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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機組能效分級管理

簡報人：黃梓貞

中華民國110年10月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經濟部108年8月20日公告「蒸氣壓縮式冰水機
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
方法及檢查方式」
第一項

適用CNS 12575(2007年版)蒸氣壓縮式冰水機

組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冰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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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本地製造商/進口代理商或分公司、工程公司、終端用戶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第二項 應符合冰水機組能源效率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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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第四項 (三)款

能源效率試驗報告應由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或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實驗室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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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認可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5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水冷 3RT-500RT

氣冷 3RT - 30RT

2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水冷 25RT-500RT

氣冷 5RT-150RT

氣冷 5RT-60RT

水冷 5RT-500RT

水冷 4.5RT- 500RT

氣冷 4.5RT-60RT

水冷 3RT-1000RT

氣冷 3RT-60RT

水冷 10RT-850RT

氣冷 15RT-80RT

水冷 3RT-650RT

氣冷 5RT-60RT

水冷 5RT-550RT

氣冷 5RT-85RT

水冷 10RT-100RT

氣冷 4RT-30RT

11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3

4

5

8

1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9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6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7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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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2 水冷 40RT-240RT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6 水冷A 100RT-625RT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氣冷 5RT-30RT

11 水冷 5RT-500RT

12 水冷 60RT- 300RT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水冷 30RT- 120RT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13 氣冷及水冷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台灣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

				2020年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型式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Carrier-Charlotte		水冷		60RT~464RT		9701 Old Statesville Road,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69, USA

		2				水冷		250RT~1288RT

		3				水冷		1200RT~3000RT

		4				氣冷		30RT~545RT

		5		Daikin-Staunton		水冷		100RT~400RT		207 Laurel Hill Rd. Verona, VA 24482, USA

		6				水冷		400RT~671RT

		7				水冷		650RT~2500RT

		8		Trane-Colorado Pueblo		氣冷		20RT~500RT		101 William White Blvd Pueblo, CO 81001, USA

		9				水冷		60RT~475RT

		10		Trane-La Crosse		水冷		170RT~750RT		2600 Losey Blvd South, La Crosse, WI 54601, USA

		11				水冷		400RT~2000RT

		12				水冷		170RT~2600RT

		13				水冷		150RT~3000RT

		14		Johnson Controls Chiller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 San Antonio		水冷		100RT~1800RT		5680 E. Houston Street, San Antonio, TX 78220, USA

		15				水冷		500RT~3200RT

		16		Smardt Chillers Pty Ltd		水冷		90RT~900RT		144 Colchester Rd, Bayswater North VIC 3153, Australia

		17		Dunham-Bush Industries Sdn Bhd		水冷		180RT~800RT		Lot 5755-6, Kidamai Industrial Park, Bukit Angka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18		上海一冷開利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60RT~760RT		中國上海市寶山區楊泰路868號

		19				水冷		600RT~1380RT

		20				水冷		1000RT~2920RT

		21		太倉特靈空調系統有限公司		水冷		60RT~200RT		中國江蘇省太倉市蘇州東路88號

		22				水冷		150RT～500RT

		23				水冷		400RT～3000RT

		24				水冷		800RT～4250RT

		25		約克(無錫)空調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115RT~650RT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長江路32號

		26				水冷		220RT~1450RT

		27				水冷		220RT~3700RT

		28		麥克維爾空調製冷(武漢)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40RT		中國湖北省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車城大道33號

		29				水冷		340RT~550RT

		30				水冷		550RT~1500RT

		31				水冷		1500RT~2960RT

		32		深圳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		氣冷		230kW~1600kW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芳坑路10號

		33				水冷/氣冷		水 24kW~446kW
氣 24kW~650kW

		34

		34		大金空調(上海)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水冷		130kW~830kW		中國廣東省惠州仲愷高新區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東泰南路8號

		35				水冷		520kW~1830kW

		36		重慶美的集團		水冷		100RT~435RT		中國重慶市南岸區薔薇路15號

		37				水冷		450RT~2000RT

		38		江森自控日立萬寶空調(廣州)有限公司		水冷		633kW~8970kW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城鰲大道東路1108號

		39				水冷		120kW~890kW

		40				氣冷		62kW~215kW

		41		頓漢布什(中國)工業有限公司		水冷		150RT~650RT		中國山東省煙台市萊山經濟開發區頓漢布什路1號

		42				水冷		400RT~1500RT

		43				水冷		600RT~3000RT

		44				氣冷		185kW~1300kW

		45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		氣冷		130kW~1100kW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團結路南側緃二路西側305號

		46				水冷		100kW~1100kW

		47				水冷		900kW~5300kW

		48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00RT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金雞西路789號

		49				水冷		300RT~600RT

		50				水冷		600RT~1500RT

		51				水冷		1500RT~3000RT

		52				氣冷		50RT~450RT

		53				氣冷		35kW~350kW

		54		廣州思茂特冷凍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水冷		140RT~800RT		中國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區東眾路30號美星工業園#3廠房之一

		55		克萊門特捷聯制冷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水冷		26RT~932RT		中國上海市星火開發區白雲路88號

		56				氣冷		26RT~518RT

		57		維諦技術有限公司		氣冷		35kW~190kW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高新區江睦路132號

		58		樂金空調(山東)有限公司		水冷		275RT~2450RT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玉皇嶺工業園

		59		南京天加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冷		215RT~1900RT		中國江蘇省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恒業路6號

		60		上海柯茂機械有限公司		水冷		100RT~2750RT		中國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建貢路108號





工作表1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內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續)

7

3RT-500RT(水)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5RT-80RT(氣)

12RT-850RT(水)

20 氣冷 3RT-60RT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5RT-550RT（水）

10RT-85RT（氣）

24 氣冷 4RT-30RT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台灣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

				2020年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型式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Carrier-Charlotte		水冷		60RT~464RT		9701 Old Statesville Road,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69, USA

		2				水冷		250RT~1288RT

		3				水冷		1200RT~3000RT

		4				氣冷		30RT~545RT

		5		Daikin-Staunton		水冷		100RT~400RT		207 Laurel Hill Rd. Verona, VA 24482, USA

		6				水冷		400RT~671RT

		7				水冷		650RT~2500RT

		8		Trane-Colorado Pueblo		氣冷		20RT~500RT		101 William White Blvd Pueblo, CO 81001, USA

		9				水冷		60RT~475RT

		10		Trane-La Crosse		水冷		170RT~750RT		2600 Losey Blvd South, La Crosse, WI 54601, USA

		11				水冷		400RT~2000RT

		12				水冷		170RT~2600RT

		13				水冷		150RT~3000RT

		14		Johnson Controls Chiller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 San Antonio		水冷		100RT~1800RT		5680 E. Houston Street, San Antonio, TX 78220, USA

		15				水冷		500RT~3200RT

		16		Smardt Chillers Pty Ltd		水冷		90RT~900RT		144 Colchester Rd, Bayswater North VIC 3153, Australia

		17		Dunham-Bush Industries Sdn Bhd		水冷		180RT~800RT		Lot 5755-6, Kidamai Industrial Park, Bukit Angka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18		上海一冷開利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60RT~760RT		中國上海市寶山區楊泰路868號

		19				水冷		600RT~1380RT

		20				水冷		1000RT~2920RT

		21		太倉特靈空調系統有限公司		水冷		60RT~200RT		中國江蘇省太倉市蘇州東路88號

		22				水冷		150RT～500RT

		23				水冷		400RT～3000RT

		24				水冷		800RT～4250RT

		25		約克(無錫)空調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115RT~650RT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長江路32號

		26				水冷		220RT~1450RT

		27				水冷		220RT~3700RT

		28		麥克維爾空調製冷(武漢)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40RT		中國湖北省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車城大道33號

		29				水冷		340RT~550RT

		30				水冷		550RT~1500RT

		31				水冷		1500RT~2960RT

		32		深圳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		氣冷		230kW~1600kW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芳坑路10號

		33				水冷/氣冷		水 24kW~446kW
氣 24kW~650kW

		34

		34		大金空調(上海)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水冷		130kW~830kW		中國廣東省惠州仲愷高新區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東泰南路8號

		35				水冷		520kW~1830kW

		36		重慶美的集團		水冷		100RT~435RT		中國重慶市南岸區薔薇路15號

		37				水冷		450RT~2000RT

		38		江森自控日立萬寶空調(廣州)有限公司		水冷		633kW~8970kW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城鰲大道東路1108號

		39				水冷		120kW~890kW

		40				氣冷		62kW~215kW

		41		頓漢布什(中國)工業有限公司		水冷		150RT~650RT		中國山東省煙台市萊山經濟開發區頓漢布什路1號

		42				水冷		400RT~1500RT

		43				水冷		600RT~3000RT

		44				氣冷		185kW~1300kW

		45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		氣冷		130kW~1100kW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團結路南側緃二路西側305號

		46				水冷		100kW~1100kW

		47				水冷		900kW~5300kW

		48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00RT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金雞西路789號

		49				水冷		300RT~600RT

		50				水冷		600RT~1500RT

		51				水冷		1500RT~3000RT

		52				氣冷		50RT~450RT

		53				氣冷		35kW~350kW

		54		廣州思茂特冷凍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水冷		140RT~800RT		中國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區東眾路30號美星工業園#3廠房之一

		55		克萊門特捷聯制冷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水冷		26RT~932RT		中國上海市星火開發區白雲路88號

		56				氣冷		26RT~518RT

		57		維諦技術有限公司		氣冷		35kW~190kW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高新區江睦路132號

		58		樂金空調(山東)有限公司		水冷		275RT~2450RT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玉皇嶺工業園

		59		南京天加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冷		215RT~1900RT		中國江蘇省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恒業路6號

		60		上海柯茂機械有限公司		水冷		100RT~2750RT		中國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建貢路108號





工作表1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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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次 公司名稱 型式 測試能力範圍

1 水冷 60RT~464RT
2 水冷 250RT~1288RT
3 水冷 1200RT~3000RT
4 氣冷 30RT~545RT
5 水冷 100RT~400RT
6 水冷 400RT~671RT
7 水冷 650RT~2500RT
8 氣冷 20RT~500RT
9 水冷 60RT~475RT
10 水冷 170RT~750RT
11 水冷 400RT~2000RT
12 水冷 170RT~2600RT
13 水冷 150RT~3000RT
14 水冷 100RT~1800RT
15 水冷 500RT~3200RT
16 Smardt Chillers Pty Ltd 水冷 90RT~900RT

17 Dunham-Bush Industries Sdn Bhd 水冷 180RT~800RT

Carrier-Charlotte

Daikin-Staunton

Trane-Colorado Pueblo

Trane-La Crosse

Johnson Controls Chiller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 San
Antonio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台灣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

				2020年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型式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Carrier-Charlotte		水冷		60RT~464RT		9701 Old Statesville Road,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69, USA

		2				水冷		250RT~1288RT

		3				水冷		1200RT~3000RT

		4				氣冷		30RT~545RT

		5		Daikin-Staunton		水冷		100RT~400RT		207 Laurel Hill Rd. Verona, VA 24482, USA

		6				水冷		400RT~671RT

		7				水冷		650RT~2500RT

		8		Trane-Colorado Pueblo		氣冷		20RT~500RT		101 William White Blvd Pueblo, CO 81001, USA

		9				水冷		60RT~475RT

		10		Trane-La Crosse		水冷		170RT~750RT		2600 Losey Blvd South, La Crosse, WI 54601, USA

		11				水冷		400RT~2000RT

		12				水冷		170RT~2600RT

		13				水冷		150RT~3000RT

		14		Johnson Controls Chiller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 San Antonio		水冷		100RT~1800RT		5680 E. Houston Street, San Antonio, TX 78220, USA

		15				水冷		500RT~3200RT

		16		Smardt Chillers Pty Ltd		水冷		90RT~900RT		144 Colchester Rd, Bayswater North VIC 3153, Australia

		17		Dunham-Bush Industries Sdn Bhd		水冷		180RT~800RT		Lot 5755-6, Kidamai Industrial Park, Bukit Angka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18		上海一冷開利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60RT~760RT		中國上海市寶山區楊泰路868號

		19				水冷		600RT~1380RT

		20				水冷		1000RT~2920RT

		21		太倉特靈空調系統有限公司		水冷		60RT~200RT		中國江蘇省太倉市蘇州東路88號

		22				水冷		150RT～500RT

		23				水冷		400RT～3000RT

		24				水冷		800RT～4250RT

		25		約克(無錫)空調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115RT~650RT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長江路32號

		26				水冷		220RT~1450RT

		27				水冷		220RT~3700RT

		28		麥克維爾空調製冷(武漢)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40RT		中國湖北省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車城大道33號

		29				水冷		340RT~550RT

		30				水冷		550RT~1500RT

		31				水冷		1500RT~2960RT

		32		深圳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		氣冷		230kW~1600kW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芳坑路10號

		33				水冷/氣冷		水 24kW~446kW
氣 24kW~650kW

		34

		34		大金空調(上海)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水冷		130kW~830kW		中國廣東省惠州仲愷高新區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東泰南路8號

		35				水冷		520kW~1830kW

		36		重慶美的集團		水冷		100RT~435RT		中國重慶市南岸區薔薇路15號

		37				水冷		450RT~2000RT

		38		江森自控日立萬寶空調(廣州)有限公司		水冷		633kW~8970kW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城鰲大道東路1108號

		39				水冷		120kW~890kW

		40				氣冷		62kW~215kW

		41		頓漢布什(中國)工業有限公司		水冷		150RT~650RT		中國山東省煙台市萊山經濟開發區頓漢布什路1號

		42				水冷		400RT~1500RT

		43				水冷		600RT~3000RT

		44				氣冷		185kW~1300kW

		45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		氣冷		130kW~1100kW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團結路南側緃二路西側305號

		46				水冷		100kW~1100kW

		47				水冷		900kW~5300kW

		48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00RT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金雞西路789號

		49				水冷		300RT~600RT

		50				水冷		600RT~1500RT

		51				水冷		1500RT~3000RT

		52				氣冷		50RT~450RT

		53				氣冷		35kW~350kW

		54		廣州思茂特冷凍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水冷		140RT~800RT		中國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區東眾路30號美星工業園#3廠房之一

		55		克萊門特捷聯制冷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水冷		26RT~932RT		中國上海市星火開發區白雲路88號

		56				氣冷		26RT~518RT

		57		維諦技術有限公司		氣冷		35kW~190kW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高新區江睦路132號

		58		樂金空調(山東)有限公司		水冷		275RT~2450RT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玉皇嶺工業園

		59		南京天加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冷		215RT~1900RT		中國江蘇省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恒業路6號

		60		上海柯茂機械有限公司		水冷		100RT~2750RT		中國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建貢路108號





工作表1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續)
9 18 水冷 60RT~760RT

19 水冷 600RT~1380RT
20 水冷 1000RT~2920RT
21 水冷 60RT~200RT
22 水冷 150RT～500RT
23 水冷 400RT～3000RT
24 水冷 800RT～4250RT
25 水冷 115RT~650RT
26 水冷 220RT~1450RT
27 水冷 220RT~3700RT
28 水冷 80RT~340RT
29 水冷 340RT~550RT
30 水冷 550RT~1500RT
31 水冷 1500RT~2960RT
32 氣冷 230kW~1600kW

34 水冷 130kW~830kW
35 水冷 520kW~1830kW
36 水冷 100RT~435RT
37 水冷 450RT~2000RT

約克(無錫)空調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麥克維爾空調製冷(武漢)有限公司

上海一冷開利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33

重慶美的集團

水 24kW~446kW
氣 24kW~650kW水冷/氣冷

大金空調(上海)有限公司惠州分公

司

深圳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

太倉特靈空調系統有限公司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台灣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

				2020年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型式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Carrier-Charlotte		水冷		60RT~464RT		9701 Old Statesville Road,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69, USA

		2				水冷		250RT~1288RT

		3				水冷		1200RT~3000RT

		4				氣冷		30RT~545RT

		5		Daikin-Staunton		水冷		100RT~400RT		207 Laurel Hill Rd. Verona, VA 24482, USA

		6				水冷		400RT~671RT

		7				水冷		650RT~2500RT

		8		Trane-Colorado Pueblo		氣冷		20RT~500RT		101 William White Blvd Pueblo, CO 81001, USA

		9				水冷		60RT~475RT

		10		Trane-La Crosse		水冷		170RT~750RT		2600 Losey Blvd South, La Crosse, WI 54601, USA

		11				水冷		400RT~2000RT

		12				水冷		170RT~2600RT

		13				水冷		150RT~3000RT

		14		Johnson Controls Chiller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 San Antonio		水冷		100RT~1800RT		5680 E. Houston Street, San Antonio, TX 78220, USA

		15				水冷		500RT~3200RT

		16		Smardt Chillers Pty Ltd		水冷		90RT~900RT		144 Colchester Rd, Bayswater North VIC 3153, Australia

		17		Dunham-Bush Industries Sdn Bhd		水冷		180RT~800RT		Lot 5755-6, Kidamai Industrial Park, Bukit Angka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18		上海一冷開利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60RT~760RT		中國上海市寶山區楊泰路868號

		19				水冷		600RT~1380RT

		20				水冷		1000RT~2920RT

		21		太倉特靈空調系統有限公司		水冷		60RT~200RT		中國江蘇省太倉市蘇州東路88號

		22				水冷		150RT～500RT

		23				水冷		400RT～3000RT

		24				水冷		800RT～4250RT

		25		約克(無錫)空調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115RT~650RT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長江路32號

		26				水冷		220RT~1450RT

		27				水冷		220RT~3700RT

		28		麥克維爾空調製冷(武漢)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40RT		中國湖北省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車城大道33號

		29				水冷		340RT~550RT

		30				水冷		550RT~1500RT

		31				水冷		1500RT~2960RT

		32		深圳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		氣冷		230kW~1600kW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芳坑路10號

		33				水冷/氣冷		水 24kW~446kW
氣 24kW~650kW

		34

		34		大金空調(上海)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水冷		130kW~830kW		中國廣東省惠州仲愷高新區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東泰南路8號

		35				水冷		520kW~1830kW

		36		重慶美的集團		水冷		100RT~435RT		中國重慶市南岸區薔薇路15號

		37				水冷		450RT~2000RT

		38		江森自控日立萬寶空調(廣州)有限公司		水冷		633kW~8970kW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城鰲大道東路1108號

		39				水冷		120kW~890kW

		40				氣冷		62kW~215kW

		41		頓漢布什(中國)工業有限公司		水冷		150RT~650RT		中國山東省煙台市萊山經濟開發區頓漢布什路1號

		42				水冷		400RT~1500RT

		43				水冷		600RT~3000RT

		44				氣冷		185kW~1300kW

		45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		氣冷		130kW~1100kW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團結路南側緃二路西側305號

		46				水冷		100kW~1100kW

		47				水冷		900kW~5300kW

		48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00RT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金雞西路789號

		49				水冷		300RT~600RT

		50				水冷		600RT~1500RT

		51				水冷		1500RT~3000RT

		52				氣冷		50RT~450RT

		53				氣冷		35kW~350kW

		54		廣州思茂特冷凍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水冷		140RT~800RT		中國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區東眾路30號美星工業園#3廠房之一

		55		克萊門特捷聯制冷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水冷		26RT~932RT		中國上海市星火開發區白雲路88號

		56				氣冷		26RT~518RT

		57		維諦技術有限公司		氣冷		35kW~190kW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高新區江睦路132號

		58		樂金空調(山東)有限公司		水冷		275RT~2450RT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玉皇嶺工業園

		59		南京天加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冷		215RT~1900RT		中國江蘇省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恒業路6號

		60		上海柯茂機械有限公司		水冷		100RT~2750RT		中國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建貢路108號





工作表1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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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水冷 633kW~8970kW
39 水冷 120kW~890kW
40 氣冷 62kW~215kW
41 水冷 150RT~650RT
42 水冷 400RT~1500RT
43 水冷 600RT~3000RT
44 氣冷 185kW~1300kW
45 氣冷 130kW~1100kW
46 水冷 100kW~1100kW
47 水冷 900kW~5300kW
48 水冷 80RT~300RT
49 水冷 300RT~600RT
50 水冷 600RT~1500RT
51 水冷 1500RT~3000RT
52 氣冷 50RT~450RT
53 氣冷 35kW~350kW

江森自控日立萬寶空調(廣州)有限公

司

頓漢布什(中國)工業有限公司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台灣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

				2020年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型式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Carrier-Charlotte		水冷		60RT~464RT		9701 Old Statesville Road,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69, USA

		2				水冷		250RT~1288RT

		3				水冷		1200RT~3000RT

		4				氣冷		30RT~545RT

		5		Daikin-Staunton		水冷		100RT~400RT		207 Laurel Hill Rd. Verona, VA 24482, USA

		6				水冷		400RT~671RT

		7				水冷		650RT~2500RT

		8		Trane-Colorado Pueblo		氣冷		20RT~500RT		101 William White Blvd Pueblo, CO 81001, USA

		9				水冷		60RT~475RT

		10		Trane-La Crosse		水冷		170RT~750RT		2600 Losey Blvd South, La Crosse, WI 54601, USA

		11				水冷		400RT~2000RT

		12				水冷		170RT~2600RT

		13				水冷		150RT~3000RT

		14		Johnson Controls Chiller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 San Antonio		水冷		100RT~1800RT		5680 E. Houston Street, San Antonio, TX 78220, USA

		15				水冷		500RT~3200RT

		16		Smardt Chillers Pty Ltd		水冷		90RT~900RT		144 Colchester Rd, Bayswater North VIC 3153, Australia

		17		Dunham-Bush Industries Sdn Bhd		水冷		180RT~800RT		Lot 5755-6, Kidamai Industrial Park, Bukit Angka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18		上海一冷開利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60RT~760RT		中國上海市寶山區楊泰路868號

		19				水冷		600RT~1380RT

		20				水冷		1000RT~2920RT

		21		太倉特靈空調系統有限公司		水冷		60RT~200RT		中國江蘇省太倉市蘇州東路88號

		22				水冷		150RT～500RT

		23				水冷		400RT～3000RT

		24				水冷		800RT～4250RT

		25		約克(無錫)空調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115RT~650RT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長江路32號

		26				水冷		220RT~1450RT

		27				水冷		220RT~3700RT

		28		麥克維爾空調製冷(武漢)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40RT		中國湖北省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車城大道33號

		29				水冷		340RT~550RT

		30				水冷		550RT~1500RT

		31				水冷		1500RT~2960RT

		32		深圳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		氣冷		230kW~1600kW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芳坑路10號

		33				水冷/氣冷		水 24kW~446kW
氣 24kW~650kW

		34

		34		大金空調(上海)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水冷		130kW~830kW		中國廣東省惠州仲愷高新區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東泰南路8號

		35				水冷		520kW~1830kW

		36		重慶美的集團		水冷		100RT~435RT		中國重慶市南岸區薔薇路15號

		37				水冷		450RT~2000RT

		38		江森自控日立萬寶空調(廣州)有限公司		水冷		633kW~8970kW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城鰲大道東路1108號

		39				水冷		120kW~890kW

		40				氣冷		62kW~215kW

		41		頓漢布什(中國)工業有限公司		水冷		150RT~650RT		中國山東省煙台市萊山經濟開發區頓漢布什路1號

		42				水冷		400RT~1500RT

		43				水冷		600RT~3000RT

		44				氣冷		185kW~1300kW

		45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		氣冷		130kW~1100kW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團結路南側緃二路西側305號

		46				水冷		100kW~1100kW

		47				水冷		900kW~5300kW

		48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00RT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金雞西路789號

		49				水冷		300RT~600RT

		50				水冷		600RT~1500RT

		51				水冷		1500RT~3000RT

		52				氣冷		50RT~450RT

		53				氣冷		35kW~350kW

		54		廣州思茂特冷凍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水冷		140RT~800RT		中國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區東眾路30號美星工業園#3廠房之一

		55		克萊門特捷聯制冷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水冷		26RT~932RT		中國上海市星火開發區白雲路88號

		56				氣冷		26RT~518RT

		57		維諦技術有限公司		氣冷		35kW~190kW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高新區江睦路132號

		58		樂金空調(山東)有限公司		水冷		275RT~2450RT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玉皇嶺工業園

		59		南京天加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冷		215RT~1900RT		中國江蘇省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恒業路6號

		60		上海柯茂機械有限公司		水冷		100RT~2750RT		中國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建貢路108號





工作表1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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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廣州思茂特冷凍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水冷 140RT~800RT
55 水冷 26RT~932RT
56 氣冷 26RT~518RT
57 維諦技術有限公司 氣冷 35kW~190kW
58 樂金空調(山東)有限公司 水冷 275RT~2450RT
59 南京天加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冷 215RT~1900RT
60 上海柯茂機械有限公司 水冷 100RT~2750RT

克萊門特捷聯制冷設備(上海)有限公

司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台灣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國外

				2020年國外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型式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Carrier-Charlotte		水冷		60RT~464RT		9701 Old Statesville Road,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69, USA

		2				水冷		250RT~1288RT

		3				水冷		1200RT~3000RT

		4				氣冷		30RT~545RT

		5		Daikin-Staunton		水冷		100RT~400RT		207 Laurel Hill Rd. Verona, VA 24482, USA

		6				水冷		400RT~671RT

		7				水冷		650RT~2500RT

		8		Trane-Colorado Pueblo		氣冷		20RT~500RT		101 William White Blvd Pueblo, CO 81001, USA

		9				水冷		60RT~475RT

		10		Trane-La Crosse		水冷		170RT~750RT		2600 Losey Blvd South, La Crosse, WI 54601, USA

		11				水冷		400RT~2000RT

		12				水冷		170RT~2600RT

		13				水冷		150RT~3000RT

		14		Johnson Controls Chiller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 San Antonio		水冷		100RT~1800RT		5680 E. Houston Street, San Antonio, TX 78220, USA

		15				水冷		500RT~3200RT

		16		Smardt Chillers Pty Ltd		水冷		90RT~900RT		144 Colchester Rd, Bayswater North VIC 3153, Australia

		17		Dunham-Bush Industries Sdn Bhd		水冷		180RT~800RT		Lot 5755-6, Kidamai Industrial Park, Bukit Angka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18		上海一冷開利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60RT~760RT		中國上海市寶山區楊泰路868號

		19				水冷		600RT~1380RT

		20				水冷		1000RT~2920RT

		21		太倉特靈空調系統有限公司		水冷		60RT~200RT		中國江蘇省太倉市蘇州東路88號

		22				水冷		150RT～500RT

		23				水冷		400RT～3000RT

		24				水冷		800RT～4250RT

		25		約克(無錫)空調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水冷		115RT~650RT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長江路32號

		26				水冷		220RT~1450RT

		27				水冷		220RT~3700RT

		28		麥克維爾空調製冷(武漢)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40RT		中國湖北省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車城大道33號

		29				水冷		340RT~550RT

		30				水冷		550RT~1500RT

		31				水冷		1500RT~2960RT

		32		深圳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		氣冷		230kW~1600kW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芳坑路10號

		33				水冷/氣冷		水 24kW~446kW
氣 24kW~650kW

		34

		34		大金空調(上海)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水冷		130kW~830kW		中國廣東省惠州仲愷高新區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東泰南路8號

		35				水冷		520kW~1830kW

		36		重慶美的集團		水冷		100RT~435RT		中國重慶市南岸區薔薇路15號

		37				水冷		450RT~2000RT

		38		江森自控日立萬寶空調(廣州)有限公司		水冷		633kW~8970kW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城鰲大道東路1108號

		39				水冷		120kW~890kW

		40				氣冷		62kW~215kW

		41		頓漢布什(中國)工業有限公司		水冷		150RT~650RT		中國山東省煙台市萊山經濟開發區頓漢布什路1號

		42				水冷		400RT~1500RT

		43				水冷		600RT~3000RT

		44				氣冷		185kW~1300kW

		45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		氣冷		130kW~1100kW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團結路南側緃二路西側305號

		46				水冷		100kW~1100kW

		47				水冷		900kW~5300kW

		48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80RT~300RT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金雞西路789號

		49				水冷		300RT~600RT

		50				水冷		600RT~1500RT

		51				水冷		1500RT~3000RT

		52				氣冷		50RT~450RT

		53				氣冷		35kW~350kW

		54		廣州思茂特冷凍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水冷		140RT~800RT		中國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區東眾路30號美星工業園#3廠房之一

		55		克萊門特捷聯制冷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水冷		26RT~932RT		中國上海市星火開發區白雲路88號

		56				氣冷		26RT~518RT

		57		維諦技術有限公司		氣冷		35kW~190kW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高新區江睦路132號

		58		樂金空調(山東)有限公司		水冷		275RT~2450RT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玉皇嶺工業園

		59		南京天加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冷		215RT~1900RT		中國江蘇省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恒業路6號

		60		上海柯茂機械有限公司		水冷		100RT~2750RT		中國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建貢路108號





工作表1

				2020年台灣冰水機測試實驗室一覽表

		站次		公司名稱		水冷/氣冷		測試能力範圍		地址

		1		堃智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21RT-250RT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5號

		2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40RT-240RT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村內溪路29號

		3				水冷及氣冷		3RT - 30RT

		4				水冷		100RT-480RT

		5		力菱機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12RT-650RT		新北市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6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A		100RT-625RT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7				水冷B		25RT-96RT

		8				水冷C		3RT-25RT

		9				氣冷F		5RT-150RT

		10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5RT-30RT		桃園市觀音區金湖村中山路1段1568之1號

		11				水冷		5RT-500RT

		12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60RT- 300RT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3號

		13				氣冷及水冷		10RT-60RT(水)

								10RT~150RT(氣)

		1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		30RT- 120R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1119巷38號

		15				水冷		120RT-500RT

		16				水冷及氣冷		4.5RT-60RT

		17		鑫國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3RT-500RT(水)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11路1-1號

								3RT-60RT(氣)

		18				水冷式		300RT-1000RT

		19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式		15RT-80RT(氣)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村頂湖一街20號

								12RT-850RT(水)

		2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3RT-60RT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村文德路25號

		21				水冷		3RT-40RT

		22				水冷		8RT-500RT

		23		揚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冷及氣冷		5RT-550RT（水）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935號

								10RT-85RT（氣）

		24		紘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冷		4RT-30RT		桃園市32661楊梅區幼獅工業區幼二路1-1號

		25				水冷		10RT-100RT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水冷		5RT-2000RT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82館

		27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		水冷		5RT-300RT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號







第五項 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12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第八項 冰水機組明顯處以銘牌標示下列事項：

一. 冰水機組類型

二. 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屬進口機者，並應標示進口廠商名
稱、地址及電話

三. 產品型號

四. 製造日期(至少包含年/月)
五. 製造號碼

六. 額定電壓(V)、相數及額定頻率(Hz)
七. 登錄編號

八. 管理序號

九. 額定製冷能力(kW)
十. 額定製冷消耗電功率(kW，數值未達1kW時以W為單位)
十一.性能係數(COP)
十二.能源效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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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

內使用者，其能源設備或器具之能源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

不符合前項容許耗用能源規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不准進

口或在國內銷售。

未依第一項規定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不得在國內陳列

或銷售。



16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能源管理法第 20-1 條

未經許可而經營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能源產品之輸入、輸出、

生產、銷售業務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17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管理相關法規說明

能源管理法第 2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一、未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經營資料或申報不實。

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置或委託技師或合格能源管理人員執行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業務。

三、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使用能源資料或申報不實。

四、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或標
示不實。

五、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陳列或銷售未依法標示之使
用能源設備、器具或車輛。

利害關係人：本地製造商/進口代理商或分公司、工程公司、終端用戶
罰則對象：本地製造商/進口代理商或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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