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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環保意識普遍盛行，節能減碳成為一股不可抵擋的趨勢後，任何決策都應

該以此為目標。根據<京都議定書>的宗旨----減少碳排放量，本校可以帶頭做起，

從校園多處開始節能減碳，例如：空調的使用與電力設施散熱不當的檢討。 
 若要觀察無法看見的溫度，可利用熱像儀來拍攝熱紅外影像，熱像儀能夠感

測人眼無法接收的熱紅外波段，而且不論晝夜，均可收集熱紅外影像。 
本研究透過熱像儀，收集研究區域內一系列政大校區設施之熱紅外及可見光

影像，用以輔助判釋影像，並分析異常冷熱排放地區。研究結果發現政治大學內

之行政大樓、研究大樓及商學院有幾處可疑冷熱設施排放區域，需經由實地調查

找出原因及提出解決和改善之道。 
 
關鍵字：熱紅外影像、設施冷熱排放、變遷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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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nvironmental issue becomes more popular, carbon reduction forms an 
unstoppable trend, every decision should be make due to this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the “Kyoto Protocol“----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uld take the lead by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or instance,  
the analyze with using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and bad cooling power facilities. 
 If one feels like to observe temperature that cannot be seen by human eyes, one 
should use thermal scanner to collect thermal infrared data (TIR), because thermal 
scanner can detect thermal infrared radiation that cannot be notice by human eyes, 
furthermore, one can collect thermal infrared data during day time and night time. 
 This research expect to use thermal scanner to collect a series of thermal infrared 
data and visible light images in the research area at the same time, by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ze unusual emission area. This research has discovered that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Research building and College of Commerce has several 
unusual emission areas, through in situ investigation finding out the reason and 
presenting solutions. 
 
Keywords: thermal infrared data, emission of facility, chang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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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在節能減碳及全球暖化議題持續發酵下，全民都應有責任及義務關心地球環

境。根據<京都議定書>的宗旨----減少碳排放量，本校可以帶頭做起，從校園多

處開始節能減碳，例如：空調的使用與電力設施散熱不當的檢討。由於台灣位處

亞熱帶地區，考量其炎熱、潮濕及多樣化的氣候特徵，因此在建物的設計上，應

該在遮蔽及通風方面做完善的規畫，並且選用隔熱效果佳的建材，才能提供舒適

的環境，防止熱能異常累積或是冷氣外泄所造成的能源浪費。 
若要觀察冷熱溫度變化，光靠可見光影像是無法達成的，因此本研究藉由熱

紅外影像(以下簡稱為熱影像)作為判斷是否有冷熱排放異常的依據；熱影像用於

建物觀測上有許多優點，例如：建物混凝土結構鬆散與否、滲水情形的診斷、窗

戶氣密性的檢測、屋頂隔熱是否適當等，均有顯著效果。利用熱像儀可蒐集物件

表面之溫度，其特殊的感測器可蒐集人眼無法見到的熱紅外波長，呈現於熱影像

上，透過不同色彩表示溫度的分佈，再藉由周圍環境的相對比較，得以研判影像

中建物的空調使用有無不妥；另一方面，亦可研判有無發熱不當之電器設施。 
熱影像可用於判釋及分析熱的排放狀況，此外，不似一般拍攝可見光影像，

僅能於光線足夠之環境，蒐集熱影像時，不僅可以擺脫晝夜的環境限制，還能發

揮熱像儀操作簡便的特點，於長時間內監測建築物。取得一系列熱影像之後，再

輔以可見光影像進行對照，即可以簡單明瞭的方法觀察，並且找出建物上可疑的

冷熱點，輔以實地勘查，可找出原因和提供改善方式。 
本計畫選取政大校區內之行政大樓，蒐集其外表之熱影像與可見光影像，建

立其三維模型，並將熱影像貼附於建物上，再檢視建物之不同視角，可更清楚了

解冷熱排放之現況，另外亦針對研究大樓與商學院，拍攝熱影像以研判其可疑之

空調散失與熱點，檢討分析與提供改進現況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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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計畫透過拍攝熱影像，觀察校園中設施是否有異常的冷熱排放情形，以便

進行調查及研擬後續改善方式，圖一為本計畫之流程圖。 
 
 
 
 
 
 
 
 
 
 
 
 
 
 
 
 
 
 
 
 
 
 
 
 
 
 

圖一、研究流程圖 
 

計畫初期首先評估觀測環境，為了能在最少外物干擾的情形下拍攝熱影像，

因此需考量校園中的建物及設施，是否會因太陽照射方位、其他建物陰影遮蔽或

樹木掩蓋等因素，造成後續影像判釋上的困難，而在研究區域的選擇上，則分成

兩個部分，分別是校園中已經有現成三維模型之建物，和尚未建立三維模型之建

物，在考量觀測環境後，針對現有三維模型之建物拍攝各方位之熱影像，並且將

熱影像貼附於模型表面，方便觀察者於三維平台上旋轉及縮放模型，以瞭解其冷

評估觀測環境 

拍攝熱影像及 
可見光影像 

貼附影像於建

物模型表面 

分析熱影像 

選定研究區域 

提出改善建議 
 

歸納結論 

撰寫報告書 

有三維模型之

建物 
無三維模型之

建物 

拍攝熱影像及 
可見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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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異常處之實際位置及相對幾何關係；而尚未建立三維模型之建物，則直接拍攝

熱影像及可見光影像，提供影像對照及判釋之依據。 
計畫中期針對原先拍攝之熱影像進行分析。利用不同時段取得之白天及夜晚

熱影像，探討建物及設施表面冷熱異常分布的情形，提出可能的成因，再實地調

查並歸納結論。 
計畫後期則歸納出結論，提出改善方式及建議並撰寫報告書，期能協助校

方，參考報告書之結論和建議做後續探討並尋求改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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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外線相關理論 

紅外線是位於光譜上最接近紅光外側的波段，屬於電磁波的一種，無法為人

類肉眼察覺，必須利用可感測紅外光波段的感測器來記錄才得以後續分析。紅外

光的波長大約在 0.76～1000μm (劉華嶽，2009)，介於可見光 (Visible Light) 與
微波 (Microwave) 之間，根據不同的用處及領域有不同的分類，而在遙測學上

通常稱紅外線波長 0.76～1.3μm的為近紅外線 (Near Infrared)，波長 1.3～3μm的

為中紅外線 (Middle Infrared)，波長 3～14μm的為遠紅外線 (Far Infrared) 或熱

紅外線 (Thermal Infrared)。熱紅外線涵蓋範圍廣泛，波長 3～5μm通常用於高溫

的偵測，譬如森林火災或是地殼溫度的變化，波長 8～14μm則是適合於地表地

物，如植被、土壤、水體等，波長 10.5～12.5μm則是位於臭氧層上方的衛載感

測器最適合接受的波段。(Jensen, 2007) 
 

1.黑體輻射 

輻射能在入射到物體表面時會產生三個現象，分別是反射、吸收及穿透，因

此，在理想情況下，輻射總能量會等於物體反射、吸收及穿透能量的總合，根據

克希荷夫輻射定律 (Kirchoff’s Radiation Law)，假設反射率是 ρ，吸收率是 α，穿

透率是 τ，則 ρ + α + τ = 1。 
若吸收率 α = 1，ρ = τ = 0 時，此一物體稱為完全黑體；若穿透率 τ = 1，ρ = 

α = 0，此物體稱為絕對透明體；若反射率 ρ = 1，α = τ = 0，是為鏡面反射；若為

漫反射，則稱為是完全白體。但自然界並不存在上述的特性，而多為選擇體，並

各自有獨特的吸收率曲線，且僅對特定波長的能量進行吸收；由於大部分物體無

法被熱輻射穿透，或在 τ = 0 時，ρ + α = 1，代表反射率越高，吸收率就越低，

相對地，反射率越低，吸收率就越高。 
 

2.普朗克定律 

普朗克定律 (Planck’s Law) 是在敘述任合溫度下，所輻射的各種波長電磁波

其輻射強度的關係如下式所示。 

1

1
25

1

−

×=








⋅T
c

e

cM
λ

λ λ
 

上式中，Mλ為輻射強度，單位為 W/cm2µm；c1 為第一輻射常數，其值為

3.7418×104(W/cm2µm)；c2 為第二輻射常數，其值為 1.4388×104(W/cm2µm)；e 為

指數函數；λ為黑體輻射之波長，單位為µm；T 為黑體之絕對溫度，單位為 K。

由此定律可得知，當溫度越高或波長越短時，輻射的能量越強。(那至中，2010) 
 
3.放射率 

非黑體也可以稱為灰體 (Gray Body)，相較於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黑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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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體對任意波長的輻射能，維持固定的吸收率，吸收率 α則介於 0 到 1 之間，若

要了解灰體放出了多少的能量，則應該以放射率 (Emissivity) 表示；根據普朗克

定律，黑體的輻射強度 M λ與波長 λ和絕對溫度 T 的關係得知，當溫度一定時，

任何物質的輻射強度與吸收率之間的比值固定，且等於同溫度下完全黑體的輻射

強度，因此放射率 ε等於灰體的輻射強度 Mr及黑體輻射強度 Mb的比值，如下式

所示。 

bb

r

M
M

α
αε ==  

由此得知，當灰體的吸收率 α越高，放射率 ε也會越高，反之，若灰體的吸

收率 α低，則放射率 ε也低，正所謂好的吸收體也是好的放射體，利用這項特性，

可以在熱影像上，透過不同材質的放射率特徵，達到判釋影像的目地。表一為常

見建材放射率，由表可見，混凝土、磚頭、玻璃、花崗岩等非金屬材質均有高放

射率，而鋁片及不銹鋼等金屬材質則具有低放射率。 
 

表一、常見建材放射率表(Jensen, 2007) 
混凝土 0.71 至 0.99 粗糙磚頭 0.85 
木材 0.90 洗石子 0.97 
花崗岩 0.86 玄武岩 0.95 
大理石 0.93 薄鋁片 0.05 
玻璃 0.94 不銹鋼 0.16 

 
若將地表常見地物之各時段溫度變化以圖二表示，可得知不同地類，如水

體、柏油路、草地、混凝土等，因有不同之放射率，而熱紅外波段是屬於物體本

身所放射的波長，因此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溫度變化曲線；但在白天，由於陽光的

照射，使得地物放射出的輻射能，除了本身的溫度之外，也會包含陽光照射後增

溫的輻射能，因此若要取得地物真實的放射能量波長，則應選擇圖二中晚上 8
時至凌晨 6 時這個區間，因為在此區間內所獲得的地物溫度，才是真正來自於物

體本身的溫度。 
 惟此並不代表其餘時間蒐集之溫度變化資料毫無用處，從物體的材質、放射

率以及週遭不同種類的地物，仍得以辨別物體間溫度的相對關係，進而探討所要

得知的異常溫度產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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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地物溫度曲線變化圖 
 

圖二中，藍色線段代表水體，紅色線段代表柏油路，綠色線段代表草地，黃

色線段代表混凝土，由圖中可看出水體溫度變化較平穩，僅在太陽升起的時段溫

度較為升高，而草地及混凝土的溫度變化曲線也隨著太陽照耀下升高，而在太陽

下山後，約在下午五點左右，兩者溫度曲線出現交叉的情形，是因為混凝土比熱

較小，因此吸熱速度快，散熱速度亦快。而柏油路比熱小，因此溫度變化曲線隨

日出及日落變化，在陽光照射最強烈的下午兩點達到當日最高溫，太陽下山後溫

度也快速地回到原先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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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設計 

 本章首先介紹研究使用的儀器 FLIR-T360 熱像儀，該儀器可同時拍攝熱影

像及可見光影像，在收集研究資料之後，可依照不同來源的兩種影像，輔助判釋

研究區域內建物及設施冷熱排放情況。 
接下來要說明的部分為研究區域的選擇，綜合第二章所提到的種種因素，

如：太陽照射方位、其他建物陰影遮蔽或樹木掩蓋等，並再分為兩個部分，第一

部分選擇已經備有三維模型的校園建物做為首要的研究區域；第二部分則針對無

三維模型之校園建物，在可能會有異常冷熱排放的地區收集熱影像。 
 

1.熱像儀規格 

實驗選用之熱像儀為 FLIR-T360 ，外觀如圖三所示，可收集-20°C～350°C
之間的熱影像，並可用彩色、金屬色調、灰階色調的黑熱和白熱來顯示影像(圖
四)，而其熱影像的空間解析度 320 × 240 pixels。熱像儀又可在取像的同時，記

錄可見光影像，以便藉由不同來源的資料輔助，增加影像判釋的效果。可見光影

像的空間解析度為 1280 × 960 pixels，其餘儀器詳細規格請見表二。 

  
圖三、FLIR-T360 熱像儀 

 

    

(a) 彩色 (b) 金屬色調 (c) 灰階黑熱 (d) 灰階白熱 

圖四、熱像儀顯示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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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FLIR-T360 規格(FLIR System, 2009) 

視場角/最小焦距 25° × 19° / 0.4m 對焦方式 自動 / 手動 

影像縮放大小 1 至 4 倍 熱靈敏度 0.06°C 

可涵蓋溫度範圍 
-20°C 至 120°C 

0°C 至 350°C 
精度 

±2°C 或讀數的±2
％取較高值 

感測器型式 焦面陣列 光譜解析度 7.5 至 13.0μm 

熱紅外影像空間

解析度 
320 × 240 pixels 

可見光影像空間

解析度 
1280 × 960 pixels 

拍攝模式 
熱紅外/可見光/兩

者融合影像 
顯示模式 

灰階(黑熱、白熱) /
彩色 / 金屬 

儲存模式 

JEPG 影像檔儲存

於 SD記憶卡(可同

時儲存熱紅外及

可見光影像) 

電源供應 
充電式鋰電池(可
待命 4 小時) 

體積(mm) 106 × 201 × 125 重量(kg) 0.88(含電池) 
 
2.研究區域 

在評估研究環境之後，依照研究區域內之建物是否有三維模型，分為兩個部

分，第一部分選擇已備有三維模型的建物，長時間取像及觀察，並且利用蒐集之

熱影像做為材質，貼附於建物之三維模型上，以方便使用者對模型旋轉及縮放觀

察異常冷熱排放處；第二部分則是選擇尚無三維模型之建物，拍攝熱影像以探討

是否有異常冷熱排放的情形產生，不另外建立貼附熱影像的三維建物模型。 
第一部分選擇的區域為政大行政大樓，特點是該建物四周空間較寬敞，沒有

其他建物的遮蔽或是陰影干擾，可以避免建物外部受熱不均勻所導致的差異。由

於行政大樓是後續三維建物模型材質貼附的目標，因此針對其四面牆，長時間拍

攝一系列熱影像及可見光影像，以便分析及探討後續情形。 
至於第二部分選擇的區域則為研究大樓、商學院，因為這兩棟建物在校園中

較高，不易被週遭建物阻擋，故針對建物較容易觀察的幾個面像，拍攝熱影像及

可見光影像，尋找是否有異常冷熱排放的情形產生，研究區域建物相關位置請見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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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研究區域建物位置圖 

 
如圖五所示，第一部分研究區域以紅色線表示，即行政大樓；第二部分研究

區域則以藍色線表示，包含研究大樓與商學院。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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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及分析 

蒐集取得研究區域的熱影像及可見光影像之後，本章將展示成果與分析判釋

影像，找出可能原因並尋求解決之道。 
首先分析第一部分研究區域行政大樓之熱影像，該區域所拍攝的熱影像分別

有東、西、南、北四個面向，拍攝時間自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每間隔兩個小時

攝取一次，故每面各有七組熱影像和可見光影像，可供輔助判釋之用途，之後將

介紹行政大樓熱影像材質貼附的過程及步驟，並將建物三維模型，儲存於成果報

告光碟片中，以便使用者操作。 
第二部分研究區域之研究大樓及商學院，則以熱影像探討可疑冷熱排放之位

置，且實地查證與增加觀察次數，藉此瞭解其冷熱排放之實際情形，最後推測可

能原因及解決方式。 
若想要透過熱影像辨識建物表面溫度有無異常，通常從影像上溫度不規則分

佈的區域著手，這種方式就是觀察在建物上的異常點，此異常冷熱點稱為「熱橋」

(劉華嶽，2009)，而熱橋產生的地點，通常均為建築結構易損壞或發霉滲水的區

域；找出熱橋的所在，即可掌握能源的流動情況，並評估實際情形，以減少無謂

的能源損耗，改善熱橋區域的現況。 
 
1. 行政大樓 

 本部分研究由於關係到後續貼附三維模型之熱影像材質，因此採用的方式為

長時間拍攝一系列熱影像及可見光影像，期望可透過多時間序列的影像組合，對

研究區域的冷熱排放現況有較深層的了解。 
 以下實驗分別以面為觀察單位，說明行政大樓的北面、西面及南面的部分地

區可能存在冷熱設施排放問題。北面為行政大樓正面，面向資訊大樓；行政大樓

西面面向羅馬廣場；南面則面向司令台，有關行政大樓方位關係請參考圖五。 
圖六以 FLIR-T360 熱像儀之彩色模式顯示熱影像，從各時段的影像右側，

可看到以深藍色往上至紅色顯示的溫標，溫標標示的溫度和上下界範圍，即為建

物的表面溫度；本研究除了尋找特別高溫或低溫的區域之外，也將探討熱影像中

不規則分佈的區域，也就是熱橋的所在。 
 另外本節最後將說明行政大樓熱影像模型的建立程序及操作步驟，並附上圖

片供參考對照，以瞭解該如何檢視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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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行政大樓北面 
從圖六中四個時段的影像可看出，建物外牆表面溫度大致相同，少數地區

如：窗戶下緣及樓頂面溫度較高，在影像中呈現紅色線段，其原因為窗框周圍採

取不同材質。行政大樓牆面以米色磚頭搭建而成，放射率為 0.85；而窗戶下緣所

使用的材質為洗石子，放射率為 0.97 (如表一所示)，根據放射率越高的物質，表

面溫度也越高的特性來解釋，即可解釋此現象。 
 

  
(a) 8 A.M. (b) 10 A.M. 

  
(c) 12 P.M. (d) 2 P.M. 

圖六、行政大樓北面熱影像 
而樓頂面及七樓部分下緣同樣呈現高溫，則是因為其選用的材質為黑色磚

頭，黑色易於吸熱，同時也易於放熱，因此該處溫度較週遭之米色磚頭溫度為高，

可對照圖七。 

  
(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七、行政大樓北面影像 
而從圖六黑色圓圈標記處中，可發現從上午 8 點開始至下午 2 點為止，北面

右側位於三樓及四樓處窗戶均出現較長時間溫度分佈不規則的情形，其中標記處

窗戶的左側在熱影像上呈現較右側低溫的情形，藉由更近距離的觀察，可發現該

處窗戶並未關閉，而當時室內冷氣正在運轉，因此發生上述溫度分佈不均的情

況，請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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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八、行政大樓北面窗戶影像 

1-2 行政大樓西面 
由圖九黑色圓圈標記中，可瞭解行政大樓西面後側四樓位置出現溫度分佈不

均勻的可疑熱源，起初研判原因為夕陽餘光反射在玻璃上，經過近距離拍攝影像

後(圖十)，發現該處窗戶周圍牆面和其餘相同材質的牆面相比，表面溫度相差達

2°C 左右，顯然該處內部可能有機具運作或牆面結構出現問題，因此發生溫度分

佈不均的狀況。 

  
(a) 熱影像 1 (b) 熱影像 2 

圖九、行政大樓西面熱影像 (6 P.M.) 

  
(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十、行政大樓西面四樓牆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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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行政大樓南面 
比較並判釋七個時段熱影像後，找出其中異常溫度分佈處，發現可疑冷熱排

放之區域有三個，如圖十一中黑色圓圈標記處，第一處為樓頂右側之設施，第二

處為七樓右側之牆面熱源，第三處為下午 6 點以後六樓窗戶之冷源分佈情形。 
 

    
(a) 8 A.M. (b) 10 A.M. (c) 12 P.M. (d) 2 P.M. 

    

(e) 4 P.M. (f) 6 P.M. (g) 8 P.M. (h) 8 P.M. 

圖十一、行政大樓南面各時段影像 

 
調查樓頂右側設施後，發現該處為樓梯間上方之設施，而該設施為政治大學

山下校區之訊號發射器所在，其四周以薄鋁片材質環繞，如圖十二所示；在直接

被太陽強烈曝曬下，樓頂呈現高溫聚集的狀態；而鋁材質和底部之磚頭建材表面

溫度差達 10°C 左右，但至下午四點陽光照射減弱後，隨即快速降溫。 
 

  
(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十二、行政大樓頂樓訊號發射器影像 
  

在圖十一中，可發現一系列之熱影像中，位於行政大樓七樓右側牆面處，始

終存在一溫度分佈不均勻的熱源，計算該熱源溫度和周圍牆面溫差後，獲得圖十

三之溫度曲線變化圖，可瞭解其溫度曲線隨著陽光照射程度而變化，但該熱源溫

度始終高於牆面溫度至少 2°C 以上，甚至在中午時段達到 11°C 的溫差，若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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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處於急遽的溫差變化，勢必對其內部結構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因此研判

該處有以下兩種情形，導致可疑熱排放： 
(1)該牆面內部有長時間運作中的機具 
(2)牆面內部結構已經遭到破壞，所以累積異常排放的熱能 
詳細情形仍有待實地調查，方能得知上述兩種假設是否成立，或者有其他的可能

性存在。 
 

上午

8點
上午

10點
中午

12點
下午

2點

 

25
30
35
40
45
50

溫
度

(單
位

:℃
)

 
圖十三、行政大樓南面七樓外牆熱源與周圍牆面之溫度變化曲線圖 

  
另一項有待探討的異常溫度分佈區域為六樓左右兩端之窗戶，如圖十四所

示，從熱影像(a)中黑圈標記處可發現，六樓左側有三扇窗戶，其溫度明顯比其

他窗戶低，輔以同時拍攝的可見光影像判釋後，發現該處室內燈光開啟，因此合

理推斷該時段尚有人員在辦公室中；同樣從可見光影像中發現右側四扇窗戶內部

的燈光也是開啟的，推測內部也有人員在辦公室內，但是這兩處在熱影像的呈現

上卻產生不同的情況，可能的原因為右側辦公室並未使用冷氣，或者左側辦公室

的窗框隔熱效果不佳，使得冷氣散失至室外。 
 

  
(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十四、行政大樓南面六樓影像 (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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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熱影像模型建立程序 
 以下介紹建立行政大樓熱影像模型時的步驟及流程，如圖十五所示，並提出

實際操作上，困難解決方式以及注意事項。 
 
 
 
 
 
 
 
 
 
 
 
 
 
 
 
 

圖十五、熱影像模型建立流程圖 
 

1-4-1取得影像 
以熱像儀至實地拍攝建物的熱影像，但因熱影像攝像的像幅較小，故需拍攝

多張影像，再接合成完整的面，其拍攝方法如圖十六所示。拍攝時需注意各張影

像與其相鄰影像間需有重疊部分，以利影像接合作業。接合後的影像品質好壞，

將顯示在建模時的貼圖上，故如果影像傾斜太過嚴重，需重新拍攝以取得更佳的

影像。 
 
 
 
 
 
 
 
 
 
 

圖十六、以熱像儀取像方法示意圖 

建物的某一面 

以熱像儀拍攝

的像幅大小，需

至少九張影像

才能接合成建

物的一個面 

接

合

影

像

品

質

不

佳 

取得影像 

分析熱影像 

建模與貼附材質 

接合影像 

接合影像品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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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分析熱影像 
使用 FILR QuickReport 軟體處理熱影像，此軟體可讀取熱影像資訊，分析建

築物熱影像顯示之資訊。在 FILR QuickReport 軟體中，可得知拍攝時所攝影像的

溫度及量測特定區域的溫度，也可任意改變溫標範圍，加強影像分析功能。圖十

七即為使用 FILR QuickReport 軟體分析某一特定溫度的情形，其中的青色溫標即

可顯示該點溫度為 20.4°C。 
 

 
圖十七、以 FILR QuickReport 軟體分析熱影像 

 
1-4-3接合影像 

使用 CANON PhotoStitch 軟體接合影像，將建築物各部位的九張影像接合成

一張影像，可清楚顯示整棟建築物的熱影像，其過程如圖十八與圖十九。圖十八

表示將九張影像以矩陣形式排列後，以 CANON PhotoStitch 接合影像，圖十九為

接合處理後的影像。接合影像品質不佳即表示建物影像有扭曲、斷層或傾斜現

象，需再重新拍攝影像。 
 

  
圖十八、九張影像以矩陣形式排列 圖十九、以 CANON PhotoStitch 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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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建模與貼附材質 
利用繪圖軟體 Google SketchUp，將建物各邊長依實際長度，建置一個空白

模型，將此空白模型匯出存成 3D 模型檔，在存檔時需注意格式相容問題。接著

使用 ERDAS Imagine 2010 軟體之 Texel Mapper，將接合後的建物各部位影像，

以貼附材質的方式貼至空白模型上，在貼附材質的過程中需將建物各角點對位至

影像上的位置，過程如圖二十。 
 

 
圖二十、以 Texel Mapper 貼附材質 

 
1-4-5 注意事項 
(1)拍攝時因熱像儀可攝取像幅較小，為 320 × 240 pixels，而可見光數位相機像

幅為 1280 × 960 pixels，故需拍攝多張相片以供接合，成為包含建物完整面的影

像。 
(2)若拍攝之各張影像接合品質不佳，可使用繪圖軟體 (如：PhotoShop 或

PhotoImpact 等) 修飾邊緣，以提升影像品質使後續建模工作的成果及品質較佳。 
(3)因過程中使用多種軟體處理模型，所以在儲存檔案時，務必使用各軟體相容

之格式。 
(4)熟悉各軟體的使用將有利於熱影像建模作業。 

各步驟完成後，可得一個三維建物模型，其各面如圖二十一(a)、(b)、(c)、
(d)所示，另外，因為拍攝影像時無法取得建物頂面之熱影像，故以建物的航空

影像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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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北面熱影像 (b) 西南側熱影像 

  
(c) 南面熱影像 (d) 東南側熱影像 

圖二十一、行政大樓熱模型 
 

以上為建立行政大樓熱影像模型之流程及注意事項，建置完成之熱影像模型

以Google SketchUp支援之 skp檔格式儲存，可安裝成果報告光碟中所附的Google 
SketchUp 8 免費軟體，或是自行上網下載 Google 提供之免費安裝檔，即可瀏覽

成果報告光碟中之模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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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大樓 

 收集研究大樓各面熱影像後，發現其西面外牆表面溫度分佈不均勻，因此結

合此區域建物熱影像及可見光影像做分析，如圖二十二中所示，除了建物邊緣

線，因為建材顏色為黑色的關係，所以表面溫度高於周圍建材，而圖二十二(a)、
(c)中黑線標記即為可疑熱排放區域，(b)、(c)、(d)白線標記則為可疑冷排放區域。 

比對兩種影像來源，可發現研究大樓外牆高溫聚集的區域，其原因為牆面發

霉，如熱影像中黑色標線及可見光影像(e)紅色標線處，而發霉的牆面因為顏色

呈現深色，反而易於吸收熱能，因此溫度提高，同時造成建物內部溫度升高，室

內環境品質因而降低。至於冷排放部分，則是有潛在發霉可能性的區域，由於目

前從可見光影像中尚未發現深色之發霉區域，這時就必須仰賴熱影像來檢視及預

測。從其溫標資訊中可瞭解，顯示為黃色的牆面溫度大約為 25°C 上下，而顯示

為綠色的冷排放區域牆面溫度大約為 24°C 上下，即便二者溫差不大，但還是要

留意牆面上熱橋透露的訊息，及早做檢查及維修，確保建物外牆結構的穩定。 

  
(a) 熱影像 1 (b) 熱影像 2 

  
(c) 熱影像 3 (d) 熱影像 4 

 
(e) 可見光影像 

圖二十二、研究大樓西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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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學院 
 藉由熱像儀蒐集商學院的熱影像後(如圖二十三所示)，可發現屋頂和牆面突

出處之表面溫度較高，原因為該處建築向外延伸的特徵較容易受到陽光照射，因

而使溫度聚集；而在建物邊緣較明顯的低溫部分，則是建物內部鋼筋結構本身呈

現低溫所造成。另外，發現建物西側面存在三處熱排放異常之區域，分別位於圖

二十三(a)及圖二十四(a)中黑色標線處，該地區外牆表面溫度較周圍地區高溫，

經由判斷之後，推測該地點內有機具運作，必須確認該處是否為一般教室或是建

物機房位置，實際情況要待實地走訪進一步調查之後才可確定。 

  

(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二十三、商學院西面近四維道側影像 

 

  
(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二十四、商學院西面中間影像 
 

綜合以上成果及分析部分，利用熱影像針對行政大樓、研究大樓及商學院之

觀察後，發現建物外牆之異常溫度分佈情形大致上都能獲得解答，但還有少數疑

點尚未釐清，例如：行政大樓西面四樓後側和南面七樓外牆的異常熱排放，以及

商學院西面外牆之異常熱源，後續將藉由實地調查，以了解實際情形，並嘗試獲

得合理的解釋，最終調查結果將展示於下一章結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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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分析上一章節中收集之熱影像及可見光影像後，將繼續於本章中說明研究區

域中，尚未釐清異常冷熱排放原因的地區，首先要說明行政大樓西面及南面牆面

之熱排放，接著要探討商學院西側牆面之可疑熱源地點，最後提出合理的解決方

式及改善建議。 
 
1.行政大樓 

1-1 西面 
 即使在圖十中，窗框四周及牆面高溫聚集之情形，但只能推測內部有機具運

作或者牆面結構鬆散而導致導熱不佳等；實際調查後，確認該處為行政大樓四樓

研究發展中心旁的機房位置，由於機房重地屬於管制區域，因此無法至內部拍攝

熱影像來調查設施之熱排放情形，但合理推測當時拍攝熱影像呈現高溫乃因機房

內運作中的機具持續發熱，若要排除此問題，可加強內部隔熱設施及其窗戶之氣

密性。 
 

1-2 南面 
 藉由圖十一可發現七樓牆面外側，在長期觀察下始終出現可疑熱排放，所以

至建物內部調查，了解該處牆面內部位置為七樓工友室，並發現房間內有一台長

時間啟動的熱水器，初步推測此即為外部高溫聚集的主因。同樣於工友室內拍攝

熱影像，卻發現熱水器主體雖然呈現高溫狀態，但是週遭管線和背後牆面卻無明

顯熱橋現象，如圖二十五所示，因此懷疑尚有其他原因造成該異常熱排放狀態，

於是再次由外部檢視七樓外牆地區，而後發現真實情形如圖二十六所示。 

  
(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二十五、行政大樓七樓工友室內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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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熱影像 (b) 可見光影像 

圖二十六、行政大樓南面七樓外牆管線 
 由圖二十六近距離觀察七樓外牆處，可發現該處牆面實際上有一塊四方型的

散熱孔，但是溫度最高的部分並非以散熱孔為中心發散，而是熱能聚集在散熱孔

左下方，另外，觀察發現圖二十六(a)中黑色及(b)紅色標線處，清楚地顯示該處

建物下方有管線通過，而管線內部的溫度均高於周圍環境，因此最後推測該管線

輸送之熱排放，理應由外牆之散熱孔排出建物外部，但是由於建物內部可能有結

構鬆散的問題，因此熱能累積在牆面其他位置，造成熱排放效果欠佳。因此問題

牽涉到建物結構，所以建議校方請專業土木結構人員另外做詳細檢查，以確保建

物安全。 
 
2.商學院 

2-1 西面近四維道 
 實地走訪圖二十三中之地區，發現下方七樓靠近熱源地區為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系辦公室，上方則是八樓智財所電腦圖書室；推測七樓系辦公室熱源處是機

具運作狀態下所導致，例如：影印機、冰箱等，而八樓電腦圖書室則是電腦主機

或伺服器長時間啟動所造成的現象，以上室內熱排放之情形均可能影響室內環境

品質，應加裝隔熱良好之散熱設施，以提供舒適的室內空間。 
 

2-2 西面中間 
 觀察圖二十四熱能擴散區域，其實際位置為七樓企業管理學系系辦公室，該

處熱排放於窗戶周圍及旁邊牆面都顯示大量的熱能，推測是由於機具運作及建物

外部結構所導致。因為內陷式的結構較不利於排熱，所以造成圖二十四中高溫的

情形，由於建物結構已無法修改，但還是可以透過內部加裝隔熱設施等方式，營

造良好的室內及室外環境。 
 
 綜合以上分析之研究區域熱影像結果，並且調查尚有冷熱排放疑慮的地區

後，發現原本無法單從外部熱影像判斷的問題，均能在實地調查後，得到合理的

解釋，以下表三整理本次研究區域中有問題的冷熱排放區域，並提出解決及改善

方式提供校方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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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研究區域內異常冷熱排放區整理表 
異常冷熱源位置 現況描述 可能原因 解決及改善方式 
行政大樓北面右

側三、四樓 
窗戶位置溫度明

顯低於周遭窗戶 
窗戶未關閉造成

冷氣外泄 
冷氣開放時須確

認窗戶已緊閉 
行政大樓西面後

側 
窗框及外牆聚集

高溫 
位處機房位置 加強室內隔熱設

施及窗戶氣密性 
行政大樓南面七

樓外牆 
長時間於外牆出

現異常熱排放 
牆面內部構造鬆

散，造成導熱不良 
請求專業土木結

構人員再次檢查 
研究大樓西面 牆面發霉及異常

冷熱分佈情形 
建物外牆老舊，結

構出現問題 
清除發霉區域並

重新粉刷 
商學院西面近四

維道 
牆面聚集高溫 機具運作 加強室內隔熱及

散熱設施 
商學院西面中間 牆面聚集高溫 機具運作 加強室內隔熱及

散熱設施 
 
 將熱影像應用於建物設施之冷熱排放問題，確實有良好之成效，同時搭配不

同時序之熱影像及可見光影像輔助判釋，可加強對研究區域的認識，並且能更深

入地研究建物外牆溫度分佈資訊；惟在使用上，應避免建物遭遮蔽導致受熱不

均。經過研究發現，於陰天或多雲的天氣下攝取熱影像，可排除陽光過於強烈，

致使建物表面材質難以分辨的情形；由於太陽被遮蔽後所獲得之熱影像，即為建

物該時刻最真實的表面溫度，因此於陰天或多雲的天氣下拍攝熱影像效果較佳；

亦即在熱影像中能反映建物的真實溫度，而非受太陽照射干擾後的溫度。 
 另外於攝取熱影像時，也應該注意拍攝當時之大氣狀況，例如：溫度、濕度、

風向等，而拍攝物體之取像距離、建材紋理、色澤、放射率等，都是應該在拍攝

時審慎考量的參數；至於在熱影像的分析上，也可透過 FLIR QuickReport 軟體，

測定建物表面溫度以獲取量化之數據供分析之用。 
 最後是異常冷熱設施排放之改善方法，像是建材方面，可選擇低放射率、亮

色系、光滑表面之材質，如此一來較容易維持穩定溫度。臺灣地區位處氣候多變

的副熱帶氣候區，玻璃帷幕容易受到溫度影響而升降，進而提高冷氣或暖器的使

用率，造成能源浪費；故建物設計上若不採取玻璃帷幕，可達到環保節能的效果。

其他譬如屋頂部分因為受到陽光直接曝曬，通常溫度都呈直線上升，也容易造成

室內環境悶熱，建議可於樓頂種植花草，採用「綠屋頂」的觀念，既可隔熱、保

護建物結構、減少屋頂積水也可美化環境，值得納入改善屋頂熱排放的可行方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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