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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配電級再生能源監控設備 
雲端資料系統試驗及管理規範 

第一版(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9日) 

一、 背景說明 

配合政府再生能源發展，大量分散式發電系統將併接於本公司配

電系統，為確保再生能源監控設備得與本公司配電級再生能源管

理系統(下稱DREAMS)正常連線，透過4G或5G通信方式將案場

資訊回傳至DREAMS系統，並可經由DREAMS傳送指令予智慧

變流器，執行遠端監控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案場P、Q、PF、Vpset

及事故調度，以提高電網與再生能源併網強韌能力，特訂定本規

範。 

二、 名詞定義 

（一） DREAMS(Distributed Renewable Energy Advanced 

Management System) :本公司配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統。 

（二） DNP3.0(Distributed Network Protocol 3.0):分布式網絡協議。 

（三） 再生能源監控設備雲端資料系統:由太陽能監控軟體業者

營運之系統，該雲端資料系統可透過 DNP3.0 格式傳輸再

生能源案場資料至 DREAMS。 

（四） 案場資料蒐集器:用以蒐集及監控再生能源案場變流器之

設備。 

（五） 測試單位:具 VPC 驗證能力並經台電認可之實驗室（如附

表）。 

三、 適用範圍 

依據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即時運轉資料提供及傳送方式原

則」與DREAMS建立連線之「再生能源監控設備雲端資料系統」。 

四、 連線能力測試及審查 

(一) 案場資料蒐集器(含通訊)品牌及製造產地不得為大陸地區，測

試時須出示相關證明及廠牌型號。 

(二) 雲端資料系統伺服器須設置於台灣地區，另於測試前須通過

Nessus軟體弱點掃描，並交付Basic Network Scan與Web 

Application Test等掃描報告，其中不得含有中等以上之問題，

並每季須出示檢測報告。 

(三) 設備廠商須提供測試之雲端資料系統IP連線位置，及所搭配之

案場資料蒐集器與使用說明文件供測試單位參考。 

(四) 測試人員依本節項目(八)測試，紀錄測試內容及結果於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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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監控設備雲端資料系統試驗報告書(如附件)。 

(五) 測試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項： 

1. 測試目的。 

2. 測試日期。 

3. 雲端資料系統IP位置（請提供固定IP）。 

4. 雲端資料系統搭配之蒐集器接線示意圖。 

5. 雲端資料系統Web portal 位置（請提供固定IP或URL）。 

6. 模擬現場輸入及監控設備所使用之方法。 

7. 測試項目、步驟、標準及結果(須紀錄合格或不合格)。 

8. 差異紀錄及處理。 

9. 設備廠商及測試單位代表。 

(六) 差異處理 

1. 當測試結果與規範之要求有所差異時，該等差異事項皆須

記錄於再生能源監控設備雲端資料系統試驗報告書(如附

件)，俾作為差異事項解決之追蹤管理。內容至少須包括下

列各項： 

(1) 差異事項發生之日期時間。 

(2) 差異事項之測試條件描述。 

(3) 設備廠商及測試單位紀錄人員。 

(4) 解決差異事項所採行之方法與結果。 

2. 設備廠商與測試單位代表協調後，依據差異事項之影響程

度，可分為以下三種等級： 

等級一：測試立即停止，待設備廠商改正後再重新進行測 

        試。 

等級二：測試繼續進行，惟差異事項須於本階段測試完成    

        前改修及測試完畢。 

等級三：測試繼續進行，惟差異事項須於雙方議定之期限 

        前改正及測試完畢。 

3. 設備廠商須以書面說明改修差異事項的作法，並提供充足

的資訊使測試單位能據以判定是否須重測該功能。 

4. 設備廠商及測試單位代表同意差異事項已修正完畢後，雙

方須於差異紀錄表上簽名。 

(七) 測試 

1. 測試範圍 

(1) 雲端資料系統須以API型式向DREAMS模擬伺服器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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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案場之DNP3.0 ID。 

(2) 雲端資料系統須將所屬2個以上案場資料主動回傳至

DREAMS模擬伺服器。 

(3) 雲端資料系統須將所屬2個以上案場Dead Band資料回

傳至DREAMS模擬伺服器。 

(4) 雲端資料系統須搭配資料蒐集器接受DREAMS模擬伺

服器下達之控制指令，以監控該案場變流器P、Q、PF及

Vpset。 

(5) 雲端資料系統須回傳變流器每次監控之P、Q、PF及

Vpset是否成功或失敗。 

(6) 雲端資料系統須接受DREAMS模擬伺服器之控制指令，

並可設定搭配之案場資料蒐集器Dead Band值。 

(7) 須以Nessus弱點掃描軟體掃描雲端資料系統，該伺服器

即為通過測試後的連線位置，不得更改。 

2. 測試架構 

(1) 業者雲端資料系統須事前準備一個真實連接之案場資

料，作為其中1處資料來源，測試過程不會進行控制該

案場變流器。 

(2) 業者雲端資料系統須於測試現場以所搭配之資料蒐集

器連接電表與變流器，並於該雲端資料系統新增1測試

光電案場，此案場之變流器將接受DREAMS模擬伺服

器測試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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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雲端資料系統之IP位址 

(4) 在資料蒐集器上設定現場的電表Modbus位址設定、變

流器Modbus位址。 

3. 測試項目通過標準表 

測試目的 測試項目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1.新案場上

線 

1-1 
確認模擬 DREAMS 平台可連

線至雲端資料系統。 

兩系統連線成

功 

1-2 

確認模擬 DREAMS 平台可顯

示 2 個案場資料，分別為雲端

資料系統業者提供，以及現場

設備。 

ID=1，請設置為現場測試設備。

ID=2，請設置為自備真實案場。 

確認 2 個案場連

線成功 

2.資料採集 2-1 

模 擬 DREAMS 平 台 發 出

Polling 要求，雲端資料系統應

回傳對應資料。 

數值一致 

 

模擬
DREAMS  
平台 
註 1 

受測之雲端資
料系統（固定
IP） 

測試現
場資料
蒐集器 
(可控) 

4G/ 
Internet 
註 2  

Internet  

三相電表 

變流器 

Modbus 

 

註 1 : 於 DREAMS 模擬 Server 輸入雲端資料系統的固定 IP 
註 2 : 可自備 4G 或使用測試場所之一般網路  

測試場所提供之設備 

受測業者之設備 

DC power 
DC 

power 

模擬併網 

AC 
power 

AC  

powe

r 

業者自備
案場資料
收集器 

(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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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目的 測試項目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確認模擬 DREAMS 平台三相

電表各項數值，與現場電表一

致。 

2-2 

模擬 DREAMS 平台 polling 

Dead Band 設定值，測試案場

回傳之 Dead Band 值設定，須

為規範中的預設值。 

資訊顯示正確 

2-3 

降低變流器輸出電流，須確認

模擬 DREAMS 平台於 3 秒內

收到 DUT 發出的 DNP3.0 

Event message with timestamp 

(Dead Band)。 

資訊顯示正確

且附帶時間戳 

2-4 
於整點、15 分、30 分及 45 分

主動傳送完整資料。 

資訊顯示正確 

3.控制設備 

3-1 

模擬 DREAMS 平台執行現場

取消變流器自主調控: 

1. 確認變流器處於接受外部

調控的狀態。 

2. 模擬 DREAMS 平台須收到

變流器「成功」之回報。 

解除自主調控

狀態 

3-2 

模擬 DREAMS 平台設定現場

變流器 PF 值 90。 

1. 確認現場變流器 PF 值逐漸

變動接近 90%。 

2. 電表 PF 值須回傳 Dead 

Band 逐漸接近 90%。 

3. 模擬 DREAMS 平台須收到

變流器「成功」之回報。 

數值一致為 90% 

( 誤 差 在  3% 

內) 

3-3 

模擬 DREAMS 平台設定現場

變流器 PF 值 100。 

1. 確認現場變流器 PF 值逐漸

變動接近 100%。 

數 值 一 致 為

100% 

( 誤 差 在  3%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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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目的 測試項目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2. 電表 PF 值須回傳 Dead 

Band 逐漸接近 100%。 

3. 模擬 DREAMS 平台須收到

變流器「成功」之回報。 

3-4 

呈上，模擬 DREAMS 平台設

定現場變流器 P 值 80。 

1. 確認現場變流器 P 值須緩

降至低於額定功率的 80%。 

2. 電表 P 值須回傳變流器加

總之額定功率的 80%。 

3. 模擬 DREAMS 平台須接收

到變流器「成功」之回報。 

數值一致為 80% 

( 誤 差 在  3% 

內) 

3-5 

模擬 DREAMS 平台設定現場

變流器 P 值 100。 

1. 確認現場變流器 P 值須可

回復到最大輸出功率。 

2. 電表 P 值須可回復到變流

器之最大輸出功率。 

3. 模擬 DREAMS 平台須接收

到變流器「成功」之回報。 

數 值 一 致 為

100% 

( 誤 差 在  3% 

內) 

3-6 

模擬 DREAMS 平台設定現場

變流器恢復自主調控。 

1. 須確認現場變流器處於接

受外部調控的狀態。 

2. 模擬 DREAMS 平台須接收

到變流器「成功」之回報。 

在自主調控狀

態 

3-7 

模擬 DREAMS 平台設定現場

變流器 Vpset 值 105。 

1. 確認現場變流器Vpset值變

更為 105。 

2. DREAMS 模擬伺服器須接

收到變流器「成功」之回報。 

數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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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目的 測試項目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8 

模擬 DREAMS 平台現場設定

功率的 Dead Band 值為 2.5%，

須收到功率的 Dead Band 值更

改為 2.5%。 

數值一致 

4.情境測試 

DREAMS

重啟 

4-1 

模擬DREAMS平台離線 31分

鐘後恢復連線，離線期間雲端

資料系統須將定時資料暫存

系 統 。 恢 復 連 線 時 模 擬

DREAMS 平台將主動發起連

線雲端資料系統。 

1. 應於模擬 DREAMS 平台須

看見 2 案場狀態為連線。 

2. 模擬 DREAMS 平台須收到

至少 2 筆案場定時資料。

（包括斷線期間內的資料） 

資訊顯示正確 

5.情境測試 

雲端資料系

統重啟 

5-1 

將受測之雲端資料系統關機

或離線，模擬 DREAMS 平台

須可見所有案場離線。 

資訊顯示正確 

5-2 

雲端資料系統重啟完成，應主

動輪詢並顯示出所有案場最

近一筆定時資料。 

模擬 DREAMS 平台須可見 2

案場最近一筆完整資料。 

資訊顯示正確 

6.情境測試 

資料蒐集器

重啟 

6-1 

將現場資料蒐集器斷電，模擬

DREAMS 平台須可見現場案

場 ID=1 離線。 

資訊顯示正確 

6-2 

將現場資料蒐集器復歸，模擬

DREAMS 平台須可收到該案

場最近一筆定時資料。 

資訊顯示正確 

7.資安掃描 

7-1 
以 Nessus 資安掃描資料受測

系統收送資料固定 IP 位置。 

無中等以上問

題 

7-2 
以 Nessus 資安掃描受測系統

網頁 Portal 入口位置。 

無中等以上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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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格產品管理 

(一) 測試結果符合要求者，由本公司核發設備廠商連線能力證明，

其有效期最長為三年。 

(二) 連線能力證明賡續方式如下： 

1. 於連線能力效期內，相關「再生能源監控設備」與本公司

DREAMS 有正常連線實績且可用性達 95%以上，得以核發

新證明。 

(1) 各別案場正常連線可用性應分別計算，其可用性須達

95%以上，計算公式相同如下：  

可用性 =
運轉時間

運轉時間十當機時間
 X 100% 其中暫停時間不予計入。 

(2) 運轉時間指系統運轉可符合本規範各節功能需求之運

轉期間。 

(3) 當機時間指系統運轉無法符合本規範各節功能需求之

運轉期間，經本公司通知設備廠商後，超過12小時開

始計入當機時間直到故障修復為止。 

(4) 暫停時間指因非人力所能控制因素或合情合理經本公

司核准之計劃性停機，雖造成系統無法正常運轉，惟

亦不應列入當機時間，故將之列為暫停時間。此外，

任何因本公司設備原因導致停機亦將被列為暫停時間。 

(5) 可用性合格定義 

自案場與本公司DREAMS正式連線開始起算，運轉時

間加上當機時間加上暫停時間連續累計達到720小時，

且個別設備可用性皆95%以上，其中最後48小時未發

生當機時間，即為合格。 

2. 於連線能力效期內，相關「雲端資料系統」與本公司

DREAMS 無正常連線實績者，須將待測物重新測試。 

(三) 設備廠商於連線能力有效期內，本公司基於需求保有隨時查

證之權利。如有遷徙、更名、改組、重整、變更營業項目、生

產廠房、製造設備異動等重大變革時，或因天災、火災、設計

圖面變更、工廠全面停工或其他足以嚴重影響產品品質或交

貨期者，應於發生日起一個月內主動函知本公司，經本公司審

查後，得視需要辦理查證作業；未於規定期限內主動函知，經

發現得逕取消其連線能力證明。 

(四) 設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應取消該規格型式之「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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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系統」連線能力證明或連線能力審查申請資格： 

1. 每年資安檢測報告（Nessus 弱點掃描）逾期繳交者。 

2. 申請連線能力審查之資料或器材經審查確認屬偽造或變造

者。 

3. 雲端資料系統更換、設計變更及案場資料蒐集器變更，未經

本公司重新辦理連線能力審查合格並發給證明者。 

4. 因設計或製造不良致影響本公司工安、造成本公司或第三

者財物損失或致本公司商譽受損者。 

5. 自設備品質不良改善完成次日起一年內，新製造之同規格

及型式設備器材發生相同不良原因故障達三次者。 

6. 設備廠商停止或結束營業者。 

7. 設備廠商製造之「雲端資料系統」如有侵犯智慧財產權情

事，且經司法機關判定屬實者。 

(五) 凡經前項取消連線能力證明或連線能力審查申請資格者，應

俟其取消資格一年後方得重新申請連線能力審查，以取得連

線能力證明。 

(六) 廠商因違反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而被列為拒絕往來其間，本公

司不受理該設備廠商連線能力之申請，包含作為其他廠商申

請時之協力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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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RESTful APIs Json file 標準格式 

Method URL Header Body 

GET https：//{$IP_ADDR}/{RESTful API}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PUT https：//{$IP_ADDR}/{RESTful API}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parameter"：

value} 

POST https：//{$IP_ADDR}/{RESTful API}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parameter"：

value} 

以電號向 DREAMS 拿取案場電號 ID 

Role Description Note 

Master 

(DREAMS) 

Method GET  

URL 
https：//dreams/api/plants/plantMeterNo/<

電號>?token=<token> 
 

Slave(雲端資

料系統) 
Response 

[ 

  { 

    "plantNo"： "", 

    "plantName"： "", 

    "dnp3Address"： 4 

  }, 

  { 

    "plantNo"： "", 

    "plantName"： "", 

    "dnp3Address"： 5 

  }, 

  { 

    "plantNo"： "", 

    "plantName"： "", 

    "dnp3Address"： 6 

  } 

] 

 

註: 

(一) 在測試過程中，測試程式會提供一組測試用 siteToken。 

(二) 通過測試之雲端資料系統，會得到一組正式使用的 siteToken。 



 

 

再生能源監控設備雲端資料系統試驗報告書 
 

壹、 委測資訊 

一、 雲端系統營運商： 

二、 系統名稱： 

三、 受測系統收送資料固定 IP位置： 

四、 受測系統網頁 Portal入口位置： 

五、 依據規範：台灣電力公司配電級雲端資料系統試驗及管理規範 

六、 綜合判定： 

七、 測試日期： 

八、 測試合格日期: 

 

貳、 試驗室資訊： 

一、 試驗室名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太陽光電測試實驗室 

二、 試驗室認可編號：VPC-A2-T-0161 

三、 試驗室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號 46館 

四、 電話號碼：+886-3-5913881 

五、 傳真號碼：+886-3-5837801 

 

 

                              

報告簽署人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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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測試配置 

 

註:如非預設之配置，請修改上圖並說明測試配置。 

二、 測試結果 

(一) 新案場上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1-1 

確認模擬 DREAMS平台可連線至雲端資料系統。 
測試程式可見兩

系統連線成功。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通過/不通過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1-2 

確認模擬 DREAMS平台可顯示 2個案場資料，分別為雲端資料

系統業者提供，以及現場設備。 

ID=1，請設置為現場測試設備。 

ID=2，請設置為自備真實案場。 

測試程式可見 2

個案場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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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畫面應顯示兩案場正常上線。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二) 資料採集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2-1 

模擬 DREAMS平台發出 Polling要求，雲端資料系統應回傳對應

資料。 

確認模擬 DREAMS平台三相電表各項數值，與現場電表一致。

步驟 1. 畫面將顯示三相電表之各項數值。 

步驟 2. 確認現場機台之數值，與測試畫面相同。  

資訊顯示正確。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2-2 

模擬 DREAMS平台 polling Dead Band 設定值，測試案場回傳之

Dead Band 值設定，須為規範中的預設值。 

步驟 1. 畫面將顯示預設值以及兩案場讀取之 Dead Band 值。 

步驟 2. 畫面中不應有任一欄位為不相同，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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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降低變流器輸出電流，須確認模擬 DREAMS平台於 3秒內收到

DUT發出的 DNP3.0 Event message with timestamp (Dead Band)。

步驟 1. 測試程式會收到 Dead Band 資料。 

步驟 2. 如在 3秒內沒收到資料，測試系統會自動判定不通過。  

步驟 3. 如沒有收到 timestamp 或 timestamp 格式錯誤，測試程式

會自動判定不通過。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2-4 

於整點、15分、30分及 45分主動傳送完整資料。 

步驟 1. 系統畫面應收到連線成功後，2 案場每一筆 15 分鐘的完

整資料。 

步驟 2. 如連線後尚未遇到第一個 15分鐘，系統畫面將呈現「尚

未收到定時資料」，建議此題可先略過，待 15 分鐘後回

來察看結果。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三) 控制設備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1 

模擬 DREAMS平台執行現場取消變流器自主調控，確認變流器

處於接受外部調控的狀態。 

步驟 1. 於測試程式中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確認現場變流器處於接受外部調控的狀態。 

步驟 3. 測試程式須收到「成功」訊息。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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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2 

模擬 DREAMS平台設定現場變流器 PF值 90。 

步驟 1. 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測試程式畫面須可收到 Dead Band 回傳 PF變動數值，PF

設定值應顯示為 0.9。 

步驟 3. 測試程式須收到「成功」訊息。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3 

模擬 DREAMS平台設定現場變流器 PF值 100，確認 DREAMS

和三相電表的 PF值為 1.0 

步驟 1. 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測試程式畫面須可收到 Dead Band 回傳 PF變動數值，PF

設定值應顯示為 1.0。 

步驟 3. 測試程式須收到「成功」訊息。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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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擬 DREAMS平台設定現場變流器 P值 80，確認 DREAMS和

三項電表的 P值為 0.8 

步驟 1. 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測試程式畫面須可收到 Dead Band 回傳 P變動數值，P

設定值應顯示為 0.8。 

步驟 3. 試程式須收到「成功」訊息。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5 

模擬 DREAMS平台設定現場變流器 P值 100，確認 DREAMS

和三相電表的 P值為 1 

步驟 1. 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測試程式畫面須可收到 Dead Band 回傳 P變動數值，P

設定值應顯示為 1.0。 

步驟 3. 試程式須收到「成功」訊息。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6 

模擬 DREAMS平台設定現場變流器恢復自主調控，確認變流器

處於自主調控的狀態。 

步驟 1. 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確認現場變流器處於接受外部調控的狀態。 

步驟 3. 試程式須收到「成功」訊息。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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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7 

模擬 DREAMS平台設定設定現場變流器 Vpset值 105，驗証變

流器 Vpset值是否變更為 105 

步驟 1. 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測試程式須收到 Vpset設定值為 105 

步驟 3. 試程式須收到「成功」訊息。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3-8 

模擬 DREAMS平台現場設定功率的 Dead Band值為 2.5%，須收

到功率的 Dead Band值更改為 2.5%。 

步驟 1. 點選「測試」按鈕。 

步驟 2. 測試程式須收到功率閥值設定值為 2.5%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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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情境測試：DREAMS重啟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4-1 

模擬 DREAMS平台離線 31分鐘後恢復連線，離線期間雲端資

料系統應將定時資料暫存系統。恢復連線時模擬 DREAMS平台

須主動發起連線雲端資料系統。 

步驟 1. 點選測試程式中「測試」按鈕。 

步驟 2. 於 DREAMS模擬伺服器須可看見 2案場狀態為連線。 

步驟 3. DREAMS模擬伺服器須收到至少 2筆案場定時資料。

（包括斷線期間內的資料）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五) 情境測試：受測雲端資料系統重啟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5-1 

將受測之雲端資料系統關機。 

步驟 1. 將受測之雲端資料系統關機。 

步驟 2. 點選測試程式中「測試」按鈕。 

步驟 3. 模擬 DREAMS平台須可見所有案場離線。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5-2 

將受測之雲端資料系統重啟，雲端資料系統應主動拋出所有案

場最近一筆定時資料。 

步驟 1. 受測之雲端資料系統重啟。 

步驟 2. 點選測試程式中「測試」按鈕。 

步驟 3. 模擬 DREAMS平台須可見 2案場最近一筆完整資料。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六) 情境測試：資料蒐集器重啟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6-1 

將現場資料蒐集器斷電。 

步驟 1. 將現場資料蒐集器斷電。 

步驟 2. 模擬 DREAMS平台須可見現場案場 ID=1離線。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6-2 

將現場資料蒐集器復歸 

步驟 1. 將現場資料蒐集器復歸。 

步驟 2. 模擬 DREAMS平台須可收到該案場最近一筆定時資料。 

測試程式畫面判

定通過。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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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安掃描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7-1 

以 Nessus資安掃描資料受測系統收送資料固定 IP位置，不應有

中等以上問題檢出。 

不應有中等以上

問題檢出。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項次 測試內容 通過標準 

7-2 

以 Nessus資安掃描受測系統網頁 Portal入口位置。 
不應有中等以上

問題檢出。 

通過畫面 實際畫面 判定 

   

三、說明 

(一) 測試用設備及追溯資訊 

設備 序號 追溯單位 追溯號碼 追溯日期 有效日期 

Impedance 

Analyzer 
EL151978 

CMS 

(TAF 0016) 

10807C02364-1-1-03A / 

10807C02364-1-2-03A 
2019/06/18 2020/06/17 

Voltage 

Probe 
17370007 

CMS 

(TAF 0016) 
10807C02422-2-1-03A 2019/06/25 2020/06/24 

Differential 

Probe 
20110779 

CMS 

(TAF 0016) 
10807C02364-6-1-03A 2019/06/18 2020/06/17 

Current 

Transducer 

9100280060 
CMS 

(TAF 0016) 

10807C02318-2-1-03A / 

10807C02318-2-2-03A 
2019/06/12 2020/06/11 

9120380063 

CMS 

(TAF 0016) 

10807C02318-3-1-03A / 

10807C02318-3-2-03A  
2019/06/12 2020/06/11 

ETC 

(TAF 0382) 
19-08-BCC-356-01L 2019-08-24 2020-08-23 

9100280093 
CMS 

(TAF 0016) 

10807C02318-4-1-03A / 

10807C02318-4-2-03A 
2019/06/12 2020/06/1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721000003&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714000037&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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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TAF 0382) 
19-08-BCC-356-02L 2019-08-24 2020-08-23 

9100280094 

CMS 

(TAF 0016) 

10807C02318-5-1-03A / 
10807C02318-5-2-03A 

2019/06/12 2020/06/11 

ETC 

(TAF 0382) 
19-08-BCC-356-03L 2019-08-24 2020-08-23 

9120380095 

CMS 

(TAF 0016) 
10807C02862-3-1-03A／

10807C02862-3-2-03A 
2019/07/22 2020/07/21 

ETC 

(TAF 0382) 
19-08-BCC-356-04L 2019-08-24 2020-08-23 

9120180058 
CMS 

(TAF 0016) 
10807C02862-1-1-03A／

10807C02862-1-2-03A 
2019/07/22 2020/07/21 

9120380096 
CMS 

(TAF 0016) 
10807C02862-2-1-03A／

10807C02862-2-2-03A 
2019/07/22 2020/07/21 

Precision 

Power 

Analyzer 

91M436261 
CMS 

(TAF 0016) 

10807C03036-1-1-03B／

10807C03036-1-2-03B 
2019/08/02 2020/08/01 

91M436262 
10807C03485-1-1-03A／

10807C03485-1-2-03A 
2019/09/12 2020/09/11 

Scope Corder 91K634023 
CMS 

(TAF 0016) 

10807C04099-1-1-03A / 

10807C04099-1-2-03A 
2019/11/07 2020/11/06 

Ambient 

Monitor 
0328240-33 

MTC 

(TAF 1733) 
F07-11-091-01 2018/12/04 2019/12/03 

(二) 測試環境條件 

本測試除特殊條件外，係於下述之環境條件進行。 

周圍溫度：(25 ± 15) ℃ 

相對濕度：(60 ± 15) % 

(三) 報告符合性聲明 

有關測試結果中之判定符合性聲明，其決定規則依 IEC Guide 115 

建議，以量測值落在允收範圍內為符合法規或標準規定，不加入

量測不確定度作考量。 

四、參考資料 

台灣電力公司配電級雲端資料系統試驗及管理規範。 

五、照片 

圖 1 產品標籤 10807CXXXX 

圖 2外觀照片 10807CXXXX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70821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05000013&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05000013&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05000010&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05000010&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05000012&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05000012&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1500001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81500001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925000020&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90925000020&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80103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https://itriap7.itri.org.tw/icms/Calibration/filedownload.ashx?RecordId=20180103000021&ReportId=0000000001


再生能源監控設備雲端資料系統試驗測試單位 

 

 註:若有新增測試單位，將配合修正本表。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聯絡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太陽光電測試實驗室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

路四段 195號 46館 
03-5913899 

吳 時 睿

charlie_wu@itri.org.tw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