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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本中心)自 1993 年正

式啟用第一座同步加速器(台灣光源 Taiwan Light 

Source, TLS)至今已 23 年。為滿足光源用戶對超高

亮度的 X 光光源之需求，以提升我國科學研究之

水準與國際地位，本中心已於 2014 年完成台灣光

子源(Taiwan Photon Source, TPS)同步加速器。有鑑

於加速器運轉所需能源逐年增加，本中心已推動節

能措施多年。而在諸多設備中，以空調冷卻系統所

占耗能比例最高，特別是冰水主機為主要的耗能設

備。本中心已於 2007 年將機電一、二館之冰水管

路連接，增加冰水主機切換組合，達到很好之節能

效果，因此於興建台灣光子源後，亦已將機電二、

三館之冰水管路連接，經測試亦達到很好之節能效

果，並以最佳效果持續運轉。另因機電二、三館分

屬不同台電電號之用電建築物，其間之冰水調配亦

提供不同於傳統洩載之需量控制措施。 

關鍵字：節能措施、空調系統、冰水主機調配、需

量控制。 

 

1. 前言 

本中心於過去十餘年進行多項大型計畫，包括

興建機電二館以建立低溫超導系統，在 TLS 儲存

環內增設超導高頻腔與插件磁鐵，不但擴展多項研

究領域，對於加速器之穩定性要求也隨之嚴苛。本

中心因此也於過去投入相當人力與經費，致力於廠

務系統之研究與提升 [1、2]。除此以外，本中心

於 2006 執行儀光大樓增建工程，隨著上述大型計

畫的執行，中心 TLS 於 2005至 2007 年用電也因

而提升。 

面對國內跨領域尖端研究對高亮度光源之殷

切需求及國際間加速器光源設施的強烈競爭，本中

心更於過去幾年積極進行「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

興建計畫」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此計畫

興建一座能量為 3GeV、周長 518 m 、超低束散

度的「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該計畫已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射出第一道光，並分別於 2015 年元

月 25 日恭請馬前總統主持台灣光子源落成典禮，

於 2016年 9月 19日恭請蔡總統主持台灣光子源啟

用典禮。目前第一階段已完成 7 條光束線供用戶使

用，預計第二階段將於2020年另完成9條光束線，

第三階段將於 2023 年再完成 9 條光束線，屆時共

有 25 條光束線，但仍有多餘之光束線設置空間，

如圖 1 TPS 光束線增設計畫所示，可預期未來用電

將持續增加。 

 

圖 1、TPS 光束線增設計畫 

TPS 與 TLS 雖在同一場地，兩者卻屬不同電

號，目前 TPS 與 TLS 電號所訂之契約容量分別為

7.5 MW 與 5.5MW，而 TPS 未來光束線設置完成

之最大用電量預估為 12.5 MW。有鑑於用電快速成

長，本中已推動節能計畫十餘年，其中包括空調系

統、冷卻水系統、照明系統、增設熱泵、汰換老舊

機械傳動設備…等[3]。 

圖2為2005-2015年間TLS年度總用電度數。

由圖 2可看出 2006年與 2007年連續兩年用電分別

上升 2.7%與 1.3%，主因為儀光大樓增建工程。2008



年與 2009年則因節能措施之結果，分別降低 6.7%

與 3%，特別是機電一館與機電二館冰水管於 2007

年連接完成，節能效果顯著。2010年開始 TPS興

建工程，用電再次上升，而後又因執行供應 TLS

之機電二館與供應 TPS之機電三館間冰水管連接，

節能效果更形顯著，以下詳述本中心冰水系統架構

與跨建築物冰水管連接之效果。 

  

圖 2、2005-2015 年間 TLS 年度總用電度數 

 

2. 冰水系統架構 

本中心共有 TPS 環館、TLS 環館、儀光大樓、

研光大樓、行光大樓、機電一館、機電二館、活動

中心與第一招待所等九棟建築物，其中機電一館配

有三台 320 RT 冰水主機，機電二館配有 600RT 與

450RT 冰水主機各兩台，機電三館位於活動中心地

下室，目前配有 1400RT 冰水主機三台，儀光大樓

配有 200RT 與 500RT 冰水主機各一台，研光大樓

過去曾配有 200RT 冰水主機兩台，後因 TPS 興建

工程而移除。 

 

圖 3、本中心冰水主管路圖 

TLS 環館所需之冰水由機電一、二館之冰水

主機經由地下隧道之管路供應。機電三館位於活動

地下室，其與 TPS 環館同時興建，TPS 環館所需

之冰水由機電三館之冰水主機經由地下隧道之管

路供應。圖 3 為本中心冰水主管路圖，冰水主管

路以藍色線表示，藍色小圓圈為設置冰水主機之處，

藍色粗線為跨建築物間設置冰水主機之冰水管連

線，其中標號 1 為連接儀光大樓與研光大樓之冰水

管，標號 2 為連接機電一館與機電二館之冰水管，

標號 3 為連接機電二館與機電三館之冰水管。 

 

3. 資料擷取與監控系統 

為能即時監控機電系統中之水、空調、電力、

壓縮氣等系統，我們十餘年前開發了線上監控系統，

該監控系統係以 LabView 語言編寫，由於該系統

便於使用，本中心其他子系統之多項即時監測資料

皆納入該系統，其中包括低溫、真空、磁鐵、精密

機械、高頻、磁鐵電源等系統，另加速器電子束等

參數亦納入其中。 

該系統由五階層組成，1.遠端檢視器階層

(Remote Viewer Level)，此階層可使用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或 iPad；2.資料服務階層(Data Service 

Level)，此階層包含 SMS Server 及 Mirror Server，

其中後者可供本中心以外之遠方監視使用；3.資料

處理階層 (Data Processing Level)；4.控制階層

(Control Level)；5.設備端階層(Device Level)等，如

圖 4 監控系統階層圖所示。 

 

圖 4、監控系統階層圖 



 在這套監控系統中，我們開發了一個 Archive 

Viewer 軟體，提供遠端檢視器階層的使用者監測

使用，使用者不但得以觀看 TLS 與 TPS 數以千筆

之即時資料、歷史資料，這些資訊可以表、歷史曲

線圖、即時圖控方式呈現，亦可用軟體之數學運算

功能算出這些資料間之關聯性(Correlation)，本研

究係透過該軟體以擷取過去各個冰水主機之參數

與用電歷史記錄。圖 5 為目前三台 TPS 冰水主機

之圖控資訊。 

 

圖 5 三台 TPS 冰水主機之圖控資訊 

 除此以外，我們亦可透過 Archive Viewer 看

各個冰水主機之性能曲線及線上運轉操作點，如圖

6 所示。亦可觀看各建築物整體冰水、冷卻水與製

程水之即時資訊，如圖 7 所示。 

 

圖 6 機電一、二館各冰水主機之性能曲線及線上運

轉操作點 

 

圖 7 機電一、二館冰水、冷卻水與製程水監測畫面 

4. 冰水管連接之節能效果 

本中心於建造 TLS 一期工程時即連接儀光大

樓與研光大樓間之冰水管，而後於 2007 年連接機

電一、二館關間之冰水管，於 2013 年連接機電二、

三館間之冰水管，分別將其節能效果說明如下： 

 

4.1 儀光大樓與研光大樓間之冰水管連接 

研光行政大樓原有 YORK 離心式冰水主機

200RT 兩台，儀光大樓則有 YORK 離心式冰水主

機 500RT、200RT 各一台，其中 200RT 之使用時

間與研光大樓冰水主機同為TLS一期工程所安裝，

500RT 之冰水主機則 2005年所增購。 

我們於 2006 年 8月間量測上述冰水主機效率，

量出結果研光大樓 PM-S1A、PM-S1B 及儀光大樓

之PM-M1A (500RT)等三台冰水主機之負載率分別

為56%、54%及48%，而負載效率分別為1.29kW/RT、

1.08 kW/RT 及 1.10 kW/RT。一般冰水主機之最佳

效率之運轉點約在負載為 70%-90%之間，因此估

算並聯主機後，可由三台主機或研光大樓兩台主機

開啟，改為儀光大樓一台(500RT)冰水主機供應現

場，使主機可以達到最佳之運轉點，並可將附屬設

備停機，以達到省能效果。經測試只開儀光大樓一

台(500RT)冰水主機之負載率與效率分別為 92%及

0.65 kW/RT，大幅提高了冰水主機效率。 

圖 8 為研光行政與儀光大樓冰水主機切換前

後用電情形。圖中顯示研光大樓平均用電約為

550kW，而儀光大樓 A、B兩迴路於切換前之平均

用電分別約為 200kW 及 300kW。切換後研光大樓

平均用電約降至 250kW，而儀光大樓 A、B兩迴路

於切換後之平均用電分別約為 150kW 及 400kW，

因此兩棟建築物總用電量因冰水主機切換約少了

250kW。 

 

圖 8 研光與儀光大樓冰水主機切換前後用電情形 

研光大樓用電 

儀光大樓用 A 迴路用電 

儀光大樓用 B 迴路用電 



4.2 機電一、二館間冰水管連接 

有了上述冰水主機性能切換節能經驗，中心

於 2007 年繼續將機電一、二館之冰水管路連接，

增加冰水主機切換組合，並於當年在機電一、二館

之冰水主機加裝冰水流量計及電表，得以即時監測

冰水主機線上運轉性能。 

圖 9 為 2008 年 6 月 TLS A、B迴路用電量，

A 迴路(紅色線)饋線主要供應區域為儀光大樓、機

電一館、機電二館及 TLS 環館。圖中 6 月初機電

一、二館各使用兩台冰水機，但於 6 月 9 日起，機

電二館原本運轉之 450RT 冰水機切換為新購置之

600RT 冰水機，機電二館維持兩台冰水機運轉，而

機電一館因機電二館冰水供應充裕而關掉一台，直

至 6月二 20 日因發現機電二館之 600RT 冰水機運

轉出現問題而再切換為 450RT 冰水機運轉，機電

一館恢復兩台冰水機運轉，用電量亦恢復。機電一、

二館之冰水管路連接後，大幅提升整體冰水主機之

運轉效率，上述之冰水主機調配約省電 350kW。 

圖 9 冰機切換 TLS A、B迴路用電量(2008 年 6 月) 

圖 10 為 2007 年 6 月 TLS A、B迴路用電量，

亦即圖 9 之前一年同期用電。圖中 5 月 28 日至 6

月 5 日為 TLS 停機期間，故 A、B 迴路用電皆較

其他時間低，6 月 6 日開機後，A 迴路用用電即高

達 2,800 kW 以上，與圖 9 相較，可看出機電一、

二館之冰水管路連接後之節能果效。 

圖 10 TLS A、B迴路用電量(2007 年 6 月) 

4.3 機電二、三館間冰水管連接 

本中心於 2014年完成機電二、三館間之水管

連接工程，並於當年 12 月 29 日進行測試，我們於

測試當天關掉機電二館兩台冰水主機及周邊設備，

改由機電三館冰水主機供應 TLS 所需之冰水。圖

11 為機電二館冰水主機關機前後用電量。其中

CH02 與 CH04 冰水主機原本用電皆約 200 kW，後

因 TLS 加速器停機，兩者用電量分別降為 170kW

與 150kW，如圖 11 所示。 

 

圖 11 機電二館冰水主機關機前後用電量 

機電二館冰水主機周邊設備包括冷卻水塔、

冷卻水泵與冰水泵，隨著兩台冰水主機關機，這些

周邊設備也關機，其中冷卻水塔省下 6 kW，冷卻

水泵省下 150 kW，冰水泵省下 48 kW，圖 12 顯示

冷卻水塔與冰水泵於關機前後之用電情形。 

 

圖 12 機電二館冰水周邊設備關機前後用電量 

機電二館冰水主機關機後，由機電三館冰水

主機供應 TLS 之冰水所需，圖 13 為機電三館冰水

主機切換機前後用電量，兩個迴路冰水主機用電共

增加約 230kW。 

 

圖 13 機電三館冰水主機切換機前後用電量 



機電館除了冰水主機用電增加以外，冷卻水

塔增加約 20 kW，機電二、三館間之連通泵增加用

電約 40 kW。累計上述因冰水主機切換之用電變化，

機電二館共減少用電約 524 kW，機電三館共增加

用電約 290 kW，因此機電二、三館總用電量減少

約 234 kW。 

由於機電二、三館用電分屬不同之電號，故

機電二、三館間之冰水切換調配亦具有需量控制之

功能，亦即當一邊用電即將達到契約容量時，可切

換至另一邊冰水主機運轉，避免用電超過契約容量。

圖 14 為 2009-2016 年間 TLS 最高用電量，圖中可

看出自 2009 年至 2013 年 TLS 用電皆曾超過契約

容量 5,500 kW，自從 2014 年機電二、三館冰水管

連接完成後，2014 年至今即未曾發生最高用電超

過契約容量，主因即為機電三館冰水主機提供 TLS

冰水之故。 

 

圖 14 2009-2016 年間 TLS 最高用電量 

 圖 15 為 2013-2016 年間 TPS 最高用電量，截

至目前為止，TPS 之用電量皆低於契約容量 7,500 

kW。 

 

圖 15  2013-2016 年間 TPS 最高用電量 

 

5. 結論 

節能環保是全球工商業高度發展至今之必然

趨勢，也是一個企業、機構乃至於國家要永續發展

必須面對的議題。有鑑於此，本中心成立至今雖以

有效運轉及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執行相關尖

端基礎與應用研究，並提升我國科學研究之水準及

國際地位為宗旨，另一方面亦提倡節能環保減碳意

識，並執行各樣節能措施，其中以空調系統之節能

措施效果最大，而本中心三處連接跨建築物冰水管，

以冰水主機調配之節能效果更為明顯，其中儀光大

樓與研光大樓之冰水主機調配可節省約 250 kW，

機電一、二館間之冰水主機調配可節省約350 kW，

機電二、三館間之冰水主機調配可節省約234 kW，

此外，電二、三館間之冰水主機調配亦可達到需量

控制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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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pe with huge power consumption due to 

some major projects conducted at Taiwan Light 

Source (TLS) and commiss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 we have conducted 

power saving schemes for years. One of those 

schemes, chillers adjustment between buildings, 

illustrates remarkable power saving results. The 

scheme operated between two buildings of different 

electrical power accoun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peak 

demand control. 

Keywords: energy saving,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chillers adjustment, peak dem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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