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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是主要做出良好的散熱、降溫、警報及環保等系統，一般無空調的工廠或民宅為

了幫助降低廠內的溫度，本研究係利用文氏原理，籍由自然風流過文氏管內部產生負氣壓將

室內熱空氣引導到室外，若室內溫度仍處高溫，在此系統中裝有溫控系統以增加室內、外對

流，若不幸發生火災時，除警報器作響外且切斷風扇電路並強制阻隔對流，此電源供應皆由

太陽能板將光能轉為電能存於電瓶內使用，以降低對台電的須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此作品做出多項實驗，討論出室內外溫差的降溫效果及風流量（速）的降溫效果，設計

出無汙染、低噪音暨安全又降低對台電依賴的居家安全綠能屋。 

 

壹、研究動機 

台灣位處於亞熱帶地區，天氣濕熱，夏天的氣溫更是令人難耐，縱使廠房有使用簡易隔

熱材，更尤其是在廠房內若有機具運作使氣溫上升，雖然屋頂會加裝通風球，但效果仍不甚

理想而引響工作情緒甚鉅。 

目前市面上所見的免電式散熱器大都為渦輪式排風機，其優點為造價便宜又可省下不少

電費，深獲許多中小規模的工廠喜愛，但由於只有局部散熱效果，本研究有鑑於此，應用流

體力學的概念以及利用高速流動的氣體附近會產生低壓，從而產生負氣壓吸附作用的文式管

原理，精心研發出居家安全綠能屋，此散熱器兼具前述設計理念，具有排除熱氣的效果。 

本小組有鑑於此，利用文氏管（venturi）是運用白努力原理和連續方程式的裝置。當一

管路的截面積縮小時，此時管路內的流體為了滿足連續方程式，所以流速會上升而壓力則會

因為白努力原理而下降，精心研發出文氏管散熱器，具有自然排氣和自然通風的雙重特性，

並在文氏管的其中一端加裝檔風板以自動追尋自然風的方向以提高此效果，隨著風向不定或

風速大小不一時均有此一效果，以逹節能減碳，綠能生活，減少冷氣的使用，減少不必要的

費用支出，時間一久，也可以省下一筆可觀的費用。 

在此作品討論出室外溫度、濕度、亮度對風流量（速）、室內溫度之影響，以對自然現象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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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空間(設一廠房為 5 間教室大，教室長 9 公尺寬 9 公尺高 4 公尺）固定不變的情況下，要    

降１度Ｃ時須要吃多少冷氣電費及碳排量？ 

二、了解白努力原理和連續方程式。 

三、了解文氏管（venturi）原理、應用。 

四、防火災認識及機電整合(有無對流對火災蔓延的速度) 

五、認識大陽能板原理、種類及應用 

六、有無文氏管之對流、風扇之對流（風速計）(自然風所吹之風速，與文氏管之風速分析) 

七、了解溫控線路設計、配線、測試及應用 

八、討論出室內外溫差的降溫效果及風流量（速）的降溫效果。(去年數據加以修改之曲線圖) 

 

參、研究材料與器材 

研

究

設

備

、

器

材 

    
砂輪機 煙霧警報器 風速檢測器 光度檢測器 

    
鑽頭 溫、濕度計 電壓計 電瓶 

工

   

具 

    
鋸子、鋸條 砂紙 三用電表 剝線鉗 

    
斜口鉗 尖嘴鉗 烙鐵架、海棉 電烙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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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吸鍚器 焊鍚 AB 膠、三秒膠 十字起字 

零 

 

 

 

             

件 

    
量杯、漏斗 太陽能板 電路板 指撥開關 

    
繼電器 蜂鳴器 保險絲(座) 電阻器 

    
電晶體 555 IC 、 556 IC 電容器 IC 母座 

    
熱敏電阻 風扇 電磁吸鐵 微動開關 

   

 

可變電阻 開關 噴火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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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流程圖如下： 

 
圖 1 設 計 製 造 流 程 圖  

 

相關資料收集 

研究與討論 

繪製電路圖 

選定零件 

 

擬定研究題目 

製作、組裝 

實體作完成 

製作書面資料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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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通風球的效率 

目前自然通風球通用 20 型之排熱效率僅 10–15% 。 

(二)空間（設一廠房為 5 間教室大，教室長 9 公尺寬 9 公尺高 4 公尺）固定不變的情況下，

要降１度Ｃ時須要吃多少冷氣電費及碳排量? 

假設空氣比重為 1.28kg/m 若只降溫不除溼狀態下，降低一度需吸收 0.3kca/kg 熱量，而一立

方米之空氣重量為 1.26kg，設一教室為有 324 立方公尺，五間教室則為 1620 立方公尺，相當

於有 2.0412 噸的空氣，若要將此空間降低一度則需要 612kcal 冷氣部分以 1 噸

(2.8kW,2408kcal/h)傳統分變頻冷氣而言，EER 約 2.97 ，亦即每製冷 1kcal(千卡)每小時用電

0.39 千瓦，冷氣機每小時須耗電 612kcal*0.39kW/kcal=238.8kW。 

則每小時需 239 度電，一度電 2 元每小時則需要 478 元/小時，以一天 8 小時下來相當於 3824

元。一度電則會排放 0.637kg 二氧化碳，一小時會產生 152kg 的二氧化碳 

(三) 文氏管之物理原理(Venturi effect) 

克利門賀歇爾(Clemens Herschel)是第一個將文氏管的原則運用在實際的工作上，如流體量

測。他以一系列的收斂發散管作實驗，最後證明進口與喉處(最小截面處)之壓力差與流量的

關係。擔任此工作的儀器就是他所稱的文氏管。 

 

圖 2 賀歇爾式標準文氏管 

圖 2 是賀歇爾氏標準文氏管，流體流經文氏管，流體流經文氏管便產生壓力差，測出壓力差

即可求出流量，文氏管通常以鑄鐵或鋼製成，喉部常以青銅件組合而成，便於拆裝。巨型之

文氏管則以混凝土造成，光滑表面是其要求之一標準。進口處之收歛角度約為 20 o，出口截

面之發散角度則常在 7o 左右。喉部側壓管接口必須接於側壓環上，如此方可求出其壓力之平

均值。文氏管直徑比，係喉部直徑與管道直徑之比值。通常約在 0.25 到 0.50 之間。 

依據流體力學中的「白努利 (Bernoulli) 定律」，在一個連續固定的流場中，當流體流速增加

時，流體的壓力會下降。而文氏管效應（Venturi effect）就是利用流體(空氣)流速增加所產生

的低壓吸力。在文氏管中，空氣流經口徑較窄的喉部被加速，這些被加速過的空氣，到了出

口之後便會形成一股噴射力道。 

公式推導 

測量液體的流速或流量時，可將它水準地連接到被測管路上．由於是水準放置的，應用伯努

利方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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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連續性方程 S１ v１ ＝ S２ v２ 對上面兩方程聯立求解，可得出 A 處液體的流速

 

若兩豎直管中液面的高度差為 Δ h ，則式中壓強差 p１ － p２ ＝ ρ gΔ h ，那麼

 

因此，被測液體的流量為  

因為水準管中橫截面積 S１ 、S２ 已知，所以只需測出兩直管中液體的高度差 Δ h ，即可求

出管中液體的流速 v１ 和流量 Q ． 

文氏管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縮流部分，流體在這一段中，流速會增加而壓力會變小。第

二段是平滑的圓筒，第三段則是平滑的擴孔，這一部份的作用是要讓流體能平順地回復原來

的流速。在量測的應用上，由高低不同的兩個斷面中，各取出在斷面處的壓力值。 

 

三、文氏管相關之應用 

化油器可以分為固定文氏管(Fixed-venturi)和可變文氏管(Variable-venturi)兩種文式管

(venturi)是運用白努力原理和連續方程式的裝置。當一管路的截面積縮小時，此時管路內的流

體為了滿足連續方程式所以流速會上升而壓力則會因為白努力原理而下降。 而固定文氏管在

化油器的文氏管部分因為壓力下降所以會將燃料吸到氣流中，這種構造可以在美國和一些日

本汽車所使用的下吸式化油器上發現。可變文氏管則是利用滑塊和滑塊上的油針來控制文氏

管的管路面積和汽油噴嘴的開閉。化油器主要就是由一根通到引擎的管子所構成。這根管子

的內部是文氏管的形狀，在文氏管較細的部分會有汽油的噴嘴，所以當氣流通過文氏管壓力

下降時就會將汽油吸到氣流中在文氏管的一端有著蝶形閥或稱節流閥，長的樣子就是一片可

以旋轉的圓形片狀物，可以控制氣流流量，而氣流的流量就決定了進入引擎油氣的多寡，從

而控制引擎的出力和速度，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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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文氏管原理 圖 4 文氏管應用 

 

四、防火災認識及機電整合(有無對流對火災蔓延的速度) 

(一)火災警報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依據，民國 99 年 5 月 19 日消防法第 6 條修正，

未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住宅、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應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東京消防廳 2000 年至 2009 年統計住宅知火災死亡原因分析，如

圖 5 所示，撇除原因不明因素以外，不難發現「火災延遲發現」及「自力避難困難」係為住

宅火災死亡主要原因。 

 

圖 5 日本東京 2000 年至 2009 年住宅知火災死亡原因分析 

(二)煙囪效應：煙囪效應（英文：Stack effect）是指戶內空氣沿著有垂直坡度的空間向上昇

或下降，造成空氣加強對流的現象。密閉空間內的燃燒往往因為空間氧氣不足，火勢會慢慢

減緩，最後便可能會自動地熄滅。若密閉空間變開放空間後，因增加空氣的對流，有充分的

氧氣及風勢，便會助長火勢，如同煙囪向上釋放熱能。 

 

五、太陽能板原理如下： 

(一)了解太陽能板的構造及原理，在玻璃片上塗上兩層薄薄的半導體塗層，一層為 N 型半

導體，另一層為 P 型半導體，此兩半導體層各自接上導體，即成為太陽能板，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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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 型半導體，另一層為 P 型半導體，此兩半導體層各自接上導體，即成為太陽能板，

如圖 7 所示。 

(三)Ｎ型半導體混入了最外層有五顆電子的雜質原子於最外層有四顆電子的矽或鍺半導體

之內，此種安排令到雜質原子的最外層電子的狀況與金屬的最外層電子的狀況相近似，在光

子的撞擊之下會遊離出來；但它與金屬不同的地方，是它不可以讓外來的電子在Ｎ型半導體

之內自由走動。Ｐ型半導體則混入了最外層只有三顆電子的雜質原子於最外層有四顆電子的

矽或硅半導體之內，此種安排令到雜質原子的最外層電子與絕緣體的最外層電子的狀況相

似，在光子的撞擊之下也不會遊離出來，但Ｐ型半導體與絕緣體不同的地方，是它可以讓外

來的電子在Ｐ型半導體之內自由走動。結果，在光線照射之下，Ｎ型半導體之內的電子被擊

出，但都馬上跳到Ｐ型半導體之內而不可以退回，形成單向導電，令到Ｎ型半導體一面構成

正電壓，Ｐ型半導體一面構成負電壓，於是乎發揮出與電池一樣的功能，如圖 7 所示。 

 

(四)太陽能板的種類比較(如表 1) 

1.單晶矽太陽能板：單晶矽太陽能板的結構十分完整，原子按照一定的規則，週期性的

排列，自由電子與電洞在內部移動不會受到阻礙，較不容易發生自由電子與電洞復合的情況，

所以單晶矽太陽能板能達到較高的效率，同時也使得光電轉換效率不易隨時間衰退，這就是

單矽太陽能板的最大優點，其缺點就是價格昂貴。 

2.多晶矽太陽能板：多晶矽的矽原子堆積方式不止一種，是由多種不同排列的晶矽所組

成，結晶構造含有較多的雜質使自由電子與電動不易移動，一般製作時矽原子沒有足夠的時

間形成單一晶格形成許多結晶顆粒，如果顆粒越大則效率與單晶太陽能板越接近，結晶顆粒

越小效率越差。效率差的原因是顆粒與顆粒之間存在著結晶邊界，結晶邊界存在著許多懸浮

鍵，若懸浮鍵增加與自由電子複合而使電流減少，光電轉換效率因而逐漸衰退。目的是以降

低成本為優先，其次才是效率，適用於戶外有陽光照射之處，較不適合室內小功率之應用。 

 

  

圖 6 太陽能板的構造圖 圖 7 太陽能電池發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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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晶矽太陽能板：非晶矽太陽能板排列混亂，一般非晶矽是以電漿式化學氣相沉積法，

在玻璃等基板上成厚度約一微米左右的非晶矽薄膜，因非晶矽對光的吸收性比矽強，所以只

需薄薄的一層就可以把光子的能量有效的吸收，不需使用昂貴的結晶矽基板，而使用較便宜

的玻璃、陶瓷或金屬等基板，不僅可節省大量的材料成本。但穩定性不佳及效率低落，其低

落原因是懸浮鍵比多晶矽更多，造成自由電子與電洞不易移動。 

4.以效率來說：目前仍以單晶矽為最高，可達將近 25%轉換效率，多晶矽則為近 20%，

非晶矽則最低在 15%左右。 

 

表 1 太陽能板的種類比較 

種類 優點 缺點 

單晶矽 轉換效率高 

使用年限長 

製造成本較高 

製造時間較長 

多晶矽 製程步驟較簡單 

成本較低 

效率較單晶矽低 

非晶矽 價格最便宜 

生產最快速 

戶外設置後輸出功率 

減少且有光劣化現象 

 

 

 

圖 8 太陽能板產出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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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矽晶片太陽能板(硬式、不可撓)的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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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實驗研究製程如下： 

(一)利用繪圖軟體 Solidworks 畫出文氏管的形狀、大小尺寸如圖 10.11 所示，接著加工將量

杯等製成所須文氏管作品，如圖 12~24 所示。 

  

圖 10 文氏管尺寸 圖 11 量杯、漏斗 

  

圖 12 切割杯底 圖 13 切割中 

  

圖 14 切到一半 圖 15 切斷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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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磨直徑 圖 17 烤軟且撐大口徑 

  

圖 18 T 型管 圖 19 黏進風孔 

  

圖 20 黏出風孔 圖 21 黏室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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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黏室內孔 圖 23 黏室內孔與軸承內徑 

 

圖 24 文式管完成品圖 

 

(二)擬定研究題目方向及可行性，如圖 25 所示留下有價值且可能完成的內容，依需要設計

出溫控線路設計、配線、測試...等線路圖，如圖 25~28 所示。 

 
 

圖 25 線路圖 圖 26 利用麵包板配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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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繪製 Layout 圖 圖 28 依 Lauout 焊電路板 

 

(三)檢測熱敏電阻在溫度變化下之電阻值的改變： 

檢測熱敏電阻之電阻值如圖 29 所示，在當下的溫度為 26.2℃，電阻值為 20MΩ，將衛生

紙沾熱水再接觸熱敏電阻如圖 30 所示，溫度升至 35.4℃，電阻值降為 13.4MΩ。 

  

圖 29 常溫下熱敏電阻值 圖 30 加溫後之熱敏電阻值 

 

用冰塊接觸熱敏電阻如圖 31 所示，溫度降至 7.8℃，電阻值升高到 40.1MΩ，由此得知熱

敏電阻會因溫度改變而改變電阻值，再與焊好的電路於麵包板上測試如圖 32 所示，再裝上風

扇確實由溫度改變控制扇轉動與否如圖 33.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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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冷却下之熱敏電阻值 圖 32 焊好電路之測試 

  

圖 33 溫度低時風扇不轉動 圖 34 溫度高時風扇轉動 

 

(三)設計底座尺寸及製作成實物如圖 35.36 

  

圖 35 底座尺寸 圖 36 底座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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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測試完成之電線裝置於底座如圖 37~40，並拿到室外實測如圖 41 

  

圖 37 位置配置圖 圖 38 鑽孔 

  

圖 39 裝電路板圖 圖 40 配線完成圖 

 

圖 41 於室外實測 

 

 

 

 

 

 

 



17 

 

(五)由熱敏電阻感測出現在溫度，若溫度偏低，則風扇不轉動如圖 42，若溫度偏高，則風

扇轉動如圖 43 所示。 

  

圖 42 風扇不轉動 圖 43 風扇轉動 

 

 

 

(六)若室內發生火災情況時，除了煙霧警報器作響外擋板將蓋住風扇對流口以降低煙囪效

應如圖 44.45，另裝有一個微動開關，若發生火災時，壓板將碰到微動開關切斷風扇電源。 

  

圖 44 擋板沒有蓋住風扇口 圖 45 擋板蓋住風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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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室外 

測量時間 
室外 

 
室外 

測試時間 
文氏管室內 

溫度℃ 溫度℃ 
 

溫度℃ 溫度℃ 

25.0  9:00 24.9  
 

37.9  2:20 36.6  

23.9  9:40 24.5  
 

40.3  2:25 37.3  

23.9  10:10 24.9  
 

42.9  2:30 42.0  

24.5  10:40 25.4  
 

42.0  2:35 40.0  

25.1  11:10 25.9  
 

40.5  2:40 43.9  

25.5  11:40 26.4  
 

39.4  2:45 44.3  

25.4  12:10 29.1  
 

38.4  2:50 43.0  

25.9  12:40 28.4  
 

31.4  2:55 41.0  

28.9  13:10 30.0  
 

36.4  3:00 40.9  

31.9  13:40 31.6  
 

38.4  3:05 41.3  

31.4  14:10 30.9  
 

37.1  3:10 40.1  

30.9  14:40 30.2  
 

37.1  3:15 41.6  

    
37.1  3:20 41.1  

    
37.9  3:25 39.9  

    
36.4  3:30 39.4  

    
31.9  3:35 31.9  

    
34.0  3:40 32.4  

    
36.6  3:45 31.6  

    
29.5  3:50 32.8  

 

 

 

 
3/14(四)相同時間的內外溫濕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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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五)相同時間的內外溫濕度比較圖 

 

 

 

依實驗結果可以發現，若風速越快則可產生越大的真空吸力帶走我們的熱氣，若室內溫

度越高其散熱的效果就越明顯。依據我們的文式管原理可以發現，由於文式管效應只會產生

真空吸力，並無法將外面的空氣帶進廠房內，所以無論外面空氣是冷空氣還是熱空氣對我們

的散熱沒有太大的引響，會影響散熱效果的是自然風的流速，流速越快散熱效果越佳。 

另由此實驗結果也可獲得一個資訊，若廠房內意外發生火災或有煙霧產生，此裝置可以

將煙霧排出室內，讓人員更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撤離，增加人員的生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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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利用了文氏管原理增加對流有效降低室內溫度及達到節能減碳的概念，將光能經

由太陽能板轉為電能存於電瓶內，供其電力以轉動風扇增進室內降溫效能，考慮到火災時之

煙囪效應並善加利用，讓使用者添加一份安全。 

若廠房需保持於低溫，例如：半導體電子廠，食品加工廠都需倚靠使用電力的大型排風

機或中央空調才有辦法達到低溫效果。但若是只須要有基本散熱功能的鐵皮屋廠房，以本裝

置即可達到高效率的散熱效果，尤其是在炎熱的夏天下散熱更為明顯，減少我們對電力的依

賴，讓我們可以為地球的環境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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