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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2005 年美光台灣廠進行建廠之設計時，即

認為 CDA 系統中的空壓機是水冷式，再三與設計

顧問與設備代理商討論，空壓機的冷卻系統可以分

為：其一為密閉系統；另一為開放系統，在目前台

灣半導體業 CDA 系統大部分採用的密閉系統是冰

水冷卻其水質比較好，其優點是空壓機的冷卻器

(cooler)比較不容易結垢，維護成本低，其缺點是

冰水需耗費電力，所以是耗能。在目前 TFT 產業

大部分採用開放系統為冷卻水塔冷卻其水質比較

差，其優點是減少冰水的耗電降低運轉成本，其缺

點是冷卻水塔的水質為開放系統水質差，容易造成

空壓機的冷卻器(cooler)結垢問題，增加設備維護

成本。所以此兩種設計各有其優缺點。MMT(台灣

美光)A1&A2 廠於設計初期便以節省運轉成本與

降低設備的維護成本，同時考量 CDA(空壓機)系

統、溫水系統的運轉穩定度為最終目的。在溫水系

統中有包含空壓機熱回收、冰水主機熱回收、熱水

系統支援(backup)溫水系統。空壓機的廢熱回收

(waste heat recovery)是使用溫水來作冷卻，高溫的

溫水提供給外氣空調箱(MAU)的再熱盤管(reheat 

DCC)與預熱盤管(preheat DCC；冬季使用)；所以

空壓機冷卻不需要大量冰水同時使用溫水冷卻溫

水是密閉循環水，又發揮節省冰水的耗電(省能)與

水質佳降低空壓機的冷卻器(cooler)結垢問題；減

少維護保養成本，因為增加空壓機全年運轉可以減

少冰水熱回收主機的購買。 MMT( 台灣美

光 )A1&A2 廠 的 溫 水 系 統 包 含 有 空 壓 機

(compressors)廢熱回收、冰水熱回收主機、熱水系

統支援(back up)溫水系統使系統無論在炎熱的夏

天或寒冷的冬天皆可穩定運轉。 

1、前言 

半導體製造工業是一種技術密集、資本密集

的產業，也是一種高耗能產業。在台灣美光后里廠

的前身是瑞晶電子 R1 廠在 2005 年進行建廠之設

計時，即有力晶半導體(PSC)P1/P2 廠的建廠與運轉

經驗，我們一直再檢討如何運用成熟、安全、經濟、

穩定、節能的方式運用各種系統中例如：冰水與冷

卻水系統該如何整體提升運轉效率，因此在冰水與

冷卻水系統建廠規劃時，在 CDA 系統我們如何將

空壓機產生的廢熱回收與利用；再三與設計顧問與

設備代理商討論水冷式空壓機的節能。在電子廠的

使用水可以分為：冰水、溫水、冷卻水、熱水(不

適合冷卻空壓機的壓縮空氣不予討論)。 

水冷式空壓機的散熱方式在早期 8吋或12吋

半導體 CDA 使用量小，所以是使用冰水作為空壓

機壓縮空氣的冷卻水，好處初設成本低同時冰水是

密閉系統不容易結垢，可以減少空壓機冷卻器的結

垢降低保養成本；壞處是冰水需要耗電尤其目前

12 吋半導體廠月產能 6~8 萬片；CDA 的空壓機馬

力數大，需要冷卻的水量大長期運轉耗電量十分

大。TFT 廠因為 CDA 使用量一直很大，所以他們

已經清楚如果使用冰水冷卻耗電太嚴重，所以他們

使用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冷卻空壓機的廢熱，但是冷

卻水是開放系統水質不容易控制水質比密閉系統

差，使用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容易造成空壓機的冷卻

器嚴重結垢或腐蝕，早期台灣美光 A1 廠我們已經

有考慮到需有一種冷卻水不要耗電同時水質良好 

，所以我們選用密閉系統的溫水給 CDA 的水冷式

空壓機作冷卻，可以減少耗電又可以減少空壓機的

冷卻器結垢與腐蝕問題，空壓機的廢熱回收(waste 

heat recovery)是使用溫水來作冷卻，高溫的溫水提

供給外氣空調箱(MAU)的再熱盤管(reheat DCC)與

預熱盤管(preheat DCC；冬季使用)；所以空壓機冷



卻不需要大量冰水同時使用溫水冷卻溫水是密閉

循環水，又發揮節省冰水的耗電(省能)與水質佳降

低空壓機的冷卻器(cooler)結垢問題，發展出現今

具有成本競爭力、操作安全，特以本文與各位同業

先進分享。 

 

  1.1 水冷式空壓機廢熱回收架構 

    本廠所使用的空壓機為三段壓縮，在第

一、二段壓縮機使用溫水作冷卻，第三段使用

冰水作冷卻，以達到空壓機出口溫度容易控

制，不影響 CDA 出口溫度的要求。在初期設計

中為使 CDA 系統穩定，溫水是供應給外氣空調

箱(make up air；MAU)的 Pre-heating coil(第一段

溫水)與 Re-heating coil(第二段溫水)使用（如圖

一；外氣空調箱 MAU），如果在溫水使用量較

少的夏季，甚至沒有溫水得需求，為使 CDA 熱

回收系統更穩定加裝 3 組 9℃冰水可以支援溫

水的板熱，計算系統時必須考慮溫水的壓力，

所以有增加 3 組 booster Pump，此系統自建廠

試車運轉後 CAD 空壓機的廢熱回收系統（如圖

二）運轉達到我們預期的功效，因為空壓機的

運轉產生的廢熱十分穩定，CAD 冰水的用量減

少，相對用電量也減少，同時溫水系統為密閉

系統，空壓機的冷卻器(cooler)比較不容易結

垢，降低維護成本低，因此 CDA 空壓機廢熱回

收的使用間具有上述的三項優點：使用溫水冷

卻減少冰水使用降低用電量、使用密閉循環水

水質佳減少空壓機冷卻器(cooler)的結垢，增加

空壓機廢熱回收可以減少熱回收的冰水主機的

購買。 

 

（圖一；外氣空調箱 MAU） 

 

      （圖二；CAD 空壓機的廢熱回收系統） 

 

1.2 經濟效益分析 

   目前 CDA 空壓機熱回收系統在 MMT A1 廠中

實際推動與執行中，我們由廠務監控系統(FMCS，

facility monitor control system)，我們可以即時掌握

到 CDA 空壓機熱回收系統其溫水的出水溫度、回

水的溫度、溫水的循環量，我們就可以計算出省下

冰水的用量，也就可以計算出可以省下的用電量。

我們就以MMT A1廠CDA空壓機廢熱回收系統運

轉作實際的說明，以 CDA 空壓機廢熱回收系統運

轉 6 個月(180 天)的趨勢圖做說明。平均溫水的循

環量為 196CMH(M3/Hr），溫水的出水溫度為 32.5

℃，溫水的回水溫度為 23.5℃，溫水 6 個月的趨勢

圖 (請參考圖三 )。（ 1 冷凍噸的耗電量大約

0.58KW，1KW-HR 的電費大約 2.6 元，1 冷凍噸

=3024Kcal/Hr（英制））。 

H=M*S*T=196*1000*(32.5-23.5)=1764000 kcal/hr 

1764000 kcal/Hr/3024kcal/hr=583(RT) 

電量=180(day)*24(hr)*583(RT)*0.58kw/RT*2.6 元

/KW-Hr=3,797,988 元（6 個月）；推估一年節省電

費大約 7,595,978 元。 

MMT A2 廠 CDA 空壓機廢熱回收系統運轉作實際

的說明，以 CDA 空壓機廢熱回收系統運轉 5 個月

(150 天)的趨勢圖做說明，A2 廠在 2016 年 3 月正

式運轉目前無塵室使用 50%。平均溫水的循環量為

124CMH(M3/Hr），溫水的出水溫度為 30.2℃，溫

水的回水溫度為 23.1℃，溫水 5 個月的趨勢圖(請

參考圖四)。（1 冷凍噸的耗電量大約 0.58KW，

1KW-HR的電費大約 2.6元，1冷凍噸=3024Kcal/Hr

（英制））。 



H=M*S*T=124*1000*(30.2-23.1)= 880,400kcal/hr 

880400kcal/Hr/3024kcal/hr=291(RT) 

電量=150(day)*24(hr)*291(RT)*0.58kw/RT*2.6 元

/KW-Hr=1,579,781 元（5 個月）；推估一年節省電

費大約 3,791,474 元。 

實際上我們可由廠務監控系統計算出來 MMT 

A1&A2 廠使用水冷式空壓機廢熱回收減少使用冰

水 874 冷凍頓(RTs)，1 年大約可以省下電費 1,138

萬元，空壓機的廢熱回收系統的初設成本在一年中

我們就可以回收其效益，如果長期穩定運轉依照一

個晶圓廠可運轉 25~30 年其減少耗電量更可觀。 

 

  (圖三 A1 廠溫水出、回水溫度與流量趨勢圖） 

 

  (圖四 A2 廠溫水出、回水溫度與流量趨勢圖） 

 

1.3 溫水系統架構設計說明： 

本廠的溫水系統最主要的使用者為外氣空調箱

(make up air；MAU)有 20 台、超純水(UPW)升溫

用，溫水的溫度為 23~32℃，溫水系統最主要的架

構有三大部分：空壓機(CDA)的廢熱回收、冰水主

機的熱回收、熱水鍋爐的支援溫水系統，以供應本

廠一年四季溫水的使用量不會匱乏。廠務系統在美

光概念設計(concept design)時有三大原則：安全、

穩定、經濟，溫水系統建置初期一定很多考慮擔心

冬天惡劣天氣時空壓機(CDA)的廢熱回收、冰水主

機的熱回收不足夠提供給 MAU 與 UPW 使用，因

為我們的回收冰水主機只有 3 台(每台可回收

1250RT 的廢熱)，所以本系統增加熱水鍋爐與溫水

作熱交換，此系統除了試車時有作運轉測試平時皆

沒有使用，為了克服一些空壓機內部冷卻器的壓損

所以我們必須安裝加壓泵(booster pump)克服壓損

增加水冷式空壓機廢熱回收穩定度(請參考圖五)。 

 

 

      (圖五 溫水系統架構圖） 

 

1.4 水冷式空壓機廢熱回收架構設計說明： 

本廠所使用的空壓機為三段壓縮，在第

一、二段壓縮機使用溫水作冷卻，第三段使用

冰水作冷卻，以達到空壓機出口溫度容易控

制，不影響 CDA 出口溫度的要求。在初期運轉

中；擔心溫水用量少，如果一、二段壓縮空氣

無法充分冷卻，會造成高溫跳脫，所以為使

CDA 系統穩定運轉或在夏季時溫水比較少回

收太多廢熱。溫水是供應給外氣空調箱(make 

up air；MAU)的 Pre-heating coil(第一段溫水)與

Re-heating coil(第二段溫水)使用（如圖一；外

氣空調箱 MAU），如果在溫水使用量較少的夏

季，甚至沒有溫水得需求，為使 CDA 廢熱回收

系統更穩定加裝 3 組 9℃冰水的熱交換器可以

冷卻回收多餘的廢熱，計算系統時必須考慮溫

水的壓力，所以有增加 3 組 booster Pump，此



系統自 2007.03 建廠試車運轉後CAD 空壓機的

熱回收系統（如圖二）運轉達到我們預期的功

效，因為空壓機的運轉產生的廢熱十分穩定，

CAD 冰水的用量減少，相對用電量也減少，同

時溫水系統為密閉系統，空壓機的冷卻器

(cooler)比較不容易結垢，降低維護成本低，因

此 CDA 空壓機廢熱回收的使用間具有上述的

三項優點：減少用電量與減少設備的結垢，減

少熱回收的冰水主機的購買。同時請大家多多

指導。溫水系統在夏季與冬季的使用量差距十

分大，尤其冬季時外氣寒流來襲，外氣溫度低

於 10℃，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溫水供應給使用

者，所以在冬季必須配合熱回收冰水主機的使

用，增加溫水的使用量，本設計在建廠時將溫

水系統分成三大部分：空壓機(CDA)的廢熱回

收、冰水主機的熱回收、熱水鍋爐的支援溫水

系統，在冬季時本系統是需要 3 台 1250 冷凍噸

(RTS)的冰水主機熱回收（如圖五）升溫溫水系

統，此三大部分是可以各自獨立作維護保養。

因為熱回收冰水主機價格比較單冷式的冰水主

機貴，空壓機(CDA)的廢熱回收可以減少購買

熱回收冰水主機的台數，降低初設成本。水冷

空壓機我們有在溫水回水進入空壓機的冷卻器

前加裝溫度計與溫水出水加裝溫度機與流量計

方便計算回收多少廢熱，以下是我們溫水系統

廠務監控(FMCS)系統圖(如圖六)。 

    

       (圖六溫水系統廠務監控圖) 

 

2、結論： 

科技日新月異廠務系統也會隨著不斷的建

廠的機會有所創新與有所突破，新建的有機會

去做更詳細的規劃與設計，透過不斷的討論與

思考會有新的概念。尤其近年能源的不斷上

漲，石油的慢慢減少，地球的暖化嚴重，除了

技術上的創新，節能減碳的節約能源也是刻不

容緩的必須推行。 

水冷式空壓機廢熱回收是一項可以節約能

源，其建置成本大約一年就可以回收，而且對

於溫水系統不會有任何危險，對於 CAD 系統也

不會有輸出空氣品質的問題，台灣美光廠務在

試車運轉期間也有TFT業界的朋友來參觀與指

導，大家認為可減少耗能與空壓機結垢維修保

養上的問題，台灣美光廠務藉此廠務技術研討

會向同業作一些說明，同時也請前輩(同業) 與

教授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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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ste heat recovery of water cooling type 

compressors was saving energy its warm water 

cooling it .The heat could provide MAU and UPW, 

CDA system mostly use closed type cooling system, 

which has a better water quality and the advantage is 

the compressor’s cooler do not scale easily, low 

maintenanc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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