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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冰水主機系統主要是冰水主機製造冰水，採

用 PUMP 傳送，提供現場空調使用，由於空調系

統受外氣影響盛大，夏天焓值最高可到 95Kj/Kg，

而冬天最低則可能低於 20Kj/Kg，相差接近四倍之

多，冰水耗量也隨之劇烈變化，供應模式目前多半

採用固定末端壓力差，配合變頻器變頻運轉，此時

產生冰水的傳送功無法配合外氣的影響增加及減

少，故此控制模式會有較多之傳送能耗產生，因此

藉由鉅資資料數據分析，提供一個好的控制模組，

隨著回水溫度與出水溫度之溫差，自動調變 SCHP

供應壓力，從靜態變頻改成動態變頻，提升最佳運

轉的效率，因固定壓力差就等於固定末端流量，此

時當系統用量變少時，Bypass 的用量就增加很多，

能耗量增加，故供應壓力是多段與現場用量有相關

聯性，以達到最佳的傳輸運轉成本，且對冰機運轉

效能也較能提升。本控制邏輯可在一次變頻系統使

用，亦可在一二次變頻系統使用。另外提供新的運

轉概念，好的運轉機組並非好的運轉組合，藉由歷

史數據提供最佳的運轉組合及尋找檢測系統的最

佳量尺，採用多因此二次式呈現，提高耗量預測的

精準度，最終採用不花任何設備費用即可節省的最

高原則。 

本專案採用 SAS 分析最佳溫度差，並寫入程

式於 DCS 內，自動控制並驗證節能效益約

NT$2.6M，35C 系統上節能效益 NT$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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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ackground 背景 

在半導體廠區來說，主要能源使用設備包括製

程設備、辦公室維持及廠務系統設備，其中廠務系

統設備耗損超過 50%以上，而在廠務系統上又以冰

機相關耗電作為大宗約占 50%，故空調系統節能的

小浮節能，可產生非常可觀的節能電量換算出排碳

量，可得知對環境保護的貢獻度相當高。 

 
圖一：廠務各系統能耗柏拉圖 

空調系統最佳化控制之主要目的，係期望以

最小的用電量滿足空調空間的負載需求。空調系統

運轉於非最佳化操作條件之原因大致可分為：空調

系統過大設計以及空調系統搭配不適當之運轉控

制策略等二種。空調系統過大設計之原因係由於一

般空調系統於初始設計階段時，係以當地最嚴苛之

環境條件做為系統設計與設備選用之依據，並以此

選用空調設備，使得該空調系統於該地區全年氣候

條件下運轉可滿足空調空間要求之環境條件，然而

在實際運轉中，空調空間之負載及外氣氣候條件均

逐時變化，空調系統往往運轉於非標準設計條件或

處於卸載之狀態下運轉，因此造成空調系統耗電量

上升。故當冰水系統負載在非滿載 (100%以下)運

轉時，就會有節能空間並降低運轉成本。 

冰機的耗電量與外氣焓值的相關性都很強，

故本廠率先提倡供應壓力的兩段控制，此兩段控制

可以節省許多的傳送電費，但細看兩段式的控制上

仍然有許多改進的空間，故本廠研擬提出末端變壓

差控制，此舉動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因為 MAU

的耗量都與外氣焓值有關，所以看似不可行的結果

也有機會嘗試，替公司節省出更多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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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冰水系統供應壓力控制模式 

2.理論分析 

 目前各廠區均採用管末壓力差控制冰水水

量，由於管末定壓力差就代表著管末的流量被固定

了，以伯努力方程式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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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回水壓力差管路等高，ΔP=1/2ρ(V22- 

V12)，故壓力差固定流速差固定。且 Q=V*A 故流

速固定流量就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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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冰水系統供應流程圖 

    目前廠務冰水系統均採用壓力差控制或出口

壓力設定 SCHP 控制模組。此設計概念雖隨現場

需求執行變頻控制，但仍有空間節省。因為就如同

上理論得知當末端壓力差固定時代表末端流量固

定，於負載變化時 Bypass 的末端流量就須跟隨著

變化。不然回水溫度會越來越低。因 Bypass 的冰

水流量變多，故執行末端變壓差設定。隨著負載動

態變化。以下圖顯示了其用量與供應量之關係，我

們需要將控制方程式執行成負載動態變化，已讓回

水溫度固定，使 Bypass 的流量固定，已達最省之

境界。 

由以下兩個簡圖可以確認其供應壓力固定時，

進回水溫度差於現場 Loading 變小，其溫度差變

小，供應 pump 能耗增加，如果我們將壓力適度調

整使進回水溫度差固定，此時節省的空間將非常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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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溫度與壓力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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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前後供應壓力模式比較 

    以下為程式邏輯圖分析，備妥兩組溫度差

sensor進行 redonduent。以免其中一組 sensor fail 可

自動切換 Backup。其中為了避免第一組及第二組

相互切換影響，將第二組 Sensor 溫度差+1。當程

式開始時先行選用 gap 小的溫差使用。PIC-SCHP 

Output 從冬季的 15psi 下修至 12psi 可調範圍，夏

季之 18psi 就維持最高數值。目前選定溫度差選定

藉由以下鉅資資料分析結果來設定。使用 Cascade 

概 念 控 制 PIC-SCHP 壓 力 差 數 值 。

T_Pri = TI02-5CHR - TI02-5CHS
T_Sec = TI-5CR - TI01-5CHS

Gap1 = |SP- T_Pri|
Gap2 = |SP- T_Sec|+1

PV:TIC-SHCP678 =選Gap小的溫差
(T_Pri or T_Sec)

Fx = %OP:TIC-SHCP678 
改為0~36.0數值(PEU指令)
限制12.0~18.0的數值

若Bx=True則繼續, False就結束
卡模式就可以

註 :
1. 紅色字User可調整
2. Select Sec. 要trigger alarm

Fx = SP:PIC-SCHP678

結束

 

圖五：程式邏輯方塊圖 

3. Result 

3.1SCHP Case 

3.1.1 資料整理及數據分析 

廠區冰水主機耗電量採用 3 軸比對分析，先行



將溫度、外氣條件及進出水溫度差來比對。 

3軸資料
比對分析

 

圖六：溫差、耗電量、外氣資料分布 

 單純比對外氣條件及耗電量可發現其數據 R^

非常高接近 0.7~0.9 不等，代表其外氣條件與冰水

主機耗電量有直接相關性。但發現 R^雖高但還是

有上下振幅的跳動高耗電區及低耗電區。 

低耗電

高耗電

 

圖七：溫度與焓值分布圖 

其耗電差異高達 200~500KW 不等，我們將其資

料拉出比對分析溫度差與冰水主機總耗電量關

係，其 R^就只有 0.4 左右，雖然不高但藉由剛剛

理論可分析無誤的情況下，我們換個角度切開焓值

區度比對，每個區段的焓值耗電量及溫度差均有反

向微笑曲線，綜合所有的反向曲線尋找出最佳溫度

差設定點為 6 度。 

 

圖八：耗電量、溫差及外氣關聯性 

經由數據分析可確認高焓值區段其反應耗電量對

應溫差之關係分常強烈，對於低焓值區段反觀就沒

那麼劇烈，主要原因為高焓值區段冰水系統用量

大，良好的供應壓力可以使系統位於節能的區段，

而低的焓值區段由於廠區基於最低負載的限制，及

現場用量趨於最低耗量，故反應節能較少。 

 

圖九：焓值區段與溫差對應耗電量關係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50_52 52_54 54_56 56_58 58_60

20~25

25~30

30~35

35~40

40~45

45~5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0_52 52_54 54_56 56_58 58_60

50~55

55~60

60~65

65~70

75~80

85~90

90~95

回水溫差5.8~6.0 之間耗電量最低

 

圖十：各區段比較分析 

3.1.2 多因子方程式導入及驗證 

採用 FIT module 功能進行節能分析驗證，其

FIT module 其 R^0.98 之比例非常高，可以確定其

指標為冰水主機耗電量的一把標準尺，這標準尺採

用多因此回歸曲線，何為多因子回歸曲線??其回歸

採用外氣溫度、溼度、焓值及機台耗電進行回歸分

析，可將耗量分析較為精準且可解釋。因此採用此

Module 進行比對節能效益是據參考指標的，且此

方程式可以隨時體檢線上冰水主機運轉情形。如果

運轉效率變差或系統設定不良時可及時 alert，節能

運轉模式也可以隨時紀錄，提供人員良好的參考依

據。並且可進行節能之驗證，目前我們就採取以下

多因此回歸曲線進行分析 SCHP 調降之節電能力。 

實際
焓值迴歸曲線 (R2=0.95)
多因子迴歸曲線 (R2=0.98)

KW

time

 

圖十一：多因子方程式 

    測試 5C SCHP PUMP 的耗電量，在這個當下



9/2 號的時間點中，以廠區的 SOP 是不進行及執行

壓力調降的，故供應壓力為 18 psi，但其對應的

PUMP 耗電量為 194KW，而導入溫差控制後，則

下降至 15 psi，其對應 PUMP 耗電量則下降至 150 

KW，供應壓力可影響至 44KW 這麼多，值得我們

進行最佳的控制調整。 

節能模式

正常模式

節能模式

SCHP = 150kw

SCHP = 194kw

SCHP = 150kw

5C Pump
耗電量

 

圖十二：SCHP 耗電量驗證結果 

    當變壓差變流量時廠區冰水主機實際耗電量

與 FIT module 耗電量之差值為-158KW，代表其節

能電量為-158KW。當我們設定為定壓差定流量之

設定時期耗電量差值為-16KW，最後再轉成節能模

式其 -151KW 。節能 效益約 -130KW 。 一年

NT$2.6M。所以得知其 SCHP 調整不只節省 pump

的用電量且 CHP 的用電量也會節省。因 SCHP 用

量減少 CHP 用量也會減少，冰水主機耗電量也會

減少。因為減少了循環出去的水量及能量。故多多

少少減低了冰水主機的耗電量，但以簡單的概念來

說，採用 FIT module 的耗量當基準來確認系統節

省的用量。 

Fit  module 
耗電量

定壓差定流量控制
-16 kw

變溫差變流量控制
-158 kw

變溫差變流量控制
-151 kw

 

圖十三：多因子方程式驗證結果  

    最後我們將 Y2015 及 Y2016 SCHP 供應的耗

電量與外氣焓值對應比較，很明顯的是 Y2016 因

最佳的供應壓力調整導致系統的耗電量有明顯的

降低，降低幅度達 50KW 左右，且隨著外氣條件

越熱其供應的流量越多，消耗的功率越高，符合常

理的判斷，另外將這些資料比對之前瞬時的 trend 

chart 其結果是非常接近，此模式是成立且成功的。 

 

圖十四：SCHP 耗電量分布圖 

3.1.3 程式導入 

 DCS 程式進行修改，將原本單一壓力差控制

邏輯增設溫度差控制邏輯，可單一設定溫度差藉由

cascade 推估壓力差設定之 Output，並採取上下限

保護措施。目前冬季下修至 13psi 末端押差。 

 

圖十五：DCS 導入圖控畫面 

3.2 HWP Case 

3.2.1 資料整理及數據分析 

    由於 35 度溫水系統其供應均為 MAU 

Pre-heater and Re-heater 使用，其中 Re-heater 為

365 天全年開啟避免空調箱進入無塵室之間風管

溫度過低造成結露現象，因此 Re-heater 的用量是

不隨外氣變化而改變，故可以了解 Re-heater 用量

是固定且被優化過後的結果，而 Pre-heater 則為外

氣<35 kj/kg 焓值情況下，進行空調箱入風預熱，

使空調箱加濕系統(Air washer及 coolfog 等系統容

易加濕，所以當外氣焓值<35kj/kg 時，熱水系統的

用量就會大幅增加。 

 

圖十六：MAU 熱水供應流程圖 



    但於廠區建置 20 年來，熱水供應力均為單一

壓力設定，延續 SCHP 溫差控制理論，可將供應壓

力進行調整，在未調整前供應力維持於 3.0kg/cm2

的情況下，溫差 Range 3.0~5.0 度，所以代表有調

整的空間。 

PIC: ~2 kg/cm2

ΔT: 5.5~6.5ﾟC

PIC: 2.4~2.7 kg/cm2

ΔT: 4.5~6.8ﾟC

PIC: 2.5~3.1 kg/cm2

ΔT: 5.5~9.1ﾟC

PIC: 2.9~3.1 kg/cm2

ΔT: 3.0~5.2ﾟC

For OA Enthalpy >=40 kJ/kg and PIC ~2.0 kg/cm2, 

ΔT ~ Optimum  

圖十七：供應壓力與溫差分布圖 

故我們將 raw data 進行數據分析，資料為未

調整供應壓力前的 Y2012 年，外氣的焓值中位數

55kj/KG，比對的數據資料為 Y2015 年，外氣的焓

值中位數 58kj/KG，可以確認的是外氣條件是差異

是不大的，故將外氣焓值超過 40 以上的資料點

數，供應壓力為 3.0kg/cm2，其運轉 pump 的 HZ

數約落在 50HZ，其 PIC-HWP-OUTOUT 約落在

84%，當設定壓力調整至 2.0kg/cm2，其運轉 pump 

的 HZ 數落在 40HZ，其 PIC-HWP-OUTOUT 約落

在 67%，由於溫水系統的 pump 為兩台 200HP，

故電量從先前 170kw 下降至 70kw，下降幅度達

100kw，且此模式為夏季尖峰負載降幅，對夏季節

電有非常好的貢獻。 

 

圖十八：供應壓力調整前分布圖 

 

圖十九：供應壓力調整後分布圖 

  下圖為真實運作之結果，其中紅色區塊為調整

前，在不同焓質區段內，其耗電量趨於穩定的

180kw附近，且於高焓質區段較為集中，而低焓質

區段則較為發散，原則上是現場 Loading 於低焓質

區段耗量較大導致，而藍色區塊則為調壓後運轉，

分為上下兩個區域，其中上區域為設定壓力

2.5~2.8kg/cm2 不等之耗電區塊，可以明顯發現其

對應耗電量較高約落在 120kw，通常此設定壓力為

落在加濕或預備加濕之區段，而較低區域為設定壓

力 2.0 kg/cm2其耗電量約落在 80kw，為非加濕區

段，與未調整壓力前 180kw有 100kw節省空間。 

 

圖十九：HWP 供應壓力調整後分布圖 

    我們提供幾個好的控制模式及邏輯供廠務同

仁進行使用，這幾個模組是可以達到不需花費任何

費用只要修正既有的參數即可獲很可觀的報酬，姑

且不論節省的費用有多少，以 Payback 換算方法，

這樣的投資回饋是無限大的，值得同仁們討論修正

導入系統。替節省電量盡一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