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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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原生鋁製造工廠電解製程的最佳化設計 (Optimisation of the Electrolytic Process in an 
Aluminium Primary Plant ， 1st December 1993/13th July 2001—http://www.caddet.org/ 
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 _id=1&id=3842) 

摘要 

Aluminerie Lauralco 公司設立於 1992 年，在公司營運初期之 3 年期間，公司員工為使工廠運

轉步上軌道，爰致力於最佳操作狀態之設計與測試，並成功地完成一系列節能計畫，有效改

善工廠還原製程之能源運用效率。 

還原製程為原生鋁製造工廠之最重要製程，主要程序為將原材料氧化鋁還原為鋁。Aluminerie 

Lauralco 公司共計有 264 個還原反應槽，經通以 315,000 安培、69 千伏之電流進行溶液還原

反應，還原反應產出之熔鋁則以真空方式抽送至坩堝爐進行精鍊。由於相關還原效率經評估

未能達到 96 %，本廠爰積極進行技術改善。 

技術面 

效率改善之第一個改善措施在調整最佳化之操作參數，譬如氟素的百分比、溶液稀釋比例、

進料率、通風量等等。第二個改善措施為還原反應槽的物理修改。相關改善措施完成後計增

產約 5 %，還原效率則提升至 96.2 %。 

能源面 

Aluminerie Lauralco 公司，超過 90 %的電能是由還原製程所消耗，投資在還原反應槽的物理

修改可致使本廠每年節能約 500,000 MWh。生產每公噸鋁之能源消耗值從 14 MWh/mt 降低至

13 MWh/mt。 

環境面 

本廠能源效率提升後，減少了源自於還原反應槽陽極效應所產生之溫室氣體(CH4、C2H6)。 

經濟面 

本廠陽極反應槽物理修改之投資費用約加幣 60 百萬，包括外部設備的修改(坩堝、移動式起

重機等等)，回收年限約為 3 年。 
 
 
2.設置變速驅動裝置及小型沈水式馬達計畫 Installation of variable speed drives and small 

submersible pumps，1st August 1993 / 16th July 2001—http : // www . caddet . org / admin / 
includes / back_end / print . php ? producttype_id = 1&id = 4171 

摘要 

本項計畫說明了於某些馬達上設置變速驅動系統(VSD 系統)及將過大之馬達更換為合適之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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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式馬達之好處，本項計畫設置於 HMC 公司所操作之採石場(位於英格蘭赤郡之曼斯菲德)，

並企圖增進製程效率及降低成本，VSD 系統係裝置於新式沈水式馬達上，該沈水式馬達之作

用係抽取瀉湖之水用於洗淨紅砂與白砂，供水系統與馬達運轉之控制係由超音波感應器監

控，結果顯示於裝置超音波感應器及 VSD 系統後，馬達電力消耗有顯著之降低，裝設 VSD

系統亦使產品品質更加一致，另外，將原本老舊並以地面為基礎之過大馬達更換為沈水式馬

達並獲致節能之效果，由於維修需求低、冬天不結凍且操作運轉時不需塗底漆，沈水式馬達

較原有之馬達具備更好之操作性能，本項計畫發生之問題不多，同時並計畫裝設更多之 VSD

系統及更換更多之沈水式馬達。 

技術面 

在英國，HMC 公司擁有 11 家採石場，其所供應之砂石(每年產量為 1,200 萬公噸)提供玻璃工

業及建築工業使用，使用於本項計畫之沈水式馬達其馬力為 35 kW。 

能源面 

本項計畫每年可節能達 264,000 度電力，其中大部分之節能均由 VSD 系統所貢獻。 

環境面 

每年節能 264,000 度之電力可換算為每年減少 118,800 kg CO2。 

經濟面 

本項計畫每年節能之經費可達 12,180 英鎊，另因置換沈水式馬達可令維修保養費每年節省

3,500 英鎊，本項計畫總設置經費為 26,290 英鎊，其設置回收期約為 2 年。 
 
 
3.水泥廠之廢塑料熱回收系統(.A Waste Plastics Thermal Recycling System in a Cement Plant －

21st August 1998/18th June 2003，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4857) 

摘要 

為解決水泥業面臨日益增長的廢棄物處置問題，具有回收利用廢棄物經驗之 Tokuyama 

Corporation 研發回收廢塑料作為水泥廠燃料之技術。該公司在 1995 年建立了在水泥窯中燃燒

顆粒狀塑料廢棄物之技術。該公司設置一座示範廠測試薄葉型廢塑料(fluff)燃燒效率並成功完

成製作可穩定燃燒之薄葉型廢塑料。根據這些結果,該公司在其 Tokuyama 工廠建置一座年處

理量 15,000 tonnes/year 之廢塑料熱回收工廠並自 1999 年 8 月開始運轉。這個計畫並獲得日

本政府補助。 

目標 

開發高效率且大量回收廢塑料作為生產水泥用之燃料技術。 

技術面 

該廢塑料熱回收系統具有以下特徵，其對緩和全球性暖化提供貢獻: 

(1)可處理各式各樣的廢塑料，範圍從影片型塑料到模組型廢料。 

(2)本技術唯一必須前處理者為必要之廢料切碎，因此可降低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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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在高溫 1,000℃～1,800℃之間完全燃燒廢棄物，不致增加環境負荷，一般高溫水泥窯

是幾乎無戴奧辛排放的。 

(4)高效率地回收廢塑料並作成高能源回收率之燃料。 

(5)本系統可大量資源回收處理廢塑料。 

(6)可減少從石油燃料燃燒產出之二氧化碳排放量。 

該廠由三個主要處理流程組成：即收受及供料,切碎及輸送與燃燒，其主要重點流程為切碎過

程。為減少能源消耗和設施建造費用,該廠只有一台平均處理容量 2.1 公噸/小時之切碎機。該

切碎機係由 Kawasaki 重工業製造，為單旋轉輪型並裝置有進料推進器且為油壓馬達驅動，可

使切碎機高效率地切碎軟性廢塑料。當旋轉輪刀片被廢塑料卡住時，可自轉逆向退出。切碎

機可切碎三種廢棄物，即軟性類廢塑料和廢紙，剛性類廢塑料，木片。經由更換切碎機系統

之篩分機，可獲得平均顆粒大小在 25 毫米以下之軟性類廢塑料及 20 毫米以下之剛性類廢塑

料。該薄葉型廢塑料包括 90%廢棄物，並具有 25,000～42,000 kJ/kg 的熱值，其粗密度約為

0.05～0.2 tonnes/m3。 

該薄葉型廢塑料之流動性非常低,須經特殊處理措施。因此，盛裝切碎廢塑料之貯倉和桶槽均

有平滑之底部且底部之直徑較上部為寬。薄葉型廢塑料經由鏈切削刀進料器自貯倉刮出，經

氣動輸送並通過旋轉進料器輸送至桶槽。隨後再由第二組鏈子切削刀進料器刮出桶槽外並經

計量台式進料器計量後，經氣動輸送並通過旋轉進料器輸送至水泥窯燃燒器。廢塑料的燃燒

率控制在+5%調整率，經由一系列水泥分析試驗結果顯示本製程製作之水泥品質維持穩定。 

能源面 

該廠在西元 2000 年間回收處理了大約 15,000 噸的廢塑料，減少等效之石油燃料消耗量約

13,200 kl 及大約 35,000 噸二氧化碳產出量(根據每 kl 原油產出 2.65 公斤二氧化碳計算)。 

該公司在 2001 年 6 月完成新設施後，其廢料回收處理系統容量增加到 45,000 tonnes/year。該

公司並計劃增加廢料回收處理系統容量至 165,000 tonnes/year。 

節能 

541,200.0 (GJ/y)  

環境面 

該廠在西元 2000 年回收處理了大約 15,000 噸的廢塑料，減少了廢棄物處置掩埋量。且由於

在高溫中完全燃燒，不會增加環境負荷。爰此，本項技術提高了水泥工業在地球環境的保護，

環境負荷的緩和及資源回收之貢獻。 

經濟面 

這個計畫的總計畫成本是 793.35 百萬日圓，其中研發費用是 13.35 百萬日圓，設備費用約為

780 百萬日圓。日本政府補助 197 百萬日圓，所以 Tokuyama 公司在該回收處理廠的總投資金

額約為 596 百萬日圓。 

估算減少石油燃料消耗之成本費用，在西元 1999 年約減少 46.4 百萬日圓，在西元 2000 年約

減少 97.9 百萬日圓(依據使用粉煤之熱值 6,000 kcal/kg 和廢塑料熱值 8,000 kcal/kg 換算)。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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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西元 1999 年有額外之廢塑料處理費收入約計 81.1 百萬日圓，西元 2000 年約計 140.9 百

萬日圓。同時，估算該廠年營運成本費用在西元 1999 年約為 134.2 百萬日圓，在西元 2000

年約為 250.4 百萬日圓(包括操作費、分期償還費用、稅和保險費用)。 

由於初設成本較高，致第一、二年之經濟效益較小。但是，在第三年以後將可因越來越少的

分期償還費用而使經濟效益逐漸增加。估算這個計畫的總投資成本之回收期約為 40 個月。 
 
 
4.液態氮密閉式凝結回收溶劑系統 (ASRS) (Closed system solvent recovery (ASRS) by 

condensation using liquid nitrogen － /4th September 2002 ， http://www.caddet.org/ 
infostore/display.php?id=3245) 

摘要 

ASRS (Airco 溶劑回收系統)是一個全新系統，其可自製造磁性錄音影片、膠帶等塗層製程之

乾燥器/烤箱設備中回收溶劑。經由使用液態氮作為冷卻劑凝結回收溶劑。該系統由 Osaka 

Sanso Kogyo Ltd 與美國 Airco 公司合作研發。兩家公司均附屬於 BOC 跨國工業氣體事業集

團。 

ASRS 系統具有乾燥及溶劑回收兩種功能，其藉由惰性氣體帷幕密封乾燥器/烤箱,並使用蒸發

氮氣來冷凝氣體溶劑。在乾燥器/烤箱中之空氣藉由再循環氮氣保持不活潑狀態。所以 ASRS

系統不需要像一般使用傳統之吸收/吸附式溶劑回收系統一樣，需要大量加熱空氣去稀釋溶劑

氣體以確保工作安全。爰此，ASRS 系統減少加熱空氣量之使用，可減少 90%之主要能源消

耗量並減少一半的操作費用。另外，可高效率地回收乾淨溶劑(回收率 95%)並且無須進一步

處理即可再使用。同時，因 ASRS 系統於全部回收過程中均為密封且保持乾燥器/烤箱內之大

氣惰性，可提高操作安全並使污染物排放減至最小。 

目標 

在磁性錄音影片、膠帶等製造過程中使用大量的溶劑。為使回收資源及符合環境保護之要求，

必須從在塗層過程之乾燥機/烤箱中回收這些溶劑。回收過程應對環境無害、且具低能源消耗

及低操作費用之措施。爰此，Osaka Sanso Kogyo Ltd 與美國 Airco 公司合作研發了 ASRS 系

統(Airco 溶劑回收系統)。 

技術面 

在乾燥/溶劑回收過程中，自製造磁性錄音影片、膠帶等塗層過程之乾燥器/烤箱中回收蒸發

1,000 kg/h 溶劑，需使用液態氮 120 Nm3/h 以冷凝回收溶劑，及需從 15℃加熱至 100℃之再循

環氮氣氣體 940Nm3/h。而一般傳統使用之吸收/吸附式溶劑回收系統則需要加熱空氣 80,000 

Nm3/h 以作為稀釋氣體溶劑之用，並需要蒸汽 3.5 t/h 供其吸收/吸附回收溶劑。 

能源面 

使用 ASRS 系統，其主要能源消耗量為加熱再循環至烤箱之氮氣氣體所需之 113 MJ/h、液化

氮氣所需之 1,189 MJ/h，以及採用一台 45 千瓦抽取溶劑氣體之風機所需之 423 MJ/h，共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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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MJ/h 能源消耗量，約為一般傳統使用之吸收/吸附式溶劑回收系統能源消耗 18,778 MJ /h

之 9%。 

環境面 

合併乾燥及溶劑回收功能之 ASRS 系統，藉由密封全部回收過程而使污染物排放減至最小。 

經濟面 

以蒸汽的價格 1,500 日圓/噸、電費 15 日圓/kwh 及液態氮 60 日圓/Nm3計算 ASRS 系統之操作

費用約為 7,900 日圓/h。約為一般傳統使用之吸收/吸附式溶劑回收系統操作費用之ㄧ半。一

般而言，以回收溶劑的價格 1,000 日圓/kg 計算，ASRS 系統投資成本之回收年限約為一年。 
 
 
5.全時回熱燃燒器系統(FFR)(Full Time Regenerative Burner System (FFR)－/ 4th September 

2002，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630) 

摘要 

具熱貯存元素配件之高效率緊密回熱燃燒器,因其導入預先加熱的高溫燃燒空氣，導致約有

500～1,000 ppm 之氮氧化物(NOx)產出。由 Tokyo Gas Co.，Ltd.開發之燃料直接射入(FDI)燃

燒技術，將可使 NOx 排放濃度降至 1/10。FDI 燃燒器分別直接注射燃料和燃燒空氣至熔爐中。

因為很多熔爐周遭氣體導入至每個幾乎平行之燃料中，再加上空氣噴入後因廢氣再循環作用

及可燃氣體與空氣逐漸混合而慢慢燃燒，使 FDI 燃燒器火焰溫度較一般燃燒器低而抑制了

NOx 的產生。全時 FDI 回熱(FFR)燃燒器，其熱貯存元素(氧化鋁球)裝置在燃燒器耐火材中，

在燃燒器之中心則安排注射可燃氣體和冷卻空氣之噴嘴，並將幾個高溫預先加熱的空氣噴氣

機噴嘴安排在燃料噴嘴附近。如此之結構配置，降低 FFR 燃燒器單元之大小和重量至一般傳

統回熱燃燒器單元的 1/3 並且簡化了配管連接，因此而減少超過 20%之總投資費用。而其直

接點火系統並非使用試驗型燃燒器，故將導致操作維護更加安全和容易並因此而降低操作維

護費用。本 FFR 燃燒器系統可適用於所有高溫工業熔爐如鍛造，再熱及加熱處理熔爐。例如，

鍛造熔爐在 2 年回收期條件下，可以減少氣體消耗量約 40～50%。 

目標 

傳統回熱燃燒系統可節省很多能量，從回收再利用燃燒器之尾氣廢熱並藉以預先加熱燃燒空

氣。傳統高效率的回熱燃燒器合併熱貯存元素(熱交流器)之技術在 1983 年即由英國研發成

功。此類回熱燃燒器以固定熱貯存元素來縮短燃燒器之操作間隔時間，其週期在 20～40 秒，

並因此而被廣泛應用在金屬工業中。惟更高的預熱空氣溫度將導致更多 NOx 之產出。因此，

從這些燃燒器排放之 NOx 濃度範圍在 500 到 1,000 ppm (O2 = 11 %)，遠超出日本法規標準。

另外，該燃燒器仍有較大且重量較重、低可靠性及和高價格之缺點，須予以改進。 

技術面 

FFR 燃燒器在市場上有三種容量，包括 700 千瓦、350 千瓦及 150 千瓦。當燃燒器開關從熱

貯存轉為點火時，燃燒器經常供給非常少量的燃料氣體給主要噴嘴點燃可燃氣體。這種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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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使操作在整個溫度範圍之熔爐持續降低 NOx 產出,且因不使用試驗燃燒器，故在操作維

護方面將更加安全和容易。 

能源面 

通過設置在耐火材中之熱貯存元素(氧化鋁球)，從熔爐排出溫度 1,350℃之廢氣，並將冷卻至

低於 200℃且使燃燒空氣預熱至超過 1,000℃。在高溫熔爐中，此種熱回收再利用可節省能源

約 40～50%。 

環境面 

NOx 排放濃度可低於 70ppm(O2=11%)或即使在有剩餘空氣而可能增加 NOx 排放情況下,仍能

遠低於日本法規規定之標準值以下。同時本系統亦可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另外，被使用

作為熱貯存元素之氧化鋁球亦可補捉廢氣污染物進而降低污染物排放。 

經濟面 

由於 FFR 燃燒器具更小且簡單的結構配置，將大幅降低 FFR 燃燒器的單價至約為一般傳統

回熱燃燒器費用之一半。再加上可簡化配管連接將可減少總投資費用超過 20%以上。同時因

有效回收熱能及更容易之操作維護，降低了營運費用，造成在 FFR 燃燒器應用於鍛造熔爐和

其他用途之成本大約可於 2 年回收。此外，FFR 燃燒器系統使熔爐裡之溫度平均將可導致改

善產品品質及數量，提供使用者額外的效益。 
 
 
6.藉由調質阻尼器/潛熱貯存系統節能(Bank Saves Energy by Mass Damper/Latent Heat Storage 

System－/ 4th September 2002，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671) 

摘要 

在 1993 年 8 月新建完成 126 m 高之日本 Long-Term Credit Bank 總公司，約有 62,821 m2 樓

地板面積和約 32,415 m2 之冷氣空調區域，該總公司已被裝置各式各樣的節能技術。這些技

術當中之一為包括組合一個調質阻尼器(Mass Damper)和一組潛熱貯存(Storage of Latent 

heat，STL)系統。熱能貯存系統係藉由冷凍水隔絕在塑料球狀膠囊中並被裝置在熱能儲存箱

且龕箝在屋頂上，藉由使用低廉之夜間電力貯存 4,607 kWh (1,310 RTh) 之冷凍力。此系統可

達到在高溫夏季白天冷卻負荷需求之 7%，冬天冷卻負荷需求之 20%,及中間季節冷卻負荷需

求之 10%，在 1994 年達約 15.3%之大廈年冷卻負荷需求。 

STL 儲存箱具固定容量，不管水的物理狀態。藉由有效地使用這個特性，儲存箱在屋頂約計

總重 200 噸，可同時作為一個有效的調質阻尼器用以吸收由地震和猛烈的風造成之大廈振

動。因此，該系統可同時作為一調質阻尼器和熱貯存系統，可符合對控制高層建築物的振動

要求，並且減少一般傳統系統使用電氣設備安裝容量作為能源之 40%。 

目標 

在 1993 年 8 月新建完成 126 m 高之日本 Long-Term Credit Bank 總公司，採用不同節能技

術。其中一種技術即為龕箝在屋頂上並使用低廉正常夜間電力貯存潛熱系統，該系統年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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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白天冷卻負荷的 15 %。另外，總計重約 200 噸之熱能儲存箱被使用作為一個有效的調質阻

尼器吸收由地震和猛烈的風造成之大廈振動，進而符合對控制高層建築物的振動的需要。 

技術面 

STL 熱能貯存系統包括 703 千瓦(200 RT)水冷式鹽水製冰機，6 個 15 m3 冷藏桶槽，板式熱

轉換器，冷卻塔，及循環泵浦。在白天期間，由該儲存箱供應冷氣至大廈，並儘可能降低大

廈冷卻所需之操作費用。該系統與一般分別安裝調質阻尼器和潛熱貯存系統比較，可使空間

使用率減少 40%。 

能源面 

1994 年潛熱貯存系統供應了大廈 15.3%年冷卻負荷。除 STL 系統以外，大廈亦採行各式各

樣節能技術，譬如利用可變動水容量用以控制冰水和熱水的分布，可變動空氣容量用以控制

調節空調空氣之供應，總焓熱交換器等。此節能成果，使銀行新建總公司每年固定之主要能

源消耗量與以前總部進行比較，每m2樓地板面積和每m3冷氣容量約各自減少 27%約 2,457 MJ 
(583 kWh)及 44%約 1,189 MJ(330 KWh)。 

經濟面 

大廈冷卻系統每年操作營運費用以潛熱貯存系統計算約為 308 百萬日圓,而相對參考選擇不

存放潛熱的系統估算約為 322 百萬日圓。由於 STL 系統的高初設成本導致其回收年限大約在

10 年。 
 
 
7.感應融解鑄造廠之節能技術 Efficiency meter provides savings for an induction melting 

foundry，1st November 1996/16th July 2001—http : // www . caddet . org / admin / includes / 
back_end / print.php ? producttype_id=1&id=4175 

摘要 

西布朗維奇市之 Sandwell Castings 公司，一間使用中周波無心感應爐之非鐵金屬鑄造廠，對

於其高電費與操作時能耗大幅度變動感到非常憂心，故該公司在感應爐(用於鋁合金之熔融)
上設置線圈效率測定儀，以評估在改進感應爐之控制及操作條件下其節能之可能性，該測定

儀能經由監控輸入電力及計算線圈中電力消耗來決定線圈效率。 
經過兩個半月監測期後有超過 1 個月之初驗期，在驗證安裝該測定儀於省電方面之效用後，

隨即安裝了更多監測儀。 

技術面 
先期之監測計畫驗證了安裝線圈之效用，隨後之初驗則證實了安裝線圈能有效降低感應爐之

比能源消耗率。 

能源面 

安裝線圈前之平均能耗比為 662，而安裝後之能耗比為 605，每年可節能達 136,344 度之電力。 

環境面 

每年節能 136,344 度之電力可換算為每年降低 61,354.8 公斤 CO2之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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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 

本項計畫每年可節省 6,817 英鎊，每熔融 1 公噸金屬之比能源消耗率之降低量為 2.85 英鎊，

其設置回收期為 4 個月。 
 
 
8.經由設置維護需求低之蒸汽彎管設備達到節能及省錢功效 Energy and cost savings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of low maintenance steam traps，1st July 1998/16th July 2001—http : // www . 
cadet . org / admin / includes / back_end / print.php ? producttype_id=1&id=4176 

摘要 

位於英國曼徹斯特之 Withington 醫院內之蒸汽彎管由於缺少維修之故已經毀損不堪使用，結

果導致蒸汽洩漏並造成大量能耗，醫院內之蒸汽主要係用於洗衣房，每年可處理 1,800 萬公

斤之髒衣物，本計畫首要目標是將蒸汽彎管置換為 FOCDT 裝置，FOCDT 設備包含文式孔口，

因其設計並無可動物件因此維修需求可降至最低，並降低醫院之能耗及經費，FOCDT 設備安

裝於蒸汽排出管線以準確控制蒸汽排出量。由於蒸汽產量準確控制並降低洩漏量，連帶降低

CO2及 NOx之排放量。要將蒸汽彎管置換為 FOCDT 裝置需評估之要件很多，而於本計畫中，

將醫院所有蒸汽彎管全面置換為 FOCDT 裝置之原因為其維修需求低。 

技術面 

安裝 FOCDT 裝置前後之蒸汽供應量比較如下： 

提供洗衣房之蒸汽 

安裝前：2,700 公斤/小時 

安裝後：2,153 公斤/小時(降低 20.3 %) 

提供暖氣需求之蒸汽 

安裝前：539 公斤/小時 

安裝後：59 公斤/小時(降低 89.1%) 

能源面 

降低蒸汽量意味著降低能耗，每小時降低 547 公斤蒸汽量等同於降低能耗 463 千瓦，假設洗

衣房每年操作 2,850 小時，裝置 FOCDT 設備後每年即可降低 1,340 度之電力。 

環境面 

裝置 FOCDT 設備後每年可降低之 CO2及 NOx之排放量分別可達 237 公噸及 239 公斤。 

經濟面 

本計畫每年可節省 9,600 英鎊，而本計畫設置費用為 23,370 英鎊，其設置回收期為 2.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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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於乾燥製程設置高級控制系統之優點 Benefits of advanced controls for industrial drying 
processes，1st January 1996/16th July 2001—http : // www . cadet . org / admin / includes / 
back_end / print . php ? producttype_id = 1&id=4178 

摘要 

在羊毛乾燥製程中，要提昇產品品質及能源利用效率，一套精準且可信賴的乾燥控制系統是

不可或缺的，然而，由於生羊毛濕度變化過大及羊毛種類的不同，使得要同時達成產品品質

一致及能源利用效率高的目標並不易達成，位於英國西約克郡之 Haworth Scouring 公司決定

在其 Brattice-type 羊毛乾燥系統上設置一套以個人電腦為基礎之控制系統(MVAC 系統)，經由

確認影響乾燥製程之各相關參數後，MVAC 系統可精確的控制乾燥溫度及產品品質；傳統的

控制系統(如 PID 系統)並不能直接評估進料、能量、進氣及濕度之相互關係，且 PID 系統並

不能處理小幅度之濕度變化，並可能造成巨大之能耗，傳統控制系統亦無法鑑識乾燥系統本

身之限制，因此其自動生產量無法達到最大，MVAC 系統之功能係由兩套控制系統監控，且

其能源/產量比亦可大幅度降低，MVAC 系統能改進乾燥控制並提供穩定之乾燥溫度，在使用

更複雜及更先進之乾燥系統狀況下，MVAC 系統能提供更進一步之控制功能。 

技術面 

位於英國西約克郡之 Haworth Scouring 公司每年需清洗 2,500 萬公斤之羊毛，清洗羊毛製程之

總能源中有 30％被用於乾燥製程，羊毛經清洗後其濕度含量達 40％，經乾燥後其濕度必須降

低至 15％左右。 

能源面 

結果顯示，與傳統控制系統比較下，MVAC 系統可降低能耗達 13％，每年節能達 1,840 GJ，

MVAC 系統並可有效改進乾燥系統之溫度控制。 

環境面 

每年節能 1,840 GJ 約等同於降低 136,344 公斤 CO2之排放量。 

經濟面 

本套系統每年節能之經費可達 2,475 英鎊，其設置費用為 11,000 英鎊，設置回收期為 4.4 年。 
 
 
10.使用粉末冶金技術生產高性能汽車零件 Produc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Automotive Parts 

Using Powder Technology，1st June 1982/2nd March 2001—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id=3967 

摘要 

傳統製造汽車零件之方法，因需經鑄造、金屬成型、鑽孔、扳轉、碾碎、滾銑和研磨等製程

需耗費大量能資源。 

1982 年，總部位於多倫多市之 Stackpole 公司開始以粉末冶金方式生產優質、低成本的汽車

零件。粉末冶金方式對於製造形狀複雜零件可免於大量之鍛造與整修加工程序，並相對地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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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產成本。運用該先進技術，使該企業得以生產高精準、高強度汽車零件，每年並可節能

約 400 兆焦耳。 

Stackpole 公司現在加拿大擁有三家工廠。位於安大略 Mississauga 地區之工廠每週生產約

500,000 件高強度零件(譬如離合器踏板和齒輪)。該公司其他生產線之產品尚包括高性能之引

擎齒輪組、手排變速箱之同步裝置組件、扣鍊齒輪、螺線齒輪及新開發之活塞(連)桿和傳動

齒輪。 

技術面 

粉末冶金係以經挑選之微細金屬粒混拌製造，主要組成分是鋼鐵粉末，並添加少量其它元素

以生產具抗拉強度、韌性、堅硬等特性之合金。被混合的粉末和潤滑劑在高壓之下在成型模

內鍵結成型。其次則予以燒結以增強強度。之後, 則進行各種次要加工，包括淬火成型、鑄

造及熱處理等，並達到最終產品要求之尺寸準確性、表面密度等。 

能源面 

由於免除鑄造、鍛造和機器操作等程序，運用粉末冶金技術製造汽車零件可節能約 50 %。

Stackpole 公司汽車零件生產設施每年保存估計可節能 400 兆焦耳。 

環境面 

首先，Stackpole 公司運用粉末冶金技術製造汽車零件，每年保存估計可節能 400 兆焦耳天然

氣，約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量 20,000 噸。此外，免於進行熔化和熱鍛件操作，亦大量減少燃

燒氣體排放。其次，由於粉末冶金技術零件成型時已接近最後產品形狀，可免於裁切和機器

操作，意味粉末冶金技術產生較少量之廢棄物。 

經濟面 

Stackpole 公司於 1982 年到 2000 年在粉末冶金技術的研究與發展資金花費約為 65 百萬加

幣，在 1997 年，零件生產設施節能約 400 兆焦耳。該技術亦增加該公司產品之品質，提升

了產品之競爭性。 
 
 
11.機械系統最佳化操作 Optimisation of the Mechanical Systems Operation at th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u Québec ， 1st July 1998/2nd March 2001—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id=3982 

摘要 

一家老舊雪茄工廠於 1997 年重新改建，由於採行高能源效率設計，大廈的能源消耗達每年

420 kWh/m2。 

1998 年，該廠機械系統進行再次之最佳化操作調整，進一步減少總能源消耗。其中，辦公室

和產品展示區域空調系統在無人時將自動關閉，鍋爐和冷凍機組之操作亦藉由自動化序列操

作及溫度和相對濕度的精確控制而非常有效率。 

由於這些改善，大廈的總能源消耗現在達每年 340 kWh/m2，約等同於一座常規辦公大樓的消

耗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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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面 

大廈每個區塊空調系統之密閉儲能循環迴路包括了能量交換盤管、冷卻盤管及儲能盤管，其

作用約可減少冷凍機組約 100 冷凍噸及鍋爐 300 千瓦之能量輸出需求。 

此外，冷凍機組之廢熱亦被應用於大廈之加熱需求使用，其熱量足供當室外溫度達-10°C 時之

大廈加熱所需。 

能源面 

在機械系統最佳化操作實施之前，大廈每年消耗了 4,324,800 kWh 電力和 133,230 m3 天然

氣。跟隨機械系統最佳化操作的實施，在過去一年期間，大廈消耗了 3,789,800 kWh 電力和

71,484 m3 天然氣，節能電力達 535,000 kWh 和天然氣達 61,746 m3。 

環境面 

由於機械系統最佳化操作所產生之節能，每年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達 42.54%，約 134.39 公

噸。 

經濟面 

機械系統最佳化操作花費甚少，每年卻可節省費用計 35,000 加幣。 
 
 
12.世界第一輛使用密封鎳氫電池及永磁馬達驅動之商業用電車(World's First Commercial 

Electric Vehicle Using Sealed Ni-MH Battery and Permanent Magnet Motor－ / 4th September 
2002，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 display.php?id=3611) 

摘要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在 1996 年 9 月推出上市一輛新電動車(EV)即 RAV 4L EV。此 EV

為全世界第一次使用密封鎳氫電池及永磁馬達驅動之商業電動車，每次充電可行駛 215 公里

為現有電動車 EVs 的 2 倍。該電動車配備一個機上充電器及在家充電之充電連接器。此 EV

以夜間充電估算相同行駛距離所用電費用約為一般內燃機汽車汽油燃料費用之 35 %。 

目標 

為了促進電動車(EVs )的普遍使用，電動車之功能必須與內燃機(ICE)汽車在驅動力、舒適性、

城市間與高速公路之省油行駛特性相當，並且須儘可能使 EVs 每次充電得有更長之行駛距

離，更高的可靠性及更低的售價。RAV 4L EV 是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TMC)經多年努力

研發 EVs 的最新成果。其在日本和美國通過嚴格之野外試驗，具平衡駕駛、穩定、安全和舒

適等功能特性，該電動車在 1996 年 9 月開始銷售。 
除上述野外試驗外，TMC 並自 1995 年後期起在日本和美國對 RAV 4L EV 作進一步為期 2

年的監視測試，以瞭解使用者需要及他們如何使用 EVs，以加速改進 EVs 功能。 

技術面 
The RAV 4L EV 是以休旅車 RAV 4L 為主體，為一部類似吉普車及休旅車的電動車。其由駕

駛在車上微型電腦中，判斷操控全電子化控制系統，選出最適化之加速器和剎車踏板之操控

動作。此 EV 之主要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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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 EV 是第一次在世界使用重量輕、容量大及使用壽命長之鎳氫電池驅動商業化使用電動

車(EV)。該電池免修護且因其密封結構故無須加補充水。 

(2)藉由一個緊密高效率、高電力永磁馬達、一個再生制動系統及其他能源節約技術並與鎳氫

電池結合，促使每次充電可行駛 215 公里，約為鉛酸蓄電池驅動之 EVs 之 2 倍。惟當駕

駛艙較熱時，行駛距離將減為 140～150 公里。 

(3)配備有一個具定時作用之機上充電器及在家可於夜間低電價使用 AC 200 V 輸電線之充電

連接器。 

(4)位於底盤下之電池箱空間寬敞，並因重心低而可穩定駕駛。 

(5)具可控制轉流器及節能作用之熱泵空調器(冷凍劑: HFC-134.a)及電動油壓動力，可操控改

善乘客在駕駛中之舒適度。 

雖然鎳氫電池被認為具有壽命長之優點，但其有一特定問題，即充電至某一極限溫度之上時

將縮短其使用壽命。故須使電池內部阻抗儘可能減少及改善材料特性以解決上述問題。此外，

為保持電池溫度在駕駛及充電過程中均在極限溫度之下，該公司開發了高效率空氣冷卻電池

箱系統並採用有效的電池管理技術即再生制動系統，該系統可防止當最大化再生能量補充

時，過多之再生電流流入電池損壞其功能。 

能源面 

由美國 Federal Urban Driving Schedule (FUDS) 測試再生制動系統，可以大約回收流動在電池

外之能量之 25 %。 

經濟面 

估算 EV 在城市間駕駛所使用電費，如在白天充電時約為 7～8 日圓/km，如在夜間充電時約

為 3.5 日圓/km，其分別為行駛相當距離之內燃機汽車所需費用之 75 % 和 35 %。EV 及內燃

機汽車之服務費用幾乎相等。但是，每五年替換電池的費用約為 2.6 百萬日圓。在家充電所

需一特定穩定電源單位成本約為 100,000 日圓，EV 的價格約在 5 百萬日圓，約為內燃機汽車 

(RAV 4 L) 的 2.5 倍。政府則補貼 1.5 百萬給購買 EV 者。 
 
 
13. Metricom 公司之載波電流通訊控制型恆溫器 Communicating Thermostats by Metricom，1st 

June 1993/12th July 2001—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 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3647 

摘要 

載波電流通訊技術雖已有運用實例，惟相關系統不是太昂貴就是效能不佳。Métricom 公司則

在既有基礎上開發出比例控制型雙電線(200 伏特)恆溫器，主要設備包括一個主要恆溫器和

一個次要恆溫器，可廣泛應用於住宅使用。此系統運用載波電流通訊技術開發出通訊晶片，

可據以藉由主要恆溫器控制次要恆溫器之溫控設定值，並達成下述優點：(1)節能 15～22％，

(2)更為舒適，(3)中央控制，(4)手動或自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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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主要研發成果包括：(1)恆溫器控制功能，(2)次要恆溫器接受和執行載波電流命令之相

關功能，(3)可編程式及傳達載波電流訊息的主要恆溫器。並使該項設備具商業化發展之潛勢。 

技術面 

運用載波電流技術，其可直接透過 120 或 220V 電線，傳送和接收數位式控制訊息，而免於

增設額外之控制線路。 

目前原型系統的次要恆溫器的主要特點如下：(1)比例式類比控制，(2)由載波電流控制，(3)

由載波電流接收溫控設定值之訊息，(4)由載波電流接收轉換溫控模式之命令，(5)透過簡單的

協議可執行九個基本的命令，達到遙控恆溫器之功能。 

原型系統中主要恆溫器傳達命令到次要恆溫器之方式包括：(1)運由載波電流傳送命令訊息，

(2)以微處理器執行可編程式控制功能。 

能源面 

運用本系統每降低溫度 1°C (一天 24 小時)，約可節能 7.6% 到 10%。 

經濟面 

本系統家用型設備之費用約 1,000 加幣，以每年可節省耗能費用約為 120～401 加幣計，回收

年限約 2.5～8.3 年。 
 
 
14.小型水力電廠兼具市區供水設施應用實例 Small-Hydro and Municipal Water Supply, 1st 

March 1985/24th November 2004 － http://www.caddet.org/admin/ 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4747 

摘要 

位於科羅拉多州 Boulder 市內之自來水廠，利用水力發電供應全市 7%的用電量。該市在西元

1985~1987 年間，於自來水廠集水區河川流域內建有 5 座發電廠，發電量計達 4.1 百萬瓦。另

外興建的 2 座新式發電廠，分別位於市區與郊區，於 2001 年開始供應電量計達 7 百萬瓦。 

技術面 
水廠所建渦輪發電廠之新設施包括搭配感應發電機的兩座反應式渦輪機，以及搭配同步發電

機的脈動式渦輪機。二台感應發電機可反向操作為抽水站，馬力分別為 150 和 166 Hp，可提

供城市高地於緊急時之額外給水。不同於傳統水力發電設施，此設備設計容量乃以最大供水

量為主，而非以發電量為考量。 

能源面 

自 1990 到 1998 年，Boulder 市水力發電廠平均每年可產生 15.1 百萬仟瓦小時之電量，可將

85%之水力轉換為電能，提供用戶使用。市府雇有民營公司針對主要零件執行定期檢修工作，

發電機組自動化操作，十分穩定，並可由水廠遙控，減壓閥僅在機組維修保養及減少耗損時

啟用。 

環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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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因所有設備皆以供水考量而設置，故對環境影響輕微。此外，市府對 North Boulder Creek
流域負有管理之責，並就水權捐款壹仟貳佰萬美元，以維護河川流域。自 1985 年水公司開始

經營第一座水力電廠以來的 13 年間所補充之電能，市府因而減少火力電廠燃煤量幾乎達 8 萬

公噸。 

經濟面 

水公司因水力發電收到電力公司所支付的費用平均每年為 79 萬美元，表示每仟瓦小時之電力

收購費用為 0.05 美元，佔水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二。5 座電廠之總建設費用為 5.2 佰萬美元，

平均每仟瓦電能需花費 1,280 美元，而水力電廠皆設立於電力公司之配線範圍內，故外線架

設費用不高。簡單計算利息在內之成本回收期約 10~15 年。 
 
 
15.風力發電之綠色價格計畫 Wind Turbine Demonstrates Green Pricing, 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4490 

摘要 

Traverse City Light & Power (TCL&P)公司在美國密西根州裝設了第一座風力渦輪發電站，於

1996 年 6 月開始運作並揭示綠色價格計畫的開始－凡 TCL&P 公司的顧客，自願性每月額外

支付電費帳單的 17% ~23%，將可享受完全由風力產生的電力。經由 TCL&P 公司安排的現場

參訪及宣導解說，該公司打算教育當地消費者最先進的風能源技術。教育宣導地點即緊鄰渦

輪發電站旁，其發電量可充分供應該區域 200 間中等家庭之用電量。 

技術面 

渦輪機為逆風式 Vestas V 44 600 kW 機組，具有直徑 44 公尺(144 英尺)的旋轉輪、高度 50 公

尺(60 英尺)的旋翼葉轂、一套自動偏角調校系統，具有可變式葉片調整機制、液壓碟式煞車

以及固定轉速每分鐘 28 轉。發電機電壓為 480V，渦輪機發電轉速為 4.5 公尺/秒，而其尖峰

轉速可達 15 公尺/秒。 

能源面 

以年平均風速 6.3~6.7 公尺/秒而言，渦輪機發電量約為 1.1~1.2 百萬仟瓦小時。 

環境面 

TCL&P 公司的顧客每年平均消耗 5,760 仟瓦小時的電力，該公司估計用戶使用乾淨的風力能

源，每年可抵銷 4,536 kg (10,000 pounds)二氧化碳、27.2 kg (60 pounds)硫氧化物以及 18.1 kg 

(40 pounds)的氮氧化物排放量。 

經濟面 

綠色價格優惠使用戶之電費為 0.0158 美元/仟瓦小時，以一般用電戶而言，每月僅增加 7.58

美元的電費。TCL&P 公司興建風力發電站的成本約 650,000 美元，其中獲得密西根公共服務

委員會(Michig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補助 50,000 美元，致風力發電的費用將不會比火

力或水力發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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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利用糞便之沼氣系統產生能量、養分與水產養殖之協同作用 Manure Biogas System Exploits 
Synergy of Energy, Nutrients and Aquaculture Production, 24th November 2004 －

http://www.caddet.org/admin/includes/back_end/ 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4486 

摘要 

在德州高地平原每年約有 500 萬頭牛飼養在 200 間養殖場中，德州理工大學動物學農場(Texas 

Tech University's Animal Science Farm)建有一座完善整體性厭氧式沼氣示範廠，並利用 1,000

頭牛隻產生之糞便來做發電試驗，而其所產生之電能每天約有 400 萬仟瓦小時。 

示範計畫的目標包括： 

(1)操作包覆式厭氧槽產生的沼氣以做為內燃機燃料以及驅動平板渦輪機產生電力； 

(2)建立養分完整循環模式並整合廢棄物處理系統； 

(3)經由協同過程(synergistic processes)示範水產養殖結果 

所收集的數據可用來測試現有但尚未被證實的相關生產模式，亦可協助農業學家與廢棄物處

理機構等達到增進厭氧池系統效率之目的。 

技術面 

在面積 114 平方公尺、深 3.05 公尺之厭氧池所產生之沼氣，由上方的覆蓋膜所收集，輸送管

深入覆蓋膜中將沼氣輸送至臨近廠房內之一連串加熱器燃燒後產生熱水，然後熱水被導入三

座池塘中：一座為生產紫硫化菌區並且為好氧－厭氧過渡區；一座為產生浮萍等水生植物之

淺水池，可用來萃取養分；另一座為養魚池，這些水可以回收至農場再利用。熱水亦可經由

抽水泵返送至厭氧池以有效進行氣體產生，並再回送至加熱器再利用。多餘的氣體可被做為

渦輪機產生蒸汽使用，或做為內燃機燃燒使用。 

能源面 

這座示範廠計畫產生足夠的沼氣，以做為 35 仟瓦之發電機使用。 

環境面 

這套完善整體性系統能夠藉由抽取氮素、捕捉氣態排放物、以及增進野生動物在濕地的生存

能力等改善環境，並且可以抑制臭味。 

經濟面 

利用動物糞便提供能量來整合動物餵食與水產養殖的計畫，具有為德州帶來好幾億美元收入

的潛力。水生植物與魚類能被當作飼養動物的飼料原料，結合厭氧發酵系統與水產養殖成果

能降低美國對進口水產品的依賴。 
 
 
17.利用氫氣加入以減少污染排放之甲醇車示範計畫 Methanol Vehicle Project Demonstrates 

Leveraged Benefit of Hydrogen Use in Emissions Reductions, 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 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445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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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間最豐富的氣體－氫氣，可被做為源源不絕的能源以產生動力，在未來適合能源中將

被視為重要角色。 

這項計畫由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 DOE)資助，用以展示氫氣如何協助 100% 甲醇

燃料引擎冷車起動期間之污染物減少排放量。更進一步地，該計畫用以展示氫氣注入比例之

槓桿原理優點，除減緩污染排放外，亦表現其在引擎燃燒初期導入時之經濟性。利用槓桿原

理因子可用來計算當少量氫氣注入時，其所造成的污染量減低之顯著成效。該計畫參與者包

括全國家永續能源實驗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NREL)、氫氣顧問公司、科

羅拉多州立大學和羅拉多礦冶學校。 

技術面 

燃燒甲醇而產生動力之車輛通常在冷車起動時因為無法以純甲醇燃燒引擎而會排放出高污染

物，這些高污染物會持續排放直到引擎及觸媒轉化器達到暖機時才減緩。在這項示範計畫裡

利用氫氣來加速暖機，可因此減少污染物的總排放量。引擎是屬於 Chevrolet 2.8-公升 V-6 型

式，在車上裝置的甲醇分裂反應器在分離過程中使用聚合物膜來產生氫氣，其可做為引擎的

輔助燃料，並利用反應器的溫度控制來達到最佳的氫氣產量，且不會有不需要的污染物產生。

傳統的冷車啟動需要 200 秒來加熱觸媒轉化器以達到 250oC 以上的溫度，隨著氫氣注入觸媒

轉化器做為燃料，可在 55 秒鐘內達到它的操作溫度。 

能源面 

在無額外觸煤轉化熱之冷車起動情形下，少於 1%的氫氣混合在燃料裡可以達到減少污染排放

量之目的。在另一案例之氫氣注入量剛好超過 2%時，其可提供觸媒轉化器額外的熱能，並可

減少污染物的排放量。甲醇與氫氣好比槓桿原理，其燃燒比率可藉由氫氣混在總燃料中以減

少各種毒性物排放的百分比來獲得。在冷車起動測試時，氫氣注入量在總碳氫化合物為

90.25、一氧化碳為 44.39、未燃燒甲醇為 10.3 時的槓桿比率情況下可獲得較佳結果。而在含

觸媒轉化之冷車起動測試時，所有排放物濃度皆下降，此時槓桿比率為總碳氫化合物 35.61，

一氧化碳為 19.71 以及甲醇為 34.23。依據槓桿比率在冷車起動與觸煤轉化熱測試下，氮氧化

物和醛類的排放量都很低。 

環境面 

在甲醇引擎到達操作溫度之前，污染排放是非常高的，根據全國車輛排放控制安全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Vehicle Emissions Control and Safety)的儀器測量結果，經由輔助式氫氣燃

燒系統後的冷車起動可減少排放 71%之總碳氫化合物，35%之一氧化碳以及 3%的氮氧化物。

利用傅立葉變換紅外線分析儀量測顯示，當第二段燃燒測試注入氫氣後，可減少排放 79% 的

總碳氫化合物，76% 的未燃燒甲醇和 18% 的醛類。 

經濟面 

目前，由車上的甲醇分裂反應器產生氫氣的過程是很複雜的，然而，加壓填充的氫氣罐可做

為大型車的替代燃料。在此情況下，熟練的駕駛員能夠一直保持主要和次要燃料箱的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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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國加州 Yolo 郡掩埋場大量收集甲烷與減少排放之示範計畫 Yolo County Demonstration 
Cell Maximises Landfill Methane Recovery While Minimising Emissions, 24th November 2004
－http://www.caddet.org/admin/ includes/back_end/print.php?producttype_id=1&id=4449 

摘要 

在美國加州戴維斯市 Yolo 郡的中央垃圾掩埋場為一受控制的掩埋場，被用來展示甲烷氣體產

生量和收集量的成果。改進生物分解過程可加速甲烷產生量，利用垃圾掩埋場表面覆蓋膜收

集甲烷，幾乎可接近 100% 的收集效率。所謂受控制掩埋場，乃指掩埋過程中可有效減少氣

體逸散量，相較於傳統垃圾掩埋場，受控制掩埋場可加倍收集甲烷氣並用於發電或其他能源

應用。這項計畫由 Yolo 郡、薩加緬都郡、加州能源委員會(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CEC)

以及環境管理機構(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IEM)資助合作。 

技術面 

這項計畫包含二座示範操作場，每場約掩埋 10,000 噸垃圾，掩埋場滲出水之回流可有效促進

生物分解反應。掩埋場包有不透氣膜以收集甲烷和防止其逸散至大氣中，而掩埋場中間的氣

體滲透層則可匯集氣體至收集管內，再輸送至甲烷槽中。每座掩埋場皆量測其操作表現，包

括甲烷氣產生、生物分解活動和垃圾體積減小情形等，計畫將持續好幾年直到甲烷分解階段

完全結束為止。 

能源面 

經由本計畫執行後，可加倍收集總氣體量，其增加量一部分歸功於生物分解而產生甲烷，另

一部分則需要大量並有效收集甲烷。這項展示計畫顯示受控制的掩埋場有下述成效： 

－有收集系統時可大幅減少甲烷逸散量； 

－封閉後 30 年或更長期間後，其逸散量可達非常低。 

環境面 

經環保局模式預測結果建議，傳統垃圾掩埋場長期封閉後，仍有 10% 到 40%的甲烷產生，

因為掩埋場逸散出的甲烷是主要溫室氣體的來源，而受控制掩埋場可以協助阻止甲烷逸散所

造成的氣候變化。垃圾滲出水可利用滲透性極低的聚乙烯不透水層阻絕以避免滲入地下，收

集後的滲出水可回流以促進生物分解利用。 

經濟面 

有效控制與管理垃圾掩埋場可大幅縮短甲烷產生期與提高收集效率，根據掩埋場大小與場內

特殊情況，估計甲烷氣體產生過程所獲得之能源費用約為 0.40~2.0 美元/GJ (0.4~2.0 美元/百萬

Btus)。如果增加的費用被分配到溫室氣體削減(甲烷是高度影響溫室氣體的成因與美國氣候變

化行動方案中四項計畫的主題)，那麼受控制的掩埋過程則被視為有"溫室成本效益"的正面意

義，等同可削減二氧化碳一樣，削減費用可降為 1~3 美元/噸。Yolo 郡對示範計畫、掩埋場和

其它服務出資計 125,000 美元，加州能源委員會出資計 250,000 美元，薩加緬都郡公共建設局

出資計 125,000 美元，IEM 機構在服務方面也出資計約 12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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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太陽能發電計畫 Plug in the Sun Programme: Solar Installations at 200 Service Stations，1st 
January 1998/30th March 2001—http : // www . cadet . org / admin / includes / back_end / print . 
php ? producttype_id=1&id=4760 

摘要 

BP Amoco 石油公司基於下列三項目標於 1999 年開始於其加油站設置太陽能集能板，1.證明

BP Amoco 石油公司支持環境保護 2.發展太陽能產業 3.支持 BP Amoco 石油公司之乾淨能源及

潔淨城市之計畫。 

在 1999 年 7 月 BP Solar 公司與 Solarex 公司合併成 BP Solarex 公司，一間世界上最大之太陽

能集能板之製造公司，其母公司 BP Amoco 石油公司由於使用太陽能之故，變成全英國太陽

能最大之使用者。 

每塊太陽能集能板平均可發電 15～20 千瓦，該套設置並不需設置蓄電池，並保證能連續不間

斷提供電力，該套設備大部分每日運轉 24 小時，能供應馬達及照明設備所需之電力。 

技術面 

安裝於每間加油站之設備平均包括有 220 塊高效率太陽能集能板，需要 8 個工作日完成安裝

工作，太陽能集能板係由位於馬德里 BP Solarex 公司製造，其平均效率為 17％。 

本系統可經由下列設計方式將設置費用降至最低： 

1.不管屋頂尺寸及方位將太陽能集能板之尺寸制式化。 

2.若無陰影之風險將太陽能集能板之配置最密化。 

3.將直流電及交流電之配線降低 70％之費用。 

4.將有框架之太陽能集能板之配置更換為無框架設計。 

5.本系統並不需維修費用。 

能源面 

英國第一座完成本套太陽能集能板之設置地點位於倫敦西方之 BP Express, Perivale，在完成設

置後之最初 193 天操作期，該設備收集了原本預期能收集之太陽能能量之 75％，其發電量為

原本預期發電量之 77％，平均每日發電量為 77 度電力。該系統之功能由絡繹不絕之參觀者

監控，後續數據將俟計畫執行完成後再公布。 

環境面 

本套系統產生之太陽能電力為 3,500 萬瓦特，每年可降低 3,500 公噸 CO2之排放量，本套系統

之太陽能集能板保證使用年限為 20 年，大眾對於太陽能發電之接受度非常高，民意調查顯示

有 80％民意認為太陽能發電對環境有正面效益，經由網際網路之宣傳，在本套設備完成 6 個

月內有超過 12,000 人到此參觀，其網際網路之網址為 www.bpamoco.com/pluginythesun，當地

政府、環保團體及傳媒對太陽能發電非常關心，BP Amoco 公司除了發展太陽能發電外，並積

極投入發展乾淨能源計畫，以提升當地環境空氣品質並降低環境污染量。 

經濟面 

本項計畫 BP Amoco 集團共投入 5 千萬美元之資金，實際上每套設備之設置費用較試驗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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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置費用降低 1/3 以上，每套設備之設置費用約為 160,000 美元，且將隨著設計及安裝技術

之改善而降低。 
 
 
20.冷凍機組變速驅動器 Variable Speed drives for Chillers，1st January 1995/27th January 

2000—http://www.caddet.org/infostore/display.php?id=3788 

摘要 

本計畫係由 Ontario Hydro Technologies (OHT)與 Relcon Drives Division of Siemens Electric 

Limited 公司所推動進行，藉以展示於冷凍空調系統冷凍機組運用變速驅動器之好處，並建立

相關準確和詳細的資訊，供各界參採。冷凍機組甚少運用變速驅動器之原因之一為各界對該

系統不熟悉。本計畫建造並監測安裝於 OHT Complex 地區一座大廈冷凍機組之兩組變速驅動

器，該大廈建造於 1984 年，樓地板面積達 7,000 m2。在夏季空調系統輪流由兩座 175 ton 之

冷凍機組提供冷氣。 

冷凍機組之驅動器一組為 150 千瓦(200 馬力)，另一組為供冷卻風扇使用，容量為 11 千瓦(15 

馬力)。驅動器前方具操作面板，可顯示運轉資訊和進行控制。 

技術面 

變速驅動器之運作在使用整流器轉換 AC 信號成 DC 信號，再將 DC 信號轉回 AC 信號。變

速驅動器之類型包括：(1)頻率驅動器(維護固定之伏特/赫茲比率)，(2)磁通向量驅動器，(3)

伺服機驅動器。被安裝在 OHT Complex 地區的是一種變頻式驅動器，且為可調頻寬型。為變

速驅動器中最可靠、便宜及體積小之類型。 

能源面 

系統更新後每年可節能約 119,000 kWh，其中包括冷凍機組變速驅動器可節能 115,000 kWh/yr 

(43%)及冷卻風扇變速驅動器可節能 4,000 kWh/yr (19%)。 

經濟面 

變速驅動器之建造費用約為 60,000 加幣，包括驅動器 37,000 加幣、控制系統 8,000 加幣及安

裝操作 15,000 加幣。根據加拿大的能源費用 0.07 加幣/kWh，變速驅動器每年可節省費用 8,300

加幣。回收年限約 7.2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