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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低碳製程技術 

1.技術/設備名稱 

技術名稱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技術 

設備名稱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 

技術來源 █自行研發/製造  □國內廠商研發/製造  □國外引進代理       

2.設備廠商/代理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日鴻企業社 

公司地址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 182 號 

公司網站 http://rihong.web66.com.tw/ 

連絡人 莊先生 
連絡人 

部門/職稱 
負責人 

連絡人 

電話 
(06)2702286 

連絡人 

E-mail 
ri.hong@msa.hinet.net 

3.技術應用領域與適用行業別/製程別 

應用產業包括塑膠業、人造纖維業、機械製造業…等需使用電熱作業

之行業，例如：烘乾設備的電熱設備。主要應用之塑膠業，包含應用在注

塑機、造粒機、擠出機、拉絲機、吹膜機等塑膠機械。 

4.技術應用原理與流程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係透過石英管與電熱元件組合所產生的遠紅外

線幅射管來產生遠紅外線(指電熱元件置於石英管中所產生的遠紅外線幅

射電熱)，利用單向輻射的傳導方式，大大的提高了發熱元件與料筒之間的

傳熱效率；高隔熱保溫層也能高效率地降低表面溫度，進而從根本上改善

提升傳統加熱圈電熱轉換效率。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結構及其外觀如圖 1

及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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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結構圖 

 

 

圖 2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外觀示意圖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與傳統加熱圈相比有如下特點： 

(1)透過遠紅外線輻射傳導，熱轉換率高； 

(2)溫控精度高； 

(3)加熱升溫快，熱效率高； 

(4)節能率高； 

(5)安裝簡單，可直接替換現有電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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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備規格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可因應各機型尺寸去量身訂製，也可直接替換

現有電熱圈。可供應的電熱溫度範圍為 200℃~400℃。 

6.技術優勢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與一般傳統電熱圈之比較如表 1 所示。安裝好處

包括： 

(1)超高節能率，最優熱傳導方式，比起一般傳統電熱圈節能效果最高可達

30%~50%。 

(2)料筒表面溫度低，溫度控制在 40℃~70℃，可有效改善工作環境，降低

工作環境溫度，保障操作員作業安全，避免燙傷。 

(3)加熱速度快，溫升速度提升 50%以上，比起一般傳統電熱圈加熱約快

1.5~2 倍。 

(4)降低工作場所空調用電衝突。 

(5)技術成熟，維護簡易、保養成本低。 

(6)安裝簡易，可直接替代普通電熱圈，也可以與普通電熱圈混合使用。 

 (7)溫控精度高，有效保證成品質量。 

 

表 1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與一般加熱圈比較 

  

 

 

  

 

   

資料來源：新產品測試結果 

 

7.設備安裝空間需求 

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依瓦特數不同會有所差異，須由專人至現場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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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測量。 

8.應考慮因素及限制  

本設備規劃設計應考慮因素包括： 

(1)環境溫度；  

(2)製程需求； 

(3)用電量。 

9.商業化應用實績(應包含國內應用實績) 

編號 應用對象(公司名稱) 行業別 

1 程宥寶特瓶有限公司 塑化製造業 

2 斌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塑化製造業 

3 振喬企業有限公司 塑化製造業 

4 全立發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製造業 

5 信通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塑化製造業 

10.典型應用案例簡介 

案例廠為程宥寶特瓶製造廠，年產 80 萬噸之各種塑膠容器，原使用傳

統電熱為熱能來源，塑料原料經加熱熔融後產製成各種規格的寶特瓶容器

產品。為改善注塑機電熱能耗，改為使用奈米遠紅外線電熱圈，該節能案

例的施工過程僅需約 3 小時，施工期間影響到工廠生產僅約 2 小時。 

本案例廠施工前其設備已先行安裝隔熱保溫棉，因此本案例在設備已

有隔熱的前提下再加裝電熱圈，讓原本已隔熱的設備再達到更好的節能效

果。經改善後的注塑機電熱能耗約可降低 28%，且可提升產品品質及改善

廠內工作場所溫度，降低生產成本。案例如圖 3 所示，投資成本與改善效

益如下： 

(1)投資費用：約 29 萬元 

(2)完工時間：民國 106 年 

(3)效益評估： 

A.節能量：80,592kWh/年 

改善前用電情形：運轉 118.86 小時，其耗電度數實測為 3,862 kWh，

平均每小時耗電量為 32.5kW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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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後用電情形：運轉 150.6 小時其耗電度數實測為 3,508kWh，平

均每小時耗電量為 23.3kWh/hr。 

( 32.5kWh/hr - 23.3kWh/hr ) × 8,760hr/年= 80,592kWh/年 

B.節能率：約 28.3%  

( 32.5kWh/hr - 23.3kWh/hr) ÷ 32.5kWh = 28.3% 

C.節能效益：約 28 萬元/年 

80,592kWh/年 × 3.5 元/kwh = 282,072 元/年 

(以每度電單價 3.5 元/kwh 計算) 

(4)減碳量：約 42,633 kg CO2e/年 

80,592kWh/年 × 0.529 kg CO2e/kWh = 42,633 kg CO2e/年 

(以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 105 年電力排放係數 0.529 kg CO2e/kWh 計算) 

(5)回收年限：約 1.0 年 

 

  

改善前 改善後 

 

圖 3 案例廠改善前及改善後照片 



機台耗能改善-料管保溫節電裝置

目前重新啟動需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1.現勘，與廠商討論上次缺失，如何改善？

2.安裝&測試一台作為改善驗證用。

2-1:於⅓日上午安裝智慧電表於二廠五號機記錄市電耗能狀

況，作為日後對比使用。

2-2改善後的節能裝置預計1/18號已架設完畢。發現新的問

題點。所以需三月七日設備改裝後在架設一次重新驗證。才

能得到有效的數據。



機台耗能改善-料管保溫節電裝置

3.待改善後測試完畢，再全面安裝於二廠。安裝完後會

監控數月看使用情形。

4.擴展到一廠或者樹谷廠。做到全面節能為目標。

5.次頁圖表為改善前後的用電量，取3/3與3/10的用電

量比較，3/3 當日用電量為38KW，3/10當日用電量為

31KW，由推算目前節能率為22.5%。





安裝歷程

4/18 射出機安裝智慧電表於六號機與八號機，確認未使

用節能裝置時，料管耗能狀態。

4/25 預計安裝料管節能裝置。先安裝六號機及八號機後

與上次節能狀況再次做驗證對比效果。推遲至5月9日完

成

PS：施工日期皆選擇射出5S時間，避免施工工時影響

生產時間。



安裝歷程
二廠#6射出機加熱器節能改善

•如下圖電表量測資料:

•改善前每小時用電平均值=1.65KW/H
•改善後每小時用電平均值=1.28KW/H
•每小時節能=1.65-1.28= 0.37KW/H-------0.37/1.65=22.4%
•每天節能= 0.37*22H = 8.14度/Day

改善前
改善後



安裝歷程
二廠#8射出機加熱器節能改善

•如下圖電表量測資料:
•改善前每小時用電平均值=1.62KW/H
•改善後每小時用電平均值=1.23KW/H
•節能=1.65-1.28= 0.39KW/H------0.39/1.62=24%
•每天節能= 0.39*22H = 8.58度/Day

改善前 改善後



安裝歷程

總結:
1. 節能效率20%~25%，平均節省用電= 8度/天
2. 機台數量= 9台
3. 每月工作天數=26天
4.每月節省金額= 8*9*26*2.85(元)=5335元/月
5. 料筒表面温度低，温度控制在40度C至70度C，可有效改善工

作環境，降低工作環境温度，保障操作員安全避免燙傷。
6. 降低工作埸所與空調用電衝突。
7. 整體九台大約二年左右回本。
8. 是否延續一廠，待二廠安裝後生產狀況穩定後，再盤點一廠
可安裝機台（機子運用不足五年不建議安裝）。

-----此節能設備專案由日鴻電氣設備有限公司承包協助-------



The En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Q & A



六號機安裝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