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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卻水塔為一種常見的散熱設備，借由風車將

乾燥低溫的空氣帶入水塔中，經由蒸發潛熱方式將

高溫的水降溫。因此影響水塔散熱能力主要因素分

別有：(1)外氣濕球溫度；(2)循環風量；(3)散熱材

熱交換面積。理論上當冷卻水塔出水溫度與濕球溫

度越接近，者表示水塔散熱效果良好。 

本案例分享既有廠區，因冷卻水塔周圍環境因

素，水塔之間距離不足及西南風的加乘效果，導致

吹出水塔的飽和濕空氣嚴重的短循環，水塔內側相

對濕度接近 100%，使冷卻水塔既有散熱能力下降。 

由現場的環境分析顯示，兩排水塔內側加裝軸

流風扇後，可有效將水塔底部及外側的乾空氣導引

至水塔內側，提供乾燥空氣，並且變更水塔 cross 

flow 型式改為 counter flow 型式，提高出風口與入

風距離，避免短循環。此舉不但降低相對濕度，也

改善了冷卻水塔熱交換能力，更可在相同的外氣條

件下(焓值&濕球)，將整體冷卻水溫度有效降低

0.5~0.7℃。 

關鍵字：濕球溫度、蒸發潛熱、短循環。 

 

1. 前言 

 

因空調負載及夏季高溫逐年爬升，本廠冷卻水

塔出水溫度逐年升高，導致冰水主機散熱不良。(1)

既有頂樓因空間不足，無法進行水塔的擴充(目前

共計 19 座)。(2)因屋屋頂寬度不足，導致南北兩排

水塔之間距離太近。(圖 1) 

 

圖 1 屋頂水塔配置圖 

 (3)既有冷卻水塔為直交流型水塔，原本設計

易造成水塔出口濕空氣短循環現象，因此已於出風

口加裝風桶導引空氣至高處。(圖 2、3) 

 

圖 2 水塔加裝風桶改善氣流方向 

 

 

圖 3 兩排水塔內側短循環 

 

2. 環境量測 

2.1 冷卻水溫量測 

若要了解冷卻水塔之散熱效果，則需對各水塔

出水溫度進行量測。(圖 4、5)理論上冷卻水塔出水

溫度與濕球溫度之溫度差異越接近(±3℃)，代表散

熱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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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冷卻水塔水溫量測 

 

圖 5 中間區域水塔散熱不良 

   

 根據實際量測結果，發現中間區域冷卻水塔

CT#3~7、15~17 內側散熱不良，冷卻水溫度與濕球

溫度差可達 6℃。 

 

2.2 外氣量測 

冷卻塔係利用水和空氣接觸，一方面由於空氣

與水的直接傳熱，另一方面則由水蒸汽表面和空氣

之間存在壓力差所產生蒸發現象，將水中的熱量帶

走(即蒸發潛熱)達到降溫之目的。有鑑於此，進入

水塔空氣的含水量及狀態，對於水塔的散熱效果影

響很大，因此需要對各水塔上下層及出口的空氣狀

態進行量測。(圖 6) 

 

圖 6 冷卻水塔進出口濕球溫度 

 

圖 7 水塔上層入風濕球溫度 

 

由圖 7 可以得知，冷卻水塔 CT#3~7、15~17

內側區域上下層之入風濕球溫度的差異，上層入風

濕球溫度接近出口濕球溫度相對濕度達 100%，導

致散熱效果降低。 

又因地理環境影響，在吹西南風時，會將南側

水塔出風口的風大量往北吹，造成 CT#3~7、15~17

容易吸入到自己的出風風量。(圖 8) 

 

圖 8 水塔外氣風向 

 

2.3 環境量測結果 

根據以上現場實際的量測數據，列出以下重

點：(1)水塔本身散熱需要足夠的風量進行冷卻，

因西南風效果及南北兩排水塔距離不足夠，造成中

間區域水塔 CT#3~7、15~17 容易吸入其它水塔及

自己本身排出的高濕氣體；(2)冷卻水塔中間水塔

內側上層區域，入風濕球溫度遠高於最初設計值。 

由以上水溫及外氣量測結果，發現需改善水溫

偏高問題，首先需將本身水塔自身的短循環狀況解

決，回歸至水塔本身最初的設計條件，才有機會將

冷卻水溫降低。 

 

3. 改善方式 

3.1 改善方向 

水塔散熱需要足夠風量及乾燥的外氣，因環境

因素造成外氣入風量不易，導致自身短循環嚴重，

因此最基本方法就是提供足夠外氣，降低自身短循

環的情況。 

本廠區將水塔水池架高離地 1.8 m，水塔水池

底部無障礙物，其南北兩側水塔中央無遮蔽物，因

此可以借由此區域當做通道，導引外氣穿過水塔底

部，進入南北兩側水塔中間(圖 9)，且可由水塔東



西兩側將外氣引至水塔中間區域，增加中間區域外

氣風量(圖 10) 

 

圖 9 水塔底部外氣氣流導引 

 

 

圖 10 南北兩側水塔中央無遮蔽物 

 

3.2 執行計劃-加裝軸流風扇 

於水塔兩側中間加裝軸流風扇 22 台 (圖

11)(750 cmm *22 set= 16500 cmm)，將水塔底部及

東側的外部風量送至水塔兩側中間(圖 12)。於水塔

中間兩側的維修走道內架設鋼構(需結構技師計算

資料)，安裝軸流風扇於鋼構上方。軸流風扇底部

四周需使用 SUS 鐵板密封，避免短循環。圖 13 與

圖 14 分別為軸流風扇外氣導引與軸流風扇側邊導

引。利用軸流扇的風力將可能短循環的部分有效吹

離，亦可將冷卻水塔底部環境較低溫的空氣送至冷

卻水塔內側以供利用加強熱交換效果。 

 

圖 11 軸流風扇配置 

 

 

圖 12 軸流風扇外氣導引 

 

 

圖 13 軸流風扇外氣導引 

 

 

圖 14 軸流風扇側邊導引 

 

3.3 執行計劃-變更水塔型式 

 因水塔出風口及吸入口過於接近，容易造成

自身短循環狀況，因此變更水塔型式將進出口距離

拉開，是最有效的改善方式。將最嚴重的區域的水

塔 CT5~7 由原 cross flow 型式改為 counter flow型

式，將水塔出風口高度提高 2m，將熱氣送至高空

中。水塔本身入風口與出風口距離也從 1.5m 提升

至 6.5m(圖 15) 



 

圖 15 水塔變更型式 

 

4. 結果與討論 

    此改善計劃成功的將外氣導引至水塔內側中

間區域，有效的降低水塔內側上層濕球溫度，因此

可以很明顯感受到水塔短循環氣流被大量改善。 

由大數據得知，在相同的外氣條件下(焓值&

濕球)，改善後整體冷卻水溫度降低 0.5~0.7℃，使

得冰水機組的耗電量更降低了 175kW。每年約可

省下 2.1M/yr。 

此改善方案有明顯的將氣流短循環狀況解

決，但是水塔水溫仍高於最初設計值，還有許多可

以改進的地方：(1)水塔的散熱材更新，增加水與

空氣的接觸時間；(2)水塔扇葉提升，提高循環風

量；(3)其他區域水塔型式更換，由 cross flow 型式

改為 counter flow 型式，將熱氣導引至高處，避免

短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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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tors affecting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includes: 

1) wet bulb temperature; 2) circulating air flow rate; 

3) contact area of heat dissipating material.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ase of an existing plant, where 

the exit air of cooling towers experience short 

circulation due to the combined effect of narrow 

installation and wind direction. 

  Axial fans were installed in the space between two 

rows of existing cooling towers to minimize short 

circuit of exiting air and to promote suction of dry air 

from the external sides of the cooling towers. As a 

result, relative humidity of the entering air is reduced 

and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of the cooling tower is 

enhanced. And change cooling tower type (cross 

flower to counter flow), Under the same outdoor air 

conditions (enthalpy and humidity), such 

modification lowered the overall exiting water 

temperature of cooling tower by 0.5~0.7°C. 

 

Keywords: wet bulb temperature, latent heat of 

vaporization, short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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