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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行
政院環保署於2017年1月公布了「應符合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並將大專院校圖書館包括在內。為了符合該法

規，室內空氣的CO2濃度、細菌濃度、PM10

濃度⋯等數值需要符合設定的標準範圍，例如

CO2濃度的八小時平均值不得超過1000 ppm[1]。

環保署並指出，上述公告場所必須在2018年1

月10日前通過第一次定期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本案例是台灣北部一所大學的圖書館地下

室，面積約為1,280 m2，請參考圖1。該空間具

有CO2濃度過高的問題，因此啟動此改善計劃，

使空氣品質符合規定。

除了法規方面的考量之外，相關人員經過討論

決定採用更全面的改善方案，將溫熱舒適度和建

築能源效率也列入考量，因為這些問題通常會

與室內空氣品質的控制相關。因此，本改善計

劃的目標包括以下三項：維持室內CO2濃度在

1000 ppm以下，維持室內PMV值在±1.1的範

圍內（統計上70％的人感到滿意），並且維持良

好的建築能源效率。 

 二、分析與設計 

1. 通風 

室內CO2濃度過高的一個明顯原因，在於舊

有空調系統並未將外氣引入室內，因此設計追

加一組外氣空調箱。通風量設計的主要依據是

ASHRAE 62.1-2004標準 [2]，並考慮了設計餘

裕，得到外氣空調箱的設計風量為13,600 CMH。

2. 溫熱舒適度

根據 ISO 7730標準，PMV可作為人員冷熱感

覺的統計指標，其值介於 -3和+3之間。PMV=-3

代表最冷的狀態，PMV=0代表最適中（最舒適）

的狀態，而PMV=+3則是最熱的狀態。PMV是

六個因素的函數：氣溫，相對濕度，風速，輻

射溫度，人體代謝率，以及衣著量。空調系統

的傳統控制方式是將室內空氣維持在一個固定的

溫度，但是當其它五個因素隨時間變化時，固

定的氣溫並不能充分滿足溫熱舒適度的需求。

在本案例中，控制系統會試圖將室內PMV值

維持在一個定值（預設為零），而不是將氣溫維

持在定值。控制系統能夠計算出一個最佳的空調

圖1……圖書館地下一樓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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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溫度，使得PMV值趨近於零。在計算中，

濕度值是從感測器讀數獲得的，風速假設為0.1 

m/s。基於成本考量，現場並未安裝輻射溫度感

測器，因此以30分鐘氣溫平均值作為輻射溫度

的近似値。此外，根據活動類型（閱讀），假

設此空間內人員的代謝率為1.0 Met，而平均衣

著量則是根據季節來設定。根據這些假設，將

23oC到28oC的整數氣溫代入公式計算PMV值，

然後在這些PMV計算值中，找出最接近於零的

值以及它所對應的氣溫，並且將該氣溫用作最佳

設定溫度。

3. 建築能源效率

在夏季，當更多外氣進入建築物時，空調系

統需要處理更多熱量，因此更為耗能。為了兼

顧空氣品質和能源消耗，需要控制外氣量，使

其既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因此在本案例中設計

了風扇變頻控制方法，根據室內平均CO2濃度

控制外氣空調箱風扇轉速。

此外，外氣空調箱也採用了自然冷卻控制演算

法。在此，「自然冷卻」是指當室內空間需要冷

卻且室外空氣焓値低於室內空氣焓値時，讓空調

箱引入最大量的室外空氣。這種控制方法可以減

少部份空調能耗，特別是在春季和秋季。

另一方面，新的分區控制方法設計如下：將該

空間分為三個區域，A區，B區和C區，每個區

域都有對應的空調和照明設備（請參見圖2）。室

內人數由出入口閘門系統計算，當人數低於240

人時，僅啟動A區的照明和空調；當人數大於等

於240人且小於350人時，啟動A區和B區的照

明和空調；而當人數大於等於350人時，啟動所

有照明和空調。每10分鐘控制系統會依人數判

斷是否需要加開空調與照明設備；另一方面，為

了不對使用者造成不便，一天之中只有某些特

定時刻會依人數判斷是否需要關閉部份空調與照

明。

4. 控制演算法整合

上述所有控制演算法都需要整合到一個控制系

統中，而為了合併不同的演算法則需要考慮ㄧ

些細節。例如，由CO2濃度控制演算法所決定

的外氣量通常不會等於自然冷卻演算法所決定的

量，在這種情況下，應採用兩者之中較大的量

來控制外氣空調箱。

經過整合，此控制系統的輸入參數為：室內

人數，室內CO2濃度，室內氣溫，室內相對濕

度，估計衣著量，以及室外空氣焓値。控制系

統的輸出參數是：外氣空調箱的風扇頻率和設定

溫度，每個區域的空調和照明的開關控制，以

及每個區域的空調設定溫度。控制系統在工作時

間內每10分鐘獲取輸入參數的値，並計算輸出

參數的值，並將這些值發送給對應的設備。

圖2……地下一樓空間可再分為三個區域…(Zone)…以進行分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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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

基於上述的改善設計，施工團隊於2017年暑

假期間進行了外加設備和控制系統的裝設。外加

設備包括外氣空調箱及其相關風管系統，如圖3

所示。控制系統則包括控制器，感測器，使用

者界面和通信網絡。圖4顯示了部份感測器和使

用者界面。 

四、結果與討論

1. 室內CO2濃度

圖5顯示2017/10/15∼2017/10/21開館期間的

室內CO2濃度記錄值。在此期間只有A區是開

放的，室內平均人數約為60人，而數據顯示A

區CO2濃度始終低於1000 ppm，符合設計要求。

為了檢查尖峰負載時的情況，採用了計算流

體力學（CFD）軟體PHOENICS[3]來進行數值模

擬。假設條件概述如下：外氣空調箱風扇全速運

轉；由於室內處於正壓狀態，從室外到室內的空

氣滲透量忽略不計；大氣中的CO2濃度假設為

400 ppm [4]；每個人的平均CO2排放量假設為

0.3 L/min [5]；假設室內有500人均勻分布於此空

間中。根據穩態CFD模擬，在人員坐姿口鼻高

度的CO2濃度分布如圖6所示。整體而言，此

高度平均CO2濃度保持在970 ppm，符合法規要

求。

圖5……測試期間的室內CO2濃度

2. 溫熱舒適度

以09/25~09/29期間A區的溫度和濕度記錄為

圖3……新的外氣空調箱(左)以及其相關風管系統(中與右)

圖4……控制系統的感測器(左)與使用者界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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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依前述假設計算影響PMV的各參數值，

然後根據這些數值計算室內PMV值，結果如圖7

所示。在測試期間，PMV值始終保持在 -1.1和1.1

之間，滿足設計要求。

3. 建築能源效率

為了評估引入外氣對建築能耗的影響，於是

以建築能耗模擬軟體EnergyPlus進行了數值模擬

[6]。首先定義了三種狀態：狀態A是改造前的狀

態，未採用機械設備引入外氣。狀態B是裝設外

氣空調箱引入外氣，但未採用自然冷卻控制演算

法的情況。狀態C是狀態B加上自然冷卻控制演

算法，相當於改造後的情況。

使用上述軟體為每種狀態建立了數值模型，其

耗能密度 (Energy Use Intensity, EUI) 之模擬結果如

表1所示。由表中可以看出，將外氣引入室內確

實會增加空調能耗，而自然冷卻控制方法也的確

可以降低空調能耗。狀態C（改造後）的空調能

耗比狀態A（改造前）高出約20％，但是為了改

善室內空氣品質，這被認為是必要的代價。總體

而言，改造後的能效表現（ 110.7 kWh/m2.year）

仍明顯優於台灣一般大專院校圖書館的平均值

（176.9 kWh/m2.year）。

圖6……尖峰負載狀態下的室內CO2濃度分布

圖7……測試期間的室內PMV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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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三種狀態的EUI比較表

狀態A 狀態B 狀態C

空調EUI (kWh/m2.year) 34.6 48.4 41.5

整體EUI (kWh/m2.year) 103.8 117.6 110.7

五、結論

本案例是台灣北部某大學圖書館地下室的環

境改善計劃，計劃目標包括三方面：維持CO2

濃度在1000 ppm以下，維持PMV值在±1.1的

範圍內，並且維持優良的建築能源效率。由現

況分析指出了需要改進的項目，並且針對這些

項目設計和裝設了額外的設備和控制系統來達

成目標。該控制系統整合了CO2濃度回饋控

制方法、溫熱舒適度最佳化控制演算法、自然

冷卻控制演算法、以及節能分區控制方法。完

成設備和控制系統的裝設之後，進行了一系列

測試以驗證其有效性。在測試期間，測得的室

內CO2濃度值皆低於1000 ppm，且數值模擬顯

示，即使在尖峰負載條件下，環控系統仍可將

CO2濃度保持在970 ppm。另一項測試顯示，

室內PMV值始終保持在±1.1的預設範圍內。

最後，建築能耗模擬顯示，這個空間的EUI在

改造後為110.7 kWh/m2.year，明顯低於台灣地區

大專院校圖書館的平均值（176.9 kWh/m2.year）。

(本文原文 [7] 已發表於The 9th Asian Conference 

on Refriger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此為翻譯

與精簡後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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