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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論文名稱： 仿生沐霧機制之建築外殼集水構件之探討 

校 所 別：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建築與都市設計研究所 頁    數： 113 

畢業時間： 一百零二學年度第二學期 學    位： 碩士 

研 究 生： 楊久慧 指導教授： 蔡仁惠 

 

關鍵詞：仿生、沐霧機制、空氣集水、集水構造 

生物對於環境變化擁有演化優勢的調適能力，非洲納米比沙漠甲蟲即為於嚴

苛環境中利用沐霧機制取得空氣中水資源之特例。過去五十年來，重要的霧收集

案例多以獨立之平面網面裝置為主，若結合建築主體應用複層模式於建築外殼導

入仿生沐霧機制，蒐集空氣中之水分，應有助於解決部分水資源匱乏之問題。 

本研究以「誘導式結構」為操作方法，針對甲蟲仿生集水、空氣集水與建築

外殼相關議題探討，歸納整合提出 17 項建築複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設計原則，其

中 10 項適用集水構件主體，7 項屬基地環境評估範疇，並仿臺灣高山高濕多霧環

境進行建築外殼集水實驗驗證，考量建築外牆總厚度空氣層模組以 10、15、20 ㎝

模組為研究試體，結果顯示複層建築外殼空氣層以 20 公分厚度者最佳，據此以提

供未來水資源開發再生及永續建築外殼設計的參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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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The study on building envelope water catchment components of bionic 

fog-basking mechanism  

School：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ages： 113 

Department：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Time： July，2014 Degree： Master 

Researcher： Yang, Jiou-Hui Advisor： Tasi, Jen-Hui 

 

Keywords： Bionic;fog-basking mechanism;air water catchment;water catchment 

components 

 

Biological evolut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adaptability o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 exceptional case, Africa Namib Desert beetle, achieved fog water resources 

harvesting by fog-basking mechanism in harsh environments.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fog collecto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which are the independent unit forms with a 

flat mesh. If, in the building envelope, fog collectors combined with the main building 

and applied double-skin model import bionic fog-basking mechanism, it could solve a 

portion of the problem of water scarcity. 

This paper employed “Heuristic Structure manipulation model” as our method to 

investigate beetles water catchment mechanism, air water catch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n building envelope. Seventeen principles related to air water catchment on building 

envelope we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en principles are about catchment units and 

seven principles are about site assessment. Air water catchment experiments mimic to 

humidity and foggy environment in Taiwan mountain were conducted. Different 

thickness, including 10, 15, and 20 centimeters, of air layer as building envelop were 

u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air layer was 20 centimeters, the air water 

catchment worked the best.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solutions to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enclos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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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緣起 

聯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於

第四份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ssessment Report 4，AR4）中提出警告，全球如果升

溫 4~5℃，將有超過 32 億人將面臨缺水的危機。IPCC 最新第五份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推估，若對溫室氣體毫無管制，到本世紀末全球均溫恐升溫 4.8℃。而 2011 年

臺灣國科會研究指出，如果臺灣在 2090 年升溫 3℃，則冬季平均雨量減幅最高恐

達 22％，夏季平均雨量最多會增加 26％，將對臺灣的水資源調度造成嚴重衝擊。

降雨嚴重不均與地勢嚴峻導致水資源不易存留，使臺灣國人平均可用水量為全球

倒數第 18 名，隸屬於水資源匱乏的國家，因此水資源現地留用及開發再生為臺灣

地區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 

生物對環境變遷具有師法自然的調適能力，水資源開發利用應可結合仿生建

築，師法自然並同時涵蓋生態、節能、零碳等環境共生之概念。非洲納米比沙漠

中沐霧甲蟲（Fog-basking beetle）演化出可以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收集淡水的方

法，利用其背殼結構和材質特性收集濃霧中的水分，其物理集水特性啟發各種可

收集霧氣的表面結構與技術。面對水資源匱乏問題及因應生態永續趨勢，應積極

整合應用於建築外殼，以供臺灣地區未來永續建築設計及水資源開發利用領域應

用之參考。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1.2.1 研究動機 

臺灣地處亞熱帶海島型氣候區，受到氣候變遷衝擊對於極端氣候具有相對較

高而不利的暴露性及脆弱性影響，同時，地勢複雜陡峻與降雨嚴重不均導致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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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不易存留，已面臨可用水資源短缺及分配不均之窘境，導入與環境共生的永續

觀念及早推動氣候變遷水資源現地留用及開發再生之調適策略為臺灣地區永續發

展之重要課題。 

臺灣高山攔截夏季的西南氣流和冬季的東北季風帶來的水氣，大氣壓力與溫

度變化使得向上移動的氣流更為強勁，導致海拔 1800 至 2500 公尺的山區容易形

成雲霧，山勢地形效應使得白天陽光照射，水氣上升，午後山區溫度漸降，水氣

停滯形成雲霧或雨滴，空氣中含有豐沛的水資源，具有高度開發價值的潛力。 

生物隨著環境變遷而天擇演化出具有調適環境的能力，從而建構複雜穩定而

多樣的生態環境體系，建築面對環境調適比擬生物師法自然，可滿足環境共生、

保持生態平衡、減少對環境的衝擊與負荷。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非洲納米比沙

漠中沐霧甲蟲（Fog-basking beetle）已演化出收集可用水資源的方法，探討其外殼

集水特性已初步啟發各種可空氣集水的表面結構與技術。面對水資源匱乏問題及

因應生態永續趨勢，應積極將其物理特性整合應用於建築外殼，以供臺灣地區未

來永續建築設計及水資源開發利用領域應用之參考。 

 

1.2.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可分為兩項： 

一、 檢視仿生沐霧機制中空氣集水的特性，以相關學理基礎探討與歸納，提

出被動式建築外殼空氣集水構件之設計原則。 

二、 仿臺灣高山高濕多霧環境建築外殼進行實驗模擬分析與應證，以提供未

來被動式建築外殼空氣集水設計之參考。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1.3.1 研究範圍 



 

3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針對被動式建築外殼空氣集水進行探討與實驗模擬。

研究範圍涵蓋甲蟲沐霧集水議題及空氣集水相關學理，並結合建築外殼等議題探

討推導歸納出設計原則與概念。未來實際評估應用，則以本研究實驗模擬之建築

外殼複層構造空氣集水效益較佳者擇優應用。本研究探討共有三個主要議題，如

表 1.3.1 所示： 

 

表 1.3.1  研究範圍探討議題表 

探討議題與子議題 

1.甲蟲沐霧集水議題 2.空氣集水議題 3.外殼集水構件議題 

 沐霧行為與環境背景 
 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 
 甲蟲背部集水理論 

 表面集水理論 
 外部物理環境 
 空氣集水技術 

 生物機制與環境調適 
 建築物周邊氣流特性 
 材料應用及構造型式 

 

1.3.2 研究對象 

本文之研究對象以仿臺灣高山高濕多霧環境之建築外殼為主要討論對象，參

考其主要環境條件進行建築複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實驗模擬分析與應證。 

 

1.4 研究限制 

空氣中水氣含量達飽和者可凝結為霧、雲或雨滴等液態水，藉由空氣流場傳

播及循環，運用一定方法收集空氣中的水資源並加以利用，即為空氣取水。而將

甲蟲沐霧集水之被動式物理性仿生思維運用於建築外殼空氣集水是一個新興且複

雜的研究議題，涉及各專業領域間之整合應用，故要採用被動式設計手法有效空

氣集水必須有全面性之通盤評估及考量，對於本研究的限制如下：  

一、 本研究以仿臺灣高山高濕多霧環境之建築外殼為主要討論對象，因高山

環境氣候變化難測受局部地形氣候影響甚鉅，需於多處基地進行持續性長期

觀測始能取得具有可信度之數據，同時臺灣高山海拔起伏劇烈，山區對外交

通、當地地形阻隔資料傳輸通訊，高雲量低照度造成太陽能充電時間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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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植物生長以及動物昆蟲活動等等因素，都會造成觀測紀錄經常性中斷的

品管問題，導致高山環境實地觀測實驗之不易，故擬採實驗模擬方式進行驗

證，同時評估臺灣高山實際天候環境針對空氣集水主要影響因子進行實驗環

境設定，局部性地形及氣候因子及縮尺實驗之細微差異不在本研究範圍內，

未來亦可參考實驗結果依據相關學理進行細部探究及效益推估。 

 

二、 本研究以被動式建築外殼空氣集水構件進行設計原則建議，集水構件採

用複層式單元模組，實驗操作中擬定之建築外殼採用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

料（Fiber Reinforced Plastic，FRP）為主要建築外殼材料，實驗模組設計參考

相關文獻學理探討後之原則，材料選擇在地材料並以符合輕量化及通用性為

主，故僅針對空氣層厚度對於集水效益之影響進行模擬及分析，其他如：細

部構件、面料材質、集水系統、以及過濾系統等，並不在本研究範圍內。 

 

三、 本研究實驗模組設置，參考文獻資料之雙層遮光率 35％的拉舍爾針織經

編網面，配合市場普及性、建置成本不宜過高及材料須符合易取得之特性，

採用臺灣常見針織經編遮光率為 50％之黑色遮陽網為補集網面材料。框架材

料採用無吸水性之製冷輻射材料，運用普遍性之紗窗材料工法製作。考量建

築外殼總厚度不宜過厚，且其厚度需包含增設之複層構件，並斟酌文獻指出

之空氣層厚度在 20 ㎝的時候可以產生最高的空氣流率下，且評估複層構件模

組製造成本效益，空氣層距離越大時接合處將須提供較穩固耐用性之結構接

頭，故本實驗擬定空氣層厚度以 10、15、20 ㎝模組為研究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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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與流程 

1.5.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於仿生沐霧機制之建築外殼集水設計深層結構（概念）以「誘導式

結構」理論作為本論文前段操作工具，應用階段包含：問題界定、思考方向、重

點提取及歸結，進行論文思辯之問題、範圍、方向之界定與確認，並以統覽方式

理解問題與解題。後續則以科學實驗方法進行實驗驗證分析。 

誘導式（Heuristic）源自希臘文 Heurisko，即「去找出」，意指設法有系統地

尋找答案，經由探索與探測以發明或發現獲取知識。Rpwe 與 Boulgarides（1992）

認為誘導程序（The Heuristic Process）管理對於問題解決上能提供重要的優勢，它

基於人類之經驗、洞察、理解及人心智邏輯化以達到複雜問題的解決，它使我們

能超越正式的演譯邏輯、歸納邏輯的限制（蔡仁惠，1997）。1983 年郎尼根

（Lonergan，Bernard J.F.）之《洞察（Insight）》一書中企圖使個人對認知結構

（Cognitive Structure）做出自我認知（Self-Appropriation）的過程為宗旨，於 1999

年蔡仁惠將誘導式之運作結構化而成為「誘導式結構」（Heuristic Structure）理論，

最初是應用在建築設計之操作上。 

Heuristic Structure（以下簡稱 H.S.）理論是一解題的結構化思考模式，本身並

不承載內容，當所期待的資料依階段填入此模型時，該起始問題之 H.S.即告完

成。由於整個操作完全內化於主體，主體一最終總體情境轉化為空間結構（Space 

Structure，以下簡稱 S.S.），而總體情境並無法自外於結構本身。此種無法被預先

經驗（否則即不夠成經驗之問題）之建構即「創造」。因此，H.S.是創造之表達形

成的「基因結構」（Genetic Structure），而終以被依附之物理世界（機能等）外顯

（蔡仁惠，1999）。而誘導式結構將操作者所從事思想建構過程予以結構化、邏

輯化之思維方法，並藉由文字之敘述統合，化為一可操作的邏輯結構，將推導過

程中所牽涉的多面向資料經「邏輯結構化」的整理，進而推導出「推論」、「目

標情境」、「定義」等超越原給資料之進階層次意涵，最終是在建立一個論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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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概念所指涉之「深層意義」，並依此主軸概念進行論文之線性書寫。 

誘導式結構操作模型共七階：「問題界定、思考方向、重點提取、歸結、推

論、目標情境、定義」（圖 1.5.1）。七階雖有先後序列，但並無始自何階之限制，

只要將出現於任何一階之資料，逆向溯源尋求上階之邏輯建構即可。上下階之間

的推演也並非單純的線性因果關係，而是交互建構的邏輯性推演，所呈現的是一

個資料統覽的狀態，並具可逆性與可檢驗性，整個結構的完整性是涵蓋全部七

階，當上階之水平向資料操作停止時才進入下一階，各階間皆有等候（waiting）

的動作。另該階資料間亦必須等值，因此也須有權重（weighting）的動作。 

學術論文之研究基本上可視為一種對「未知問題之求解過程」，因此可利用

「誘導式結構理論」模型一至五階段之操作機制（問題界定、思考方向、重點提

取、歸結、推論），以利主體對大量資料讀取與鎖定介面，進而進入歸結之資料

濃縮，超越資料之範疇推論出資料之更上一層的連結而形成研究的主軸概念。 

重 點 提 取  

（ S ignific a nc e  
ex trac tion）  

情 境 轉 化
策   略

（ T he  
tra nsla ting  

s tra ta ge m  of the  
s itua tion）  

思 考 方 向  
（ 含 題 目、 基 地 ）

（ P ro ble m  
bre a kd ow n 

inc lud ing the  
is sues th is  

s ide）  

空 間 角 色  
定   位  

（ D efine  the  
sp ace  
 ro le ) 

歸   結

（ Induc tio n）

推  論

（ D e ductio n）

目 標 情 境

（ G oa l 
s itua tio n）  

定  義

（ D e finitio n）

問 題 界 定  

（ D efine  the 
do ma in）  

Q 1 

Q 2 

Q 3  

Q 4  
. . . 
. . 

 
q1  

q2  

q3  

q4  
. . 
. . . 
 

R 1 

R 2  

R 3  

R 4  
.  .  .  
.  .  
 

r1

r2

r3

r4

r5

r6
 

G 1→ S1  

G 2→ S2     D s 

G 3→ S3  

 

     S 1  

D s  S2  

    S 3  

S S 1  
S S 2  
S S 3  

S S 4  
S S 5  

S S 6  
S S 7  
S S 8  

G 1

G 2

G 3
 

D

洞  察

In sig h t  
w eigh tin g  
w a it in g  
s tag e 

洞  察

In sig h t  
w ei gh tin g  
w a it in g  
stag e 

演  繹

D edu cti on  
we igh ti ng  
wa i tin g  
stage 

歸  納

I ndu cti on  
w e ig h t in g  
w a iting  
s tage  

誘 導 式 結 構  
（ T h e  H eu ris tic  S tru c tu re）  

線 性 推 理 （ L in e r R e a so n in g ）  交 互 推 理 （ C o rre la tiv e  R ea so n in g）  

空 間 結 構  
（ T h e  S p a c e  S tru c tu re）  

問 題 界 定  思 考 方 向  重 點 提 取  歸   結 情 境 轉 化
策  略

定  義目 標 情 境推  論 空 間 角 色
定   位

  題 目 合 理 化  
   pro je c t 目 標

範 圍 明 確 。  
  題 目 格 式 塔

化 。  

  將 題 目 分 解
成 子 問 題 。

  自 題 目 中 分
析 並 提 出 題
目 前 後 時 空
相 關 問 題 。

  自 基 地 提 出
與 題 目 相 關
問 題 。  

  鎖 定 題 目，提
取 前 述 問 題
之 相 關 資 料
重 點 。  

  歸 納 前 述 同
類 問 題 作 成
結 論 。  

  各 結 論 應 各
形 成 單 一 定
義 描 述 。  

  鎖 定 題 目，將
前 述 敘 述 演
繹 推 理 出 結
論 。  

  各 推 論 形 成
單 一 意 義 描
述 。  

  將 推 論 間 呼
應 之 深 層 意
義 提 出 形 一
情 境 。  

  目 標 情 境 描
述 各 自 獨 立 。

  總 合 情 境 。
  將 情 境 目 標

間 之 深 層 意
義 抽 出 。  

  依 目 標 情 境
鎖 定 能 產 生
相 對 應 之 場
景 。  

  將 諸 場 景 依
定 義 排 定 其
時 空 順 序 。

  此 排 定 之 時
空 順 序 所 形
成 之 總 合 情
境 反 應 於 物
理 世 界 時 即
該 表 層 結 構
之 “ 主 軸 ”
各 場 景 之 表
現 即 為 支 軸 。

  依 總 合 情 境
安 排 目 標 場
景 。  

  依 目 標 場 景
安 排 其 他 支
應 場 景 。  

表 面 資 料 整 理 歸 納 階 段  演 繹 洞 察 階 段 空 間 轉 化 階 段  

 

 
圖 1.5.1  誘導式結構模型與操作機制 

資料來源：蔡仁惠，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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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界定 

「問題界定」（Define the domain）即問題意識（問題格式塔）之形成，題目

合理性範圍之界定。問題界定之動作在於將題目之描述合理化，並達致主體可理

解化，在設定之條件下將題目內容結構化。問題界定主要在鎖定研究議題，並檢

視欲研究之議題是否為一「問題」，其檢視之重點在於找出研究議題本身是否存在

矛盾與衝突，意即此議題能在操作者心中形成一位能差。確定為一問題之後則將

其所涵蓋的各項因素的背後真義作一釐清，剔除與本研究無關之議題，並以文字

將問題做成一邏輯性的描述。若操作者可以完整闡述問題形成之過程；則表示研

究議題的問題意識形成，因此可針對此議題進行求解之動作。已由於操作始於問

題界定，也同時劃定了相對合理的範園，問題界定範園將決定所探討結果之適用

或解釋涵蓋面，若改變設定條件則必須重新檢視是否影響其下階之推演。 

二、 思考方向 

「思考方向」（Problem breakdown）即解題方向，將命題之涵蓋範圍及其相關

的訊息一一加以剖析，用以確定命題所涵蓋之基盤大小，藉以鎖定探討範園，以

利解題。思考方向擬定，首先需將探討範圍外之相異或無關之類型資料分別篩選

剔除，並將各項相關議題分解為子問題，此議題類型應包括前後時空相關之問題，

篩選愈仔細其所探討資料之信度愈高，所得結論之被質疑度自然愈低。此階段最

重要之操作為子問題的分解動作，因為未知的問題出現之時即未設定領域，亦無

直接相符的資料，因此，問題若未分解則將苦於資料無處可尋之窘境，但當形成

子問題時，資料思索則不會鎖定在有限向度內。而針對單一問題能夠涵蓋多向度

探討，才能使學術研究之理論基盤穩固以及增加可信度。若問題分解後尚未出現

主體能內化之資料時，則表示問題包裹尚未解除，還有待繼續分解之可能性，因

此會跳回此階段繼續探索。 

三、 重點提取 

重點提取旨在針對將各個向度的子問題中所搜尋到的資料，將與問題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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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敘述精簡化至單一語意，以利操作者往後作精確之讀取、運作而減少誤判之

可能。此階段亦強調所提取之資料向度，即資料來源領域愈廣，最終解答之解釋

力或信服度方能愈高。例如，針對同一議題有多種描述與解釋時，則必須全部納

入重點提取，並待下一階段再歸結出針對此議題之最合理描述。 

四、 歸結 

歸結是將重點提取之資料作出分類，將所提取重點歸納出幾類結論，以作為

超越資料做出演繹判斷之前的準備階段，所以對資料本身作出歸納的動作並未脫

離資料之敘述範園。歸結由於是一種分類的動作，因此每一個歸結敘述間應保持

獨立性與明確性，並避免加入了超越資料的判斷，否則這種超越資料的判斷會使

此資料形成位階上的錯亂，而打亂了主體認知與思維的順序，且由於尚未等待可

能的訊息出現即作判斷，則易失去可信度及解釋度。雖然歸結的操作是屬於主體

之內在運作，但仍應只停留在同層的資料整理，資料的識別、歸納，而不應加入

操作者主觀的判斷，這種判斷是一種超越可感知訊息（Sensible Data）的抽象運演。

歸結在問題的求解過程中仍是屬於「已知」資料的整理階段，而由「已知」推導

出「未知」則是下一階推論的重點工作。 

五、 科學實驗方法 

科學實驗方法包含實驗假設、實驗驗證、實驗分析等步驟。藉由前項文獻探

討即剖析確認本研究之問題，問題須可重複驗證，再依據背景知識，對於問題進

行某些必要假設以簡化問題，並透過邏輯思維預測可能出現的結果，設計實驗進

行驗證後分析歸納得到結果。 

 

1.5.2 研究流程 

本研究以「誘導式結構」理論模型為最初操作機制，探討甲蟲仿生空氣集水

之深層結構，並以外殼集水構件議題交互推演出推論，作為建築外殼空氣集水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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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概念之設計原則，並以臺灣高山高濕多霧環境建築外殼為案例，搭配模擬進行

實驗驗證。其流程如圖 1.5.2 所示，而論文之操作程序則有下述四階段： 

 

一、 問題界定階段： 

本階段著重在論文議題的格式塔化，確立問題方向與範圍並界定思考方向，

制定資料類型與相關議題。 

二、 資料蒐集階段： 

本階段包括思考方向與重點提取，主要由以下議題進行文獻資料之蒐集，包

括：甲蟲仿生集水議題、空氣集水議題、環境調適議題、外殼集水構件議題等。

本研究在資料蒐集階段也針對空氣集水實驗找出適合之研究方法與沐霧甲蟲仿生

集水設計案例分析。 

三、 資料歸納整合階段： 

將所蒐集之資料，客觀地合併相似語意資料並以精簡語句描述，以減輕操作

主體對資料判讀的負荷，進而求得歸結之部份，即為本研究之設計原則。 

四、 科學實驗驗證階段： 

參考資料蒐集得到之設計原則，採取實體單元構件方式，透過單元外覆式建

築外殼構件型式，仿臺灣高山環境進行試驗，透過實際量測獲取相關數據，驗證

可有效集水，進一步提出最佳效益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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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流程圖如下（圖 1.5.2）： 

 

 

 

 

 

 

 

 

 

 

 

 

 

 

圖 1.5.2  論文操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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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獻回顧 

1.6.1 氣候變遷下水資源之衝擊及調適 

淡水資源是地球水圈的基本構成部分，是所有陸生生態系統不可缺少的一部

分。全球氣候變遷和大氣污染影響到淡水資源及其供應，已對於可用水資源構成

一定威脅。雖然所有社會和經濟活動都嚴重依賴淡水的供應與質量，但人們通常

仍認識不到水資源的開發對於經濟生產力和社會福利有多大貢獻。隨著人口與經

濟活動的增長，許多國家很快出現了缺水問題或面臨水對經濟發展的限制。 

聯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於

第四份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ssessment Report 4，AR4）中提出警告，全球如果升

溫 4~5℃，將有超過 32億人將面臨缺水的危機。IPCC最新第五份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推估，若對溫室氣體毫無管制，到本世紀末全球均溫恐升溫 4.8℃。而 2011 年

臺灣國科會研究指出，如果臺灣在 2090 年升溫 3℃，則冬季平均雨量減幅最高恐

達 22％，夏季平均雨量最多會增加 26％，將對臺灣的水資源調度造成嚴重衝擊。

降雨嚴重不均與地勢嚴峻導致水資源不易存留，使臺灣國人平均可用水量為全球

倒數第 18 名，隸屬於水資源匱乏的國家，同時水資源是供應量有限且易受破壞的

資源，因此水資源現地留用及開發再生為臺灣地區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 

水資源現地留用及開發再生需斟酌淡水環境水循環的特點，以永續原則為基

礎考量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因素，在規劃開發階段中評估利益投資、環境保護和

作業費用以增加可用水資源及替代技術的開發，包括淡水開發、水質改善、污水

處理和中水回用和節水的技術。而淡水開發中包含利用適宜的氣候條件下收集空

氣中的水氣，此空氣集水技術又稱之為霧收集技術，目前各領域專家學者積極提

出創新的空氣集水技術，以提升並強化傳統技術的效能及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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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空氣中水資源及其環境特性 

氣態水是大氣很小但重要的組成部分，空氣中水蒸氣主要來自海洋，平均約

佔整個大氣之 1.1％，大多存在對流層之下部，在中緯度地區對流層厚度平均約

10~12 公里。水氣之變化包含固液氣三態，液體狀態者如雨、露、雲及霧等。 

定溫、定量的空氣可容納一定限度的水氣量。空氣中水氣含量達上限者稱之

為飽和。相同體積下，空氣承載水氣含量與溫度呈正比，同理，相同水氣量，空

氣溫度降低可達飽和狀態，甚至使飽和水氣凝結為霧、雲或雨滴等。 

霧是指在接近地表的大氣中懸浮的由小水滴或冰晶組成的水氣凝結物。國際

上的定義，霧中的能見度要小於 1 公里。當氣溫達到露點溫度時（或接近露點），

空氣裡的水蒸氣凝結生成霧。而當氣溫高於冰點（凝固點）時，則凝結成液滴，

反之成為固態的冰晶，如冰霧。 

 

一、 空氣水氣含量之表示方法 

所謂濕度是表示存在於氣體中的水蒸氣含量，可分為絕對濕度（Absolute 

humidity）與相對濕度（Relative humidity），一般所謂之濕度是指相對濕度。 

(一) 相對濕度（Relative humidity）： 

指空氣中水氣的分壓除以飽和蒸氣壓的百分比率。也就是絕對濕度與最

高濕度之間的比，可顯示水氣含量之飽和度。在固定溫度下，空氣中水氣含

量達到飽和，相對濕度就是 100％，超過時會凝結出水蒸氣。溫度增高空氣中

可含水氣量也提高，亦即相同水氣含量時，溫度降低相對濕度就會升高。通

過最高濕度和溫度也可以計算出露點。 

(二) 露點或露點溫度（Dew point／Dew point temperature）： 

指在固定氣壓之下，空氣中水氣含量達到飽和而凝結成液態水所需要降

至的溫度。在這溫度時，凝結的水飄浮在空中稱為霧、而沾在固體表面上時

則稱為露，因而得名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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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氣中霧氣凝結的成因 

霧是指在接近地球表面的大氣中懸浮的由小水滴或冰晶組成的水氣凝結物，

霧的種類及主要成因為： 

(一) 輻射霧：地面白晝因受太陽輻射影響，不斷吸收熱力，在日落後地面的

熱力通過長波輻射釋出，使近地面空氣的溫度逐步下降，令空氣裏的水氣凝

結，形成無數懸浮於空氣裡的小水點，這便是輻射霧。輻射霧多出現於晴朗

而風力微弱的秋冬晚上或清晨，在日出後不久或風速加快後便會自然消散。 

(二) 平流霧：當暖濕空氣平流流經較冷水面或陸地時，暖濕氣流遇冷混合冷

卻凝結成霧。這種現象通常在冬天發生，持續較長時間，有時甚至可達數百

米厚度。平流霧出現時間不定，往往可持續較長時間，除非風向轉變或停止，

平流霧才會消散，通常發生於春季夜間。 

(三) 蒸氣霧：這通常在冷空氣流過較暖的水面時形成。水蒸氣會很快便經由

蒸發作用而進入大氣層並且逐漸降至露點以下而冷凝，最後形成蒸氣霧。蒸

氣霧通常會在極地發生，並且最常見於晚秋及早冬時的大型湖泊旁。它與大

湖降雪效應及大湖降雨效應有密切關係，並且通常會生成凍霧或白霜。 

(四) 鋒面霧：鋒面附近的空氣裡的水滴或雪等降水粒子向下降至雲層以下，

並使水點蒸發為水蒸氣，當水蒸氣在露點凝固後發生冷凝現象而生成鋒面

霧，氣溫下降而導致空氣飽和時亦會生成。 

(五) 上坡霧：當風將空氣吹向山坡時，使其向上流動，再因絕熱膨脹而冷凝

時產生上坡霧。 

(六) 谷霧：這個通常發生在冬天的山谷裡。當較重的冷空氣移至山谷裡，暖

空氣同時亦在山頂經過時產生了溫度逆增現象，結果生成了谷霧，而且可以

持續數天。 

(七) 城市裡的冰霧 

(八) 冰霧：當任何類型的霧氣裡的水點被冷凝為冰片時便會生成冰霧。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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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溫度低於凝固點時亦會生成，所以常見於南北極。 

(九) 凍霧：當霧裡的水點在物體表面凝固時生成白霜，這時的霧景被稱為凍

霧，常見於雲層底部的山頂。 

(十) 低霧：當霧掩蓋天空的範圍不及 60％時，稱為低霧。 

 

根據霧成因不同可分為：平流霧、輻射霧、鋒面霧、上坡霧。 

圖 1.6.1  霧的類別與成因說明圖 

資料來源：中國科普網 

 

以上較常見者為輻射霧、平流霧、鋒面霧、蒸氣霧、上坡霧等。所有霧均是

在相對濕度達 100％及空氣溫度降至露點以下時生成，這是水蒸氣在這種環境會受

壓而冷凝的關係。在臺灣來說，以輻射霧及平流霧最為常見，在冬春季發生的機

會最多。理論上霧會在清晨時分出現，受到日照後逐漸消散，下午時分因日照強

烈最少出現。 

 

1.6.3 傳統霧氣收集裝置及其課題 

一、 霧氣集水技術之概述 

古老的方法是順應自然，透過結露冷凝過程，大氣中的水氣凝結在冷的表面

形成液滴加以運用，如植物的莖或石礫間隙等，或透過植物的莖凝結液滴收集至

小尺度的飲用水池，在阿塔卡馬和納米布沙漠等乾旱地區自然灌溉。烏克蘭的仿

古石樁、英格蘭南部中世紀的露滴水池或蘭薩羅特覆蓋的火山石被認為可能是早

期的露水捕捉裝置。 

霧氣收集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是指風將霧氣推送過開放而獨立的垂直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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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透過網格使大氣中的水氣自然凝結在冷的表面形成液滴，液滴沉積並慢慢結

合成水珠，藉由網狀面料向下進入排水槽，最終併入貯儲桶槽，設計之間存在差

異就其尺寸和形狀，以及所使用的網狀材料。約 80 年代中期，加拿大氣象局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Canada，MSC）開始在魁北克薩頓山設置大型的霧收集

裝置。包括一塊大帆布（一般長為 12 公尺，高 4 公尺）用拉繩固定延伸於 2 根 6

公尺長的木樁之間，霧氣凝結在帆布網面上聚成水滴，順勢滑落在帆布的底端，

再進入下面的收集槽。 

過去 50 年，全球重要的霧收集項目，其位置分布簡要描繪： 

圖 1.6.2  全球重要霧收集項目位置分布圖 

資料來源：Otto Klemm & Robert S. Schemenauer et al.，2012 

 

1994 年 Schemenauer 和 Cereceda 提出標準霧收集器（Standard Fog Collector，

SFC），尺寸為 1 公尺×1 公尺，目前被運用於評估霧收集位置。之後又提出 4 公

尺×10 公尺的大型霧收集器（Large Fog Collector，LFC），兩者原理相同且都採用

雙層的 35％拉舍爾經編網眼布遮陽構造。其他常見類型簡介如下，如圖 1.6.3： 

1. Eiffel：4×8×0.3 公尺金屬框架，分為兩層網子，由 50％拉舍爾經編製成，

中間具有 10 個橫條紋。 

2. Harp：2×4×0.3 公尺金屬框架，其間垂直安裝長 2,256 公尺的 1.5 公厘的

橡膠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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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agonal Harp：2×4×0.3 公尺金屬框架，其間對角安裝長 1,520 公尺的 1.5

公厘的橡膠繩。 

4. Astropod：收集裝置具有星型網幔的收集翼。 

 
（1）Eiffel  （2）Harp （3）Diagonal Harp  （4）Astropod  

圖 1.6.3  小單元全尺寸霧水收集裝置的設計 

資料來源：Anne Lummerich & Kai J. Tiedemann，2011 

 

Astropod 因可同時測量順風方向的霧水收集和收集霧水的絕對量，被應用為

評估改進霧氣集水的儀器。經測試結果得知 Eiffel 霧氣收集器捕集效益最佳，霧

氣高峰季節最大絕對收益量可達每天 2,650 公升，也因其耐用性和相對簡單被廣

為使用（Schemenauer & Cereceda，1994） 

然而霧氣的多寡與風量成正比，傳統的二維設計在結構上相對脆弱，易導致

捕集網絡撕裂、管道洩漏及整個結構被風吹倒。金屬框架易腐蝕和鳥類攻擊亦是

常見的問題，因此，改良其構造及提升效率之需求乃應運而生。 

 

1.6.4 空氣除濕技術原理 

一般而言，常見的降低空氣濕度的方式可分為下列幾種：壓縮式除濕、冷凝

式除濕、固體乾燥劑(solid desiccant)吸附式除濕、除濕輪式除濕、液體乾燥劑吸收

式除濕、熱電冷凝式除濕等。除濕機的種類常見的有以下四種： 

(一) 冷卻除濕 

冷卻除濕的原理是利用濕空氣被冷卻到露點溫度以下，將冷凝水脫除的除濕

方法，又稱為露點法。由於用冷凍機作為冷卻的手段，所以又稱為冷凍除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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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卻除濕方法中，通常利用冷凍機本身的排熱作為再熱熱源，或設置利用處理空

氣本身熱量進行再熱回收裝置，以盡量減少除濕所消耗的能源。而作為冷源使用

的冷水可以是地下的井水，也可以是由製冷機人工製取的冷凍水，具體採用何種

方案由當地氣象條件和除濕空氣的終了狀態決定（張立志，2005）。 

由於使用冷卻盤管除濕時，存在盤管結冰，堵塞盤管肋片之間的間隙，妨礙

傳熱和空氣流通，使除濕不能繼續的問題，因此，冷卻除濕適用於在露點為 8~10

℃以上的場合，否則必須增加除霜設備。 

(二) 吸附除濕 

目前國內外主要研究兩類固體吸附式除濕裝置：一類是固定床式除濕器，另

一類是旋轉式除濕器即轉輪除濕器。 

經過研究發展，在原始的固定床除濕技術上，先後出現了利用固體吸附劑除

濕的間歇除濕方式，兩塔並用的連續除濕方式，隨後出現了轉輪除濕機（Lou 

Hongmei，1999），由於其可連續運行，濕度控制容易，而倍受青睞。圖 1.6.4 為轉

輪除濕機的流程，這種除濕機主要由除濕轉輪，傳動機構，外殼，風機，再生用

電加熱器（或以蒸氣作熱媒的空氣加熱器或其他餘熱加熱器）及控制器件所組成。 

 

圖 1.6.4  轉輪法除濕流程 

資料來源：張立志，2005 

雖然轉輪除濕具有很多優點，在空調除濕領域很快發展，但是也有明顯的缺

點（朱冬生等，2007）：如除濕機結構複雜，費用高，易跑濕，而且除濕過程流體

溫升較大，一般為 30℃；轉輪旋轉結構容易出現漏風現象，特別是氯化鋰除濕轉

輪轉盤具有容易出現過飽和現象而致使吸濕劑流出或吸水不平衡致使轉盤轉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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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擺動的缺點；因此在相對濕度超過 75%時，需要在除濕機入口加設加熱器，

降低入口空氣相對濕度以避免吸濕劑過飽和；分子篩轉輪除濕機不僅價格較矽膠

貴，而且要求轉輪再生溫度高。 

(三) 液體除濕 

液體吸濕劑除濕是利用某些吸濕性溶液能夠吸收空氣中的水分而將空氣脫濕

的方法。它又稱液體吸收法，簡稱液體除濕（張立志，2005）。 

在絕熱性除濕器中，除濕溶液吸收空氣中的水蒸氣後，絕大部分水蒸氣的凝

結潛熱進入溶液，使得溶液的溫度顯著升高。同時，溶液表面蒸氣壓也隨著升高，

導致溶液吸濕能力下降。在除濕過程中傳質驅動力不斷降低的趨勢在劉曉華等進

行的叉流絕熱型除濕器的實驗（劉曉華等，2005）中得到證明，並可以得出溶液

溫度升高是導致其除濕能力降低的最重要的原因。 

Khan 等對內冷性除濕器的性能研究分析得出：內冷型除濕器的性能是冷卻水

與空氣的流量比，冷卻水進口溫度，空氣和水側的傳遞單元數和溶液濃度的函數。

文獻中還指出內冷型除濕器的性能幾乎同溶液與空氣的流量比沒有關係。 

孫健等設計了一種新式的內冷型除濕器，利用空氣對除濕過程進行冷卻，圖

1.6.5 是除濕器中一個除濕單元的結構示意圖。該實驗採用氯化鈣溶液作為除濕

劑，對空氣與溶液的流量及溶液的濃度對除濕量的影響進行了研究，得出增加除

濕溶液的濃度，除濕溶液的流量和被處理空氣流量都可以增大除濕量。 

 

圖 1.6.5  風冷型除濕器單元 

資料來源：孫健、趙雲、施明恆，2002 

(四) 膜法除濕 

膜法除濕是利用除濕膜進行除濕的方法。膜科學技術是一門新興的高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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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提純、淨化技術，於除濕領域也得到了研究及應用。利用膜的選擇透過性

進行空氣除濕，需要在膜的兩端產生一個濃度差，可由膜兩端壓力差造成，也可

由膜兩端濕度差造成，也可以是溫度和壓力共同造成。在增大膜兩側的壓力差強

化除濕方面，張立志等人綜述了利用壓差的膜除濕的各種工作模式。 

江億院士提出 “膜濕泵”概念，即靠膜兩側氣流的溫度差實現水蒸氣有低濕氣

流向高濕氣流傳播，其原理如圖 1.6.6 所示，處理空氣流經膜的一側，在另一側高

溫氣流（稱為驅動氣流，可於新鮮空氣或排風經過加熱後獲得）作用下，水蒸氣

由處理空氣進入驅動氣流，最後排入環境中。除濕後的氣流流經交換器，降溫後

供室內或其他工業場合使用；驅動氣流經交換器加熱後，溫度升高，再經過加熱

器進一步加熱，達到一定溫度後，進入膜組件，去驅動並帶走水蒸氣。加熱器可

以由余熱驅動，實現節能。 

S.Paul 等人則將冷凝除濕和膜除濕結合使用，其優點是：冷凝液體不直接與被

除濕的空氣接觸，直接回收冷凝水作為循環冷卻水，有較高的傳熱係數。 

 

圖 1.6.6  膜濕泵的原理 

資料來源：江億，1999 

(五) HVAC 除濕 

HVAC 除濕是指用加熱方法使空氣相對濕度降低，應用這種方法除濕投資少，

運行費用低，但該方法只能降低相對濕度，而不能降低空氣中水蒸氣的含量，故

難以確保室內的除濕效果。這種除濕方法的優點是除濕性能穩定可靠，可連續除

濕，且管理方便，缺點是初投資高，機器運轉噪聲大，而且不能提供室內所必須

的新風量，同時向室外放出大量的熱，氣體循環利用率低。因此，為了更有效的

解決室內溫度控制的問題，改進的 HVAC 除濕方法將加熱通風和冷凍除濕進行了

組合，同時在製冷機的內外又增加了兩路水循環，再加上內外兩路氣循環，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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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5 個大的循環，這樣不但提高製冷的效率，同時又減小了動力消耗，節省了能

源，缺點是這種方式的初投資高，而且結構比較複雜，但是其運行費用較低，而

且在除濕製冷的同時又提供一定的新風量，對人體健康有益，這是解決室內濕度

控制的較好的選擇，其具體循環圖及濕度控制原理如下圖所示： 

 

圖 1.6.7  HVAC 除濕系統結構圖 

資料來源：Lu Lu,Cai Wenjian,Xie Lihua,et al.，2005 

 

圖 1.6.8  HVAC 除濕的工作原理圖 

資料來源：Tashtoush B., Molhim M., Al-Rousan M.，2005 

 

1.6.5 甲蟲集水仿生應用案例-阿塔卡馬沙漠沿海三維霧收集

設計（FogHive©） 

 
圖 1.6.9  FogHive©三維霧收集裝置外觀及地理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Suau，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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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霧甲蟲為有限資源環境下空氣集水技術主要研究對象之一，而在眾多研究

領域下，本案例除了整合永續生態、甲蟲仿生、空氣集水等設計思維外，是目前

少數結合建築設計思維之案例，乃由英國可持續建築設計背景之 ECO-FABRICA

團隊研究發展的 FogHive©案例，以下綜述其計畫背景、設計構想及仿生空氣集水

設計策略分析與探討，希望透過實際應用案例的介紹，歸納整理甲蟲仿生空氣集

水設計原理及其如何運用在建築設計上有更近一步的理解。 

圖 1.6.10  FogHive©阿塔卡馬沙漠沿海三維霧收集裝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Suau，2011 

一、 計畫背景：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指出荒漠化的現象是由氣候變化和人類的行為所造成的，

因此提供乾淨的飲用水和灌溉用水是沿海乾旱地區的主要挑戰之一。 

本案例研究沿海乾旱區霧收集技術，以智利塔拉帕卡大區阿塔卡馬沙漠沿海

地區為例，智利因厄爾尼諾現象（聖嬰現象）及大量開發地下水資源導致荒漠化

及土地退化，計畫主要目的是藉由修復霧綠洲生態系統，收集飲用水和灌溉乾旱

沿海岸停止其荒漠化，並提供有效和全面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管理，可適用範圍

包含秘魯、智利、納米比亞、西班牙、希臘、葉門和中國的乾旱海岸和其他緯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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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計畫分為三階段： 

(一) 文獻回顧及探討： 

文獻包含：水文學家 Christiaan Gischler 的研究、卡門卻加霧研究室 Carlos 

Espinosa 及 Ricardo Zuleta 研發的三維 macro-diamonds 霧氣收集器（fortraps）。 

(二) 實地考察： 

收集阿塔卡馬沙漠中心（Centro del Desierto de Atacama，CDA）提供的氣

候和地理數據及整合專家學者會議，並實地考察智利北方伊基克 Alto Patache

和中部奇聯 Cerro Guanaco 兩案例的霧綠洲系統。 

(三) 現有的霧收集的技術和氣候環境模擬對比分析： 

制定標準的設計規範，並結合通用性的設計原則。考量風（方向和速度）、

濕度和溫度等氣候因素設計，主要元件分為外部形狀、框架和組件，並採用

參數化設計，以因應不同尺度規模測試各種方案的集水效益。 

二、 基本資料： 

表 1.6.1  FogHive©基本資料 

研發設計團隊 Ecofab（ECO-FABRICA） 領導者／作者 Cristian Suau 博士 

主 要 合 作 者 Mike Fedesk 博士，Imke Höhler （Dropnet）& Marina Cella 

歐盟合作夥伴 德國紡織纖維研究院 Deutschen Institute für Textil-und Faserforschung 

Denkendorf（DITF） 

客 戶 端 非政府組織，環境和公共部門 

文 獻 出 版 科學期刊，會議集錄，網絡媒體 

文 獻 類 型 外觀設計專利，霧收集，集水，自治區住房 

預 算 EUR 45,000（原型） 年 份 2009 年起 

建 築 系 統 鍍鋅金屬空間框架，鍍鋅連接器和特殊疏水層網目 

景 觀 目 的 滴水灌溉系統，重建原生植物，種植業和再造林 

資料來源：Suau，2011 

評估氣候及地理因素，將零碳概念應用於景觀和建築設計，提出適用於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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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地區可持續發展的三維多面體結構設計原型。考量風（方向和速度）、濕度和

溫度三個主要氣候因素，採用參數化、靈活和自主的空間結構設計、被動式低能

耗技術，及結合具疏水性可遮光的紡織面料。同時中央設置垂直渦輪機供電。多

面體組構的框架覆蓋疏水性面料，除了補集霧氣同時也作為遮陽的系統。 

三、 阿塔卡馬沙漠的環境設計因素： 

霧是伴隨著風而來，霧氣收集須掌握季風和的地形方向、太陽位置、風速和

風向。而為增加集水率和收穫量，必須強化吸附補集網的尺寸和材料特性，例如：

顏色、圖案、長絲類型和疏水性特徵等。 

 

圖 1.6.11  Alto Patache 的地質圖套疊順著山脊的霧區 

資料來源：Suau，2011 

研究指出阿塔卡馬沙漠海岸選擇集水基地應考慮下列因素： 

(一) 風向和速度 

高壓南太平洋東岸形成，為智利北部帶來一年中大部分的西南風。季風

／二次風（S-SW）帶來理想的霧收集條件。風多數來自南方，在下午兩點風

速上升至 5.6 公尺／秒。冬季上午八點無風，四月微風，風速則是低於 2m s-1。 

(二) 空氣溫度和霧含水量 

較高的部分形成較低的氣溫。在塔拉帕卡地區的海岸，五月至十月較冷，

十一月至三月較炎熱。例如，在 Alto Patache 平均高溫達 18℃和低溫達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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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溫差約 7.7℃。霧氣凝結現象的最常發生在九月期間。溫度和霧水收集

有關，捕集網面越冷可收集的水量越多。  

(三) 相對濕度 

較高的部分形成高的相對濕度。月平均相對濕度持續高達 80％以上。在

七月的炎熱季節裡最高平均值為 86％。 

(四) 地形  

須具有足夠的地形起伏才可以攔截雲霧。大尺度包括阿塔卡馬沙漠海岸

峭壁起伏的地形，小尺度包括獨立的高捕集攔截網面或沿海霧區特有原生植

被聚落洛馬斯霧綠洲。  

(五) 緩解周遭環境 

最重要是在研究基地數公里內的迎風面沒有發生嚴重的堵塞風。在沿海

乾旱區，內陸低陷處或盆地是有利於白天溫度的提升，如此產生的局部低壓

區可增強海風，提高風速促使海洋雲層通過捕集設備。  

(六) 海拔 

層積雲的寬度和基底高度會因其所在位置而異。依據經驗，雲層最高含

水量的理想的高度是從基底起算厚度三分之二的位置。在阿塔卡馬海岸，霧

水收集最佳潛利的海拔高度為 700 公尺至 850 公尺，效率從 650 公尺高開始

下降，而一年中各月份的霧水收集量微量是可以忽略不計的。 

(七) 地形特點取向： 

關鍵是收集器佈列的縱軸必須垂直迎向於隨海風吹來的雲霧的方向。海

風吹來的雲霧在翻越山脊線後經常於下風側消散。 

(八) 離岸的距離 

許多沿海高舉佈列的收集器壟罩在迎風而來的地形雲產生的頻繁霧氣

中。研究案例指出，離岸的距離尺度是無關緊要的，但一般仍多選擇海岸線

附近的高地收集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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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收集器間的長高比和間距 

收集器最好的長高比為 1:1 或 1:2（Gischler，1991）。若改變或加長其長

度，則會削弱其補集效率。山脊線和迎風邊緣的平頂是最佳的霧氣捕集區域。

長期安裝霧氣收集器時，其間距至少保持 5 公尺以利兩者間空氣的流動。 

(十) 波峰脊線和逆風位置  

稍低海拔迎風的位置和常數海拔但地勢平坦的地區是可以接受的。但應

盡量避免在坡峰前脊或山丘後面的位置，特別是在氣流順坡往下吹的位置。 

 

圖 1.6.12  阿塔卡馬海岸集水基地氣候資料圖 

資料來源：Suau，2011 

 

四、 運用仿生空氣集水設計策略： 

考量可控制的內部變量（如沉積速率影響）和無法控制的外部變量（包括風

速、空氣溫度和濕度）。設計強化了以下幾個方面： 

(一) 藉由評估氣候因子及平流霧的速率可增加集水效率及產量 

(二) 採輕量化、模塊化和可部署的多邊形空間框架結構並提升集水效率 

(三) 材料的研發降低了安裝和維護的成本 

(四) 淨化污染物的濃度達到飲用水的目的 

(五) 降低對環境的物理影響 

框架採用鋁，鍍鋅鋼或木條形成一個類型學的結構 （mecanoo）。網目採用德

國紡織纖維研究院研製的淺色具高發射率的疏水三維紡織面料。經研究及模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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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結構框架及建築組件採用高效的六邊形外形，基本原型邊長為 6 公尺。此外

形構件基本原型評估空氣動力學的需求，在氣候急遽變化的濱海地區，除了可抵

抗強風，得到最佳集水效率外，並具有擴充之功能。 

補集面料的材料試驗種類 材料試驗研發成果 

 

多聚材料製成的三維網狀

結構（厚度為 1 ㎜） 

圖 1.6.13  FogHive©捕集面料的材料試驗 

資料來源：Suau，2011，www.ecofab.org 

框架每邊長為 6 公尺，從地面抬升至少 1.5 公尺，有利於霧氣的引導流入，

因此在迎風面另一側捕集網面仍能有效捕集液滴，另一個優點是提供臨赤道面（背

風面）表面及內部空間遮陰的需求。 

      單一配置示意 

 群聚配置示意 

圖 1.6.14  FogHive©小型單元示意圖 

資料來源：Suau 

五、 多面體型式的設計因素： 

採用新的形狀、面料和結構框架，符合重量輕、轉換性和便攜性和多元邏輯

（polyvalence）的設計原則。此多面體型式同時結合美國工程師 Buckminster Fuller

的張拉整體式結構中測地線原則和德國結構工程師 Frei Otto 於 1950 年代後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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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張拉膜結構建築原則。 

新的原型希望不只是針對特定基地的設計，而符合通用性及多樣性，必須可

滿足於其他基地、面料和組數。因此提供可控制變量的可變化替代型式是主要的

課題，但其中無法控制的是影響沉積速率等的可變因素（風速、空氣溫度、濕度）。

新的多面體原型結構不僅僅提供霧氣捕集，同時提供瀕臨滅絕動植物的棲地，遮

陰及溫室空間（umbraculos）可用於發展微型農業，甚至作為臨時或短暫集合的住

宿地點，提供維修工人、農民甚至是生態旅遊者使用。 

因應傳統霧收集器的接頭承受過多壓力，常導致其不堪一擊，因此研究初期

探討了分別在平行平坦的二維系統與三維六角形的多面體系統相同集水量的足

跡，少數大系統中包含許多可替代類型採用優化面料的小系統。研究顯示六角形

是最有效的三維多面體系統，而遮光和霧收集效益最佳的長高比是 1:1 或 1:2。 

圖 1.6.15  三維多面體系統單元及布列研究選項說明圖 

資料來源：Suau  

 

1.6.6 空氣集水技術應用於臺灣氣候區域之探討 

一、 臺灣氣候空氣集水環境條件 

氣態水是大氣很小但重要的組成部分。水蒸氣凝結為液態時利用凝結核為核

心，可凝結成液態水，如雲、霧、露、雨。霧氣根據凝結成因可分為輻射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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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霧、鋒面霧、蒸氣霧、上坡霧等。 

臺灣地區地處東北季風與西南氣流交匯帶，又居海洋型氣候與大陸型氣候的

過渡區域，北部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南部屬熱帶季風氣候氣候，秋季東西差異極

微，冬季西岸均低於東岸氣溫，上層空氣極不穩定，加上高山與平地海拔落差大，

海拔超過 3000 公尺的山頭就超過 250 座。冬季受大陸冷氣團及東北季風之影響，

夏季受海洋氣團及西南季風之影響，中部偏東有高山峻嶺，形成了氣候的屏障，

不僅山區氣候與平地不同，而且東西南北之風雨型態及出現期間亦因高山之存在

而各異，極具區域特性之氣候現象。高山攔截夏季的西南氣流和冬季的東北季風

帶來的水氣，大氣壓力與溫度變化使得向上移動的氣流更為強勁，導致海拔 1800

至 2500 公尺的山區容易形成雲霧，山勢地形效應使得白天陽光照射，水氣上升，

午後山區溫度漸降，水氣停滯形成雲霧或雨滴，如此日復一日，中高海拔森林即

形成生態豐富的神秘霧林帶。霧季主要於每年 11 月至隔年 4 月，其中 1 月至 3 月

最為嚴重。影響臺灣的霧主要是平流霧、輻射霧、平流輻射霧和山區升坡霧。霧

多出現在清晨時分，受到日照後逐漸消散，下午因日照強烈最少出現。霧氣生成

的主要重要影響因素為： 

(一) 暖流加濕加熱：大陸冷高壓出海，氣流通過琉球群島黑潮暖流流經的海

面，被加濕加熱成為暖海變性氣流。 

(二) 地形阻障：上數之變性氣流西移通過臺灣時，受中央山脈所阻，迫使部

分氣流繞道北上，進入臺灣西部，再沿坡上升至大肚台地頂部冷凝為低雲，

卻是台地貼近地表影響能見度的霧。 

(三) 寒流冷卻：臺灣北方是黑潮與中國沿岸寒流交會處，海面溫度梯度頗大，

當氣流改向繞經臺灣北部的較冷海面時，便造成「平流冷卻」作用。 

(四) 地面輻射：上述冷卻的氣流，進入臺灣西部陸地後，開闊的平原遇有晴

朗的天氣，夜晚地面長波輻射旺盛而迅速冷卻；近地表的空氣溫度下降，造

成下冷上熱的低層逆溫現象，其空氣上乾下濕，使空氣漸達飽和形成濃霧。 



 

29 

而高山地區氣候受陸域性、緯度、海拔、地勢所影響變化莫測。一般特性為

多風多霧、氣溫氣壓低、日夜溫差大、氣流阻力小、太陽輻射熱能不均。 

升坡霧在潮濕、穩定的空氣往上通過爬坡地形時，氣溫隨高度下降，水氣經

由冷卻而凝結形成。一般在山下或腰間開始形成及覆蓋範圍廣闊，通常風速微弱，

具有一定厚度且延伸至高空。滯留於山谷間即形成一般俗稱之雲海，可發生在一

年四季。而地形雲或山帽雲則多在山頂附近形成。 

 

二、 空氣集水建築應用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估計，2050 年之前

若要防止全球升溫 2℃，則需將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 40 億噸，由 140 億噸減

至 100 億噸，其中建築部門耗能約占人類耗能的 30％，屬具最大節能潛力之終端

使用者，預估可減量約 15 億噸二氧化碳。 

建築物的建造過程及運輸所需物料時都必須耗用大量能源，若發展在建築物

使用運作階段中自行產生可用能資源，用以抵消建造時期產生之能耗，可達到節

能減碳的永續目標。而建築外殼研究各種物理因素及自然環境因子對人的作用和

對建築環境的影響，面對並積極的利用自然環境資源，結合空氣集水技術補集風

霧中的水氣，運用被動式生物性物理概念，兩者可相輔相成，同時達到可持續永

續建築設計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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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思考方向與重點提取 

2.1 文獻探討 

確立問題之合理化與範圍之後，從題目中分解出相關子議題作為第二階段「思

考方向」之操作，劃定問題之重要面向作為往後資料蒐集之目標，本研究之思考

方向主要分為「甲蟲沐霧集水議題」、「空氣集水議題」與「建築外殼構件議題」

等三項議題進行探討。  

誘導式結構方法操作流程分為「問題界定」、「思考方向」、「重點提取」、「歸

結」、「推論」、「目標情境」、「定義」到「轉化策略」等八個階段，本研究操作範

圍包涵前三階。依據問題界定後將各項議題作廣泛性的全面資料蒐集，統覽後提

取對解決問題具建構性描述之內容，並精簡化為單一語意，以便於精準的讀取與

判斷。本研究在重點提取的資料部分摘要出以下之重點內容為：甲蟲沐霧集水議

題 31 點、空氣集水議題 38 點、建築外殼構件議題 30 點，共計 99 點重點提取。 

於誘導式結構方法之模型一至三階段之操作流程詳圖 2.1： 

問題界定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仿
生
沐
霧
機
制
之
建
築
外
殼
集
水
構
件
之
探
討 

以
臺
灣
高
山
環
境
為
例 

 

 甲蟲沐霧 

集水議題 

 

空氣集水 

議題 

 

建築外殼 

構件議題 

 

 

 

 

 

 

 

1. 沐霧行為與環境背景

2. 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

3. 甲蟲背部集水理論 

 

1. 表面集水理論 

2. 外部物理環境 

3. 空氣集水技術 

 

1. 建築物周邊氣流特性

2. 材料應用及構造型式

3. 空氣集水策略 
 

 甲蟲沐霧 

集水議題 

31 點重點提取 

 

空氣集水 

議題 

38 點重點提取 

 

建築外殼 

構件議題 

30 點重點提取 
 

圖 2.1.1  誘導式結構模型一至三階段之操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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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甲蟲仿生集水議題 

本議題可以分為（1）沐霧行為與環境背景、（2）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3）

甲蟲背部集水理論等三個方向來探討，分別說明如下： 

2.2.1 沐霧行為與環境背景 

一、 沐霧行為 

沐霧甲蟲（Fog-basking beetle）屬鞘翅目扁甲總科擬步甲科，是納米比亞 650

種擬步甲蟲中以其特有的沐霧行為著稱者。甲蟲長約 2 ㎜，頭小而扁平，多為黑

色或暗褐色，背殼上堅硬的大鞘翅多數已退化，鞘翅由超疏水基底和強親水突起

間隔排佈組成，其中包含：Onymacris unguicularis、Onymacris laeviceps、Stenocara 

gracilipes、Physasterna cribripes 等。 

  

圖 2.2.1  沙漠甲蟲背部集水示意圖 

資料來源：Nørgaard T. & Dacke M.，2010 及本研究繪製 

清晨日出前凝聚的露水是沙漠中唯一的水源，依據霧氣往高處匯集的特性得

知沙丘坡脊處霧氣最濃。甲蟲利用此特性爬上沙丘坡脊處，拱起背殼收集霧氣，

進行每日飲用水收集的例行工作。 

甲蟲沐霧集水時低首仰背，高舉背殼鞘翅與地平面成 45 度迎向風面，維持此

姿勢一段時間後，濃霧中的小霧滴被吸附在背殼強親水突起上，霧滴逐漸聚集成

約 1~2 ㎜的小水珠，相鄰的小水珠彼此聚合成約 5 ㎜的大水珠或觸及超疏水基底

後，就會順勢從強親水突起上滑落，沿著超疏水背殼路徑流入口中，而淨空的親

水突起將持續空氣集水工作的循環。 

觀察沐霧資料中顯示環境溫度約在 17~25℃間，風速多在 5m s-1 以下，且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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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伴有大霧，霧滴直徑約 1~40μm （人的頭髮直徑大約是 50μm），平均每隻甲蟲

可藉由集水增加約 12％左右的體重。 

  

A：O. unguicularis B：O. laeviceps 

  

C：S. gracilipes D：P. cribripes 

解剖顯微鏡影像 Scale bar = 5 mm 與電子顯微鏡影像 Scale bar = 1 mm 

圖 2.2.2  各沙漠甲蟲鞘翅結構顯微影像圖 

資料來源：Nørgaard T. & Dacke M.，2010 

 

二、 環境背景 

納米比沙漠（Namib Deasert）在納米比亞和安哥拉境內。起於安哥拉和納米

比亞的邊界，止於奧蘭治河，面積 50,000 平方公里，沿非洲西南大西洋海岸延伸

2100 公里，該沙漠東西闊度為 10~160 公里不等，海拔約在 1000 公尺以上。 

納米比沙漠分成 3 個連續的南北向地帶。沙漠南半部的平台被沙所覆蓋，沙

丘從北-西北向南-東南排列成串，單一的沙丘長達 16~32 公里，高為 240 公尺。 

納米比亞是典型的沙漠型氣候，降雨稀少且不穩定，空氣幾乎總是達到或近

飽合點。納米比亞常年被副高壓所控制，氣流下沉，水汽不易上升形成積雲，從

而降水很少，多為晴朗天氣，光照非常厲害。同時受到地形高度及洋流影響，溫

差較小且並非常年炎熱。本格拉寒流沿海岸從南向北流動，影響其上方空氣變冷

從而產生霧氣，使沿岸較內陸涼爽。 

海濱的日、夜或冬、夏氣溫很少有變化。氣溫通常總在 10~16℃（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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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沿著內陸邊緣，夏日氣溫正常的可達 31℃（88℉）。最熱的月份通常是在

12 月到 3 月。如果有降雨的話，降雨通常是出現在 10 月到 4 月。罕見的雨通常以

短暫的暴風雨的方式傾洩而下。海濱的平均年降水量一般約 13 ㎜（0.5 吋），內陸

有所增加，直達到陡崖腳下 52 ㎜（2 吋）。但是在有些年頭卻滴雨不下。 

 

2.2.2 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 

一、 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 

從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切入，進一步研究甲蟲背殼的集水機理，可利於定量

描述出表面特性（包括親水突起的親水性能、尺寸、排列及疏水表面的疏水特性）

和水滴直徑、風速間的關係。 

甲蟲順應環境演化出集水優化的背殼鞘翅，是由一層超疏水基底和間隔排佈

的強親水突起組成，成蟲背殼結構如圖 2.2.3 所示，小突起直徑約 0.1~0.5 ㎜，且

呈無規則排列，彼此間距在 0.5~1.5 ㎜間，圖 2.2.3 （b）是其中一突起的放大圖，

測試分析表明，突起頂部光滑潔淨無覆蓋物並有強親水性，側斜面和周圍底面則

是一層超疏水表面，圖 2.2.3 （c）是電子顯微鏡下觀測到的類似荷葉的超疏水表

面，由直徑約 10μm 且呈現六邊形排列的半球型結構組成。 

 

   

（a）雌性成蟲的背部，呈無規則

排列直徑約 0.5 ㎜的小突起，間

距約 0.5~1.5 ㎜ 

（b）局部放大圖，突起頂部光滑

潔淨無覆蓋物並有強親水性，側

斜面和周圍底面則是超疏水表面 

（c）電子顯微圖，類似荷葉的超

疏水表面，由直徑約 10μm 且呈現

六邊形排列的半球型結構組成。 

圖 2.2.3  納米比沙漠沐霧甲蟲空氣集水背殼鞘翅結構圖 

資料來源：Andrew R. Parker & Chris R. Lawrenc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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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甲蟲背部集水理論 

於有限資源環境下集水，甲蟲必須能有效補集吸附空氣中的小霧滴，還須確

保聚合後的水珠不被風吹散，能順利滑落至甲蟲口中。 

英國生物學家 Andrew 實際觀察沙漠甲蟲利用由親水突起和疏水凹槽組成的

背部凝聚空氣中水分的現象，發現其水珠凝結過程中表面積遠沒有體積增長得

快，並利用歐拉第一運動定律控制容積的形式，簡略導出了臨界風速與脫落直徑

的關係，如圖 2.2.4 所示： 

  

R（m）：液滴半径 

g（m s-2）：重力加速度常數，多為 9.8 m s-2 

θ（℃）：倾斜角度 

P（kg m-3）：介質密度，空氣為 1 kg m-3，水為 1，000 kg m-3 

圖 2.2.4  臨界風速與水滴脫落直徑數學公式說明圖 

資料來源：Andrew R. Parker & Chris R. Lawrence，2001 

 

而北京科技大學張欣茹、姜澤毅等人更分析凝水過程物理機理推導其數學描

述。將甲蟲背部集水過程分作三個階段，每階段的理論分析和 Andrew、Chris 實際

觀察及初步實驗現象對比，如圖 2.2.5 所示： 

  

 

○1 吸聚：空氣中的部份小霧滴被吸附在背部親水突起上，聚集成大小不一的小水珠。 

○2 聚合：單突起上直徑為 1~2 ㎜的小水珠因不能脫落而與鄰近水珠聚合，聚合為大水珠。 

○3 脫落：水珠聚合至直徑約 5 ㎜時，就會從背部脫落，沿著有效路徑流入甲蟲口中。 

實際

觀察 

多在親水小突起上形成初

始小水珠 

小水珠迅速長大 風速為納米比沙漠常見 5m s-1 時，直徑為

4~5 ㎜的水珠會從甲蟲背部脫落 

理論

分析 

霧滴多吸聚於強親水性突

起上，碰觸到超疏水凹槽者

則會被彈至風中或突起上 

直徑 1~2 ㎜的小水珠

會與鄰近水珠聚合，

再繼續長大 

推導出外部環境、背部表面特性與水珠脫落

直徑間的數學關係，求得風速 5m s-1 時，直

徑 4.1~5.6 ㎜的水珠會以滑動方式脫落 

圖 2.2.5  沙漠甲蟲背部集水現象實際觀察與理論分析對比示意圖 

資料來源：張欣茹、姜澤毅等，2006 

 

霧氣 小水珠 大水珠 水 

○1 吸聚 

 

○2 聚合 ○3 脫落 

沙漠甲蟲背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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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吸聚 

含濕空氣掠過甲蟲背部時，小霧滴藉由風的吹動吸附於親水突起，或受突起

尺寸及排布方式影響碰撞疏水表面最終反彈至親水突起處，而逐漸聚合成薄薄的

水膜，水膜表面吸引力及靜電引力進一步吸聚更多的霧滴，當水膜展佈至親疏水

交界處時，會因三重接觸線於表面間斷處錨定之特性，使橫向展佈速度為 0，開始

增加縱向厚度，逐漸形成小水珠，當水滴長大至 5 ㎜左右時，就會從背部脫落。 

吸聚過程將使甲蟲背部表面親水突起上形成大小不一的小水珠，如圖 2.2.6 

（a）所示。由於突起直徑約 0.5 ㎜，間隔約 0.5~1.5 ㎜，因此若單個突起上直徑

1~2 ㎜的水珠未能脫落，就會與鄰近突起上的水珠接觸而聚合，並進入聚合長大階

段。為便於分析，將吸聚過程停滯點水珠即將聚合時的狀態簡化為圖 2.2.6 （b）。 

 

      

α：甲蟲背部與地面的夾角，μ：風速（設為水平方向），水滴呈球冠形 

圖 2.2.6  吸聚過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張欣茹等，2006 

 

二、 聚合 

水珠脫落過程可分為滾動脫落和滑動脫落。若為滾動脫落，需考量重力與風

力水珠垂直壁面方向軸線的積分及使水珠脫離留下潮濕固體表面所需的粘附功。

滑動脫落則需考量重力與風力沿背部方向的分力及表面張力在壁面方向的合力。 

由研究公式得知，單突起上直徑為 1~2 ㎜的小水珠不能以任何方式脫落，故

將進一步與其他水珠聚合直至脫落。 

三、 脫落 

由研究公式及參照納米比沙漠環境設定相關參數，取值如風速為 5m s-1，表

面親水突起接觸角為 45度，疏水面接觸角為 110度等，求得滾動脫落直徑約 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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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滑動脫落直徑約 4.1~5.6 ㎜。 

根據文獻中導出了水珠脫落半徑與甲蟲背部表面及外界環境參數的數學關

系，得出風速為 5m s-1 時，直徑至 4.1~5.6 ㎜的水珠以滑動方式脫落，這與文獻中

實際觀察到的水珠脫落直徑為 4~5 ㎜基本一致。而水滴從形成到脫落的過程中，

不會被風吹散是因其表面積展佈速度沒有厚度體積增長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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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氣集水議題 

本議題可以分為（1）表面集水理論、（2）外部物理環境、（3）空氣集水技術

等三個方向來探討，分別說明如下： 

2.3.1 表面集水理論 

一、 親疏水原理 

物質的疏水性通常是指與水排斥能力的物理特性，亦即水在疏水物表面上，

無法附著、分散或溶解，而是團聚成水滴狀。 

液滴在固體表面上形成薄膜或液珠，代表著液體對固體的親和力強弱，又稱

為潤濕（Wetting）行為。表面潤濕度因液體與固體間的表面張力、表面能與接觸

角影響而不同，其中表面張力又可分為固體表面張力、液體表面張力與固液表面

張力，分屬於氣液界面與固液界面之兩切線上。 

接觸角（Contact Angle，θ）是一種方便且有意義的量測基材表面濕潤的方式。

接觸角提供了基材表面三個有意義的相關資訊：基材表面自由能（Surface 

Energy），表面粗糙度和表面不均勻性之綜合表現。接觸角與表面能為衡量材料本

身親、疏水性的指標，接觸角（θ）係指固體表面與液體表面兩者之夾角稱之。接

觸角之理論試驗值為 0～180 度，當 θ＜0 度時表面完全濕潤，當 θ＞180 度時表面

不完全濕潤。當 θ＝1，則液固體之吸引力大於液體間的吸引力。 

接觸角越大疏水性越高，接觸角越小親水性越高。表面自由能為液體與固體

兩者間的表面張力，當表面自由能越大時，吸附液體（液滴）的能力就越大，液

體吸附面積相對也越大，導致表面接觸角越小。 

一般而言，水滴在表面所形成的接觸角度，若小於 10 度以下的表面，可稱為

超親水性；接觸角介於 10～90 度之間為親水性；90～120 度為疏水性，超過 120

度以上者，則稱為超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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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冷凝結露原理 

(一) 冷凝原理 

冷凝的原理係基於熱量交換，達到氣體冷卻、降溫結露等現象為其主要

機制。由於氣體體積在相同下與絕對溫度成正比，因此溫度降低後不但沸點

較高的物質結露冷凝發生相變化變成液體狀而與氣體分離，氣體本身的體積

也減少。當氣體與低於其凝結露點溫度（dew point）的表面或微小粒子（凝

結核，如微塵、更高沸點凝結微霧、鹽類等）接觸附著時即會發生相變化而

產生結露冷凝作用，並於接觸表面形成液膜或包覆微小粒子（凝結核）而成

10μm 左右的霧滴（mist）。 

(二) 結露現象： 

定溫、定量的空氣可容納一定限度的水氣量。空氣中水氣含量達上限者

稱之為飽和，即相對濕度為 100％。相同體積下，空氣承載水氣含量與溫度呈

正比，同理，相同水氣量，降低空氣溫度可達飽和狀態，使飽和水氣產生凝

結，此時若與物體表面接觸則形成結露現象。或者當空氣觸及露點以下之物

體表面時，內含的水蒸氣即成飽和狀態進而凝縮成水滴亦稱為結露現象。 

若結露現象發生於建築外殼者，將損及建材影響其耐久性。而探討建築

外殼結露現象可分為表面結露及內部結露兩類，表面結露主要探討外部氣候

環境之影響，內部結露則以探討透濕性建材材料內部結露現象為主。因此產

生許多結露的防止對策，如加強隔熱、加強通風、防濕處理、保溫處理等。 

 

三、 輻射製冷原理 

輻射製冷原理乃太陽能製冷技術其中一環，不同於光熱能轉換直接利用，採

用被動式物理性之手法，間接利用太陽光的輻射能量，包含光電能轉換利用及光

熱能轉換利用，前者造價昂貴，因此以光熱能轉換利用發展為主。 

大氣外層空間環境溫度接近於絕對零度。根據輻射換熱的原理，兩個溫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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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且互不接觸的物體之間通過電磁波交換熱能的過程。夜間地表溫度高於大氣外

層，可將白天吸收的熱輻釋放至大氣外層，達到自身冷卻降溫的目的。但並非所

有輻射都能自由地穿過大氣層，氣象學對透射率較高的波段稱之為”大氣窗口”，常

溫下黑體輻射集中於 8~13μm 波長範圍內。 

輻射製冷原理屬於被動式物理性降溫方式，對通過太陽能輻射和熱輻射進行

有選擇的、合理的利用，達到物體表面、建築物自身降溫或減少冷負荷的目的。

其中理想的表面材料應選擇光譜輻射特性在 8~13μm 波段外反射率為 1，而在

8~13μm 波段內輻射率亦為 1 者。 

 

四、 流體力學原理 

液滴與微細、分離的固體微粒組成空氣中的懸浮微粒，微粒表面包覆液膜則

形成霧滴，在整個利用懸浮微粒收集空氣中水氣的過程中，網面收集微粒之基本

流體力學原理可以分成如下列六種： 

(一) 重力沉降（Gravity settling）：當微粒的尺寸較大時，因為顆粒本身的重量，

將會促使微粒產生明顯下降的特性，因而達到收集的效果。 

(二) 離心衝擊（Centrifugal impaction）：藉由顆粒隨氣流做圓周運動時會產生

離心力，微粒受到此離心力的作用時，將以切線方向被拋至網面壁上，而達

到收集目的。 

(三) 靜電吸引（Electrostatic attraction）：當微粒表面和外界間帶有相異電荷

時，彼此間將因靜電力緣故而產生相吸作用。 

(四) 慣性衝擊（Inertial impaction）：氣體流經障礙物時其將沿著物體表面滑

過；若氣體中有較大顆粒存在，則微粒將因運動而具有較顯著的慣性力，此

力會促使微粒直接衝擊於障礙物上。 

(五) 直接截取（Direct interception）：有些顆粒不會直接撞擊到障礙物，而是

順著流線及物體表面流過；但如果微粒的尺寸大於流線與物體表面間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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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則微粒將被截留於障礙物上。 

(六) 擴散運動（Diffusion motion）：小顆粒的慣性效應極小，亦不容易直接截

取，但其具有布朗運動的特性，在隨機（Random）的移動中將可能附著於障

礙物上。 

 

2.3.2 外部物理環境 

一、 濕空氣特性 

利用濕氣特性圖（Psychrometric chart）可減輕經常性之繁複演算工作，提供

簡便查閱判讀，其法係將濕空氣各種熱力性繪製於同一圖上。目前所使用之濕氣

圖有多種，其繪製隨大氣壓、溫度等範圍下之熱力特性項目以及座標軸而不同。 

美國暖氣、冷凍空調協會（ASHRAE，1967）則由郭夫與葛列齊（Goff & Gratch）

兩人在標準狀況下（760 ㎜ Hg 或 14.7psia）之熱力特性資料，製作莫里爾型之濕

氣圖。其溫度範圖由 -40℃至 121℃。圖之構成係利用斜角座標表示焓與比濕度間

之關係。ASHRAE 濕氣圖中溫度範圍有 0℃至 48.9℃及 15.5℃至 121℃兩種，如

圖 2.3.1 所示。 

   

圖 2.3.1  濕空氣圖之架構圖 

資料來源：馮丁樹，2001 

在 ASHRAE 濕氣圖中，垂直座標代表比濕度（或絕對濕度），等比濕度線在

圖上則為水平直線。水平座標則表示乾球溫度，等乾球溫度線均係直線上升，但

並不相互平行，亦不完全垂直於水平軸線。熱力學濕球溫度線（亦稱為絕熱冷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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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均為直線，但與垂直軸構成一不甚相等之銳角。 

等焓線則為傾斜但為平行之直線，其方向與等濕球溫度線稍微不同。等焓線

之值標明在圖之左上方與水平座標軸線上。水平座標軸亦代表 0％相對濕度（乾

空氣），較高值之等相對濕度線為線組群，由圖之左下角起旋轉而上，100％等相

對濕度線稱為飽和曲線。故露點、濕球及乾球等溫度均表示在飽和曲線上（注意

三種溫度在飽和狀態下為等值）。  

比容線為直線但並不是完全相互平行，其方向係傾斜於兩座標，但斜度較等

焓線與等濕球溫度線為大。等比容線亦代表等重量密度線，因為重量密度是為比

容之倒數。 

由於 ASHRAE 濕氣圖係以統計力學之方法所得之熱力特性資料繪成，故圖上

表示之值應較理想氣體方程式所計算出之值準確。濕氣圖之應用大部份在一個大

氣壓範圍內，ASHRAE 濕氣圖亦以海平面標準大氣壓繪製而成。故如高度差異太

大，例如在 1500 公尺以上，此圖即無法運用，必須利用熱力學公式直接計算或使

用特殊用途之濕氣圖。 

 

二、 空氣動力學原理 

空氣動力學是流體力學在工程上的應用力學，主要研究物體在空氣或其它氣

體中運動時而產生各種力，特別討論在馬赫數大於 0.3 的流場情形，考慮了真實流

體的黏滯性、可壓縮性、三維運動等特點，其計算方程式通常為非線性的偏微分

方程式。 

建築空氣動力學則主要研究風對建築物、構築物（建築物）的作用和效應以

及建築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風環境等問題，屬於涉及空氣動力學、氣象學、氣候學、

結構動力學、建築工程等多方面學科的邊緣學科。 

研究風對建築物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平均風載荷、脈動風載荷、風振、通風和

熱損失、局部風環境等方面。風載荷是設計建築物時必須考慮的載荷之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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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對建築物的作用力、力矩和表面分佈壓力。風載荷主要取決於來流速度及其隨

高度的分佈、風向、湍流結構以及建築物的形狀、表面粗糙度和動力特性，一般

隨時間變化，並且具有很大的隨機性。 

 

三、 風速與集水之關係 

擴散沈積機制會隨著表面風速之降低而增加，主要是因為低停留時間讓氣膠

微粒與纖維相互作用（Chen，1998）。參考顆粒物沉降速度的數學模型得知，粒徑

大於 1μm 的粒子，塵粒的沉降速度與風速呈線性遞增的關係，但對於粒徑小於 1μm

的塵粒沉降而言，在風速達到 5m s-1 以前，其沉降速度增大的比較快，當風速達

到 5m s-1 後，沉降速度又趨於平緩。 

根據 Leesuck Jung 等（2000）研究結果分析，風速與溫度變化對粒徑 10μm

微粒濃度影響有高度相關性，認為低風速與低溫將造成空氣中對流下降使微粒濃

度升高。 

 

四、 雲霧帶 

(一) 雲霧帶 

雲滴與霧滴的大小隨其液態水含量（Liquid Water Content，LWC）多寡而有不

同的數量分布。一般來說，霧滴粒徑約在 5~100µm 之間，而其最主要的數量分布

在 10~20µm （Klemm et al.，2005）。霧與雲一樣都有散射光線的能力，可以改變

區域的輻射收支平衡，同時降低該區域的蒸發率，進而影響該區域的氣候表現

（Eugster et al.，2006）。除此之外，霧事件還可藉由濕沉降過程來影響區域的水文

收支；濕沉降是指空氣中水分進入地表的過程，由於典型的霧滴之粒徑太小，無

法像降水（雨、雪、雹）一樣藉由重力沉降進入地表，但霧滴仍可藉擴散以及撞

擊的過程附著於植被或其他障礙物表面形成小液滴後再進入地表。這與一般認知

的降水（precipitation）過程不同，也無法用傳統雨量筒或其他現有的雨量計來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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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因此，為了與一般的降水做區別，1987 年 Stadtmüller 首先以「水平降水

（horizontal precipitation）」來描述這種由雲霧濕沉降所致的水文過程。以 USGS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支持的 Hawaii Maui 霧水對生態系水文收支的

影響（Scholl et al.，2002），利用平面式與柱狀式的替代表面霧水蒐集器，發現被

水平降水竟可提供當地年雨量 30％以上之額外水資源。 

雲霧森林是指經常或季節性地被雲霧所籠罩的森林，其分佈區域主要決定於

雲霧分佈的區位。雲霧的形成受空氣中的水含量、風速、風向、距海遠近、地形

地勢、山塊大小等多種因素影響，主要分佈在山地、熱帶等地區，海拔高度範圍

在 1500~3000 公尺間，而位於熱帶的海島國家亦有低於 500 公尺的紀錄（Foster，

2001）。其中位於熱帶山區的森林，又稱為熱帶山地雲霧森林（Tropical Montane 

Cloud Forest，TMCF）。 

雲層最高含水量的理想的高度是從基底起算厚度三分之二的位置。例如：若

該雲層帶定義於 600~900 公尺間，則大概 700~800 公尺之間將是霧水收集的最佳

範圍。其中一個原因是，太接近雲層基底的區域，其下方表面的加熱因素會使霧

滴蒸發。相同的過程發生於受太陽輻射影響的雲層頂部。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

在雲層頂部和基底紊流會混合乾燥的空氣和降低霧液態水含量。 

 

(二) 臺灣雲霧帶 

臺灣位於東亞島弧的摺曲地帶，是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板塊之交界處，因

處東北季風與西南季流之交匯地帶，又居海洋型氣候與大陸型氣候之過渡區域，

上層空氣極不穩定，且又因臺灣高山險峻，高山與平地海拔之劇烈落差，及大氣

壓力與溫度的變動，使得向上移動的氣流極為強勁，在海拔 1,800 至 2,500 公尺的

山區極易形成「雲霧帶」，而且臺灣山區森林茂密，經常蘊積豐厚的山嵐，更有助

雲霧的形成。 

臺灣受到水氣與空氣汙染的影響，容易形成厚厚的層雲，所以在平地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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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中看天空老是灰濛濛的一片。而臺灣的高山，由於夜晚時冷空氣往山下移動，

常形成萬里無雲的晴天，且因山上溫度降低，早晨常可看見雲聚集在山谷中形成

雲海，常見範圍有太平山、觀霧、大雪山、合歡山等。 

 

2.3.3 空氣集水技術 

空氣作為自然界水循環過程中水蒸汽存在的一種介質，可攜帶水蒸汽完成循

環。採取一定方法收集空氣中的水資源並加以利用，即為空氣取水技術。根據採

用方法不同，空氣取水技術可分為傳統方法和非傳統方法兩類，如圖 2.3.2 所示。 

所謂傳統方法是指降雨時收集雨水，這主要依靠大氣降水，即靠天取水。 

非傳統方法是指將濕空氣中以水蒸汽或微小水滴形式存在的水資源轉化為液

態水的方法，主要有製冷結露法、吸附法及聚霧取水法等。 

 

圖 2.3.2  空氣取水類型示意圖 

資料來源：張欣茹，姜澤毅，張欣欣等，2007 

 

一、 制冷結露法 

製冷結露法是將濕空氣的溫度降到露點以下，使其中的水蒸汽結露，從而獲

得液態水的方法。 

冷凝的原理係基於熱量交換，達到氣體冷卻、降溫結露等現象為其主要機制。

由於氣體體積在相同下與絕對溫度成正比，因此溫度降低後不但沸點較高的物質

結露冷凝發生相變化變成液體狀而與氣體分離，氣體本身的體積也減少。當氣體

水

相對溼度降低的空氣 

 

 制冷結露法
非傳統方法 

吸附法

聚霧取水法

大氣降水 傳統方法 

含濕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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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低於其凝結露點溫度（Dew point）70％時，其表面或微小粒子（凝結核；如微

塵、更高沸點凝結微霧、鹽類等）接觸附著時即會發生相變化而產生結露冷凝作

用，並於接觸表面形成液膜或包覆微小粒子（凝結核）而成 10μm 左右的霧滴

（Mist）。例如：若室溫爲 20℃，相對濕度 70％的條件下，露點就是 14℃，所以

當室內壁材（如玻璃）溫度低於 14℃時就會產生結露現象。 

1993 年法國科學家 Yves Jannot 提出了一種利用製冷結露法進行空氣取水的系

統，並進行了實驗分析，如圖 2.3.3 所示。此系統利用太陽能吸附式熱泵的蒸發

端對凝水表面進行冷卻，使空氣中的水蒸汽結露，水在重力作用下落入下方集水

盤中，並彙集至存水器中貯存。但實驗研究表明，由於系統的能量轉換環節較多，

造成可用能損失較大，累積取水率較低。 

 
圖 2.3.3  太陽能吸附式熱泵制冷結露法空氣取水系統 

資料來源：Yves Jannot，1994 

 

為提高製冷結露法的取水率，研究人員致力於對系統進行優化設計，並嘗試

採用不同的製冷形式。較有代表性的是太陽能半導體製冷結露法空氣取水系統，

如圖 2.3.4 所示。它採用太陽能半導體製冷對凝水表面冷卻，同時在系統中添加

回熱器，使從凝水室出去的溫度較低的空氣和進入取水器的空氣充分換熱，從而

使濕並回收了凝結水後空氣的冷量，取水率有一定提高，初步解決了由於中間能

量轉換環節導致的低取水率問題。 

蒸發 冷凝器 

太陽能集熱器 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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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太陽能半導體制冷結露法空氣取水系統 

註：1 風機；2 板式回熱器；3 散熱扇；4 散熱片；5 隔熱層；6 熱電堆；7 凝水室；8 集

水器；9 放水閥門；10 二維自動旋轉台；11 可折疊式太陽能電池板；12 冷板 

資料來源：Yves Jannot，1994 

 

二、 吸附法 

含濕空氣流過吸附劑，其中的水蒸汽被吸附，然後加熱吸附劑使水分脫附，

從而得到淡水，即為吸附法。 

吸附劑有固態和液態 2 種。固態多採用新型複合多孔介質，液態為某些強吸

濕性的濃溶液，但因大部分濃溶液對人體有危害，所以一般多採用固態吸附劑。 

1992 年 Yves Jannot 等人提出了高效太陽能吸附式空氣取水方案，並進行了後

續研究。如圖 2.3.5 所示，夜晚吸附劑從流動的低溫空氣中吸附水分，白天吸附

劑被密封在玻璃容器中，利用太陽光聚焦加熱使其水分脫附，水蒸汽在容器內表

面凝結、匯集，實現空氣取水。 

為了提高吸附法的取水率，研究重點側重於高效吸附劑的開發，其中最大循

環出水量是獲得單位質量吸附劑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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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3.5  太陽能吸附法空氣取水器取水系統 

資料來源：Yves Jannot，1994 

 

20 世紀 90 年代，俄羅斯 Levitskij E. A.和 Aristov Yu I.等配製出了無機鹽

（CaCl2、SrCl2、Na2SO4 等）與直徑為 0.25~0.5 ㎜的粉末狀矽膠的複合材料。實驗

顯示，該吸附劑最大取水率可達 50g 水／100g 吸附劑，但這種複合吸附劑的吸附

／解吸的動力學特性分析是在閉式系統，只存在水蒸汽的條件下得出的。而實際

應用時，吸附過程是在開式系統和濕空氣中進行，因此會影響吸附劑的吸附／解

吸性能。目前，德國波萊梅化學工程研究所採用吸附蒸發法研製之空氣取水系統，

已在約旦安裝，運行良好，經濟效益顯著，並推廣至非洲和阿拉伯沙漠地區。 

 

三、 聚霧取水法 

將霧中小水滴分離出來的取水方法，稱作聚霧取水。聚霧取水一般採用巨幅

尼龍屏障，吸附霧中小液滴，並使之聚合長大，這樣大水珠就會沿著傾斜的尼龍

線流到集水器中。 

聚霧取水因成本低、效率高，在帳篷取水、建築物取水等領域都有應用，但

其受環境限制，只適宜在多霧且缺水的地方推廣，在我國這種方法並不多見。在

南美洲西部的智利，其北部地區基本終年無雨，嚴重干旱，但西風或西南風常把

海上潮濕的空氣源源不斷地送到這裡，受到山脈阻擋後易形成雲和霧，因此這個

地區比較早就採用了聚霧取水。通常一台聚霧集水器，可每日約可供應 15000 公

升的水給 700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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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外殼集水構件議題 

2.4.1 建築與生物機制的關係 

一、 建築仿生之環境調適 

研究建築和仿生的關係，是向自然環境學習，從中獲取靈感並進而創新，

除了模擬、類比或應用外，同時兼顧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維持生態的平

衡。仿生並非指表象的模仿抄襲，是吸收生物的生長肌理、對生態自然環境

的適應與一切自然生態的規律與平衡，結合建築的概念創造發展出環境適應

的方法，不僅具有強韌的生命力，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生物對於環境的變化擁有與生俱來的調適能力，所以運用生物特徵於建

築設計上是近年來重要的課題。西元 2004 年在倫敦V&A 博物館（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V&A Museum）舉行的建築大展「仿生建築（Zoomorphic：

New Animal Architecture）」（Forbes，2005），展出四十座來自世界各地的「仿

生建築」，揭示了這股新建築潮流。 

仿生建築大致上分為功能性仿生與非主觀性仿生兩類（Hugh，2001）。功

能性仿生中包含靜態與動態模擬，靜態模擬指的是觀察生物的靜止型態加以

模仿；動態模擬是在生物動作中尋求靈感。而非主觀性仿生則是因環境而發

展出來型態。 

功能性仿生以生物的形為出發點，主要是創造視覺或空間的特殊性。非

主觀性仿生是因應環境的需求而衍生出來。一方面是為了減低對環境的衝

擊，讓建築融於環境中；另一方面是符合室內空間的需求，使空間中的生物

有更好的生存環境。 

 

二、 生物機制的概念 

自然生態系為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與其生態因子（空氣、陽光、

水、土地、氣候）間各種複雜關係所構成的穩定體系，環境不斷的變化是不



 

49 

變的事實（Sharif，1995），生物隨著環境而演化，就有一套機制以適應環境

的變化（Johnston，1989；van der Erve，1995）。就像沙漠雖然溫差大、雨量

少，生活在沙漠的生物還是演化出適應沙漠環境的機制，這樣的機制可能是

如何調節體溫、如何節省水份以及如何覓食的方式等；同樣的，即使生活在

北極的生物也有其如何調節體溫、如何節省水份，適應環境的生存機制。 

反觀之，人類為生物群落中的一份子，人類的生命是依賴自然界的動物、

植物、微生物，以及生存在環境中的眾多無生命物質共同維持的，因此人類

應與其他生物共存共榮。（王麗娟、謝文豐，2000） 

              

圖 2.4.1  當生態因子相互作用時，生物的適合度會降低 

資料來源：Pianka，1978  

 

生物無非是為了生存才能演化出那許多我們嘆為觀止的能力，生物的目

標是很單純的（存活以及繁殖延續生命），而且勇往直前。生物學家藉由詳細

的描繪生命的外觀形式，以及其生存世界的物質條件來了解其生存的生理機

制，從演化的角度來訴說著一連串動人的故事。 

其實，仿生學並不是指人類技術全然抄襲大自然的設計，因為生物體內

的環境不見得適合人造技術的應用；不過，若能對生物體的功能與作用機制

進行深入的基礎研究，必定有助於找出人類某種技術問題的解決之道。（李旺

龍，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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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仿生建築之生物學分析 

人類在建築技術上所遇到的許多難題，自然界中早已有了類似的解答。

生物從天擇優勢中取法自然，為了適應環境需要不斷完善自身的性能與組

織，以獲得高效低耗、自覺應變、新陳代謝、肌體完整的保障系統，從而生

物才能得以生存與繁衍。唯有如此，才能保持環境中生物鏈的平衡與延續。 

建築在環境及生態因子中扮演著人類與外在環境的介面。其中，環境及

生態因子在建築物理中將環境分為光、熱、水、氣（風）、音與五個部分（周

鼎金，1995），其各因子對於建築的影響皆有所不同，且特性也各不相同。在

物理環境的行為中，雖然都會有動態的變化，但是在長時間的觀察下，會發

現特殊的週期性，不斷的反覆在運作。當環境或人的需求改變時，建築應當

有調適的能力，以提供舒適的環境。 

建築仿生整合當代眾多學科理論及技術，創造出適應環境生態的有機建

築形式，暗示必須遵循和注重許多自然界的規律，同時建築仿生應該注重環

境生態、經濟效益，科技創新與環境共生，並滿足生態、節能、零碳等環境

共生之概念，是生態永續及零碳議題之重要環境對策之一，也是建築創新的

源泉和保證環境生態平衡的重要手段。 

 

2.4.2 建築物周邊氣流特性 

在高雷諾數（高速）的流場下，由於慣性作用，在流經物體後無法遵循物體

表面路徑而行，而產生分離現象（Separation）。分離點的位置，通常發生於物體外

形的不連續點處，譬如前緣或銳角。若是圓柱體，分離點位置則視雷諾數和表面

粗操度而定。 

建築物周邊風場是許多因素交互影響而成的複雜氣流運動，影響參數包括風

速、風向攻角、建築物幾何外形、鄰近之建築物等，其流場屬於非穩態的紊流流

場。建築物周邊氣流特性包含：迎風面渦漩（Upstream Vortex）、建築物尾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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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wake）、穿堂風（Through flow）、角隅強風（Corner flow）、遮蔽效

應（Shelter effect）、金字塔效應（Pyramid effect）、縮流效應（Venturi effect）等。 

 

2.4.3 材料應用及構造型式 

一、 材料及構造特性 

根據研究顯示，物體表面的疏水特性是由化學成份、低表面能及物理表面介

觀結構所決定，因此製備此種超疏水／油表面的關鍵有二： 

（1）在化學特性上可使用低表面能材料作為薄膜基材，一般市面上的低表面

能材料為長鏈碳的臘質物質或是含氟的有機物質，如鐵氟龍。 

（2）在結構特性上，由於在奈米尺度的低凹表面可使吸附氣體原子穩定存

在，相當於在巨觀表面有一層穩定的氣體薄膜，使得油或水無法與材料表面直接

接觸，從而在材料表面呈現出雙超疏性建構奈米表面結構以增加表面粗糙度。藉

由仿生結構的設計是可達到蓮花葉面的撥水效果，但如此的設計尚無法以人造技

術達到最佳效果。 

空氣集水在考量流體力學及增加最大接觸面積以提升捕集效率的前提之下，

目前多採用網面結構為主要補集表面材料，網面材料一般多採用金屬或塑料，而

參酌網面構造材料之適用性及在地材料市場之通用性，列舉常見之疏水材料及其

材料性質說明如下表：  

 

名稱 原料名稱 聚乙烯 聚丙烯 尼龍#6 聚四氟乙烯 
聚氯乙烯

硬質 

原料 PE PP Nylon TEFLON PVC 

物性 一般名 鐵弗龍 

機械

性質 

比重（g/cc） 0.93~0.96 0.9 1.13~1.15 2.2 1.3~1.6 

硬度 D60~70 R85~110 R115 D55 R108~118

引張強力 （kg/cm2） 220~350 300~480 720~845 140~350 460~600

伸張率％ 500~1200 250~800 25~320 200~400 2~40 

彈性係數 3~5 16 11~26.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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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原料名稱 聚乙烯 聚丙烯 尼龍#6 聚四氟乙烯 
聚氯乙烯 

硬質 

原料 PE PP Nylon TEFLON PVC 

物性 一般名 鐵弗龍 

（103kg/cm2） 

摩擦係數 0.18~0.08 0.3 0.37 0.1~0.04 0.45 

衝擊強度 >16 1~7 1.0~3.6 2.5~2.7 1~3 

熱 

性質 

熱傳導率（cal/cm 

sec℃ 104） 
9 2.8 5.3 6 3~7 

熱變形溫度（℃） 85 120 130~170 - 80 

熱膨脹係數（105℃） 13 6~10 72 4.5~7.0 5~8 

耐熱溫度（長時間）

（℃） 
80 110 80~120 260 65~75 

比熱（Kcal/kg℃） 0.53 0.41 0.46 0.25 0.55 

耐燃性 遲燃 遲燃 自己消化 不燃 自己消火 

化學

性質 

吸水率（％） <.001 <0.01 1.9~3.3 >0.01 0.07~0.4 

耐日光性 黑以外僅變 黑以外僅變 不變色 不變 長期變化 

耐弱酸性 ◎ ◎ ● ◎ ◎ 

耐強酸性 ○ ● ※ ◎ ○ 

耐弱鹼性 ◎ ◎ ◎ ◎ ◎ 

耐強鹼性 ◎ ○ ○ ◎ ◎ 

耐有機溶劑性 ○ ○ ○ ◎ ● 

主要

特徵  

耐藥品 比重 強韌 耐熱最高 耐藥品 

電氣特性 較小 耐熱 低摩擦 物性 

安價 安價 萬能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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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計原則 

3.1 歸結 

經由問題界定確立問題方向與範圍並擬定思考方向，繼而收集國內外相關文

獻，歸納同類資料交互建構後得出十七項設計要點（如圖 3.1.1 所示）： 

 

重點提取 歸結項目 

 

甲蟲仿生集水 

議題 

31 點重點提取

 

空氣集水議題 

38 點重點提取

 

外殼集水構件 

議題 

30 點重點提取

1. 補集表面須迎向氣流方向 

2. 補集表面須具有最佳化之捕集之風速 

3. 建築外殼設置誘導式自然通風路徑提供最佳化之捕集流場

4. 提供最大化沉降量之補集接觸面積 

5. 運用最佳化被動式物理性原理捕集水氣 

6. 通用性輕量化具擴充性之單元模組構件 

7. 補集表面採用成本低廉耐候性佳之材料 

8. 建立被動式有效導水路徑 

9. 低技術低耗能最小化之維護管理 

10. 水資源高效化短距離使用之配置 

 

11. 基地應設置於水資源不易取得或侷限匱乏之環境 

12. 基地環境霧氣發生頻率高可滿足空氣集水之特性 

13. 網面高程應滿足於最佳化霧氣捕集濃度的範圍 

14. 建築外殼須迎向具有定向氣流的持續性風源 

15. 基地環境具足夠的高低起伏且縱軸垂直於季風 

16. 基地環境可引導氣流抬升冷卻凝聚水氣 

17. 建築外殼集水面周遭無突出物阻礙氣流 

 

圖 3.1.1  重點提取與歸結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歸納

同類

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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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築複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之設計原則 

3.2.1 補集表面須迎向氣流方向 

霧是伴隨著風而來，補集表面位置設置於迎風處，並迎向氣流方向，使攜帶

水氣的氣流流經補集表面。 

 

圖 3.2.1  補集表面迎向氣流方向示意圖 

資料來源：NBD Nanotechnologies；MIT；本研究繪製 

3.2.2 補集表面須具有最佳化之捕集之風速 

氣流流經補集面時，須能營造出最易補集霧氣之風速，使霧氣適當流經補集

網面，同時防止已凝結於網面之液滴被風吹散。 

 

圖 3.2.2  補集表面具有最佳化之捕集之風速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asknature.org/；Sandia 國家實驗室；本研究繪製 

3.2.3 建築外殼設置誘導式自然通風路徑提供最佳化之捕集

流場 

捕集表面與建築物結合時，需參考流體力學，適當引導氣流，設置自然通風

的方向與路徑，使氣流順著建築外殼流過補集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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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建築外殼設置誘導式自然通風路徑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smartbuildings.unh.edu/；本研究繪製 

3.2.4 提供最大化沉降量之補集接觸面積 

增加補集表面的接觸面積，從多層次與多元性考量，運用不同的手法提供最

大的水氣接觸範圍，例如：多層或複層之補集網面、網面編織構造立體化。 

 

圖 3.2.4  補集網面採針織經編增加接觸面積示意圖 

資料來源：Simplicity Fabric Guide Book；http://sqwater.be.washington.edu/；FogQuest 

3.2.5 運用最佳化被動式物理性原理捕集水氣 

評估運用液滴力學原理、 親疏水原理、 製冷輻射原理等物理性學理，同時

利用材料特性使其凝結聚合於捕集表面以捕集水氣。 

例如：溫度和霧水收集有關，而相對高程較高的位置氣溫較低，同時捕集網

面會越冷越容易凝結水氣。 

 
圖 3.2.5  親疏水與接觸角關係示意圖 

資料來源：Thomas Nørgaard & Marie Dacke；http://www.hk-ph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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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通用性輕量化具擴充性之單元模組構件 

為適應不同的建築物外型及符合通用性的概念，採用單元模組設計，具可變

性與擴充性，適用於不同的基地，同時滿足輕量化，減少單元模組接合處之損耗。 

 

圖 3.2.6  具擴充性之單元模組構件示意圖 

資料來源：Andrew R. Parker & Chris R. Lawrence；本研究繪製 

3.2.7 採用成本低廉耐候性佳之材料 

捕集表面設置於建築外牆上，直接暴露於室外環境，需具有高度耐候性及抗

風性，且評估集水構件之性價比，應採用成本低廉、容易取得之常見材料，且未

來可由使用者簡易更換。 

 
圖 3.2.7  臺灣常見遮陽網網面材料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3.2.8 建立被動式有效導水路徑 

於網面或框架構件設置自然依重力流動之洩水坡，可利於導水甚至加速集水。 

  

圖 3.2.8  甲蟲集水表面集水滾落與編織網面之梯形導水構造示意圖 

資料來源：NBD Nanotechnologies；Simplicity Fabric Guid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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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低技術低耗能最小化之維護管理 

構件裝置於建築外殼處，將增加未來維護保養之困難度，故採用簡易技術使

構件安裝容易、最小耗能增加使用及設置之可行性、同時採用耐用性最佳、最簡

易高效的構件單元，降低未來維護保養及使用管理之需求。 

 

圖 3.2.9  捕霧網安裝架設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handyman-boise.com/；Xinhua；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3.2.10 水資源高效化短距離使用之配置 

除了採用單元模組方式設計，組構後之捕集網絡應將收集後之水資源就近提

供建築內部使用，減少水資源運送管路系統之設置，故與外牆系統結合可滿足高

效化之使用，而使用方式則依空氣中水氣來源潔淨程度與過濾系統的效率決定之。 

 
圖 3.2.10  減少水資源運送管路示意圖 

資料來源：BBCWorldwide；本研究繪製 

3.2.11 基地應設置於水資源不易取得或侷限匱乏之環境 

空氣集水外殼構件適用於水資源匱乏、有限或不易取得，具有實質需求的地

區。或者是供水系統建置成本高昂，需求人口較少，不符經濟效益之地區，例如：

地勢起伏較大、管路輸送距離過遠之位置。又或可以容易集水具有容易應用特質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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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  減少水資源運送管路示意圖 

資料來源：中國東方早報；本研究繪製 

3.2.12 基地環境霧氣發生頻率高可滿足空氣集水之特性 

霧氣的濃度是影響空氣集水效益的主要因素，基地環境霧事件發生次數的相

對頻率較高或霧事件的天數較多。 

 
圖 3.2.12  霧氣高發生頻率區域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atunas.com.tw/；本研究繪製 

3.2.13 網面高程應滿足於最佳化霧氣捕集濃度的範圍 

霧氣的濃度是影響空氣集水效益的主要因素，雲霧的寬度和基底高度會因位

置而異。依據經驗，雲層最高含水量的理想的高度是從基底起算厚度三分之二的

位置，因此，建築基地位置高程與集水構件設置高程應盡可能位於霧氣濃度最高

的範圍內。 

 
圖 3.2.13  IWC 雲冰水含量及雲層最高含水量示意圖 

資料來源：Simplicity Fabric Guide Book；本研究繪製 

3.2.14 建築外殼須迎向具有定向氣流的持續性風源 

霧是伴隨著風而來，建築座落的基地位置須有水氣含量充足之固定風源，建



 

59 

築外殼至少有一面直接迎向穩定的氣流方向。 

 
圖 3.2.14  定向氣流的持續性風源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earth.nullschool.net/；本研究繪製 

3.2.15 基地環境具足夠的高低起伏且縱軸垂直於季風 

須具有足夠的地形起伏同時地勢縱軸垂直於風向，才可以有效攔截雲霧。大

尺度包括建築基地起伏的地形，小尺度包括集水構件設置於建築外殼較高的位置。 

 
圖 3.2.15  定向氣流的持續性風源示意圖 

資料來源：詮峰登山用品有限公司；本研究繪製 

3.2.16 基地環境可引導氣流抬升冷卻凝聚水氣 

雲霧凝聚現象有其成因特性，其中上坡霧（升坡霧） 因氣流抬升時使溫度下

降，空氣中水氣易達飽和而凝雲成霧。大尺度如谷風多在山頂或稜線形成的雲霧，

小尺度包括建築外殼構件引導氣流依循集水路徑抬升。 

 
圖 3.2.16  適當坡度引導氣流抬升冷卻凝聚水氣示意圖 

資料來源：聯合報；本研究繪製 

3.2.17 建築外殼集水面周遭無突出物阻礙氣流 

最重要是在建築基地數公里內的迎風面沒有發生嚴重的堵塞風或阻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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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7  迎風面氣流受阻礙示意圖 

資料來源：Vesselin Michailov；本研究繪製 

 

3.3 歸結說明 

本研究針對甲蟲仿生集水、空氣集水與建築外殼相關議題探討，歸納整合提

出 17 項建築複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設計原則，其中第 1~10 項適用集水構件主體，

第 11~17 項屬基地環境評估範疇，其中因空氣集水構件結合於建築外殼不同於生

物機制適應環境可主動性自由的移動，因此基地的選擇格外重要，如下所列： 

 

表 3.3.1  建築複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設計原則說明表 

適用範圍 建築複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設計原則 

集水構件主體 

設計原則 

1. 補集表面須迎向氣流方向 

2. 補集表面須具有最佳化之捕集之風速 

3. 建築外殼設置誘導式自然通風路徑提供最佳化之捕集流場 

4. 提供最大化沉降量之補集接觸面積 

5. 運用最佳化被動式物理性原理捕集水氣 

6. 通用性輕量化具擴充性之單元模組構件 

7. 補集表面採用成本低廉耐候性佳之材料 

8. 建立被動式有效導水路徑 

9. 低技術低耗能最小化之維護管理 

10. 水資源高效化短距離使用之配置 

基地環境評估 

設計原則 

11. 基地應設置於水資源不易取得或侷限匱乏之環境 

12. 基地環境霧氣發生頻率高可滿足空氣集水之特性 

13. 網面高程應滿足於最佳化霧氣捕集濃度的範圍 

14. 建築外殼須迎向具有定向氣流的持續性風源 

15. 基地環境具足夠的高低起伏且縱軸垂直於季風 

16. 基地環境可引導氣流抬升冷卻凝聚水氣 

17. 建築外殼集水面周遭無突出物阻礙氣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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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驗證 

4.1 實驗假設 

甲蟲沐霧集水之被動式物理性仿生思維是一個新興且複雜的研究議題，涉及

各專業領域間之整合應用，而將其空氣集水原理結合於建築外殼更是一創新思

維。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相關文獻回顧與探討，同時參考其他實驗案例經驗，

排除少量影響實驗準確性之因素，化繁為簡以利實驗進行，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一、 本研究設定適當基地環境條件，同時參考現行國外常見之空氣集水方法

設定相關實驗模組之材料及工法，主要探討複層構造中空氣層厚度，實驗驗

證應可有效收集空氣中的水資源。 

二、 本研究整合應用各專業領域中現行通用性之思維，以此擬定實驗構件模

組，提出通用之簡易模組進行實驗驗證，驗證成立即表示此建築外殼構件模

組若採用各專業領域中未來優化之研究成果者，其空氣集水效益將更勝於本

研究之實驗結果。 

 

4.2 實驗計畫 

建築外殼空氣集水受到環境、氣候的變化與材料施工等因素影響甚深，而建

築屬應用領域，需評估現實環境中各項因子，除了以學理基礎與相關案例探討與

歸納外，本研究擬定實驗方法與環境模擬，輔以儀器量測並取得相關數據，進一

步分析探討其可行性。 

本研究考量高山地區高濕多霧之氣候環境，具有高度空氣集水之潛力，依據

高山地區建築型式作為研究主要實驗分析的案例目標，同時擬定其建築本體採用

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料（FRP）為建築物外殼材料，於其外側增加空氣集水複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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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即為本實驗之主要試體，於實驗箱體內模擬局部高山氣候環境特性，提供定

量範圍之水氣，並以此模式探討外殼複層構造空氣層厚度與空氣集水之關係。 

 

4.2.1 影響因子探討與界定 

一、 氣候環境因子 

臺灣地屬海島型亞熱帶濕熱氣候區，本研究以高山地區高濕多霧之氣候

環境為主要實驗分析的環境目標。臺灣山地面積廣大且山勢雄偉，因此，地

形對氣候的影響是錯綜複雜的，不同的地形會產生多樣的氣候特徵，連綿且

高大的山脈往往形成氣候區域的界線，其中更常形成複雜的局地氣候。 

然而高山氣候測站少、資料難以取得，隸屬中央氣象局管轄維護的氣象

測站（含有人值班之氣象站、遙地自動氣象站與雨量站）海拔高度在 1000~2000

公尺有 52 站，海拔高度在 2001~3000 公尺有 12 站，超過 3000 公尺測站僅有

4 站。而海拔超過 3000 公尺的山頭就超過 250 座。通常高山的雲霧帶海拔高

度大約介於 1800 至 2500 公尺，但例如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平均海拔高度不到

1000 公尺，卻也能有雲霧的產生。因此，本研究參照現有臺灣高山氣候資料

條件，但高山氣候複雜多變，故本研究僅針對空氣集水重要環境影響因子進

行設定，參考氣象統計資料於普遍性氣候特色範圍內，提出其平均狀態條件

作為室外環境模擬數據之參考，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高山環境模擬數據設定表 

項目 控制變因 說明 

室外環境 

風向  固定風向 

風速條件 （m s-1） 微風或≦5 

外界氣溫 （℃） 30±2 20±2 10±2 

相對溼度 （RH，％） ≧7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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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殼構造及材料 

太陽輻射是建築物外部的主要熱源，而建築外殼構造的主要功能即在於

抵抗或利用室外熱環境的作用。創造適宜的室內熱環境，需探討建築熱獲得

和熱損失之熱平衡，包含建築的朝向、外型、窗牆比，以及外殼構造型式與

材料特性都對建築的室內熱環境和節能有很大之影響。其中外殼壁體越厚、

隔熱性能越佳者，越能減少熱傳之影響。 

本研究以高山地區高濕多霧之氣候環境為主要實驗分析的環境目標，建

築外殼本體建議採用具有低熱傳導係數及高絕熱效率特性之材料，其採用之

建築物外殼構造為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料（FRP）構造。因 FRP 具有熱傳

導係數低及絕熱效率高之特性，故 FRP 內外兩側之表面溫差不會影響網面捕

集效果，換言之，可以不必考慮室內之溫度，而只須觀察室外溫度之變化影

響空氣中水分子的凝結效益。FRP 建築物外殼構造材料特性與其他營建材料

環境耐蝕（候）性之比較表，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營建材料環境耐蝕（候）性之比較表 

材料 潮濕 酸性環境 鹼性環境 硫酸鹽環境 溶劑環境 抗熱傳導性

鋼 ╳ ╳ ○ ╳ ○ ╳ 

鍍鋅鋼材 ╳ ╳ ╳ ○ ○ ╳ 

鋁 ○ ╳ ╳ ╳ ○ ╳ 

FRP ○ ○ ○ ○ ○ ○ 

不鏽鋼 ╳ ○ ╳ ╳ ○ ╳ 

混凝土 ╳ ╳ ╳ ○ ○ ○ 

木材 ╳ ╳ ╳ ╳ 視種類而定 ○ 

資料來源：日本土木學會構造工學委員會，FRP 橋梁：技術與其展望，2004 

 

三、 影響因子排除 

在試體樣品和箱壁之間，若有其他試體樣品、加熱或冷卻組件、安裝架

等遮擋時，則試體樣品和箱壁之間的熱輻射將受到影響，因此，於探討臺灣

高山環境後多屬低溫高濕之環境，環境控制因子中之日照因素將與環境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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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牴觸，同時考量實驗試運轉時程之安排，本研究排除日照影響環境溫度及

對不同材料比熱性之影響效益，提出主要之濕度、溫度、風向及風速作為實

驗環境控制之重點項目，減少實驗控制中變因因子，以利未來實驗結果之分

析探討。 

 

4.2.2 實驗流程 

整體操作流程如圖所示： 

實驗計畫擬定

實驗對象選定

建築外殼構造 量測環境設計

量測作業進行

集水性能量測

數據資料整理分析

量測設計

實驗裝置與空間建立

主控變因 空氣層厚度

構造
材料
選定

構造
單元
尺寸

風
向

風
速

溫
度

濕
度

量測點
位設計

量測儀
器設備

構造
材料
型式

試運轉調整環境因子

回饋
修正

 

圖 4.2.1  實驗計畫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4.2.3 實驗方法 

本研究參考國外常用於探討建築外殼材料隔熱性能研究之熱箱法（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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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Method，HBM）為試體與環境模擬之實驗方法，但因不以熱性能為主要

測試目標，擬參考應用簡化為小型模擬試體箱，並輔以儀器量測作為實驗分

析方法。 

一、 熱箱法介紹 

評定建築外殼性能需考量建築物及內外部環境實際狀況，目前建築外殼

性能測定多以評定熱性能為主，而國外多使用保護熱箱法（Hot Box Method，

HBM）來測定建築外牆的熱傳導係數（Thermal conductivity）K 和熱貫流率

（Coefficient of thermal transmission）U 進行實驗研究，提供具有溫度控制以

模擬室內及室外兩側環境，將試體樣品暴露在室內外環境之間進行試驗，相

關規定可參考英國 BS EN ISO 8990 標準熱箱法或美國 ASTM C1363 及其他

可交叉引用之測試程序，熱箱法實驗設置概念如下圖 4.2.2 所示。 

 

 

圖 4.2.2  熱箱法實驗設置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二、 實驗箱體設計 

本研究參考國外常用於探討建築外殼材料隔熱性能研究之熱箱法為試體

與環境模擬之實驗方法，同時建築外殼本體建議採用具有低熱傳導係數及高

絕熱效率特性之材料，以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料（FRP）為例，故室內外兩

側之表面溫差不會影響網面捕集效果，換言之，無需考慮室內環境因素，而

以室外環境及試體之模擬，觀察空氣中水分子的凝結影響，本研究實驗簡化

後之熱箱法設置概念如下圖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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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實驗箱體設置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4.2.4 實驗裝置 

一、 實驗箱體概要 

當討論實驗用的試驗箱條件時，不能忽視輻射傳熱，因此，若想得到可

重現的試驗結果，在試體樣品和試驗箱箱壁應有明確之規範及定義。白色、

淺色或表面光滑的物體較易反射輻射熱，本身也不對外產生熱輻射，發射率

約為 0，反之，黑色、深色或表面粗糙的物體較易吸收輻射熱。 

 

圖 4.2.4  實驗箱模組設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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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箱模組參照設計原則 

實驗箱模組設計製作時，參考文獻探討歸納同類資料交互建構得出之建

築複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之設計原則設計之。依據設計原則綜合檢討後，提

出實驗模組細部設計與設計原則關係說明如下： 

 

圖 4.2.5  實驗箱模組參照設計原則對照說明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二) 實驗箱體細部設計 

1. 尺寸及規格說明 

箱體採用低含水率之不鏽鋼板製作，兼具防水與防鏽功能，堅固耐用，

可適用於高濕環境，同時實驗產生之霧氣不會被箱體本身吸收。箱體外部採

用白色粉體烤漆，內部則為不鏽鋼本色，均屬於光滑表面，降低輻射傳熱之

影響。 

(1). 總體尺寸：60 ×60 ×135 cm（長×寬×深） 

(2). 試體單元尺寸：60 ×60 ×30 cm（長×寬×深） 

(3). 模擬箱單元尺寸：60 ×60 ×80 cm（長×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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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套接單元尺寸：60 ×60 ×25 cm（長×寬×深） 

 

2. 細部設計說明 

(1). 箱體採單元模組結合而成，附法蘭銜接口及側邊開口，方便實驗

置換、溫溼度控制來源提供及實驗觀察。單元模組兩側法蘭銜接端

以懸臂式 C 型夾鉗緊密接合，側邊開口則附旋鈕可供拆卸及迫緊。 

 

圖 4.2.6  實驗箱體單元模組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2). 箱體採用低含水率之不鏽鋼板製作。箱體外部採用白色粉體烤

漆，內部則為不鏽鋼本色，均屬於光滑表面，降低輻射傳熱之影響。 

(3). 方轉圓縮徑套接前端設置手動風門，可調整風速。 

  

圖 4.2.7  手動風門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4). 為降低箱體外部環境溫度對於試驗箱槍體內環境控制之影響，試

驗箱箱體外部隔熱保溫包覆處理，採用互豪龍聚乙烯發泡保溫材，

具熱傳係數小、吸水率低、耐候性與耐化學藥品性佳之特性，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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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0~100 ㎜ TH，主體箱體黏貼密封。 

(5). 側邊開口則附旋鈕可供拆卸及迫緊。 

 

3. 實驗箱模組細部概念說明圖 

 

圖 4.2.8  實驗箱模組細部概念說明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三) 實驗箱體製作與組裝 

實驗箱體及模組於工廠製作，各單元模組完成後，移至具有環境控制之

實驗室空間進行組裝定位與銜接實驗設備。 

 

實驗箱製作與量測 方轉圓縮徑套接端製作 箱體與套接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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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環境照片 實驗箱體組立（一） 實驗箱體組立（二） 

圖 4.2.9  實驗箱體製作與組裝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二、 環境因子控制裝置 

(一) 濕度控制裝置 1 

本實驗模擬低溫高濕之環境需求，空氣加濕可分為蒸氣加濕及水霧加濕

兩大類，而蒸氣加濕產生之高溫水氣不利於模擬環境建立，故濕度控制裝置

採用水霧加濕（等焓加濕）方式之壓電陶瓷超音波霧化器。 

壓電陶瓷超音波霧化器，是利用電子震盪原理，產生出高頻率的震波，

以振子的振動頻率不斷反覆的振動，將液態分子結構打散形成霧狀粒子，再

利用風扇送出霧狀粒子。選用可定時噴霧之霧化器，可維持恆定範圍之濕度

需求，本實驗採用之霧化器，相關規格說明如下： 

1. 廠牌／型號：KSONIC／KUN-868 

2. 電源規格：額定電壓 110V／電流 60Hz 0.5A 

3. 消耗功率：45 Watts 

4. 霧化量：1~2 cc／min 

5. 霧化顆粒直徑：3~8 micron 

6. 超音波頻率：1.63 MHz 

7. 時間設定：0~15 分鐘或連續噴霧 

8. 尺寸重量：300 ×110 ×170 ㎜（長×寬×高）／2.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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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  濕度控制裝置－壓電陶瓷超音波霧化器 

資料來源：http://www.ksonic.com.tw/ 

 

(二) 濕度控制裝置 2 

超音波加濕器是利用電子震盪原理，運用壓電水晶體震盪器，產生高頻率震

波（超音波）將液態分子結構打散，以此方式將液態震成極小的霧狀粒子，

再利用風扇將霧狀粒子順著噴嘴排出與空氣結合達到保濕的效果。 

1. 廠牌／型號：BONECO／U7146 

2. 電源規格：額定電壓 100~240V／電流 50~60Hz／消耗功率 15 Watts 

3. 霧化量：100g／h 

4. 霧化顆粒直徑：3~8 micron 

5. 超音波頻率：1.63 MHz 

6. 尺寸重量：110 ×65 ×80 ㎜（長×寬×高）／0.3kg 

 

 
圖 4.2.11  濕度控制裝置－超音波霧化器 AIR-O-SWISS-U7146 

資料來源：http://www.airoswi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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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速風向控制裝置 

本實驗仿高山環境，風速以微風或≦5m s-1 為目標，採用 3/4 HP 風車馬

達可滿足設計需求，同時設置變頻器及手動風門，可因應實驗需求配合調整。 

圖 4.2.12  風速風向控制裝置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四) 環境控制實驗室 

本實驗室設施具有獨立之空調設備系統，能設定調整環境條件，提供本

研究實驗模擬環境條件因子，如溫度，且實驗空間不受外界干擾，僅需針對

其他特殊環境因子進行局部加強，確保實驗之穩定性及可信度。本實驗室內

部淨空間尺寸大小約為 240×360 ㎝。 

 
圖 4.2.13  環境控制實驗室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4.2.5 實驗試體設計 

(一) 試體網面材料選擇 

本研究參考文獻資料中國外廣泛使用之網面材料特性，配合臺灣市場性選用

適當之網面材料，並提出比較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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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網面材料比較表 

實體照片 

廣泛應用之網面材料 本研究配合臺灣市場性選用之網面材料 

名稱 拉舍爾網（The Raschel mesh） 針織遮光網 

編織類型 針織法中經編網眼編織之材料 針織法中經編網眼編織之材料 

材質 聚丙烯或聚乙烯（PP 或 PE） 高密度聚乙烯（HDPE） 

顏色 黑色 黑色 

遮蔽係數 實際為 40％，拉伸後為 35％ 50％ 

纖維大小 W:1 ㎜，0.1 ㎜ TH 0.21 ㎜織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試體設計與尺寸 

增設外掛型複層構件，含補集表面、空氣層，外掛於 FRP 纖維強化高分

子複合材料構造外側。 

1. 試體尺寸：設定約為 60×60 ㎝之模組。 

2. 補集面料：依文獻資料指出傳統霧收集技術於各地通用之類型為雙層遮

光率 35％的拉舍爾針織經編網面，其材質可選用具疏水特性之聚乙烯

（Polyethylene，PE）或聚丙烯（Polypropylene，PP）。然而考量市場普及性、

建置成本不宜過高及材料須符合易取得之特性，經市場訪查後擬採用臺灣常

見針織經編遮光率為 50％之黑色遮陽網為補集網面材料。 

 
圖 4.2.14  試體模組與補集面料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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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框架材料：採用無吸水性之製冷輻射材料，如鋁材、不銹鋼材，因高山

環境多為強風，恐無法提供合宜的空氣集水風速，故擬利用框架增加各單元

組件間空氣流動遮蔽之面積，減緩流速並增加水氣滯留補集之機會。 

4. 空氣層厚度設定：考量建築外殼總厚度不宜過厚，且其厚度需包含增設

之複層構件，並斟酌文獻指出之空氣層厚度在 20 ㎝的時候可以產生最高的空

氣流率下，且評估複層構件模組製造成本效益，空氣層距離越大時接合處將

須提供較穩固耐用性之結構接頭，故本實驗擬定空氣層厚度以 10、15、20

㎝模組為研究試體。 

 

(三) 試體細部設計說明 

1. 試體網面四周固定框邊採用輕量之鋁質材料，兩層相疊。 

2. 試體網面選用在地市場普及性材料，黑色 HDPE 針織經編網眼編織網

面，詳細說明如後。 

3. 試體底部設置洩水波，利於導水。 

4. 試驗網面下緣迎風面設置止水條，背風側設置導溝。 

5. 設置上方出風口，引導氣流上升 

6. 試體內部隔熱保溫包覆處理，採用互豪龍聚乙烯發泡保溫材，厚度約為

50 ㎜ TH，排除製冷輻射材料表面溫降凝結之水氣。 

7. 建築外牆採用具有低熱傳導係數及高絕熱效率特性之材料，實驗材料採

用 5 ㎜ TH 壓克力板膠合 20 ㎜ TH 珍珠板。 

8. 壓克力部分保留觀察視窗 

9. 角隅處 Silicon 填縫處理，降低熱傳導影響。 

10. 可拆卸式集水量筒，便於各實驗模組間更換。 

 

 



 

75 

(四) 試體細部設計概念說明圖 

圖 4.2.15  試體細部設計概念說明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五) 試體補集網面效益評估 

本研究採用臺灣在地市場普遍容易取得之網面材料，其材質及遮蔽率略有不

同，文獻資料顯示不同遮蔽率影響集水效益，故擬於實驗前期進行面積及遮蔽率

對於集水量之推估，採簡易概略推算參考，不含環境氣候差異等因素，集水效益

計算推估表如表 4.2.4 計算得知，以提供實驗變因設定參考及實驗進行中之觀察

與判斷參考。 

表 4.2.4  集水效益計算推估表 

每日收集效益 網面面積差異 收集量／單位時間 網面效益差 2 小時收集量

平均最小值 1L 1000 × 0.36 30 ml／hr 24.6ml／hr 49.2 ml／hr

平均最大值 10L 10000 × 0.36 300 ml／hr 246 ml／hr 492 ml／hr

歷史最高值 40L 40000 × 0.36 1200 ml／hr 984 ml／hr 1968 ml／hr

推估計算

變因 

1. 面積改變：1m2→ 0.36m2 

2. 時間改變：1 天→2hr 

3. 遮蔽率改變：35％ → 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主要參考文獻以標準霧收集器（SFC）為例，相關數據重點如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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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積 1m× 1m 的標準霧收集器（SFC），在溼度 70％ ~ 95％，風速 2~8 m 

s-1-1，霧滴直徑 11~15 ㎜條件下，收集效率為1~10 L／m2／天，最高為30~40 

L／m2／天。（Langmuir and Blodgett，1946） 

2. 標準霧收集器（SFC） 網面採用 35％的拉舍爾網較 50％的拉舍爾網效率

高出 18％（Shemenauer and Joe，1989） 

3. 標準霧收集器設計圖 

圖 4.2.16  標準霧收集器設計圖 

資料來源：Shemenauer and Joe, 1989 

 

4.2.6 實驗變因設定 

本研究試體為外掛型複層構件，含補集表面、空氣層，外掛於建築外殼室外

外側。實驗針對試體空氣層厚度進行試驗，故將空氣層厚度設為變值，而參考相

關文獻及評估臺灣高山環境氣候特性重要影響因子，提出變因設定表如下： 

表 4.2.5  變因設定分析表 

 項目 變因 

變
因

選
定 

1.室外環境 風向條件 固定風向 

風速條件（m s-1） 微風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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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變因 

外界氣溫（℃） 30±2 20±2 10±2 

相對溼度（RH） ≧70％ 

2.建築外殼試體 

（空氣集水複層構

造） 

空氣層厚度（cm） 10 15 20 

網面 雙層 HDPE 網，遮光率 50％  

框架構件 鋁材 

建築外殼主要材料 採用低熱傳及高絕熱特性之材料 

3.室內環境 室內熱環境 不含於本實驗範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7 實驗量測設備 

(一) 量測儀器 1 

本實驗使用之風速計為 TSI 熱線式風速計，型號為 TSI 8386。風速計相

關規格如下表： 

表 4.2.6  風速計規格表 

傳 感

器 的

風 速 

範 圍 0～50m s-1（0～9，999ft／min） 

 

精 確 值 讀數的±3.0％或者±0.015m s-1 

分 辨 率 0.01m s-1（1ft／min） 

溫 度 範 圍 -17.8～93.3℃（0～200℉） 

分 辨 率 0.1℃（0.1℉） 

精 確 值 ±0.3℃（±0.5℉） 

主 機 尺 寸 10.7cm×18.3cm×3.8cm（4.2in×7.2in×1.5in）

資料來源：http://www.tsi.com/ 

(二) 量測儀器 2 

本實驗使用之溫溼度量測設備，使用 TESCOTERM 公司攜帶式多功能測

量儀，型號為 TESTO 445。 

屬於工業級多功能測量儀，更換測棒可以測量溫溼度、相對溼度、露點

溫度、絕對溼度及各種風速（管道內、管道出口或散熱器）、風量、壓力和室

內空氣品質。同時內建記憶體，記憶容量高達 3000 筆；具有鎖定即時測量值

與最大值、最小值，並且具有計時與計次平均值計算等多種實用功能。數據

量測範圍： 



 

78 

 

表 4.2.7  多功能測量儀規格表 

項 目 量測範圍 

    

溫 度 -20~70℃ ±0.4℃ 

濕 度 0~100％ ±2％ 

資料來源：http://www.testotaiwan.com/ 

 

(一) 集水收集量紀錄量筒 

表 4.2.8  集水收集量紀錄量筒規格表 

項 目 說明 

  

規 格 採用直讀式紀錄集水收集量 

材 質 塑料量筒 

集水量 1ml~100ml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二) 直讀式溫溼度顯示器 

本實驗箱體內外的溫溼度顯示器，具有時間及溫溼度顯示，實驗操作中

於現場安裝架設量測及記錄。 

表 4.2.9  直讀式溫溼度顯示器規格表 

項 目 說明 

 

規 格 採用直讀式紀錄集水收集量 

溫 度 -10~50℃ ± 0.5℃ 

濕 度 20~100％ ± 3％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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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像紀錄設備 

表 4.2.10  影像紀錄設備規格表 

項 目 說明 

 

單眼相機 NIKON D80（定格攝影） 

數位相機 NIKON P6000（定格攝影） 

攝 影 機 SONY HDR-XR3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4.3 實驗模組測試運轉 

4.3.1 試運轉及調整環境因子 

實驗模組架設於恆溫恆濕實驗室內，各單元模組組立後進行試運轉，待

調整及確認環境因子後，再進行各實驗模組測試。待調整及確認項目： 

1. 箱體密合度檢查及確認 

2. 試體導水洩水度實測檢查 

3. 風向風速可調性量測及確認 

4. 溫度量測及顯示讀值比對 

5. 濕度量測及顯示讀值比對 

 

(一) 箱體密合度檢查及確認 

 

模組結合處內側黏貼泡棉 結合處利用夾具強化固定 部分黏貼膠帶加強密合度 

圖 4.3.1  箱體密合度檢查及確認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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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試體導水洩水度實測檢查 

 

洩水波上水珠凝聚現象 排除試體箱表面凝結水量 利用導溝引流網面水珠 

圖 4.3.2  試體導水洩水度實測檢查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三) 風向風速可調性量測及確認 

 

出風口位置調整及量測 箱體內部風速調整及量測 試體背風位置調整及量測 

圖 4.3.3  風向風速可調性量測及確認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四) 溫度量測及顯示讀值比對 

 

箱體內外兩側設置感應器 試體內外側直讀式溫度計 實驗室空間溫溼度顯示器 

圖 4.3.4  溫度量測及顯示讀值比對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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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濕度量測及顯示讀值比對 

 

超音波霧化器噴出口 內部放置小型霧化器 霧化器位置調整定位 

圖 4.3.5  濕度量測及顯示讀值比對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4.4 實驗復歸 

各實驗模組完成後，須除去先前的集水量，再進行後續的實驗模組量測。 

Step 1：擦拭試體及網面上之液滴與水珠 

 

Step 2：確實包覆試體框架內側保溫，減少框架製冷結露影響因子 

 

Step 3：固定替代建築外殼之板材，黏貼膠帶減少水氣由此處逸散及洩漏

 

Step 4：鎖定及調整蓋板，開啟噴霧器提供霧氣產生量及定向之穩定氣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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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實驗模組復歸標準作業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4.5 實驗結果與分析 

4.5.1 模組一 

(一) 環境設定條件 

首先，將實驗溫度設定為 20±2℃下進行模組一之實驗，控制定向風速約

小於 5m s-1，同時提供穩定之霧氣使濕度大於 70％。 

表 4.5.1  模組一-模擬環境變因設定表 

 項目 變因 

變
因
選
定 

1.室外環境 風向條件 固定風向 

風速條件（m s-1） ≦5 

外界氣溫（℃） ---- 20±2 ---- 

相對溼度（RH） ≧7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實驗記錄表 

表 4.5.2  模組一-實驗紀錄表（一） 

20cm 20cm 

測量日期時間 17-5-2014 14:15 19-5-2014 10:27 

實驗空間環境溫濕度 20±2℃／60±5％ 20±2℃／60±5％ 

實驗箱環境溫濕度 20±2℃／>70％ 20±2℃／>70％ 

風速條件（m s-1） ≦5 ≦5 

集水起始時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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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m 20cm 

集水量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測量指標  0ml~100ml --:--:-- 00:00:00 --:--:-- 00:00:00 

總集水時間 04:00:00 04:00:00 08:00:00 08:00:00 

紀錄照片 

  

表 4.5.3  模組一-實驗紀錄表（二） 

20cm 20cm 

測量日期時間 21-5-2014 12:48 22-5-2014 15:30 

實驗空間環境溫濕度 20±2℃／60±5％ 20±2℃／60±5％ 

實驗箱環境溫濕度 20±2℃／>70％ 20±2℃／>70％ 

風速條件（m s-1） 2±2 0.5±0.5 

集水起始時間 --:--:-- --:--:-- 

集水量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測量指標  0ml~100ml --:--:-- 00:00:00 --:--:-- 08:00:00 

總集水時間 08:00:00 08:00:00 08:00:00 08:00:00 

紀錄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實驗模擬與分析 

1. 回饋修正： 

(1). Step1：延長集水時間，約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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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p2：檢查水氣濃度及逸散的可能性並加以排除 

(3). Step3：調降風速，減少箱體內擾流及增加吸引力及摩擦力 

2. 分析說明： 

環境溫度約 20±2℃，濕度大於 70％，初期風速控制於約 5m s-1，持續運

轉後試體網面無水氣凝結現象，經檢討調整及回饋修正後，後續實驗將風速

修正為 0.5±0.5m s-1。 

 

4.5.2 模組二 

(一) 環境設定條件 

經模組一檢討調整及回饋修正後，模組二環境溫度約 20±2℃，控制風速

為 0.5±0.5m s-1，同時提供穩定之霧氣使濕度大於 70％。 

表 4.5.4  模組二-模擬環境變因設定表 

 項目 變因 

變
因
選
定 

1.室外環境 風向條件 固定風向 

風速條件（m s-1） 0.5±0.5m s-1 

外界氣溫（℃） ---- 20±2 ---- 

相對溼度（RH） ≧7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實驗記錄表 

表 4.5.5  模組二-模擬環境變因設定表 

10cm 15cm 20cm 

測量日期時間 29-5-2014 11:45 29-5-2014 17:25 30-5-2014 11:17 

實驗環境溫濕度 20±2℃／60±5％ 20±2℃／>60±5％ 20±2℃／>60±5％ 

控制箱環境溫濕度 20±2℃／>70％ 20±2℃／>70％ 20±2℃／>70％ 

量測紀錄間隔 30 秒 30 秒 30 秒 

集水起始時間 00:24 00:16 

集水量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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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 15cm 20cm 

測量

指標 

0ml 12:09 00:00:00 17:41 00:00:00 11:22 00:00:00

10ml 12:38 00:29:00 18:22 00:41:00 11:59 00:37:00

20ml 13:10 01:01:00 18:57 01:16:00 12:36 01:14:00

30ml 13:46 01:37:00 19:32 01:51:00 12:52 01:30:00

40ml 14:21 02:12:00 20:04 02:23:00 13:15 01:53:00

50ml 14:56 02:47:00 20:32 02:51:00 13:42 02:20:00

60ml 15:28 03:19:00 21:03 03:22:00 14:06 02:44:00

70ml 16:07 03:58:00 21:31 03:50:00 14:37 03:15:00

80ml 16:42 04:33:00 21:53 04:12:00 14:56 03:34:00

90ml 17:03 04:54:00 22:08 04:27:00 15:12 03:50:00

100ml 17:45 05:36:00 22:37 04:56:00 15:35 04:13:00

總集水時間 ------ 05:36:00 ------ 04:56:00 ------ 04:13: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實驗記錄照片 

補集網面集水實驗紀錄照片，紀錄收集後網面集水水氣凝結狀態，照片

記錄呈現主要以迎風面第一面補集網面為主，拍攝距離分別約為 15cm、

10cm、5cm 及 2cm，可清楚看到液滴凝結於網面，沿著梯形緯線滑落於針織

經線網眼處聚合成小水珠，小水珠聚合成大水珠時再向下滾落。 

模組二 10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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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二 10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0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2cm 

圖 4.5.1  模組二 10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及繪製 

 

模組二 15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0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2cm 

圖 4.5.2  模組二 15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及繪製 

模組二 20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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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二 10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0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2cm 

圖 4.5.3  模組二 20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及繪製 

 

(四) 實驗結果分析說明 

實驗結果以 20cm 空氣層厚度模組集水效益較佳，收集量越多效益差距越大。 

 

模組二 10cm 空氣層集水效益直條圖 模組二 10cm 空氣層集水定格攝影紀錄

 

模組二 15cm 空氣層集水效益直條圖 模組二 15cm 空氣層集水定格攝影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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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二 20cm 空氣層集水效益直條圖 模組二 20cm 空氣層集水定格攝影紀錄 

圖 4.5.4  模組二 10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及繪製 

 
圖 4.5.5  模組二 綜合集水效益比較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4.5.3 模組三 

(一) 環境設定條件 

模組三選擇不同溫度進行實驗，環境溫度約 30±2℃，控制風速為 0.5±0.5m 

s-1，同時提供穩定之霧氣使濕度大於 70％。 

 

表 4.5.6  模組三-模擬環境變因設定表 

 項目 變因 

變
因
選
定 

1.室外環境 風向條件 固定風向 

風速條件（m s-1） 0.5±0.5m s-1 

外界氣溫（℃） 30±2 ---- ---- 

相對溼度（RH） ≧7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實驗記錄表 

10cm 15cm 20cm 

測量日期時間 25-5-2014 10:45 26-5-2014 15:30 27-5-2014 10:10 

實驗環境溫濕度 30±2℃／60±5％ 30±2℃／60±5％ 30±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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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 15cm 20cm 

控制箱環境溫濕度 30±2℃／>70％ 30±2℃／>70％ 30±2℃／>70％ 

量測紀錄間隔 30 秒 30 秒 30 秒 

集水起始時間 00:21 00:14 03:28 

集水量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紀錄時間 累計時間

測量

指標 

0ml 12:09 00:00:00 17:41 00:00:00 13:38 00:00:00

10ml 12:15 00:06:00 17:50 00:09:00 13:41 00:03:00

20ml 12:26 00:17:00 17:59 00:18:00 13:45 00:07:00

30ml 12:47 00:38:00 18:07 00:26:00 13:54 00:16:00

40ml 13:08 00:59:00 18:16 00:35:00 14:11 00:33:00

50ml 13:36 01:27:00 18:27 00:46:00 14:31 00:53:00

60ml 13:51 01:42:00 19:07 01:26:00 14:54 01:16:00

70ml 14:41 02:32:00 19:20 01:39:00 15:26 01:48:00

80ml 15:00 02:51:00 20:09 02:28:00 15:45 02:07:00

90ml 15:44 03:35:00 20:16 02:35:00 16:21 02:43:00

100ml 16:27 04:18:00 21:27 03:46:00 16:44 03:06:00

總集水時間 ------ 04:18:00 ------ 03:46:00 ------ 03:06: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實驗記錄照片 

補集網面集水實驗紀錄照片，紀錄收集後網面集水水氣凝結狀態，照片

記錄呈現主要以迎風面第一面補集網面為主，拍攝距離分別約為 15cm、

10cm、5cm 及 2cm，可清楚看到液滴凝結於網面，沿著梯形緯線滑落於針織

經線網眼處聚合成小水珠，小水珠聚合成大水珠時再向下滾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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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三 10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0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2cm 

圖 4.5.6  模組三 10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模組三 15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0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2cm 

圖 4.5.7  模組三 15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模組三 20cm 空氣層實驗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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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5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10cm 補集網面集水紀錄，拍攝距離 2cm 

圖 4.5.8  模組三 20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及繪製 

 

(四) 實驗結果分析說明 

實驗結果以 20cm 空氣層厚度模組集水效益較佳，收集量越多效益差距越大。

與模組二結果相符。 

 

模組三 10cm 空氣層集水效益直條圖 模組三 10cm 空氣層集水定格攝影紀錄

 

模組三 15cm 空氣層集水效益直條圖 模組三 15cm 空氣層集水定格攝影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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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三 20cm 空氣層集水效益直條圖 模組三 20cm 空氣層集水定格攝影紀錄 

圖 4.5.9  模組三 10cm 空氣層實驗記錄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及繪製 

 
圖 4.5.10  模組三 綜合集水效益比較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4.5.4 模組四 

(一) 環境設定條件 

因低溫環境不易維持，故以前項實驗較佳之 20cm 模組進行低溫實驗，擬

放置乾冰於實驗箱內，以降溫至 10±2℃為目標，控制風速為 0.5±0.5m s-1，同

時提供穩定之霧氣使濕度大於 70％。 

表 4.5.7  模組四-模擬環境變因設定表 

 項目 變因 

變
因
選
定 

1.室外環境 風向條件 固定風向 

風速條件（m s-1） 0.5±0.5m s-1 

外界氣溫（℃） ---- ---- 10±2 

相對溼度（RH） ≧7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實驗記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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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四 試運轉及調整環境因子 

  

快速取出乾冰 第一次放置一塊 10KG 乾冰 

  

第二次分別放置兩塊各 5KG 乾冰 於放置底盤上加水，增加融化速度 

  

加設保溫擋板，凝聚乾冰溫度 乾冰溶化後箱體仍無法有效降溫 

圖 4.5.11  模組四 試運轉及調整環境因子照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三) 實驗結果分析說明 

1. 回饋修正： 

(1). Step1：平均放置乾冰提高溫降面積範圍。 

(2). Step2：實驗箱腔體內增加臨時擋板凝聚溫度。 

(3). Step3：乾冰底盤加水加速其溫降效果。 

2. 實驗結果：乾冰表面溫降可達 10℃以下，但採取回饋修正後仍無法有效

使實驗箱腔體內溫度下降，唯實驗環境空間密閉，過量使用恐有安全之疑

慮，故以前項模組為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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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綜合分析與討論 

(一) 霧氣量與氣流分布均勻可提升收集效益 

實驗箱腔體內氣流飄移且分布不均，截面積各點位風速亦不同，且角隅

處為氣流流場之死角，故使得霧氣收集多集中於補集網面之中段，實驗試體

樣本尺寸設定為 60×60 ㎝之模組，但依實際觀察實驗結果有效捕集範圍約

2/3，若改善氣流之分布將可提升收集效益。 

(二) 建築外殼複層構造通風路徑提供較佳之水氣沉降量 

研究與建築結合，實驗顯示補集網面採用在地材料可有效集水。實驗結

果以空氣層厚度 20cm 模組較佳，水氣收集來源除了與補集網面接觸面積增加

所產生碰撞摩擦之沉降量，同時也包含霧氣通過複層構造時，於通風路徑上

與框架及建築外牆碰撞產生之自然重力沉降量，提高了建築外殼空氣集水之

效益。 

(三) 強化導水路徑可提升捕集效益 

實驗模組採四方型之構件，輔以箱體底部洩水波及止水條作為實驗導水

路徑，經實驗結果觀察，導水路徑應具有足夠之洩水波度，使被收集之水珠

能順利滑落收集，參考文獻資料建議坡度可設置約為 45 度，減少各階段收集

過程中水氣之損失。 

(四) 雙層補集網面應有適當距離或錯位 

實驗模組補集網面採雙層之針織材料，雙層間隔距離約 10 ㎜，經實驗結

果觀察，迎風面第一層捕集效果較第二層明顯，且目測觀察，第一層與第二

層小霧滴凝聚成水珠之位置與位置幾乎錯落在不同的位置上，但須考量補集

網面錯位後之遮蔽覆蓋係數對於收集效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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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探討推導出仿生沐霧機制之建築外殼集水構件之設計原

則，經由誘導式結構操作與實驗應證，認為確實可有效收集空氣中的水資源，因

此本章就研究結果作一總結論述，並提出未來被動式建築外殼空氣集水設計之後

續發展建議及誘導式結構理論操作心得： 

 

5.1 結論 

5.1.1 藉由活動式導風葉片設計補集面可提升水氣沉降及收

集效益 

本研究得知空氣流場對空氣集水影響甚鉅，利用活動式導風複層葉片設計之

手法，適當之百葉深度可調適氣流風速、舒緩風擊與局部紊流強度，同時可增加

霧氣留滯及接觸網面之時間，葉片軸動旋轉後可以提供再次接觸的機會，同時可

促使水珠滑落。 

 

5.1.2 單元模組框架結合導水路徑可提供多重功能 

集水與導水過程若能趨近於零損失，則可達到高效能的成果。單元模組框架

可採用具有趨近於 45 度角之梯形或六角形結構，其框架除了需設計榫接扣合之構

件外，同時利用框架之斜率形成導水路徑，無須另外設置集水導溝，可滿足低耗

能之被動式設計。此外，梯形或六角形之模組構件亦滿足節省材料、降低成本之

節能設計手法。 

 

5.1.3 強化各單元被動式集水性能可提升集水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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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領域科學家均致力於空氣集水的研究，例如：補集網面材料的優化及

開發，本研究試體為外掛型複層構件，含補集表面、空氣層，外掛於建築外殼室

外外側，若應用各領域研究發展之材料構造，將可強化各單元被動式集水性能，

大幅提升空氣集水效益。 

 

5.1.4 複層外殼構件應利用自然資源轉換能量物盡其用 

適當的建築外殼設計應可順應自然並調節可用能資源，將以往對室內環境舒

適度造成不良影響的因子取廢為用產生能量轉換，藉由設計手法轉負為正，運用

本建築外殼集水構件可將水氣及濕氣排除於室外環境，降低對室內環境的影響，

同時取之為用，未來更可結合其他能資源加以整合應用，其他如：隔熱遮陽系統、

太陽能供電系統、風力發電系統等。 

 

5.2 建議 

5.2.1 高山環境實地觀測 

本研究受限於人力、時間及設備，採用實驗模擬方式進行驗證，實驗結果取

得可行性之應證及適用模組單元，建議後續研究應進行複層構件於高山環境長期

性評估空氣集水效益之探討，以使建築複層構件空氣集水之研究能更深入了解環

境影響因子。 

 

5.2.2 導入材料比熱性能提升集水效益 

本研究科學實驗驗證階段因應實驗考量及時程需求，經評估後排除日照影響

環境溫度及對不同材料比熱性之影響效益，建議後續研究應導入材料比熱性能之

研究，進行不同材料比熱性能對於複層構件空氣集水效益之探討，以提升未來建

築複層構件空氣集水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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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外殼集水構件產品化 

本研究初始即研究根據文獻探討交互推演並歸納出建築外殼集水構件設計原

則，其中包含有「通用性輕量化具擴充性之單元模組構件」、「採用成本低廉耐候

性佳之材料」、「低技術低耗能最小化之維護管理」三項，未來應可針對如何落實

於與建築本體結合應用之議題進行後續研究與探討，由建築外殼集水構件設計原

則思考與建築物局部接合之細部設計考量，以邁向未來產品化推廣之需求，如： 

(一) 陽台、露台、屋頂層：可增設外掛構件，運用掛勾扣件或螺絲等平貼牢

固於女兒牆或欄杆上。 

(二) 窗戶：結合窗框設計，可配合窗戶模組化尺寸設置，補集網面可同時滿

足集水及遮陽功能。 

(三) 屋簷、屋簷突出、屋頂層：可增設三角支撐架，牢固於其上方，運用其

斜度強化導水系統。 

結合窗框範例示意圖(一) 結合窗框範例示意圖(二) 

圖 5.2.1  未來應用於建築物裝設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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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推廣宣導與獎勵回饋 

自然資源並非用之不竭，臺灣民眾對於水資源的侷限性尚未有所體悟，更遑

論水資源開發與再生之觀念仍有待強化，建議除了從基礎教育宣導著手外，各單

位主管機關應可配合公共性永續建築進行建築外殼集水構件之示範性設置，結合

民眾參與及導覽活動加以推廣宣導。同時，配合社區總體的規劃及推動，提供相

關獎勵措施及使用教學輔導，鼓勵民眾參與，符合「低技術低耗能最小化之維護

管理」之原則，將可降低安裝維護的勞動成本，並發展社區互助與認同感。 

 

5.3 誘導式結構理論操作心得 

本研究以誘導式結構理論作為論文操作之研究方法，是透過解析專家解題的

思考模式，轉換為表格邏輯化的操作方法，建構一可供主體用來解題的思考模式，

以解決複雜多層次的問題及創造出新經驗。同時藉此避免形成個人的主觀意識，

得以趨近於客觀之主體求知得解。 

以下針對本論文操作誘導式結構綜述心得，提供參考： 

開始的論文題目方向，也是問題的形成點，必需廣泛的搜集相關的文獻，尋

找理論真理印證問題點所在，經多方向的文獻回顧後，精煉成摘要以確定問題的

範圍，最終再依序解題。本研究初始擬定的方向，因隸屬於眾多學科相關研究下

之綜合性創新思維，故在無法有完善的先備知識下，問題遲遲無法收斂及界定明

確，導致整體操作過程於此階段最為艱澀，必須於茫茫大海中蒐集龐大的資料文

獻，此種同時面對數求知狀態對應於誘導式結構操作方法，正好可有效應用第一

階段至第三階段之間的反饋修正。 

其過程為：問題的初步界定，確立問題之合理化與範圍之後，從題目中分解

解構出相關議題作為思考方向之操作，劃定問題之重要面向作為往後資料蒐集之

目標，再依思考方向延伸分解出相關子議題作為更深入之文獻探討，藉此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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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歸納綜多學科排山倒海而來的文獻資料，做一有系統兼具深度與廣度之文獻

探討，而當探討文獻收集越廣泛越精細時，又可因為先備知識較之先前完整而重

新收斂回饋修正問題界定，而運用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之間不斷的反饋修正，使

對問題的核心剖析越細膩，最終，抽絲剝繭後於眾多學科下收斂出更精煉的問題

核心，這種認知即是在主體內經由 H.S.操作模型之引導，自「不知」轉為「知」，

使主體在已知與未知之間搭建其 H.S.。 

本研究藉由誘導式結構理論作為論文操作之研究方法，著實有效改善面對「不

知」時之茫然與無助，確切的收斂問題的核心，問題界定清楚後即可依操作流程

循序解題。由此操作過程受益良多，建構全面性邏輯整合操作方法，運用在專業

領域上，甚至於各類未知之議題或生活一切瑣碎事務，皆可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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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誘導式結構操作總覽表 

仿生沐霧機制之建築外殼集水構件之探討 

問題界定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生物對於環境變化擁有演化優

勢的調適能力，非洲納米比沙漠

甲蟲即為於嚴苛環境中利用沐

霧機制取得空氣中水資源之特

例。 

過去五十年來，重要的霧收集案

例多以獨立之平面網面裝置為

主，若結合建築主體應用複層模

式於建築外殼導入仿生沐霧機

制，蒐集空氣中之水分，應有助

於解決部分水資源匱乏之問題。 

本研究以「誘導式結構」為操作

方法，針對甲蟲仿生集水、空氣

集水與建築外殼相關議題探

討，歸納整合提出 17 項建築複

層外殼空氣集水構件設計原

則，其中 10 項適用集水構件主

體，7 項屬基地環境評估範疇，

並仿臺灣高山高濕多霧環境進

行建築外殼集水實驗驗證，結果

顯示複層建築外殼空氣層以 20

公分厚度者最佳，據此以提供未

A、甲蟲沐霧集水議題 

A1.沐霧行為與環境背景 

 

 

 

 

 

 

 

 

 

 

 

 

 

A2.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 

 

 

 

 

 

 

 

A1-1. 甲蟲背殼鞘翅是由一層超疏水基底和間隔排佈的強親水突起組成。 

A1-2. 依據霧氣往高處匯集的特性得知沙丘坡脊處霧氣最濃。 

A1-3. 甲蟲利用此特性爬上沙丘坡脊處，拱起背殼收集霧氣，進行每日飲用水收集的例行工作。 

A1-4. 甲蟲沐霧集水時低首仰背，高舉背殼鞘翅與地平面成 45 度迎向風面。 

A1-5. 濃霧中的小霧滴被吸附在背殼強親水突起上，霧滴逐漸聚集成約 1~2 ㎜的小水珠， 

A1-6. 相鄰的小水珠彼此聚合成約 5 ㎜的大水珠或觸及超疏水基底後，就會順勢從強親水突起上滑落，沿著超疏水背殼路徑流

入口中， 

A1-7. 而淨空的親水突起將持續空氣集水工作的循環。 

A1-8. 觀察沐霧資料中顯示環境溫度約在 17~25℃間，風速多在 5m s-1 以下，且風中伴有大霧。 

A1-9. 納米比亞是典型的沙漠型氣候，降雨稀少且不穩定，空氣幾乎總是達到或近飽合點。 

A1-10. 本格拉寒流沿海岸從南向北流動，影響其上方空氣變冷從而產生霧氣，使沿岸較內陸涼爽。 

A1-11. 罕見的雨通常以短暫的暴風雨的方式傾洩而下。 

A1-12. 海濱的平均年降水量一般約 13 ㎜（0.5 吋），內陸有所增加 

 

A2-1. 從背殼結構與材質特性切入，進一步研究甲蟲背殼的集水機理，可利於定量描述出表面特性（包括親水突起的親水性能、

尺寸、排列及疏水表面的疏水特性）和水滴直徑、風速間的關係。 

A2-2. 甲蟲順應環境演化出集水優化的背殼鞘翅，是由一層超疏水基底和間隔排佈的強親水突起組成 

A2-3. 小突起直徑約 0.1~0.5 ㎜，且呈無規則排列，彼此間距在 0.5~1.5 ㎜間。 

A2-4. 突起頂部光滑潔淨無覆蓋物並有強親水性，側斜面和周圍底面則是一層超疏水表面。 

A2-5. 類似荷葉的超疏水表面，由直徑約 10μm 且呈現六邊形排列的半球型結構組成。 

 

歸結-1. 補集表面須迎向氣流方向 

歸結-2. 補集表面須具有最佳化之捕集之

風速 

歸結-3. 建築外殼設置誘導式自然通風路

徑提供最佳化之捕集流場 

歸結-4. 提供最大化沉降量之補集接觸面

積 

歸結-5. 運用最佳化被動式物理性原理捕

集水氣 

歸結-6. 通用性輕量化具擴充性之單元模

組構件 

歸結-7. 採用成本低廉耐候性佳之材料 

歸結-8. 建立被動式有效導水路徑 

歸結-9. 低技術低耗能最小化之維護管理

歸結-10. 水資源高效化短距離使用之配置

歸結-11. 基地應設置於水資源不易取得或

侷限匱乏之環境 

歸結-12. 基地環境霧氣發生頻率高可滿足

空氣集水之特性 

歸結-13. 網面高程應滿足於最佳化霧氣捕

集濃度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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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沐霧機制之建築外殼集水構件之探討 

問題界定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來水資源開發再生及永續建築

外殼設計的參考與建議。 

A3.甲蟲背部集水理論 

 

 

 

 

 

 

 

 

 

 

 

 

 

 

 

 

 

 

 

 

 

 

 

A3-1. 須確保聚合後的水珠不被風吹散，能順利滑落至甲蟲口中。 

A3-2. 水珠凝結過程中表面積遠沒有體積增長得快，並利用歐拉第一運動定律控制容積的形式，簡略導出了臨界風速與脫落直

徑的關係。 

A3-3. 吸聚：空氣中的部份小霧滴被吸附在背部親水突起上，聚集成大小不一的小水珠。 

A3-4. 聚合長大：單突起上直徑為 1-2 ㎜的小水珠因不能脫落而與鄰近水珠聚合，聚合之後長大為大水珠。 

A3-5. 脫落：當水珠長大至直徑約 5 ㎜左右時，就會從背部脫落，沿著有效路徑流入甲蟲口中。 

A3-6. 霧滴多吸聚於強親水性突起上，碰觸到超疏水凹槽者則會被彈至風中或突起上。 

A3-7. 推導出外部環境、背部表面特性與水珠脫落直徑間的數學關係，求得風速 5m s-1 時，直徑 4.1~5.6 ㎜的水珠會以滑動方

式脫落。 

A3-8. 含濕空氣掠過甲蟲背部時，小霧滴藉由風的吹動吸附於親水突起，或受突起尺寸及排布方式影響碰撞疏水表面最終反彈

至親水突起處， 

A3-9. 而逐漸聚合成薄薄的水膜，水膜表面吸引力及靜電引力進一步吸聚更多的霧滴， 

A3-10. 當水膜展佈至親疏水交界處時，會因三重接觸線於表面間斷處錨定之特性，使橫向展佈速度為 0，開始增加縱向厚度，

逐漸形成小水珠 

A3-11. 水珠脫落過程可分為滾動脫落和滑動脫落。 

A3-12. 滾動脫落，則需考量重力與風力水珠垂直壁面方向軸線的積分及使水珠脫離留下潮濕固體表面所需的粘附功。 

A3-13. 滑動脫落則需考量重力與風力沿背部方向的分力及表面張力在壁面方向的合力。 

A3-14. 而水滴從形成到脫落的過程中，不會被風吹散是因其表面積展佈速度沒有厚度體積增長得快。 

A4-1. 霧氣收集是指風將霧氣推送過開放的捕集網，網格使液滴沉積並慢慢結合成水珠，藉由網狀面料向下進入排水槽，最終

併入貯儲桶槽。 

A4-2. 霧氣的多寡與風量成正比 

A4-3. 制定標準的設計規範，並整合通用的原則進行三維霧收集設計。 

A4-4. 設計部件主要分為形狀、框架和組件 

A4-5. 考慮的氣候因素以風（方向和速度）、濕度和溫度為主。 

歸結-14. 建築外殼須迎向具有定向氣流的

持續性風源 

歸結-15. 基地環境具足夠的高低起伏且縱

軸垂直於季風 

歸結-16. 基地環境可引導氣流抬升冷卻凝

聚水氣 

歸結-17. 建築外殼集水面周遭無突出物阻

礙氣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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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沐霧機制之建築外殼集水構件之探討 

問題界定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A4-6. 採用參數化設計，以因應不同尺度規模來測試各種集水方案的效益。 

A4-7. 應用零碳設計概念於可持續景觀和建築設計 

A4-8. 採用參數化、靈活和自主的空間結構設計、 

A4-9. 被動式低能耗技術，及結合具疏水性遮光的紡織面料。 

A4-10. 霧氣收集須掌握季風的地形和方向、太陽位置、風速和風向。 

A4-11. 增加集水率和收穫量，必須強化吸附補集網的尺寸和材料特性，例如：顏色、圖案、長絲類型和疏水性特徵等 

A4-12. 溫度和霧水收集有關，捕集網面越冷可收集的水量越多。 

A4-13. 須具有足夠的地形起伏才可以攔截雲霧。 

A4-14. 研究基地數公里內的迎風面沒有發生嚴重的堵塞風。 

A4-15. 雲層最高含水量的理想的高度是從基底起算厚度三分之二的位置。 

A4-16. 在阿塔卡馬海岸，霧水收集最佳潛利的海拔高度為 700m 至 850m，效率從 650m 高開始下降 

A4-17. 收集器佈列的縱軸必須垂直迎向於隨海風吹來的雲霧的方向。 

A4-18. 所有收集器最好的長高比為 1:1 或 1:2 

A4-19. 山脊線和迎風邊緣的平頂是最佳的霧氣捕集區域。 

A4-20. 長期安裝霧氣收集器時，其間距至少保持 5 m 以利兩者間空氣的流動。 

A4-21. 符合重量輕、轉換性和便攜性的設計原則。 

A4-22. 同時考量可控制的內部變量（如沉積速率影響）和無法控制的外部變量（包括風速、空氣溫度和濕度）。 

A4-23. 結構框架及建築組件採用高效的外部形狀，採用邊長為 6m 的六邊形足跡為基本原型 

A4-24. 可抵抗強風，得到最佳的集水效率 

A4-25. 在氣候急遽變化的濱海地區評估空氣動力學的需求，提出具有擴充功能之構造和構件之基本原型。 

A4-26. 每邊為 6m，從地面抬升至少 1.5m，有利於霧氣的引導流入，因此在迎風面另一側捕集網面仍能有效捕集液滴。 

A4-27. 研究顯示六角形是最有效的三維霧收集多面體系統 

A4-28. 霧的發生頻率：考量氣壓、氣流循環、海洋水溫度和熱反轉的存在。  

A4-29. 霧含水量：考量海拔高度、季節和地形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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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空氣集水議題 

B1.表面集水理論 

 

 

 

 

 

 

 

 

 

 

 

 

 

 

 

 

 

 

 

 

 

 

A4-30. 霧氣收集系統的設計：考量風速、風向、地形條件，以及霧氣收集器構造的材料。 

B1-1. 物質的疏水性通常是指與水排斥能力的物理特性，亦即水在疏水物表面上，無法附著、分散或溶解，而是團聚成水滴狀。 

B1-2. 表面潤濕度因液體與固體間的表面張力、表面能與接觸角影響而不同 

B1-3. 接觸角與表面能為衡量材料本身親、疏水性的指標，接觸角（θ）係指固體表面與液體表面兩者之夾角稱之。 

B1-4. 接觸角越大疏水性越高，接觸角越小親水性越高。 

B1-5. 表面自由能為液體與固體兩者間的表面張力，當表面自由能越大時，吸附液體（液滴）的能力就越大，液體吸附面積相對也

越大，導致表面接觸角越小。 

B1-6. 冷凝的原理係基於熱量交換，達到氣體冷卻、降溫結露等現象為其主要機制。 

B1-7. 當氣體與低於其凝結露點溫度（dew point）的表面或微小粒子（凝結核，如微塵、更高沸點凝結微霧、鹽類等）接觸附著時

即會發生相變化而產生結露冷凝作用，並於接觸表面形成液膜或包覆微小粒子（凝結核）而成 10μm 左右的霧滴（mist）。 

B1-8. 定溫、定量的空氣可容納一定限度的水氣量。空氣中水氣含量達上限者稱之為飽和，即相對濕度為 100％。 

B1-9. 相同體積下，空氣承載水氣含量與溫度呈正比， 

B1-10. 相同水氣量，降低空氣溫度可達飽和狀態，使飽和水氣產生凝結，此時若與物體表面接觸則形成結露現象。 

B1-11. 或者當空氣觸及露點以下之物體表面時，內含的水蒸氣即成飽和狀態進而凝縮成水滴亦稱為結露現象。 

B1-12. 表面結露主要探討外部氣候環境之影響，內部結露則以探討透濕性建材材料內部結露現象為主。 

B1-13. 根據輻射換熱的原理，兩個溫度不同且互不接觸的物體之間通過電磁波交換熱能的過程。 

B1-14. 輻射製冷原理屬於被動式物理性降溫方式，對通過太陽能輻射和熱輻射進行有選擇的、合理的利用，達到物體表面、建

築物自身降溫或減少冷負荷的目的。 

B1-15. 其中理想的表面材料應選擇光譜輻射特性在 8~13μm 波段外反射率為 1，而在 8~13μm 波段內輻射率亦為 1 者。 

B1-16. 液滴與微細、分離的固體微粒組成空氣中的懸浮微粒，微粒表面包覆液膜則形成霧滴 

B1-17. 重力沉降（gravity settling）：當微粒的尺寸較大時，因為顆粒本身的重量，將會促使微粒產生明顯下降的特性，因而達到

收集的效果。 

B1-18. 離心衝擊（centrifugal impaction）：藉由顆粒隨氣流做圓周運動時會產生離心力，微粒受到此離心力的作用時，將以切線

方向被拋至網面壁上，而達到收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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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外部物理環境 

 

 

 

 

 

 

 

 

 

 

 

 

 

 

 

B1-19. 靜電吸引（electrostatic attraction）：當微粒表面和外界間帶有相異電荷時，彼此間將因靜電力緣故而產生相吸作用。 

B1-20. 慣性衝擊（inertial impaction）：氣體流經障礙物時其將沿著物體表面滑過；若氣體中有較大顆粒存在，則微粒將因運動而

具有較顯著的慣性力，此力會促使微粒直接衝擊於障礙物上。 

B1-21. 直接截取（direct interception）：有些顆粒不會直接撞擊到障礙物，而是順著流線及物體表面流過；但如果微粒的尺寸大

於流線與物體表面間的距離，則微粒將被截留於障礙物上。 

B1-22. 擴散運動（diffusion motion）：小顆粒的慣性效應極小，亦不容易直接截取，但其具有布朗運動的特性，在隨機（random）

的移動中將可能附著於障礙物上。 

 

B2-1. 露點、濕球及乾球等溫度均表示在飽和曲線上（注意三種溫度在飽和狀態下為等值）。 

B2-2. 建築空氣動力學則主要研究風對建築物、構築物（建築物）的作用和效應以及建築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風環境等問題 

B2-3. 研究風對建築物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平均風載荷、脈動風載荷、風振、通風和熱損失、局部風環境等方面。 

B2-4. 風載荷主要取決於來流速度及其隨高度的分佈、風向、湍流結構以及建築物的形狀、表面粗糙度和動力特性，一般隨時間變

化，並且具有很大的隨機性。 

B2-5. 擴散沈積機制會隨著表面風速之降低而增加，主要是因為低停留時間讓氣膠微粒與纖維相互作用 

B2-6. 粒徑大於 1μm 的粒子，塵粒的沉降速度與風速呈線性遞增的關係，但對於粒徑小於 1μm 的塵粒沉降而言，在風速達到 5m s-1

以前，其沉降速度增大的比較快，當風速達到 5m s-1 後，沉降速度又趨於平緩。 

B2-7. 根據 Leesuck Jung 等（2000）研究結果分析，風速與溫度變化對粒徑 10μm 微粒濃度影響有高度相關性，認為低風速與低溫

將造成空氣中對流下降使微粒濃度升高。 

B2-8. 雲滴與霧滴的大小隨其液態水含量（Liquid Water Content，LWC）多寡而有不同的數量分布。 

B2-9. 一般來說，霧滴粒徑約在 5~100µm 之間，而其最主要的數量分布在 10~20µm （Klemm et al.，2005）。 

B2-10. 霧滴仍可藉擴散以及撞擊的過程附著於植被或其他障礙物表面形成小液滴後再進入地表。 

B2-11. 利用平面式與柱狀式的替代表面霧水蒐集器，發現被水平降水竟可提供當地年雨量 30％以上之額外水資源。 

B2-12. 雲霧森林是指經常或季節性地被雲霧所籠罩的森林，其分佈區域主要決定於雲霧分佈的區位。 

B2-13. 雲霧的形成受空氣中的水含量、風速、風向、距海遠近、地形地勢、山塊大小等多種因素影響，主要分佈在山地、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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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空氣集水技術 

 

 

 

 

 

 

 

 

 

 

 

 

C、外殼集水構件議題 

C1.生物機制與環境調適 

 

 

等地區，海拔高度範圍在 1500~3000 公尺間 

B2-14. 雲層最高含水量的理想的高度是從基底起算厚度三分之二的位置。例如：若該雲層帶定義於 600~900 公尺間，則大概

700~800 公尺之間將是霧水收集的最佳範圍。 

B2-15. 臺灣高山險峻，高山與平地海拔之劇烈落差，及大氣壓力與溫度的變動，使得向上移動的氣流極為強勁，在海拔 1,800

至 2,500 公尺的山區極易形成「雲霧帶」，而且臺灣山區森林茂密，經常蘊積豐厚的山嵐，更有助雲霧的形成。 

B2-16. 因山上溫度降低，早晨常可看見雲聚集在山谷中形成雲海，常見範圍有太平山、觀霧、大雪山、合歡山等。 

 

B3-1. 空氣作為自然界水循環過程中水蒸汽存在的一種介質，可攜帶水蒸汽完成循環。 

B3-2. 製冷結露法是將濕空氣的溫度降到露點以下，使其中的水蒸汽結露，從而獲得液態水的方法。 

B3-3. 當氣體與低於其凝結露點溫度（dew point） 70％ 時，其表面或微小粒子（凝結核;如微塵、更高沸點凝結微霧、鹽類等） 接

觸附著時即會發生相變化而產生結露冷凝作用，並於接觸表面形成液膜或包覆微小粒子（凝結核）而成 10μm 左右的霧

滴（mist）。 

B3-4. 系統的能量轉換環節較多，造成可用能損失較大，累積取水率較低。 

B3-5. 含濕空氣流過吸附劑，其中的水蒸汽被吸附，然後加熱吸附劑使水分脫附，從而得到淡水，即為吸附法。 

B3-6. 夜晚吸附劑從流動的低溫空氣中吸附水分，白天吸附劑被密封在玻璃容器中，利用太陽光聚焦加熱使其水分脫附，水蒸汽在

容器內表面凝結、匯集，實現空氣取水。 

B3-7. 聚霧取水一般採用巨幅尼龍屏障，吸附霧中小液滴，並使之聚合長大，這樣大水珠就會沿著傾斜的尼龍線流到集水器中。 

B3-8. 聚霧取水因成本低、效率高，在帳篷取水、建築物取水等領域都有應用，但其受環境限制，只適宜在多霧且缺水的地方推廣， 

B3-9. 西風或西南風常把海上潮濕的空氣源源不斷地送到這裡，受到山脈阻擋後易形成雲和霧， 

 

C1-1. 向自然環境學習，從中獲取靈感並進而創新，除了模擬、類比或應用外，同時兼顧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維持生態的平衡。 

C1-2. 生物對於環境的變化擁有與生俱來的調適能力，所以運用生物特徵於建築設計上是近年來重要的課題。 

C1-3. 功能性仿生中包含靜態與動態模擬，靜態模擬指的是觀察生物的靜止型態加以模仿； 

C1-4. 動態模擬是在生物動作中尋求靈感。而非主觀性仿生則是因環境而發展出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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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建築物周邊氣流特性 

 

 

 

 

 

 

C1-5. 減低對環境的衝擊，讓建築融於環境中 

C1-6. 自然生態系為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與其生態因子（空氣、陽光、水、土地、氣候）間各種複雜關係所構成的穩定體

系，環境不斷的變化是不變的事實（Sharif，1995）， 

C1-7. 生物隨著環境而演化，就有一套機制以適應環境的變化（Johnston，1989；van der Erve，1995）。 

C1-8. 就像沙漠雖然溫差大、雨量少，生活在沙漠的生物還是演化出適應沙漠環境的機制，這樣的機制可能是如何調節體溫、如何

節省水份以及如何覓食的方式等 

C1-9. 若能對生物體的功能與作用機制進行深入的基礎研究，必定有助於找出人類某種技術問題的解決之道。（李旺龍，2008） 

C1-10. 生物從天擇優勢中取法自然，為了適應環境需要不斷完善自身的性能與組織，以獲得高效低耗、自覺應變、新陳代謝、

肌體完整的保障系統，從而生物才能得以生存與繁衍。 

C1-11. 建築在環境及生態因子中扮演著人類與外在環境的介面。 

C1-12. 在物理環境的行為中，雖然都會有動態的變化，但是在長時間的觀察下，會發現特殊的週期性，不斷的反覆在運作。 

C1-13. 當環境或人的需求改變時，建築應當有調適的能力，以提供舒適的環境。 

C1-14. 建築仿生整合當代眾多學科理論及技術，創造出適應環境生態的有機建築形式，也暗示必須遵循和注重許多自然界的規

律 

C1-15. 同時建築仿生應該注重環境生態、經濟效益，科技創新與環境共生，並滿足生態、節能、零碳等環境共生之概念 

C1-16. 是生態永續及零碳議題之重要環境對策之一，也是建築創新的源泉和保證環境生態平衡的重要手段。 

 

C2-1. 在高雷諾數（高速）的流場下，由於慣性作用，在流經物體後無法遵循物體表面路徑而行，而產生分離現象（separation）。 

C2-2. 分離點的位置，通常發生於物體外形的不連續點處，譬如前緣或銳角。 

C2-3. 建築物周邊風場是許多因素交互影響而成的複雜氣流運動，影響參數包括風速、風向攻角、建築物幾何外形、鄰近之建築物

等，其流場屬於非穩態的紊流流場。 

C2-4. 建築物周邊風場是許多因素交互影響而成的複雜氣流運動， 

C2-5. 影響參數包括風速、風向攻角、建築物幾何外形、鄰近之建築物等，其流場屬於非穩態的紊流流場。 

C2-6. 建築物周邊氣流特性包含：迎風面渦漩（Upstream Vortex）、建築物尾流（Building wake）、穿堂風（Through flow）、角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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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材料應用及構造型式 

 

 

 

 

 

 

風（Corner flow）、遮蔽效應（Shelter effect）、金字塔效應（Pyramid effect）、縮流效應（Venturi effect）等。 

 

C3-1. 物體表面的疏水特性是由化學成份、低表面能及物理表面介觀結構所決定 

C3-2. 在化學特性上可使用低表面能材料作為薄膜基材 

C3-3. 一般市面上的低表面能材料為長鏈碳的臘質物質或是含氟的有機物質，如鐵氟龍； 

C3-4. 在結構特性上，由於在奈米尺度的低凹表面可使吸附氣體原子穩定存在，相當於在巨觀表面有一層穩定的氣體薄膜 

C3-5. 氣體薄膜使得油或水無法與材料表面直接接觸，從而在材料表面呈現出雙超疏性建構奈米表面結構以增加表面粗糙度。 

C3-6. 空氣集水在考量流體力學及增加最大接觸面積以提升捕集效率的前提之下，目前多採用網面結構為主要補集表面材料 

C3-7. 高密度聚乙烯（PE，High-density polyethylene）耐熱度 90~110℃耐腐蝕、耐酸鹼，不易徹底清洗殘留物，非食品用途容器不

應通過清洗後重複利用。 

C3-8. 聚丙烯（PP，Polypropylene）耐熱至 100~140℃耐酸鹼、耐化學物質、耐碰撞、耐高溫，在一般食品處理溫度下較為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