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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的環保對策

2009年在丹麥舉行哥本哈
 根氣候變化會議

中國承諾

• 2020年前將單位GDP的
 碳排放減少40-45% (與

 2005年水平比較)
(倫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孫來祥教授

 表示，如果這一承諾中國真的強
 力推行的話，那麼在一些低端產
 品，低勞動附加價值，能源消耗
 大的行業裏，很多工人就會失

 業。)

数据源: http://news.bbc.co.uk/2/hi/8278973.stm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home_en.htm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2/20/GJ0912200003.htm

http://news.bbc.co.uk/2/hi/8278973.stm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home_en.htm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2/20/GJ0912200003.htm


中港兩地的環保政策

2010年「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 粵港雙方要實施全國領先的空氣
質素指標和排放標準

• 建設長400公里的跨境自然保護
區和生態走廊

• 保護改善區域水質
• 發展環保產業
• 推廣再生能源
• 推廣清潔生產 :

– 實施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 對參與“清潔生產伙伴計劃”並在落實
 清潔生產方面有良好表現的港資企

 業，授予“粵港清潔生產伙伴”稱號
 。

http://hm.people.com.cn/BIG5/42273/11311345.html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到2020年單位地區生
 

產總值能耗下降到0.57噸
 標準煤

‧到2020年，工業用水重複率達到80%

‧制定清潔生產推行規劃，指導和督促企業推行
 清潔生產

‧鼓勵生產和使用節能節水節材產品、可再生產
 品和節能環保汽車，形成健康文明、節約資源
 的生產和消費模式

‧採取嚴格有力措施，降低污染物排放總量

‧建立健全大氣複合型污染監測和防治體系，著
 力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到2012年，城鎮污水處理率達到80%左右，工
 業廢水排放達成率達到90%

到2020年，城鎮污水處理率達到90%以上，工
 業廢水排放完全達標



清潔生產與傳統的污染治理方式

國家及地方落實及收緊節能減排保政策，實施清潔生
 產(節省能源；降低物耗；減少排污；增加效益)可為
 廠商解決經濟及環保問題。

傳統的污染治理方法:
– 末端治理
– 側重 “治”。
– 末端治理投入多、治理難度大
、運行成本高，且往往只有環境效益
，沒有經濟效益

清潔生產:
從源頭抓起(污染物最大
限度地消除在生產過程之中)
側重 “防”
經濟與環境的“雙贏”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2007年施政報告

• “…開展一項五年計劃，協助及鼓勵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採
 用清潔生產技術及工序。”

一個由各界參與為期五年的伙伴計劃

• 位於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

• 工商業協會

• 粵港政府

• 環境技術服務供應商

• 生產力促進局作為推行機構

2008年4月18日啟動

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認知推廣項目

•
 

在珠三角地區城市舉行簡報會、考察訪問、培訓研
 討會和工作坊、會議和展覽

•
 

設立清潔生產專題網站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

• 熱線電話:2788-5588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


伙伴計劃的資助項目

實地評估實地評估
 項目項目

資助項目資助項目 目的目的
項目執行項目執行

 機構機構
資助資助

 總額總額

聘用顧問為工廠

 發掘可行的節約

 能源/減少污染

 的方案

環境技術服務

 供應商及

 香港生產力促

 進局

50%
(上限為港幣

 15,000元)

示範項目示範項目
安裝設備或改善

 生產流程來節約

 能源或減少污染

環境技術服務

 供應商及

 香港生產力促

 進局

50%
(平均為港幣

 160,000元)

核證改善核證改善
 項目的成效項目的成效

獨立協力廠商以

 核證改善項目的

 成效

香港生產力促

 進局

100%
全數資助

 (上限為港幣

 15,000元)



新增範圍

• 過往, 重點範圍是減少空氣污染物及減少耗
 能技術

• 於2010年，進一步擴展計劃的支援範圍，
 亦會涵蓋減控污水排放技術

-- 實地評估項目 (1) 全廠審核發掘節能減
 排方案 或

 
(2)只針對審核減控污水排放技

 術
- 技術示範項目及 核證成效項目可包括

 1) 減少空氣污染物、2) 減少耗能技術、
 3) 減控污水排放技術



位於香港的工廠亦可受惠

如廠商有興趣實施「國家清潔生產審核」或
 低碳相關評估專案如「碳審計」(必須包括
 審核能源及空氣污染方面)，亦歡迎申請

 「清潔生產夥伴計劃」的實地評估項目獲
 取政府資助



實地評估的目的

• 企業不清楚廠房節能減排潛力
• 企業不知道如何優選節能減排技術和產品

環境技術服務公司可提供
• 能源效率診斷
• 發掘節能減排潛力
• 優選適合的產品或技術
• 建議節能減排方案，包括該技術的投資預算、回本

 期、預算可節能或減排多少%，方便廠商管理層制定
 採納方案的優先次序

將會實施強制性/自願性清潔生產審核 或
 

實地評估項
 目的港資廠商皆可申請實地評估項目的政府資助

HK$15,000資助上限



實地評估工作
評估主題

節能+空氣污染減控
能源審計+空氣污染減控
碳審計+空氣污染減控
減控污水(污水處理/回用)
水審計

評估對象
管理/操作
高能耗生產設備(鍋爐、電

 機、空氣壓縮機、加熱設備

 等)
能源效率(廢熱回收、保

 溫、替代能源等)
電力質素
空調系統
照明
空氣污染控制/減排
減水/污水處理



示範項目的目的

• 廠商或對投資清潔生產技術的成效存疑

• 本計劃會資助廠商通過裝置設備及／或改善
 生產工序，以減少排放、提高能源效益及控
 制污染

50%資助
HK$160,000資助上限

有關已獲資助的示範項目,  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b5_project3b2.asp



核證成效的目的

• 由香港生產力促進局以獨立第
 三方核證廠房已實施的清潔生
 產方案的成效

• 成效核證主題

節能措施/設備

空氣污染減控措施/設備

溶劑減控措施/設備

減控污水措施/設備

• 該清潔生產方案在節省能源或
 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方面的實
 際成效、回本期。 (08V0018_40099170)

100%資助
Hk$15,000資助上限



成功申請「核證改善
 項目的成效」項目的
 廠商皆可在項目完成
 後，獲得

詳細報告書及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

 保護署頌發頒發嘉許
 狀

•以表揚其在清潔生
 產方面的貢獻



「清潔生產伙伴計劃」資助平臺「清潔生產伙伴計劃」資助平臺

香港及國內

 技術/設備提供單位
清潔生產技術平臺 廠家

香港特區政府資助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秘書處執行

提供清潔生產技術/設備

資助$



誰誰 可可 申申 請請 ？？

• 所有在香港註冊，並在珠三角地區設有工
 廠的香港公司，而該工廠為下列企業所擁
 有︰

– 與該香港公司合資或合作成立的企業；或

– 由該香港公司獨資成立的外資企業；或

– 與該香港公司簽署「三來一補」(即來料加工/ 
來樣加工/來件裝配) 合同的國內企業。



申申 請請 和和 審審 批批 程程 序序

•• 審批準則：審批準則：

– 確認申請資格；

– 項目工作範疇與項目預算是否合理；等等

選擇環境技術服務供應商進行項目(現已登記142間)

與選定的環境技術服務供應商備妥服務合同

遞交申請表格及所需證明檔(表格一/二/三;合約/建議書;公司/工廠證)

秘書處處理申請



資助資助項目審批狀況

• 截至2010年11月，共收到
 1143個資助項目申請（940 

個項目已獲批准），包括：

– 實地評估項目

573個申請（539個獲批）

– 示範項目

175個申請（66個獲批）

– 核證改善項

395個申請
 

(335個獲批）



示範項目示範項目的案例的案例



部份獲資助的示範項目：節約能源技術部份獲資助的示範項目：節約能源技術
 

（第一頁）（第一頁）
項目編號 清潔生產示範項目名稱 資助金額

08D0002 能源節約系統 -

 

自耦調壓器 HK$160,000 

08D0008 安裝電腦直接驅動式自動切線縫紉機以節省電耗 HK$160,000

08D0012 高效能衣車伺服電機改善傳統衣車能耗及效率 HK$159,788

08D0014 壓縮空氣系統運作，節約能源改善方案 HK$160,000 

08D0035 壓力機及衝床變頻節電技術改造 HK$160,000

08D0038 工廠電站全自動電源管理方案 HK$132,905

08D0043 冷媒蒸汽機 HK$160,000

08D0044 節能冷氣降溫及製造熱水 HK$160,000

08D0045 回收冷凝水熱量的高效冷氣系統 HK$160,000

08D0063
高效節能塑料加工機械加熱圈注塑機電熱系統節能改

 造方案
HK$160,000

08D0065 5段水洗裝置 HK$121,250

08D0082 Esaver

 

變頻驅動器 HK$87,137



部份部份獲資助的示範項目：節約能源技術獲資助的示範項目：節約能源技術
 （第二頁）（第二頁）

項目編號 清潔生產示範項目名稱 資助金額

08D0084 洗染工藝的廢熱回收利用 HK$146,430

09D0087 節能高頻開關電源替換可控硅整流器 HK$150,750

09D0088 有機熱載體鍋爐尾氣餘熱回收 HK$160,000

09D0090 染色設備(染缸)保溫技術 HK$160,000

09D0091 柴油完全燃燒橪料節約裝置 HK$60,000

09D0094 五金廠平磨機節約能源技術方案 HK$160,000

09D0095 冷卻水塔除垢防垢滅藻殺菌工程 HK$160,000

09D0096 清潔節能伺服系統直壓式注塑機設備 HK$160,000

09D0108 電鍍前處理除油污水節能回用方案 HK$125,000

09D0109 燃燒管理系統 HK$108,116

10D0134 螺杆式雙級壓縮空氣壓縮機應用節能項目 HK$160,000

10D0136 空壓機熱能熱水機組取代柴油鍋爐節能工程 HK$160,000

10D0142 再生床吸熱 HK$160,000

10D0155 LED照明燈具取替傳統光管 HK$159,925



部份部份獲資助的示範項目：減少空氣污染排放技術

項目編號 清潔生產示範項目名稱 資助金額

08D0024 低VOC後印刷設備~全自動水性過膠複膜機 HK$160,000 

08D0055 鍋爐廢氣處理系統 HK$160,000

08D0057 水性木器塗料生產過程丙酮蒸汽的回收再利用技術 HK$160,000

08D0070 兩台75t/h粉煤灰鍋爐燃燒器及吹灰器節能技改 HK$160,000

08D0071 阻焊絲網清洗用防白水回收 HK$88,011

09D0110 平張柯式印刷中央供墨系統 HK$160,000

09D0114 VL-III型鏈條鍋爐撥火助燃節能控制系統 HK$160,000

09D0115 太陽能、空氣源熱泵加熱系統節能工程 HK$160,000

09D0118 利用太陽能加熱醬油發酵罐循環熱水系統節能改造 HK$160,000

09D0119 鍋爐分層燃燒及煙氣餘熱回收節能改造方案 HK$127,494

10D0145 生物質能環保節能蒸汽鍋爐 HK$160,000



部份部份獲資助的示範項目：減控污水排放技術

項目編號 清潔生產示範項目名稱 資助金額

09D0127
環保塗料織帶染色機取代分散染料織帶染色機消除印染
污水項目

HK$160,000 

10D0135 蝕刻廢液再生及銅回收處理系統 HK$160,000 

10D0141 電鍍廢水離子交換回用系統 HK$160,000 

10D0144 高效節能型微弧氧化綫 HK$160,000 

10D0146 採用雙薄膜技術回收二級處理後的工業污水 HK$160,000 

10D0148 前處理工藝磷化廢水生化處理循環回用工程 HK$160,000 

10D0149 電鍍除油水 -

 

震動膜過濾技術 HK$120,000 

10D0150 高效複合折流板厭氧反應器提高厭氧處理單元去除效率 HK$160,000 



核證成效項核證成效項目目的案例的案例



獲資助的核證改善項目獲資助的核證改善項目

清潔生產核證改善項目名稱

空氣源熱泵熱水器

回收乾衣機的蒸氣供鍋爐使用

蒸汽染缸使用新的工業隔熱塗料

LED燈具

新型移印機和電擊機減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高頻開關電鍍電源取代可控矽電鍍電源



提高企業在環保工作的認受性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計劃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計劃

香港環境局與廣東省經信委共同推
 出“粵港清潔生產夥伴”標誌計劃 , 

向清潔生產有良好表現的企業頒
 發標誌證書，包括:

-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 （製造業）” 
標誌

-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供應鏈）”標
 誌

-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技術服務）” 
標誌新增!!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製造業）標誌
‧已參與 “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並完成實地評估項目，或 “

 清潔生產技術支援試驗項目＂，或已完成申請 “廣東省清
 潔生產企業＂ 所需的清潔生產審核；及

‧已執行相關的評估或審核報告書建議的所有無費改善方案；
 及

‧已完成相關的評估報告書中建議的不少於兩項涉及投資設備
 的改善方案，並有計劃執行餘下方案

• 在過去12個月內無觸犯廣東省環保法例的記錄。

超過100家企業參加
2010年「粵港清潔生產伙伴（製造業）」

標誌計劃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技術服務）標誌

評審準則

1.五個參與伙伴計劃的製造業工廠開展由伙伴計劃資助的專案；及

2.沒有收到經調查屬實的參與伙伴計劃的工廠客戶投訴，或由伙伴計劃

 秘書處發出服務質素欠佳的報告。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計劃

裨益及嘉許:
• 成功申請企業可獲由香港環境局

 及廣東省經貿委共同頒發的標誌
 證書

• 可以在兩年標誌有效期內展示標
 誌，及把標誌用於檔、名片、商
 業宣傳等

• 有機會在公開活動及媒體訪問中
 分享機構的環保成就及經驗

• 參與頒獎典禮及其它活動，並獲
 傳媒廣泛報導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計劃

查詢 :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電話: (852) 27885948
傳真: (852) 31874534
電郵: kkyim@hkpc.org
網址: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ch/resource_form.asp

mailto:kkyim@hkpc.org


清潔生產伙伴計劃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網址: www.cleanerproduction.hk
電話: (852) 2788 5588    (香港)

(86755) 8615 6942 (深圳)
(86769) 2299 2095 (東莞)

電郵:enquiry@cleanerproduction.hk

如對該資助計劃有興趣的港資廠商，可向香港如對該資助計劃有興趣的港資廠商，可向香港
 生產力促進局生產力促進局((清潔生產伙伴計劃秘書處清潔生產伙伴計劃秘書處))查詢查詢

••秘書處在香港、深圳及東莞設有辨事處秘書處在香港、深圳及東莞設有辨事處

••秘書處可到貴公司向廠房員工講解本計劃申請秘書處可到貴公司向廠房員工講解本計劃申請
 資助詳情及協助填寫申請表資助詳情及協助填寫申請表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


電腦直接驅動式自動切線縫紉機

•
 

伺服電機及自動切線縫紉機, 伺服電機採用電
 子伺服控制方法，適應不同的車縫要求，減低

 待機耗電。

成效:
•

 
節電67%

•
 

生產率提高30%
•

 
每年少用3萬多碼的縫線

•
 

生產成本下降, 公司有減價空間, 令訂單數量倍
 增

返 回



蝕刻廢液再生及銅回收處理系統
工作原理：工作原理：

–
 

通過萃取及電沉積工藝，實現蝕刻液迴圈再用及銅回
 收

–
 

收集失效蝕刻液經過濾除雜後，直接用AB吸銅劑萃取
 ，再通過硫酸液萃取後，生成硫酸/硫酸銅溶液，以電
 解作用生成高純度銅板（純度≥99.95%）出售



成效分析
專案設備投資費用:638,500.00
每月運行支出：31,250.00
每月節省買蝕刻液：31200L×1.00HK＄ = HK＄

 31,200.00
每月回收銅約4,200kg(HK$230,000)
本項目的投資回本週期約：三個月
污水減控效益：
以往每月產生31噸蝕刻廢液，改造後每月可降低至6噸

 以下， 每月少排廢液約25噸，節省污水處理費用

返 回



何 謂 誘 導 蒸 發？

首先讓空氣通過低溫冷凝水來蒸發，預冷降溫後的空氣濕度接近飽和，再

 被誘導穿過冷媒蒸發器進行深化製冷，除出飽和空氣的水分。為隨後進來

 的空氣降溫，在這樣不斷的迴圈中，預冷為深化製冷作準備，深化製冷所

 產生的冷水又為預冷提供了冷源，兩者即

獨立運作，又相互輔助，能源得到充分的

利用，同時寬敞的蒸發器和大的排風量使

節能效果進一步提高，用1匹的動力得到

3匹以上的能效，節能效果明顯。

功 能：

製冷、制熱（選項）、自動加濕、除濕

紫外線殺菌、臭氧消毒、自潔、淨化空氣

水冷式誘導蒸發冷氣水冷式誘導蒸發冷氣
Lead Evaporating AirLead Evaporating Air--Conditioner (LEA)Conditioner (LEA)



工廠原來情況：

5000㎡面積，安裝8台30匹的水冷

櫃機降溫，每小時耗電250KW。

個案分析個案分析

核准資助方案：

‧

 
使用8台水冷式誘導蒸發冷氣，

功率：12.8kw/h×8台=102.4kw

利用水冷式誘導蒸發冷氣降溫，替代水冷櫃式空調機，
年節省電費：約人民幣10.9萬

回本期：4.2年

成 效：

返 回



即熱冷媒熱水機(Instant refrigeration water heater)

（

 

專利技術）

●即開即熱

●分流增壓

●防污染水源

節能冷氣降溫及製造熱水節能冷氣降溫及製造熱水

自行研發的冷媒對水的多通道微管換熱器，經平衡、分流、增壓等手段，

 讓高溫高壓的冷媒均勻通過微細管換熱器，不但加大了冷媒和水的換熱面

 積，而且加快了冷媒和水內部的熱傳導速率，可以極速地吸收高溫氣態冷

 媒中的大部分冷凝熱，製成55℃~70℃熱水。

熱水出口

溫度傳感器

高壓開關

分流增壓

衡溫閥

熱水換熱器

自來水

水流開關

風冷蒸發器 氣液分離器

壓縮機
低壓開關

分流增壓

放
大

圖 Capillary heat exchanger



誘導蒸發冷氣用“定點送風＂模式降溫，

當冷氣運行時將廢熱回收轉化成55-65℃熱水，

能效比C.O.P高達7以上。

成效：

個案分析個案分析

‧年節電：約人民幣10.1萬
‧回本期：4年

核准資助方案
1、使用10台誘導蒸發冷氣
2、其中2台誘導蒸發冷氣暨即熱冷媒熱水機。

工廠原來情況：

新建廠房

返 回



•
 

（1）防白水收集
–

 
將碎布擦拭改為毛刷刷洗，廢液由清洗平臺斜內槽結構流到底部

 回收桶

•
 

（2）防白水回收 (Calstar
 

A25Ex-VH)
–

 
清洗後的廢液主要成分為防白水與有機油墨的混合物，可根據有

 機溶劑不同沸點的原理進行蒸餾

阻焊絲網清洗用防白水回收

防白水收集示意圖：

溶劑回收機(一體化真空減壓回收機)：



成效分析

回收95%防白水
 (年回收3325kg)

VOC每年減排
3325kg

‧回收機達到95%的回收效率

‧以年用量3500kg計：

–一年可回收防白水3325kg
 (節省費用HK$72,153)

–回本期約3年

–減少排放到大氣中的防白水（2-丁氧基乙醇）
 3325kg。

返 回



有機熱載體鍋爐尾氣餘熱回收

•
 

紡織業熱整理工序採用熱載體
 鍋爐供熱。利用鍋爐的高溫煙
 氣(~400℃)，通過熱交換(熱管
 )加熱清水產生蒸汽。熱管的

 具有高傳熱性能的傳熱元件，
 通過密閉真空管殼內工作介質
 的相變潛熱來傳遞能量。

熱管原理：
內含作動流體之封閉腔體，

 藉由腔體內作動流體持續迴
 圈的液汽二相變化，及汽液
 流體對流，使腔體表面呈現
 快速均溫的特性而達到傳熱
 的目的。

有機熱載體鍋爐

熱管式餘熱
蒸汽發生器

蒸汽

往煙氣脫硫除塵

進水

有機熱載體鍋爐

熱管式餘熱
蒸汽發生器

蒸汽

往煙氣脫硫除塵

進水



成效分析

每年節省
 546,000港幣

預期成效：

‧蒸汽產生量 0.7-1.2t/h

‧年產汽量為 4200t

‧經濟效益 546,000港幣

‧回本期 7.8 月

年產蒸汽
 4200t

返 回



洗染工藝的廢熱回收利用
‧現況：

–洗染工藝平均每天產出及直接排放

100m3 60-100℃廢熱水
 

 浪費熱能

‧改造項目：

–洗染中排出廢熱水統一收集，用耐高溫泵轉入熱交換
 池；同時，冷自來水與廢熱水逆流進入熱交換池，換
 熱後回用於洗染工藝

–預計交換回收其中60%的熱，回本期約半年

年省120萬
 蒸汽費用

返 回



冷卻水塔除垢防垢滅藻殺菌工程

•
 

利用臭氧發生器產生臭氧，添加到冷卻循環水系
 統中，利用臭氧強大的氧化能力，氧化分解水垢
 中的有機物，從而使水垢得以鬆動、脫落。

•
 

脫落後的水垢被循環過濾設施過濾排出。經改善
 後，水垢被清除，提高熱交換效能，減少壓縮機
 的工作時間，達至節能的目的。

成效:
•提升冷卻水塔效率5%                           
(即96,480人民幣/年)
•回本期4.8年
•減少排污水840噸
•減少化學物料費用38,280人民幣/年

返 回



鍋爐的燃燒管理系統

•
 

控制氧氣濃度及煙氣(flue gas)溫度

Efficiency decreases with Flue Gas Temperature Efficiency decreases with Oxygen Concentration

成效:
•減少4%的燃料耗用
•節省HK$246,697 (即 58,046 升的柴油)
•回本期11個月

返 回



太陽能加熱醬油發酵罐循環熱水系統

改造後：

太陽能集熱器直接加熱熱水罐內熱水，熱水泵至發酵

 
罐以熱交換形式加熱漿膠。

• 安裝太陽能集熱器，將太陽能轉化成熱能對循環熱水進行加熱

改造前：

鍋爐生產的蒸汽以熱交換的形式加熱罐內的

 
熱水（使其保持恒溫），然後由水泵將熱水

 
泵到發酵罐以熱交換方式加熱漿膠。

•減少柴油耗用量17噸 (118,300人民幣/年)
•回本期3年
•減少柴油耗用量17噸 (118,300人民幣/年)
•回本期3年

返 回



VL-III型鏈條式鍋爐撥火助燃控制系統

•
 

現況：

–
 

鏈條鍋爐煤層相對靜止，通風不暢，做成燃燒時間延長、強
 度降低、燃燒後移排紅渣，不完全燃燒。

•
 

工作原理：

–
 

安裝在鏈條鍋爐主燃區側面（左面或右面）

–
 

撥火杆齒往復橫向撥動燃燒中的煤層，在鼓風機的作用下達
 到松渣、碎焦，半沸騰狀燃燒。提高煤在主燃燒區的燃燒效
 率。

–
 

強化燃燒，提高前拱區爐膛溫度，達到節煤、減SO2

 

/CO2排
 放。

成效：
•減少媒耗用量10% （670噸/ 
年 或 502,500人民幣/年）
•回本期為8個月

返 回



空氣源熱泵熱水器

•
 

使用空氣源熱泵熱水器取代傳統熱水器供應生活熱水

•
 

以往 : 工廠主要使用燃氣/油爐、蒸汽鍋爐、或電熱爐
 作為水加熱設備，但這三款熱水器的能源效益較低，

 性能系數 （COP）一般少於1；而燃燒燃料又直接產生
 空氣污染。

•
 

現在: 空氣源熱泵是通過大量獲取空氣中免費熱能，
 消耗的電能僅僅是壓縮機用來搬運空氣能源所用的能

 量，因此擁有較高的熱效率， COP一般可達到 3 -
 

4，
 表示在製造相同的熱水量時，空氣源熱泵熱水器的使

 用成本會較傳統熱水器為低，更為節能。同時，空氣
 源熱泵熱水器在工作過程中沒有直接排放任何廢氣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Coefficient_of_performance&prev=/search%3Fq%3DCOP%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hk&usg=ALkJrhjwU0tg0c9LkkgQEE1ndRpwbBZ2PA


改善的成效:
•

 
節省耗能 60 – 88%

•
 

節省成本 40 –
 

78%
•

 
4間不同的廠商有不同的回本期, 分別是半年至

 ４年

返 回



回收燙布後的蒸氣餘熱
 供員工宿舍熱水系统之用

•
 

以前以前人手燙布使用蒸氣後，剩餘的蒸氣及高溫冷凝水
 則直接排放，造成了比較大的能源浪費。

•
 

現在將燙布剩餘的蒸氣回收,把燙布後的蒸氣連接在一條水
 管裏，然後滙集到蒸氣及高溫冷凝水儲水缸中，缸內的水
 在蒸氣及高溫冷凝水的高溫作用下，不斷地循環加熱，當
 達到預定的水溫，便可供應熱水給員工使用。 。



改善的成效:
•

 
每日蒸氣及高溫冷凝水儲水缸的回收熱量為

 438兆焦耳

•
 

為鍋爐每日蒸氣生產量的 37%
•

 
每年可以節省員工宿舍電熱水爐的耗費為人民

 幣 2.5萬元

•
 

新裝的『燙布後的蒸氣餘熱回收系统』的投資
 回收期在3個月內。

返 回



蒸汽染缸使用新的工業隔熱塗料
使用蒸汽染缸進行布料染色處理

過往：染缸外的保溫材料傳統用60毫米厚的石棉替染
 色機保溫，不僅消耗量很大，而且時間長容易產生
 龜裂，造成表面有露水產生及, 腐蝕。染缸外部的溫
 度超過100攝氏度，隔熱效果較差。

現在：廠方替換了新的
工業隔熱塗料，塗料是由真空陶瓷微粒，樹脂乳液

 和納米材料等組成，具有絕緣功能，適用於5000F（
 260℃）溫度下的任何類型物質底面。3mm厚塗層，
 可有效減少熱損失。



改善的成效:
•

 
年節約蒸汽量約 5,385,600公斤。

•
 

年節約蒸汽費用 80.8萬元(人民幣)
•

 
由於本項目的投資為人民幣 1,026,640元，估算

 投資回報期約1.27年

返 回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過往染缸外的保溫材料為海棉，在120度保溫狀態下，缸外溫度為117攝氏度左右，溫差為2.5%。 

新型保溫塗料後,在120度保溫狀態下，缸外溫度為100攝氏度左右，溫差為17%左右。

，熱散失量可減少19%，即可節約能耗19%。




LED燈具

•
 

以往: 使用傳統T8光管 、高壓汞燈等

•
 

現在: LED是「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的縮寫，是半導體材料製成的固態發光

 元件。利用電能直接轉化為光能的原理，在半
 導體內正負極兩個端子施加電壓，當電流通過
 ，使電子與電洞相結合時，剩餘能量便以光的
 形式釋放，依其使用的材料的不同，其能階的
 高低使光子能量產生不同波長的光，人眼所能
 目視的光的波長介於400-780nm (10-9m)，因此
 各種LED燈具亦在此波長區間。



改善的成效:
•

 
LED取代傳統T8光管, 節省成本 76%

•
 

LED取代傳統高壓汞燈, 節省成本 89%
•

 
LED取代傳統白炙燈（用於顯微鏡) , 節省成本

 85%
•

 
回本期1.2 – 1.9年

返 回



新型移印機和電擊機減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為了在產品上印刷一些標示，文字

過往使用人手絲印，先用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的
 PP水清洗需要絲印的產品的表面，然後使用絲印網進
 行人手絲印。

現在先用電擊機替代原有的PP水電擊移印產品的表面，
 然後使用自動移印進行自動移印。在自動移印機和電
 擊機車間設立了具有獨立通風裝置的封閉移印房，利
 用良好的抽風設備把房間內的VOC抽到室外。

舊式
新式



•
 

改善的成效:

•
 

投資額:目前車間裡共有1部電擊機，投資
 47,700人民幣和5台自動移印機，投資150,000

 人民幣。電擊機的維修保養成本為每年100人
 民幣。

自動移印車
 間

手動絲印車
 間

相差百分
 比

清洗部分 2.3ppm 21.7ppm 89%
印刷部分 7.7ppm 9.6ppm 20%
周圍環境 3ppm 32.3ppm 91%

返 回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過往染缸外的保溫材料為海棉，在120度保溫狀態下，缸外溫度為117攝氏度左右，溫差為2.5%。 

新型保溫塗料後,在120度保溫狀態下，缸外溫度為100攝氏度左右，溫差為17%左右。

，熱散失量可減少19%，即可節約能耗19%。




高頻開關電鍍電源取代可控矽電鍍電源

以往:
使用可控矽鎮流器提供電鍍電源(將交流電轉為直流

電)，工作方式是在低頻下工作(50-60Hz)，主要是依

靠輸出變壓器降壓換流，並利用可控矽整流。因為

變壓器自身的能量消耗大，導致用於散熱的風扇功

率同時增大而增大耗能。

現在:
使用高頻鎮流器提供電鍍電源(將交流電轉為直流電)
，工作方式是在高頻下工作(10-50Hz)，採用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模組的開關以降壓換流，損耗

小，導通損耗小、頻率高，每秒輸出1萬個以上的脈

衝波形，具有省時、省電、體積小重量輕、電鍍效

果好等優點。



結果：

•
 

高頻開關電鍍電源取代可控矽電鍍電源相比:
•

 
節省了53%電力(節省電費RMB9,800/年)

•
 

功率因數相若，大約為0.6
•

 
諧波失真度增加約60%

•
 

回本期約1年半

返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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