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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設施排風能源再利用於微風力發電系統之研究 

張學豪1、蔡智宇1、黃柏喻2、黃鈵証3、謝廣文4* 

摘 要  為了減緩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問題，配合近來所發展的綠色能源，提倡節能減碳並提高自產能源使用效

率。  本研究建立一套溫室設施排風餘能利用微風力發電雛型系統，利用設施之大型通風扇所產生之穩定風源下，設

計一導風與整流機構，架設於通風扇出風口，使風能有效收集集中導向微風力發電機，再透過最大功率追蹤器(Max 

Power Point Tracking)進行最大功率之輸出且及時偵測風機電壓、充電電流及電池電壓並進行負載管理，並搭配以 PLC

為核心的控制系統，利用雙電瓶獨立進行充、放電動作，控制程式依據電瓶電壓判斷並自動切換充、放電模式。  將

風力發電機所產生之電力儲存於電瓶中，再由電瓶所儲存的能量提供給負載使用，形成一套儲能與負載最佳化自動控

制系統，達到餘能回收再利用之效果，且實踐節能減碳之目的。  本研究之 600W 水平式風力發電機透過架設導風與

整流機構後發電效率更好，最高發電功率為 176.8W，平均發電功率為 90.9W，每年至少可提供近 600 度電力，約可

減少 312.6 kg 之 CO2e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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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lleviate the climate-changing problems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this research is operated in 

coordination with recent-developed green sources, energy conservat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he 

increasing utility rate of self-generated energy. The study is to establish a micro wind power generator system 

designing a wind guide and rectifying mechanism which efficiently enables the stable wind source from a 

large-sized air exhaust of the green house to be assembled and baffled toward the Small Scale Wind Turbine. 

The mechanism is set up outside of the air exhaust. The Max Power Point will be output and the voltage of the 

generator, charging current, and the voltage of the batteries will be detected promptly, and load will be 

controlled by the Max Power Point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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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 power package is operated in cooperation with a control system with PLC.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of two batteries, the control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switch its mode to charge or discharge the 

batteries independently. It forms an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that optimizes energy accumulation and loading, 

reaching the goal to recover surplus energy and to conserve energy and decrease carbon emission.    

   The 600W horizontal wind power generator generates the best efficiency by erect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air director. The maximum generating power is 176.8W, and the average is 90.9W. It provides at least 600 

kilowatt-hour per year, and reduces roughly 312.6kg of CO2e emission.  

Keywords: Micro-generator, two batteries, energy recovery 

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經濟的成長及人類在經濟活動上日

趨發達之際，造成大量的石化燃料消耗並排放了二氧化

碳，導致全球所面臨之環境問題相當嚴重。而再生能源不

僅對環境沒有造成汙染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政

府也積極加強推動再生能源之開發。 

由於台灣位處於亞熱帶濕熱氣候，因此對於溫室內所

造成的高溫需透過溫室強制通風及水牆冷卻等方法解決。

對於作物生長的要求下，強制通風為目前最基本的使用

設備，以作物溫室來說，通風扇可將內部空氣流動且將內

部所產生之熱累積排出，而通風扇通常將風排向大氣，對

環境毫無幫助。因此於通風扇後端架設微風力發電機，將

風扇所排出風力之能量以餘能回收再利用之形式來啟動

微風力發電機(蔡，2013)。 

風力發電是利用風吹之動能轉變為風機之機械能，再

將機械能轉化為電能利用。而原始構想來自風車，1891

年丹麥的 P‧拉科爾發起，改良了荷蘭型風車之葉片，使葉

片能夠高速旋轉，並驅動需要固定轉速之發電機，更進一

步想出利用蓄電池充放電之自動式繼電器，將實現風力

發電的實用化(牛與三野，2010)。 

一般溫室之大型通風扇所排出之風源為順時針螺旋

風，風速不穩定且分布不平均 (Hong and Lee，2012) ，

指出必須探討風速分布狀況及風速變化來確立理想風場

範圍。而風洞是進行相關流動力研究的重要設備，其功能

可將通風扇所送出之風輔導為模擬自然平行風。風洞設

備包含了動力段、擴散段、整流段、收縮段四大部分。動

力段為提供風之來源；擴散段為降低風速以減少風能之

損失，是風洞長度比例最長的部分；整流段主要功能為使

氣流能有效地轉為平行風，並降低紊流程度，卻同時造成

風壓之損失。依學者研究指出，理想的蜂巢管長度與直徑

比值範圍在 6：1 至 10：1。整流機構形狀可分為蜂巢六

角格或方形格，蜂巢六角格因較耗工且製作困難度較高，

因此需較大的成本；收縮段於整流段後，可降低管道內之

紊流強度及增加風壓提高風速，可發揮二次整流之功能

(曾與陳，2010；方，2013)。 

由空氣動力學得知，風能與風速的立方成正比關係，

亦即風速越高時，風能越大(王，2005)。因此透過加裝導

風與整流機構能使風速提高且分佈更加平均(蔡，2013)。

指出於通風扇後端未加裝導風與整流機構時，整體平均

風速為 9.8m/s，而加裝導風與整流機構後，整體平均風

速提升至 10.8m/s，同時提高風力發電機之發電效率，從

12W 提高至 59.5W，提高 5 倍，但卻因整流機構使出風

口面積縮小而損失近 48%風能。 

而風機功率之產生主要依靠風速及風機轉速，在不同

風速與不同轉速下可得到轉速與風機輸出功率的特性曲

線，利用最大功率追蹤可使在任何風速下皆能得到最大

的輸出功率(Kot, Rolak et al. 2013；張與楊，2004)。 

風能為乾淨的綠色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風

力發電亦不會產生環境之汙染及傷害，其發出之電能可

作為輔助電源使用，節省部分電費，且二氧化碳排放更為

零。依照 2014 經濟部能源局所提供之每產生一度電約釋

放 0.521 kg CO2e 計算(經濟部能源局，2014)。 

本研究因此研製導風及整流機構，使通風扇送出之

穩定源能藉由通過導風及整流機構後提高風速且均勻分

布並導入後段風力發電機，期望能提高風力發電機之發

電效率。 

二、材料與方法 

(一) 系統架構設計 

本研究係利用溫室通風扇所排出之穩定風源透過導

風及整流機構使風集中且有效收集，並減少紊流以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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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風方式導向風力發電機，將風機之動能轉換為電能

使用，提升風力發電機之發電效率。搭配最大功率追蹤器

找出風機最大功率點對蓄電瓶進行充電，且即時偵測風

機電壓、充電電流與蓄電池電壓及電池狀態，透過 RS-

485 將資訊傳輸至以 PLC 為控制核心之控制器且每分鐘

記錄一筆資訊並儲存至 Data Bank，資訊包含:日期、時

間、電瓶電壓、風機充電電流、MPPT 充電電壓、電池狀

態及切換狀態。再由設計之控制系統進行蓄電池之充、放

電機制管理(含市電輔助供電、充電)，最後再將所儲存之

電力提供給溫室負載端使用，負載端為 LED 燈 4 支、網

路攝影機(IP CAM)與集線器(HUB)電源。 

    網路部分透過控制器之 HUB 將 PLC 模組、IP CAM

與溫室內現場端電腦形成一個內網域，再從遠端電腦透

過 google 遠端連線進入現場端電腦，透過內網連結後，

即可觀看 IP CAM 之攝影畫面及監看 PLC 控制流程與風

機發電狀態，整體架構系統如圖 1 所示。 

(二) 實驗設備

1. 54 吋通風扇、馬力 1HP、電壓 380V、葉片數為 6 葉、

風機外徑出風口為 127 公 分、外框邊長為 137 公分。

如圖 2 所示。

2. 微風力發電機如圖 3 所示，600W 葉片、半徑 0.65m、

葉片數 3 葉。

3. 導風與整流機構如圖 4-a 與 4-b 所示，將通風扇所排

出之順時針風源經導風與整流機構轉為平行風，且有

效收集並集中導向風力發電機，以提升發電效率。全長

185cm，主要由三段所組成，分別為擴張段、整流段、

收縮段。

4. 最大功率追蹤器(MPPT)如圖 5 所示，功能為風機運轉

時可隨時找出最大功率點對蓄電池進行充電，且能即

時偵測風機電壓、電流、電池電壓、電量及狀態。

5. 熱線式風速計如圖 6 所示，作為量測風速使用。

6. 充、放電控制系統

控制器之控制核心為 PLC 模組，MPPT 所顯示之數據

透過 RS-485 傳送至 PLC 模組進行監看及模式判斷，

搭配 A/D 轉換模組得知雙電瓶之電壓後，再依電瓶電

壓值進行模式切換(A 或 B 電瓶供/充電，風機/市電充

電)之判斷並驅動繼電器進行動作，控制系統實體如圖

7 所示。

圖 1 風力發電系統架構圖 

Fig. 1 Frame structure of wind power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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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型通風扇 

Fig. 2 Large-size air exhaust 

圖 3 600W 風力發電機 

          Fig. 3 600W Wind Turbine 

 

 
圖 4-a 導風與整流機構示意圖 

Fig. 4-a Diagram of wind guide and rectification machinery 

 
圖 4-b 導風與整流機構設計圖 

Fig. 4-b Design chart of wind guide and rectification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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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最大功率追蹤器 

Fig. 5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圖 6 熱線式風速計 

Fig. 6 Hot Wire Anemometer 

圖 7 控制系統實體圖 

Fig. 7 Control system 

(三) 控制流程-電池充、放電控制系統流程設計

本研究主要分成狀況 1、2 及 Mode I、II、III 三種模

式。 

首先將利用AD轉換器比較電瓶A與電瓶B之電壓，

當 VA>VB 進入狀況 1；VA<VB 則進入狀況 2。 

狀況 1: 電瓶 A 電壓>12.2V，進入 Mode I；狀況 2:電瓶

B 電壓>12.2V，進入 Mode II，當狀況 1、2 之電瓶電壓

<12.2V 時，將進入 Mode III。 

Mode I:透過MPPT偵測風機電壓值判斷風機是否開啟，

開啟為 O、關閉為 X。當風機運作=O 時，A 電瓶進行供

電 B電瓶由風機進行充電，A電瓶供電直到當VA <12.2V

時切換至狀況 2；當風機無運作時=X，A 電瓶進行供電

B 電瓶由市電進行充電，A 電瓶供電直到當 VA <12.2V

時切換至狀況 2。 

狀況 2：運作模式如同狀況 1，差別為由 A 電瓶進行充電

B 電瓶進行供電，B 電瓶供電直到當 VB<12.2V 時，將又

切回至狀況 1。如此反覆進行電壓判斷及狀態切換，至 A、

B 電瓶電壓皆低於 12.2V 時，將進入 mode III。 

當狀況 1、2 之 VA 及 VB 電壓皆小於 12.2 時，將進入

mode III，由市電輔助進行負載端之供電，且同時對 A 電

瓶進行市電輔助充電並判斷風機是否運轉，如風機為運

轉中，則 B 電瓶由風機進行充電。由於電壓 12.2V 為電

瓶容量 50%，因此預設判斷市電輔助充電以充電器輸入

電流 7.5A 來換算下將充滿電容量 50Ah 的電瓶，需充 6

小時將充飽電瓶，超過 6 小時後將直接切換至 mode I 繼

續進行模式操作。充放電控制流程設計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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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電池充、放電控制流程圖 

Fig. 8 Circuit diagram of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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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方法

本實驗使用熱線式風速計進行風速量測。以半徑 R

之圓為中心依垂直方向 Y軸與水平方向 X軸沿伸佈置 20

個量測點，若假設出風口面積為 a，一環狀則為1
5
𝑎𝑎，第一

點則為� 1
10=0.316R、第二點則為�1

5+
1
10=0.548R、第三點

為�2
5+

1
10=0.707R、第四點為�3

5+
1
10=0.837R、第五點為

�4
5+

1
10=0.949R，分布圖如圖 9 所示，進而比較通風扇後

端無裝設導風與整流機構與加裝導風與整流機構所產生

風速及風之分佈圖並進行風能與通風量之探討電池充、

放電狀態測試於第二代導風與整流機構後端架設 600W

水平式風力發電機，透過最大功率追蹤(MPPT)進行風機

之發電並搭配以 PLC 為控制核心進行雙電瓶充、放電控

制管理，分別於負載端開啟後測試風機有、無運轉時進行

單一電瓶及雙電瓶模式充電之差異性，是否穩定將風機

所發之電力儲存於電瓶中，並了解電瓶於不同情況下放

電之差異性。負載端為 4 支 LED 燈、HUB 電源、IP CAM

及控制器之晶片模組電源，共約 100W。 

三、結果與討論 

本實驗完成導風與整流機構設計，並架設於古坑花

卉中心。於溫室通風扇後端與風力發電機之間架設所設

計之導風與整流機構，使通風扇所排出之風經導風與整

流機構後以均勻風導向風力發電機，如圖 10 所示。 

圖 9 風速量測分佈圖 

Fig. 9 Distribution of wind velocity measurement 

圖 10 風力發電實體圖 

Fig. 10 Entitative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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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速及分布實驗結果

於相同風扇開啟狀態時，通風扇後段無架設導風與

整流機構時，最小風速為 1.6m/s、最大風速為 13.2m/s、

平均風速為 8.8m/s。風分布圖如圖 11 所示 。 

通風扇後段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時，最小風速為

4.8m/s、最大風速為 11.8m/s、平均風速為 8.2m/s。風

分布圖如圖 12 所示。 

利用上述使用熱線式風速計所量測之風速透過風能

與通風量公式進行計算，如表所 1 所示。 

圖 11 無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風速分佈圖  

Fig. 11 Distribution of wind velocity without wind guide and rectification 

圖 12 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風分布圖 

Fig. 12 Distribution of wind velocity machinery with wind guide and rectification machinery 

表 1 不同形式之風速、通風量、風能量測 

Table 1 Alternative Measure form of wind velocity, ventilation, and wind energy source 

無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 有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 

最小風速(m/s) 1.6 4.8 

最大風速(m/s) 13.2 11.8 

平均風速(m/s) 8.8 8.3 

通風量(m3/min) 671.5 649.4 

風能(W) 519.3 436.7 

- 120 -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2): 113-123 (2017) 

 
 

(二) 風力發電機功率測試結果 

    搭配MPPT進行最大功率之輸出並透過 PLC程式將

每分鐘記錄一筆資訊，包含兩顆電瓶之電壓、MPPT 充電

電壓、風機充電電流及模式切換狀態等。 

    將通風扇在固定條件下進行後段有無架設導風與整

流機構時風機之發電功率測試及風能轉換效率計算，測

試結果如(表 2 所示)。 

(三) 電池充、放電狀態測試 

分別於負載端開啟後測試風機有、無運轉時進行單

一電瓶及雙電瓶模式充電之差異性，是否穩定將風機所

發之電力儲存於電瓶中，並了解電瓶於不同情況下放電

之差異性。負載端為 4 支 LED 燈、HUB 電源、IP CAM

及控制器之晶片模組店員，共約 100W。 

風機無運轉時，13.3V 之電瓶經逆變轉換提供負載使用時，

電瓶電壓急速下降至 12.9V，而放電至 12.2V 共需要 5

小時。如圖 13 所示。 

風機有運轉時，使用雙電瓶進行充、放電動作，此

時電瓶 A、B 電壓分別為 13.5V、12.2V，由電瓶 A 先進

行負載端之供電，然而風機對電瓶 B 進行充電，當 A 電

瓶由 13.5V 提供負載供電消耗至 12.2V 時約 5 小時，也

就是說風機同時對電瓶 B 進行 5 小時之充電，充電至約

13.0V(顯示為充電電壓)，此時電瓶實際電壓約 12.6V，

再由 B 電瓶進行負載供電約 2.5 小時將到達截止電壓

12.2V，此時電瓶 A 之電壓將充回 12.4V，可供負載用電

約 45 分鐘，以此類推，至兩顆電瓶皆低於 12.2V 時，可

提供負載用電約 3.5 小時，如圖 14 所示。 

表 2 不同形式下之風機發電功率 

Table 2 Electrical power of wind power generator in different form 

 無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 有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 

最小電流(A) 1 4 

最大電流(A) 7 12 

平均電流(A) 3.5 6.9 

最大功率(W) 82.8 176.8 

風能轉換效率(%) 15.9 40.5 

 

 
圖 13 風機無運轉下，電瓶耗電趨勢圖 

Fig. 13 Tendency chart of battery power consumption of a battery without operating of wind power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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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風機運轉下，雙電瓶耗電趨勢圖 

Fig. 14 Tendency chart of power consumption of two batterries under operating of wind power generator 

四、結論與建議 

1. 通風扇在未加裝導風與整流機構時，其風速並不穩

定且分布不均勻，越靠近圓心風速越小，架設導風

與整流機構後，圓心附近之風速明顯提升，有效將

風收集且分佈更為平均。

2. 架設導風與整流機構，經計算後其通風量與未加裝

導風機構時雖有部分減少，但並不顯著，因此架設

導風罩並不太會影響溫室內通風。

3. 使用雙電瓶將獨立進行充、放電動作，可有效延長

負載供電及使用壽命，並能使風機對電瓶之充電更

有效率。

4. 微風力發電系統在穩定風源運轉之下進行發電，經

計算後最大功率為 176.8W、平均功率為 90.9W，

若以每日發電 24 小時來計算，一天約可產生 2.18

度的電，若可穩定運轉 3 季，約 273 天來計算，將

可提供近 600 度電使用，至少每年約可減少 312.6

kg 之 CO2e 排放量。因此本系統將達到風餘能回收

再利用之目的，亦能實踐節能減碳之效果。

五、致謝 

本論文之完成，承蒙行政院農委會 104 農科-

16.4.1-科-a5 之補助。特此致謝。 

六、參考文獻 

[1] 牛山泉、三野正洋。2010。小型風車手冊。第五版 9。

[2] 王建斌。2005。風力發電系統最大功率追蹤方法之研

究。碩士論文：中原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3] 方富民。2013。中興大學土木系風洞實驗室。中華民

國風工程學會電子報，第 3 期。14-1。

[4] 張文宇、楊宏澤。2004。風力發電最大功率追蹤技術

之研究。中華民國第二十五屆電力工程研討會。

[5] 曾憲中、陳佑杰。2010。低功率風能發電系統之技術

開發。建國科大理工期刊 30 卷第 1 期：115-134。

[6] 經濟部能源局。2014。103 年度 CO2排向係數公告。

上網日期 2015-06-08。

[7] 蔡智宇。2013。應用微風力發電機系統於密閉式畜禽

舍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

程研究所。

[8] Kot, R., M. Rolak and M. Malinowski .2013.

"Comparison of maximum peak power tracking

algorithms for a small wind turbine."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 91(0):

29-40.

[9] Hong, Se-Woon , In-Bok Lee .2012.Small-scale

Win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Utilizing

Ventilation

- 122 -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2): 113-123 (2017) 

2017 年 05月 10日 收稿 

2017 年 07月 18日 修正 

2017 年 08月 15日 接受 

- 123 -



張學豪、蔡智宇、黃柏喻、黃鈵証、謝廣文：溫室設施排風能源再利用於微風力發電系統之研究 - 124 -


	65-2-1 final 牧草圓包烘乾設備雛型機之研製
	65-2-2 final-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Adjustment Costs  Evidence from ASEAN plus three in Food Industry
	ABSTRACT ASEAN plus three become a popular economics issue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costs are examined. For China, Japan, and Korea, they focus food industry in order to avoid significant impact severely due to ...
	KeyWords: Adjustment cost, Labor market,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摘 要 東協加3在近年來是一個熱門的經濟議題，而其勞動力市場的調整成本是值得調查的。對於中國、日本、以及韓國，都特別關注食品產業為了避免因為區域貿易而導致的嚴重衝擊。而另一方面，由於區域貿易的因素，產業內貿易漸漸地被討論。雖然了解歐洲偏向水平產業內貿易，而亞洲偏向垂直產業內貿易。本研究仍然想知道是否平滑調整假說適用於亞洲國家。本研究結果顯示日本以及韓國的案例符合平滑調整假說，即使只有在垂直產業內貿易出現負向顯著的結果。換句話說，日本與韓國會降低其調整成本當持續與東協國家進行垂直產業內貿易。
	關鍵詞：調整成本、勞動市場、邊際產業內貿易
	I. Introduction
	II.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Measurement Index
	III. Data 0TDescription0T and Empirical Models
	IV. Empirical Results
	1. Dynamic panel estimates of China
	Table 2 represents horizontal results in various GMM forms. Only few variables show different results, such as interaction terms are opposite impacts both in two GMM forms of one-step. In contrast to vertical results, some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als...
	2. Dynamic panel estimates of Japan
	Horizontal results of dynamic panel model are reported in Table 4. Difference GMM only represent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riff variables in one-step model, and less significant estimates than vertical forms in two-step model. The same situation occurs...
	3. Dynamic panel estimates of Korea
	V. Concluding Remarks

	65-2-3 final-稻作大佃農農場經營規模與成本效率之研究-2
	六、結論與建議

	65-2-4-final-臺灣應用農業設施生產蔬菜之生產效率分析
	65-2-5 final-機械手臂應用於智慧組裝之研究
	65-2-6 final-溫室設施排風能源再利用於微風力發電系統之研究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