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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吸
附式製冷因為可利用太陽能或是廢驅動進而製

冷，近年來備受關注，也是綠建築未來關鍵空

調設備之一，但是在50~70℃低溫熱源再生條件下，

如果吸附式製冷的冷凝器溫度為28~33℃，吸附式製冷

系統的冰水出水溫度也只能保持約16~18℃，在再生

熱源無法提高的前提下，改善冷凝器的冷卻水將是解

決之道，因此本研究使用22℃潛層溫度當作冷凝器冷

源，使吸附式製冷系統可在低溫50~60℃的再生條件

下，製造出約15℃的冰水，與30℃冷卻水相比，潛層

溫能冷卻水可以提高吸附式製冷熱COP約50%。另一

方面，利用吸附式製冷製造的冰水當作傳統壓縮式冰

水主機之冷凝器的散熱冷源，可大幅提高空調系統整

體的效能約52%，與單純淺層溫能結合壓縮機系統相

比，可提高約33%效能，對於容易取得潛層溫能與太

陽能熱水的別墅型綠建築，使用吸附 -壓縮複合式空

調系統將為最佳配置法。

關鍵字 : 潛層溫能、吸附式製冷、吸附 -壓縮複合式

系統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dsorption chiller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they can be driven by solar energy or waste. 

It is also one of the critical air-conditioning equipment 

for green buildings in the future. I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adsorption chiller condenser is 28~33℃,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hilled water outlet of the adsorption chiller can only 

achieve at about 16~18℃. Improving the condenser’s 

cooling water of the adsorption chiller will be the key 

method because the regeneration heat source’s limited. 

Th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with 22℃ is used as the 

cooling source of the condenser. �e adsorption chiller can 

produce chilled water of about 15℃ under the regeneration 

condition of low temperature 50~60℃. Compared with 

the 30℃ cooling water, th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cooling water can improve the COP of adsorption chiller 

by about 50%. On the other hand, using the chilled water 

produced by the adsorption chiller as the cooling source of 

the condenser of the traditional compressed chilled water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by about 52%. Compared with 

the simpl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ssor system, the energy efficiency can be improved 

by about 33%. The adsorption-compression hybri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ill be the best choice for villa-type 

green buildings that can easily obtain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and solar hot water.

Keywords: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adsorption-
compressed hybri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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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太陽能驅動吸附-壓縮式空調系統[8,9]

有其他的學者提出使用壓縮機本身的廢熱驅動吸附

式製冷，再利用此冷能增加壓縮式系統冷凝器的過冷

度，例如Andrej Gibelhaus等人 [10]用二氧化碳雙效熱

泵系統的廢熱，驅動吸附式製冷，並利用此冷能提升

二氧化碳雙效熱泵的冷凝器之過冷度，進而使系統能

效提升22%。因為是回收壓縮機的廢熱並應用於冷凝

器，所以吸附式製冷的冷能與壓縮機冷能的比例下降

至0.84，整體系統成本將可降低，其他類似的複合式

系統 [11,12]也可以在文獻中看到，代表複合式系統已

成為未來研究的趨勢。然而，目前遭遇到的關鍵問題

還是在低溫再生條件下，吸附式製冷的COP過低，進

而使得系統體積過大，成本上升。

降低吸附式製冷之冷凝器的溫度，進而使再生能力

增加，還有利用冷卻水帶走吸附時的吸附熱，都有利

於提升吸附劑的性能 [13]，系統整體的COP也會獲得

提升，吸附劑吸附水氣時，會因為產生凡德瓦爾力而

放出吸附熱，使自身的溫度升高，但是低溫下的吸附

能力較佳，凡德瓦爾力也會越強，因此溫度升高，會

使吸附能力下降，所以有效的帶走吸附熱，將會是吸

附能力提升的關鍵，越強的吸附能力，代表可達到的

真空度越高，冰水溫度也可以越低。另一方面，再生

時脫附的高溫高壓水氣，會往相對低溫低壓的冷凝器

移動，此驅動力，決定吸附劑再生的能力，如果無法

一、前言

冷凍空調設備的電力消耗在各大領域一直在前三

名，在建築耗能方面，更佔了40~50%的能耗，面對

未來碳中和與綠建築市場的國際發展趨勢，空調系統

的能耗改善勢必為重點研究方向之一，在眾多的空調

研究領域中，吸附式製冷系統因可以使用太陽熱能或

是廢熱驅動 [1~3]，所以吸引了許多研究學者的注意，

其運轉原理是利用液態水 (冷媒 )，在真空腔體中進行

蒸發，使溫度下降至5~18℃，蒸發出來的水蒸氣再利

用吸附劑吸附，保持腔體的真空度，進而使冷媒持續

的蒸發，然吸附劑會因為吸附水蒸汽慢慢飽和而失去

吸附能力，此時會採用雙塔結構，切換到另一塔並繼

續吸附水氣，保持蒸發製冷效果，而吸附飽和之吸附

塔則在內部熱交換器中通入熱水，使吸附劑中的水氣

脫附再生，並在冷凝器中凝結成液態水，完成一冷媒

循環，但因與傳統蒸氣壓縮式系統相比，吸附式製冷

COP(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偏低，因此造成同樣冷

能能力的狀態下，系統體積大、系統成本較貴，故到

目前為止，吸附式製冷都無法完全取代蒸氣壓縮式系

統，但是熱驅動特性，還是讓此系統持續地被精進地

研究中。

通常民生與商業建築使用的熱水溫度都不會超過

90℃，在此再生溫度下，吸附式製冷的冰水溫度約在

13~18℃[4]，因此近年來有學者使用複合式系統，把

吸附式製冷製造出來的冷能，對傳統蒸氣壓縮系統的

冷凝器進行冷卻，大幅提高壓器壓縮系統的能力，如

圖1所示，Giuseppe E.Dino等人 [5]以實驗方式，對

吸附 -壓縮式空調系統進行研究，由結果顯示複合式

系統能效可比單純壓縮式系統提高15~25%。Salvatore 

Vasta等人 [6]同樣架設吸附 -壓縮式系統，當壓縮式系

統的冷媒為R-410A時，系統最高COP可以達到8，效

率提升約25~50%，進一步對不同天然冷媒也進行模擬

分析，其性能提升效果卓越。Syed Muztuza Ali等人 [7]

呈現一個新型的吸附 -壓縮是複合系統，產生冷能的

同時，還可以進行海水淡化，整體效益會比兩個各別

的系統高。Mohaned G. Gado等人 [8]理論分析了吸附 -

壓縮式空調系統的能量平衡與經濟可能性，當吸附式

製冷的冷能是壓縮式系統冷能的1.33倍時，能耗可減

少62.5%，且回收年限約9.65年，此案例是同時使用

太陽能發電系統驅動複合系統中的壓縮式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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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脫附水氣，即無法在下一次進入吸附階段時，完

整呈現吸附劑的吸附能力，在再生溫度有限制的狀態

下，如果能降低冷凝器的溫度，亦可提升吸附劑再生

能力，進而使整體性能得到提升。

而吸附時的冷卻水與再生時的冷凝器來自於同一個

冷卻水系統，兩個熱交換器是串連的，因此冷卻水

的溫度，將會大幅的影響吸附式製冷系統的性能。S. 

Rosiek和F.J. Batlles [14]用潛層溫能取代冷卻水塔，應

用於太陽能驅動吸收是製冷系統，潛層溫能來自於地

下20公尺的土讓與地下水溫度，常年保持約22℃，相

對於當地外氣25~28℃，吸收式製冷因為冷卻水溫度下

降，加上不需要使用冷卻水塔浪費水資源與補水，整

體的節能量達到31%。但是此篇文獻的外氣與潛層溫

度差距不是很大，所以效果不算明顯，在台灣 [15]，

潛層溫能與外界的溫度差距非常大，且台灣是高溫高

濕的環境，冷卻水塔是靠蒸發冷卻進行降溫的，但是

高濕的環境會使冷卻水塔降溫效果受限，在夏天冷卻

水塔的溫度常常在30~32℃之間，如果使用此溫度的

冷卻水，將會使吸附式製冷的效能低。另外潛層溫能

可以來自於湖泊、地下水或是建築筏基水 [16]，對別

墅型建築而言容易取得，且量體充足，所以別墅型建

築空調，非常適合使用吸附式製冷與潛層溫能散熱系

統。

以溫度梯度的串聯概念，先以22℃前層溫能提升吸

附式製冷的性能，而製作出16℃的冰水，接著對蒸氣

壓縮式主機的冷凝器進行散熱，在高效率的作功下，

使冰水溫度達到7℃，並充分利用天然資源，使能源

使用達到最大化效率。

圖2、壓縮機廢熱驅動吸附-壓縮式空調系統[10]

本研究以實際場域進行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

式製冷應用於冰水主機散熱商業化的吸附式製冷系

統，首先先對德國吸附式製冷系統商品進行性能測

試，利用不同冷凝器溫度，了解潛層溫能對於吸附式

製冷系統性能之提升，接著使用太陽能熱水與潛層溫

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之冰水，對壓縮式冰水主機之

冷凝器進行散熱，取代傳統冷卻水塔，並與單純潛層

溫能對壓縮機冰水主機散熱系統進行比較，分析吸附 -

壓縮式空調系統的優勢。

二、實驗系統架設

2.1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

圖3顯示了吸附式製冷的運作原理，通常採用雙吸

附床結構，一床進行吸附，一床進行再生，蒸發器

以滿溢式浸泡在水冷媒中，水冷媒因為在真空的環

境下，碰到蒸發器內溫度較高的冰水回水會開始蒸

發，進而帶走冰水回水的熱量，產生7~18℃的冰水

出水，供給現場氣側空調使用，冷媒蒸發後會使蒸發

器腔體內的壓力上升，便無法持續在低溫下把剩下的

液態冷媒蒸發，因此使用吸附床，把冷媒水蒸氣吸

附，因為吸附的過程中會放出熱量，所以吸附床內

部會有熱交換器通冷卻水進行降溫，冷卻水的溫度通

常是18~35℃，吸附床會趨於飽和，當吸附能力下降

時，將切換另一吸附床持續吸附，而飽和的吸附床則

切換內部熱交換器的水路，通入0~90℃的熱水加熱

吸附床，使吸附劑進行脫附再生還原，脫出的水蒸

氣，會進入系統的冷凝器，透過18~35℃的冷卻水冷

凝回液態水，最後排回蒸發器，完成循環。理想的吸

附式製冷系統循環如圖4所示，更多細部解說可以參

考文獻 [17]，吸附式製冷系統理論COP (Coeffici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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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如式 (1)所示 :

COP = η ⋅ ε = 
Qevap

QH
 =  (Tde – Tcond)

Tde
 ∙ Tevap

(Tad – Tevap)
 (1) 

  QH是輸入吸附式製冷的熱能，而Qevap是蒸發器產

生的冷能，Tde是再生的溫度，Tcond是冷凝器的溫度，

Tad是吸附床的溫度，Tevap而則是蒸發器的溫度。其中

吸附劑的吸附溫度 (Tad)與冷凝器的溫度 (Tcond)都與冷

卻水有關，且由式中即可發現，冷卻水溫度越低，理

論COP可越高。

圖3、吸附式製冷運作原理

圖4、理想吸附式製冷系統循環[17]

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的熱源可以來自太陽能或是廢

熱，以民生別墅型建築而言，太陽能熱水系統具有

一定程度的競爭性，真空管太陽熱水系統產生的熱水

最高可以達到90℃，本研究在別墅型建築之屋頂與屋

簷，裝設19組真空太陽能集熱管，每組產生0.7~0.8 

kW的熱能，所以總熱量約13~15 kW，在台灣，等

效太陽能日照時間約3~4小時。然而，吸附式製冷

在50~90℃熱水溫度與28~32℃冷卻水溫度之操作環境

下，系統COP約只有0.3~0.5，因此在熱源受限的狀

態下，下降冷卻水溫度是有效的改良方式，文獻顯示

吸附式製冷系統在低溫冷卻水的操作環境下，系統的

COP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5, 6, 8]。

一般來說，吸附式製冷系統都會使用冷卻水塔產生

低溫冷卻水，冷卻水塔的原理是蒸發冷卻產生冷卻

水，但是在台灣夏天高溫高濕的狀態，冷卻水塔的蒸

發冷卻能力極差，因此水溫都在30~32℃之間，即代

表吸附式製冷吸附床的溫度可能高達35℃，如圖5顯

示，如果吸附劑吸附時的溫度從35℃下降到25℃，吸

附性能約可提升40~50％，因此保持在低溫狀態，對

於吸附劑的吸附性能而言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再生

階段之冷凝器也使用冷卻水，冷凝器溫度越低，與再

生端吸附床的壓差就越大，即可使更多的水氣脫附，

脫附階段如果水氣脫附的越完全，吸附階段即可達到

更低的真空度，進而達到更低溫度的冰水出水溫度。

圖5、矽膠吸附劑吸附性能圖[18]

潛層溫能被視為天然的再生能源之一，通常是指深

度超過3 m的常溫能源層，可以是土壤、地下水、湖

泊或是筏基水，因為未接觸太陽與外氣，所以長年保

持一定的溫度，隨著季節變化溫度變化小，因此可以

在夏天當作冰水主機散熱之冷源，潛層溫能的特性就

是被加熱後，會自動恢復到原始的溫度狀態，但也代

表者，潛層溫能是需要間接式運轉的，不能持續的對

其供給能力，不然與散熱端的溫差將會縮小，進而失

去意義，如果是流動的地下水，將可大幅改善潛層溫

能的運轉時間，本研究利用別墅型建築25m深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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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當作冷卻水，抽出後對冰水主機或是吸附式製冷系

統進行散熱，接著打回地下水層的下游端，如此即可

保持地下水的水位，且確保地下水的溫度不會受到回

水的影響，而流動的地下水，就可保持一定的溫度，

可以連續的運轉，本研究的示範場域之地下水溫為

22℃，與外氣30~32℃相比，有趨近10℃的溫差，在

夏天，取代因為高溫高濕而效率差的冷卻水非常具有

優勢。

圖6為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圖，

本研究使用太陽能熱水當作驅動的熱源，溫度約

50~70℃，冷卻水使用潛層溫能，溫度約22℃，製造

出來的冰水儲存於冰水桶槽中，溫度約16~18℃，所

有溫度量測點都以資料紀錄器以每秒紀錄運轉過程中

溫度的變化，吸附式製冷系統是德國 (SorTech)公司的

商品機，吸附劑為矽膠，在冷卻水為30℃時，可低溫

50℃驅動，但型錄資料顯示COP會僅剩0.2~0.3，本研

究會以22℃潛層溫能取代冷卻水，可望使系統COP回

到0.5以上。

圖6、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製冷系統配置圖

2.2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冰水主機散熱

在夏天，冷卻水塔因為高溫高濕的環境散熱不良，

因此冰水主機的能耗都較高，另一方面，因為夏天

的日照時間長且劇烈，太陽能熱水的效率較好，而

一般民眾在夏天使用的熱水量也較低，因此可以充

分利用此多餘的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並製造出

16~18℃的低溫冰水，對冰水主機的冷凝器進行降溫，

大幅提高冰水主機的能效，潛層溫能約22℃，雖然也

可以直接對冰水主機進行散熱，但是散熱效果並沒有

吸附式製冷系統高，且以能量的觀點分析，太陽熱能

可以充分地被利用，且冷端也以溫度梯度的概念降溫

至最低7℃的冰水供給，符合能源使用效率的原則，

系統配置圖如圖7所示。冷熱水桶可同時供給別墅型

建築一天的冷熱源所需。

圖7、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

冰水主機散熱配置

三種COP可以表示實際系統的能力，一種為熱

COP，標示為COPth，為輸入熱量產生多少冷能的表

示方式，主要針對吸附式製冷系統，另一種為電力

COP，標示為COPel，為輸入電力產生多少冷能的表

示方式，主要針對冰水主機的能效，本研究會以這兩

種COP對系統進行評估，進而比較改善與節能的比

例，如式 (2)與式 (3)所示。
Thermal COP: COPth

Cooling capacity kW
Thermal injection kW

(2) 

Electricity COP: COPel
Cooling capacity kW
Electric power kW

(3)

三、性能測試與分析

3.1太陽能與潛層溫能驅動吸附式製冷系統

首先驗證潛層溫能對吸附式製冷系統的影響，通常

在民生系統使用的熱水，只是用來洗澡、洗碗與暖房

使用，因此不會讓熱水溫度過高，幾乎都保持在

50~70℃之間，如此低溫的熱水，用來驅動吸附式製

冷，其COPth會偏低，因此本研究在固定再生溫度條

件下 (52℃)，透過冷熱水路混合調控冷卻水的溫度，

測試使用潛層溫能取代吸附式製冷的冷卻水塔之效

果，其結果如圖8所示，此測試條件的冰水回水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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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8~20℃，而吸附式製冷冰水出水溫度為14~17℃，

當再生溫度為52℃，冷卻水溫度為30℃時，製冷能力

約1.5 kW，當完全關閉熱水混水開關，以純22℃潛層

溫能當冷卻水時，同樣在再生溫度52℃時，製冷能力

可以提高到 3.3 kW，且COPth可以從 0.18提升到

0.42，證明冷卻水對於吸附式製冷性能的提升非常重

要，低溫的冷卻水不僅可以有效帶走吸附時放出的吸

附熱，進而維持吸附劑的吸附能力，較低的溫度更可

使吸附床的相對濕度提高，加強吸附的能力。另外，

低溫冷卻水也可以讓再生階段之脫附床與冷凝器的壓

差加大，增強再生效果，所以冷卻水溫度對於低溫再

生下的吸附式製冷影響巨大，文獻 [6]也指出，再生

溫度在80℃以下時，如果冷卻水可以保持25℃，其

COPth性能差距不大，代表低溫再生的狀態下，冷卻

水的影響力相對較大。

圖9顯示出不同熱水入口溫度對吸附式製冷性能的

影響，可發現製冷能力隨熱水溫度上升而上升，且上

升幅度稍微比冷卻水溫度降低而提升的製冷能力大，

代表再生溫度還是直接影響冰水的製冷能力，但是由

COPth可發現變化並沒有改變冷卻水溫度來的大，因

為輸入的熱量變多，產生的冷能量也約略是等比例上

升，所以對於系統的COPth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但

再生溫度對吸附式製冷系統的製冷能力影響大，高的

再生溫度可以確保吸附劑完全再生，有較好的吸附能

力，進而達到較低的真空度，因此以體積的觀點來

看，高溫再生還是具有必然的優勢。然而實際使用

此系統於別墅型建築時，因為熱水的溫度通常不會太

高，長年平均約50~55℃，因此在此再生溫度的限制

下，必須使用潛層溫能，讓冷卻水溫度下降到22℃，

才能有效的讓吸附劑再生，別墅型綠建築特別適合使

用此種配置，達到空調近零耗能的目的。當高太陽充

足時，也代表建築空調負荷加重，吸附式製冷可以輔

助冰水主機系統的散熱，提升冰水主機的能力。

3.2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冰水主機散熱測試結果

本實驗中，吸附式冰水機固定不變的實驗參數為

熱水流量20 LPM、冷卻水流量60 LPM、冷卻水溫度

22℃、冰水流量20 LPM、吸附 /脫附時間10 min，冰

水主機固定不變的實驗參數為冰水主機之冰水入水溫

圖8、不同冷卻水入口溫度對吸附式製冷性能影響

圖9、不同熱水入口溫度對吸附式製冷性能的影響

度12℃、冰水出水溫度9℃、冰水流量18 LPM。

圖10為在不同熱水溫度的條件下，吸附式串聯壓縮

式冰水主機之冷卻水與冰水水溫隨時間的變化，由圖

可觀察到冷卻水水溫先降後升的情形，表示在製冷期

間初期，吸附式冰水機提供的製冷量大於雙效熱泵的

排熱量，使冷卻水水溫快速下降，到製冷期間經過3

分鐘時，因吸附式冰水機的製冷特性使冷卻水水溫開

始上升，說明其製冷量小於雙效熱泵的排熱量，此時

可切換另一塔，持續提供冷能，讓壓縮式冰水主機保

持良好的散熱狀態。圖11為複合系統在不同熱水溫度

驅動下之電力COPel整理圖，當熱水溫度由63℃上升

至77℃時，電力COPel持續上升，其最大值為4.06，

因為吸附式製冷的冰水溫度可以從16℃一路下降至

13℃，幾乎與壓縮式冰水系統的回水溫度相同，所以

COPel大幅的上升，但是要在民生系統中找到70℃以

上的熱源較難，只有工業較有機會找到70℃以上的廢

熱，這也代表工業用的冷卻水塔，有機會使用廢熱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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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吸附式製冷系統進行散熱，大幅降低工業冰水主機

的能耗。

表1為不同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壓縮式冰水

主機散熱實驗數據整理，冰水主機使用28~30℃冷卻

水塔散熱時的能耗較高，COPel約2.06，因為為較老

的主機，所以本身COPel就偏低，如果使用22℃的潛

層溫能進行散熱，則COPel上升到2.36，潛層溫能約

可使冰水主機的性能提升14%，而利用太陽能熱水的

廢熱驅動吸附式製冷的話，在63℃時，可產生約15℃

的冰水當作冷卻水，所以壓縮式冰水主機的COPel可

以上升到3.15，與冷卻水塔系統相比提升52%，與潛

層溫能散熱系統相比提升33%，效益驚人。

圖10、熱水63℃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壓縮式冰水主

機散熱測試圖

圖11、不同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壓縮式冰水主機

散熱測試圖

表1、不同熱水驅動吸附式製冷應用於�

壓縮式冰水主機散熱

壓縮式冰水主
機散熱方式

吸附式製冷熱
水驅動溫度

(℃)

冰水主機
製冷能力

(kW)

複合系
統電力
COPel

壓縮機
功率
(kW)

太陽能與潛層
溫能驅動吸附

製冷系統

63 2.86 3.15 0.91
68 3.40 3.80 0.89
70 3.52 3.97 0.89

77 3.44 4.06 0.85

潛層溫能 - 2.51 2.36 1.06

冷卻水塔 - 2.25 2.06 1.09

四、結論

吸附式製冷系統因為具有熱驅動的特性，對於近零

耗能建築有相當的優勢，未來因應冷熱電共生等區域

能源系統發展，將是零耗能建築必備的節能配置之

一。但是吸附式製冷目前因為效能偏低，造成體積

與成本都很昂貴，若以別墅型建築具有潛層溫能的優

勢，可望提高吸附式製冷的能力，並利用能階運用的

概念，讓吸附式製冷與壓縮式冰水主機串聯，以吸附

式製冷的冰水對壓縮式冰水主機的冷凝器進行散熱，

大幅降低冰水主機的能耗，再生熱源的溫度還是有一

定程度影響吸附式製冷的整體能力，所以除了別墅型

空調系統，在具有超過70℃之工業廢熱領域上，也有

很大的潛力市場。

1. 吸附式製冷冷卻水溫度從30℃下降到22℃，性能可

提升50%。

2. 吸附式製冷熱水驅動溫度從52℃提升到70℃，性能

可提升25%。

3. 冰水主機使用吸附式製冷散熱系統，與冷卻水塔散

熱系統相比可提升52%能效，而與純潛層溫能散熱

系統相比可提升33%。

因為本研究使用的冰水主機較老舊，使用冷卻水塔

散熱時，系統的COPel即偏低，所以使用吸附式製冷

之散熱系統的效益提升較為明顯，如果是對高性能的

冰水主機進行散熱，其提升的比例將會下降，文獻指

出對冷凍冷藏設備提升效果較高約30~50%，對空調系

統的提升較低約20~25%，本研究的實驗數據與成果可

供學者們一個案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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