埠，故與電

腦 CPU、硬碟、數據機或網路之運作無關。也因此，設備之啟始安裝無需重新關機或登出。 

能源面 

大樓之電力消耗量經運用「運用於能量報告之快速會計系統」(FASER，Fast Accounting System 

for Energy Reporting)持續追蹤超過一年後，而有具體節能成效，成效中 2/3 來自實際之用電減

少，1/3 則來自減少的空調耗能。 

經濟面 

本計畫花費約 12,280 加幣，年節能獲益為 20,650 加幣，回收期約為 7 個月。 

環境面 

除上述每年節能獲益外，啟用相關節能裝置之顯示器，壽命估計亦可延長約兩倍。根據電腦

研究組織 Dataquest 之研究指出，啟用相關節能裝置之顯示器處於關機狀態之時間為開機之 4

到 11 倍。 
 
 
10.紙漿廠之再生熱量氧化單元 Regenerative Thermal Oxidation Unit Installed at a Kraft 

Pulp Mill—1st January 1997/12th July 2001，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985 

摘要 

在紙漿製造產業，總還原硫(TRS)之減量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之有效破壞去除為最關

鍵之環境維護訴求。Cascades East Angus Inc.公司位於魁北克之紙漿廠，於 1997 年安裝了一

套「Biotox」系統，有效將總還原硫排放量控制在 10 ppm 排放限值內。該系統為由 Biothermica

公司所發展之再生熱量氧化製程，結合了燃燒與能量回收系統。該技術並於 1999 年獲空氣和

廢棄物管理協會(A&WMA)頒發 J. Deane Sensenbaugh 獎。試驗證明該技術對於總還原硫之去

除效率達 99.6%，能源回收可達 87.8%。 

技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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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量低濃度(HVLC)氣體經由閥門控制機制進入三床式再生熱量氧化(RTO)單元。氣體首先

進入填裝了陶瓷材料之之第一填充床，以加熱至氧化溫度，然後進入以天然氣燃燒器提供熱

源之燃燒室。其次氣流進入填裝了陶瓷材料之第二填充床，而轉移出 90%之熱量，這些熱能

則將供後續流程加熱用。廢氣其後將於第三填充床以循環填充料洗淨，以去除殘餘的汙染物。

整個流程持續地於各填充床循環地加熱與冷卻。 

能源面 

由於具高熱回收率，再生氧化得以最小的能量輸入達到極高之廢氣破壞去除效率。因而，天

然氣燃燒器僅需提供熱源約 2.9GJ/h，而傳統熱處理約需提供熱源 24.42GJ/h。 

環境面 

本系統可使紙漿廠廢氣排放符合環境標準。並且，不產生任何廢水及有害及難以清理之廢棄

物。本技術與一般技術比較約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達 1200kg/h。 

經濟面 

本設施的投資成本共計 800,000 加幣，較一般技術多出約 600,000 加幣。但是 Biotox 技術消

耗較少能量，估計每年節能獲益約 600,000 加幣，回收期約一年。 
 
 
11.瑞典首相官邸之能源供給系統 100% Renewables used at the Swedish Prime Minister's 

Residence—1st January 2002 / 29th March 2005 ，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section=1&id=20977 

摘要 

Harpsund 為瑞典首相夏天之官邸，同時該官邸亦做為公務使用，許多世界領袖曾在此開會，

同時亦有許多非正式會議包括政黨間、工商團體及其他團體之會議在此召開。 

Harpsund 所使用之暖氣及熱水原先係由傳統之天然氣及電力供應，目前已由再生能源(太陽能

及生物能源)100％完全取代，瑞典國有資產部對 Harpsund 所訂定之新系統規格要求非常高，

該計畫是從能源分析(包括不同系統之生命週期費用分析)開始展開。 

技術面 

Harpsund 設置一套新式之地下電纜管道將包括管理單位、房間、工具間及機械房等單位連接

到新式能源系統，Harpsund 每年之能源需求為 1,050 MWh，其中 60～70％由一套 250KW 鍋

爐(燃料為木屑)所提供，另外設置一套 400KW 鍋爐(燃料為小木片)以供尖峰時段用電及備用

電力。 

在夏季，由於能源需求非常低(約為平常 25％)，且地下電纜管道之能源耗損可高達 70％，該

套 250KW 鍋爐無法有效率的運轉，故另外設置一套 236 平方公尺之太陽能集能板及 30KW

之鍋爐(燃料為小木片)來供應夏季時能源需求，其中太陽能提供 10％能源需求，該套太陽能

集能板係設置在機械房之屋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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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系統係由 Aquasol 公司 (該公司資料請詳www.aquasol.nu)提供，而鍋爐系統則由

NaturEnergi 公司(該公司資料請詳www.naturenergi.se)所提供。 

本套系統由於操作穩定且對環境衝擊較小，故雖然有較便宜系統可供選擇亦不予考慮。 

能源面 

Harpsund 所使用之暖氣及熱水原先係由傳統之天然氣及電力供應，目前已由再生能源(太陽能

及生物能源)100％完全取代，Harpsund 每年之能源需求為 1,050 MWh。 

環境面 

使用本套能源系統可使二氧化碳每年減少排放 300 公噸，同時二氧化硫及氮氧化物之排放亦

降低，與傳統燃油與電力系統相較，本套系統所產生之懸浮微粒及 VOC 濃度雖較高，但所增

加之排放量有限。 

經濟面 

設置本套設備之費用為 8.7 百萬克朗(瑞典的貨幣單位)，約為 1 百萬歐元，本套設備產生 1kWh

之能源其費用為 6.8 分歐元。 
 
 

12.鋼鐵廠回收焦爐煤氣做為高爐燃料使用 (Steel Plant Recovers Coke Oven Gas to Fuel Blast 
Furnaces －  1st March 1998/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 
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450) 

摘要 

像大多數鋼鐵公司一樣，美國鋼鐵公司使用焦炭製造業之副產物－焦爐煤氣，作為焦爐、鍋

爐和高爐之燃料使用。而由於鋼鐵製造與能源需求變化有關，美國鋼鐵公司和其他鋼鐵製造

商通常在低能源需求期間必須燒掉焦爐煤氣。在努力節省能源費用下，美國鋼鐵公司在其位

於賓夕法尼亞匹茲堡郊區的 Mon Valley 鋼鐵廠開發了一套系統，可允許工廠使用多餘的焦爐

煤氣作為高爐燃料使用。其他鋼鐵公司曾試圖利用焦爐煤氣作為高爐之燃料使用，但美國鋼

鐵公司是第一個實驗成功的公司。在缺氧狀態下，在焦爐中加熱煤炭可產生焦炭，乃鍊鋼之

基本製程。焦炭製造過程產生之副產物－焦爐煤氣，為一低熱值氣體，大約 40%的焦爐煤氣

可作為燃料使用。 

技術面 

Mon Valley 鋼鐵廠為利用焦爐煤氣做為高爐燃料使用，須對現有系統做進一步改裝。改裝工

程由美國鋼鐵公司姐妹廠，Met-Chem 公司執行，所安裝的三部 900 匹馬力壓縮機及其管路系

統，可提昇進入焦爐煤氣之壓力從 10 psi (0.7 kgf/cm2) 到 55 psi (3.8 kgf/cm2)。由於焦爐煤氣

無法產生足夠的熱量來充分滿足高爐使用需求，故該廠增加儀器和設備以便利用天然氣來補

充熱量。 

能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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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Valley 鋼鐵廠回收多餘的焦爐煤氣作為高爐燃料使用，可減少相當於 2,440,000 MMBtus

之天然氣使用量。 

經濟面 

Mon Valley 鋼鐵廠高爐使用焦爐煤氣做為燃料之設備改造計畫之經費約 6.1 百萬美元，因此

所大量減少使用之天然氣每年可節省 6 百萬美元，投資成本回收時間比一年還少。 
 
 
13.利用甲烷以降低氮氧化物排放量之燃爐系統 (Methane de-NOx system for stoke-fired 

boilers － /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 1&id=3548) 

摘要 

再燃燒系統通常使用固體或油為燃料之燃燒系統，而 IGT 擁有一套利用甲烷降低氮氧化物排

放系統之專利權，能減少來自燃爐之氮氧化物排放量。與傳統式再燃燒系統相比，IGT 系統

乃將天然氣從上方注入主燃燒區以製造富含燃燒條件的環境。足量空氣被注入爐中，並允許

足夠的停留時間以達到再燃燒反應，以利爐內殘餘碳氫化合物被焚化前，減少氮氧化物形成。 

技術面 

IGT 焚化系統可減少 60%氮氧化物生成量與減少 50%CO 的生成量，且未減低都市垃圾進料

處理率。天然氣注入除可降低過量空氣需求外，並可增加 2-3%之燃爐熱效率，另 6-8%之廢

氣再循環注入爐內與天然氣充分混合後燃燒。 

能源面 

這項技術被示範於位在明尼蘇達州羅徹斯特 Olmstedt 郡之一座現代化資源回收處理設施中，

二座 100-ton/day 燃燒室當中的一個進行測試運轉。測試時，本系統可將氮氧化物排放濃度降

低至 75 ppm 以下，一氧化碳排放濃度降低至 40 ppm 以下，天然氣注入量約為總燃料輸入量

之 14%。 
 
 
14. 垃圾資源回收廠之操作效率改善措施 (Improv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t a 

Waste-to-Energy Facility － 1st March 1996/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4123) 

摘要 

加州長灘市將垃圾轉換成可利用的電能，並賣給地方電力公共事業已有超過十年的時間。最

近，該市向東南資源回收廠(Southeast Resource Recovery Facility，SERRF)尋求改善方式以提

高設施操作效率，並在三座燃爐抽風機系統安裝變頻驅動器(variable frequency drives，VFDs)

以有效節能。這項將廢棄物轉變成為電能的過程從垃圾車駛入 SERRF 並將垃圾倒入 5,000 公

噸的垃圾貯坑就開始了，垃圾吊車夾起垃圾並放入垃圾進料口(共有三個)，再由液壓推桿將

垃圾推入燃燒室(共有三個)。除一台 100 匹馬力之主要風扇及一台 150 匹馬力之次要風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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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燃燒室的排氣端各有一台 500 匹馬力的抽風機，這些抽風機由節流閥控制氣流量與風扇

口閘門。在正常運行期間，風扇口閘門可從閉合到 100% 開放。帶有變頻驅動器的抽風機可

連續調整風扇速度，並使風扇口閘門張開至 100%狀態。結果，美國能源部(DOE)之馬達節能

示範計畫顯示，三台抽風機的用電量可減少達 34%，每年可節省 329,500 美元。 

技術面 

三組分離式變頻驅動器被裝設於三台 500 匹馬力用於垃圾焚化處理之燃爐設備之抽風機上，

這項修改能使設施連續調整抽風機速度以維持爐內所需通風量，並可調節風扇口閘門張開到

100%，以消除因節流閥所造成的壓力損失。 

能源面 

這項計畫結果顯示，三台抽風機每年電能消耗量從 10,728,000 kWh 降至 7,066,000 kWh，減

少率達 34%。 

環境面 

本計畫估計每年可減少二氧化碳、硫氧化物及氮氧化物之排放量分別可達 3,189,000 磅

(1,446,000 公斤)、9,100 磅(4,128 公斤)以及 10,000 磅(4,536 公斤)。 

經濟面 

本計畫總成本約為 663,000 美元，每年節能之經費約達 330,000 美元(在電費為 0.09 美元/千瓦

小時之基準下)，估計成本回收期約 2 年。此外，加州能源委員會另提供 400,000 美元的津貼

給付，使成本回收時間降低到 9.6 月。 
 
 
15.具變速驅動器之節能塑膠射出成型機(Adjustable speed drives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of 

plastic injection moulding machines －  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 Producttype _id=1&id=3337) 

摘要 

在美國大約有 7,800 台射出成型器運作於 89,000 台射出成型機組中，大多數這些機器的操作

乃由電動機牽引之液壓泵所驅動。多年以來，標準系統是固定射出型式，以符合成型機的最

大要求。然而成型機具有不同功率的需求，會將過量的液體壓力通過泄壓閥以流回貯槽中，

結果造成能量的浪費。新一代的成型機具有可變式液壓系統，文獻資料顯示可節省能源達 20%

到 60%。目前運轉中的成型機，約有 74%是固定射出類的舊型機器。 

從事公用服務事業的 Edison 公司舉辦示範計畫，將變速驅動器(adjustable speed drive, ASD)

安裝在該公司其中一位客戶－Wise Hamlin Plastics 公司廠內，以評估其射出成型機上之成

效。支持本項計畫的電力研究機構(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s, EPRI)中心之材料製造組

與 Edison 公司，合夥進行節能效果驗證工作，並將其資訊提供給其他使用射出成型機的客戶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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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面 
變速驅動器被安裝在一具 56 千瓦(75 匹馬力)的馬達上，以及配置適當的介面，以控制現有的

射出成型機系統，並評估樹脂類型、射出大小和週期等操作條件與操作範圍。 

能源面 

評估使用中變速驅動器運作情形，其節能效率平均可達 41.1%。射出成型機依據大小不同，

平均而言其節能效果每年大約為 39,000 kWh。 

經濟面 
變速驅動器、控制介面和設置費用之總成本為 18,500 美元，電力節省每年可達 4,900 美元，

簡單估算成本回收期為 3.8 年。全國有 10%的射出成型機採用這項技術，每年可節省 347 百

萬 kWh 電力，相當於 2 千萬美元。 
 
 
16.可變區域空調系統- 一個新型工廠空調系統介紹 Varia-Zone System - Introduction of a New 

Air-Conditioning System for Factories － /9th December 2002, http://www.caddet.org/ 
infostore/display.php?id=3737 

摘要 

可變區域 (VZ)空調系統是一種新型工廠空調系統。其提供與全域空調相同之舒適度且操作費

用接近更便宜之單點空調。VZ 空調系統具有以下三種特性:(1)藉由其相對地高氣流率可降低

工作人員之感受溫度;(2) 其具有擺動性空氣出口可以增進舒適度,並加大有效空調區域,另藉

由間歇性地從通風口吹風以使工作人員移動至非活動區時仍感受到舒適性;(3)其單一提供空

調於工作人員活動的區域。 

此外,VZ 空調系統在較高的出口氣溫下提供與傳統全域空調系統相同之舒適度。爰此,藉由出

口氣溫控制器之設置來節省可觀能源是可行的。舉一個在塑膠成型工廠安裝 12 個噴嘴型式擺

動出風口之 VZ 空調系統為例說明。經模擬估算,在同一區域提供相同舒適之情況下，傳統以

48 Pankah 百頁型出口通風空調之冷卻負荷較 VZ 空調系統高出 40%。這表示 VZ 空調系統每

年可節省操作費用約 306,000 日圓。 

目標 

可變區域 (VZ)空調系統是一種新型工廠空調系統。其提供與全域空調相同之舒適度且操作費

用接近更便宜之單點空調。 

技術面 

VZ 空調系統之擺動出風口區分有二種型式。第一類型為由噴嘴自行擺動並提供間歇性通風，

其主要是被使用在出風口相對於工作面較高之天花板。第二類型為由百頁或出口風扇框搖擺

並提供間歇性通風，這種類型主要是被使用在出風口相對工作面高度低之天花板。 

上述塑膠成型工廠之樓地板面積約 730 平方公尺，具有 14 台塑膠成型機，每天 24 小時運轉。

在夏令時期，其塑膠成型機之運轉大量提高室內溫度。在塑膠成型機間之通道上方安裝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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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噴嘴型式擺動出風口之 VZ 空調系統,該空調系統只對員工工作區域提供空調並有效地提供

涼風給工作人員，且不致危害到塑膠成型機器之運轉。 

能源面 

在提供相同舒適度之狀況下，VZ 空調系統之出口冷卻空氣溫度僅為 18.2°C，而傳統 Pankah 

百頁型出口冷卻溫度卻需低達 15.2°C，由此可見傳統之空調系統將增加冷卻負荷。在須空調

冷卻之夏令季節(4 個月期間)，VZ 空調系統的冷卻負載及和用電量約為 147.9 kW and 180 GJ，

而傳統空調系統則約為 206.5 kW 和 245 GJ,其較 VZ 空調系統約高出 40%及 36%。 

經濟面 

以每度電費 17 日圓計算，塑膠成型工廠每年須空調冷卻之夏令季節之用電費用，於採用 VZ

空調系統和傳統空調系統之用電費用分別為 850,000 日圓和 1,156,000 日圓。因此,VZ 空調系

統在每個須空調冷卻季節可節省電費 306,000 日圓。 
 
 
17.商業運轉之 PFBC 複循環式發電廠使用陶瓷過濾器去除空氣污染物並大量減少維修費

Commercial PFBC Combined Power Cycle Power Plant Using Ceramic Filters －1st May 
1995/16th October 2002, http://www.caddet.org/ infostore/ display.php?id=3781 

摘要 

採用正壓式流體化床燃燒(PFBC) 技術之複循環發電機組可使燃煤燃燒更乾淨且更有效率地

發電，以有效解決燃煤發電所需面對之最重要課題，亦即減輕環境負荷。日本三菱重工業(MHI) 

在 1985 年附近開始研發 PFBC 技術，並於 1990 年以後，繼續研發一套 2 MW PFBC 實驗模

廠。北海道電力公司(HEPCO)，從其建廠起即積極使用燃煤發電，並根據其與 MHI 的聯合研

發合約，建造了一座 85MW 示範驗證且商業運轉之 PFBC 複循環發電廠以作為其第 3 套

Tomatoh-Atsuma 發電站，該廠自 1995 年 5 月開始測試並至 1998 年 3 月開始商業運轉操作。

該廠採用最新研發試管型陶瓷過濾器，可將高溫高壓燃燒氣體中所含粒狀物去除達 99.99%。

這將使進入汽輪機之粒狀物含量降低至低於 5 mg/m3N，此粒狀物含量約為經雙重旋風集塵系

統處理後廢氣中之粒狀物含量之 1/200，可以大幅減少氣輪機葉片之磨損，以大量減少該 PFBC

廠之維修費用。 

目標 

示範驗證該 85MW PFBC 複循環式發電廠的經濟和環境效益。採用陶瓷過濾器過濾高溫高壓

燃燒氣體之粒狀物，可大幅減少氣輪機葉片之磨損，以大量減少該 PFBC 廠之維修費用。 

技術面 

該 85MW PFBC 複循環式發電廠包括一座 PFBC 鍋爐(蒸汽產出量：195ton/hour；燃燒溫度：

870°C；流體化床高度：4.65m；氣體壓力:1.08MPa)，一組 73.9MW 蒸汽渦輪發電機組(壓力：

16.6 MPa；溫度：566/538°C)，一組 11.1MW 氣體渦輪發電機組(壓力：0.95 MPa；溫度：831°C)

及其他相關設施。高溫高壓氣體在進入汽輪機前先經旋風集塵器處理再進一步經由陶瓷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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濾器過濾更細之微粒。一組乾燥選擇型觸媒 De-NOx 單元自汽輪機排氣中去除氮氧化物。並

在鍋爐中加入石灰石去除燃煤中之硫氧化物。藉由逆向空氣吹除附著於過濾器管壁上之灰

塵。燃煤則由一組乾燥進料系統送入鍋爐。 

能源面 

該 85 MW PFBC 複循環式發電廠之商業操作運轉設計值為總熱效率 40.1%。 

環境面 

正常運轉下，該電廠之粒狀物、硫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之排放量分別為 5 mg/m3N，10 ppm 及 40 

ppm，遠低於法規規定之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分別為 28 mg/m3N 、119 ppm，98 ppm) 。 

經濟面 

藉由陶瓷過濾器微過濾燃燒廢氣，大幅減少汽輪機葉片磨損，可以大量減少該 85 MW 電廠之

維修費用。此外，該廠亦因免於停機更換汽輪機葉片進而提高操作運轉效率。 
 
 
18.洗滌塔廢水廢熱回收利用 Waste Heat Utilisation System using an Adsorption Refrigerator 

Uses Hot Scrubber Discharge － 1st January 1994/15th October 2002,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767 

摘要 

在東京 Hino 之 Asakawa 污水處理廠，安裝了一個廢熱回收系統以回收利用其流體化床污泥

焚化爐之廢氣洗滌塔排放熱廢水之廢熱能源。該回收系統以熱交換器交換洗滌塔排放熱廢水

之廢熱，並以一組吸收式冷凍機以該熱交換器產出相對低溫熱水作為它的熱源來產製冰水。

如完全利用該污水處理廠洗滌塔排放之熱廢水，則該廢熱回收利用系統，每年將可減少空調

供暖及冷卻所須之用電量達約 300,000 度，與使用等效之空氣源熱泵系統之用電費用比較，

該廢熱回收利用系統將減少電費約 3.8 百萬日圓。 

目標 

Asakawa 污水處理廠之洗滌塔處理其流體化床污泥焚化爐所排放之廢氣時，須使用大量的水

去冷卻及洗滌處理。該溫度在 40-65°C 之洗滌廢水可被回收再利用。為有效利用該洗滌塔排

放廢水中之廢熱能源，在東京 Hino 之 Asakawa 污水處理廠，安裝了一個廢熱回收系統，以

熱交換器交換洗滌塔排放熱廢水之廢熱，並以一組吸收式冷凍機以該熱交換器產出相對低溫

熱水作為它的熱源來產製冰水。 

技術面 

該熱交換器由一個廢水槽及多個熱交換器盤管(熱交換隔板)組成，洗滌塔排放廢水之廢熱

(65°C)加熱熱交換器盤內之循環水(48°C)。被加熱之循環水(52°C)在冬季時將直接地被供應至

盤管以加熱空調。在夏天，吸收式冷凍機產製冷卻用冰水，即是以該循環熱水作為其再生吸

收劑的熱源，並以污水廠之處理水(大約 25°C)作為其冷卻用水。該吸收式冷凍機之組成包括

具二種吸收劑(silica gel)之成對熱交換器、冷凝器、蒸發器及冷卻水蒸氣閥門，並全數安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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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真空密閉系統中，再加上雙向閥門開關以控制水流方向。該吸收式冷凍機利用水蒸發潛熱

須吸熱之原理，將 15°C 冰水冷卻產製成 10°C 之循環冰水，並藉由吸收劑除濕。 

能源面 

假設 Asakawa 污水處理廠污泥焚化設施(150 tons/day)每天 24 小時連續運轉，且廢熱回收利用

系統容量增加到 270.3 kW 供冷卻用及 482.0 kW 供加熱用並可將洗滌塔排放熱廢水全數回收

利用，則該廢熱回收利用系統與使用等效之空氣源熱泵系統(274.4kW 供冷卻用;270.5kW 供加

熱用)比較，其用電量每年將可減少約 300,000 度，節能成效達 1080.0000 (GJ/y)。 

環境面 

該吸收式冷凍機未使用對地球環境有所危害之冷凍劑，譬如 CFCs。 

經濟面 

上述廢熱回收利用系統與使用等效之空氣源熱泵系統之用電費用比較，每年將可減少電費約

3.8 百萬日圓。 
 
 
19.人工智慧全電控射出成型機 AI Controlled Fully Electric Injection Moulding Machine －1st 

December 1995/14th October 2002 , 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944 

摘要 

基於最近射出成型產品尺寸有縮小趨向，有必要減少成型產品的製造成本並改進射出成型機

之精確度，故主要關鍵課題在如何於射出成型過程中減少操作運轉費用，回收廢塑料及保證

穩定的射出成型功能。 

一個以 Roboshot 系列著名的 AI (人工智慧) 全電控射出成型機，已經被發展符合上述之需

求。一個使用伺服馬達驅動方式之全電控射出成型機所需用電量低於一般傳統使用油壓驅動

方式所需用電量之 1/3 ，冷卻水用量降低至 1/10 。Roboshot 系列射出成型機更進一步藉由

一個剛性機構來提高傳送驅動力之效率並採用電力再生功能而減少用電量,該項研發之 AI 壓

力分布追蹤控制器總是能夠複製最佳成型之壓力分布，以提高產品良率獲得更高產量。即使

使用再生材料作為原料，此系統亦能穩定的成型，從而節省能源及資源。該研發的射出成型

機被應用製造各式產品，譬如照相機鏡頭、光碟讀寫頭透鏡、電腦和電子儀器之零件，及葯

品/食品產業所需相關成型用品。 

目標 

射出成型是藉由熔化、揉製、成型、硬化、和擠壓塑膠材料以生產塑膠產品。在 24 小時連續

運轉的工廠，這樣以幾秒鐘為週期的製造過程一再的重複進行。基於最近射出成型產品尺寸

有縮小趨向，有必要減少成型產品的製造成本並改進射出成型機之精確度，故如何於射出成

型過程中減少操作運轉費用，回收廢塑料及保證穩定的射出成型功能成為主要之關鍵課題。

為達成上述需求，FANUC 公司以一套名為 Autoshot 系列之全電控射出成型機為基礎，開發

出 Roboshot 系列之智慧型射出成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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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面 

該伺服馬達僅在需要時啟動，因此用電量可以減少到少於其它傳統油壓趨動型的 1/3。馬達驅

動力藉由於剛性機構高效率地被傳送，並產生一定程度之挾持力。藉由模具的開關運動產生

再生電力可供使用，可以進一步的減少用電量。開始射出至成型期間之壓力分布與產品品質

的好壞有很高的相關性。該研發之 AI 壓力分布追蹤控制器總是能夠複製最佳成型之壓力分

布，以提高產品良率獲得更高產量。即使當以分子量參差不齊的重磨再生材料作為原料時，

AI 壓力分布追蹤控制器可以保證其穩定的成型生產，如此透過回收塑膠材料之使用可以節省

能源及資源。 

能源面 

該全電控射出成型機使用伺服馬達驅動方式所需用電量低於一般傳統使用油壓驅動方式所需

用電量之 1/3 ，冷卻水用量降低至 1/10 。 

環境面 

即使使用回收之再生材料作為原料，該 AI 壓力分布追蹤控制器亦能夠穩定成型，提高產量。

就算大比率混合使用再生塑膠材料，其也能像以原生塑膠材料為原料般穩定的成型生產。如

此減少廢棄物之產生將可減輕工業廢棄物處理負荷。 

經濟面 

與一般傳統使用油壓驅動方式機型比較，該研發使用伺服馬達驅動方式之全電控射出成型機

用電量可以減少至低於傳統油壓驅動式之 1/3，冷卻水用量可降低至 1/10。 
 
 
20. 蜂 巢 式 輻 射 加 熱 艙 Radiant Cell Cabin Heater －  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545 

摘要 

Alzeta Inc. 公司利用熱導技術發展蜂巢式輻射加熱艙，該項技術研發經費由 GRI 贊助。這台

加熱器被設計作為流體處理程序之均勻加熱設備，在高熱效率操作下減少氮氧化物排放量至

17ppm 以下，其效果比使用選擇性觸媒法(SCR)還佳。第一台蜂巢式輻射加熱艙被安裝於加州

紐瓦克之 Evergreen Oil, Inc.，該公司為一座廢潤滑油精煉廠，根據該廠管理階層表示，加熱

艙較以往處理能力加倍，且廢氣排放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能源面 

這台加熱器的設計特性包括：較低的過剩空氣量和壓降、瞬間開-關操作之燃燒噪音小以及調

整熱排放與承受熱衝擊等，加熱器的熱能效率可達 93% (根據低位發熱量)。該加熱器尺寸較

小，意味著先進精煉廠可有較低的設置成本以及較小的廠區面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