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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利用熱電致冷晶片教具製作，用以介紹熱

電致冷晶片的基本原理，了解賽貝克效應及帕爾帖效

應。製作的示教板便於課堂上課時進行演示，實際操

作及觀察熱電致冷晶片的動作過程，通過實體操作了

解熱電致冷晶片的功能，增加同學的理解。 

 

關鍵詞：熱電致冷晶片、溫差發電、賽貝克效應、帕爾

帖效應 

 

1. 前言 

    人類從鑽木取火到 19 世紀科學家發現其實用火也

可以發電，同時在 19 世紀也發現了某些不同的金屬可

以用溫差發電。 

    近年來由於地球暖化所造成的極端氣候變遷日益

嚴重，世界主要國家無不關心節能減碳的議題。從由 36

個國家共同訂定規範約束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的京都議

定書，到 2015 年巴黎氣候變遷會議達成對地球暖化溫

度控制在本世紀不能高於 2℃的最大共識，揭示了節能

減碳不再是個口號，而要確實付諸行動。 

    台灣以製造業起家，許多傳統產業在製造過程中需

耗費大量能源並產生相當可觀的廢熱，這些廢熱的回收

比率偏低，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費及 CO2排放，影響氣候

的變遷，然而這些廢熱其實是可以再利用的。 

    熱電發電是利用溫差來發電，能 24 小時不斷地擷

取廢熱，只要有溫差便能發電。而且所占空間不大，維

修成本又不高，因此很適合用來回收產業界攝氏 300 

度以下的中低溫廢熱來發電，恰能彌補現有廢熱回收技

術的不足，是一種小而美及分散式的發電系統。 

    本專題是利用熱電致冷晶片製成供上課使用之示

教板，可從事溫差發電及通電致冷現象的演示，便於老

師輔助教學，讓同學更好的了解原理。 

 

2. 熱電致冷晶片 

    科學家早在 19 世紀初即已發現熱電致冷晶片

(Thermoelectric Cooling Module) 及 溫 差 發 電 晶 片

(Thermoelectric Power generating Module)的理論基礎。

1821 年德國科學家托馬斯·約翰·塞貝克  (Thomas 

Johann Seebeck)報導了一個有趣的實驗結果：把一個由

兩種不同的導體構成的閉合迴路置於指南針附近時，若

對該迴路的其中一個接頭加熱，指南針就會發生偏轉。

當時，賽貝克認為這是一個與磁有關的現象，並企圖根

據這個現象將地磁現象歸因於赤道和兩極之間的溫差。

儘管賽貝克當時未能對著個現象做出正確的解釋，但這

並沒有妨礙他對許多材料所進行的比較研究，從而為後

來的溫差發電研究打下基礎。塞貝克效應就是日後研發

溫差發電晶片的理論基礎。所謂賽貝克效應就是在兩種

不同金屬組成的閉合線路中，如果兩接觸點間保持固定

的溫差，就會在兩接觸點間產生一個電動勢，同時閉合

線路中就有電流流過，稱為溫差電流。 

    約 12 年後，法國的帕爾帖 (Jean Charles Athanase 

Peltier)發現了另一個相關的現象：當電流通過兩種不同

的金屬，接頭附近的溫度發生變化。1834 年帕爾帖在法

國王宮做了演示，他將跟鉍金屬與一根銻金屬棒連接在

一起，在接頭處挖一個小洞，滴入水滴，當電流通過著

兩種金屬組成的迴路時，水結成冰。儘管帕爾帖採用賽

貝克效應為實驗提供電流，但他並未意識到他的發現與

賽貝克效應之間的關係。直到 1838 年帕爾帖現象的本

質才由俄國物理學家愣次(Heinrich Lenz)給予了正確的

解釋。愣次斷言兩個導體的接頭吸熱還放熱取決於流過

導體的電流方向。他更進一步做了實驗，先在接頭處使

水結成冰，隨後改變電流方向，使冰解凍，證明上述結

論。帕爾帖效應為日後研發致冷晶片的基礎：在兩種不

同金屬組成的閉合線路中，若通以直流電，就會是一個

接點變冷，一個變熱，亦稱溫差電現象。 

    在半導體工業發展之前，熱電偶（英語：

Thermocouple）是一種被廣泛應用於溫度測量的感測器，

也被用來將溫差轉換為電動勢，類似熱電致冷晶片的前

身。熱電偶的價格低廉、易於更換，且有標準介面，具

有很大的溫度測量範圍，但受限於解析度，通常小於 1C

的系統誤差較難達到。1960 年以後，靠著半導體工業的

神速發展配合，致冷晶片與發電晶片才問世。 

 

 

圖 2-1 德國科學家 Thomas Johann Seebeck 

April 9, 1770 – December 10, 1831(圖片來源：維基百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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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法國錶匠 Jean Charles Athanase Peltier 

Feb. 22, 1785– October 27, 1845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1 材料組成 

熱電致冷片是由半導體所組成的一種冷卻裝置。

半導體重要的特性是在一定數量的某種雜質滲入半導

體之後，不但能大大加大導電能力，而且可以根據摻

入雜質的種類和數量製造出不同性質、不同用途的半

導體。將五價原子(如砷、磷、銻)雜質摻入本質半導體

後，會放出自由電子，這種半導體稱為 N 型半導體。

將三價原子(如鋁、硼、鎵) 雜質摻入本質半導體後，

會產生一個電洞，稱為 P 型半導體。在外電場作用下

「電洞」流動方向和電子流動方向相反，由正板流向

負極，可視為「正電荷」， P 型半導體是靠「電洞」

的移動來導電。 

N 型半導體中的自由電子，P 型半導體中的「電

洞」，都參與導電，統稱為「載子」。半導體致冷材

料不僅需要 N 型和 P 型半導體特性，還要根據摻入的

微量原素改變半導體的塞貝克係數，導電率和導熱率

使這種特殊半導體能滿足製冷的材料。通常熱電致冷

晶片內部致冷晶粒的主要成份是銻(Antimony)、碲

(Tellurium)、鉍(Bismuth)、硒(Selenium)等半導體材

料。 

 

 

 
圖 2-3 熱電致冷晶片結構 

 

 

 

圖 2-4 熱電致冷晶片內部構造-致冷晶粒 

(圖片來源：經濟部搶鮮大賽網頁

http://www.getfresh.org.tw/tdp_detail.aspx?No=77) 

2-2 動作原理 

    一塊 N 型半導體材料和一塊 P 型半導體材料接合

並通以直流電流後，會產生能量的轉移。電流由 N 型

元件流向 P 型元件的接頭吸收熱量，成為冷端。由 P

型元件流向 N 型元件的接頭釋放熱量，成為熱端。吸

熱和放熱的大小是通過電流的大小以及半導體材料

N、P 的元件對數來決定。 

 

2-3 賽貝克效應 

1821 年德國人塞貝克發現當兩種不同的導體相連

接時，如兩個連接點保持不同的溫差，則在導體中產

生一個溫差電動勢 Es： 

 

ΕS = S ∙ ΔΤ 
 

其中 ES為溫差電動勢 

 S 為塞貝克係數 

 ΔΤ為接點之間的溫差 

 

2-4 帕爾帖效應 

1834 年法國人帕爾帖發現了與塞貝克效應的反效

應，即當電流流經兩個不同導體形成的接點時，接點

處會產生放熱和吸熱現象，放熱或吸熱大小由電流的

大小來決定：  

 

Qπ = π ∙ Ιπ 
 

其中 Qπ為放熱或吸熱功率  

π為帕爾帖係數 

I 為工作電流  

   根 據 第 一 湯 姆 生 關 係 式 (the first Thomson 

relationship) ，帕爾帖係數 π與塞貝克係數 S 關係為 

π = ST 

其中 T 為冷端的絕對溫度。 

 

2-5 致冷力Ｑ與電流Ｉ的關係 

    致冷晶片的致冷力與電流成正比。但是電阻消耗

而產生的熱量卻是與電流的平方成正比，因此當電流

大到某個程度，後者勢必超越前者。當電流超過某個

數值，致冷晶片的致冷力反而下降。 

2Q I I R   

max max

Q
2 0

2

d
I R I

dI R


      

2

0 0 0Q 0I I R I
R


      

 Imax 為致冷力 Q 最大時的電流值。Ｑ與電流Ｉ的關係

如圖 2-5 所示。 

2

http://www.getfresh.org.tw/tdp_detail.aspx?No=77


 

圖 2-5 致冷力Ｑ與電流 I 關係圖 

 

2-6 規格種類 

致冷晶片的型式很多，從外型上來分，有正方

型，長方型，圓型，單層，多層等等。以工作溫度來

分有普通(－150℃~＋125℃)，高溫(－150℃~＋150℃)

及特高溫(－150℃~＋200℃)的分別。以冷凍效能來分

有經濟型，標準型與強力型的分別。 

 

表 2-1 微型致冷晶片﹝晶粒尺寸等於或小於 1mm﹞ 

型號 

熱面溫度 27℃     測試空間狀態:空氣 尺寸(mm) 

最大 

電流 

Imax(A) 

最大 

溫差 

Tmax(C) 

最大 

電壓 

Vmax(V) 

最大 

致冷力 

Qmax(W) 

長寬高 

TES1-017.30 3.0 67 2.06 3.4 12123.6 

TES1-

241.100 
10.0 68 29.2 168.7 40402.7 

TES1-

241.100 高溫

200°C 

10.0 68 29.2 168.7 40402.7 

 

 

表 2-2 正規單級致冷晶片(晶粒尺寸等於或大於 1mm) 

型號 

熱面溫度 27℃     測試空間狀態:空氣 
尺寸

(mm3) 

最大 

電流 

Imax(A) 

最大 

溫差 

Tmax(C) 

最大 

電壓 

Vmax(V) 

最大 

致冷力 

Qmax(W) 

長寬高 

TEC1-

007.03 
3 66 0.8 1.5 10104.9 

TEC1-

127.05 
5.0 68 15.4 44.5 40404.2 

TEC1-

127.06 
6.0 68 15.4 53.3 40403.8 

TEC1-

127.06 高

溫 200°C 

6.0 68 15.4 53.3 40403.9 

TEC1-

127.06 高

溫 200°C 

6.0 68 15.4 53.3 40404.0 

 

微型致冷晶片與正規單級致冷晶片的差異: 微型

致冷晶片是用很小的晶粒排列組合而成。因此在同樣的

面積裡面，可以容納比較多晶粒。數目多、尺寸小，對

電氣規範的影響是高電壓、小電流。相對的，正規單級

致冷晶片的電氣規範是低電壓、大電流。在致冷效率方

面，兩者是沒有差別。 

 

2-7 熱電致冷晶片編碼 

    熱電致冷晶片上所寫的編碼每一個都有它自

己的意義。 

TE C 1-127.06-125C-N-0.10-150 

 

 

 

 

 

 

 

圖 2-6 熱電致冷晶片主要編碼意義 

 

    例如，如果選用的是二層式陶瓷面板晶片，最大

工作電流為 7A，最高工作溫度為 200℃，厚度公差

±0.08，無需要防潮密封，電線長度 450mm，則其編號

應如下: 

 

TEC2─127.07─200C─N─0.08─450 

 

2-8 熱電致冷晶片優缺點 

    熱電致冷晶片作為特種冷源，在技術應用上

具有以下的優點和特點： 

1. 不需要任何製冷劑或冷媒，沒有污染源，響應

環保概念，沒有旋轉部件，不會產生迴轉效應，

沒有滑動部件是一種固體片件，無機械摩擦，

可連續工作，工作時沒有震動、噪音、壽命長，

安裝容易。 

2. 熱電致冷晶片具有兩種功能，既能製冷，又能

加熱，製冷效率一般不高，但制熱效率很高。

因此使用一個片件就可以代替分立的加熱系統

和製冷系統。 

3. 熱電致冷晶片是電流換能型片件，通過輸入電

流的控制，可高精度的溫度控制，再加上溫度

檢測和控制手段，容易實現遙控、程式控制、

計算機控制，便於組成自動控制系統。 

4. 熱電致冷晶片熱慣性非常小，製冷制熱時間很

快，在熱端散熱良好冷端空載的情況下，通電

不到一分鐘，致冷晶片就能達到最大溫差。 

5. 熱電致冷晶片的反向使用就是溫差發電，半導

體製冷片一般適用於中低溫區發電，可用於廢

熱回收發電。 

6. 熱電致冷晶片的單個製冷元件對的功率很小，

但組合成電堆，用同類型的電堆串、並聯的方

法組合成製冷系統的話，功率就可以變的很大。 

7. 熱電致冷晶片的溫差範圍，從正溫 90℃到-130

℃都可以實現。 

    致冷晶片最大的缺點是能源轉換效率低。一般

約在 40%至 50%之間，而傳統式冷凍壓縮機的效

率，一般約在 95%之上。因此致冷晶片無法用在大

型空調或大型冰箱的場合。但願科學家的研究能有

致冷晶片代號 

C 陶瓷面板 

S 小型晶片 

 1 一層 

2 二層 

3 三層 

N-P 總對數 

 

最大工作電流 

 

最大工作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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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突破，提高效率，屆時冷凍工業將有一番新的面

目出現。 

3. 熱電致冷晶片應用 

致冷晶片的用途，依隨它的特性，存在日常生活

的各種角落中。在日常生活用品，航太工業，醫學生

物化驗，軍事民生工業等，處處可見。 

1、 軍事方面：導彈、雷達、潛艇等方面的紅外線探

測、導行系統。 

2、 醫療方面：冷力、冷合、白內障摘除片、血液分

析儀等。 

3、 實驗室裝置方面：冷箱、冷槽、電子低溫測試裝

置、各種恆溫、高低溫實驗儀片。 

4、 專用裝置方面：石油產品低溫測試儀、生化產品

低溫測試儀、細菌培養箱、恆溫顯影槽、電腦

等。 

5、日常生活方面：空調、冷熱兩用箱、飲水機、

電子信箱、迷你冰箱等。 

 

4. 實驗過程 

這次實驗我們分成兩個來做，分別做致冷(帕爾帖效

應)與發電(賽貝克效應)兩種動作。 

以下是這次實驗總共使用的工具及材料 

 

表 4-1 實驗工具及材料 

名稱 數量 

TEC1-12705 熱電致冷晶片 1 個 

散熱鰭片 2 個 

感溫計 2 個 

蠟燭 1 個 

鐵架 1 個 

電錶 1 個 

散熱風扇 1 個 

 

4-1. 製冷實驗(帕爾帖效應) 

    熱電致冷晶片在產生冷熱兩面時，就是應用了帕爾

帖效應的原理，以下是實際操作。將晶片通電，熱面加

裝散熱鰭片及風扇維持溫度防止熱回流，測量冷面在不

同電壓下的溫度。 

    注意:在致冷的過程中，熱面一定必須要有散熱，

否則會因熱面過熱造成熱回流到冷面，整個晶片就會

燒壞。以下是電路圖 

 
圖 4-1 致冷實驗電路圖 

    以下是實驗的流程，此時室內溫度大約在 21.8℃

左右，在電源供應器上，左側電壓為風扇的電壓，右

側則是對熱電致冷晶片加壓的電壓，這一張是在剛開

始給予晶片 3.1V的情況，很快的熱冷兩面就開始出現

溫差。如圖 4-2 所示。 

 

 

圖 4-2致冷實驗流程圖 1 

過了一段時間，增強對晶片的電壓，電壓增加到了

6.2V，而冷面與熱面都有明顯的下降與上升。如圖 4-

3 所示。 

 

 

圖 4-3致冷實驗流程圖 2 

在過大約 2分鐘，電壓持續增加到 9V，此時開始冷面

的溫度降低速度開始減緩，而熱面依然持續升高，如

圖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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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致冷實驗流程圖 3 

一陣子之後，把電壓升高到 12.4V，冷面的溫度下降

速度越來越慢，但熱面溫度上升略有增快，如圖 4-5

所示。 

 

 

圖 4-5致冷實驗流程圖 4 

 

 
圖 4-6 實驗結果分析圖 

 

    在結果分析圖(圖 4-6)可知，在剛開始時，冷面

的溫度可以下降的很快，但是在快到達此晶片最大製

冷率 Q時，溫度下降速度就可使變慢了。 

 

4-2. 發電實驗(賽貝克效應) 

    熱電致冷晶片也可以拿來發電，而這時的動作正

是與製冷過程是相反的。 

將晶片兩面分別做加熱、冷卻的動作，用電

錶記錄在不同的溫差下所發出的電壓有多少。圖

4-7為是電路示意圖: 

 

 
圖 4-7 發電實驗電路圖 

 

冷面 23.8℃熱面 29.1℃時溫差 5.3℃，產生的電壓

為 0.174(V)，如圖 4-8 所示。 

 

 
 

圖 4-8 發電實驗流程圖 1 

 

冷面 26.1℃熱面 46.3℃時溫差 20.2℃，產生的電壓

為 0.753(V)，如圖 4-9 所示。 
 

 
圖 4-9發電實驗流程圖 2 

 

冷面 27.4℃熱面 51.9℃時溫差 24.5℃，產生的電壓

為 1.018(V)，如圖 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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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發電實驗流程圖 3 

 

 
圖 4-11 發電實驗結果分析圖 

 

在結果分析圖(圖 4-11)可知，在剛開始時，冷面、熱面

溫差不大時電壓很小，但是在溫差加大時，電壓值就開

始變大。 

 

5. 結論 

     本專題製作完成之示教板如圖 5-1所示。經過這

次的專題研究，我們了解熱電致冷晶片基本的原理，

不過在與傳統的壓縮機相比之下，它的效率仍然是偏

低的，但因為它在大小方面比較容易攜帶及安裝，可

以出現在生活上隨處可見的地方。 

    然而面對現今氣候變遷之下，環保的意識逐漸抬

頭，在節能、減碳的運動開始發起，可運用在於廢熱

回收發電，例如鋼鐵工業、石化工業、水泥工業……

等，它所發出來的電可以用於路燈、小型公共設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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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主機試俥調整分析

組員:蔡承翰、吳楚堯、蘇建華、溫元祥 

指導老師:卓紘斌 

摘要

  本專題的研究主要針對大型冰水主機，面對市場的

人力需求，我們在專題裡會講解冷凍空調裝修乙級第三

站往復式冰水主機的考試流程步驟，在這之前我們必須

提到冷凍空調四大元件的原理及構造，還有各種形式的

蒸發器與膨脹閥，好讓我們能更快速的了解大型冰水主

機的原理，更快速且流暢，以降低犯錯機率，進一步提

昇考試及格率。 

  冰水主機的各項保護開關動作原理與構造，以及不

同的大型冰水主機的原理與構造，還有最需要講解抄表

的部分也會在最後提到。 

第一章 緒論 

  壓縮機對於冰箱的系統就如同引擎與汽車的關係，

在科技愈發達的現在，壓縮機的變化則是功率越來越進

步體積也是越精簡，而在現今的冷凍空調工業裡壓縮機

的種類可分為三大種分別是：往復式，離心式及螺旋式。 

  我們要介紹的是往復式的壓縮機，以往我們所看見

的傳統往復式壓縮機，所占的體積略龐大且聲音吵雜，

完全不適用於入夜安靜的市區，所以極大部分都是以工

業區使用較多，雖然會製造噪音但它冷凍效率好又耐操，

現在大型的冷凍庫還是仰賴往復式壓縮機。 

  而在講求效率的現今，往復式壓縮機所占的空間及

製造的噪音就是須克服的問題，能讓它以最好的效率達

到我們所要求的冷度，又要兼顧現在最注目的環保，就

是我們所要努力達成的目標。 

1.1 前言 

  由於我家裡本身就是從事冷凍空調的相關行業，從

小時候開始的確很長接觸到，每逢暑假也都會出來幫忙

工作，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以中小型的機組為主，與動

輒上百坪的冷凍庫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不過在家裡的實

習，的確幫助我在冷凍空調這個領域裡了解許多，但上

了大學就讀本科系之後才發現，我所了解的遠不及外面

的世界，不管是更大的系統或者是更先進的設備，這些

都是我從未碰過的，無論是課堂上講解或是出門參觀各

式各樣的工廠，對於人家在研究四大原件的效益或者能

力相當的好奇，加上剛好要考冷凍空調裝修乙級證照裡

面就有往復式冰水主機的維修，這種大型機台對於冷凍

空調還沒很熟的我們確實有點難度，但剛好藉由這個機

會來研究其構造及原理，讓我們不管是在面對乙級或者

接著出社會的考驗都有很大的助益。 

1.2研究目的與方法 

  為了能在未來的職場上不被快速的淘汰，所以我們

不能只擁有丙級證照，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我們必須

更上一層，邁向乙級證照才能保障將來的生活，也因此

這樣我們專題才研究大型冰水主機，研究的目的，就是

要能模擬真正在考試的時候，怎樣才能在最快速的時間

完成所有故障排除，要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啟動，主要是

研究一個流程要怎樣的流程才會是最快速的。 

剛開始我們找了相關資料，包含了冷凍空調四大原件，

之後我們又找了大型冰水主機的相關資料，最後我們把

所有資料整合之後進行冰水主機的研究，並開始了解有

可能的故障，進行故障排除以最快的時間來完成所有的

故障排除最後試俥。 

1.3研究討論 

  在這次的過程中，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以及勞力，

也讓我們更了解大型冰水主機的原理以及構造，因為往

大型冰水主機的資料並不好找，我們在學校也有找老師

問相關的知識，以及自己對大型冰水主機這方面的了解，

才能有這些資料。 

  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些部分，因為大型冰水主機種

類有分很多種，我們也只有對往復式壓縮機.螺旋式壓

縮機.離心式壓縮機這幾種做研究，希望藉由這一次的

專題可以呈現給大家對大型冰水主機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而能清楚的了解大型冰水主機的功用。

7



   

- 2 - 

第二章 冷凍空調原理介紹 

  冷凍設備裡的冷氣機係利用冷凍循環之四個主要

配件：壓縮機、冷凝器、冷媒控制器或稱阻流器（毛細

管）、蒸發器等組合而成，分離式的構造跟窗型是差不

多的，它把壓縮機、冷凝器，散熱風扇移到室外機去，

留下室內機(蒸發器)，冷媒控制器(毛細管)有的在室內

有的在室外，大部分都把她移到室外機去以降低膨脹時

候冷媒噴射所帶來的噪音。 

2.1壓縮機 

  壓縮機的目的:壓縮機在冷凍系統中有二個目的，

一就是把冷媒在蒸發器中的蒸發壓力，提高到冷媒在凝

結器中的冷凝壓力；二是具有泵的作用，使冷媒能在系

統中內循環運動。要達到上述的目的，工商業用的冷媒

壓縮機，常具有兩種類型，一是往復式，另一是離心式。

前者利用活塞與氣缸以機械的方式壓縮冷媒氣體使成

高壓，後者利用葉輪的高速離心，速度轉換成位能而獲

得高壓。 

  壓縮理論:往復式壓縮機主要包括能在汽缸中來往

活動的活塞，以及協助它在汽缸中能活動的機件。 

  所謂『往復』這一名詞就是指活塞可在氣缸中以直

線性作來回的活動。由於汽缸的來回活動可以壓縮氣體，

就稱為往復式壓縮機，最先用於冷凍上的壓縮機就是往

復式的壓縮機。 

2.1.1往復式壓縮機介紹 

  以往復式的汽缸來壓縮冷媒，達到循環的目的，餘

隙容積最大，效率最差；但是震動比較小，一般只有電

冰箱和除濕機有在使用。往復式壓縮機系列驅動馬達傳

動汽缸的活塞，使活塞在汽缸內作上下或左右之往復運

動當活塞上行時，由於活塞上方汽缸內的氣體被壓縮，

使壓力升高，關閉吸氣閥。當壓力升高到相當程度時，

才頂開排氣閥，使高壓氣體排出壓縮機；而當活塞上行

最高點(上死點)時，排氣閥必須立即關緊，以免氣體反

流回汽缸。且在活塞上行的過程中，在活塞下方亦產生

吸氣作用，把吸入管之低壓氣體吸入曲軸箱內。直到活

塞下行，活塞上方汽缸內的氣體壓力降低，排氣閥關閉，

吸氣閥打開，活塞下方區軸箱內的氣體才又進入汽缸內，

準備活塞上行時，再接受壓縮，如此動作不斷地重覆，

冷凍系統中的氣態冷媒，便不斷地被壓縮機所吸排。活

塞不停地在汽缸內往復運動，使汽缸容積產生變化，當

活塞下行時，汽缸容積變大，吸入低溫低壓的氣態冷媒；

當活塞上行時，汽缸容積變小，而把氣體壓縮成為高溫

高壓的氣態冷媒。 

2.1.2螺旋式壓縮機 

近代大容量壓縮機之主流，其主要特點是： 

1.體積小，如以同容量來比較，僅為往復式的五分之

一。 

2.震動小、噪音低，基座台較輕。 

3.排氣溫度較低。 

4.可在較高之壓縮比（25：1）下操作。 

5.不受液壓縮影響。 

6.零件少、可靠度高，體積效率高達 99﹪。 

7.啟動轉矩小，啟動電流低。 

8.可作無段卸載，卸載到 10﹪。 

  雙螺旋壓縮機：陰陽轉子高速旋轉，一面擠壓改變

氣體容積，一面壓縮氣體，陽轉子可視同活塞，陰轉子

可視同汽缸。 

  單螺旋壓縮機：齒輪的運動方向與壓縮力是成垂直

的。 

  容量控制：利用轉子機殼內滑動閥之位移或開啟，

來旁通吸入之冷媒氣體，減少冷媒之壓縮排出量，而達

容量控制的作用。 

2.1.3離心式壓縮機 

  離心式壓縮機又稱透平式壓縮機，主要用來壓縮和

輸送氣體。離心式壓縮機主要由轉子和定子兩部分組成：

轉子包括葉輪和軸，葉輪上有葉片、平衡盤和一部分軸

封；定子的主體是氣缸，還有擴壓器、彎道、迴流器、

迸氣管、排氣管等裝置。 

  離心式壓縮機的工作原理是：當葉輪高速旋轉時，

氣體隨著旋轉，在離心力作用下，氣體被甩到後面的擴

壓器中去，而在葉輪處形成真空地帶，這時外界的新鮮

氣體進入葉輪。葉輪不斷旋轉，氣體不斷地吸入並甩出，

從而保持了氣體的連續流動。與往複式壓縮機比較，離

心式壓縮機具有下述優點：結構緊湊，尺寸小，重量輕；

排氣連續、均勻，不需要中間罐等裝置；振動小，易損

件少，不需要龐大而笨重的基礎件；除軸承外，機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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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需潤滑，省油，且不污染被壓縮的氣體；轉速高；

維修量小，調節方便。 

2.2冷凝器 

  冷凝器(Condenser)空調系統的機件，能將管子中

的熱量，以很快的方式，傳到管子附近的空氣。把氣體

或蒸氣轉變成液體的裝置。 

  發電廠要用許多冷凝器使渦輪機排出的蒸氣得到

冷凝；在冷凍廠中用冷凝器來冷凝氨和氟利昂之類的致

冷蒸氣。石油化學工業中用冷凝器使烴類及其他化學蒸

氣冷凝。在蒸餾過程中，把蒸氣轉變成液態的裝置稱為

冷凝器。所有的冷凝器都是把氣體或蒸氣的熱量帶走而

運轉的。 

2.2.1 製冷系統主要部件構成 

  主要部件有壓縮機、冷凝器、蒸發器、膨脹閥(或

毛細管、過冷卻控制閥)、四通閥、複式閥、單向閥、

電磁閥、壓力開關、熔塞、輸出壓力調節閥、壓力控制

器、貯液罐、熱交換器、集熱器、過濾器、乾燥器、自

動開閉器、截止閥、注液塞以及其它部件組成。 

2.3 冷媒控制器 

  冷媒控制器是冷凍系統中來降壓，調整冷媒得流量

重要器具。 

2.3.1自動膨脹閥 

  自動膨脹閥內部結構有閥針、閥座、壓力摺箱或膜

片、可藉由調整螺絲調整張力的彈簧、裝在入口端以防

止雜物進入而造成阻塞的過濾網。原理：閥內保持定壓，

以控制流入蒸發器之冷媒流量來反應蒸發器負荷的改

變。設調整彈簧彈力等於蒸發器壓力，當蒸發器壓力低

於設定值時，彈簧彈力大於蒸發器壓力，使閥往開啟方

向移動，增加冷媒液進入蒸發器之流量，使蒸發器充滿

較多冷媒，導致冷媒蒸發量增加，蒸發器壓力上升直至

與彈簧彈力平衡；反之，冷媒蒸發量減少，蒸發器壓力

降低直至與彈簧彈力平衡。 

缺點：效率較差。當系統負荷大時當系統負荷大時，僅

允許少量的冷媒進入蒸發器僅允許少量的冷媒進入蒸

發器，故在整個系統需要較高的熱傳能力與效果下，其

定壓特性限制了冷凍系統的熱傳能力與效果，造成冷媒

氣過熱。使其不能與低壓馬達並用，因低壓馬達的運轉

完全依據蒸發壓力的變化而定，故無法與低壓馬達相配

合。用途：只用於固定負載的小型設備，如家用冰箱、

小型零售店的冷藏庫，現已很少使用。 

2.3.2感溫式膨脹閥 

  感溫式膨脹閥內部結構包含閥針及閥座、壓力摺箱

或膜片、感溫包及接至摺箱或膜片之毛細管、可由調整

螺絲調整彈力的彈簧、入口處的過濾網。原理：使蒸發

器出口冷媒的過熱度保持一定，故允許蒸發器在不同的

的負載情形下完全充滿冷媒液，不會造成液壓縮。特性：

由蒸發氣壓力、彈簧彈力及感溫包內飽和液氣混合物之

壓力三個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任何吸入端的過熱度的

改變將導致閥門的移動，以恢復原過熱度達到新平衡，

其與彈簧設定壓力有關，故彈簧壓力調整稱為過熱度調

整。當彈簧彈力增加，欲使閥達到平衡狀態之過熱度需

增加，若過熱度過高，將使蒸發器有效表面積減小； 

反之，則使蒸發器有效表面積增加。若過熱 度設定過

低，則無法控制冷媒流量，產生冷媒不足或過多的交互

狀態稱為追逐，一般將過熱度設於 7～10℉間，使閥在

不同的的負載下皆能保持過熱度而不受蒸發器溫度和

壓力之影響，以滿足大部分之應用。此型膨脹閥又分為

內均壓式和外均壓式。用途：為目前最廣泛使用的膨脹

閥，特別用於負載變化大的系統中。 

缺點:不顧蒸發器的壓力與溫度，保持蒸發器充滿冷媒

液。此特性雖可確定在所有負載下，蒸發器表面均能有

效使用，但亦允許在過負載時，蒸發器的壓力與溫度過

高使壓縮機過負載。 

  膨脹閥在某些情形（壓縮機剛開機時，蒸發器壓力

迅速下降，且感溫包的壓力很高）下的開度較大使蒸發

器的冷媒過多，導致冷媒液進入壓縮機。 

 

圖 2.1感溫式膨脹閥實體圖 

2.3.3毛細管 

  毛細管是最簡單的流量控制設備，僅為一固定長的

小直徑管子裝於冷凝器與蒸發器間。因其長度長及管徑

小導致高摩擦阻力，且因冷媒液的壓力降至飽和壓力之

下，在內部產生閃氣導致節流效果，故毛細管能限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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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器至蒸發器間的冷媒液流量，並保持冷凝器至蒸發

器間所需之壓差。 

優點:構造簡單及成本低廉。2、允許系統大幅簡化，降

低製造成本。在停機期間，高低側壓力透過毛細管達平

衡，可使壓縮機在無載狀態下重新啟動，故可用較小轉

矩的馬達帶動壓縮機；另外，此系統所需冷媒量較少，

不但能節省冷媒成本，且不需儲液器儲存冷媒液。用途：

僅用於負載固定且使用密閉式壓縮機的系統，如冰箱、

冷凍庫、室內冷卻器、小型商用箱型機。 

2.4蒸發器種類及介紹 

  直接或間接吸收冷凍空間之熱量，產生製冷能力，

以達到冷凍的效果。蒸發器之種類有滿液式.殼管式等

等……我們為大家介紹以下兩種形式的蒸發器。 

1.滿液式蒸發器 

2.殼管式蒸發器 

滿液式蒸發器: 

  盤管內充滿液態冷媒，當冷媒離開冷卻盤管時，只

有一部份被蒸發（20%~25%），其他冷媒則用來保持盤管

內的表面濕潤，以增加內部傳熱，而吸收熱量被蒸發之

冷媒氣體，則聚集在液氣分離器上方，被壓縮機吸入循

環，優點是盤管內充滿液態冷媒，傳熱效率高，缺點是

回油較困難，需加設回油裝置。冷卻管內流通不凍液，

冷媒在管外蒸發。優點為傳熱效率高，缺點是冷媒流量

降低時，易造成回油困難，若蒸發溫度太低，不凍 

液若結冰，管路有阻塞或破裂危險。 

 
圖 2.2滿液式蒸發器示意圖 

 

圖 2.3滿液式蒸發器實體圖 

2.4.1殼管式蒸發器 

  用途廣泛，如製冰、冷藏用不凍液之冷卻或空調用

冰水之冷卻。 

依冷媒蒸發方式分乾式與滿液式兩種： 

乾式殼管式蒸發器 

  冷媒在管內蒸發，目前較大容量空調系統所用之冰

水機組，大都採用此種蒸發器，通稱冰水器。優點有： 

1.水回路損失較少。 

2.冷媒量較少，控制簡單。 

3.冷媒氣體流速較大，回油容易。 

4.即時冷卻流體在管外凍結，也不會造成管路阻塞或破

裂。缺點是氣態冷媒較多，傳熱效率較低。 

圖 2.4乾式殼管式蒸發器示意圖 

 
圖 2.5滿液式殼管式蒸發器示意圖 

 

2.5其他控制原件 

  這些控制原件主要是保護機器，在即將發生故障之

前先使機器停機做初步的保護，以下是為大家介紹冰水

主機的主要幾個保護開關。 

2.5.1高低壓開關原理 

  是當系統內壓力高於或低於額定的安全壓力時，感

應器內碟片瞬時發生移動，通過連接導桿推動開關接頭

接通或斷開，當壓力降至或升額定的恢復值時，碟片瞬

複位，開關自動複位，或者簡單的說是當被測壓力超過

額定值時，彈性元件的自由端產生位移，直接或經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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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後推動開關元件，改變開關元件的通斷狀態，達到控

制被測壓力的目的。壓力開關採用的彈性元件有單圈彈

簧管、膜片、膜盒及波紋管等。 

 

圖 2.6高低壓開關示意圖 

2.5.2防凍開關 

  此開關的作用是在當熱負荷不再增加時，冰水還是

不斷在循環且溫度會越來越低，當冰水達到零度 C 時水

會結冰，冰體積較大會把管路撐破，防凍開關就是防止

水結冰，可能設定在 5度 C，當冰水到達 5度 C時機器

就會跳脫。 

 
圖 2.7防凍開關示意圖 

2.5.3流量開關原理 

  流量開關中有一個流體通道，通道在殼體內部，在

通道上裝有一個內部裝有永久磁鐵的活塞。工作的時候，

流體會給予一定的壓力，當活塞被液流所引起的壓力差

推動時，磁性活塞便會使設備內部的密封簧片開關動作，

活塞的直徑決定了啟動流量。如果液流減少，壓力會隨

著改變，此時不銹鋼彈簧會推動活塞復位。如果簧片開

關被開動後，可進行遠傳報警或指示，還可以將其集成

在自動控制系統裏。這些就是流量開關的簡單運行原

理。 

 
圖 2.8流量開關示意圖 

2.5.4溫度開關原理 

  溫度開關的工作原理是將雙金屬片製成碟型元件，

受熱產生位移能量累積，一但克服抗度反向突跳，推動

推桿使處點迅速分斷，斷開電路；降溫後，雙金屬片突

跳恢復原狀，使處點閉合，接通電路，從而達到控制溫

度的目的。常閉型(NC)：開啟觸點，關閉電源=直接切

斷。常開型(NO)：關閉觸點，啟動電源=開啟關閉信號

單元。重置：冷卻至低過出廠調整的重置開關溫度(RST)

之後，開關裝置便立即恢復原來位置。大部分的溫度開

關都是 N.C接點（Normal Close）（短路）狀態。當溫

度達到他所規定的額定值時，將變成 N.O 接點

（Normal Close）（Open）狀態，而把電源切斷。 

 

圖 2.9溫度開關示意圖 

2.5.5液管電磁閥 

  電磁閥是依靠供電線圈產生的電磁力驅動活動鐵

芯使閥瓣啟閉的閥門。通電前，閥門處於常閉（或常開）

狀態，通電后電磁力驅動活動鐵芯，使閥門立即開啟（或

關閉）。電磁閥的特點是動作迅速、結構簡單、操作簡

便。它主要用於自動截斷、接通或切換流體流向。因電

磁力和活動鐵芯的動作行程都較小，這種閥門的公稱通

徑一般不超過 80毫米。電磁閥有多種結構，一般分為

無填料型和有填料型兩類（見圖）。無填料型電磁閥不

用填料密封，套管內充滿流體，除適用於一般流體外，

更適用於氦、氟利昂（見製冷劑）和氨等貴重或有毒流

體。 

  有填料型電磁閥因使用填料，流體不與套管和鐵芯

等接觸，大多用於高溫、低溫或強腐蝕性流體，但因有

填料函，體積較大，且增加閥桿運動的摩擦力，故應用

較少。電磁閥的電源有交流、直流之分。用交流電的電

磁閥的動作特別快，但易發熱、啟閉力較小。用直流電

的電磁閥不易發熱，啟閉力較大，但動作沒有交流的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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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液體電磁閥示意圖 

2.5.6過載電驛 

  過載繼電器利用雙金屬片作為電動機之過負載保

護用，當電動機發生過載時，使串聯於主電路的發熱元

件發熱，並使鄰近的雙金屬片(bimetal)受熱而彎曲，

致使接點被頂開，電動機控制迴路因 

此被切斷，而電動機也隨之斷電，以達到保護之目的，

因此與一般繼電器功能與使用上有很大不同。雙金屬片

是指兩種不同膨脹係數之金屬疊合而成，當電路負載電

流超過設定標準時，串聯在主電路之電阻產生熱量使雙

金屬片受熱，膨脹係數較大的金屬片伸長較多，而較小

的金屬片伸長較少，故雙金屬片即成彎曲狀而推動斷迴

路用的接點，並導通警報用迴路接點。 

 

圖 2.11過載電驛示意圖 

第三章 冰水主機試俥調整及開機步驟 

  由於國內冷凍空調裝修乙級檢定及格率並不是很

高，所以我們在這章節，將介紹乙級第三站往復式冰水

主機的試俥調整及開機步驟，以及記錄表的填寫方式，

讓本校學生想考取冷凍空調裝修乙級的學弟妹，能夠順

利在第三站能夠過關，以提高冷凍空調裝修乙級的及格

率。 

3.1冰水主機之功用 

  冰水機組主要之功用係用來冷卻水、滷水、或其他

二次冷媒作為空調、冷凍冷藏、或工業製程之用，此機

組可為原廠製造或是在現場組裝。最常見之機組為空調

使用之冰水機組與儲冰使用之滷水機組。 

  冰水機組的基本元件包括壓縮機與其驅動設備、蒸

發器（冰水器）、冷凝器、液冷媒膨脹或流量控制裝置，

以及控制盤。有些機組尚有儲液器、液氣分離器與節能

器。此外一些附屬裝置也常被使用，如油冷卻器、油分

離器、回油裝置、排氣裝置與油泵等。 

 
圖 3.1冷凍循環示意圖 

原理構造及種類 

  冰水機組之運轉原理如圖 3.1所示。以空調應用為

例：冰水側：12℃之冰水，進入冰水器與冷媒做熱交換

後，出水溫度為 7℃。 

冷卻水側：30℃之冷卻水，進入冷凝器與冷媒做熱交換

後，出水溫度為 35℃。 

冷媒側： 

壓縮機:冷媒以低溫低壓之過熱狀態進入壓縮機，經壓

縮後成為高溫高壓過熱狀態之冷媒。 

冷凝器：高溫高壓過熱狀態之冷媒進入冷凝器後，將熱

傳給冷卻水而凝結成高壓中溫之液態冷媒。一般水冷式

冷凝器之冷凝溫度設計值為 40℃，過冷度 5℃。 

膨脹裝置：高壓中溫之液態冷媒經膨脹裝置，成為低壓

低溫之液氣混合狀態冷媒。 

蒸發器：低溫低壓之液氣混合狀態冷媒進入蒸發器後，

與流體（通常為水）進行熱交換，流體在此處被冷卻，

而冷媒則因吸收熱量而蒸發，之後以低溫低壓過熱蒸氣

狀態進入壓縮機。一般直膨蒸發器蒸發溫度設計值為

4.4℃，過熱度 5℃。 

  冰水機組所採用之壓縮機型式可分為往復式、螺旋

式與離心式，目前除了離心式之外，皆有國產品可選

用。 

  冰水機組之蒸發器（或稱冰水器），大多是殼管式

熱交換器，又可細分為直膨式與滿液式。另外亦有由直

膨式演變而來之溢流式。 

冰水機組之冷凝器，一般係以水與空氣作為冷卻介質，

前者又稱為水冷式，而後者則稱為氣冷式。所採用之熱

交換器型式，水冷者為殼管式，而氣冷者則為鰭管式。 

  冰水機組之冷媒膨脹或流量控制裝置，係視蒸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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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而選配。直膨式蒸發器一般是採用感溫式膨脹閥，

以控制蒸發器出口端 

過熱度來調整冷媒流量。而滿液式蒸發器大多是以控制

冷媒液位來調節流量，常用來控制冷媒流量之裝置有：

高壓或低壓側浮球控制閥與孔口板組。 

3.2開機步驟流程 

1.抄寫乾溼球溫度計，如圖 3.2所示。 

 

圖 3.2準備抄寫乾濕球示意圖 

2.使用高阻計量測主機馬達相對相及相對地絕緣電阻，

如圖 3.3、3.4所示。 

 

圖 3.3使用高阻計相對地示意圖 

 

圖 3.4使用高阻計相對相示意圖 

3.使用相序計測量相序是否正常，正常依序 RST順時鐘

轉如圖 3.5所示。 

 
圖 3.5測量相序示意圖 

4.量測電壓 RS/ST/TR如圖 3.6 所示。 

 
圖 3.6使用電表量測電壓 

5.檢查水閥.壓力計是否打開或關閉 

依序確認冷卻水水路 A.B水閥打開，冰水水路 FEG 水閥

打開，剩下 C.D.H.J.I.K 關閉，此為預備泵需要使用時

才打開，如圖 3.7及 3.8所示。 

 

 
圖 3.7水路水閥代號示意圖 

 
圖 3.8打開水壓力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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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檢查冷媒系統先打開出液閥及高低壓閥，如圖 3.9、

3.10、3.11所示。 

 

圖 3.9打開出液閥示意圖 

 
圖 3.10打開高壓閥示意圖 

 

圖 3.11打開低壓閥示意圖 

7.檢查油溫及油位看油視窗是否油還足夠及主機下面

檢查油溫，如圖 3.12所示。 

 
圖 3.12檢查油溫油位示意圖 

8.檢查附屬設備確認送風回風外氣皆關閉排煙打開如

圖 3.13、3.14、3.15、3.16 所示。 

 

圖 3.13檢查外氣風門是否關閉示意圖 

 
圖 3.14檢查回風風門是否關閉示意圖 

 

圖 3.15檢查送風風門是否關閉示意圖 

 

圖 3.16檢查排煙風門是否打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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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進行送風及排煙與的無載測試與積熱電驛是否正常

測試完成後復歸如圖 3.17所示。 

 

圖 3.17測試開關及積熱電驛是否正常示意圖 

10.檢查防火防煙開關是否正常，完成後復歸如圖 3.18、

3.19、3.20、3.21所示。 

 
圖 3.18測試防火開關是否正常示意圖 

 

圖 3.19防火開關復歸動作示意圖 

 

圖 3.20偵煙感測是否正常示意圖 

 

圖 3.21偵煙感測復歸動作示意圖 

11.進行水泵水塔無載測試與積熱電驛是否正常如圖

3.22、3.23、3.24、3.25所示。 

 

圖 3.22先掛勾表在進行無載測試 

 

圖 3.23檢查水塔風扇開關及積熱電驛是否正常示意圖 

 

圖 3.24檢查冰水泵開關及積熱電驛是否正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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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檢查冰水泵開關及積熱電驛是否正常示意圖 

12.檢查水泵與水塔風扇轉向是否正常如圖 3.26、3.27

所示。 

 

圖 3.26檢查冰水泵及冷卻水泵轉向是否正常示意圖 

 

圖 3.27檢查水塔風扇轉向是否正常示意圖 

13.將附屬設備開啟後，接著測試電路連鎖動作，包括

防凍開關、油壓差開關、高低壓開關、流量開關、溫度

開關等器具動作是否正常。 

14.待連鎖動作測試完成，在壓縮機主電路掛上夾式電

流表，準備開啟往復式冰水主機。 

15.待往復式冰水主機啟動後，運轉五分鐘以上，數值

穩定後即可抄運轉數據。 

16.完成所有運轉數據之記錄，準備進行泵集動作。 

泵集分為三種型式，分別為長期停機、更換壓縮機或冷

凍油及更換乾燥過濾器 

1.長期停機: 

先關閉出液閥，當低壓降到 2~10psig 的時候在關閉低

壓閥。如圖 3.28、3.29所示。 

 

圖 3.28先關閉出液閥 

 

圖 3.29在關閉低壓閥 

2.更換乾燥過濾器或更換壓縮機： 

先關出液閥當低壓降到 2~10psig時在關低壓閥。如圖

3.30、3.31所示。 

 
圖 3.30先關閉出液閥 

 

圖 3.31在關閉低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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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路圖解說 

 
圖 3.32復式壓縮機主電路電路圖 

1.當電送進來，52C1.X1 是 b接點導通，所以 CCH跟 GL1

動作。 

2.緊急按鈕沒動作，2個流量開關 WP-FS.CP-FS有流量，

26W沒動作所以 YL1(異常燈)沒亮燈，意思是沒異常。 

3.OFF為 B接點，ON動作 RL1 亮燈、TR1 計時 3 分鐘、

X1 線圈動作，所以 X1接點自保。 

4.當 51C1、51C2、49CT、63D、OT 這些保護開關皆正常

X2 線圈動作。 

5.所以 X2 A接點自保，X2 B接點自保，所以 YL2沒

動作。 

6.TR1 3 分鐘到了，C1.L1導通 52C1動作 TR2 計時 1

秒，1 秒後 52C2 動作完成 Y-Y 啟動，TR4計時 15秒。 

7.同時，C4.L4導通進行一段卸載 RL3亮燈，C3.L3導

通進行二段卸載 RL2亮燈。 

8.TR4 計時 15秒後 TR3 計時 15 秒同時一段卸載完成，

RL3不亮燈。 

9.TR3 計時 15秒後即完成二段卸載，RL2不亮燈，同時

滿載運轉，當溫度到達需要卸載時。 

10.C4.H4導通 X4線圈動作 X4 A接點自保 RL3亮燈即

為一段卸載。 

11.C3.H3導通 X3線圈動作 X3 A接點自保 RL2亮燈即

為二段卸載。 

12.C2.H2 導通 GL2指示燈代替即為三段卸載。 

13.當 C1.H1 導通就是停機，以免造成機器故障。 

3.4常見故障分析 

表 3.1常見故障表 

故障 可能原因 排除方法 

高壓過高 1.冷媒過多 

2.不凝結氣體 

1.使用冷媒回收機回收

冷媒 

2.使用冷媒回收機回收

冷媒，在重新填充冷媒 

低壓過低 1. 冷媒不足 1.填充冷媒 

冷卻水進出

溫差大 

1. 冷卻水流量太

小 

2. 冷卻水閥未開 

1.檢查濾網有無異物堵

塞 

2.檢查水閥是否全開 

冰水流量過

低 

1.水閥未開 1.檢查水閥有無全開 

冷凝器壓力

過高 

1.冷卻水流量過低 

2.不凝結氣體 

1. 檢查冷卻水溫是否

過高，在檢查水流量

是否過低 

2. 使用冷媒回收機回

收冷媒，在重新填充

冷媒 

防凍開關跳

脫 

1. 防凍開關失靈 

2. 溫度調節器故

障 

1. 更換防凍開關 

2. 更換溫度調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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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紀錄表教學 

 
圖 3.33三站紀錄表填寫範例 

第四章 結論 

  在這個專題裡，我們經歷過不少次的調整，最後統

整出來這樣的流程順序是最佳的步驟方式，如此一來便

可以大幅提升乙三站的考試通過率，然而不同的考場，

器具擺放位置也不太相同，但是動作流程步驟是一樣的

觀念，相信只要把上述的動作流程熟練，電路圖觀念多

加熟悉，那麼冷凍空調裝修乙級第三站將變為相對容易，

且也能大幅提升專業人員的觀念。 

4.1 未來展望 

  冷凍空調裝修乙三站，因為系統加上電路的部分，

還有考試時間的關係，所以在被視為較難的一站，我們

希望藉由這個專題，能夠幫助到學弟妹將來考冷凍空調

裝修乙三站時，能夠有一個參考的動作流程步驟，縮短

考試的時間，提升考試的通過及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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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鹽水池特性模擬實驗之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solar salt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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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是藉由特性模擬實驗來探討太陽鹽水池進

行儲存熱能的影響參數。實驗中鹵素燈模擬陽光來進行

加熱實驗，記錄溫度對時間的變化，證明鹽水池是具有

集熱儲熱的能力，之後改變鹵素燈角度、風速變化及循

環水流量並利用能量守恆定律來探討太陽鹽水池儲存

熱能的變異。 

 

關鍵詞：太陽鹽水池，濃度梯度 

 

1. 緒論 

近幾年來許多國家對於太陽能鹽水池吸收太陽熱

能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在台灣四面環

海的環境下，很適合從事這方面相關的研究，俗話說好

的研究受專注率就高，但是目前並沒有太多人投入研

究，因為高成本低效率的原因再加上效果不太明顯，導

致許多人還是在旁靜觀其變。太陽能鹽水池是一種收集

收集太陽能和儲存太陽能並作為熱能的鹽水池。 

由於鹽水有一定的濃度梯度，一般表層是清水，位

於越下面的水位濃度較高，最底下層甚至幾乎是飽和狀

態。而透過太陽光可以逐層透過去。當光輻射轉換成熱

之後，除了池底的散熱外，向水池表面的散熱就會變

少，因為穩定的鹽水不容易對流，而水本身導熱差。所

以上層其實是下層的保溫層。因此，陽光不斷照射，底

層的水不斷儲熱，水溫越來越高。 

為了研究濃度梯度對太陽鹽水池之間的關係，本專

題將把鹽水濃度依據調較鹽水的濃度梯度，以及來利用

生活上週遭看的的生活用品設計小型太陽鹽水池做搭

配。然而測量出來的結果可作為發展依據，讓太陽鹽水

池發揮其最大功效。 

 

1.1 研究動機 
近年來由於國際原油價格動盪不定，導致台灣的石

油也是起起伏伏的，而太陽的能量是大自然中最環保也

取之不盡的能量，所以很多研究者對於太陽能做了很多

研究，我參加過太陽能相撲車比賽發現太陽能轉換成電

能的效益相當不好，大部分吸收太陽能的太陽能板效率

都不高，高效率的太陽能板就貴，如果要大量的能量需

要大面積的太陽能板，這將會為我們造成很嚴重的經濟

負擔。 

近幾年來許多國家對於太陽能鹽水池吸收太陽熱

能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在台灣四面環

海的環境下，很適合從事這方面相關的研究，俗話說好

的研究受專注率就高，但是目前並沒有太多人投入研

究，因為高成本低效率的原因再加上效果不太明顯，導

致許多人還是在旁靜觀其變。太陽能鹽水池是一種收集

收集太陽能和儲存太陽能並作為熱能的鹽水池。 

由於鹽水有一定的濃度梯度，一般表層是清水，位

於越下面的水位濃度較高，最底下層甚至幾乎是飽和狀

態。而透過太陽光可以逐層透過去。當光輻射轉換成熱

之後，除了池底的散熱外，向水池表面的散熱就會變

少，因為穩定的鹽水不容易對流，而水本身導熱差。所

以上層其實是下層的保溫層。因此，陽光不斷照射，底

層的水不斷儲熱，水溫越來越高。 

為了研究濃度梯度對太陽鹽水池之間的關係，本專

題將把鹽水濃度依據調較鹽水的濃度梯度，以及來利用

生活上週遭看的的的生活用品設計小型太陽鹽水池做

搭配。然而測量出來的結果可作為發展依據，讓太陽鹽

水池發揮其最大功效。 

 

1.2 研究目的 
太陽鹽水池(solar pond)是一種具有一定濃度的

鹽水池，可以收集及儲存太陽輻射能。1902 年發現在

該國梅德貝湖(Medve Lake)深處 1.3 公尺處，有 70℃

的溫水層。鹽水的比重越高則濃度就越高，故鹽湖的鹽

濃度，一般都隨著水深而增加。所以早在 20世紀初，

就被發現這種自然界存有的現象，但正式研究開始於

50 年代。以色列在 1976 年完成首座 150KW 的太陽鹽水

池發電廠，接著美國也在加州建造了一座 5MW的太陽鹽

水池發電廠，之後印度、澳洲也進行了太陽鹽水池的研

究計劃[1]。 

太陽能鹽水池的濃度是利用具有濃度梯度的鹽水

層阻止水層對流，來儲存熱能。僅憑這樣簡單的原理，

就能獲得一定的水溫。然而太陽能鹽水池可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非對流型太陽鹽水池，另外一種是對流型太陽

鹽水池。本研究是屬於非對流型太陽鹽水池。由圖 1-1，

非對流型太陽池有三層：上對流層(Upper Convective 

Zone)、非對流層(Non-Convective Zone)與下對流層

(Lower Convective Zone)。非對流太陽鹽水池的上層

為淡水層，底層為飽和鹽水溶液，而中間非對流層的鹽

水濃度會隨著池深增加且升高，可抑制自然對流的發

生。底部儲熱層的熱能只能以傳導的方法向外流失，關

鍵就在梯度層隔熱與保溫的作用，保持池底溫度的穩定

性。太陽鹽水池屬於低溫熱源，所以效率相對的就比較

低，主要應用在發電、製鹽、溫水游泳池及民生家用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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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方面。比較低階型態用量較小的，若用在工業方面

就會入不付出。 

 

 
圖 1-1非對流型太陽鹽水池各區域 

 

應用上，我們不一定要將這些廢熱都轉換成電的型

態，其中如果可以利用鹵水來儲存這些廢熱，也具有很

大的價值。可將其廢熱視為熱源，透過熱交換器和小型

儲熱槽做結合。最後再利用現有的海水淡化技術轉為淡

水，就可以供應一般家庭民生日常用水。如此一來便可

更容易達到節約能源以及物盡其用，也會是廢熱回收的

應用之一。 

 

1.3 本文架構 
本文結構主要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主要

包括前言、研究的動機、以及研究目的的說明，第二章

為文獻回顧，內容包括太陽池鹽水的發展與應用及太陽

鹽水池的取熱方法等介紹，第三章為實驗方法，內容包

括儲熱槽鹽層梯度建立的步驟以及其他深度的儲熱槽

的建構，第四章為實驗結果，內容包括不同鹽水梯度及

其成果，最後的第五章針對本研究結果作具體的討論並

探討未來持續研究的方向。 

 

2. 文獻回顧 

2.1 太陽鹽水池的發展介紹 
早期太陽鹽水池得研究大致都致力於鹽層梯度的

太陽鹽水池(Salinity Gradient Solar Ponds)的探

討。太陽鹽水池是在一個深水池中，融入鹽分(NaCl或

MgCl2)，底層濃度最大，越往池表面濃度逐漸降低。中

間層(非對流層)能夠抑制熱向上對流，底部儲熱區就能

吸收陽光並升溫。還是會有少部分的熱量因傳導作用而

散失，但還是可以保住大部分所吸收到的太陽能熱量。

因此底部水溫可以持續升高，而且可以取出以供利用。

池深也會影響蓄熱能力，因為密度有差的關西，越深的

池，儲熱區濃度會越高，儲熱效果會更好。宋愛國、徐

河、李申生等人[2]於 1984年，比較了平均環境溫度以

及池內各層深度溫度的變化取線，可以發現池內的溫度

一直都高於平均環境溫度。最大溫差可高達 36.5℃，

最小溫差也有 17℃左右。溫差越大，也說明了太陽鹽

水池的集熱能力佳，假如可以長期維持較大的溫差，就

表示太陽鹽水池具有長期蓄熱的功能。 

 

2.2小型太陽池的發展與應用 

    所謂小型太陽池，是指面積小於 的太陽池，本

儲熱槽正屬於此規格。1987年，李宗楠[3]在文獻提到，

過去對大型太陽池研究較多，而小型太陽池的研究較

少。小型太陽池可以用在小型工廠及家庭供熱。此太陽

池為面積小、能量輸入也小的集熱於儲熱裝置。而太陽

池底部及旁邊均需隔熱，此隔熱材料為聚苯乙烯。池頂

上也需要一個隔熱的蓋子，白天池蓋打開，晚上則關

閉。如此一來，可降低熱量的散失。此文獻並提到小型

太陽池的研究內容主要為太陽池的尺寸大小、儲熱層的

厚度、隔熱層的厚度、保溫層的厚度、加熱時間的長短

等。 

   而後謝列先[4]也在 2001，對小型太陽池的集熱儲

熱的性能作探討。隨著時間的變化以及濃度的分布，非

對流區的濃度趨近於線性分布。而池內的溫度經過季節

影響的結果，溫度由低又高，又由高變低，在由低變高

的集熱、儲熱過程。每天溫度隨著環境溫度變化，但始

終還是高於環境溫度 

 

2.3太陽池熱能的取用方式 
   太陽池的熱能取用，王恒一[5]於 2004 提出兩種方

法:第一種是在池底放置熱交換器，由載熱劑吸收熱能

進入熱交換器之後再流出。這方法曾在小型太陽池中採

用過，熱交換器是用銅管。但這種方法也是有顯著缺點

的，池底的熱交換器一旦損壞，維修是很困難的。所以

這種方式不適用於大型太陽池中。第二個方法是利用太

陽池的鹽濃度梯度，從中間絕緣區中一端抽取池中熱

水，然後池外利用熱交換器釋放熱能，等溫度降低後，

再從中另一端回流池的底部。只要控制池水引出與注入

的速度，下層儲熱區也具有一定厚度的話，這種流動就

不會破壞絕緣區的穩定。 

 

2.4太陽池各層的最佳厚度 
   2005 年，葛少成、孫文策、解茂昭等人[6]指出，

上層對流層厚度應該越薄越好，一般約佔整個池深的

5%至 20%[7][8]。下層對流層的厚度主要取決於實際應

用的熱要多少和實際運行的溫度高低。池中非對流區的

最佳厚度取決於太陽池的尺寸和結構、太陽輻射強度、

太陽輻射在水中的折射率、儲熱層和上對流層的溫差、

水的濁度、池底反射率以及池深等綜合因素。 

 

2.5鹵水的儲能益處 
   2009 年，王華、孫文策、鄒家寧等人[9]在表

面積為 2.3m 2.8m，厚度 0.8m 的太陽池中，採用鹵水

及海水注入太陽池裡。鹽度擴散的實驗結果顯示，這種

海水鹵水注入在太陽池鹽度的擴散會比一般鹽水更緩

慢，所以更能保持其鹽度的穩定性。 

 

3 實驗方法 

利用一個長 90cm、寬 65cm、深度為 65cm 厚度 9mm

的小型儲熱槽，實驗是否與太陽鹽水池一樣具備儲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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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這其中包括鹽層梯度的形成觀察、加熱後的濃度

與溫度的變化。另外池外包上保溫材料並用保鮮膜束

緊，以角鋼當支架，支架上架設四組 500W 太陽燈，每

次實驗開兩組燈模擬太陽光照射，每 2 小時交換點燈以

避免太陽燈過熱燒掉，共計照射 8小時完成一次照射模

擬。 

 
圖 3-1儲熱槽建構流程 

 

3.1 實驗設備 
1.長方形儲熱槽(長 90cm、寬 65cm、高 65cm) 

 
圖 3-2 長方形儲熱槽 

 

2.鹽度計(測量範圍濃度：0%~100% 誤差：±0.3%)：主

要測量儲熱槽各深度之濃度，如圖 3-3 

 
圖 3-3鹽度計 

 

3. 熱電偶：為測量儲水槽溫度，由於長度較長(2m)，

可測量較深之溫度，如圖 3-4 

 

 
圖 3-4熱電偶 

 

4. 平行注水板：利用此設備，使得清水注入儲熱槽時

不會有擾動現象而影響鹽度梯度，如圖 3-5 

 

 
圖 3-5平行注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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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鹵素燈(功率：500W)：架設四組鹵素燈，每次實驗

開兩組燈模擬太陽光照射，每 2小時交換點燈以避

免太陽燈過熱燒掉以兩盞作為熱源，提升儲熱槽水

溫，如圖 3-6 

 

 
圖 3-6鹵素燈 

 

6. CompactRIO：為記錄水溫。 

    嵌入式控制器特色各有不同，但都有可獨立即

時完成功能的特性，其中 CompactRIO 是美國國家

儀器公司所推出的一個 FPGA 型的嵌入式控制器，

可利用 LabVIEW發展即時控制(real time control)

程式後匯入嵌入式控制器，且其週邊模組眾多，可

有效的建立完整的系統，並可利用 LabVIEW 內部的

副程式，縮短開發系統的時間。 

    本文利用 CompactRIO NI-9076控制器來量測

及控制實驗系統，因此需要用到包括:類比輸入 

(Analog Input, AI) 模組，類比輸出(Analog 

Output, AO) 模組及溫度量測模組。其軟硬體的架

構規劃如圖 3-7，實體如圖 3-8。 

 

 
圖 3-7 CompactRIO 實驗系統架構圖 

 

 
圖 3-8 CompactRIO 實體 

 

3.2實驗步驟 
包括鹽水梯度的建立、加熱及清水層的建立。在建

立鹽水梯度前，首先將儲熱槽四周(含底部)先以厚度為

2.5cm 的保溫材包覆起來，然後再包覆一層保鮮膜，以

達到隔熱的效果。 

 

3.2.1.調配好各梯度鹽水濃度(以底層 100%) 
(1)最底層的濃度為 100%的鹽水，調製好再倒入儲熱

槽。如圖 3-9: 

 

 
圖 3-9   100%鹽水 

 

(2)調製 8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10: 

22



 
圖 3-10   80%鹽水 

 

(3)調製 6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11: 

 

 
圖 3-11   60%鹽水 

 

(4)調製 4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12: 

 

 
圖 3-12   40%鹽水 

 

(5)調製 2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13; 

 

 
圖 3-13   20%鹽水 

 

(6)最上層為 0%的清水層，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14: 

 

 
圖 3-14   0%清水 

 

3.2.2.進行測試系統校驗 

進行測試系統校驗，包括熱損失測估、熱能平

衡校驗: 

(1)調製完成後於水管中抽去各層鹽水並測量各層的鹽

度是否擴散。如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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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測量各層鹽水濃度 

 

(2)放入熱電偶前先使用恆溫槽做溫度校正。如圖 3-16 

 
圖 3-16   校正熱電偶 

 

3.2.3.鹵素燈的架設 
(1)鹵素燈一共架設 4盞。如圖 3-6 

(2)每次使用兩盞，每個小時做交換點燈，以免鹵素燈

過熱燒毀 

3.2.4.架設好量測所需的工具之後，等待系統穩定，紀

錄各點所需參數(熱水側溫度)。使系統復歸至原始狀

態。 

3.2.5 調配好各梯度鹽水濃度(以底層 50%) 

(1)最底層的濃度為 50%的鹽水，調製好再倒入儲熱槽。

如圖 3-17 

 
圖 3-17   50%鹽水 

(2)調製 4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18 

 

 
圖 3-18   40%鹽水 

 

(3)調製 3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19 

 

 
圖 3-19   30%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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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調製 2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20 

 
圖 3-20   20%鹽水 

(5)調製 10%的鹽水，調製好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21 

 
圖 3-21   10%鹽水 

(6)最上層為 0%的清水層，使用平行注水板注入儲熱

槽。如圖 3-22 

 
圖 3-22   0%鹽水 

3.2.6 最後做一組全為 0%的清水作為比較。如圖 3-23 

 
圖 3.23   0%清水 

 

4 實驗結果 
我們將建立的 100%鹽水梯度實驗加熱後的溫度變

化、50%鹽水梯度實驗加熱後的溫度變化以及全部清水

實驗的溫度變化，逐一作探討。 

 
圖 4.1   100%太陽鹽水池實驗結果 

 
圖 4.2   50%太陽鹽水池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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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清水實驗結果 

 

5 結論與建議 

5.1本文結論 
   太陽能是屬於大自然的再生能源，非常環保，且到

目前為止仍是取止不盡用之不竭，因此許多國家對於太

陽能鹽水池吸收太陽熱能的研究紛紛感到興趣，而使太

陽能鹽水池的儲能方式逐漸受到重視。以台灣四面環

海，加上地理環境很適合研究以太陽鹽水池，鹽水直接

取用海水也非常方便，在池子裡吸收並儲存太陽的能

量。 

   本研究以模擬實驗來探討太陽鹽水池儲存熱能的可

能性及鹽水濃度的影響。實驗中以鹵素探照燈模擬陽光

來進行加熱實驗，記錄溫度對時間的變化，驗證鹽水池

是具有集熱儲熱的能力。關於研究結論，綜合結論如下: 

1.太陽能鹽池是以光線輻射作為驅動，太陽本身為乾淨

免費的能量，經過本專題實驗，發現在適當調整之後，

確實有儲存熱能的效果，若配合現代的技術應可用於發

電、製鹽、溫水游泳池以及小型民生家庭用水。 

2.太陽能鹽水池的反應，會受到鹽水濃度的影響，本專

題經調製不同濃度的鹽水發現，濃度高熱持續越久。 

3. 太陽能鹽水池升溫蓄熱，需要長時間的反應，所以

需要配合自動化監測與控制為佳。本專題採用的是 NI

公司的 CompactRIO， 可模擬探照燈光照射時間，及數

據監控系統 24小時紀錄非常方便。 

4.實驗數據很龐大若超過 24 小時，資料量過大會使系

統當機，因此需要開發檔案處理的程式。 

5.實驗過程中，持續高溫對設備的可靠度是非常大的挑

戰，探照燈燈管破裂或燒掉以及線頭融化發生，應注意

安全。 

6.本研究中，為防止有熱損失的事情發生，把槽內用噴

漆噴黑，並在槽外用工業保鮮膜包住。此時實驗中發

現，有幫助於減少熱損失的效果。 

 

 5.2未來展望 
   太陽鹽水池是一種新能源的設施，有很大的應用前

景。從 1902 年開始，世界各國的研究者就對太陽鹽水

池的應用技術作研究，並逐漸進步。本文主要針對海水

非對流層梯度建立理論模型，實驗與數據互相結合的方

法。 

   本次實驗規模較為簡單，結束後發現一些可改善加

強的空間和已改善的空間，可供再深入研究本專題: 

1.本研究非在實驗室中進行，所以用電過高，導致無熔

絲開關跳脫，需多珍貴的數據就這樣損失掉了。所以要

在實驗室進行並強化用電、線組以防跳脫。 

2.因高瓦數鹵素燈才有辦法有較高效率的熱源，本研究

實驗一次的實驗為 24小時，所以途中若有燈管燒掉，

將會影響整個實驗結果。所以為了防止此問題發生，並

須要有備用的鹵素燈掛在鹽水池上以備不時之需，並需

要設計程式監控燈光的照射。 

3.由於高溫會有散失及保溫問題，所以探照燈的遠近以

及保溫材的挑選是非常重要的。 

4.本專題未有測量各鹽層濃度自動測量控制，也未加溫

度保護控制，未來希望將自動測量納入專題裡，方便測

量又不破壞各鹽層濃度。 

5.本次實驗鹽水池為較硬的塑膠桶，下次使用不同材質

的容器，可能 會有不同的實驗數據。 

   台灣常為能源問題所苦，大眾對核能發電都很反

彈，火力發電造成的空氣汙染也非常嚴重，所以對於再

生能源、節能技術必須要抱持著正面的態度且研究刻不

容緩。太陽能鹽池其穩定性，還需透過長時間研究才得

以了解其對未來大環境的前瞻性，倘若再生能源有更多

財力及人力投入相關研究的話，將可使台灣在再生能源

方面以及節能方面有著正面的積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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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能源，民眾為了節省荷包都會從平常生活上做

一些節約的動作，熱泵熱水器具有效率佳、省能等優點

近年來也逐漸普及化，然而隨著環保意識抬頭所使用的

冷媒也有所限制，而CO2冷媒為天然冷媒，其GWP(地球

暖化潛能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以及ODP(臭氧

潛能值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比較起其它冷媒都

相對來的優越，無毒而且容易取得。另外由於其冷凍循

環為超臨界循環，其冷凝過程在臨界點以上，取熱性能

相當好。而CO2熱泵熱水器系統在國際間也正積極發

展，其技術持續進展中，相對的國內因一些法規及關鍵

元件取得的問題，所以對這方面的技術及經驗還不是很

多，因此CO2熱泵熱水器之技術發展應是我們該重視的

方向。 

關鍵詞：熱泵熱水器，二氧化碳熱泵。 

 

1. 前言 

1.1 熱泵熱水器發展 

地球暖化導致全球氣候變遷，為地球環境及生物造

成嚴重影響，避免全球暖化成為人類必須共通面對的課

題。在自然界，水由高處流往低處，熱量也是從高溫往

低溫，但人們利用水泵能夠把水從低處運往高處，實現

水由低處往高處流動，熱泵同樣可以把熱量從低溫傳遞

是高溫。熱泵也就像泵一樣，可以將不能直接利用的低

位熱源轉換為為可以利用地高位熱源，進而達成節約的

目的。 

熱泵系統成為世界各國節能領域中研究的一項重

點，主要是熱泵功能多，而且熱泵系統可同時操作多種

功能，可用於產製熱水、冰水、提供冷房及暖房，效率

相當高，用途很廣。中國空氣源式熱泵熱水器市場已經

有大約十幾年的時間了，起初市場大小僅僅只有1 千萬

人民幣( 美金130 萬元)，但是市場卻以每年150~200

％持續擴展。近幾年空氣源熱泵熱水器已常見取代了鍋

爐作為商用熱水器，並以甚至高於空調市場的速度成長

中。2013 年中國的空氣源熱泵熱水器市場佔有88 萬

台，較2012 年成長25.9%。[1] 

日本於2001年開始將CO2 熱泵熱水器於商業化。直

至2003 年時它們的好處才被廣泛認知，銷售也開始急

速起飛。2004 年比2003 年市場急速成長了58.9％，

2005 年成長了68.8％，2006 年成長了66.1％，在2008 

年及2009 年市場各成長23.5％及24 ％，2009 年略為

萎縮( -0.6 ％ )，2010 年為正成長12.5％市場規模穩

定55.3 萬台。根據JRAIA 統計，2011 年的Eco Cute 市

場開始熱烈，1 月~3 月持續成長。但是，接下來3 月

地震及核能危機，電力短缺以及節省電力，結合這些因

素造成銷售量開始遲緩甚至萎縮。根據日本製冷空調工

業協會資料統計，2013 年1 月至2013 年10月止累計

CO2 熱泵熱水器出貨量超過400 萬台。[1] 

 

1.2熱泵熱水器的種類及構造 

熱泵是應用蒸氣壓縮循環原理進行熱量傳輸的系

統，包含壓縮機、冷凝器、膨脹裝置及蒸發器等四大主

要元件如圖 1所示，並且搭配儲水容器。熱泵熱水器依

據逆卡諾原理，將冷媒作為媒介，以少量的電能驅動壓

縮機，蒸發器將空氣中的熱能加以吸收，將熱能傳導至

冷凝器，並釋放至儲水槽，將儲水槽中的水加熱，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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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熱水器的效果。壓縮機仍需做功，因其汲取環境熱能

合併壓縮機之功，做為熱泵熱水器的熱能來源，效率極

高，是一省能源裝置。 

 

圖 1 熱泵熱水系統原理示意圖 

熱泵熱水器可將熱源型態分為四種，空氣源、水

源、地熱源及太陽輻射源。空氣源式熱泵是由蒸發器端

向環境汲取熱來製造熱水；而水源式熱泵則是從河川、

泉水、地下水、工業廢熱水或空調系統的回水或冷卻廢

水等；地源式熱泵是運用地熱資源來製造熱水，並且不

受季節變化；太陽輻射熱泵，架設太陽能集熱板，收集

太陽能，並將熱能存至儲水槽。[2] 

 

1.3 冷媒的選用 

近年來，冷媒的特性受到環保議題的限制,例如: 

蒙特婁議定書:聯合國為了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

物對地球臭氧層繼續造成惡化及損害所簽訂保護臭氧

層的公約；京都議定書: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

在一個適當的水平，以保證生態系統的平滑適應、食物

的安全生產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氟氯碳冷媒(CFCs)

和氟氯碳氫冷媒(HCFCs)，如 R22、R12，這些冷媒符合

冷凍空調工作流體的要求，穩定、安全、效率高。卻忽

略對臭氧層破壞，並在西元 1990 年東京議定書中將

CFCs 列入溫室氣體中，在未來予以限用。因此轉向天

然冷媒，如氨、碳氫化合物、二氧化碳及空氣等物質。

這類符合無破壞臭氧能力及溫室效應低等環保特性，被

視為可長期使用的替代冷媒。  

CO2冷媒具有善環境的特性，其 ODP=0，且 GWP=1；

運動黏度低，高的導熱率，高定壓比熱以及低的表面張

力，傳熱性能好；CO2為天然物質來源廣泛，安全無毒，

不易燃，且在高溫下也不會分解產生有害氣體。相較之

下 CO2 冷媒將會是新時代的最佳選擇。 

由於熱泵熱水器的出口溫度為攝氏55度，但是二

氧化碳冷媒的臨界溫度只有攝氏31度，所以二氧化碳需

要作用於臨界點以上，此現象可以稱為跨臨界循環。如

圖2所示，CO2理論冷凍循環過程中的等熵壓縮和等壓冷

卻放熱皆在超臨界點(super critical)區工作，等焓節

流膨脹和等壓蒸發吸熱過程則大部份在次臨界點

(sub-critical)區工作。CO2 在超臨界點區進行放熱，

有相當大的溫度降，此現象頗適合應用於高效率的熱泵

系統中，將可比傳統冷媒之熱泵系統有較高之加熱溫

度，在熱泵熱水系統甚至可加熱至85 ℃[3]，而仍能維

持高製熱效率(COP)。 

 
圖2 跨臨界二氧化碳製熱循環壓焓圖 

 

1.4文獻回顧 
在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中明確指出

CFCs及HCFCs應被禁用，美國環保署(USEPA)也針對這些

應用用途進行減量與禁用的措施。近年來人類的活動與

地表溫度的改變息息相關，氣候改變的不僅呈現在地表

溫度上，同時也呈現再降雨、降雪、覆冰及海平面等變

化。冷媒不僅是破壞臭氧層的物質，同時它也是影響全

球暖化的破壞物質，CFCs及HCFCs冷媒的使用開始受到

人們的質疑。[4] 

CO2冷媒具有善環境的特性，其 ODP=0，且 GWP=1；

運動黏度低，高的導熱率，高定壓比熱以及低的表面張

力，傳熱性能好；CO2為天然物質來源廣泛，安全無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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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燃，且在高溫下也不會分解產生有害氣體。相較之

下 CO2 冷媒將會是新時代的最佳選擇。 

CO2 熱泵技術是國際先進的熱泵節能技術，不僅大

大擴展了常規熱泵技術的應用領域，而且有效實現了能

源的綜合應用，具有龐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小至企

業，直接效益是大大節約空調和鍋爐的運行費用。大至

國家，有效調節電力負荷峰谷差，可逐年減少消耗數億

噸煤炭，降低了 SOx，的 NOx 的排放，改善全球環境狀

況，具有難以想像的環境效益 [5] 

CO2冷媒雖然早已存在多時，但受限於當時的技術

無法進一步應用，隨著科技進步，1994年挪威SINTEF

能源研究所的G.Lorentzen與Neksa Petter等人率先製

作了CO2熱泵熱水器樣機，並對樣機進行性能测試，結

果進一步證明了CO2熱泵熱水器在0℃蒸發溫度，水從9

℃加熱到60℃時，熱水器樣機的COP值高達4.3，其能量

消耗比電或燃氣系统降低了75％，並且最高可提供90

℃的高溫熱水 [6]。自從有了 G.Lorentzen與 Neksa 

Petter等人對CO2熱泵開始做研究，世界各地也開始紛

紛的對CO2熱泵充滿了好奇並更加於研究探討。奥地利

的Rieberer 對整個系統進行模擬計算，得到與Petter 

Neksa相似的结果[7]。 

 

德國Dresden 大學的P. Heyl 等人對CO2超臨界循

環熱泵的熱力學性能進行分析,對各種循環方式的計算

方法,系統部件的設計、選取和組裝原則等方面進行了

研究,並在Dresden 大學建立了CO2超臨界循環熱泵實

驗台,對不同裝置中的計算和評介方法進行分析和討論

[8]。 

經多年不斷的發展改進，TEPCO(東京電力公司)對

改造後的CO2熱泵熱水器進行全年平均性能係數的測

算，結果證明：包括風扇和水泵消耗的功在內全年系統

平均COP值可達3.0，而且在外氣溫度為-20℃時系統仍

然可以到達90℃的熱水[9]。此實驗結果對許多高緯度

的國家著實是一大福音，在長年低溫的環境下，CO2熱

泵熱水器不僅不會造成溫室效應，而且在產熱效率方面

可以比電熱器或燃煤式電熱爐還要更節省能源。 

 

CO2跨臨界循環系統如圖3所示: 

 

圖3 CO2超臨界循環T-s圖[8] 

與傳統循環系統相較，傳統冷媒在冷凝器內進入兩

相區，焓值僅是溫度的函数，而在CO2跨臨界循環時，

在冷凝器處CO2冷媒會跨過超臨界壓力區並無兩相區存

在，溫度和壓力為相互獨立的變數，高壓侧壓力變化對

製冷量、壓縮機功率和COP值也會產生影響。跨臨界CO2

熱泵循環具有獨特的優勢，其放熱過程溫度較高且存在

一個相當大的溫度滑移(约80～1000c) [10]。 

在常規循環中，高壓測冷媒的比焓值是溫度的函

數，在超臨界循環中壓力對焓值也有顯著的影響。在超

臨界壓力下，CO2無飽和狀態，溫度和壓力彼此獨立，

能夠實現滿足實際需求的多種控制策略。當蒸發溫度、

氣體冷卻器出口溫度保持一定時，隨著高壓側壓力的變

化，循環系統的COP存在最大值，通過優化調節可節省

壓縮功[1]。 

 

然而蒸發溫度是隨環境氣候變化，要有好的 COP

值，CO2 冷凍循環的溫度壓力狀態點必需跟著調整，其

中電子膨脹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件。電子膨脹閥具有

流量調節範圍大、控制精準度高和適用於智慧節能控制

等特點。特别是在與製冷系统中的微處理器控制结合在

一起時，微處理器根據定溫度值與室溫差值進行比例和

積分運算，以控制閥的開度，直接改變蒸發器中制冷媒

的流量，從而改變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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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可搭配改變變壓缩機轉速與膨脹閥的開

度相適應，使壓縮機輸送量與通過閥的冷媒量相適應，

而使蒸發器能力得以發揮最大限度，以實現高效熱泵系

统的最佳控制，此機制已在冷氣空調系統上得到驗證

[11]。 

關於 CO2熱泵熱水器 COP 探討，台北科技大學研究

生黎偉程 [12]將 CO2熱泵熱水系統利用兩組恆溫槽，固

定蒸發器、冷凝器水側流量及溫度，作為系統的冷、熱

源，再搭配電子膨脹閥開度，探討系統 COP，此狀況與

實際儲水桶循環加熱系統很不太接近。東南科技大學蔡

宗霖[13]將熱泵系統的冷凝器水側，從恆溫槽變化為儲

熱水桶，固定電子膨脹閥開度及蒸發器溫度，探討循環

水流量與 COP 之關係，也得到循環熱水側溫差不會固

定，因此影響 COP值，但並未探討膨脹閥改變開度時會

有何變化。 

 
 

2. 研究方法 

2.1 實驗架構 

本實驗設備係借用自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

調系改裝，原 CO2實驗系統設備進行實驗量測與研究。

其系統包括壓縮機、氣冷氣、蒸發器、膨脹閥等元件。

如圖 4所示。 

 

圖 4. CO2熱泵熱水器實驗系統  

2.2 實驗系統 

熱泵熱水器系統如下圖 5所示，整個系統分為兩個

迴路，即熱泵系統的冷媒迴路與熱交換器槽側的水迴

路。測試段即會在熱儲水桶與熱交換器之間的水測加裝

水流量計以及水閥控制其流量，並改變系統電子膨脹閥

開度，以尋找最佳系統 COP。 

 

圖 5 CO2熱泵熱水器實驗系統循環圖 

 

2.3 實驗設備 

熱泵所使用的是 Danfoss 往復式壓縮機，此壓縮機

適用於小型系統，目前 Danfoss 基於市場需求已經停止

小型 CO2壓縮機的製造，如圖 6所示；其規格如表.1。 

 
圖 6 CO₂往復式壓縮機 

表 1. Danfoss CO₂往復式壓縮機 規格表 

項目 CO₂往復式壓縮機 

型號 TN1416  

機型 106B0003  

頻率 50 Hz  

蒸發溫度 15 to 7.2 °C 

電源 198 – 254 V  

最大工作壓力 120bar  

最大繞組溫度 125 °C  

熱泵系統的氣冷器及蒸發器均是採用 KAORI 的板

式熱交換器如圖 7，其規格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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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板式熱交換器 

表.2 KAORI 板式熱交換器規格表 

項目 KAORI 板式熱交換器  

型號 K040C-10C-PT4M 

 
MAWP 

(bar) 
 

Test 

pressure 

(bar) 
 

MAWT 

(°C) 
 

冷媒側 

A1/A2 
140 200 150 

水側 BA/B2 30 43 150 

膨脹閥採用的是 Saginomiya 的電子膨脹，閥開度

為 0~480(EEV)如圖 8，電子膨脹閥可以使用微處理器

控制，反應速度相較傳統冷媒控制器快，且不存在靜態

過熱度現象，開關特性和速度都可通過微處理器設定程

式來實現，對負載變動的狀況適應力強，特別適合於負

載波動劇烈的熱泵機組使用，其規格如表.3。 

 
圖 8電子膨脹閥 

 

表.3 Saginomiya 電子膨脹閥規格表 

項目 Saginomiya 電子膨脹閥  

型號 UKV-J14D  

口徑 1.4 mm  

流量係數(Cv值)  0.065  

最大工作壓力  15 MPa 

動作壓力差  0~10 MPa  

重量  0.05 kg  

系統中採用的是 PAN WORLD 磁力水泵如圖 9，其

材質均為耐腐蝕，採用離心式的磁力水泵，分別裝於氣

冷器及蒸發器的水側，其規格如表.4。 

 
圖 9 磁力水泵 

表.4PAN WORLD 磁力水泵規格表 

項目 PAN WORLD 磁力水泵  

型號 NH-10PX  

尺寸 14*14 mm,G 1/2”*1/2”  

輸出功率 5 W  

電源 100-120 V  

流量 1.0m-4.8L/Min ,1.0m-7.5L/Min  

轉速 2700,3100 rpm  

消耗功率 11,12 W  

絕緣等級 E CLASS  

 

2.4 實驗測量儀器 

Yokokawa MX100 為實驗中擷取數據之儀器如圖 10

而透過連接電腦來讀取及整理數據，另外 Yokogawa 

MX100 的規格如表.5、表.6。 

 
圖 10 熱電偶連接到資料收集器 

 

表.5Yokogawa MX100 基本規格表 

項目 Yokokawa MX100 

連接主機 個人電腦(PC) 

最大連接模組數 6 

最大連接模頻道數 60 ch 

量測區間 10, 50, 100, 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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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1, 2, 5, 10, 20, 30, 

60 sec. (視模組、量測

頻道數而定) 

資料存取 在PC存取(可加裝CF卡) 

網路介面 
100Base-TX/10Base-T 

(自動偵測), Ethernet 

軟體 
Windows 7版 MX100標

準程式 

 

表.6Yokogawa MX100 基本規格表 

項目 MX110-UNV-M10 

配合機種 Yokokawa MX100 

模組類型 類比輸入模組 

輸入頻道 10 ch 

輸入模式 

DC電壓、熱電偶、3線式電

阻式溫度計(RTD)、數位輸

入5V邏輯信號 

最短量測區間 100ms, 10ch 

抗雜訊 
積分時間:1.67ms,80db 

積分時間:16.67ms,120db 

精度 DC 20mV，±0.1%rdg 

 

2.5 實驗步驟 

A. 將系統電源開啟，系統壓力達到設定值 55 bar，

將電子式膨脹閥開度調到設定值，確認設定無誤

後，將冷、熱水側水泵打開。 

B. 使用恆溫槽將兩側冷、熱水側水泵之入口水溫

(T7、T9)固定。 

C. 設定好電子膨脹閥開度、熱水側水質量流量，並

開啟壓縮機。 

D. 架設好量測所需的工具之後，等待系統穩定，記

錄所需參數。 

E. 將系統復歸至原始狀態，重複 C.步驟。 

F. 計算水流量與COPh數據並繪圖。 

 

2.6 實驗數據分析公式 

設定不同的電子膨脹閥開度，進行數據分析，利用下列

公式算出製冷能力、熱能力、壓縮機耗功、製熱效率

COP。 

A.製冷能力：  

)( owiwpwc TTcmQ   
 

(1) 

其中 cQ 為製冷能力，
 wm 為水質量流率，

 pc 為等壓

比熱， iwT  為蒸發器入口水溫， owT  為蒸發器出口水溫。 

B.製熱能力： 

)( owiwPwh TTcmQ   
         

(2)  

其中 hQ 為製熱能力， iwT  為冷卻器入口水溫， owT  為

冷卻器出口水溫。 

C.壓縮機作功： 

)( 12 hhmWin  
 

(3)  

其中 inW 為壓縮機功， 1h 為壓縮機入口與回熱器蒸發器

測出口的焓值。 

D.製熱效率COP： 

in

h

W

Q
COP






 

(4)  

其中COP為製熱效率。 

在儲水桶的進出水口各擺上量測溫度點以好量測

儲水桶之溫差。如下圖11所示。 

 
圖 11 熱泵系統循環加熱示意圖 

 

3. 結果與討論 

尋找出膨脹閥開度與最佳 COPh 之間的關係，本實驗中

改變冷卻水體積流量分別為 800ml/min、600ml/min、

400ml/min、200ml/min 水流量，並設定電子膨脹閥開

度，了解對熱泵系統的製熱能力、壓縮機做功及性能係

數的改變。 

 

(1) 實驗 1數據 
工作條件:系統壓力 50bar，冷熱水進水溫 25℃，熱水

水流率 200 ml/min，電子膨脹閥開度:150、200、2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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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隨時間的增加，進出水口溫度差增加，因為熱

泵系統所搭配的儲水桶採用循環加熱式，無固定出入水

溫。而不同的膨脹閥開度，也造成儲水桶進出水口溫度

有著明顯的變化 

 
圖12 儲水桶進出水口溫度差與時間關係圖 

(水流量200 ml/min) 

表.7隨著膨脹閥開度的改變，出水溫度擁有80℃的

高溫，雖有極大的溫差，但是熱泵系統的COPMAX卻不

勝理想。因為水流量小使水無法做完全的熱交換，這也

與儲水桶設計及出入水方向有著極大的關係。 

表.7膨脹閥開度與水流量 

水流量 200ml 

膨脹閥

開度 
150 200 250 300 

時間

(min) 
22 19 26 25 

Thi 73.7 68.1 80.8 71.2 

Tho 25.1 26.7 25.8 24.7 

Qh(KW) 0.388 0.331 0.44 0.372 

W(KW) 0.44 0.323 0.415 0.382 

COPMAX 0.881 1.019 1.058 0.971 

 

(2) 實驗 2數據 
工作條件:系統壓力 50bar，冷熱水進水溫 25℃，熱水

水流率 400 ml/min，電子膨脹閥開度:150、200、250、

300 

 
圖 13 儲水桶進出水口溫差在接近 30 分鐘時，溫差逐

漸下降，代表著儲水桶裡的水已經將系統跑過一遍。  

 
圖13 儲水桶進出水口溫度差與時間關係圖 

(水流量400 ml/min) 

表.8 熱泵系統 COPMAX 有著顯著的提升，在 30分鐘時

皆達到 COPMAX，並且保持著高達 70度的出水溫度， 

表.8實驗數據 2 

水流量 400 ml 

膨脹閥

開度 
150 200 250 300 

時間

(min) 
32 30 31 31 

Thi 70 65.5 67.4 65.7 

Tho 26.5 25.9 27 26.5 

Qh(KW) 0.696 0.633 0.646 0.627 

W(KW) 0.372 0.361 0.373 0.364 

COPMAX 1.87 1.751 1.73 1.721 

 

(3) 實驗 3數據 
工作條件:系統壓力 50bar，冷熱水進水溫 25℃，熱水

水流率 600 ml/min，電子膨脹閥開度:150、200、250、

300 

圖 14 溫差呈現弦波的現象，在 13到 19 分鐘達到系統

COPMAX，隨著時間振幅越來越小，因為系統熱交換水

溫不斷上升，到了約 30分鐘時，儲水桶水溫到達平均，

緊接著儲水桶水溫又再一次上升溫差。

 
圖14 儲水桶進出水口溫度差與時間關係圖 

(水流量600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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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實驗數據 3 

水流量 600 ml 

膨脹閥

開度 
150 200 250 300 

時間

(min) 
17 16 13 19 

Thi 49.4 49.9 46.7 51.1 

Tho 26 24.9 26.2 25. 

Qh(KW) 0.561 0.6 0.492 0.621 

W(KW) 0.331 0.339 0.343 0.341 

COPMAX 1.695 1.768 1.435 1.818 

 

(4) 實驗 4數據 
工作條件:系統壓力 50bar，冷熱水進水溫 25℃，熱水

水流率 800 ml/min，電子膨脹閥開度:150、200、250、

300 

 
圖 15 所呈現弦波，代表儲水桶入水口溫度已在桶內達

到均溫，並且在一次加熱，導致儲水桶出水溫度上升和

溫差變小的現象，並且進行兩次變化。在的一個峰值達

到 COPMAX。 

 
圖15 儲水桶進出水口溫度差與時間關係圖 

(水流量800 ml/min) 

 

表.10 實驗數據 4 

水流量 800 ml 

膨脹閥

開度 
150 200 250 300 

時間

(min) 
15 11 14 12 

Thi 41.8 42.6 45.4 45.2 

Tho 26.5 25.3 25 25.4 

Qh(KW) 0.486 0.553 0.652 0.633 

W(KW) 0.32 0.332 0.345 0.331 

COPMAX 1.516 1.664 1.887 1.912 

 

(5) 各膨脹閥開度與 COPMAX之比較 

圖 16 將每組實驗數據比較，找出最佳的 COPMAX 

 
圖 16 膨脹閥開度與 COPMAX 比較圖 

表.11 可以的得知 COPMAX 發生的時間，隨著流量的增

加發生 COPMAX 時間也縮短，膨脹閥開度大對應較大流

水率，可以創造較高 COPMAX，反之，膨脹閥開度小對

應較小流水率，可以 COPMAX 較低。 

表.11  COPMAX、膨脹閥開度比較圖 

膨脹閥 

開度 
150 200 250 300 

水流量

(ml/min) 
400 600 800 800 

時間(min) 32 16 14 12 

溫差℃ 43.5 25 20.4 19.8 

Qh(KW) 0.696 0.6 0.652 0.633 

W(KW) 0.372 0.339 0.345 0.331 

COPMAX 1.87 1.768 1.887 1.912 

 

 

4. 結論 

改 變 電 子 膨 脹 閥 開 度 範 圍 150~300 ， 搭 配

200ml/min、400ml/min、600ml/min、800ml/min做為探

討，分為4組。並非水流量越大COPMAX就越高，各自搭

配膨脹閥開度與水流率。 

此實驗除了膨脹閥開度及環境溫度，使用之CO2冷

媒濃度以及外氣溫度的改變之外，儲水桶也扮演著重要

的關鍵，儲水桶容量、出入水方向及系統加熱方式，皆

會影響實驗的結果。熱泵系統的性能在不同的容量之下

將會有所變化。而水的流量也是一大關鍵，水流量大雖

然可以將氣冷器的熱快速帶走，但對儲水桶而言會使水

溫越快到達均溫，使進入氣冷器的水溫逐漸上升。 

由於本實驗系統是屬於小型設備，並不適用家用或

者是商用之設備，所以其壓縮機能力、板式熱交換器構

造、儲水桶容量都比一般來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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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是利用加熱帶模擬太陽光的加熱模式來加

熱太陽能集熱器的管子，對不同的內螺紋管加熱，在儲

水桶內分別加入蒸餾水、乙二醇 20%水溶液和乙二醇

40%水溶液作為加熱的溶液，來探討不同的管子、不同

的角度及不同的溶液，所產生的自然對流及溫度變化，

將其實驗數據換算成紐賽數及瑞利數來判別其熱傳效

果的優劣。 

 

關鍵詞：太陽能集熱器、內螺紋管、乙二醇。 

 

1. 前言 

文之節能減碳為目前研究能源範疇的重要課題，在

地球資源日益減少之狀況下，對於各項能源善加利用，

以各種不同方式探討研究其最佳化效益，為目前刻不容

緩之工作，尤其台灣地處海島國家，資源很多仰賴進

口，更是必須錙銖計較，本研究基於這個大前提之下，

針對流體的改換以及硬體的調校，希望能幫助系統熱傳

遞效能之提高。 

熱能傳遞在能源利用、空調系統效率有重要之依存

關係，然而改善工作流體之熱傳特性卻可以大幅改善效

率，乙二醇主要應用於寒帶機場的用來除冰的除冰劑以

及車輛冷卻系統的防凍劑（水箱水、水箱精）或其他含

有乙二醇的產品，本專題之目的在於藉由內管壁刻內螺

紋的熱傳增強管增加太陽能集熱器中管路的熱傳量來

提高太陽能轉換的效率再利用乙二醇 (ethylene 

glycol)的化學反應加速提高溫度。並且設計加熱段的

銅管為傾斜內螺紋管，使用不同齒高與齒頂角的內螺紋

管及一支平滑管作實驗比較，液體使用乙二醇

(ethylene glycol)不同濃度進行加熱測試其熱傳導改

善效率。 

1-1.研究動機及目的 
    隨著地球的化石能源過度消耗，導致油價不斷上漲

及各原物料價格上升，可預期的未來能源終究有耗盡的

一天，而再生能源的形式很多，除了風力、地熱及太陽

能等，可期待為有效的替代能源，此外由於全球能源的

日漸枯竭，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更為重要，促使京都議

定書的實施與簽署，世界的能源危機引起各界學者積極

尋找替代能源，未來替代能源可望成為主流。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亞熱帶的氣候特點是其夏季

與熱帶相似；但冬季受大陸高壓影響，氣溫明顯比熱帶

寒冷。最冷月均溫在攝氏 0度以上，適合利用太陽能當

替代能源進行開發，而太陽能的應用相當的多，例如太

陽能電池、太陽能發電、太陽能熱水器等，其中太陽能

熱水器是將太陽能轉換成熱能。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太陽

能熱水器，太陽能熱水器加熱段的部分已經發展很長一

段時間，過去無論國內外有許多學者提出熱水器中吸熱

段內螺紋管中流體流動與熱傳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本次

專題研究十分有用。內螺紋管的優點為提升熱傳，但由

於有壓降的緣故，需要以實體系統做實驗測試，來了解

對於內螺紋管是否可以提升整體熱傳。實驗構造有加熱

段及儲水桶，並使用加熱帶模擬太陽能加熱於管路並利

用儀器進行數據處理，為了使實驗更為精確，使用保溫

材(玻璃纖維)進行保溫。 

    台灣目前雖說對於太陽能熱水器的產品相當的

多，依據李清安、張克勤對全球使用太陽能熱水器的統

計，台灣平均使用太陽能熱水器密度更為全球第五

[1]，且提升省電或是效能的方法相當的多，例如導管

加裝鰭片或是增加吸收端面積以利吸收更多的太陽

能，由於加熱段相較之下構造簡單且成本較低，且能擁

有不錯的熱傳效果，故本文著重於加熱段(太陽能吸收

處)銅管內部的研究，藉由加熱段內壁的不同而研究其

傳導效能，如何進行增強熱傳的方法，為本篇所探討的。 

 

2.文獻回顧 
    太陽能熱水器的作用原理是利用吸收太陽的輻射

能進行加熱。實際上。當熱輻射照射到一個物質表面

時，僅部分能量被吸收，其餘部分能量會被反射或透

射。太陽輻射經由太陽能集熱板吸收後，藉由集熱板所

吸收的熱能以熱傳導的方式分布到加熱段的水管外壁。 

熱傳導的傳遞方式共有三種:傳導、對流和輻射。傳導

是物體中的分子及自由電子分別因受熱產生之振動及

移動。對流是液體或氣體通過循環流動，使溫度趨於均

勻的過程，因為不同的溫度導致系統的密度差，因此造

成流動。熱對流正比於溫差，其結果取決於對流熱傳係

數(convective heat-transfer coefficient、或稱薄

膜熱傳係數)之大小，這又與流體種類、接觸面積的幾

何形式、表面狀態、流速及流動狀態(穩或紊態)等因素

有關。由於本次研究於平滑管與內螺紋管兩者間的差

異，透過接觸面積的差別探討傳熱特性，引用林春華等

人探討螺旋管與平滑管，證實管內增加內螺紋，不僅增

加了熱傳面積，而且內螺紋的螺旋形式增加管內流體的

擾動，使壁面液膜厚度減小，從而提高了熱傳係數[2]。

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螺紋管製造廠商的資料顯

示，平滑管增加內螺紋確實可以改善效果並可以提升管

內熱傳係數的 1.5~2倍，基礎上內螺紋管由於管路增加

螺紋設計，使管內形成紊流的狀態，破壞邊界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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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提高熱傳效果[3]。從以上兩則我們可以得知若

是以水為介質，內螺紋管可以增加熱傳。由程立新、陳

聽寬兩人所研究以煤油為介質進行管中流動測試，提出

了煤油在內螺紋管中的熱傳係數為平滑管的 1.6~2

倍，而且在內螺紋管中可以實現小溫差下的熱傳係數，

強化熱傳效果非常明顯[4]。 

王鑫煜對內螺紋重力熱管的研究內螺紋分段布置

對重力熱管中的溫度、熱傳係數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由於內螺紋管能夠增加接觸面積，產生二次流等原因，

所以可使熱傳效果增強印證介質在內螺紋管中其熱傳

導效果會比平滑管優異[5]，此外蘇全偉等人對內螺紋

管可以增強冷熱交換[6]，說明使用內螺紋管是非常理

想，相對於平滑管可以大大提升冷熱交換，但也表示內

螺紋銅管在單價上較高許多，未來實際應用時須考慮成

本。而本次研究使用三根內螺紋管及一根平滑管，而內

螺紋的差別可引用陳俊忠研究，對管內內部突出環節之

圓弧大小其對傳熱效率之影響[7]，研究以五根不同圓

弧尺度銅管之規格進行量測，研究結果發現隨著 p/d 節

徑比值(節徑/內徑)與 e/d 突出環節深度比值(突出環

節高度 /內徑 )值之增加據內部突出還接管之

nu(nusselt number)值與光滑管之 nu 值之差異亦隨之

增加而最大之差異可達到兩倍以上其 Nu值會隨著 Re值

之增加呈現性增加之趨勢，得知不同螺紋對內螺紋管的

熱傳導也有其差別。 

太陽能熱水器有金屬平板式集熱器、熱管集熱器、

全玻璃真空管集熱器及無面蓋非金屬集熱器，本次研究

為仿造太陽能熱水器，利用加熱帶模仿太陽能加熱段，

流經於加熱段中的水，經吸收後產生一個溫度梯度，位

置愈高，溫度也跟著增加，反應在水之密度上是形成一

個隨著位置上升而下降之比重梯度，底部較低溫而相對

密度較大的水，經輸送管流至加熱段底部，而形成依連

續加熱之自然循環模式，此一模式稱為自然循環太陽能

熱水器。若儲水桶之位置並非位於集熱器之上方，則需

以磅補加壓，使其形成上續之循環加熱系統，該方式則

稱強制循環太陽能熱水器。通常後者之集水管內流速較

快，因而集熱效率較佳，且可順應部分特殊安裝屋頂環

境或大型系統；但相對較耗電，且因其管路長期處於加

壓環境中，管路轉接或集熱器接縫處較可能產生漏水的

現象。 

    陳聽寬、陳宣政的研究表明，在進臨界壓力區域質

量速度對傳導係數有重大影響，質量速度越大，傳導效

率隨之增加[8]另外，王為術、吉慶等人也驗證在內螺

紋管中提高質量流速速度提高可以推遲甚至消除熱傳

性能的惡化[9]。以上我們得知藉由磅補我們可以提高

流速，以此消除熱傳性能惡化的現象。 

    針對加熱段部分我們可以使用不同角度來觀測其

流速及熱傳導 F.Z.Bakhti 等人，針對管路傾斜角與流

體受熱後的影響，紀錄速度、壓力與溫度的分析。證實

在傾斜及水平的比較下，自然對流的效果會比水平擺放

來的好[10]。另外高峰等人探討以電加熱於傾斜管方式

進行研究，實驗數據顯示，傾斜管溫度上升共有兩次，

傾斜管頂點首先發生壁溫上升，隨後沿周圍向各點壁溫

依次上升，當管壁底點發生溫度上升後，整體傾斜管管

壁開始溫度上升。管壁的壁溫最大差值發生在實驗管的

頂點與底點[11]。由此我們可藉由此結論進行數據觀

察，確保實驗數據準確性。 

    另外本次研究增加角度的不同進行數據蒐集及分

析，根據陳聽寬等人，針對傾斜上升管壁溫分布和傳熱

特性的研究，透過多種傾斜管角度並利用水為媒介進行

測試，得出在傾斜管上升中，壁溫分布特性主要與系統

壓力，質量流數及熱流密度有關。隨著質量流數的提

高，管壁的溫度降低，壁溫溫度分布不均勻性減小[12]

吳剛等人對於傾斜管 22°測試的結果顯示，傾斜館頂部

內壁溫度總是高於底部，這是由於水的物理性質變化引

起的浮力所造成的，儘管浮力的方向和傾斜管方向不垂

直，但浮力在垂直流動的方向的分量占百分之

94(cos22°)[13]以上兩則得知由於浮力的作用。一部分

溫度高密度低的流體沿著內壁面從底部生到頂部，出現

二次流，並在頂部形成駐點，導致這一區端流流速減

弱，此外，自然對流促使低密度流體停留在傾斜管上

不，高密度流體停留在下部，這卻也加強了頂部區域傳

熱效果的惡化。 

 

3.實驗方法 
    本研究利用實驗方法探討不同內螺紋傾斜管之自

然對流效應，建立一連接測試段與儲水統之實驗系統，

利用熱電偶量測出測試段的溫度與環境溫度情形，在蒐

集完成實驗數據後，利用實驗數據進行分析，利用分析

的結果，除了比較出平滑銅管與內螺紋銅管彼此之間的

差異，另外也比較不同角度對於熱傳的影響，並將結果

製作成圖表，以利於判斷測試段的不同對系統的影響情

況。 

    系統的熱損失校正，利用每次實驗時獲得的水均溫

與總輸入的熱能，比較利用理論計算出的熱損失與實驗

出來的熱損失實際的差距有多少。 

 
                  圖 3-1實驗流程 

3-1.實驗設備系統 
    模擬太陽能熱水器角度， 將實驗系統組裝的位

置，接測試段通過連接至儲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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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實驗系統組裝示意圖 

 

 
圖 3-3實驗系統建立圖 

 

3-1-1.銅管規格 
    有平滑銅管與內螺紋銅管三種，實驗中替換不同種

類的銅管進行測試，測試段長度均為 0.5m。 

表 3-1平滑銅管規格 

 
 

表 3-2螺紋銅管規格 

 
 

3-1-2. 內螺紋管參數 
其主要參數是管徑 D、管厚 Tw、齒高 Hf 、齒頂角α、

n如圖所示。 

 
圖 3-4內螺紋管參數 

 

3-1-3.測試段 
每一根測試段，量測管壁 4點、包保溫材料後 1點、進

出水溫度各 1點，共 6 點 

 
圖 3-5測試段溫度量測示意圖 

 

 
圖 3-6測試段熱點偶埋設位置具體圖 

 

 

3-1-4.加熱帶 
均勻纏繞於測試段管壁外，連接到自耦變壓器穩定輸出

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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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加熱帶規格 

 
 

 
圖 3-7加熱帶 

3-1-5.保溫材料 
測試段使用防火毯與玻璃纖維進行保溫 

管路與儲水桶使用 PE聚乙烯發泡保溫 

 
圖 3-8玻璃纖維 

3-1-6.連接管路 
使用平滑銅管，將測試段與儲水桶做連接使用。 

3-1-7.支撐架 
避免管路因重力而向下傾斜，所以，使用角鋼製作支撐

架支撐管路。 

3-1-8.支撐平台 
方便儲水桶下方出水端連接管路。 

3-1-9.儲水桶 
放置測試流體，實驗時需裝滿流體，使管路中能充滿水

分，如果管路中沒有充滿水，會影響實驗時管路內流體

的流動。 

3-2.實驗儀器:管側恆溫槽 

在馬達控制的部份，為了讓馬達能夠正轉、反轉、停止，

需要變換供應馬達電源，因為馬達的慣性，並不會立刻

停下來，並須經過一段時間才會停止。為了能達到上述

的各個動作，在此使用 TOSHIBA TA7291P 的橋式驅動

IC。 

 
圖 3-9管側恆溫槽 

3-2-1. 資料收集器 
    本實驗使用資料收集器型號為 ATF130-05ACM 

MX-100，其接受訊號為 0~6Mv，MX-100 是一個在 PC 端

使用的資料收集系統，具有優越的資料傳送性能。 

 
圖 3-10資料收集器 

3-2-2. 自耦變壓器 
    本實驗使用自耦變壓器型號為 ATF130-05ACM，可

對纏繞於測試斷的加熱帶，能透過自耦變壓器控制加熱

帶的發熱量 

 
圖 3-11自耦變壓器 

3-2-3. 功率計 
本實驗使用之功率計型號為 HIOKO-3332 如圖 3-12 所

示。 

40



組別-5 

 

 
圖 3-12功率計 

 

表 3-4整理儀器規格 

 
 

4.實驗結果與分析:熱損失 
    將管路接上恆溫槽固定銅管入水溫度 Ti，接上針

閥控制恆溫槽給水流量，利用流量計量測管內水流，量

經加熱帶加熱後量測銅管出水溫度 To，假設加熱帶電

能全轉成熱能 Qin Cp則可計算

出熱損失 Qloss 

 
 

圖 4-1熱損失示意圖 

 
圖 4-2熱損失-溫差 

 

4-1.自然對流係數&紐塞數 
實驗數據可分別計算出水的自然對流係數 h 如式(1): 

                        (1) 

其中 Tw表示管壁平均水溫 

     Tf表示管內平均水溫 

     A表示管面積 

紐塞數(Nusselt Number,Nu)如式(2): 

Nu=(ℎ∙𝐷)/𝑘                          (2) 

其中 k是熱傳導係數 

 

4-2. 瑞利數 
瑞利數 Ra (Rayleigh Number,Ra) 如式(3)： 

        (3) 

其中  g是重力加速度，是流體的熱膨脹係數 

      D是長度(管徑)，是流體的運動黏度 

      是熱擴散係數，是傾斜角 

 

4-3.乙二醇水溶液之熱傳導係數(k) 
    在計算時需乙二醇水溶液，由圖 4-3可知添加乙二

醇比例越高防凍溫度可越低。 

 
圖 4-3乙二醇水溶液性質圖 

 

4-4. 30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 比較 

 
圖 4-4蒸餾水 30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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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5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 比較 

 
圖 4-5蒸餾水 45度比較圖 

 

4-6. 60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 比較 

 
圖 4-6蒸餾水 60度比較圖 

 

4-7.20%乙二醇 30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比較 

 
圖 4-7乙二醇 20%30 度比較圖 

 

4-8. 20%乙二醇 45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比較 

 
圖 4-8乙二醇 20%45 度比較圖 

 

4-9. 20%乙二醇 60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比較 

 
圖 4-9乙二醇 20%60度比較圖 

 

4-10. 40%乙二醇 30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比較 

 
圖 4-10乙二醇 40%30度比較圖 

4-11. 40%乙二醇 45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比較 

 
圖 4-11乙二醇 40%45度比較圖 

 

4-12. 40%乙二醇 60度平滑管與內螺紋管 Nu比較 

 
圖 4-12乙二醇 40%60度比較圖 

42



組別-7 

 

 

5.結論 
1.加熱管螺紋傾斜角度為 30度,45度,60度內螺紋管的

熱傳效果，比單純平滑管的熱傳效果要好，一方面是螺

紋管加大了熱傳面積，另一方面螺紋破壞了流體的邊界

層減少了熱阻。 

2.內螺紋管#1 在傾斜角 30 度及 60 度的熱傳效果都是

最好的，45度則是內螺紋管#2 最好。 

3.溶液換成 20%乙二醇時內螺紋管#2 和#3 都比平滑管

熱傳效果好，#1 只有在 30度十筆平滑管好。 

4.溶液換成 40%乙二醇時內螺紋管#2 的熱傳效果在各

角度都比平滑管差，應該是因為齒高的影響。 

5.在加入乙二醇溶液後發現 30度及 60度的乙二醇 40%

內螺紋管#1 的熱傳效果較乙二醇 20%和蒸餾水內螺紋

管#1好，但 45度乙二醇 20%內螺紋管#2卻較乙二醇 40%

和蒸餾水內螺紋管#2 好，黏度應該是影響其變化的因

素。 

6.未來展望 
    針對本次專題實驗，討論的重點在於如何提高熱

傳，國內外學者再加熱段提高傳熱有許多的方法，無論

是在管外增加鰭片或是在管內增加內螺紋，都是有效能

提高熱傳的好方法，另外本次實驗流體為水，流體的熱

傳也會隨材質不同而影響熱傳的效果，1995 年，Choi

提出添加奈米顆粒到熱傳的工作流體中，與普通受熱管

相比較後的熱傳系數提高了許多。而根據 Mohanmmed[14]

所提出的對螺旋管曲率進行自然對流熱傳實驗，實驗發

現曲率的增加能提高整體熱傳係數，但同時也會增加壓

降。這也明確顯示內螺紋管中的曲率調整可以有不同的

整體熱傳係數。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加入泵浦來進行強

制對流，另外隨著質量速度越快，所得到的熱傳係數越

好。 

    最後本篇尚未做的實驗區域-角度的影響，由於實

驗是利用密度差的原因使水形成自然對流，未來想利用

調整更多不同角度始自然對流速度改變。 

    由於對管路加熱應用領域不斷地增加，以及替代能

源或節約能源的重要，使得對管路的熱傳強化研究為重

要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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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在社會因油電雙漲物價也隨著喊漲，大眾為了節

省自己的荷包都會從生活中的小事做一些節約的動

作，然而全世界因暖化所造成的氣候變遷和改變，現今

全球最重要的是環境保護為重點之一，環境影響層面廣

泛而深遠。據大部份的學者和科學證據顯示，現代工業

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使得全球氣溫逐漸暖化，更深的

造成南、北極區的冰山融解，海平面逐漸上升，氣象異

常、生態鏈失去平衡、糧食短缺等問題。 

關鍵詞：節能、減碳、城市節電、節約小方法 

1. 前言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不斷的蓬勃發展，國民所追求

的健康和生活品質也更要求了，我國人使用電量因室內

環境的品質問題也大幅的成長，最近幾年台灣大電力研

究中心研究平均每年用電量成長率 5.9%，代表人們對

環境的要求也跟著提高，從台灣大電力研究中心台灣年

用電量達 一千五百一十二 億度。其中在電力系統中用

電的結構為工業用電大約佔 62.2%、商業用電佔大約

13.0%、住宅用電佔大約 24.8%，其中仍然以工業用電

佔大多數。[1]  

 

 

圖 1台灣大電力研究中心用電百分比 

2. 四省 
2.1 省電  

「減少用電措施」由台電業者提供電價誘因，在系

統用量高載期間或是電力供給發生困難時，引導用戶減

少或暫停部分用電，以改善系統負載 型態，進而延緩

對新設電源之開發或降低可能面臨之限電風險，台電業

者則將所節省之投資相關成本反映在民眾電價上；用戶

可衡量本身之作業特性，再與台電業者簽訂減少用電措

施契約。[2] 

2.2 省水 
    「節流」可被分為兩方面來說：第一種為「減少使

用」；另一種是「重複再利用」。減少使用指藉由改變

生活上用水方式及習慣，減少用水的次數或使用水的總

量。[3] 家電產品選擇有省水標章的設備、家中衣服累

積到一定的量或是八分滿時再一次洗、洗菜的水可以再

拿來拖地。 

藉由此次研究發現，不同都市發展特性對省水節能

減碳具有非常不同之影響，對於密度較高、高混合使用

的都市特性最為不省水節能減碳，而但在較高密度、低

混合使用的都市狀態下卻最為省水節能減碳，顯示在高

密度發展下的都市過多的混合使用下必能更有效省水

節能減碳，各都市人口密集度對省水及節能減碳有非常

正向的影響關係，可是都市中心人口密度愈高對於省水

節能減碳之效果會造成負面影響；由此之外，混合使用

對於發展沒有預期對省水節能減碳產生明顯的影響。總

說一句，人口密度對於都市與省水節能減碳的影響，並

非完全呈現正向影響。 

經濟部水利署統計了 2008到 2014年間我國每人平

均的日用水量，可以發現最近 2年的數字一反之前下降

趨勢，到 2014 年達到最高峰。但是水利署的設定的合

理用水量也才 250公升而已，換句話說，最近幾年大部

份人都是用到超標[4]。如圖 2所示。 

 

 
 

圖 2 2008 到 2014年間我國每人平均的日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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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資料台北市不意外地領先全國，台灣自來

水公司分析，台北市、新北市都會區因人多、密度高，

夜生活頻繁，商業越發達的地方用水就越多。[4] 

主要供應台北市及部分新北地區的翡翠水庫目前

仍擁有領先全國各水庫、將近滿水位的儲備量，但北市

目前正積極幫助鄰近的缺水縣市。 

至於新竹市，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的工廠技術員工夜

生活或半夜加班，使得用水量高居不下。根據調查竹北

高鐵與竹科發展增加，使得新移入人口持續攀升，連帶

影響新竹縣的消耗水量快速成長。 

其它縣市也別太大意，例如花蓮、嘉義，則因觀光

業蓬勃發展，觀光客數量持續增加，也帶動了水資源的

消耗，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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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三大都會區消耗水量及全國平均 

 

2.3 省油 
溫室氣體的排放包含許多來源，其中一項主要增加

溫室氣體來源就是大眾交通的運輸。特別是在道路上的

交通運輸方面，大眾交通工具消耗了最多的交通上的運

輸能源，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車輛的行車油耗。[5] 

大眾交通工具的油耗量會隨著車輛類型有所不

同，但駕駛者針對不一樣的交通路況和環境情況例如：

不同的車流量與道路間距長度，油門的控制、煞車、換

檔的駕駛習慣同樣會影響車輛的耗油量。 

 

1.員工公出鼓勵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2.減少不必要會議或改採視訊會議辦理。 

3.車輛定期維修保養及檢驗。 

車輛使用時，儘量維持省油行駛時速（如市區依速限行

4.駛、高速公路維持時速 80~90 公里）。 

5.車輛避免急煞車及急速起動。 

6.減少車輛不必要之載重。 

7.車輛胎壓維持原廠建議值。 

8.停車未關閉引擎（怠速）持續時間不得逾 3 分鐘 

 

在路徑規劃的領域中，大多數的研究以追求最短的

行車路線、最省時間為首要的目標。根據不同的車型有

不同的耗油特性，考量交通路況以及環境影響駕駛者的

駕駛行為，以最小油耗成本為首要目標，結合導航資

訊，以圖像顯示最佳路徑之安排。 

 

2.4省紙 
省紙方面，以辦公室影印紙為例，主要原因是因為

印錯而重印，或者亂印造成浪費。省紙要改變使用者的

行為，成效會很有限，如能透過設備的功能改善效果會

好很多。如在影印機或多功能事務機內鍵雙面列印、二

合一列印功能，或高階複合機具有 FAX TO PC 功能，都

可大幅降低用紙量。企業主也可透過客製化列印控管軟

體，分析每個員工每月印多少張黑白、多少張彩色，只

要落實省紙概念，省紙成效馬上看得見。 

在此為影響背景之下，以該專案研究的省紙項目做

為主要探討的幾個標題。於行政方面用紙作業模式的研

究對象選擇上，擇定了位於臺灣某一所國立科技大學的

校內文書與檔案管理單位之作業模式，進行行政使用用

紙作業模式改善探討；此項作業在法規規範上及公部門

間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質。透過 TRIZ 方法對研究對象之

行政用紙作業模式進行改善，藉由 TRIZ 方法中的 ARIZ

工具的協助，最後發展出一個有效降低用紙量達 30.77%

的行政用紙作業模式，且在研究過程中因納入法規條件

的考量，使此一改善模式在移轉到其他公部門甚至民間

機構使用的可行性較高。[6] 

 

3. 空調 
利用夜間離峰電力，開啟冰水主機，製冰儲冷，平

日尖峰時段溶解儲冰，供應系統冷氣。可轉移尖峰時間

用電到離峰時間，充分利用離峰時間較低電力，業者不

但可以降低經常用電契約容量，還可以節省空調電費支

出。可向台電公司申請「儲冷式空調系統離峰用電優惠

電價」，其離峰時間流動電費按適用電價給予優惠。 

 

 
圖 4儲冷式空調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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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儲冷式空調系統配備 

儲冷式空調系統是由一個或多個储冷設備，利用管

線、閥門、控制裝置與空調系統中之冰水主機、室內送

風機及循環泵等元件組合。圖 3所示 

 

 
 

圖 5「冰盤管內溶冰型」储冷系統流程圖 

 

3.2儲冷式空調系統的運轉模式適用場合 

全量儲冷系統冰水主機於離峰或非空調時段運轉

儲冰，於尖峰或空調時段完全停止運轉，而藉冰水循環

泵供應負載。這種儲冷法用於空調負載大使用時間短的

建築物。如教堂 

 

 
 

圖 6全量儲冷系統冰水主機 

 

分量儲冷系統；冷凍主機全日運轉，於離峰或非空

調時段儲冷，待尖峰或空調時段由儲冷設備提供空調能

力，不足部分在運轉冷凍主機分擔部分空調負載。此系

統用於一般夜深不需空調之場所，例如醫院、學校、百

貨商場如圖 7所示  

 

 
 

圖 7分量儲冷系統冰水主機 

 

 

4. 城市節電、節電方法 
4.1 新北市節電計畫 

新北市政府推動電隱節的計畫，關於計畫推動一三

五七。電隱節不只是一個短期的活動，是一種生活型態。 

一、一天一戶省一度電 

三、是挑戰 3%節電率 

五、動員五大群體、500節電村里参與 

七、共同省下七億度電。 

 
 

 
 

圖 8新北市節電排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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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點節電撇步 
一、冷氣調高溫度 1度 

二、電視少看一小時 

三、定期清洗冷氣濾網 

四、飲水機加裝定時器 

五、冷氣少吹 

六、熱水瓶加裝定時器 

七、關掉不常用的待機電器電源 

八、神明燈換 LED燈 

九、長時間不用電腦時關機 

十、隨手關燈 

 

4.3 服務業節電妙招 
空調； 

一、調整冷氣溫度不低於 26℃ 

二、採用高效率變頻機 

三、調整冰水機出水溫度 

四、搭配空氣循環扇 

五、裝設空氣簾防止冷氣外洩 

六、淘汰老舊空調主機 

照明： 

一、採用高效率 LED燈泡 

二、招牌燈應定時開關 

三、減少燈具數量避免照度過高 

電力： 

一、利用電容器改善功率因數 

二、有多台電梯時可於離峰時段減少運轉台數 

三、避免過度調高電腦、電視螢幕亮度與音量 

 

5. 減碳 
我們認知的建築被視為能耗設備的載體，但也是各

類減碳策略，將會交錯發生的場所，我們可以利用建築

節能達成減緩氣候衝擊的影響，與大自然的直接反撲相

較，反倒是最溫和的一種方式。 

建築不論是工廠、辦公室、研發中心、區域總部、

或是學校、住宅、歷史建物等，不管建築是何種用途，

都能找出適合的節能方法，並讓建築的使用者感受到綠

建築的好處。 

臺北花博展館的規劃中，流行館的展示主題為「花

新時尚」，以回收寶特瓶製作成炫麗的水晶牆，配合噴

霧效果，藉由伸展舞台及櫥窗舉行一場引領風潮的時尚

花卉秀。 

負責設計流行館的工作團隊一接下這個任務，就計

畫打造一個全世界排碳量最低的建築物，要讓臺北花博

的參觀者看到這座綠建築，並瞭解它所承載的教育意

義。而且，這座建築從發想、設計到建造，全部是百分

之百臺灣製造，期望在這場國際盛宴中，向世界各國展

現臺灣的軟實力。 

總設計師黃謙智表示，流行館使用的建材是回收鋼

骨，以及回收寶特瓶製成的寶特瓶磚。臺灣每年的保特

瓶產量約有 60 億支，真正被回收的僅有 20%，因此，

這棟建築十分符合資源回收以及回收再利用的環保觀

念。流行館被設計成可拆解、可搬移的建築物，就像樂

高玩具一樣，具有機動性與環保再生的能力。或許有些

人擔心，用寶特瓶建造的建築物是否堅固，其實寶特瓶

磚雖然很輕，但十分堅固，一點也不用擔心，為了因應

臺灣多颱風、地震頻繁的特性，這座寶特瓶建築還通過

強震、抗風測試。 

在溫度調節方面，流行館的入口處充分利用圓山獨

特地理位置，加上如船首般尖面的設計，引導東北季風

的氣流進入，配合水幕、瀑布跟噴霧系統設計，及寶特

瓶磚的隔熱性質，可使室內溫度降低 3至 6 度，就像一

台天然的冷氣機，可以說是一座「會呼吸」的建築物，

相當符合節能減碳的精神。 

在光線方面，由於寶特瓶磚具有透光性，在白天，

建築物內可以自然採光，達到省電的功效；另外，在建

築物的頂部也加裝太陽能板儲存電力來供應照明，同時

內部的吊燈也是廢物利用，再裝上 LED燈，為環保多盡

一份心力。在結合了陽光、風與水等自然元素，傳達綠

化愛地球的概念，流行館儼然是回收、環保的最佳代言

人。[7] 

 

寶特瓶磚具有透光性，流行館白天可自然採光，達

到省電的功效，如圖 9 所示。 

 

 
 

圖 9會呼吸的建築物外觀 

 

5.1二氧化碳排放量之計算 

表一 

 

 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斤) 

肉品 公斤數×13 

衣服 件數×4.2 

用電 耗電度數×0.623 

水 用水度數×0.195 

天然氣 立方公尺數×2.09 

桶裝瓦斯 立方公尺數×1.75 

摩托車 公里數×0.06278 

 乘坐公車  公里數×0.03918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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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照明部分 

我國能源大部分都仰賴進口，在進入高價能源時期

開源節流已成為趨勢。人們居住及工作環境中，照明能

源的消耗佔相當大的比重，根據「綠建築評估手冊-舊

建築改善類」照明節能評估章節，認為既有建築物的照

明系統及設備的改善，不僅是最為普遍便利的舊建築改

善手法，同時對耗能也有極大的改善效益。建築物上照

明系統設備節能減碳改善之可行性；以台灣各大重要建

築物為驗究對象，並以 LED(Light Emitting Diode)，

簡稱 LED)照明節能應用技術手冊(民國 101 年)為參考

依據評估將目前的傳統螢光燈管全面採用新世代綠色

照明光源 LED 直管型燈管之效益。經研究統計每年可

節省用電量約 17629.2 度、年節省電費約 63024.39 元

(電價每度 3.575 元計)，二氧化碳減排量最多達

10832.63 公斤等效益，投資成本 160362 元，回收年限

約 2.54 年。依據本案例評估照明系統改善，全面採用

LED 照明燈管最簡單方便且能達到 50%之照明節能效

率，是可行的節能減碳方法。[9] 

 

5.3二氧化碳排放現況 

根據 IEA 研究報告顯示，民國 99 年日本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大約為 11.43 億噸，約為台灣排放量的 4.2 

倍，占全世界比重約 3.7%，位居全世界第 5 位。其人

均排放量則為 8.97 噸，約為全世界平均水準(4.40噸)

的 2 倍，居全世界第 28 位，但低於台灣(台灣在世界

排名為第十九名)；如果節碳密集度指標計算，日本單

位 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 0.29 公斤，居全世界第 

72 位；其每噸能源則排放 2.3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居全世界第五十九 位。台灣在 99 年之人均排放量

(11.66 噸)、排放密集度(0.36 公斤)單位能源排放量

(2.47 噸)，都遠高於日本。[10] 

 

 日本 台灣 全球 OECD 

排放總量 

(Mt of CO2) 

1,143.07 

(5) 

270.22 

(20) 
30.326 12,440 

人均排放

(tCO2/capita) 

8.97 

(28) 

11.66 

(19) 
4.40 10.10 

排放密集度 

(kgCO2/GDP) 

0.29 

(72) 

0.36 

(53) 
0.44 0.34 

每單位能源排放 

(tCO2/toe) 

2.30 

(59) 

2.47 

(41) 
2.38 2.30 

 

 

6. 結論 
此次研究讓我們瞭解，因為氣候改變及未來的發展

趨勢，這個地球的資源和能源正在持續減少，只能有效

的運用方法減緩能源的耗竭，維護現在所可以使用的天

然資源，以上各種方法，讓我可以看到全球都在重視節

能減碳這議題，目前耗電最大的就是冷凍、空調類，所

以我們要改善，一般用戶裝設電容器往往僅考量到簡

便，在一次側裝設後獲得減少電費即以為改善，事實上

應檢討裝設在接近負載中心，才能獲得真正減少損失之

效果。 

 

7. 致謝 
本次研究，我們非常感謝王勝標老師的全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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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認知，謝謝這段時間大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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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經濟部水利署，2008 到 2014 年間全台灣每人平

均的日用水量 p1 

[圖 3]三大都會區消耗水量及全國平均 p2 

[圖 4] 儲冷式空調系統簡介 p2 

[圖 5]「冰盤管內溶冰型」储冷系統流程圖 p2，台灣電

力公司 

[圖 6]全量儲冷系統冰水主機 p3，台灣電力公司 

[圖 7]全量儲冷系統冰水主機 p3，台灣電力公司 

[圖 8]新北市節電排行圖 p3 

[圖 9]會呼吸的建築物外觀，p3，閱讀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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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節能減碳的課題越來越重要，從民國 96 年

到現在的平均用電單價增加了 1 元，電價大幅上漲的情

況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 

台灣積極推動節能跟能源的效率提升，這幾年來已

經有明顯的成果。根據 OECD 的統計資料，2012 年台

灣的能源密集度為 0.131（公噸油當量/千美元，2005

年固定價格的購買力平價估算法），2005 到 2012 年台

灣能源密集度的年平均下降了 3.56％。與日本（0.113）、

南韓（0.188）和中國（0.223）這幾個亞洲主要工業國

家比較，能源的密集度只高於日本，但是能源密集度的

改善幅度大於日本（2.29％）、南韓（0.58％）跟中國

（2.89％）。為了進一步擴大節電的成效，相對韓國首

爾市的城市節電計畫，台灣這次更以全民參與的國家級

「智慧節電計畫」，積極的追求節電工作。 

因應台灣未來面臨缺電的風險，全國能源會議之後

節電成為共識，規劃推動「智慧節電計畫」，由台灣提

供「節電計畫補助」和「節電成效獎勵」，每個縣市政

府提出節電的目標和計畫，期待將節電觀念化為行動，

而且還導入競賽模式讓全體國民參與，一起努力節電。

為了鼓勵縣市持續推動與落實節電措施，經濟部特別在

「智慧節電計畫」執行的期間有辦理「縣市創意節電競

賽活動計畫」來鼓勵地方政府經過創意節電措施、節電

法規、管理和推動方式等方法自我檢視，藉此發展有地

方特色的永續節電藍圖。 

 

 

1. 台北市節電 

臺北市一年的用電度數大約 139 億度，今年度的節

電目標 2%，共需要節電 2.78 億度。其中住宅的用電量

約佔全台北市用電量的四成，相當於 54 億度的電，要

達成節電目標 2%的目標，就是台北市民要一起節電，

環保局指出，居家的耗電電器除了冷氣和燈具照明外，

電熱水瓶跟冰箱的用電也很可觀。根據計算，電熱水瓶

如果 24 小時保溫加熱，一年耗電將近 350 度，電費大

約 1,400 元，如果換成快煮水壺，需要用熱水的時候再

煮水，一年的耗電大約 153 度，電費大約 600 元。換算

下來，一年來就可以輕鬆省電將近 200 度，還能減少電

費支出大約 800 元。 

 

 
圖 1-1 台北市節電宣導圖(取自台北市節電官方網站[7]) 

 

 

2. 新北市節電 

新北市是全台灣最大的城市，有許多的工廠、商

家、住戶、機關和學校，所以節電更為重要，根據統計， 

新北市的年度平均住商和機關部門的用電量大約 142 

億度電，在經濟發展和建設持續成長下，如果沒有採用

額外節電政策的話  ，用電量每年將會自然成長 

1.7%( 大約增加 2.4 億度 ) ，所以在挑戰節電率 3% 

的目標之下，新北市必需在一年之內省下 7 億度的電。 

然而新北市有 1900 多家產業相關的廠商，透過參

加展覽，把廠商最好的技術給展現出來，今年度 4～10

月住宅、服務業、機關三部門的節電率達到 0.55%，也

積極的推動製造業節能診斷之輔導，來達到節能的成

效。新北市從 102 年起陸陸續續的輔導電子、金屬製

品、印刷和紡織業……等產業，已經協助企業兩年來省

電將近 5500 萬度。今年(104 年)持續加強輔導塑膠製

品、非金屬製造跟機械設備業等 90 多家的廠商，想從

中建立節電典範，並且協助產業和 ESCO（ESCO 就是

能源技術服務業 Energy Services Company 簡稱 ESCO

幫助客戶省電節能的行業，運用能源管理的技術，從照

明、太陽和空調等等多方面的服務運作，以達到省電的

目的)媒合節電的效益達到 2600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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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也推動了一個住家省電的小撇步，如圖 2-1 

 

 
圖 2-1新北市節電宣導 1 圖(取自新北市電癮節網站

[8]） 

 

 
圖 2-2新北市節電宣導 2 圖(取自新北市電癮節網站

[8]） 

 

3. 桃園市節電 

    桃園市是全台灣工業用電最多的一個城市，用電量

佔了全國的 13.5%，104 年 4 月到 6 月桃園市節電率是

-0.55%，成為全國第 4 名、六都的第 3 名，桃園市節電

率仍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例如住宅方面可以在家用

電器以及設備類的著手，飲水機和電熱水瓶要加裝定時

器、空調的溫度平均調高 1-2 度、燈泡全部替換為

LED......等，機關學校進行 ESCO 的節能診斷，並同時

加強宣導工業用電的大戶來節電推動策略，讓節電變成

全民的運動。 

  從 100 年，桃園市跟中華電信合作建造「桃園縣

iEN智慧校園用電管理平臺」，共有 147 所的學校完成

安裝，有效的節電 6~14%。並且針對所屬的機關實施節

能診斷的輔導，提出了具體改善方案，發掘節電的潛力

每年 17 萬度電。在各個社區辦理節電交流的活動，協

助金華里......等 5 社區更換節能的設備，在 103 年促進

了節電 56% (4250 度)。 

  桃園市從 103 年的夏天開始桃園瘋節能的活動(圖

3-1)，藉著辦理系列性的主題活動跟促銷展示販售

會......等，整合了相關的宣傳行銷資源，強化民眾節能

的知識。加碼鼓勵家庭節電，促進了節電大約 2900 萬

度，有效的落實減碳作為。 

   

 

 
圖 3-1 桃園節電宣導圖取自(桃園節電網站[12]) 

 

 
圖 3-2桃園節電宣導圖取自(桃園節電網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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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中市節電 

    台中市的服務業者逾 72 萬 5000 人，然後依據臺中

市的用電資料統計，每個月的用電量佔全國比例於 

12.49%～12.9%之間，人的平均的用電量只低於台北市

和新竹市，全國排名第 3，機關跟民生部門(住宅、服

務業、機關，不包含工業) 103 年 4 月到 104 年 3 月的

總用電量是 108378 百萬度，其中是住宅部門佔的比例

最高(50%)，然後是服務業(42%)，用電的高峰是每年

的 8 月到 10 月。 

  所以台中市有推出補助計畫，是希望透過補助的機

制方式，來提升民眾節電的意願，希望能讓全體市民一

起參予，然後確保計畫的執行能符合預期的效益和達成

所承諾的 2%節電目標。 

 

 
圖 4-1台中節電宣導圖取自(台中市節電網站[14]) 

 

 

5. 台南市節電 

  根據統計 103 年度台南市的總用電量為 64.82 億度

電，分別來自於住宅部門(35.36 億度)、服務業部門

(24.96 億度)和機關部門(7.46 億度)，其中服務業部門

的用電量佔台南市總用電量的 37 %，在計畫期間到 105

年 3 月需要節電量大約 0.48 億度的電，是需要各個服

務業業者所要共同努力達成的目標。為了降低整個服務

業的用電量，台南市透過智慧節電計畫跟辦理服務業宣

導說明會、服務業的用電大戶節能診斷跟到各個營業場

所進行節約能源的訪視，希望能有效的強化服務業業者

自我能源查核和發掘節能機會的能力，然後自發性的節

能減碳......等作為，也期望藉由大企業推動的節電措施

和分享成功節電案例，帶頭領導建立整體的節電氛圍，

以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並且讓它形成企業文化。 

  那台南市也推出了分層管理，建立了分層管理的制

度，採取責任制的分區以及個人責任區的管理，隨手關

掉不需使用的照明設備 

 

 

圖 5-1取自(台南節電官方網站[15])  

  並定期進行設備系統的維護跟檢查，然後再調整辦

公室或教室冷氣的空調設備使用時間，再來控制並且分

散使用時間。並張貼「四省（省電、省油、省水、省紙）、

全民節電等」提醒的標示。(圖 5-1) 

圖 5-2 台南市 節電宣導圖 取自(台南市節電網站

[15])  

 

 

6. 高雄市節電 

  高雄市的節電在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之下，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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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榮獲了競賽的第一名。其中機關的用電占了 12.8%、

商業占了 40.9%、住宅占了 46.3%(如圖 6-1)，而總用電

是 113 億度。根據今年高雄市的節電目標至少需要減

少 2.26 億度電，所以要加強公寓的節電宣導，服務業

商家的部分進行節電技術的輔導，20 類的能源用戶能

管的規定稽查，然後協助導入 ESCO 機制......等。為了

讓民生、機關部門的節電達到 2.05％，所以高雄市帶

動了相關智慧節電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產值的提升，

然後導入智慧節電管理跟服務、推動了城市智慧節電、

節約能源的補助和技術輔導，再帶動資通訊科技(ICT)

產業以及智慧聯網(IOT)節能商機。為了讓民眾也能參

予所以以推廣、競賽、管理、補助四大方針來著手來讓

高雄市民一起節電。 

 

 
圖 6-1 高雄市用電圓餅圖 

 

7.  國外改善方法 

  拿韓國首爾為例，首爾的人口大約一千萬左右，占

全韓的五分之一，使用了全韓國 7.5%的能源和 10.3%

的電力。而他們用了 10 個方法節能節電分別有： 

一.陽光城市：就是設置太陽能板。 

二.能源自主：就是在地鐵車廠、旅館、學校、汙水處    

  理設施......等的場所安裝的 131個氫燃料電池站，跟 

   數 個小的水力發電站，汙水處理場之沼氣則是用來 

   發電。 

三.提高建築效能：就是加強絕熱，避免暖氣外洩、換 

   掉低效率的煤氣暖爐或者熱水鍋爐。 

四.新建建築物節能標準：就是落實綠建築的標準，並 

  且要求中小型規模的綠建築也一律採納標準。 

五.智慧照明：就是跟台灣一樣把一班的燈泡更換成 LED  

   燈。 

六.緊密城市型態的都市規劃：讓城市更緊密然後善用 

  大眾運輸工具。 

七.綠色交通：就是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設會員 

   制的汽車共享之制度，並且規畫提高塞車稅、還有 

   依車號隔日或隔週禁駛入城的策略。 

八.綠色就業：透過建築的改善、自主發電等計畫，促 

  進了能源服務業、光電產業的就業機會，或讓平民 

  有受訓拿到證照的管道。 

九.培育市民節能文化：鼓勵人們落實低碳節能的行 

  動。 

十.成立研究與推廣機構：他們設立了計畫資訊中心， 

  讓更多人了解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這些的計畫目標就是要邁向能源自主的城市，減少

了 200萬噸油當量的能源，並且在 2014 年有 8%的自產

之電力。並且在 2014 年的 6 月時計算，首爾已經減少

了大約 204萬公噸油當量的能源消費，提前了 6個月達

標。 

  由此可見韓國首爾節電的效率與決心。 

 

8. 總結與改善方法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今年到目前為止各縣市的節電

成果，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新北市為第一名（如圖

8-1.8-2），我想應該是有廣泛的宣導，然後市民有意

識到要環保愛地球然後配合節電，才得以享受到如此的

成果，以及汰換路燈把路燈換成 LED 燈，以目前全台灣

的照明系統來看佔了全台電力消耗的比重有 17~18%，

跟全球的照明佔電力消耗的比重大約 19%相當。然後以

全台灣全年的用電量大約 2000 億度電來計算，20%比例

相當於 400億度的電。 

  然後根據 LED 業界的計算，如果台灣全面淘汰掉

傳統的照明設備，改用成 LED 照明，將可以在照明應

用上節省掉 85%的電力，相當於省下 340 億度的電。從

此來看，如果推動全面換裝 LED 燈照明，當 LED 燈的

滲透率達到 100％的時候，大約可省下一個核電廠的發

電量，是非常驚人的數字。 

  冰箱節電也有一個小撇步喔，冰箱離牆至少要 10

公分，才能確保有足夠的散熱空間，才可以提高冰箱的

運轉效率，冰箱裡的存放物最多八分滿就好，熱的食物

等冷了之後再放進冰箱，冰箱門的四周密合墊應該要緊

密，以防止冷氣外洩然後浪費電力，簡單的步驟輕鬆做

到，節電的效果就可以看得見。 

  在來說冷氣，冷氣現在是民生必需品，所以冷氣省

電也少不了，那變頻跟傳統式的冷氣如果冷氣的效能不

差而電費也沒有暴漲的情況下，就不一定要急著要更換

冷氣不可。大家都知道變頻的機種會比非變頻的機種來

得省電，電價差也在幾千元左右。那如果以一天開 8 個

小時、每年吹 6 個月的方式來計算，最快也要在 3～5

年後才能從電費上回本。除了選購變頻式的冷氣外，還

要記得要比較高的 EER 值（能源效率值）的冷氣，因

為 EER 值每提升 0.1 仟卡／時瓦，那耗電量將減少 4%，

然後要注意密閉空間和陽光直射的問題，再來冷氣出風

口要順暢不要有檔到，室外機不要裝在太陽直射的地

方，上面也最好要加裝遮陽蓬，以避免日曬雨淋，不然

再好的冷氣機都會減少壽命。 

  另外針對排名第三大的耗電行為，室內空調溫度的

設定對建築消耗能源的影響分析，各類型的辦公室的建

築和百貨公司，室內空調設定的溫度如果從 21℃到

28℃，每提升 1℃的溫度，就可以節省空掉 6~9%的耗

能。由於室外的環境、空調的設備效率以及使用空間的

不同，冷氣設定的溫度每調高 1℃，大約可以節省冷氣

電力的 6%，台灣全國如果都響應的話一年就可以節省

大約 10 億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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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5 

 

 
圖 8-1 (圖片取自各縣市節電率[21]) 

 

 
圖 8-2 (圖片取自各縣市節電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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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綠能模型車實驗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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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選擇了使用太陽能電池與金屬燃料電池為

能源的雙綠能模型四驅車做實驗的架構，利用鹵素燈泡

模擬太陽光，研究太陽能板的發電功率變化。發現距離

越近，發電效果越好。並做金屬燃料電池能否有其他東

西代替鹽水。 

關鍵詞：太陽能板、金屬燃料電池。 

 

1. 緒論 

    自從工業革命崛起之後，人們大量的使用地球資

源，直到最近幾年，某些人們開始意識到地球資源是有

限制的，於是開始搶救地球所剩不多的資源，由回收資

源、生長快速的樹木以及再生資源為主，但是，能源資

源很難尋求到替代的能源，由某些知識份子開始研究有

哪些物品可以取代現有的能源，包括天然氣、石油、煤

礦等，其中以石油以及煤礦為主，目前以核能(核融合

反應)的發電廠來取代傳統的火力發電，但是核廢料(含

大量放射線)難以處裡，危險性也很高，核能爆發將會

使附近建築都夷為平地，而放射線污染更是會使那塊土

地久久不得以使用，所以人們開始尋求較安全以及環保

的能源產生方法。雖然這些替代能源產生的方式還是追

不上能源消耗的速度，至於什麼時候才能尋找到安全又

環保而且可以產生出巨大能源的方法？這個就不知道

了，也許往後會有人發現吧。希望各位可以愛惜資源。 

 

1.1研究動機 

在能源逐日匱乏的今日，除了我們日常慣用的石油

及天然氣之外，亦應開始思考使用其他能源的可行性。

在地球上，太陽可謂上天最大的恩賜，取之不盡、用之

不竭的太陽能除了為大地帶來珍貴的熱能之外，稍加巧

思，利用手邊唾手可得的材料，以及些許簡易的科學原

理，便能製作許多關於太陽能的物品。 

但是太陽能車缺點就是陰天時無法進行，因此我便

研究另一種綠能發電，金屬燃料電池，已讓在沒太陽時

也能操作，並以這兩個為題目進行研究探討。 

地球資源日益減少，石油價格日漸高漲，以台灣的

自然條件而言，太陽能發電是最理想的發電方式，也不

會造成污染，結合科技環保，達到節 省能源的方式，

透過太陽能車，了解能量的來源和運用，並了解太陽能

轉 換電能的原理。 

 

 

1.2研究目的 

我們常提及的太陽能，就是直接把陽光轉化成熱能

和電力，即是太陽熱能和光伏能。每 15 分鐘入射於地

球的太陽能，相當於目前全世界一年所需的商業能量，

但不幸地，我們沒辦法有效的利用這個能量，不管是傳

統科技或現代科技，大概都只用了輻射到地球太陽能量

的三萬分之一，其餘的能量大多被反射，輻射或變成了

風或波浪的運動形式而逸散。測試不同的時段之太陽能

板連接方式與實際測跑時，不同的車輪與水泥地接觸

時，所影響的速度與摩擦力。面對這次節能減碳的時代

來臨，能源產業以及技術的發展不但與人類的未來有極

大的關係，更直接牽連了國家經濟發展，目前世界各國

都在做節能減碳的政策，綠能產業的發展也因此而生，

讓這項展業成為了最受矚目的活動，隨著全球暖化問題

日益嚴峻及傳統能源加速耗竭，世界主要國家莫不將

「節能減碳」納為施政新思維。 

 

1.3 章文架構 

本文結構主要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主要

包括前言、研究的動機、以及研究目的的說明，第二章

為文獻回顧，內容包括太陽能板發展與應用太陽能板發

電的發訪與介紹，第三章為實驗方法，內容包括燈泡組

裝的步驟及鹵素燈泡的發電效果，及太陽能板串聯及並

聯的實驗結果，內容包括金屬燃料點池的發現效果及碳

鋅板的與鹽水的化學反應最後第五章針對研究進行結

論探討的發向。 

 

 

2. 文獻回顧 

2.1太陽能板的發展現況 

鑑於石油能源危機與環保意識的影響下，目前世界

各國均大力推動太陽電池產業發展，其中以日本最為積

極。行政院能源委員會也已經制定相關推廣政策，從

2000 年開始就有 4 家廠商投入預計量產發電用太陽

電池。 

由於住宅發電用途的需求增加，Reed Electronic 

Research 預估世界太陽能電池市場每年以 13%複合成

長，在 2003年將達到 11 億美元。而 PHOTOVOLTAIC 

Insider's Report 亦預估 1996~1999 年世界太陽電池模

組生產發電量每年均達到 20%的成長率。 

就太陽電池的種類而言，日本在 1998 年多晶矽太

陽電池生產量為 31.7MW，佔有率 65%，高居第一位。

多晶矽太陽能電池的價格比單晶矽便宜，且發電效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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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昇當中。日本 Fuji Chimera市場報告中指出，單晶

矽太陽電池在 1997~1998 年生產量曾因多晶矽的低價

競爭而下降 20%，且年成長率有下跌趨勢，反而多晶矽

以 12~18%穩定成長。 

 

2.2太陽能板的種類     

    太陽能電池的發電能源來自太陽光，而太陽輻射光

譜以可見光為主，波長能量，則大約在 0.3 到 4 電子

伏特之間，因此能隙大小在這個範圍內的材料，像矽

材，會具有比較好的光電轉換效率，主要可以分為單晶

矽、多晶矽和非晶矽三大類。 

(1)單晶矽太陽能電池：  

    單晶矽原子具有高度的周期性排列，光電轉換效率

較多晶非晶矽最高且使用年限較長，較適合於發電廠或

交通照明號誌等場所的使用。 

 

 
 

圖 2-1單晶矽太陽能電池 

 

(2)多晶矽太陽能電池： 

    因切割、加工過程較困難與轉換效率偏低，具有

製成簡單與低成本特點，常應用於低功率的應用系統

上。 

 
圖 2-2多晶體太陽能電池 

(3)非金矽太陽能電池： 

    由於價格最便宜生產數度也最快，常應用在消費

性電子產品上。 

 
圖 2-3非金矽太陽能電池 

 

2.3金屬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含有陰陽兩極，分別充滿電解液，而兩電

極間則為具有滲透性的薄膜所構成。燃料電池與一般電

池最大不同點：一般電池會因為化學材料耗盡就不再產

生電力，使用時間有限，而燃料電池卻可還原後重複使

用。金屬燃料電池又稱為鋅空氣燃料電池，是一種會呼

吸的電池。藉由空氣中的氧進入電池中，在正極上發生

化學反應，在反應過程中氧氣會被消耗，所以必須不斷

地從外部空氣中取得氧氣；而氧氣卻是自然界垂手可得

的一種物質，所以在 能源的成本上是非常便宜實用。 

另一部分反應的物質是金屬鋅，它參與電池中的負極化

學反應。在反應過程中金屬鋅會氧化成氧化鋅，並沉澱

在電解液中。只需收集反應後的氧化鋅，並將氧化鋅電

解還原成鋅，便可再生利用。 

 
3 車輛組裝 

    首先利用手邊可得的熱熔膠跟砂紙進行組裝零件

有以下 

 
圖3-1 車身的飛機板 

 

 
圖 3-2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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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直流馬達 

 

 
圖3-4輪子跟齒輪 

 
圖3-5碳鋅電池 

3.1 太陽能電池串並聯實驗方法 

 
圖3-6串聯 

 

用兩片相同的太陽能板,經由並聯(正接正,負接負),做測

量 

 

 
圖3-7並聯 

 

一樣用兩片相同的太陽能板,經由串聯(正接負,頭尾相

接),做測量 

 

3.2 太陽能電池串並聯實驗數據 

 

表3-1 電池串並聯比較表 

 V mA 

並聯 3.58 30.3 

電功率 0.049  

串聯 11.36 8.51 

電功率 0.055  

     

    二片太陽能板並聯時電壓會跟 1 片時差不多(1 片

時電壓是 3.68V，現在 2片時是 3.58V，兩者差不多)，

但電流卻提高了(1 片時電流是 14.9mA，現在 2片時是 

30.3  mA)！ 

    串聯時，電壓變高了(1 片時電壓是 3.68V，現在 2

片時是 11.36V)，但是電流跟 原本一片時稍小(1 片時

電流是 14.9mA，現在 2片時是 8.51 mA)。  

    太陽能板並聯或是串連雖然電壓和電流不同，但是

電功率卻是相近的。因此， 此裝置是要選擇串聯還是

並聯，是要看此裝置的用途需要的是大電壓還是大電流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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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太陽能電池照光發電效果實驗方法 

    準備捲尺、三用電表、太陽能板、500W太陽燈，

將太陽能板放置燈泡下開啟燈泡依序測量燈泡高度

5CM、10CM、20CM之變化將它記錄表格 

 

 
圖3-8 500W鹵素燈泡 

 

 

 
圖3-9 5cm發電效果 

 
圖3-10 10cm發電效果 

 

 
圖3-11 20cm發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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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實驗數據 

表3-2 距離太陽燈發電效果 

 V 

5CM 1.699 

10CM 1.689 

20CM 1.584 

     

    當太陽能板離太陽燈越近，功率越高；太陽能板離

太陽燈越遠，功率便越低。 

 

3.5酸鹼液體發電實驗發法 

    探討其他溶液是否能使發電車移動先調好鹽水、糖

水、醋，檸檬汁把電力連接組、電線、馬達分別裝好將

碳鋅片放入電力連接組將鹽水、糖水、醋，檸檬汁滴入

電力連接組開啟電源測量動力車所移動的距離，將它記

錄在表格內。 

 

圖3-12 測量照片 

 

3.6混合液體發電實驗數據 

 
表3-3 酸鹼液體發電效果 

 混合液 距離 時間 

第一次 鹽水 183cm 17sec 

第二次 糖水 0cm 0sec 

第三次 醋 0cm 0sec 

第四次 檸檬汁 0cm 0sec 

經過研究發現，只有鹽水才能和碳鋅片發生化學作用。 

 

5. 結論與建議 

5.1本文結論 

    燃料電池與一般電池最大不同點：一般電池會因
為化學材料耗盡就不再產 生電力，使用時間有限而燃

料電池卻可還原後重複使用。 利用燃料電池高效率低

汙染的特性，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替代現在只能使用一

次 就要回收的一般電池，不僅達到環保能源效果，更

能夠應用在不同的產品上，除 此之外也更省荷包。於

是我們將這電池應用在，救生設備、浮標。 

    鋅空氣電池，是一個電壓穩定且非常環保的新能

源。太陽能也是非常環保的綠能源，我將其運用在模型

車上，希望以後的玩具都能以綠能源為優先考量，這樣

就不在需要電池，也免了回收製照也可以減少很多成

本。 

 

5.2未來展望 

    在台灣方面目前生產太陽能電池的主要廠商有光

華、茂迪和士林電機等公司，主要應用在消秏性電子產

品和太陽能電池為主，士林電機於1999年利用太陽能電

池板的製造和封裝技術，成功發射中華衛星一號，希望

之後能更進一步投入民生用途。 

太陽能電池發展朝輕、薄與高效能發展，故太陽能

電池未來的發展是值得期待的。 

    1990s，Ballard 及工業界組織在電池組技術上突 

破，使燃料電池功率密度大幅提升，幾乎與傳統 內燃

機相抗衡。 公司在2001年商業量產一

款如洗 衣機大小的小型家用、安靜、高效能環保發電

機 HomeGen 7000，屆時只要接上家用天然瓦斯， 即

可提供住家用電需求。未來燃料電池將朝多方面、低

價、安全、潔淨等 方面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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