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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於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原油儲量逐漸枯竭與全球溫室效應的問題日益嚴重，
使得太陽能產業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為了解決太陽能電池昂貴的問題，許多學者專
家開始投入太陽能聚光模組的研究。然而利用聚焦裝置卻會使太陽能電池溫度急劇上
升，反而造成效率下降的效果。本報告提出一種結合溫差發電組件的主動式散熱器組
件之實驗裝置來解決上述問題，此裝置主要包含熱電致冷晶片、散熱片及風扇。其中
熱電致冷晶片係扮演溫差發電的角色，可將熱能轉換成電能後，驅動風扇產生散熱效
果。實驗結果顯示，在不需外接電源或消耗太陽能電池電力的情況下，該裝置能獲得
溫差散熱效益，同時維持太陽能電池低溫及高效率的操作條件，達到能源循環再利用
之目的。透過課堂上的示範，更可讓學生瞭解菲涅爾透鏡、太陽能電池及熱電轉換等
物理概念。

關鍵詞：太陽能電池、溫差發電

壹、背景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能源的消耗量與
日俱增，地球上所蘊藏之化石能源，如：石
油、天然氣、煤等在大量的開採下，正面臨
著空前的「能源危機」與「全球暖化」兩大
難題。在能源危機方面，目前高油價的新聞
報導隨處可見，無論是市井小民還是政府高
層，無人不受到此波能源匱乏危機所影響；

至於全球暖化之情勢，則是由於溫室效應逐
漸加劇，造成冰山融化、海面升高及氣候變
遷等現象。
有鑑於此，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
的開發與應用，預計至 2010 年時，再生能源
發電之裝置所產生的電能容量將達到我國總
發電量的 10%，以達到提昇國內自主能源比
例並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具體目標。相
較於傳統燃煤、燃氣式或核能發電，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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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係利用光發電效應直接將太陽能轉換為
電能，不會伴隨 CO2、NOX、SOX 等溫室效
應氣體及污染性氣體的產生，可減低人類對
石化燃料的依賴，提供安全自主的電力來源。
目前各界皆認為利用光電轉換的太陽能
電池發電技術是同時解決上述能源與環境兩
個問題的最佳選擇，因而太陽能電池的研究
與開發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目前國
內已完成 III-V 族多接面太陽電池基礎結構
之開發製作，其能量轉換效率達 25%以上。
未來產業界與學界合作精進磊晶與製程技
術，預計製作完成的太陽電池效率將可達到
30%以上。雖說如此，基於技術成熟度與成
本考量，目前市面上所使用之太陽能電池主
要仍是以矽晶圓為主。然而以矽晶圓為主的
太陽能發電係使用半導體材料為光電轉換元
件，此類半導體材料的溫度效應相當明顯。
假設在相同的日射條件下，當太陽能電池的
溫度上升時，其發電效率將明顯下降。所以

在太陽能電力系統的設計中，溫度成為一項
重要的控制參數。圖 1 顯示在相同的日射條
件下，太陽能電池的特性曲線與環境溫度的
關係，由圖可明顯看出，當太陽能電池溫度
增加時，電池的開路電壓呈現下降的趨勢。
這即是說，當太陽能電池的溫度上升時，其
發電效率將隨之明顯下降。
近年來有相當多的研究關注於如何降低
太陽能電池的生產成本，並且利用相關經
驗、數值分析和理論預測模式，研究高效率
光電池之性質。其中，聚光型太陽電池模組
利用光學元件的聚光能力以減少太陽能電池
板的使用面積，進而降低成本的做法，獲得
了不少的注意。然而，聚焦後的太陽光會產
生熱能，造成電池溫度急速上升，進而影響
太陽能電池的發電效率。
為避免太陽能電池處於過高的工作溫
度，目前市面上多使用散熱座，此一設計是
將太陽能電池固定在鰭片式散熱座上，藉由

圖 1：太陽能電池特性曲線與溫度的關係
[出處：王耀諄,李東諭,能源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 pp. 111-13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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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導的方式得到散熱效果。然聚焦後的太陽
光所造成的溫度上升急速，尤其是日射量最
強的夏天中午時分，其溫度甚至比一般可燃
物的燃點還高，傳導散熱（被動散熱方式）
的做法雖可減緩電池溫度上升的速度，仍無
法有效改善溫度上升之問題。因此，利用溫
差發電組件搭配風扇的強制對流方式，將系
統的熱量帶出（主動散熱方式）
，將是徹底解
決溫度變化造成太陽能電池發電效率下降的
辦法。
「溫差發電組件」是一種在適當的溫差
條件下，可以讓「熱能」與「電能」交互轉
換的元件，藉著適當的運用，該材料能產生
熱生電的效應，或電生熱、電致冷的現象，
為目前再生能源領域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其
具有下列幾項優點：
構造簡單、體積小、堅固且機械零組件無
噪音污染
產生之電流可直接被利用
不需使用冷煤
可回收熱源轉變成電能

貳、研究結果及討論
圖 2 為本研究進行的流程圖，參與的學
生與科目為科技大學大三生之專題研究。藉
由研究過程，一面教導學生背景理論，一面
讓學生進行實作。
在實驗過程中，由學生自行準備太陽能
電池、熱電晶片與馬達，並嘗試在太陽能電
池背部連接溫差發電組件以及風扇。其中，
溫差發電組件是利用 N 型和 P 型兩種半導體
熱電偶來進行溫差發電。過程中，學生遭遇
的主要瓶頸為觀念的形成以及材料的選擇與
購買。而透過上述的研究流程，發現學生可
於 2 個月內完成裝置的雛形。

在本示範實驗裝置中，主要係於太陽能
電池背部加裝一組溫差發電組件，做為主動
式散熱器裝置之主要元件。其中溫差發電組
件係由利用熱電材料做成的 N 型和 P 型兩種
半導體組合而成之熱電偶來進行溫差發電之
技術。理論上熱電效率以優質係數 ZT 表示，
其關係式為：

ZT =

U 2σT

κ

其中 U 為熱電動勢，σ 為電導率，κ 為
熱傳導率，T 為溫度，適當調變這些參數，
可有效提升 ZT 值。其熱電轉換原理為：將
一塊 N 型半導體材料和一塊 P 型半導體材料
聯成電偶對(如圖三所示)，當這個電路中出
現溫度的差異時，根據熱平衡理論，高溫面
（熱庫）之熱量將流向低溫面（冷庫）
，此時
N 型半導體中的電子載子與 P 型半導體中的
電洞載子因扮演傳遞熱量的角色，而使得電
路產生直流電流。其電流的大小由高溫面與
低溫面的溫差決定之，溫差越大產生的電流
也越大，反之亦然。
除此之外，利用此種溫差發電裝置產生
的電動勢大小也會隨著溫差而異，此電動勢
U 可近似寫為︰

U = α1, 2 (TH − TC ) = α1, 2 ∆T
其中α1,2 為所使用的兩材質間之 Seeback 係
數，TH 是熱端溫度，而 TC 是冷端溫度。其
轉換效率η可表示成
dW
W
IV
dt
η=
=
=
dT
dTH
Q H − Q C dQ H dQ C
CH ⋅
−
− CC ⋅ C
dt
dt
dt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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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研讀資料

尋找熱電晶片

尋找馬達

探討溫差發電之原理

探討溫差與發電功率之關係

結合風扇完成散熱裝置

探討散熱效率與太陽能電池系統發電效率之關係

優化太陽能電池溫差散熱裝置

探討主動式散熱與太陽能電
池光電轉換效率之關係

系統發電效率之關係

完成太陽能電池溫差散熱裝置並撰寫研究報告

圖 2：溫差散熱裝置研究流程圖

圖 3：半導體熱電轉換原理

更換不同
的散熱結
構與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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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太陽能電池溫差散熱裝置結構之正視圖

圖 5：太陽能電池溫差散熱裝置結構之立體
圖

W：溫差發電器對負載所作的功
QH：熱庫流入溫差發電器的熱量
QC：溫差發電器流入冷庫的熱量
I：流經負載的電流
V：負載兩端的電壓
CH：熱庫的熱容
CC：冷庫的熱容

溫差發電組件產生高低溫差效益，進而將熱
能轉換成電能。在低溫面的部分，透過結合
一組以上之散熱片及風扇，即能構成主動式
散熱器組件並達到散熱的目的，如圖 4、5
所示。如此一來，溫差發電組件的冷溫面不
致升溫，而能維持熱能轉換電能之正常工
作。除此之外，此裝置無需額外予以外接電
源，或浪費太陽能電池之電力，達成溫差散
熱效益，同時維持太陽能電池之低溫、高效
率的操作條件，達成能源循環再利用之目的。
圖 6 為學生經過理論研習後進行實驗

透過上述之溫差發電裝置，我們可將圖
3 之高溫面設定為太陽能電池，此時太陽能
電池之熱源恰可提供載子的移動能量，使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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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溫差對發電電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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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結果，實驗結果顯示溫差發電裝置兩
端的冷熱溫差越大，產生的電壓隨之增大，
個別的升溫曲線與冷卻曲線呈現近乎線性的
關係。溫差發電裝置兩端的溫差約為 65 ℃時
(高溫 90℃，低溫 25℃)，可產生 0.9 V 的電

壓，足以驅動小型風扇。
圖 7 為太陽能電池溫差散熱裝置成品的
實際運作狀況，經實驗證明，在主動式散熱
器的幫助之下，太陽能的轉換效率明顯提
高，如圖 8 所示。

圖 7：太陽能電池溫差散熱裝置成品圖

圖 8：太陽能電池 I-V 特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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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1.

2.

3.

4.

本研究之成效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本研究所利用之半導體溫差發電技術，具
有無污染，體積小、重量輕、壽命長等優
點，適用於各種高溫散熱之場合。
太陽能電池之溫度會隨日照強度的增加
而上升，本裝置會隨著高溫面的升溫而有
更大的溫差，產生更強的電流，如此散熱
效率也會跟著增加，達到抑制太陽能電池
溫度上升之目的。簡而言之，本散熱系統
具有隨日照強度增加而提高散熱效率之
特性。
一般而言，主動式散熱均須額外的電源，
因此造成電池系統整體效率下降之結
果。經實驗證明，本裝置成功地解決此問
題。
學生透過本裝置，可輕易觀察到菲涅爾透
鏡、太陽能電池以及熱電轉換等元件之物
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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