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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壓縮空氣清潔便利，為工廠自動化控制的主要動力來
源之一，因為其安裝及使用方便，往往讓人忽略其運
轉效率。 

 各種空壓機在生產壓縮空氣的同時，本身也在大量的
消耗能源，在目前的工業界亦有使用數千馬力空壓機
的工廠己為數眾多。 

 壓縮空氣系統是產業的一個重要輔助系統，系統將空
氣壓縮、過濾、乾燥後，爲生產設備與儀控設備提供
公用系統用氣和儀錶用氣。 

 空壓機一般是在任何類型的工業和製造過程中的關鍵
角色。由於空氣壓縮機產生的能量，它不是簡單的機
器，但本身就是一個系統。重要的是要不斷地分析您
的空壓機，以確保它是其最佳性能運行的效率。  



空壓機簡介 

空壓機分為定排量(正位移)式空壓機 （Positive 
Displacement Compressor）與動能(動力)式空壓
機 (Dynamic Compressor)  

分為有油式與無油式 

分為有水冷式與氣冷式 

依壓縮段數分為單段式(Single Acting)與多段式
壓縮機(Multi-Stage)   

螺旋式與離心式空壓機在國內石化廠、化纖廠、
鋼鐵廠及電子廠…等相當常見  



壓縮機(Compressor)定義 

壓縮機(Compressor) :是一
種機械設備，用以壓縮空
氣或其他氣體，使其壓力
自原有的大氣進氣壓力，
升至較高的排氣壓力 

一般以壓至1kg/cm2以上的
排氣壓力稱之。 



定排量(正位移)式空壓機 

定排量式空壓機的共同特性是藉助空壓機將密
閉於一定容積內的空氣施以機械功來「壓縮」
空氣的體積，同時提升壓力，此類型的空壓機
以往復式 (Reciprocating) 及螺旋式 
(Rotory Screw) 最具代表性及普及性。 
 

 



動能(動力)式空壓機 (Dynamic 

Compressor)  

任何非直接「壓縮」空氣的體積以提升壓力的
方式都可歸類於動能式空壓機 

市場上所常見的機種當首推齒輪增速離心式空
壓機為動能式空壓機的代表 

 



往復式空壓機壓縮原理  

 往復式壓縮機的工作原理此乃利用
活塞在氣缸來回移動吸入氣體並加
以壓縮，使單位體積內氣體分子的
密度增加以提高壓縮空氣的壓力。 

 往復式壓縮機係利用驅動馬達傳動
氣缸內的活塞，使活塞在汽缸內作
上下或左右之往復運動。 

 往復式壓縮機不但可使用於壓縮低
壓力及中壓力，同時亦可產生高壓
力，產生壓力範圍很廣。此種壓縮
機的組件包含：連桿軸、活塞桿、
活塞、氣缸體、進氣閥、排氣閥等。  



螺旋式空壓機壓縮原理  

在機器運轉時二轉子的齒互
相插入對方齒槽，通過二個
被齒隔開的空間，先在吸氣
端吸氣且隨著轉子的旋轉向
排氣端傳輸移動，使被對方
齒所封閉的容積逐步縮小，
將空氣壓縮，壓力逐漸提高，
直至達到所要求的壓力時，
此齒槽方與排氣口相通，實
現了排氣。  



離心式空壓機壓縮原理  

 離心式壓縮機用於壓縮空氣
的主要工作部件是高速旋轉
的葉輪和通流面積逐漸增加
的擴壓器。簡而言之，離心
式壓縮機的工作原理是通過
葉輪對空氣作功，在葉輪和
擴壓器的流道內，利用離心
升壓作用和降速擴壓作用，
將機械能轉換爲氣體壓力能。  



壓縮過程 



特性 



約有60% -90%能源轉為熱能 

成本分析 



能源分佈 



用電成本 

對於一30HP空氣壓縮機，全年全載運轉
之時間為8000小時，假設平均電費為2元
/KWH，則此機台全年之用電成本為35.8

萬元；  

30HP ×0.746KW/HP ×8000HR/年 ×2元
/KWH=358080元/年  



節能選定理由 

可降低壓縮空氣生產成本。 

可提昇系統可靠度與能源績效。 

可減緩對地球環境的衝擊與減少碳的排
放。 

 

 



名詞定義 

 壓縮比（Compression ratio）:排氣絕對壓力與進氣絕對
壓力的比值。 

 濕度:表示空氣中水汽的含量或乾濕程度。 

 相對濕度：相對濕度的大小能直接表示空氣距離飽和
的相對程度，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空氣完全乾燥時，
相對濕度為零。相對濕度越小，表示當時空氣越乾燥。 

 絕對濕度（absolute humidity）是指單位容積內水汽的
重量，其單位是克／立方公尺；這也就是密度單位。    

 壓力露點:濕空氣被壓縮後，水蒸氣密度增加，溫度也
上升。壓縮空氣冷卻時，相對濕度便增加，當溫度繼
續下降到相對濕度達100%時，便有水滴從壓縮空氣中
析出，這時的溫度就是壓縮空氣的“壓力露點” 。 

 常壓露點:  

 



名詞定義(續) 

壓力: 

流量:  



效率介紹 

PV
γ

 = constant  

工程上比較: 
審標時著重 
主機單位耗能與輔機耗能 
系統效率..等等 



系統介紹 

壓縮機(油氣桶冷卻器自動洩水器) 

驅動機 

容量控制裝置 

安全裝置 

穩壓空氣桶(自動洩水器) 

過濾器 

乾燥機 

儲氣空氣桶 

管路 

排放管(透明軟管) 

 



系統流程介紹 

空氣系統 

油系統 

控制系統 

冷卻系統  

 

 



螺旋式空壓機組空氣流程  

空氣由進氣空氣濾清器濾去塵埃之後，經由進
氣閥進入主壓縮室壓縮，並與潤滑油混合。與
油混合的壓縮空氣排至油氣桶後，再經由油細
分離器、壓力維持閥及後冷卻器之後送入使用

系統中  



進氣空氣濾清器的作用  

其主要功能是濾除空氣中的塵埃、保持
機組內部清潔、延長熱交換器阻塞時間、
降低冷卻油溫，避免螺旋式轉子過早磨
損 

 



進氣閥的作用  

通過進氣閥的開啓、關閉，實現空壓機
的載入、卸載和壓力調整。  



壓力開關的作用  

依靠空壓機的壓力變化來控制進氣門電
磁閥的吸合控制進氣門的開啓、關閉，
並進一步控制電動機。可以設定到一個
最高壓力值，達到這個壓力值進氣閥關
閉，並向電動機發出停機延時信號，同
時可以設定另一個壓力最低值，降到這
個壓力值進氣閥開啓或重新啓動電動機。  



安全閥的作用  

當壓力開關調節不當或失靈而造成油氣
桶內壓力比額定壓力時安全閥將開啓，
以保護空壓機組的安全。  



壓力維持閥（最小壓力閥）的
作用  

建立起潤滑油所需的循環壓力：起動時優先建
立起潤滑油所需之循環壓力，確保機體的潤滑。 

保護油細分離器受損：是桶壓力超過一定壓力
之後才開啓，可降低流過油細分離器的空氣流
速，保護油細分離器免因壓差太大而受損。 

空氣止回功能：當停機後油氣桶內壓力下降時，
防止管路壓縮空氣回流。 



後部冷卻器的作用  

通過冷卻降低壓縮空氣出口溫度，以保證壓縮
空氣的安全使用並滿足空氣後處理設備的性能

要求，減少乾燥機負荷。  



洩放電磁閥的作用  

當空壓機停機或空車時，洩放閥即打開，排出
油氣桶內之壓力，以確保空壓機再次運轉時能
在無負載情況下起動或空負荷運轉。  



自動排水器的作用  

無需人手操作，排掉凝結在儲氣桶內積存的水
分。 



噴油的作用 

冷卻 

潤滑 

密封 

降噪  



熱能回收 

 約有60% -90%能源轉為熱能 

 約可回收70-80%熱能 

 可提供50-80℃熱水 

 92.55kw×1920h×2元/kwh 

 = 355,392元/年 

2 



控制裝置 

安全保護 

停機 

調控 

警告 

保養 

指示 



安全保護與警告 

電動機超載保護  

空壓機防逆轉保護 

排氣溫度過高保護  

警告--空氣濾清器阻塞、油過濾器阻塞和油細
分離器阻塞  



空壓機變頻效益 

節約能源 

運轉成本降低 

提高系統壓力的精度 

延長壓縮機使用壽命 

降低空壓機產生的噪音 

 

 



變轉速效能  

rpm 2899 3499 4010 4500 4990 

入口壓力(kpa) 101.17 101.17 101.17 101.17 101.17 

入口溫度(℃) 32.2 34.2 34.4 34.4 35.3 

排氣壓力(Mpa) 0.7 0.7 0.7 0.7 0.7 

排氣溫度(℃) 77 81 84 95 100 

排氣量(m
3
/min) 2.44 2.99 3.44 3.85 4.01 

軸功率(KW) 15.74 19.32 22.51 25.69 29.69 

冷卻水量(kg/min) 20 20 20 19 19 

效率

(KW/(m
3
/min)) 

6.45 6.46 6.54 6.67 7.4 

 



基本說明 

對於壓縮空氣系統之運轉狀況，如現場實際需
求量、實際供應量、系統供氣效率、現場洩漏
量…等，若能充分掌握，進而適時提出各項改
善方向與方案，才能降低壓縮空氣系統之運轉
成本。 

為使系統之使用效率達到最高化必須由“節能
三支柱”著手實施。 



應用 

依需求量變動區分基載與變動負載 

依負載變動訂定機台控制與運轉模式 

備用訂定 

高低壓分流 

 

 



能源管理 
節能三支柱 

制度—有方針、有計畫、有系統的推動 

管理—依目標、方向與有效且鉅細靡遺來完整
的加以實施 

技術—成功的基石 

 



能源管理 
節能三支柱(續) 

1.制度: 

程序書 

作業標準書 

指導書 

表單、紀錄  

文件化 

2.管理: 

目標與指標 

能源審查 

稽核 

持續改善 

3.技術: 

規範 

管理指引（Guide 

line） 

監測與量測技術 

診斷技術 

節能技術 

減量技術 

成效驗證 



能源管理 

能源管理 

規劃設計 採購 診斷 操作與保養 

節能自主活動 

改善行為 

改善效率 

節能管理 節能改善 



鑑別能源考量面步驟 

 選定範圍 

 辨認能源考量面 

 辨認能源衝擊 

 鑑別重大能源考量面 

 評定優先行動順序，列入能源目標 

 以上過程須程序化 

 以上過程須文件化 



規範 

綱要 

要領 

實質性內容(執行細節) 



綱要 

格式 

架構與章節 

書寫範圍 

要領 

指導性內容 



作業規範 

結構及工作原理說明 

各系統說明(氣管路、油管路、冷卻、冷凝水排
放、調節、電氣 ) 

操作要領與規範、品質管理標準 

點檢要領與規範、品質管理標準 

保修要領與規範、品質管理標準 



節能規劃 

節能定義爲：節能是指加強用能管理，採取技
術可行、經濟合理以及環境和社會可以承受的
措施，減少從能源生産到消費各個環節的損失
和浪費，更有效、合理地利用能源。  

節能規劃是確定節能宗旨、目標以及實現節能
目標的方法、步驟的一項重要節能活動。  

 



節能規劃目的  

企業節能規劃目的是使節能工作能夠深入持久
地穩步前進。它必須符合法規要求，國家産業
政策，符合企業的實際情況，充分分析和評價
現有的管理和技術實力，分階段分步驟地進行，
達到期望的目標。目標要明確，既要有長期目
標，也要有分階段的短期目標，措施有力，並
有年度實施計劃。  



節能規劃編制步驟  

確定目標  

制定規劃  

進行評估與修正   



節能規劃內容及編制方法  

 編制總則，包括編制依據、企業概況、企業發展規劃
描述、並確定規劃的基準年度。  

 提出規劃目標，包括規劃指導思維 、基本原則和規劃
目標。目標包括總體目標及分系統分年度目標，要求
分系統目標必須與總體目標相吻合。 

 確定現狀及分析 

 制定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 

 對措施進行評估，對提出的管理措施、技術措施進行
經濟、技術評估，儘量量化節能量，核算對目標的影
響，評估各項措施的效果是否可支援目標實現。     



節能規劃系統分析  

進行管理與技術因素分析  

分類找出主要因素及問題   

進行評估與修正   



能源管理 
如何推動系統達到高效率化 

現場必須實施節能活動 

必須將基礎與基準資料建立完整 

節能活動中實施簡易診斷與精密診斷工
作 

分項指標要完整 

結果與管制圖資料要完整 

程序與指導書要完備 

 

 



壓縮空氣系統管理 

建立新設基準值、能效值 

制定標準化 

掌握基礎與管理實態 

掌握能源浪費狀態 

計算總用氣的費用與單位用氣的成本 

掌握系統單機效率與供氣效率 

比較新設基準值或歷史基準值與實際值 

檢討目標與差異 



基礎 

蒐集技術資料與規範 

蒐集與能源有關資料 

製作系統圖與廠區配置圖 

調查、量測與分析 

建立基線(耗電、壓力曲線、用量曲線、洩漏
量..等等) 

計算單位用氣的成本 

建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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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評量因素   

到底何種系統適合工廠或能源使用者？ 

新的投資計畫如何評估其能源需求及應用？ 

廢熱是否可回收利用？廢熱回收是否有最大化
的可能？ 

熱損失低減化是否有可能性？ 

在不增加任何費用下有何改善，能提高能源效
率？或需投資那些設備來改善能源效率？  



設計階段 

細化需求的研析。 

加強分項組成的研析與重點組成效率。 

加強供應負載的研析。 

配備安裝計量儀錶並建立完善的計量管
理體系。 

 



設計階段(續) 
空氣壓縮機選擇 

 需求使用壓力(公斤/平方厘米)  

 需求風量  --目前使用量/未來擴充時風量之增加量 

 周期 

 空氣要求品質 

 功能需求 

 適用機型  --基載機型/尖峰負載機型                      

 控制方式 

 操作方式 

 單機效率 

 系統供氣效率 

 能源使用效率 



設計階段(續)  

設計設備時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符合方法製程要求 

符合負載要求 

操作維護要求 

經濟性要求 

配置要求 

其他要求 

 

 



設計階段(續)  

設計管線時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符合製程要求 

符合管線應力要求 

操作維護要求 

經濟性要求 

美觀要求 

 

 



規畫設計節能原則 

用氣需求量要準確掌握與估算 

空氣量:供應端=需求端 

供應端所供應空氣量要剛好為需求端所要之空
氣量 

機台馬力數大，效率高 

供應端儘量應用優良節能控制方式 



空壓機設置環境 

溫度與濕度的影響 

粉塵的影響 

酸鹼的影響 

結論： 
空壓機設置場所應 
1.採光良好 
2.溫度低 
3.空氣清淨 
4.通風良好 



輸送管線檢討 

避免不合理的吸氣狀況 

壓力降變大，流量不足 

凝結水無法排出 

閥件及接頭太多 

洩漏點點檢及維修 

無效管線 



吸氣管線 

吸氣管線90。彎頭採用2.5~3D 

吸氣管線長度不超過12m 

吸氣管徑流速不超過8m/s 

吸氣管線壓降0.5mmaq/m 

 



管線配置 



能源管理 

組織應具備節能意識、問題意識、品質
意識、改善意識，尋求自身工作的改善
方法，在管理上應用統計技術的方法和
觀念，在全員努力之下滿足組織目標要
求和環境要求。 



管理 

節能管理 

專案管理 



專案管理實施基本原則  

優先實施不用投資的專案 

優先實施投資少回收期短技術成熟效果顯著的
專案  

優先實施系統適化的專案 

優先實施政府強制要求的專案 

適時實施投資大回收短技術的專案 

掌握實施回收期長技術成熟的專案和技術風險
大的專案   



專案管理實施  

現狀描述  

進行分析  

分類找出問題   

規劃目標  

提出或加強措施 

進行評估  

依實施步驟實施 



技術 

節能技術 

工程技術 



活動 

維持活動（日常管理） 

改善活動（解決問題） 

節能活動（自主性與能力提高） 

稽查活動 



節能活動 

節能小組 

節能會議 

節能要領  

能效管理標準  

自主檢查表  

個別改善 

報告與決議  



節能改善活動 
掌握基礎與管理實態 

 第一階段: 

 建立基本資料與資訊 

 制定規劃設計要求 

 讓問題浮現 

 掌握能源浪費狀態—如低效率運轉徵象 

 

 第二階段: 

 掌握使用與耗能、耗損實態 

 建立設備管理要求 

 標準化操作與設定—如機台調配 

 追蹤設備的故障  

 



節能改善活動(續)  
問題浮現 

發掘問題 

研析問題 

解決問題 



節能改善活動(續)  
發掘問題 

產氣量太多-使用量太多 

產氣耗電量大-低壓高用 

供應壓力太高-供應端、使用端 

無效損失大-供應端、生產使用區、停止使用區 

不良應用多 



節能改善活動(續)  
發掘問題技巧 

現場觀察法 

問卷調查法 

面談法 

測試法 

 



節能改善活動(續)  
能源浪費狀態的掌握 

隨著季節、時間差或其他因素導致壓縮空氣的
變化量超過某一範圍(視機種而定），或是實
際使用風量很可能遠低於購置空壓機前的估計
值時 

空重車時間比例是否過高 

多台機組是否同時在部分負載下運轉 

是否定期有作壓縮空氣洩漏總量測試與耗電量
測試或估算 

熱氣是否有短循環，或機器排熱相互影響現象 

 

 



節能改善活動(續) 
耗能實態 

空氣壓縮機效率差 

空壓機設置環境不良 

壓縮空氣洩漏大 

管路配置不當，管路末端壓力不足 

機組出口壓力是否過高 

冷卻功能是否不良 

空氣壓縮機是否同時在部分負載下運轉 

壓縮空氣系統是否常時間在低效率下運轉 

機組負載調配是否不佳 



推動系統高效率化 

 目的：為使系統之能源

使用達到高效率化。 

 分兩階段推動： 

第一階段：為使系統
損失低減必須先實施
簡易診斷與改善。 

第二階段：為使系統
效率更高化必須實施
精密診斷與改善。 



簡易診斷方式 

以書面方式調查 

利用五官感知 

以簡易儀器測量 

至現場堪察 

 

 



簡易診斷事項 

空重車時間比例是否過高 

多台機組是否同時在部分負載下運轉 

是否定期有作壓縮空氣洩漏、耗電量測試或估
算 

熱氣是否有短循環，或機器排熱相互影響現象 

供應壓力是否有降低的現象 

供應機台是否有更多的現象 

凝結水是否無法排出 

聆聽噪音或觸摸到空氣是否有洩漏 

初步損失研析 



精密診斷方式 

簡易診斷方式 

應用精密儀器測量實施空壓機單機效率測試 

應用精密儀器測量實施系統用量與系統效率測
試 

應用精密儀器測量實施洩漏總量測試 

損失與能效研析 

附屬設備與各組件查核 

以節能小組模式全面檢討節能措施 



精密診斷事項 

簡易診斷項目 

空壓機單機效率 

系統用量與系統效率 

洩漏總量 

附屬設備、各組件與總體能效 

 

 

 

 



壓縮空氣系統精密診斷程序 

 檢測各空壓機的排氣量、耗電量及效率 

 檢測系統壓力、耗電量及用氣量的需求 

 繪製系統負載及耗電量曲線 

 檢測壓縮空氣區域洩漏量與洩漏總量 

 至現場檢視洩漏處與標示 

 檢討空壓機房環境 

 檢討系統與系統管路配置 

 檢討使用地方與需求壓力 

 確立改善方向與方案 



空氣壓縮機效率檢測 



空氣壓縮機性能曲線圖 
復盛SA-475W水冷螺旋式，75HP 



系統負載及耗電量曲線 



洩漏試驗 

尋找適當時機 

開機將空氣充滿管線 

注意壓力 

紀錄空(t)重車(T)時間與比例 

計算壓縮空氣洩漏量 

計算壓縮空氣洩漏耗電量 

 

洩漏量% 



節能構面 

節能管理的運用 

規劃設計面的改善 

能源浪費狀態的掌握 

維持空壓機房優良環境 

配管面的改善 

系統面的改善 

操作維護面的改善 

 

 



節約措施 

 提升空氣壓縮機效率 

 降低機房和系統上壓縮空氣洩漏量 

 降低系統運轉壓力 

 變頻的運用 

 確認運轉在高效率區 

 適當加大管道直徑，大大降低阻力節能  

 修改管路配置 

 監控系統調配空氣壓縮機的負載 

 熱能回收 

 降低不當使用 

 維持應有高效率的狀態 

 空壓機停機時，同時關閉後處理及輔助設備 

 提升設備總合效率   



節約措施(續) 



節約措施(續) 



節約措施(續) 

 Every 4°C rise in air inlet temperature will increase power 
consumption by 1 percent.  

 In a well-designed compressed air system, the pressure at the 
end use should be at least 90 percent of compressor discharge 
pressure. 

 Higher the pressure, higher is the power consumption.  

 Note that every 2 psig of pressure drop represents a 1% 
increase in compressor energy costs. 

 For every 10 psig increase of pressure in a plant system,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increase by approximately 5% at full output 
flow. 

 A 1/16” leak at 100 psig will lose approximately 70,000 CFM of 
air in a single week .  

 

 

 

 



案例分析1 

廠內有3台800HP空壓機，系統間有管路相通，
平日互相支援 

 3台800HP空壓機額定用氣量為9,600CFM 

 2台800HP空壓機皆為全載在運轉，另外一部空
壓機在部份負載運轉 

廠內平均用氣量為7,540CFM，全年用電量為

16,800,000 kWh。  



改善前 

檢測現場空壓機且經分析計算後，空壓
機的狀況如下：  

編號 kw cfm 

效率(CFM/HP) 

#1 610 3200 3.9 

#2 327 1160 2.65 

#3 608 3180 3.9 

合計 1545 7540 3.6 

 



改善後 

壓縮空氣系統的節能目標即為減少主要用電部
分-即為空壓機的耗電量 

平日運轉時，系統依據現場用氣量及壓力的需
求，以部分空壓機為基本負載 

且配合一小台400HP的空壓機，使供應端量和
需求量相符合 

提升壓縮空氣系統的運轉效率至3.87CFM/HP。  



改善後運轉 

編號 kw cfm 
效率(CFM/HP) 

#1 610 3200 3.9 

#4 234 1160 3.7 

#3 608 3180 3.9 

合計 1452 7540 3.87  

 



節能 

節省電力費用約為200萬元，節省電量為93KW。  

節省量:(1545-1452)/1545×16800000 kWh /年
= 1011260kWh /年 



案例分析2 

 廠內有4台空壓機，各為 
75HP、50HP、30HP 2台，
空壓機出口皆連接至共通
主管路，4台空壓機皆在
運轉，為現場提供系統用
氣 

 75HP、30HP空壓機負載控
制為空、重車控制方式 

 50HP為變頻式空壓機  

 50HP、30HP空壓機在部分
負載下運轉 

 30HP空壓機關掉 

 50HP變頻式負載
加大空壓機頻率
變高 

 

改善後 

 分析:         
設置上是好的系
統 



節能 

節省2台30HP空壓機運轉中部份
電力 

 Lesson learning 



結論 

壓縮空氣系統的節能並不困難，主要為採用高
效率機組與高效率系統控制 

系統雖簡單，但需有效管理 

在日常使用中應降低用氣量與提升系統運轉效
率 

加強改善使節能三支柱完整堅固 

需診斷系統的主要問題對症下藥，方能有事半
功倍效果 

 



敬請指教 

簡報完畢 

黃山松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