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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公司低壓 AMI 通訊介面單元(以下稱 AMI 通訊系統)評鑑流程中規劃實驗室及現場測試，其

目的著重於以實測的方式，實際量測廠商低壓AMI通訊系統的 end-to-end效能(而非功能的完整性)，

以降低本公司未來 AMI 大量布建的風險。本文件係規範相關測試流程、測試環境與架構、廠商應

配合事項及測試案例等。廠商若於任何階段自願放棄測試，廠商則須於隔年度重新申請參加本評鑑

作業，且當年度任何已完成之階段將不得保留。 

2. 測試流程 

    低壓 AMI通訊系統測試流程包含三個階段，依序為： 

➢ 廠商自我測試及評鑑作業相關注意事項： 

廠商於 7 月初繳交附件 4－廠商基本資訊及附件 5－廠商實績後，可填寫借用單向本

公司申請領取兩具電表模擬器進行自我測試。廠商須於 7月底前提出通過廠商自我測試(測

試項目同實驗室測試)佐證資料，經審查核可且通過本公司書面審查作業後，方可依本公

司指定時間進行實驗室測試。 

廠商須於繳交自我測試佐證資料時，一併提報進入實驗室及現場場域測試階段人員名

冊(含姓名、職稱、所屬公司及單位、電話、識別證件影本)至多 20名，名冊內人員須為申

請評鑑廠商或其協力廠商，實驗室及現場場域測試人員須分為兩張名冊，提報後不得變更

或增加。各家廠商之工作人員，每次進場前皆須事先向本公司綜研所警衛室簽到，並以個

人身分證件換取工作證；每日下午 4點前，各家廠商進場人員須離開驗證場域，並歸還工

作證，由本公司綜研所警衛室盤點各廠商之工作證數量，數量不符或代領或代還工作證者，

將依不合格論。 

 

➢ 實驗室測試： 

此階段將於實驗室評估測試廠商之低壓 AMI 通訊系統基本功能，目的在於確認待測

系統之介面、功能與效能是否符合現場場域測試的最小需求，包含該系統可否與低壓 AMI

通訊效能測試系統整合成功、是否遠端電表模擬器校時成功、及定期讀表成功率和事件訊

息回報成功率是否達到功能規格標準。本階段測試廠商須由名冊中同時間派員至多六名於

實驗室測試場域架設低壓 AMI通訊系統，並進行設備安裝及相關系統設定。 

 

➢ 現場場域測試(簡稱現場測試)： 

此階段將於本公司指定的實際場域進行低壓 AMI 通訊系統效能測試。測試廠商須於

本公司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待測通訊系統的現場安裝與調整工作，並與『低壓 AMI 通訊效

能測試系統』整合成功並完成電表模擬器校時。現場場域測試階段，測試廠商須同時間至

多派員六名於現場場域架設低壓 AMI通訊系統。 

考量本場域測試之模擬電表數(約 428具)及環境型態(其中包含地下室、電桿、騎樓及

室內 1~3樓等)，其廠商整體裝設之集中器及中繼器等相關通訊設備(不含測試電表端之通

訊模組)數量須少於(含)3 具(若 FAN 通訊模組使用既設公眾行動通訊如 LTE 及 NB-IoT 等

不在此限)，且相關設備電源引接，概由廠商依本公司備查之「網路規劃書」設置方式自

行處理。測試廠商在架設低壓 AMI 通訊系統的期限內，可依據現場環境調整系統參數、

選用適合之通訊技術，惟不得使用延長天線。調校完畢後，於開始測試後一工作日內須依

實際安裝情形更新網路規劃書，並具文及電郵至本公司指定窗口，本公司將派員查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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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過程中若發生任何有疑義之現場狀況請於 24小時內於網頁中回報相關資料(如 log紀錄)

證明通訊部分正常運作，本公司將依分析結果進行判定。 

現場場域測試完畢後，測試廠商須於 1工作日內自行負責拆除自家的所有設備/設施，

不得延誤，以利下一家測試廠商進行測試。 

 

 

 

 

 
 

圖 2-1. 測試流程 

  

廠商自我測試

實驗室測試

現場場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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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N 通訊模組外觀尺寸 

廠商 FAN通訊模組之樣品、實驗室及現場待測物，其機構尺寸、電源與 connector須符合

本公司「低壓 AMI通訊介面單元採購規範」及「評鑑說明書附件一 Appendix C」所標示 FAN

通訊模組功能及規格之機構尺寸；若 FAN通訊模組未能安裝於本公司電表模擬器內，將不得

進行後續測試作業。FAN通訊模組示意圖如下： 

 
圖 3.1 FAN通訊模組尺寸示意圖 

4. 實驗室測試 

此階段將於實驗室評估測試廠商之低壓 AMI 通訊系統基本功能，目的在於確認待測系統

之介面、功能與效能是否符合現場場域測試的最小需求，包含該系統與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

試系統是否整合成功、電表模擬器遠端校時是否成功、定期讀表成功率和事件訊息回報成功率

是否達到功能規格標準。 

4.1. 測試環境與架構 

實驗室測試系統架構如圖 4-1所示，包含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試系統和低壓 AMI通訊系

統兩個主要的系統，適用有線通訊與無線通訊技術。台電主要負責架設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

試系統，測試廠商則是負責架設低壓 AMI通訊系統。以下將分別介紹各系統中主要的設備： 

 

➢ 低壓 AMI 通訊效能測試系統，包含以下二個，其中電表模擬器架設於本公司指定之

地點： 

◼ 後端系統： 低壓 AMI 通訊效能測試控制中心，具備MDMS 功能，支援低壓 AMI

通訊系統之評鑑測試介面規範(P1& P6)。主要接收低壓 AMI 通訊系統回傳的定

期讀表資料或事件回報資料，此系統透過 Internet 的方式與 HES 系統通訊。 

◼ 電表模擬器： 模擬電表行為，支援 P1 介面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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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壓 AMI 通訊系統，至少包含以下前兩項(但不侷限)，HES 不限定架設於本公司指

定之地點，其餘設備須架設於本公司指定地點： 

◼ HES 系統： 低壓 AMI 通訊系統控制中心，以 Internet 的方式與後端系統通訊，

通訊協定應符合低壓 AMI通訊系統之評鑑測試介面規範(P1 & P6)。HES 系統與

集中器之間的通訊方式由廠商自訂。 

◼ FAN通訊模組： 傳遞 HES 系統指令至電表模擬器，並回傳電表模擬器之定期讀

表資料或事件訊息資料至 HES。低壓 AMI 通訊系統與電表模擬器間的通訊協定

須符合低壓 AMI通訊系統之評鑑測試介面規範(P1 & P6)。 

◼ 集中器： HES 系統與 FAN通訊模組間的通訊閘道器，是否需要由測試廠商自行

判斷。但測試廠商若採用超過一種通訊技術時，須將多種通訊技術整合為單一測

試架構進行測試，也就是說測試架構中可允許同時配置不同通訊技術的集中器，

但須收容至單一 HES 系統中。 

◼ 本公司後端系統僅接受各廠商單一固定 IP 上傳之資料，且廠商之集中器或 HES

等通訊設備若有對外網路需求須自行處理。 

 

  
 

圖 4-1 實驗室測試系統架構 

4.2. 流程與分工 

實驗室測試流程共為五個階段，每間廠商測試時間至多 3個工作日： 

➢ 實驗室測試環境準備(台電負責)： 

    台電負責建置實驗室測試環境，包含架設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試系統(含後端系統與

電表模擬器等)、提供電源(110V@15A)及測試空間等，可適用有線通訊與無線通訊技術。

廠商如有特殊需求，如 UPS 等，應自行準備。 

 

➢ 低壓 AMI通訊系統架設及調教(測試廠商負責，至多 2個工作日)： 

    受測廠商於測試時段派員至多6名並自行攜帶待測物(含至少20具FAN模組、Repeater、

集中器等)至本公司指定測試實驗室，若採用多種通訊技術，每種技術則至少需提供 5 組

FAN 通訊模組。測試廠商須自行負責將待測物組裝成低壓 AMI 通訊系統，並進行相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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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設定。本階段所使用之設備需與書面審查階段繳交待測物樣本(含天線)之通訊技術及外

觀尺寸一致，且各設備皆不得使用延長天線其中集中器等通訊設備須安裝於測試人員指定

之位置，並自行準備架設過程中所須使用的相關設備、線材。測試廠商須在進實驗室當日

下班前完成架設低壓 AMI 通訊系統完畢。若於測試期間查獲廠商用以進行測試之設備與

先前繳交之樣本(含外觀形式等)不相符合時，將依下列不同查獲時間之規定辦理： 

1. 若於安裝期查獲時，如可於低壓 AMI通訊系統架設及調教期完成改善者，則可繼續進

行測試。 

2. 若於測試過程中查獲時，廠商須無條件拆除設備，且拆除前之測試數據視為無效資料

並視為測試不合格一次，須提出澄清說明，並經本公司審查同意後，將再安排後續實

驗室測試。 

3. 若於測試完成後查獲時，則該次測試結果數據視為無效並視為不合格一次，須提出澄

清說明，並經本公司審查同意後，將再安排後續實驗室測試。 

➢ 進行實驗室測試(台電負責)： 

    廠商最晚須於第 2日 15：00前簽屬測試同意書並開始測試。實驗室測試進行連續 24

小時，含兩個測試案例，詳 4.3章節。測試期間受測廠商須離開測試實驗室。 

➢ 低壓 AMI通訊系統拆除(測試廠商負責)： 

    測試廠商須於測試完畢後即拆除待測系統。 

➢ 實驗室測試結果產生(台電負責)： 

    實驗室測試完畢後，將擇期通知廠商測試結果，並告知可否進行下一階段測試。若第

一次測試不符標準，廠商可提出改善分析報告，經本公司審查核可後，將再安排後續實驗

室測試。 

 

 
圖 4-2實驗室測試流程 

測試廠商須知與配合事項： 

➢ 實驗室測試期間，測試廠商須遵守本公司相關工安規定。 

➢ 測試廠商應派員協助待測系統架設、操作與設定等工作，並依測試人員需求提供詢答及現

場網管功能操作、HES 即時連線狀況檢視等，以利測試人員檢視所有 FAN通訊模組狀態、

實驗室測試環境準備

低壓AMI通訊系統架設及調教

進行實驗室測試

低壓AMI通訊系統拆除

實驗室測試結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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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拓樸圖等。 

 

4.3. 測試案例 

實驗室測試案例共有 2個，表 4.1是實驗室測試案例清單。此兩個案例將同時測試，其中低壓

AMI 通訊系統應優先回報事件訊息資料至後端系統。進行測試之前，測試人員將提供當次測試電

表模擬器相關資料(CSV 檔案)與後端系統 URL 連線帳號與密碼等相關資料，由廠商負責對自家系

統進行設定，前者為低壓 AMI通訊系統與電表模擬器進行連線的必要資訊，後者為低壓 AMI通訊

系統與後端系統連線的必要資訊，相關操作請見附件二及附件三。 

 

表 4.1 實驗室測試案例清單 

測試案例 測試目的 

LAB-1 

定期讀表效能驗證 

驗證低壓 AMI通訊系統之定期讀表效能是否符合低壓 AMI通

訊系統需求規格。 

LAB-2 

事件訊息回報效能驗證 

驗證低壓 AMI 通訊系統之事件訊息回報效能是否符合低壓

AMI通訊系統需求規格。 

 

 

4.3.1. LAB-1 定期讀表效能驗證 

 

測試案例編號 LAB-1 定期讀表效能驗證 

先決條件 1. 通訊系統、電表模擬器及 MDMS 端皆有上電並為啟動狀態。 

2. HES 與MDMS 及電表模擬器有連接並運作正常。 

3. 各系統內部時間誤差為 20秒內。 

測試流程 電表模擬器於各刻(每整點的 0 分、15 分、30 分、45 分)都會持續產生讀表資

料，HES 系統須使用 P1 介面之 GET 持續收集定期讀表資料，並使用 P6 part1

之 created(MeterReaidngs)回報讀表資料，測試開始時間為 T (T 為整點數字)，

測試次數為 n，HES 應於(T+n)：00~(T+n)：30 的時間區間內回報資料為前小時

的各刻 00/15/30/45 分之資料，n為 1~24 執行 24小時，相關資料確認以後端系

統收到的時間為準。 

 

涵蓋電表數：全數涵蓋。 

測試時間：24小時 30分。 

 

範例：若某廠商測試為 2018/05/01 13：00開始，則： 

第 1次回報 2018/05/01 14：00~14：30 MDMS 要接收到 13：00/15/30/45 之資

料； 

第 2次回報 2018/05/01 15：00~15：30 MDMS 要接收到 14：00/15/30/45 之資

料； 

…. 

第 24次回報 2018/05/02 13：00~13：30 MDMS 要接收到 12：00/15/30/45 之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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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量測方式 1. 假設同時進行測試之顆電表模擬器共有 M 顆，每 15分鐘產生一筆定期讀表

資料，則每小時共有 (M*4)筆 Load profile資料產生。 

2. 計算每前半小時 HES 系統回報之數值是否正確且符合上傳時限之資料筆數

為 HL。 

3. 每小時定期讀表成功率為(HLn / M*4)*100%。 

4. 總體定期讀表成功率為( ( ∑HLn) / M*4*24)*100%。 

 

 
 

 

評判標準 後端系統之每小時定期讀表成功率達 95%以上，且總體定期讀表成功率平均達

99%以上。 

 

 

4.3.2. LAB-2 事件訊息回報效能驗證 

 

測試案例編號 LAB-2 事件訊息回報效能驗證 

先決條件 1. 通訊系統、電表模擬器及 MDMS 端皆有上電並為啟動狀態。 

2. HES 與MDMS 及電表模擬器有連接並運作正常。 

3. 各系統內部時間誤差為 20秒內。 

測試流程 電表模擬器依測試排程產生事件訊息，事件訊息產生後，將立即以 P1 之

EventNotification 服務通知 FAN端模組，FAN 需要立即傳送 HES 端並利用 P6：

part1的 created(EndDeviceEvents)將訊息回傳至 MDMS 端。 

 

涵蓋電表數：全數涵蓋。 

每個電表模擬器每小時產生的事件數目為：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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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時間：24小時 30分。 

 

效能量測方式 1. 統計測試時間內所有電表模擬器所產生的總事件筆數 PE。 

2. 統計總測試期間每個事件從產生至 MDMS 收到時間差在 30 分鐘內的事件

數目：RE 

3. 事件訊息通知成功率為 RE/PE*100%。 

評判標準 事件訊息通知成功率為 95%以上。 

5. 現場場域測試 

5.1. 測試環境與架構 

現場測試系統架構包含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試系統和低壓 AMI通訊系統兩個主要的系統，適

用有線通訊與無線通訊技術。測試廠商可採用多種通訊技術以提升通訊效能，測試架構如圖 5-1

現場測試架構圖所示。台電主要負責架設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試平台，其中後端系統為雲端平台；

電表模擬器已安裝至現場測試場域。測試廠商負責架設低壓 AMI通訊系統，其中 HES 安裝由廠商

自行處理(不限制實體或雲端方式)，集中器及 HES 至MDMS 間的通訊一律由測試廠商自行解決。 

 

 
圖 5-1現場測試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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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流程與分工 

  
圖 5-2現場測試流程 

 

現場場域測試流程共為四個階段，依序如下： 

➢ 低壓 AMI通訊系統架設及調教(測試廠商負責)： 

    本公司將依廠商通過實驗室順序通知廠商進行現場場域測試時間，進場時間將無法依廠商

需求進行調整。現場場域測試階段，測試廠商須派員至多六名於每個現場場域架設低壓 AMI

通訊系統。現場場域測試開始時，廠商必須於通知進場當日(含)開始七個工作天內，完成架設

低壓 AMI通訊系統、整合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試系統、遠端校時電表模擬器成功與調校低壓

AMI 通訊系統等事宜，並於正式測試前簽屬「低壓 AMI 通訊現場驗證確認書」(最晚須於前

述 7個工作天內簽訂)，始得進行連續 7日曆天之正式測試期。在架設低壓 AMI通訊系統過程

中，測試廠商可依據現場環境調整系統參數、選用合適通訊技術等以提高通訊效能。現場場域

低壓 AMI通訊系統架設及注意事項包含以下部分： 

 

◼ 低壓 AMI 通訊系統架設完成後，應第一時間遠端校正電表模擬器時間，若電表模擬

器校時失敗進而影響測試結果，測試廠商須自行負責。測試結果統計將以後端系統所

收到之相關資料為準。 

◼ 若廠商於本次評鑑作業申請使用 2 種(含)以上之通訊技術，於現場測試時每種技術須

使用及收集至少 20%以上之 FAN通訊模組。 

◼ 架設集中器等通訊設備： 架設集中器等通訊設備所需之工班、相關設備(如天線、電

力線耦合器等)、線材與耗材，測試廠商須自行準備，本階段所使用之設備需與書面

審查階段繳交待測物樣本(含天線)之通訊技術及外觀尺寸一致，且各設備皆不得使用

延長天線。若於測試期間查獲廠商用以進行測試之設備與先前繳交之樣本(含外觀形

式等)不相符合時，將依下列不同查獲時間之規定辦理： 

1. 若於安裝期查獲時，如可於低壓 AMI通訊系統架設及調教期完成改善者，則可繼

續進行測試。 

2. 若於測試過程中查獲時，廠商須無條件拆除設備，且拆除前之測試數據視為無效

資料並視為測試不合格一次，須提出澄清說明，並經本公司審查同意後，將再安

排後續現場測試提出重新進行測試。 

3. 若於測試完成後查獲時，則該次測試結果數據視為無效並視為不合格一次，須提

低壓AMI通訊系統架設

現場低壓AMI通訊效能測試

低壓AMI通訊系統拆除

通訊效能測試結果產出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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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澄清說明，並經本公司審查同意後，將再安排後續現場測試提出重新進行測試。 

◼ 測試廠商須自行負責集中器到 HES 系統間的通訊，若採用寬頻固定網路須在現場場

域測試開始前完成線路架設，並遵守台電現場工安規範，架設過程中不得影響本公司

人員正常工作。本次測試台電將暫不提供本公司之既有光纖網路與電力線網路。 

◼ 整合 HES 系統與後端系統： HES 系統須透過 SOAP 協定，並以符合低壓 AMI 通訊

系統之評鑑測試介面規範(P1&P6)的資料格式將定期讀表資料和事件訊息資料回傳至

後端系統。另外，HES系統須依低壓 AMI通訊系統之評鑑測試介面規範(P1&P6)進行

遠端電表模擬器校時。 

◼ 調校低壓 AMI 通訊系統：可依據現場環境調整系統參數、選換合適通訊技術等以提

高通訊效能。另外，現場測試人員可以現場要求測試廠商提供相關網管功能頁面或介

面，至少可檢視所有 FAN 通訊模組/集中器等相關通訊設備運作狀態與 log 紀錄、連

線拓樸圖等資訊。 

◼ 現場安裝/調教完畢後，至少於開始測試一工作日後須依現場安裝情形更新網路規劃

書並電郵給本公司指定窗口，本公司將派員查核。 

◼ 測試廠商須於現場安裝第一天即提供 HES IP 予本公司，以利本公司於測試期間觀看

通訊狀況，並不得於測試期間更改 IP。 

◼ 若需使用本所插座行電源則須提供一對二之電源擴充座。 

 

➢ 現場低壓 AMI通訊效能測試(台電負責)： 

    現場測試案例共兩個，將同時進行，但低壓 AMI 通訊系統應優先回報事件訊息資料

至後端系統。測試時間至少須達連續 7 天(含假日)以上，若因廠商自身的因素造成測試時

間不足，視同測試失敗。驗證期間發生異常時，廠商須提出相關資料(如 log 紀錄)證明本

身通訊系統部分正常運作，方可請本公司測試人員協助釐清問題及辦理相關事宜(如更換

電表模擬器等)，惟廠商不得浮誇通報，影響整體驗證時間，如有查獲者將提送相關文件

予本案評鑑小組。若第一次測試不符標準，廠商可提出改善分析報告，經本公司審查核可

後，將再安排後續測試。再次測試時程為當年度所有廠商完成第一次現場測試後依本公司

評鑑小組審查改善分析報告核可順序進行。 

 

➢ 低壓 AMI通訊系統拆除(測試廠商負責)： 

    現場低壓 AMI 通訊效能測試結束之後，測試廠商必須在一個工作日內負責將所有安

裝的低壓 AMI 通訊系統拆除，包含支架和土木建築，並復原現場原狀，電表模擬器不可

破壞並留置現場。若測試廠商拆除低壓 AMI 通訊系統時導致本公司任何財物損失，須測

試廠商需負責賠償。現場測試結束之後，測試人員會在現場隨機挑選保存採用的各種通訊

技術一套，以利日後有爭議時可與原始設備進行比較查核驗證。剩餘之待測物，測試廠商

自行帶回，本公司不再負有保管之責。 

 

➢ 通訊效能測試結果產生與評估(台電負責)： 

    測試人員產生測試結果提交評鑑小組。若第一次測試不符標準，廠商可提出改善分析

報告，經本公司審查核可後，將再安排後續測試。再次測試時程為當年度所有廠商完成第

一次現場試測試後依本公司評鑑小組審查改善分析報告核可順序進行。 

 

5.3. 測試案例 

每個電表模擬器於各刻(每小時的0分、15分、30分、45分)會產生一筆定期讀表資料(Load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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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enter)、並每天至多隨機產生三次事件訊息。現場測試將連續進行現場場域測試至少 7天以上，

涵蓋假日。表 4.1為現場場域測試案例清單，兩個測試案例同時進行。進行測試之前，測試人員將

提供當次測試電表模擬器相關資料(CSV 檔案)與後端系統 URL 連線帳號與密碼等相關資料，由廠

商負責對自家系統進行設定，前者為低壓 AMI 通訊系統與電表模擬器進行連線的必要資訊，後者

為低壓 AMI通訊系統與後端系統連線的必要資訊，相關操作請見『低壓 AMI通訊系統之評鑑測試

介面規範(P1 & P6)』文件。 

 

 

表 5.1 現場測試案例清單 

測試案例 測試目的 測試天數 

Field-1 

定期讀表 

效能驗證 

驗證低壓 AMI 通訊系統之定期讀表效能是否符合低壓 AMI

通訊系統需求規格。 
連續 7 天以上

(含假日)。 Field-2 

事件訊息回報 

效能驗證 

驗證低壓 AMI 通訊系統之事件訊息回報效能是否符合低壓

AMI通訊系統需求規格。 

 

 

 

5.3.1. Field-1 定期讀表效能驗證 

測試案例編號 Field-1 定期讀表效能驗證 

先決條件 1. 通訊系統、電表模擬器及 MDMS 端皆有上電並為啟動狀態。 

2. HES 與MDMS 及電表模擬器有連接並運作正常。 

3. 各系統內部時間誤差為 20秒內。 

測試流程 電表模擬器於各刻(每整點的 0分、15分、30分、45分)都會持續產生讀表資料，

HES 系統須使用 P1 介面之 GET 持續收集定期讀表資料，並使用 P6：part1 之

created(MeterReaidngs)回報讀表資料，測試開始時間為 T (T 為整點數字)，測試

次數為 n，HES 應於(T+4n)：00~(T+4n)：30 的時間區間內回報資料為前(T+n)：

00~(T+3n)：45 的各刻資料，n為 1~42 執行 168小時，相關資料確認以後端系統

收到的時間為準。 

 

涵蓋電表數：全數涵蓋。 

測試時間：7 天 30分鐘。 

 

範例：若某廠商測試為 2018/05/01 12：00開始測試，則： 

第 1次回報 2018/05/01 16：00~16：30 MDMS 要接收到 12：00~15：45 之資料； 

第 2次回報 2018/05/01 20：00~20：30 MDMS 要接收到 16：00~19：45 之資料； 

…. 

第 42次回報 2018/05/08 12：00~12：30 MDMS 要接收到 08：00~11：45之資料。 

 

效能量測方式 1. 假設同時進行測試之顆電表模擬器共有 M 顆，每 15 分鐘產生一筆定期讀表

資料，則每 4小時共有 (M*4*4)筆 Load profile資料產生。 

2. 計算每前半小時HES系統回報之數值是否正確且符合上傳時限之資料筆數為

HL  



                                   

附件七 
 

                                                                                                       
15 

 

3. 每次定期讀表成功率為(HLn / M*4*4)*100%。 

4. 總體定期讀表成功率為( ( ∑HLn) / M*4*4*42)*100%。 

 

 
 

 

評判標準 後端系統之每小時定期讀表成功率達 95%以上，且總體定期讀表成功率平均達

99%以上。 

 

5.3.2. Field-2事件訊息回報效能驗證 

測試案例編號 Field-2事件訊息回報效能驗證 

先決條件 1. 通訊系統、電表模擬器及 MDMS 端皆有上電並為啟動狀態。 

2. HES 與MDMS 及電表模擬器有連接並運作正常。 

3. 各系統內部時間誤差為 20秒內。 

測試流程 電表模擬器依測試排程產生事件訊息，事件訊息產生後，將立即以 P1 之

EventNotification 服務通知 FAN端模組，FAN 需要立即傳送 HES 端並利用 P6：

part1的 created(EndDeviceEvents)將訊息回傳至 MDMS 端。 

 

涵蓋電表數：全數涵蓋。 

每個電表模擬器每 3小時產生一個事件。 

 

測試時間：7天 30分鐘。 

 

效能量測方式 1. 統計測試時間內所有電表模擬器所產生的總事件筆數 PE。 

2. 統計總測試期間每個事件從產生至 MDMS 收到時間差在 30 分鐘內的事件

數目：RE 

3. 事件訊息通知成功率為 RE/P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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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標準 事件訊息通知成功率為 90%以上。 

 

5.4. 無效資料筆數評定方式 

現場測試期間，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或無法歸咎於廠商之因素，而造成測試結果失效時，需

另行定義資料筆數，以保持效能統計的公平性。 

➢ 電表模擬器故障：  

    自測試廠商判斷電表模擬器故障開始，至經測試人員確認並更換新電表模擬器並完成

初始化程序，此段時間該電號應回傳相關資料皆視做無效資料筆數。例如測試廠商於第 5

天 08：00 判斷電表模擬器 A(假設電號為 W)故障，測試人員確認後更換電表模擬器 B，

並在第 6 天 12：00完成電表模擬器 B 初始化程序，則在此段時間，後端系統應該收到該

電號的任何資料皆視作無效資料筆數，其對應效能計算方式調整如下表。若同一時段有數

顆電表模擬器故障，則合併計算。 

測試案例 原始統計方式 無效資料筆數 調整後數據 

Field-1  

定期讀表 

效能驗證 

每 4 小時共有 16X 筆各

刻 Scheduled讀表資訊產

生，假設有 X 顆電表模

擬器。 

電號 W 於故障期間，每

4 小時共有 16 筆無效資

料筆數。 

16X-16=16(X-1) 

計算每 4 個小時後端系

統成功收到統計成功率

區間的完整 Load Profile

資訊總筆數，如 Q。 

電號 W 於故障期間，後

端系統應收不到該電號

之 Scheduled讀表資訊資

料。 

Q 

每 4 個小時的讀表效能

為 Q/16X。 

 每 4 個小時的讀表效

能為 Q/16(X-1) 

Field-2 

事件訊息回

報效能驗證 

測試時間內所有電表模

擬器所發布的總事件筆

數 CE。 

假設電號 W 於故障期

間，預計應產生 O 次事

件訊息。 

CE-O 

檢視後端系統中，事件訊

息產生後 30 分鐘內、60

分鐘內，就收到完整事件

訊息的資料筆數有，如

T、S。 

電號 W 於故障期間，後

端系統應收不到該電號

的事件訊息。 

T、S 

事件訊息回報效能分別

為 T/CE、S/CE。 

 事件訊息回報效能分

別 為 T/(CE-O) 、

S/(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