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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在住宅領域 ，對應到暖氣 、通風和冷氣系統

摘要

住宅和非住宅建物室內空氣品質已成為時下建物經 （ HVAC）的能源使用估計為 43％，[2] 而在商業建築
營的一個重要面向 。本文第一步提出使用建物能源模 佔主要能源消耗的 40％[3]。在這項研究的相關性就在
擬工具預測和控制室內空氣的特性 ，如溫度和相對濕

於準確預測室內空氣品質 。如果這一步能夠實現 ，將

度 。為了識別建物的耗能行為使用逆向模擬方法 。本

有可能根據室內條件如居住者的數量和它們的行為來

著這個目的 ，選擇可應用此方法的建物是一個包含一

調節溫度和相對濕度的設定 ，以控制室內空氣品質 。

個標準辦公室格局的單一房間的展示屋 。此場域位於

因此利用預測和調整空調設備的性能和操作 ，在住宅

台灣北部工業技術研究院（ ITRI）竹東院區 。房間被

和商業大樓可以有效地降低源消耗和對環境影響 。許

分為 4 個溫場 。室內空氣通過兩組商用空調室內機和

多既存的研究顯示通過建立操作和控制不同方式來減

一組全熱交換器 。逆向方法是使用從展示屋連續收集

少能源使用 。Hua 等 [4] 和 Zhang 等 [5] 提出了不同的

的實驗數據 。第一步是建立使用建物結構和運行參數

實驗數據擷取方式來估計或預測住宅建物的能耗值 。

的初步能源模型 。在此之後 ，一系列內部個別參數調

Rhodes 等人 [6] 使用了基於 EnergyPlus 的逆向模擬方

整的模擬結果跟真實量測的溫度與相對濕度值進行比

法在四種不同條件之下來預測住宅建物能耗 。結果顯

較 。疊代過程更進行精確地調整模擬參數 ，以便模擬

示了準確度是涵蓋很大範圍 ，取決於研究的情況有 1

值盡可能接近實驗數據 。考慮到的 7 個不同的調整參

到 30％的誤差 。Royer 等 [7] 使用 EnergyPlus 的建物

數有：（ 1）建物外殼的 U 值 ，（ 2）內部負載 ，
（ 3）洩

模擬工具作為一個系統識別的黑盒子 。就像其他類似

漏流率 ，（ 4）通風率 ，（ 5）室內空氣混合率 ，
（ 6）室

的研究 ，他們首先建模和模擬示範建物的節能性能 。

外空氣流和（ 7）的空調機的製冷和製熱量 。進行的實

然後 ，他們驗證真實量測數據的結果 。最後他們採用

驗有冷氣（ 夏天 ）和暖氣（ 冬天 ）的操作模式 。控制

的模式作為衡量 、複製並預測進一步模擬值 ，到可接

溫度的結果顯示模擬和實驗數據平均契合度在夏天為

受的準確度 。由於建構和校準能源模型的困難 ，大多

98.33％和冬天為 98.75％。這些成果的模型 ，可以複

數現有的研究並沒有進行詳細建物資訊趨近的方法 。

製和推廣這種逆向模擬方法對其他的建築物進行作進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精確的能源模型基於不僅

一步驗證的研究 。

統計估計還要透過建物特性和由現場室內空氣感測器
收集的實驗數據 。

關鍵字:

建物能源模型、逆向模擬、室內空氣品質控

2.方法

制、EnergyPlus

2.1.建物描述

1.前言

所研究的建物是在工研院中興院區（ 竹東 ，台灣 ）
89 棟建築之一 。該研究將集中在示範屋被建在該用於

在已開發國家的建築能耗佔全部總能源使用 [1] 近

實驗目的設施的一樓 。這種單一空間的屋子目的是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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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個典型辦公室佈置的空間 。
總面積是 38.01 平方米和房間的高度是 3.84 米 ，總
體積為 145.96 立方米 。總牆面面積是 99.84 平方米 ，
有 32.80 平方米是面向北 ，17.12 平方米是面向東 ，
33.12 平方米是面向南部和 16.81 平方米是面向西部 。
北牆包含 10.67 平方米的窗開口 ; 因此 ，整個建築的
窗牆比為 10.69％。屋簷是在的北面遮蔽窗口的一半 。
所研究的房間被分為八個不同的溫場取決於室內空調
（ AC）單元的位置 。四溫場對應空調領域 ，而其他四
個是後者的通風系統 。室內空氣品質分析僅供四個溫
場既然通風溫場為了設計目的而實現 。圖 2 示出該溫
場分配的示意圖和該建築物的 3-D 模型的概述 。
由於該展示屋的目的是採取不同的暖氣 ，通風和冷
氣（ HVAC）實驗幾個設備安裝 。但本次研究中 ，只
有一個分離式空調包括兩個室內空調機組和一台室外
冷凝裝置被使用 。室內機是日立變流量（ VRF）機型
RAD-50NB。室外機是日立冷凝器機型 RAM-93NB。
房間裡還存在一些通風裝置 ，我們選擇阿拉斯加標準
全熱交換機（ ERV）型號 VH-6358。室內空調機組上
使用是位於區域 2 和 3 而 ERV 提供了兩個進氣口 ，也

圖1 展示屋的室內室外照

在區域 2 和 3，並在天花板的中間一個排氣口 。下面
的表包括：這三個冷暖氣和通風設備規格為如下：
表 1 Hitachi RAD-50NB 規格
Cooling capacity
Heating capacity
EER

kW

5.0 ( 1.2 – 6.1)

kcal/h

4500 ( 1120 – 5440)

kW

5.6 ( 1.2 – 6.3)

kcal/h

5000 ( 1120 – 5600)

W/W

3.70 ( 4.55 – 3.55)

kcal/hW

3.18 ( 3.91 – 3.05)

表2 Hitachi RAM-93NB 規格
Cooling capacity
Heating capacity
EER

kW

9.0 ( 2.2 – 10.0)

kcal/h

8040 ( 2000 – 9000)

kW

9.5 ( 2.2 – 11.9)

kcal/h

8490 ( 2000 – 10630)

W/W

3.65 ( 5.10 – 2.85)

kcal/hW

3.14 ( 4.39 – 2.45)

圖2 展示屋的3-D 模型和溫場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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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Alaska VH-6358 規格
Function
Fan speed (*)
Power consumption
(W)
Current (A)

Heat ventilation

專題報導

本研究建物有六種不同的外殼結構 ，分別為： 屋
By-pass

頂 ，地板 ，牆壁 ，天花板 ，門和窗戶 。根據它們的

ventilation

材料層的順序設置 ，每個不同建物表面的 U 值（ W/ m

H

M

L

H

M

L

310

270

220

310

270

220

1.41

1.23

1.0

1.41

1.23

1.0

Static press (mmAq)

13

3.5

3.5

13

3.5

3.5

Air volume (CMH)

500

500

420

500

500

420

Te m p e r a t u r e

Cooling

61

61

73

-

-

-

Heating

73

73

76

-

-

-

2 ∙ K）的表示於表 4。
表4 建物外殼 U值
U-value (W/ m2 ∙K)
0.05
1.42
1.42
0.05
4.00 (single glazing)
1.18

Surface
Floor
Roof
Ceiling
Wall
Window
Door

effectiveness
(%)

10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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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溫場之間的分離 ，一種特殊類型內牆定義為空

(*H=high speed, M=medium speed, L=low speed)

氣牆被設定 。這些元件的熱阻是在 EnergyPlus 內部設
置的 。表面熱平衡過程是基於傳導傳遞函數（ CTF），

2.2.模擬工具描述

它涉及在一個元件的一個表面上熱通量到在兩側溫度

SketchUp8.0，是一個三維繪圖工具 ，被用來構建

的無窮級數 ，如以下公式：

這建物的 3-D 模型 ; 它可以被用來最佳應用於很廣的
範圍 ，如建築 ，土木 ，機械設計 。對於建築能源分
析部門 ，它允許用戶從頭開始建構建物幾何 ，打開和
編輯既有建物能耗模擬工具 EnergyPlus 的輸入文件 。
EnergyPlus8.0 版被用於本建築節能模擬的研究 ஶ
。它

ᇱᇱ ሺݐሻ
ݍ

ஶ

ஶ

ൌ  ܺ ܶǡ௧ିఋ െ  ܻ ܶǡ௧ିఋ
ୀ

ஶ

ୀ

ஶ

ᇱᇱ
ൌ  ܺ，T
ܶǡ௧ିఋ
െ
其中 ݍஶ
是溫度
，i ܻ
和
表示建築
 ܶoǡ௧ିఋ
 ሺݐሻ 是熱通量
是由美國能源部（ USDOE）發展成為一個建物能耗模
ᇱᇱ ሺݐሻ
ݍ
െ

ܻ
ܶ
ൌ  ܺ ܶǡ௧ିఋ
ୀ
ୀ

ǡ௧ିఋ
表示時間步階 ，X 和 Y 是反應因
的內層和外層 ，

擬程式 ，建立在最多的功能和 BLAST 和 DOE-2ୀ
效能

子。

之上 。EnergyPlus 的有創新的模擬效能 ，包括時間區

間不到一個小時 ，而且整合了一個場域熱平衡模擬的

ୀ

3.2 內部負載

系統模組化系統模擬模組 。它計算空間的溫度 ，居住

展示屋內部負載可分為三類：人員 ，燈光和電器設

者熱舒適 ，製冷 ，製熱的負荷 ，HVAC 設備尺寸 ，能

備 。它們全部是根據在實驗過程中設施的使用以評估

耗 ，使用成本 ，空氣排放 ，水的使用 ，和可再生能

其影響 。

源等 。

3.2.1 人員
該研究房間裡有四個辦公工作空間 。因此 ，它可

3. Energy Plus 模型

以容納四個人在上班時間（ 8:00 至 12:00 和 13:00 至

要執行逆向模擬方法 ，一系列的輸入參數必須定義

17:00）。每個人被分配到不同的溫場 。人員佔用的熱

進能耗建物模擬軟體 EnergyPlus。其中一些參數可以

增益取決於日常活動 。對應於在一般活動由一個人發

從建物特徵被得知 ，但其他都必須從實驗結果推斷或

出的熱增益 被設定為 120 瓦 / 人 [8]。

簡單合理值間估測 。選擇的參數進行逆向做法包括：

3.2.2 照明

（ 1）建物外殼的 U 值 ，（ 2）內部負載 ，
（ 3）洩漏流

這 個 地 區 的 人 工 照 明 包 括 LED 5x42W 和 LED

率 ，（ 4）通風率 ，（ 5）室內空氣混合率 ，
（ 6）室外空

2x26W 的 燈 具 。整 個 場 域 所 產 生 的 照 明 功 率 密 度

氣流和（ 7）的空調機的製冷和製熱量 。

為 6.89 W / 平方米 。燈具用掛載式安裝 。因此 ，假
設回風比例為 0，輻射比例是 0.37 和可見比例等於
0.18[9]。

3.1 外殼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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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於佔用房間人數及其區域 。選定值分別為 0.00472

3.2.3 電器設備
作為一個實驗辦公室中 ，電器設備在運行中包含四

m3/s.person 和 0.000508 m3/s.m2。

組桌機 。每組電腦的額定耗電量佔 310 W。

3.7 空調機組製冷和製熱能力
3.3 空氣洩漏

室內空調機組製冷和制熱能力是對室內空氣溫度最

洩漏是因為門窗打開和結構的裂縫與洩漏導致氣流

有影響力的參數之一 ，所以他們必須小心地調整 。從

意外洩漏到戶外的流量 。為了模擬建物洩漏兩種不同

由製造商提供的指標製冷量開始 ，這些參數是根據空

的情況被考慮 。第一種是當房間空調被打開而窗戶和

調裝置的實際性能逐步調整 。我們發現 ，即使這兩個

門仍然關閉 ，第二種是當空調機關閉 ，窗口打開 。為

空調機組都相同的 ，它們實際的能力略有不同 。對於

了模擬窗口 ，洩漏率假設以每小時空氣變化（ ACH）

冷氣能力 ，第一空調機組（ 2 區 ）最大值為 4300 W 和

為 2 而對於當窗口關閉的辦公時間 ，洩漏估計為 0.01

第二空調機組（ 3 區 ）最大值為 4250 W。在一起時運

ACH。用於計算洩漏的基本方程式是：

行 ，顯示大致相等的值在 2100 左右 W。對於冬日最

 ݊݅ݐܽݎݐ݈݂݅݊ܫൌ ܫௗ௦ ܨ௦ௗ௨ ሾ ܣ

大值 ，因為氣候條件較為有利 ，製熱量率顯示出較低
ଶ

的值 。考慮到冬天的實驗 ，暖氣耗功範圍為 1200 至

ܤȁሺܶ௭ െ ܶௗ ሻȁ  ܥሺܹ݅݊݀ܵ݀݁݁ሻ  ܦሺܹ݅݊݀ܵ ݀݁݁ሻሿ
 ݊݅ݐܽݎݐ݈݂݅݊ܫൌ ܫௗ௦ ܨ௦ௗ௨ ሾ ܣ

700 瓦特取決於操作模式 。

擬在所有條件下恆定體積流量 。

4.模擬結果

ܤȁሺܶ
 ܥሺܹ݅݊݀ܵ݀݁݁ሻ  ܦሺܹ݅݊݀ܵ ݀݁݁ଶ ሻሿ
 ݊݅ݐܽݎݐ݈݂݅݊ܫൌ ܫௗ௦ ܨ௦ௗ௨ ሾܣ

是排程乘數
， ௭ െ
, ܶௗ ሻȁ
室內和室外乾球溫
ܥሺܹ݅݊݀ܵ݀݁݁ሻ
 ܦሺܹ݅݊݀ܵ݀݁݁
ܤȁሺܶ௭ െ ܶௗ ሻȁ  度
。係 數 A，B，C
和 D 被 設 定ଶ ሻሿ
為 1，0，0，0，來 模

接下來的疊代過程後 ，上述各輸入參數的最佳值被

3.4. 通風率

選定 。至於 VRF 暖氣（ 室外機）和全熱交換器的耗功 ，

在空調的運行中 ，通風是由阿拉斯加全熱交換器供

它必須根據真實分佈 ，從實際功率計得到的輸入 。為

應 。此元件被構建為一個空氣對空氣熱交換器以及兩

了評估該模型冷氣和暖氣操作模式中的性能 ，兩實驗

個傳統風扇 ，一個用於供應空氣 ，而另兩個用於排

完成 ，一個是在冬天 ，另一個是夏天 。對於這兩個實

氣 。通風空氣流量有三速 。每個速度的輸入參數在表

驗中 ，實驗條件 ，可分為兩類： 1）空調＆全熱交換

5中

器使用時間（ 當一或兩 AC 機組是 ON）和 2）僅 HRV
表5 ALASKA 全熱交換器輸入參數
High Medium Low
Air flow rate (m3/s) 0.1389
0.1389 0.1167
Pressure rise (Pa)
127.48
34.32
34.32
Electric power (W)
310
270
220

使用時間（ 兩組空調關閉和窗戶打開 ）。

4.1暖氣模式 (冬天)
冬天的實驗 ，有代表性的寒冷的日子被採用 (2015
年 3 月 27 日 )。採集的數據相當於半天從一個典型的

3.5 室內空氣混合
根據實驗設計的目的 ，所研究的房間被分成四個溫

辦公室工作時間（ 07:00 至 14:00）。這兩個 AC 室內機

場 。空氣體積之間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每個不同區必

組和 HRV 都在 3 小時期間運行 。剩下的時間 ，窗戶保

須被指定 。EnergyPlus 提供了一個物件 ，它影響由空

持開放和空調裝置關閉 。這個實驗的通風速度設定在

氣交換的兩個相鄰溫場之間的熱平衡 。由於場域之間

弱 。在圖 3 中調整輸入功率消耗 VRF 暖氣和全熱交換

的這些氣流在實際的建物中幾乎無法量測 ，此模擬研

器 。圖 4 顯示了對不同溫場和室外溫度的真實和模擬

究中 ，他們是由以疊代過程估計 。這個估計的結果揭

溫度曲線 。

露 ，場域之間的空氣流為 0.1 至 0.25 立方米 / 每秒可
得到準確模擬結果 。

3.6 戶外空氣流
空調裝置供給該建築物室外空氣的要求之設定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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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為所研究建物的各溫場真實和模擬溫度之間的
差異的數值 。由於每一個溫度感測器有不同位置和
其它次要因素的誤差可以從一區域到另一區域略有不
同 。平均來說 ，這一天的模型契合了 98.75％的實測
量。
表6 模擬室內溫度的平均差和相對誤差 (暖氣)
Zone
Zone
Zone
Zone
1
2
3
4
Ave. temp. diff. (⁰C)
0.178
0.402
0.254
0.255
Relative error (%)
0.84
1.85
1.13
1.20

4.2 冷氣模式 (夏天)
夏天的實驗 ，選定的一天是 2014 年 6 月 26 日 。在
此情況下 ，採集數據的時間是從 08:15 至 17:00。為
了得到每一空調室內機的冷氣性能的量度 ，該實驗區
分為 3 個步驟 。最初只有第一室內機為 ON（ 第 2 區室
內機 ），那麼只有第二室內機是 ON（ 第 3 區室內機 ），
最後兩室內機都被打開 。整個實驗區間通風速度保持
在強 。針對實驗與模擬結果顯示於圖 5 和 6。

圖5 耗功-實驗 vs 模擬值(冷氣)

圖4 溫場 1 to 4-實驗 vs 模擬值(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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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和未來方向
總體結果顯示 ，實測的溫度數據和模擬值之間的契
合範圍平均為 98.33％到 98.75％。因此 ，在本文中描
述的實施模式可以用作室內空氣溫度的預測工具 。同
樣的能源模型 ，可用來預測冬季和夏季操作模型 ，顯
示未來推斷能源性能上有很大的潛力 。儘管一些室
外和室內的因子與增加它與真實值的差異會影響模擬
值 ，只要次要參數變化就可預期達到類似誤差值 。室
內空氣相對濕度控制和預測在未來需更進一步的研
究 。連續採擷實驗數據隨著能源建築模型輸入參數的
修正有望導出能夠預測空調耗電量和室內空氣品質參
數的精確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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