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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熱毯構法節能效益分析
  許家緯  總經理 
台灣熱盾有限公司

1.�專案目的及分析範圍概述

1.1專案目的

本
專案之目的，為以建築動態能源解析方法，以

斜屋頂、輕鋼構且外殼為鍍鋅鋼板之建物作為

標的，探討其屋頂及外牆採用「熱盾隔熱節能毯」進

行隔熱工法改善，對降低空調負荷量之影響。

希透過符合國際標準的電腦數值模擬程序，提供量

化分析成果數據，驗證本隔熱材料之性能與構法對節

約建物空調負荷量所能達成之效益。

1.2  分析範圍

在本分析報告中，將欲分析之標的建物，依外殼

(屋頂及外牆 )隔熱層設計之差異，區分為「傳統鍍鋅

鋼板系統」、「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及「天花板面

層隔熱構法系統」三種系統。

「傳統鍍鋅鋼板系統」之屋頂及外牆，為採取單層鍍

鋅鋼板未內襯任何隔熱材料之型式，其外牆及屋頂部

位斷面皆為「0.4mm 鍍鋅鋼板」。

「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採用「熱盾節能毯」作

為隔熱材料，其屋頂及外牆部位皆為「 0.4mm 鍍鋅鋼

板+ 30mm熱盾節能毯 + 45mm空氣層+ 9mm矽酸鈣

板」組合，總厚度為84.4mm。

而「天花板面層隔熱構法系統」，亦採用「熱盾節能

毯」作為隔熱材料，其外牆部位斷面為「 0.4mm 鍍鋅

鋼板+ 30mm熱盾節能毯 + 45mm空氣層+ 9mm矽酸鈣

板」組合，總厚度為 84.4mm；屋頂採用「 0.4mm鍍鋅

鋼板+ 980mm空氣層+ 30mm熱盾節能毯+ 12mm明架

式礦纖天花板」組合，總厚度為1022.4mm｡

2.�分析方法及流程

2.1分析方法

本案分析方法為應用符合國際綠建築認證標準的建

築動態能源模擬程式

「DESIGNBUILDER」，建置「傳統鍍鋅鋼板系統」、

「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及「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

之數值模型，並結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4 年度公告

之台北及高雄典型氣象年資料，分別模擬計算各數值

模型空調負荷量，解析出最佳綜合節能設計方案。

2.2 分析流程

請參照下圖 2-1 分析流程圖。
 

圖 2-1、分析流程圖

3.�計算結果

與「傳統鍍鋅鋼板系統」相較下，在「屋頂面層隔

熱構法系統」之外殼材料組構中結合採用熱盾節能毯，

在台北氣候區每年可降低約 22,213.47 kWh 之空調負

荷量，可節能百分比為50.09%；而「天花面層隔熱構

法系統」，則每年可降低約23,628.86 kWh之空調耗電

量，節能百分比為53.28%。

另就更為炎熱的高雄氣候區「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

統」全年空調耗電與「傳統鍍鋅鋼板系統」相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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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可達到降低30,412.56 kWh之空調耗電量之節能

效果，節能百分比為52.09%；而「天花面層隔熱構法

系統」，每年可節省約32,840.51 kWh 之空調耗電，節

能百分比為56.25%。

4.� 數值模擬程式簡介�-�DESIGNBUILDER�

&�ENERGYPLUS

DESIGNBUILDER其計算核心為美國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主導開發之ENERGYPLUS大型

動態全建築能耗模擬程式，ENERGYPLUS為目前全球

在產、官、學

界應用於建築

能耗模擬分析

或綠建築相關

認證規範中執

行能耗計算工

作普遍認可之

計算工具。

本次計算工作所使用之DESIGNBUILDER版本為

Version 6.1.6.008； ENERGYPLUS版本為Version 8.9

5.��數值模型建置

5.1   數值模型空間尺度

本專案用作

空 調 負 荷 模

擬 分 析 之 標

的 建 物 為 單

層 設 計 ， ⾧
寬為 1835cm x 

916cm，總樓

地板面積約為

168.1 m²即50.9

圖 4-1、DESIGNBUILDER 全建築能耗模擬

程式功能畫面

圖 5-1、標的建物平、立面圖

坪；樓層高度約354cm (含98cm之山牆高度 )。用於建

置數值模型之圖說如如圖5-1 所示：

5.2  數值模型建置成果

我們應用DESIGNBUILDER數值模擬分析軟體，將

標的建物底圖輸入後，依實際建物尺寸1： 1比例建

置數值模型，其元素包括：內外牆、樓板、屋頂、窗

戶、門出簷

板及各類物

件之熱傳導

參數，如圖

即為建置完

成之三維幾

何外觀：

1. 數值模型中各類物件熱傳導參數設定

 1.窗玻璃構造輸入參數
表 5-1、基準模型玻璃計算參數表

參數類型 參數值

玻璃片數 Number of panes 2

玻璃厚度 Pane thickness 3.175 / mm

玻璃熱傳導係數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glass 1.06 W/m.K

玻璃密度 Density of glass 2500Kg/m³

玻璃比熱容 Specific heat of glass 750J/kg.K

空氣層厚度 Air-gap thickness 13 / mm

日射穿透率 Solar transmittance 0.86156

外表面日射反射率 Outside solar reflectance 0.07846

內表面日射反射率 Inside solar reflectance 0.07846

可見光穿透率 Visible transmittance 0.91325

外表面可見光反射率 Outside visible reflectance 0.08200

內表面可見光反射率 Inside visible reflectance 0.08200

紅外線穿透率 Infra-red transmittance 0

外表面紅外線反射率 Outside infra-red reflectance 0.84000

外表面紅外線反射率 Inside infra-red reflectance 0.84000

* 參 數 值 擷 取 自 ENERGYPLUS Testing With Building Thermal Envelop and Fabric Load Tests  from ANSI/

ASHRAE Standard 140-2011

表 3-1、各數值模型冷房空調耗電量計算結果及分析

數值模型
材料組合 全年總空調負荷量

( kWh.y )
節約空調能耗百分比

( 相較傳統鍍鋅鋼板系統 )
外牆 屋頂 台北氣候區 高雄氣候區 台北氣候區 高雄氣候區

傳統鍍鋅鋼板
系統 (1)0.4mm 鍍鋅鋼板 (1)0.4mm 鍍鋅鋼板 44,344.80 58,385.21 N/A N/A

屋頂面層隔熱 
構法系統

0.4mm 鍍鋅鋼板
30mm 熱盾節能毯 
(3)45mm 空氣層 
(4)9mm 矽酸鈣板

0.4mm 鍍鋅鋼板
30mm 熱盾節能
毯 (3)45mm 空氣層 
(4)9mm 矽酸鈣板

22,131.33 27,972.65 -50.09% -52.09%

天花面層隔熱 
構法系統

0.4mm 鍍鋅鋼板
30mm 熱盾節能毯 
(3)45mm 空氣層 
(4)9mm 矽酸鈣板

0.4mm 鍍鋅鋼板
980mm 空氣層 
(3)30mm 熱盾節能毯 
(4)12mm 礦纖天花板

20,715.94 25,544.70 -53.28%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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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傳統鍍鋅鋼板系統模型熱傳導參數

A.外牆傳熱計算參數

表 5-2、傳統鍍鋅鋼板系統模型-外牆構造計算參數表 (U 

= 5.88  W/m².K)

構造層
(由外至內)

厚度 熱傳導係數 比熱 密度

mm W/m.K J/kg.K Kg/m³
鍍鋅鋼板 0.04 45 480 7860

B . 屋頂傳熱計算參數

表 5-3、傳統鍍鋅鋼板系統模型-屋頂構造計算參數表 (U 

= 7.14  W/m².K)

構造層
(由外至內)

厚度 熱傳導係數 比熱 密度
Mm W/m.K J/kg.K Kg/m³

鍍鋅鋼板 0.04 45 480 7860

C.內牆傳熱計算參數

表 5-4、傳統鍍鋅鋼板系統模型-內牆構造計算參數表 (U 

= 1.08  W/m².K)

D.樓板傳熱計算參數

表 5-5、傳統鍍鋅鋼板系統模型-樓板構造計算參數表 (U 

= 2.93  W/m².K)

5.3.3 屋頂面層隔熱構法模型熱傳導參數

A.外牆傳熱計算參數

表 5-6、屋頂面層隔熱構法模型-外牆構造計算參數表 (U = 

0.61  W/m².K)

B.屋頂傳熱計算參數

表 5-7、屋頂面層隔熱構法模型-屋頂構造計算參數表 (U 
=0.61  W/m².K)

C.內牆傳熱計算參數

表 5-8、屋頂面層隔熱構法模型-內牆構造計算參數表 (U 

=1.08  W/m².K)

D.樓板傳熱計算參數

表 5-9、屋頂面層隔熱構法模型-樓板構造計算參數表 (U 

=2.93  W/m².K)

5.3.4 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

A.外牆傳熱計算參數

表 5-10、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外牆構造計算參數表 

(U=0.61  W/m².K)

B.屋頂傳熱計算參數

表 5-11、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屋頂構造計算參數表 

(U=7.14  W/m².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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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天花板傳熱計算參數

表 5-12、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天花板構造計算參數

表 (U=0.67  W/m².K)

D.內牆傳熱計算參數

表 5-13、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內牆構造計算參數表 

(U= 1.08  W/m².K)

E.樓板傳熱計算參數

表 5-14、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樓板構造計算參數表

(U=  2.93W/m².K)

5.4 室內熱負荷源輸入參數

表 5-15、室內熱負荷源輸入參數表

5.5 室內各空間使用時段

表 5-16、室內各空間使用時段表

5.6 空調設定溫度

表 5-17、冷房空調設定溫度表

6�氣候資料

選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臺灣建築能源模擬解析用

逐時標準氣象資料 TMY3 之建置與研究」計劃成果彙

整出之台北及高雄地區 TMY3 氣象資料，作為代表性

室外氣候對建物熱負荷影響之因子。

圖 6-1、台北地區典型氣象年(TMY3)資料-室外乾濕球溫

度、日照輻射量分佈圖

圖 6-2、高雄地區典型氣象年(TMY3)資料-室外乾濕球溫

度、日照輻射量分佈圖

7.�空調耗電量模擬計算結果及分析

7.1 台北氣候區空調耗電量計算結果
表 7-1、空調負荷量計算結果彙整表(台北氣候區)

圖 7-1、台北氣候區各數值模型全年空調負荷量計算結果圖

圖 7-2、台北氣候區各數值模型全年單位樓地板面積空調

負荷量計算結果圖

表 7-2、台北氣候區各數值模型空調負荷增減量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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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高雄氣候區空調耗電量計算結果

表 7-3、空調負荷量計算結果彙整表(高雄氣候區)

圖 7-3、高雄氣候區各數值模型全年單位樓地板面積空調

負荷量計算結果圖

圖 7-4、高雄氣候區各數值模型全年單位樓地板面積空調

負荷量計算結果圖

表 7-4、高雄氣候區空調負荷增減量分析表

8. 屋頂系統熱得量及內外表面溫度比較

在本次分析工作中，為瞭解屋頂構造添加隔熱毯對

阻擋熱流、降低室內熱得 (Heat Gain)的效果，我們分

別模擬計算了「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層隔熱

構法系統」屋頂構造的熱流量及內、外表面溫度變化，

並進行比較。

8.1 不同屋頂構造熱得量模擬結果

下圖8-1係我們以台北巿氣候資料作為環境條件，

並以夏至日為中心，往前後各推算三天模擬出了為期

一週的屋頂系統熱得量變化：

圖 8-1、台北氣候區「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

層隔熱構法系統」屋頂構造熱得量模擬比較圖擬比

較圖

「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相較於「傳統鍍鋅鋼板系

統」，因於屋面下添加了一層熱盾節能毯，明顯於夏

季達到了降低熱流穿透室建築室內的效果，尤其是在

每日正午前 /後室外日照輻射量及空氣溫度皆高的時

刻，兩種不同屋頂構法的熱得量有較大差異。

表 8-1 羅列了本次模擬計算週期，即氣候資料中的 6 

月 18-24 日共計七天，每日屋頂部位尖峰熱得量及其

出現時間。我們可見，加入隔熱毯的「屋頂面層隔熱

構法系 統」，最大瞬時熱得量相較「傳統鍍鋅鋼板系

統」平均降低 3.30kW，且其它時段也都 有明顯的差

異。

8.2 不同屋頂構造內外表面溫度模擬計算結果

下圖 8-2 為本次模擬計算週期屋頂部位外側表面逐

時溫度變化。從計算結果可見，加入熱盾節能毯的「屋

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由於存在較大的熱阻抗使熱

流難以貫穿屋頂構造至室內，其屋面板在不斷吸、滯

熱的情況下造成表面溫度上升，在室外溫度或日照輻

射量高的時段，其表面溫度高於未添加熱盾節能毯的

「傳統鍍鋅鋼板系統」。

而「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因在室外環境炎熱高溫時

熱流較易貫入室內，雖然表面溫度上升得同樣很快，

但因可同時「散熱」到室內外，故溫度的峰值仍低於

「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

表 8-2 為「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層隔

熱構法系統」外表面尖峰溫度出現時刻暨比較表。                   

由計算模擬結果可明確得知兩種系統在模擬計算週期，

其外表面溫度峰值存在平均7.92℃的差異。
圖 8-2、台北氣候區「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

層隔熱構法系統」屋頂構造外表面溫度模擬計算結果

下圖 8-3 則為本次模擬計算週期屋頂部位內側逐時

溫度變化。從計算結果可見，加入熱盾節能毯的「屋

表 8-1、屋頂構造尖峰熱流量出現時刻暨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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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由於存在較大的熱阻抗使熱

流難以貫穿屋 頂構造至室內側，致使內表面溫度明顯

低於「傳統鍍鋅鋼板系統」。

圖 8-3、台北氣候區「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

層隔熱構法系統」 屋頂構造內表面溫度模擬計算結果

8-2、台北氣候區「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層

隔熱構法系統」外表面尖峰溫度出現時刻暨比較表

下表 8-3 為「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層隔

熱構法系統」內表面尖峰溫度出現時刻暨比較表。由

計算模擬結果可明確得知兩種系統在模擬計算週期，

其外表面溫度峰值存在平均 20.25℃ 的差異。
表 8-3、台北氣候區「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

層隔熱構法系統」內表面尖峰溫度出現時刻暨比較表

9. 結論

9.1屋頂及外牆隔熱設計與空調節能效益分析

在本分析報告中，將欲分析之組合屋型式，依外牆

及屋頂隔熱層設計之差異，區分為「傳統鍍鋅鋼板系

統」、「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及用於模擬對照之「天

花面層 隔熱構法系統」系統。

9.1.1台北氣候區分析結果

由模擬計算結果可見，台北氣候區「傳統鍍鋅鋼

板系統」模型全年空調負荷量為44,344.80 kWh，換

算為單位樓地板面積全年空調負荷量為 263.8 kWh/ 

m².y；「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模型全年空調負荷量為 

22,131.33 kWh，換算為單位樓地板面積全年空調負荷量

為 131.66 kWh/ m².y；最後，「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

模型全年空 調負荷量為 20,715.94 kWh，換算為單位樓

地板面積全年空調耗電量為 123.24 kWh/ m²。

亦即於台北氣候區，「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外殼

材料組合最具空調節能效益，與「傳統鍍鋅鋼板系統」

相比下，全年可節省約 23,628.86 kWh 之空調負荷量，

節能百分比 53.28%。

9.1.2高雄氣候區分析結果

以高雄氣象資料計算，「傳統鍍鋅鋼板系統」模型全

年空調負荷量為 58,385.21  kWh，換算為單位樓地板面

積全年空調負荷量為 347.32 kWh/ m².y；「屋頂面層隔

熱 構法系統」模型全年空調負荷量為 27,972.65 kWh，

換算為單位樓地板面積全年空調 負荷量為 166.40 kWh/ 

m².y；最後，「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模型全年空調負

荷量 為 25,544.70 kWh，換算為單位樓地板面積全年空

調耗電量為 151.96 kWh/ m²。

亦即於高雄氣候區，「天花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外殼

材料組合最具空調節能效益， 與「傳統鍍鋅鋼板系統」

相比下，全年可節省約 32,840.51 kWh 之空調負荷量，

節能百分比 56.25%。

9.2  屋頂系統熱得量及內外表面溫度比較

我們比較了「傳統鍍鋅鋼板系統」，及「屋頂面層隔

熱構法系統」夏季期間的逐時熱得量。從模擬計算結果

可知，添加熱盾節能毯作為隔熱材料，可使穿透屋頂

的高峰瞬時熱流量相較「傳統鍍鋅鋼板系統」減少平均 

3.3kW，達到了有效阻隔熱能進入室內及降低空調負載

的效果。

此外，在屋頂系統內外表面溫度模擬分析方面，由於

添加了熱盾節能毯的「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帶有較

高的熱阻抗，故因外表面材料因吸、滯熱的影響，其外

表面溫度相較「傳統鍍鋅鋼板系統」，高峰瞬時溫度高

出平均 7.92℃。

而屋頂系統內表面模擬計算部份，添加了熱盾節能毯

的「屋頂面層隔熱構法系統」帶有較高的熱阻抗，有效

阻絶熱流由室外傳遞至室內，故其內表面溫度即使在室

外溫度、日射較高的期間，可維持於約 32.70℃ 的平均

高峰溫度；相較「傳統鍍鋅鋼板系統」，高峰瞬時溫度

降低約 20.25℃
備註 :本文之實驗數據及圖表，由SGS台灣檢驗科技有限公司綠建材節能
效益實驗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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