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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台灣某大學的電算中心所建置的網站監測系統，

利用資料探勘裡的模糊控制技術探勘二氧化碳、溫度與濕度對

耗電率的關鍵因素，以其探勘出的結果可以提供節約能源的判

斷依據。由於近年能源短缺，世界源物料及油價不斷上漲，只

有薪水不漲，再加上長期生態環境破壞，地球暖化現象日益嚴

重，因此節能減碳成為熱門議題。一般的空調系統，只要達到

設定之溫度，壓縮機就會停止運轉，而室溫提高時，壓縮機再

起動運轉，使得壓縮機的壽命減短和浪費資源。運用模糊理論

的控制，它的發展是建立在利用模糊集合減少分類不明確，並

能自然地表示人們的想法，更穩健地處理認知與觀念上模糊分

類的問題。控制壓縮機對應的不同溫度、濕度進行調整。減少

其相關單位的用電量，以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關鍵詞：資料探勘、模糊理論、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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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 

資料探勘[9]在最近幾年相當熱門，它是結合資訊科學與統計學相

關理論的方法學，藉由各種模式的功能導入與實踐，挖掘出隱藏在資

料中的有價值的資訊。也可以說資料探勘對於實務界和學術界而言，

是一門兼具理論問題與方法的學科。針對在資料庫裡面找尋有價值資

訊的一個技術，這個技術可以在龐大的資料數據和資料庫中，對資料

進行分類、分群，彷彿在海底掏金。 

 

資料探勘主要目的是從資料中探勘出新知識，譬如便利超商用條

碼的每一筆交易紀錄，然後將這些大量的交易紀錄透過資料探勘來分

析關聯性，可以得知保某某商品跟某某商品擺在一起銷售比較好，例

如啤酒跟杯子、優碘跟OK蹦、牛奶跟麵包、等等。資料探勘包括資料

倉儲、人工智慧、統計學、模式識別等，資料探勘的範圍甚廣，針對

資料庫數量龐大且不整齊的資料經過軟體分析，就可以將處理過的資

料而獲得的新資訊進行有效利用。 

 

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全球暖化的速度是越來越快，北極的冰山

都慢慢的再融化，這都是我們生活中使用冷氣，排放汙害等等，所造

成現今的狀況，在這幾年開始才開始也慢慢在注重環保議題，常在新

聞報導要如何節能減碳救地球，而我們生活在這個土地上，我們每個

人應當有責任去負責所造成的所有後果，這是無法一下子就解決的問

題，所以我們只能透過更有效率的方式達到我們所需，而不浪費多餘

的資源耗損，這不僅能減少成本的支出，也可以讓我更加注重環保相

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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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台灣某大學電算中心的電量流量監控網頁中，探勘

出能節省用電量之方法，資料探勘是近年來隨著人工智慧和資料庫技

術發展的一門新興技術。它可以從旁大數據中發現一些有用的資訊，

並擷取出隱含、過去未被發現且有新效能的知識。模糊理論是其中所

使用的一種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採用台灣某大學的電算中心所建置的網站監

測系統，主要研究目的為探勘出二氧化碳、溫度與濕度對耗電率的關

鍵因素，因濕度與溫度是有間接的關係的，當冬天又下雨時，會比冬

天乾燥來的要冷許多；而當夏天下雨，也會讓我們覺得更加的悶熱，

而二氧化碳是和濕度有直接關係，因水蒸氣裡有包含二氧化探，當有

水蒸氣就會有濕度問題，所以我們也將二氧化碳加進關鍵因素裡面。 

 

利用 Matlab 來控制空調、除濕機與壓縮機，並以溫度、溼度、二

氧化探當作相關依據，當機房室內溫度到達多少，調整空調的高低溫

度，二氧化碳量達到一定程度就開啟壓縮機，探討出機房溫度、濕度、

二氧化碳，在什麼環境之下可以最順暢的去運作，並做為考量的依據，

這樣就能達到節省不必要的成本與資源的浪費，也可以增加設備的使

用年齡，達到節約能源的最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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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Data Mining)主要是對多筆資料來進行分類、計算、排序

或是找出資料間可能的關聯性的一種技術，在從所找出的資料中去評

估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這項技術常被用在各種領域中，可以從這

個幾月的銷售額，去估計未來幾個月可能的銷售，在去探討並尋找出

方法來增加銷售的決策。資料探勘是從大型資料庫或龐大的資料中，

由電腦自動選取一些潛在有用、重要規則資料類型的過程。 

 

資料探勘(Data Mining)由 Usama Fayyad[8] 學者提出，生於突尼西

亞，一九八七年讀大學時，參加汽車公司的暑期工作，在工作中他發

現從數以千萬筆的維修紀錄中找出規則，可以協助維修人員更快發現

問題。於是發展出樣式辨識 (Pattern Recognition) 辨識演算法，衍生出

後來 Data Mining 的發展。隨後 Ham & berKam [11]更進一步指出資

料探勘是知識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的一個步

驟，故資料探勘也稱為 KDD，麻省理工曾於 2000 年提到資料探勘在 

21 世紀將是一個新興行業。 

 

    本研究主要以資料探勘的所有方法中，群集分析、決策樹、類神

經網路以及模糊理論等等，我們認為模糊理論最適合本研究。而主要

是利用知識發掘去找出機房內最適的溫度、濕度與二氧化碳。 

 

資料探勘是知識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的

一個步驟，故資料探勘也稱為 KDD，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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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KDD程序模組 

 

    藉由資訊系統技術在資料庫中對知識的發現，也就是在 KDD 中

進行知識學習的階段，稱為「資料探勘」。在此“資料充裕，知識匱乏

＂的產業競爭時代。如何善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之技術，將是獲得

知識的一大利器。資料探勘是一門綜合學科，融入了資料庫、人工智

慧、統計學等多領域的理論與技術，其中資料庫、人工智慧以及數理

統計是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三大技術支柱，其所利用的方法包括統

計學、決策樹、神經網路、模糊邏輯以及線性規劃。 

 

資料探勘(Data Mining)擁有兩種模式： 

(1)假設檢驗(Hypothesis Testing)：假設我們的想法並去舉證或反舉證並

驗證出來。 

(2) 知識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以現有的資料中，挖掘出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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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的事。 

 

一般而言，資料探勘(Data Mining)功能分成下列五項功能[9] 

1.分類：按照分析對象的屬性分門別類加以定義，建立類組(class)。例

如，將信用申請者的風險屬性，區分為高度風險申請者，中度風險申

請者及低度風險申請者。使用的技巧有決策樹(decision tree)，記憶基礎

推理(memory - based reasoning)等。  

 

2.推理：根據既有連續性數值之相關屬性資料，以獲致某一屬性未知之

值。例如按照信用申請者之教育程度、行為別來推估其信用卡消費量。

使用的技巧包括統計方法上之相關分析、迴歸分析及類神經網路方

法。  

 

3.預測：根據對象屬性之過去觀察值來推估該屬性未來之值。例如由顧

客過去之刷卡消費量預測其未來之刷卡消費量。使用的技巧包括迴歸

分析、時間數列分析及類神經網路方法。  

 

4.關聯分組：從所有物件決定那些相關物件應該放在一起。例如超市中

相關之盥洗用品(牙刷、牙膏、牙線)，放在同一間貨架上。在客戶行銷

系統上，此種功能係用來確認交叉銷售(cross selling)的機會以設計出吸

引人的產品群組。  

 

5.同質分組：將異質母體中區隔為較具同質性之群組(clusters)。同質分

組相當於行銷術語中的區隔化(segmentation)，但是，假定事先未對於

區隔加以定義，而資料中自然產生區隔。使用的技巧包括 k-means 法

及聚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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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糊理論 

L.A.Zadeh[13]教授認為人類思考的邏輯是屬於模糊的，即使條件和

資料是不齊全的，仍然可以做判斷。然而現代電腦是兩極邏輯，不是 1

就是 0，這和人們的思考邏輯剛好是完全相反，是完全沒有彈性的。但

是模糊模式理論卻可以將研究對象提供以 0 跟 1 之間的數值，表示模

糊模式程度的一種方法，這類的方法稱為「部分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將人們主觀判斷轉換為數值化，使得研究結果更能讓人類容易

了解。 

 

    明確集合，是屬於二值的邏輯，可明確的分辨元素是屬於哪一種

集合，稱之為「明確集合(crisp set)」。所謂的明確就是「是」與「否」

之間可以做出明確的判斷，我們常以 0 或 1 兩個數值做為表示，0 常用

來代表「否」，相對的 1 就是「是」。明確的集合就如同電子電路學中

的數位訊號，不是開就是關。目前一般產品的系統控制也是以明確集

合式的二值邏輯來作判斷，例如傳統冷氣機，當溫度設定在 28℃時，

溫度感測器測到室內溫度高於此設定時，就會開動冷氣﹔反之，當室

溫低於設定值就會關閉冷氣，這種類似的情況就是屬於二值邏輯的判

斷。可以把溫度區分為兩個明確集合，一個是溫度高於 28℃（用 1 表

示），另一個集合則是溫度低於 28℃（用 0 表

示），如圖 2 所示。 

 

溫度高集合﹦{28, 29, 30… 

溫度低集合﹦{27,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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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模糊集合，我們在有些事物上可以明確的區分辨別，例如：男生、

女生兩個性別，然而在大多數的事物、語意表達上通常難以做明確的

區分辨別，也就是含有模糊、不明確的描述。如機械設計程序中的顧

客提出的口語敘述的需求，這些敘述總會包含一些模糊且不明確的意

思而產生代溝，使得他人或設計者對此需求的理解判斷也都帶有某種

程度上的不確定，使得設計者往往花費大量的時間來量化這些模糊、

不明確的需求。如同人們的思維模式一樣，每個一元素可以說是將二

值邏輯擴展成多值邏輯，除了以 0 和 1 來表示所屬程度之外，並推廣

至介於 0 與 1 之間的數值來做為表示。以上述的冷氣機為例，現在市

面已有利用模糊控制的冷氣機，它的判斷已不只是二值邏輯而是以多

值邏輯方式來判斷，將每個溫度給予某程度的值形成某一模糊集合，

如表 1 所示，溫度 27℃在溫度“高＂集合的所屬程度為 0，在“中＂

集合的程度為 0.66，在“低＂集合的程度則為 0.33，可整理如圖 3 所

示。模糊控制冷氣機會隨溫度的高低程度控制風速、壓縮機運轉作些

微的調整，改善了傳統冷氣機的不能維持溫度平穩和浪費電源等缺

點。 

 

溫度(℃) “高＂集合 “中＂集合 “低＂集合 

23 0 0 1 

24 0 0 1 

25 0 0 1 

26 0 0.33 0.66 

27 0 0.66 0.33 

28 0 1 0 

29 0.33 0.66 0 

30 0.66 0.33 0 

31 1 0 0 

32 1 0 0 

33 1 0 0 

表 1  Fuzzy 冷氣機溫度的模糊集合表 



  

 

13 

 

 

圖 3  Fuzzy 冷氣機溫度的模糊集合 

我們另外以“天氣的舒適度＂這個詞來明確集合與模糊集合的差

異性做為更詳細的說明。依中央氣象局對天氣舒適度指數分級，“寒

冷＂定義在溫度 9℃以下，“舒適＂定義在溫度 20～26℃，“悶熱＂

則定義在溫度 27℃以上。當溫度在 18℃時，若以傳統明確集合來做判

斷，從圖 4(a)可以看出明確集合會將其歸類於“寒冷＂，而不屬於“舒

適＂。但人類對此溫度只是感覺比舒適的程度稍冷一點，並非不舒適。

相對的，若用模糊集合來作區別，如圖 4(b)所示，我們可以定義每一

溫度給予一個對“舒適＂而言的所屬程度（也就是歸屬度），例如溫度

16℃的“舒適＂所屬程度值為 0.1，溫度 19℃的“舒適＂所屬程度值為

0.6 等，隨著不同的溫度，其程度也慢慢變化，如此所作的區分也比較

符合人類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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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筱嵐 [1]提到模糊集合與明確集合，其中的明確集合和上述

L.A.Zadeh[13]教授指出電腦的兩極邏輯是非常相似的概念。而模糊集合

是把使用者心理的數量轉成物理量，經過運算處理後，再轉換回心理

量，告知使用者。假設 A 和 B 為全集合 U 中的模糊集合。那麼對 U 當

中的一個元素 x 而言，定義下列基本運算。包括模糊集合的補集、交

集、聯集、相對、子集合以及雙重否定和狄摩根定律。 

 

1. 補集：當 μA(x) ∈[0，1]，A 的補集(Ā)定義：μĀ (x)=1-μA(x)，∀x∈U。 

 

2. 交集：μA∩B (x)=min[μA(x)，μB(x)]≡μA(x)˄μB(x) ，∀x∈U 其中˄表是最

小運算。 

 
3. 聯集：μAUB (x)=min[μA(x)，μB(x)]≡μA(x)˄μB(x) ，∀x∈U 其中˅表是最

大運算。 

 

4. 相等：A=B←→μA(x) =μB(x)，∀x∈U 對於某些 U，如果μA(x) ≠μ

B(x)那麼 A≠B。然而上面式子"相等"的 定義是為了確認兩個集合

的香等程度。其中一種的方法就是利用相似評 量來加以評量。 

 

5. 子集合: A 是 B 的子集合，那麼就符合公式：A⊆B←→μA(x)  ≤μB(x)，

∀x∈U 為了確定其關係的程度，是以子集評量來進行評量。 

 

6. 雙重否定： A̿ = A 

 

7. 狄摩根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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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合觀念是參考闕頌廉[4]，當元素 xi 是不是屬於集合 Ã  的

集合，不再是一種不是對就是錯的兩極判斷的情況，是用 0~1 的歸屬

函數值來表示 xi 屬於 Ã  的程度。 

 

    所以模糊集合指的是用來表示一種界定不明確並且擁有特定性質

的事物集合。因此模糊集合的觀念就是說，當元素 xi  

是否屬於集合 Ã  不再是一種不是對就是錯的兩極判斷的情況，而是用 

0~1 的歸屬函數值來表示 x_ｉ屬於 Ã  的程度。用函數表示如下公式

(公式 1) 

 

 

μÃ (xi) 稱 x_ｉ在模糊集合 Ã  的歸屬函數，如果μÃ (xi) 越靠近 1 

時，表示 x_ｉ屬於 Ã  的程度就越高。假設 U 為一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Ã 是 U 的一個模糊子集，如果對於每個 x∈U 都指定一

個數 μÃ(xi)∈[ 0，1] ，用這表示 X 的歸屬程度，簡稱就是 X 的歸屬度，

即是 μÃ(xi):U →[0，1]，然而 μÃ(xi) 被稱為 Ã 的歸屬函數。μÃ(xi) 稱

xi在模糊集合 Ã 的歸屬函數，如果 μÃ(xi) 越靠近 1 時，表示 xi屬於 Ã

的程度就越高。 

 

林榮泰[2]提到當歸屬函數做決定時，模糊集合也會隨之決定，怎

樣選擇一個適當的歸屬函數通常是決定可不可以成功應用歸屬函數的

關鍵，通常並沒有特定公式或是定理提供決定時參考，通常是根據個

人經驗或統計來加以確認，而且很難會有客觀性。而歸屬函數的類型

可以分為離散型和連續型這兩種，其中的連續性又可細分成鐘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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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梯形、S 型及 Z 型等等。但是至於哪種歸屬函數比較適合那麼

則需要依照系統的需求而定。通常連續型的歸屬函數有可微分的優點，

其對於需要學習機構做歸屬函數的情況，其功能性較離散型好。 

 

    然而為了將模糊集合資料轉換為明確的資料，因此需要解模糊化，

然而方法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並沒有一種比較明確的方法，因為這需

視問題特性而定，然而常用的方式通常會有中心法、最大中心法、最

大平均法等等。 

 

    在傳統邏輯學中對所有的事實或規則作判斷，所得的結論不是完

全正確就是完全不正確。命題的正確與否用二值邏輯來判斷表示，亦

即非 0（表示“假＂）即 1（表示“真＂）。但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

對於事物或問題作判斷並非都是如此百分之百肯定它的對錯，總是對

其正確與否存有某些程度上的懷疑。而利用模糊集合的邏輯觀念來做

判斷，也就是允許命題的正確程度介於 0 與 1 之間，如同人們在判斷

上有程度區分。因而可看出模糊集合所作的推論較符合人性，也較為

人們所接受。對於以模糊邏輯所作推論判斷，稱為「模糊推論

(inference)」。 

 

    模糊推論的方式，相對於傳統邏輯的非 0 即 1 的推論方式，模糊

推論是利用歸屬函數取得各規則的適合程度，然後綜合各規則的適合

度得到適當的推論，即使規則條件部分的命題不完全一致，也能依據

一致度的高低比較得到合適的推論。以下即以 Fuzzy 冷氣機舉例說明

模糊推論的方式。 

 

模糊推論的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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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規則：IF   溫度  is  A， 

     THEN 壓縮機  is   B 

狀  態：    溫度  is  高 

動  作：    壓縮機 is  打開 

 

其中 A、B 為模糊集合。IF 的部分稱為前件部，而 THEN 的部分則稱

為後件部。 

 

    模糊推論的方法，模糊推論已廣泛的應用於各個實際系統上，利

用經驗或相關知識所得的規則，轉化為“IF-THEN＂的法則形式。大

多數的推論並非只有一個法則，也就是說當遇到一個事實需要推論時，

通常有以下幾種推論法： 

 

(1)邏輯和（比較適合度取 Max.）、邏輯積（比較適合度取 Min.）、邏輯

和(Max.)的推論法。 

(2)邏輯積(Min.)、邏輯積(Min.)、邏輯和(Max.)的推論法。 

(3)邏輯積(Min.)、代數積（取適合度的乘積值）、邏輯和(Max.)的推論

法。 

 

上述的推論法各有優缺點，而一般常採用 Mamdani[7]的 Min.-Max.的推

論法，也就是第二種方式，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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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Mamdani 的 Min.-Max.模糊推論法 

 

    針對圖 5 說明如下，首先對 IF 前件部各命題(Xi is Aij)的歸屬函數

值取其邏輯積(Min.)做為 IF 前件部的適合度，然後將此適合度與 THEN

後件部的命題(Y is BI)作邏輯積(Min.)運算，做為每一規則的結論程度

值。接著對整個規則庫作邏輯和(Max.)，所得即為整個模糊推論的結果。

而其方式可參考[3]本文獻以作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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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模糊化法，在探討模糊控制之前，先瞭解「解模糊化

(defuzzification)」法，此用意在於將模糊推論所得的推論結果量化為輸

出變數的歸屬函數值。因為我們要實際應用於系統操作，必須將模糊

推論所得到的語意轉化成一明確的輸出值。對機械控制來講，要使機

械能作動，就必須給定明確的控制量，例如在模糊推論的推論結果所

得為“速度慢＂，我們必須利用解模糊化方式將模糊值轉為明確的值，

如“速度為 10m/s＂。解模糊的方式有多種，有面積中心法（或稱重心

法）、最大中心法、最大平均法，其中以面積中心法較為常用，此參考

Lee, C.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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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台灣某大學台灣某大學的電算中心所建置的網站監測

系統中收集溫度、溫溼度、二氧化碳資料集。說明如何應用定義出模

糊 (Fuzzy)找出耗電率的關鍵因素，並加以使用 matlab2014ae、Weka

工具探勘出的結果可以提供節約能源的判斷依據，進而減少其相關單

位的用電量。 

 

3.1 方法描述 

在日常生活當中，人類的思考充滿許多模糊的概念，水的冷熱，實

物的大小等都沒有明確的表明，聽的人只能模糊的想像，模糊控制是

用規則來控制，基於知識語言決策及啟發性的設計，有利於模擬人工

控制的過程，且它的魯棒性強，使得系統容易適應被控制。 

 

模糊法的發展是建立在利用模糊集合減少分類不明確，自然地表示

人們的想法，更穩健地容忍不精確、不一致和遺失資料。在溫度的控

管上，也受限於機器架構和環境的模糊與不確定性，導致電量使用上

無法達到正確功率而浪費能量。因此本研究利用資料探勘中的模糊方

法，找尋對耗電率的關鍵因素，改善了機房冷氣機的不能維持溫度平

穩和浪費電源等缺點。 

 

3.2 建構模糊與決策控制 

    本方法採以模糊理論建置的模糊與決策控制，參考相關文獻後，

建立分析流程，針對某大學機房已有的資料集。在溫度、溫溼度、二

氧化碳、找出造成溫度影響程度進行分類、剪枝，比較各個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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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標註各期望值最小的所剩的最後方案為最佳方案。 

 

3.3 模糊控制 

模糊控制器包含四個部分：(1)模糊化(fuzzifierion)、(2)模糊規則庫

(fuzzy rule base)、(3)模糊推論引擎(fuzzy inference mechanism)、(4)解模

糊化(defuzzifierion)。模糊控制器的基本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1 模糊控制器的基本架構  

 

模糊控制系統的設計步驟如下所述： 

1.定義輸入及輸出變數  

模糊控制器輸入的是以系統輸入設定之值及實際值的誤差(error)及

誤差變化率(derivative of error)。本中分別以 T 與△T 來表示室溫與溫差

變化率，而受控系統的壓縮機開關，在此以 C 表示溫度高低，風速大

小以 W。 

2.輸入 /輸出變數的模糊化  

對於輸入變數與輸出變數皆選擇五個模糊歸屬函數，表 3-1 為輸入

變數與輸出變數的模糊變數名稱及其意義，如表 1 所示。 

表 1 模糊控制器的輸入/輸出變數(本研究) 

模糊變數名

稱 

語意 
Hi Hight 高 
Lo Low 低 
Bi Big 大 
Sm Small 小 
Op Open 開啟 
Cl Close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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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Qiang 強風 
Fe Feeble 弱風 

3.建立模糊規則  

模糊規則庫可視為整個控制系統的核心思考法則，其主要是依照操

作者在控制過程中的經驗加以彙整，並經由實際經驗將受控系統的各

種可能狀態以“IF…THEN…”的條件形式表示。而此歸納成一組控制規

則，並將其加入到控制器之中。其設計的好壞將對整個控制器的效果

更顯著的影響，模糊溫度控制器之控制規則如圖 3 所示。 

 

                            

圖 2  Fuzzy 本研究之冷氣機模糊控制模型 

 

3.4 MATLAB 介紹與使用者環境 

    本研究最後使用 MATLAB[12]工具，執行分析最後結果。

MATLAB(矩陣實驗室）是 MATrix LABoratory 的縮寫，一款由美國 The 

MathWorks 公司出品的商業數學軟體。MATLAB 是一種用於演算法開

發、資料視覺化、資料分析以及數值計算的高階技術計算語言和互動

式環境。除了矩陣運算、繪製函式/資料影像等常用功能外，MATLAB

還可以用來建立使用者介面及與呼叫其它語言(包括 C,C++,Java,Python

和 FORTRAN）編寫的程式。 

 

MATLAB 的主要提供以下功能： 

  

 可用於技術計算的高階語言 

 可對代碼、檔案和資料進行管理的開發環境 

IF  Tis HiAND △Tis Bi 

THEN  Cis ClAND  Wis Qi 

IF  Tis HiAND △Tis Sm 

THEN  Cis OpAND  Wis Fe 

IF  Tis LoAND △Tis Bi 

THEN  Cis ClAND  Wis Qi 

IF  Tis LoAND △Tis Sm 

THEN  Cis OpAND  Wis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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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迭代的方式探查、設計及求解問題的互動式工具 

 可用於線性代數、統計、傅立葉分析、篩選、最佳化以及數值積

分等的數學函式 

 可用於視覺化資料的 2D 和 3D 圖形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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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我們利用模糊推論的方法，用歸屬函數取得各規則的適合程度，然

後綜合各規則的適合度得到適當的推論，並透過我們透過 MATLAB 來

控制空調、除濕機、壓縮機，並從溫度、溼度、二氧化碳，調整是空

調的強中弱與是否開啟或關閉除濕機與壓縮機的運作。 

 

根據中華民國綠基會通訊，室內溫度建議保持 20 ~ 25 度之間，濕

度應保持在 40% ~ 55%之間，美國冷凍空調工持施技術手冊將溫度規

範圍 21 ~ 23 度之間，濕度為 45% ~ 55%之間，實際上綠基會比美國冷

凍空調工程師技術手冊更來的寬鬆。中華民國綠基會是參照 IT 設備在

機櫃裡面運轉環境條件來設定，考慮的因素多了氣流流入 IT 機櫃與流

出 IT 機櫃出口的環境。而美國 ASHRAE[5][6]冷凍空調工程師技術手冊

則是以室內空間平均溫度來做為基準。 

 

我們必須先在 Matlab 裡面先設定 Input 與 Output，再將 Fuzzy 的

Input來設定溫度 22度以下為寒冷、20-27度為舒適、26度以上為炎熱，

當他機房溫度在寒冷階段機器會自動把空調溫度調為弱，當為舒適階

段就會將空調溫度調為中，而到了炎熱的階段就會將空調溫度調為強。

而濕度我們把它設定 45%為以下乾燥、40%-65%為舒適而 60%以上為

潮濕，當濕度在乾燥和潮濕的階段並不會開起除濕機，當在濕度在潮

濕階段時就會開起除濕機進行除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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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溫度   

 

圖 4 濕度 

而以下是利用 Fuzzy 模糊集合推論的方式，跑完結果他總共有 9 種

Rules。 

條件規則： 

1.  If (Temperature is Cold) and (Humidity is dry)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Weak)(Dehumidifiers is Close)        

2.  If (Temperature is Cold) and (Humidity is Comfort)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Weak)(Dehumidifiers is Close) 

3.  If (Temperature is Cold) and (Humidity is Moist)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Weak)(Dehumidifiers is Open) 

4.  If (Temperature is Comfort) and (Humidity is dry)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Middle)(Dehumidifiers is Close) 

5.  If (Temperature is Comfort) and (Humidity is Comfort)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Middle)(Dehumidifiers is Close) 

6.  If (Temperature is Comfort) and (Humidity is Moist)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Middle)(Dehumidifiers is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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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f (Temperature is Hot) and (Humidity is dry)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Strong)(Dehumidifiers is Close)         

8.  If (Temperature is Hot) and (Humidity is Comfort)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Strong)(Dehumidifiers is Close)    

9.  If (Temperature is Hot) and (Humidity is Moist) then (Air-conditioning 

is Strong)(Dehumidifiers is Open)  

並且將 Output 中的空調設定強、中、弱，而除濕機，則設 0 為關閉 1

為開啟。 

假設 1：當我們機房內溫度在 14.6 度，濕度在 24.2%，此時空調感應到

溫度在偏寒冷，會將空調會改成弱風；濕度為高，除濕機會關閉。  

 

 

 

假設 2：當我們機房內溫度在 24 度，濕度為 56%，此時空調感應到溫

度在炎熱，會將空調溫度改為中；濕度為舒適，除濕機會關閉。 

圖 5  Rule 控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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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當我們機房內溫度設在 33 度，濕度提高到 82.5%，，此時空

調感應到溫度為炎熱，空調將會調圍強；濕度為潮濕，除濕機將會開

啟，二氧化碳偏高，壓縮機也會啟動。 

 

 

 

    利用模糊來控制機房中的空調、除濕機、壓縮機，當我們不需要

這些能源時，會將這些機器給關閉，能用較少的電費來獲得更好的效

益，改善了浪費電源等缺點，也能讓地球減少暖化並達到節能減碳。 

圖 6  Rule 控制圖

舉例 2 

 

圖 7  Rule 控制圖

舉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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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專題利用資料探勘方法中的模糊理論，先採集某大學電算中心

機房內的溫度、濕度以及二氧化碳作為實驗資料集的數據，並將所探

勘出的資料加以分析，利用模糊方法中的歸屬函數以取得各種適合控

制規則，透過 Matlab 模糊理論設計出的空調、除濕機、壓縮機這些系

統的運轉規則，最後利用 Fuzzy 模糊集合推論的方式跑出各種結果，

並控制這些機器的運作，隨著溫度、濕度變化，穩定空調轉速，一般

的空調系統中只有在設定的範圍內，壓縮機不斷的運作與停止，並無

法像模糊控制取得模糊歸屬函數，能準確地控制壓縮機的強弱，能減

少壓縮機壽命消耗，減少不必要的成本浪費，增長使用壽命，並能達

到環保議題，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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