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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夏
季尖峰負載過高的問題將成為台灣走向綠色能

源與非核家園的主要障礙，利用儲冰系統移轉

夏季尖峰用電應是一種可行的方法，而傳統儲冰系統

由於使用固液相變化材料作為儲冷介質，其儲能密度

低，因此存在著體積過大、結冰熱阻變大與熱交換器

冷縮熱脹毀損等問題 ;而吸附式或吸收式等熱驅動儲冷

系統，則可利用液氣相變化材料作為儲冷介質，大幅

提升儲冷密度，且在室溫下可穩定保存，故極有機會

能改善傳統儲冰空調的問題。根據大部份文獻之實際

測試結果指出，目前熱驅動儲冷系統只能有200∼400 

kJ/kg的儲能密度，其低於理論值原因，在於其使用

100℃以下再生之吸收 /吸附劑，吸收效果較差，造成

建置成本較高與體積過大等問題，使得熱驅動式儲冷

系統目前仍無法與傳統儲冰系統競爭，未來若可開發

適合之離子液體材料應用於吸收式儲冷系統，提升吸

收效果且不會有結晶與金屬腐蝕等問題，將可改善傳

統吸收式儲冷系統之缺點，同時利用離子液體可流動

性之優勢，將可應用於大型儲能系統中。而吸附式儲

冷系統方面，若能以高吸附量低溫再生有機金屬骨架

材料 (MOF)做為吸附劑，再藉由鹽類等吸收劑改質成

孔洞內富含鹽類之複合材料，亦可大幅提升吸附式儲

冷之應用性，其理論儲冷密度將可高達到約600 kJ/kg，

但因固態吸附劑較無法流動，故適合應用於小型或是

分散型儲冷系統中。本研究提出高效率高穩定性的熱

泵附合吸附式儲冷系統，將可大幅提升熱驅動儲冷系

統穩定性與性能，進而提高市場競爭性。

關鍵字 : 儲冷系統、熱驅動空調、移轉尖離峰用電

一、前言

台灣與國際並肩，逐步走向綠色再生能源與非核家

園，然而綠色再生能源最大的問題即是不穩定性，台

灣夏天尖離峰用電量差異極大，如果再生能源無法即

時補足尖峰負載量，很容易造成跳電或缺電危機，其

中一種撫平用電曲線與儲存再生能源的方式即是使用

儲冷系統，利用離峰時的電力進行儲冷，並於尖峰時

以微電的方式釋冷，將可解決夏天尖峰負載過大之問

題，根據統計國內民生空調用電負載量佔比高達40%，

工業用電則約13%是使用在空調上，故成為夏季尖峰

負載飆高的主因，而儲冷系統將是未來可能的解決方

式之一。

物理吸附式儲能系統因為是使用液態到氣體的潛熱

值，較傳統固態到液態潛熱儲冷系統的儲能量多二倍

以上，故近幾年備受關注，此外能以室溫保存液態冷

媒 (通常是水 )更是一大優勢。另一方面，擁有儲冷

(熱 )設備之空調系統，其對於再生能源或是負載波動

很大的狀況下，都能有較穩定的效果。熱驅動儲冷系

統即是物理吸附式儲能系統之一，透過液態水在真空

條件下蒸發帶走熱能，即可製造出15℃的冰水。然而

目前吸附式儲冷 (熱 )系統所遭遇的問題，即是結構複

雜、熱質傳效果不佳，COP都在0.4∼0.7之間，實際

雛型機運作時，其儲冷密度並沒有如理論計算值高，

約只在200 kJ/kg∼400 kJ/kg之間，若換算成系統體積，

並沒有比傳統儲冰系統下降太多，探究其原因，可能

是低溫再生下，吸附劑的動態吸附容量並不夠突出，

導致冷媒儲存量不足，故未來可透過新型材料的開

發，使儲冷系統進入下一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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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收式儲冷系統 

傳統吸收式製冷系統的原理是利用液態吸濕材料 (吸

收劑 )，如氯化鋰 (LiCl)等鹽類 (N. Yu et al., 2015)，吸收

空氣中的水分 (冷媒 )，協助降低蒸發器的蒸氣壓，讓

液態水持續蒸發而製冷，吸收劑再生時，可使用太陽

能熱能或是廢熱源，使吸收劑中的水分 (冷媒 )在發生

器中脫離出，並在冷凝器上凝結成液態水而回到蒸發

器中，完成一循環，當吸收式製冷系統應用於空調儲

冷系統時，則系統可簡化成兩個元件槽體，分別為蒸

發器 (冷凝器 )與吸收槽 (再生槽 )，隨著儲冷或釋冷狀

態進行切換，如圖1所示，意即當離峰或是有多餘熱

源時，再生 (Charge)吸收劑並儲存吸收劑與冷媒水 ;於

尖峰或是負載需要時，持續放出 (Discharge)吸收劑吸

收冷媒水進行製冷，系統會根據使用的時間，儲存相

對應的冷媒水與吸收劑 (液態吸濕材料 )，因為都為液

態，故可反覆使用液態泵使其流動，讓冷媒水與吸收

劑有充份且均勻的接觸，熱交換的區域也可被限定在

一固定大小的熱交換器腔體中，有利於大型系統的配

置與操作。相較於傳統吸附式儲冷系統，因其吸附劑

不具流動性，故每顆吸附劑都需利用較大面積之熱交

換器提供再生熱量，因此系統的建置成本與體積會上

升許多，因此在商辦等大型儲冷系統中，吸收式儲冷

系統將會比吸附式儲冷系統更加具有優勢。

根據Gang Li et al. (2012)的分析統整，眾多鹽類

都已經被提出研究，其中包含MgCl2、Na2S、SrBr2、

MgSO4、CaCl2、LiBr與LiCl等，各吸收溶液之單位儲

冷密度會根據再生溫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圖2所

示，大部份吸收式之儲冷密度都比吸附式高，其原因

為吸收溶液對水的吸附容量較大，近年來有更多的

實驗證實吸收式儲冷系統的實際運行能力，而Gang 

Li 等人認為，在低溫再生狀態下，擁有較高儲冷密

度的LiCl材料是相當具有優勢，在儲冷理論計算中，

通常需要評估吸收劑與冷媒水的重量，再根據不同再

生熱源溫度、冷凝器溫度等操作參數進行評估計算，

例如LiCl吸收劑的操作濃度範圍通常介於40∼55％

之間變化，所以每公斤的濃吸收溶液 (濃度55%)約可

吸收375g的冷媒水，變為稀吸收溶液 (濃度40%)，而

水的蒸發潛熱約2260 kJ/kg，因此理論儲冷密度可達

616 kJ/kg (稀溶液吸收劑 )與傳統儲冰系統單位儲能

量最高333 kJ/kg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優勢。然而在

目前的所有文獻當中，針對低溫再生儲冷系統實驗，

仍未有超出400 kJ/kg以上的實驗數據，代表著吸收式

儲冷系統，在實際應用上還有許多操作限制尚須突破

與克服。

圖2 不同再生溫度下之各吸收劑儲冷密度 

 (Mugnier, D., amd Goetz, V., 2001)

圖1 吸收式儲冷系統示意圖 (Zhang X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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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式儲冷系統最大的缺點就是鹽類吸收劑對金屬

材料都具有腐蝕性，必須使用特殊抗腐蝕的熱交換

器，造成熱交換器成本上升與熱傳效果下降，且運行

時吸收劑需避免結晶現象產生、蒸發溫度不能太低等

缺點 (趙杰等，2009)。所以在高性能吸收式製冷系統

的發展過程中，研究人員一直期待在吸收劑材料能有

所突破，而離子液體材料有機會成為解決傳統吸收式

製冷 (儲冷 )系統問題的關鍵材料，由於離子液體幾

乎沒有蒸汽壓、呈液態的溫度區間大、無結晶及腐蝕

性、穩定不易燃、室溫下可流動等特性，滿足各項吸

收式製冷 (儲冷 )的基本要求，未來在下世代吸收式製

冷 (儲冷 )系統更具發展潛力。

三、吸附式儲冷系統

吸附式製冷與吸收式的差別，在於是使用固態吸附

劑吸附蒸發器中的水蒸氣，將吸附劑是覆載於熱交換

器上，所以再生時熱水透過熱交換器直接傳給吸附

劑，以雙吸附塔切換操作，一塔進行再生脫附，一

塔進行吸附製冷。以儲冷模式進行運作時，同樣可簡

化系統元件，以單一吸附塔搭配蒸發器 /冷凝器，切

換吸附與再生，完成儲冷與釋冷程序，系統示意圖如

圖3所示，因為吸附床無法像吸收式系統之吸收溶液

可以流動，所以必須使用相當大面積之熱交換器分布

於整個吸附床，因此如果應用於大型儲冷系統，所需

吸附槽與熱交換器體積就會增加許多，且整個吸附槽

都須為冷媒預留質傳通道，更使得整體的系統體積比

吸收式系統大很多。目前傳統吸附式系統所使用的吸

附劑為矽膠，其在90℃再生溫度下，動態吸附量約只

有17wt% (Gang Li et al., 2016)，所以1 kg吸附劑的理

論儲冷系統最高僅約384 kJ/kg，故大部分學者朝向複

合式吸附劑研究，也就是利用鹽類吸收劑固著於吸附

劑的孔洞中，一方面可避免含鹽類吸附劑結晶，一方

面含鹽類吸附劑之理論儲冷密度可以更高，且鹽類吸

收劑的成本便宜。學者Angelo Freni et al. (2016) 以更嚴

謹的方式模擬分析各吸附劑與複合吸附劑的理論儲冷

密度，如圖4所示，可以看出LiCl-Silica含鹽類複合吸

附劑與甲醇 (冷媒 )配對的系統儲冷密度最高，可達到

630 kJ/kg，雖然甲醇的蒸發潛熱僅1109 kJ/kg，約為水

2266 kJ/kg的一半，然在冷凍冷藏應用上為常見的冷媒

之一，未來也可針對甲醇冷媒之儲冷系統進行深入研

究。吸附式儲冷系統因為可以常溫保存，故緯度高或

是氣候變化大的國家，也有不少研究於季節變化等長

時間儲能系統應用，也就是將秋冬多餘的熱能回收，

於春夏天放出釋冷。

圖3 吸附式儲冷原理圖 (Yu N et al., 2014)

圖4 不同複合吸附劑與工作對之理論儲冷密度比較圖 

(Angelo Freni et al., 2016)

在實際雛型系統測試中，Valeria Palomba (2017) 等人

使用AQSOA FAM Z02沸石，製作出吸附式製冷 /儲冷

系統雛型機，實驗結果顯示再生溫度90℃、蒸發溫度

10℃、冷凝溫度30℃時，其儲冷密度約為244 kJ/kg與

模擬結果相近，但在系統體積上並沒有較傳統儲冰系

統具有優勢，因此新型吸附劑的開發將會是未來技術

突破的主要關鍵。除了與鹽類吸收劑形成複合吸附材

料外，新型高比表面積之金屬有機骨架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MOF)，也具有相當發展潛力，由於金屬

有機骨架具有孔洞大小可調控性、極高比表面積與高

冷媒吸附量，因此近年來備受學者重視，然而目前金

屬有機骨架存在著吸脫附穩定性不佳與成本過高的問

題，正等待著各國學者們的技術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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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熱驅動儲冷系統整合

在系統使用方面，配合吸收式與吸附式等熱驅動製

冷系統的特性，可以在尖峰時，直接使用太陽能集

熱器驅動吸附式製冷，但因為太陽能供應不穩定而無

法確保系統穩定，故可於離峰時，利用工廠廢熱或是

直接使用熱泵系統對熱驅動儲冷進行儲冷，並於尖峰

時，將吸附式儲冷系統釋出冷能，以輔助白天太陽熱

能驅動製冷系統，解決再生能源不穩定之問題，或單

純做為尖離峰空調用量之移轉，系統運作概念與美國

Ice Energy公司推出的 Ice bear儲冷系統概念相似，如圖

5所示，儲冷系統自己有壓縮機於離峰時進行製冰，

並增加二次側盤管於舊有建築中，尖峰時釋出冰水於

盤管中產生冷氣，吸附式製冷如果體積具有優勢，可

結合雙效熱泵完全取代此系統。由於熱泵產熱的COP

高達3以上，最高溫度為80∼90℃，可用於離峰時再

生吸附劑，且其蒸發器的冷源如果能保持15∼20℃，

也可提供給熱驅動儲冷系統再生時之冷凝器使用，以

提高儲冷的效率，COP可大於0.7，尖峰時熱泵關閉，

讓水被吸附與蒸發製冷，提供二次側冰水。固態吸附

式儲冷系統適合應用於小型且分離的辦公大樓，可以

窗型或分離式冷氣方式逐戶安裝，以理論儲冷密度而

言，其體積可望下降。

圖5 小型吸附式儲冷系統運轉示意圖

五、結論與建議

台灣總電力約有30%使用在空調設備上，夏天尖峰

負載更是因空調設備用電所致，因此如何利用離峰便

宜電力進行儲冷系統，有效轉移尖離峰用電量，將可

使用戶、電廠與環境保護達到三贏的可能，目前傳統

儲冰系統皆使用相變化材料 (或水 )進行儲冰，其潛熱

值最高僅能333 kJ/kg，造成體積過大，且有熱傳效果

不佳與結冰膨脹損害等問題，長期反覆儲冰與釋冰對

系統硬體的耐久性也是一大考驗 ;而熱驅動儲冷系統，

則使用吸附劑與吸收劑吸附蒸發器中的冷媒 (或水氣 )，

在真空狀態下進行蒸發製冷，其蒸發潛熱可高達2260 

kJ/kg。其優勢就是可以使用廢熱進行儲能，配合工業

區的時間電價與契約容量限制，有利於場域整體冷熱

能源的規劃，如果應用於民生空調系統中，較能低成

本且穩定使用的熱源為熱泵的廢熱，然目前熱驅動儲

冰系統最大的問題是低溫熱源再生下 (50∼90℃)，冷

媒吸附量並不高，導致目前實際熱驅動儲冷系統之儲

冷密度並沒有比傳統儲冰系統高很多，雛型實驗中仍

未有超出400 kJ/kg以上的數據，雖然可以使用，但

是儲冷系統體積依然龐大，因此未來若能持續投入開

發可低溫再生之離子液體吸收劑與新型MOF吸附劑，

當80℃以下可充分再生吸收劑或吸附劑時，將可有效

縮小系統體積、亦因可常溫儲存冷能、不會有熱交換

器熱脹冷縮與冰霜處理問題，系統壽命長，進而取代

傳統儲冰系統，此外搭配使用高效率熱泵系統做為熱

驅動儲冷系統之熱源，於離峰時以電力熱泵系統進行

儲冷，熱泵的冷端可當作熱驅動空調的冷凝用水提高

COP，或是配合相變化材料儲冰系統使用提高系統能

源效率，將可解決台灣尖峰負載量過大的問題，而吸

收式系統因為可流動特性，較適合應用於大型儲冷系

統，吸附式系統不怕震動與低噪音特性可應用於小型

儲冷系統，市場未來性非常龐大，值得台灣學界與業

界持續投入。全文原發表在台灣能源期刊，本文為作

者增修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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