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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聯網的興起  

•政府政策推動 
參考 http://www.lccnet.com.tw/l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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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將產業結合物聯網? 參考http://www.lccnet.com.tw/l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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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量資料與物聯網的
結合 

http://www.lccnet.com.tw/lccnet
http://www.lccnet.com.tw/lccnet


前言 

2017/7/5 6 

•世界環境日 
(WED, World 
Environment Day)
定於每年的6月5
日作為「人類的
節日」 

•呼籲民眾採取積
極的環保行動，
以集小溪而成江
海的力量共同保
護我們的地球。 

• 2014年 : 提高你
的呼聲，而不是
海平面  

• 2015年 : 70億人
的夢，1個地球，
消費須謹慎有度 

• 2016年 : 為生命
吶喊 

• 2017年： 人與
自然，相聯相生 



前言 

2017/7/5 7 

•台電從6/1起啟動
一連4個月的「夏
季電價」，費率
將比非夏季多出
13%到27% 

•每戶用電度數平
均增加121度，每
戶每月電費估計
將多出新台幣446
元，成長接近8成。 
⎻ http://www.save

-power.com.tw/  

http://www.save-power.com.tw/
http://www.save-power.com.tw/
http://www.save-power.com.tw/
http://www.save-power.com.tw/
http://www.save-power.com.tw/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5798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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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用電是多少嗎？ 

•是否有節省的空間？ 

•用電如何監測與改善？ 



東海經驗 

•雲端智慧綠能管理系統(iGEMS) 

•智慧校園電力監測系統(i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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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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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MS/iCEMS 

智慧化的
物聯控制 

視覺化的 
資料呈現 

巨量化的 
資料處理 

客製的 
延展擴充 

完整的 
數據統計 



雲端智慧綠能管理系統 

•以無線數位電錶與PDU對機房的設備進行用電
資料收集，並搭配溫濕度與CO2環境資訊。 

•運用巨量資料處理與分析架構為基礎，建置一
個資料中心綠能管理平台。 

•提供電能使用紀錄與用電分析等資訊RWD圖型
界面呈現，使用者可隨時隨地對用電設備進行
監看。 

•透過資料分析，找出高耗電的設備，透過主機
虛擬化與建置冷通道及汰換不斷電系統達到有
效節電，以達到降低整體用電量與PUE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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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 PUE定義為機房總耗能(資訊設備+空調系統+

照明+電力轉換損耗)/資訊設備耗能 

•國際上應用於資料中心之能源效率指標為

PUE (1.8~2.1) http://www.dataknit.com.tw/files/chris/pdf/ie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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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表、PDU與環控 

•無線傳輸施工簡便迅速 

⎻ 低功率IEEE 802.15.4 2.4GHz (16個頻段)無線傳輸 

⎻ 採活電作業安裝電錶, 降低設備/機台停機影響 

•每秒進行讀數取樣 

⎻ 讀數值 (Voltage, Current, PF, Power Energy, Frequency, 

THDi, THDv) 

⎻ 精準度: 0.5S (含夾式或軟式比流器) 

•多個數位電錶之讀數可同步取樣 

2017/7/5 14 



電表安裝 

•共安裝13+5+4顆數位電表 

•一年產生用電資料量為 88,805,376,000 Byte  
(約88.81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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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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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頁面與資訊呈現 
http://igems.thu.edu.tw  

• iGEMS系統可以即時掌握資料中心用電資訊 
⎼用電度數、金額 

⎼ Server/AC用電比例(月/日/時) 

⎼ PUE(月/日/時) 

⎼ Server/AC用電功率 

⎼各迴路(電表)資訊 

⎼溫濕度與CO2 

⎼綜合比較圖 

⎼電腦教室用電 

⎼冷通道溫度 

⎼年度比較圖 

⎼伺服器用電資訊 

⎼ PDU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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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MS 

2017/7/5 18 



有效掌握伺服器用電 

• SUN Fire 6800機櫃總耗電量約54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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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個迴路用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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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變化可以掌握是否有人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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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間電腦教室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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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溫度感測器安裝於冷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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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的改善措施 

•因PUE的值是與空調的耗電成正比，因此主
機房不是越冷越好，必須依據主機的使用量
來調整主機房的溫度，才能達到最佳的冷卻
效率，有效降低PUE值。 

•增加空氣循環及溫度控制的方法 
⎻建置冷熱通道 

⎻安裝室內空氣循環扇，安裝空氣門簾 

⎻改裝冷氣的溫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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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 - 新增室內循環扇 

•為使機房冷度平均、加速冷卻效果，主機房
安裝室內空氣循環扇以增加冷氣流通的速率
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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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改裝溫度控制器 

•冷氣主機預設是類比式的溫度控制器，無法
有效掌控溫度狀況及控制冷氣主機的壓縮機
啟動與否。 

•改裝數位控制器，可有效確認溫度變化及壓
縮機啟動即關閉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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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 - 改裝溫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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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用電消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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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成效 
(伺服器用電日均度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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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與2015.5月份增加約數部伺服器 



節電成效 
(空調用電日均度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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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 2015.10月分別對空調效率進行改善 
• 2015.5, 2016.6月分別安裝一條冷通道 



節電成效 
(每日平均用電金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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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平均用電可以降低約800到2200元 



節電成效(PUE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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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為UPS(台達電), 能源使用效率較好 



節電成效(每月用電金額下降) 

• 2015/9到2016/8共可以結省電費超過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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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節省 
約70000元 

 6月份節省 
約61000元 



三年來的節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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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的節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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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節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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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節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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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雲展示暨智慧節能機
房啟用儀式於20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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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與獲獎 

•於GPC 2106與CCBD 2016國際會議發表成果 

• TANet 2015綠能通訊與綠能機房類最佳論文獎 

•雲端計算與大數據會議CCBDA 2016最佳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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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 
產學傑出獎 

• 2014、2015與2016年科技工程技術發展司產
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產學傑
出獎與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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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2nd屆台中市低碳城市 
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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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淨能源發展貢獻： 
⎻ 致力推動臺中市潔淨能源的研究、開發、精進或節能措
施，具重大貢獻者。 

• 推動環境減碳效益： 
⎻ 致力推動環境減碳、執行與宣導或實施措施效益明顯，
足堪楷模者。 

• 推動環境調適效益： 
⎻ 致力推動環境調適、執行與宣導或實施措施效益明顯，
足堪楷模者。。 

• 其他能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 致力推動城市規劃、建設作為具永續性或保護環境要素，
具重大貢獻者。 



總結-跨領域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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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數位電錶與環控裝

置、收集用電資訊、瞭

解各用電情況 

依據用電分佈比例，找出

可節電標的，並瞭解其用

電趨勢 
在不影響使用者習慣或

行為模式的前提下，找

出具體可改善部份，並

改用較節能的設備 



總結 

• 技術到位、軟硬要配、服務有感 

• 先求有、次求穩、再求好、終求優 

• 實現節能減碳永續校園 

• 建構智慧化校園 - 愛東海(iTHU) 

⎻ 雲端虛擬展 

⎻ 校園物聯串 

⎻ 巨量生智慧 

⎻ 綠能行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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