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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為台電綜合研究所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

「離岸海氣象觀測塔監測資料庫建置與應用模組開發(Ι)」(計畫編號：

TPC - 546 - 4320 - 0301)期末報告。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自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執行。本報告依照合約與服務建議書擬定之計畫工作項目，

完成台電公司於彰化外海之海氣象觀測塔結構振動監測設備安裝、結構

振動資料收集、介接國家能源主軸計畫海氣象監測資料、監測資料加值

與資料庫建置、海氣象觀測塔風、波、流載重估算、海氣象觀測塔實測

振動反應分析、海氣象觀測塔整體反應數值分析、參考風機受力反應分

析以及教育訓練等工作項目。 

本計畫於台電公司海氣象觀測塔上方架設雙軸加速度計，取得觀測

塔結構振動變形資料，配合科技部能源國家主軸計畫於台電公司建置之

彰化離岸海氣象觀測塔上方架設氣象及海象監測儀器，收取目標場址之

環境資料，提供後續離岸風機設計作用力估算；透過本計畫建立觀測塔

支撐結構數值模型，依實測海氣象資料估算環境作用力，進行觀測塔結

構振動反映模擬，經與實測結果比對，顯示基礎勁度略低於原設計值。

東北季風條件下，結構應力分佈尚未超過容許值。 

本計畫亦同時以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NREL)公開之 5MW 離岸風機及支撐結構做為參考風

機，依實測環境資料給定載重條件，分別考量大口徑單樁基礎、重力式

基礎及套管基礎受力分佈，顯示套管基礎穩定性較佳，重力式基礎所受

作用力則較高。 

 本計畫相關監測成果已透過監測資料庫建置，將海氣象觀測塔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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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之氣象、海象及振動監測資料透過網路視覺化使用介面，提供台電

公司人員擷取所需環境資料及相關分析結果，展示平台操作介面使用方

式透過教育訓練向台電公司離岸風場開發成員說明，以協助台電公司有

效掌握離岸風場環境狀況，達到輔助台電公司開發離岸風場之目標。 

 

關鍵字：海氣象觀測塔、振動監測、監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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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is the final report of “Development of monitoring database 

and application module for meteorology mast”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Project No. TPC - 546 - 4320 - 0301). In this two-year project. The 

following items are presented, which include (a) Installation of monitoring 

sensors for structure vibration, (b) Collection of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by 

connecting NEP II project database, (c)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data 

inventory, (d) Calc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loads from wind, wave and 

current, (e)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vibration responses of Met Mast 

structure from monitoring data, (f) Numerical study on the behavior of Met 

Mast, (g) Preliminary study of responses of reference offshore wind turbines. 

(h) Training courses regarding to offshore wind farm development. 

In this project, the biaxial servo-accelerometer has be installed on the 

offshore meteorological mast to measure the vibration data of the support 

structure.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has also be collected by the 

meteorological measurement system to help determining the environmental 

loading for the following design of the offshore wind turbine. In addition, 

the numerical model of the meteorology mast has be built to evaluate the 

foundation stability under such environmental loading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st and risk of subsequent offshore wind farm development. By comparing 

the monitoring data in the Northeast monsoon season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btained from finite element model, the stresses in the structure 

members of the Met Mast are in the allowance. However, the foundation 

stiffness is overestimate in the origi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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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ssessments for the supporting structures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s are done by numerical models. Three type of foundations are 

considered for the 5MW reference offshore wind turbine presented in the 

reports of NREL. The loading conditions given in the numerical model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meteorological data in the Northeast 

monsoon season. In this preliminary study, the lateral force and moment 

acted on the super-element on the mudline surface of the jacket type 

foundation is lower than the supporting structure with monopole and gravity 

found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 of the monitoring database with intuitive GUI 

interface, detailed meteorological and vibration data, this project will assist 

the Taiwan Power Company in understanding the offshore wind farm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ore efficiently and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shore wind farm. 

 

Key words: Meteorology mast, Vibration monitoring, Monitoring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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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說明 

1-1 計畫概述 

本報告為台電綜合研究所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

「離岸海氣象觀測塔監測資料庫建置與應用模組開發(Ι)」(計畫編號：

TPC - 546 - 4320 - 0301)期末報告。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自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執行。本報告依照合約與服務建議書擬定之計畫工作項目，

完成台電公司於彰化外海之海氣象觀測塔結構振動監測設備安裝、結構

振動資料收集、介接國家能源主軸計畫海氣象監測資料、監測資料加值

與資料庫建置、海氣象觀測塔風、波、流載重估算、海氣象觀測塔實測

振動反應分析、海氣象觀測塔整體反應數值分析、以及教育訓練等工作

項目。 

1-2 計畫背景及目的 

 台灣自然資源有限，超過 99%之能源供給仰賴國外進口，以能源自

主性及多元性觀之，台灣之能源安全亟待提升，故發展自主能源、分散

能源來源為目前刻不容緩之事。同時再生能源之生產成本受國際能源價

格波動有限，加以其分散之特性，對提升台灣能源安全有極大的潛力。

再者，再生能源於利用過程中不會排放二氧化碳，在全球追求環境保護、

管制溫室氣體排放之趨勢下，對台灣環境品質改善甚有助益，故為我國

政府「節能減碳」施政之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考量台灣地理環境特殊，為颱風與地震等天然災害高潛勢地區，國

際間雖已有水深 20 公尺離岸風場開發經驗，但面對台灣特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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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離岸風力發展經驗難以直接轉移供國內使用。因此如要開發我

國離岸風能，除需借重國外的經驗，更需要整合國內產學研相關能量，

針對台灣特殊的颱風及地震環境，共同開發適合我國的離岸風能發電技

術。 

 離岸風機為我國未來最重要的再生能源來源，台電公司預計於彰化

設置完成 2 部裝置容量至少 3MW 之離岸風力示範機組，同時依經濟部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興建離岸海氣象觀測塔，以利後

續風機之設計安裝。而離岸風場的推動、規劃與設置，首先需要收集完

整的海氣象資料，才能合理評估風能，選擇合適的風機，進行支撐結構

最佳化設計，以進行離岸風場開發。 

建立海氣象觀測塔(Meteorological mast)，可直接量測風速、風向、

溫濕度與氣壓等設計，是獲得海上風資源數據最直接方法。特別是面對

台灣頻繁的颱風與地震較嚴苛的環境條件，海氣象觀測塔蒐集之觀測資

料對離岸風場未來長期營運規劃、抗颱耐震風機選用、支撐結構設計以

及風場開發風險及成本控管皆有關鍵性作用。海氣象觀測塔的建置除了

可作為離岸風場開發評估使用外，亦可作為一海洋環境長期觀測平台，

長期蒐集的環境資訊，同時配合基礎結構反應監測將有助於離岸風場運

維監測。另外，海氣象觀測塔亦具備氣象站的功能，可用於提升氣象預

報準確度，即時海象及氣象資料可作為後續海事工程應用參考，降低工

程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台灣電力公司欲開發之先導型離岸風場位於彰濱外海，海氣象觀測

塔設置於彰濱風場南方芳苑風場北側，座標位置為 N 2655320、E 176028，

如圖 1-1 中之三角形點位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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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我國彰濱外海先導型離岸風場鑽孔點及觀測塔位置圖 

 

依能源局於 104 年 07 月 02 日公告之「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

作業要點」中公開 36 處潛力場址基本資料(如圖 1-2)，台電公司目前所

設置之海氣象觀測塔除了可直接提供台電公司擬開發之 26 號風場進行

風機選型、支撐結構設計、海事工程規劃應用參考外，更可提供後續臨

近風場(如 27 號、28 號及 29 號風場)開發參考環境基本資料。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為台電公司設計規劃之海氣象觀測塔為單

樁型式，觀測塔結構整體高度為 108m，工作平台位於海平面 1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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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能源局公告之 36 處潛力場址範圍資料 

 

 依照經濟部能源局頒布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規定，

海氣象觀測塔量測項目包括風速、風向、氣溫、氣壓、濕度、降雨、淨

輻射強度等水面上資料，以及流速、流向、波高、週期、波向、水溫、

鹽度、水密度等水面下資料。 

 科技部為協助我國離岸風場開發，委由國家能源主軸計畫進行海氣

象資料收集，風速資料收集主要依循 IEC 61400-12-1 規範，由杯式風速

計量測(cup anemometer)，而風向則由風向計量測，其他相對應儀器量

測項目包含氣溫、氣壓、濕度、降雨；於海象觀測項目包含波浪、海流、

潮汐等水文現象，透過於水底設置都卜勒流剖儀 (Acoustic Dopp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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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ofiler, ADCP)，以量測波高、週期、波向、流速及流向等資料，

水位量測可利用設置潮位計達成。 

 我國離岸風電產業目前正處於起步階段，十分缺乏離岸風機支撐結

構設計經驗，不易掌握海氣象觀測塔及離岸風機等超高海域結構物之振

動與變形反應。此外，亦無離岸海氣象實測環境資料可供離岸風機支撐

結構進行環境載重計算。本計畫配合台灣電力公司海氣象觀測塔建置，

透過增設觀測塔支撐結構基礎變形量測設備，搭配科技部收集之風、波、

流資料，建立環境載重造成觀測塔及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變形及振動反應

間之關聯性。 

 為有效利用離岸海氣象觀測塔監測資料，本計畫擬依現有離岸風場

設計需求建置合適之資訊展示平台，並搭配台電既有之監測系統建立長

期支撐結構振動反應資料庫，以利業務單位後續資料調用。透過觀測塔

所收取之海氣象資料與本計畫收取之支撐結構振動反應資料，依時間校

調進行數值模型分析，便可建立完整風波流與支撐結構振動反應之關聯

性，以利後續評估分析使用。 

 長期監測之環境與結構反應資料可用來開發離岸風機作用力分析

模型及風機整體反應分析模型。開發之模型可利用海氣象觀測塔結構長

期動態監測結果進行校正，並用於分析不同條件下觀測塔與離岸風機之

作用力及整體反應，提供電力開發單位合理之環境條件預警值，以達到

降低風場開發成本及風險之目標，發揮離岸海氣象觀測塔長期監測資料

之最大效益。 

1-3 計畫架構 

本計畫架構包含七大區域，自離岸海氣象觀測塔至陸域接收站，預

計完成(1) 觀測塔環境基本資料蒐集、(2) 監測設備運送及環境資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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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3) 環境資料庫建立、(4) 觀測塔環境作用力分析、(5) 觀測塔及離

岸風機靜態及動態分析模型、(6) 觀測塔振動反應監測與分析及預警值

建立及(7) 監測展示平台建立等工作內容，以串聯前端海域海氣象資料

收集及後台資料彙整展示。本計畫架構圖如圖 1-3。 

 

 

圖 1-3 計畫架構圖 

 

計畫工作架構第一區塊為「觀測塔環境基本資料蒐集」。本計畫除

了透過設備採購安裝完成海氣象觀測塔結構反應監測，同時彙整介接科

技部國家能源主軸計畫收集之海氣象資料。為確保環境資料監測順利，

須同時考量觀測塔與監測設備介面整合，包括安裝夾具、電力供應及空

間配置等工作細項。 

計畫工作架構第二區塊為「監測設備運送及環境資料傳輸」。本計

畫團隊為順利安裝海氣象觀測塔監測儀器，與台電再生能源處、綜合研

究所及中鋼公司協商後，中鋼公司同意協助本團隊運載大型設備。為確

保監測資料順利回傳陸上中繼站，除考量陸上接收站周邊環境空曠無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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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物外，亦須考量海上監測資料傳輸量及訊號干擾等。 

計畫工作架構第三區塊為「環境資料庫建立」。環境及結構振動反

應監測資料量極龐大，本計畫團隊為有效管理監測資料，將協助台灣電

力公司建置監測資料庫，將海氣象觀測塔海氣象及結構振動監測資料，

進行檔案轉換、資料處理後匯入資料庫。 

計畫工作架構第四區塊為「觀測塔環境作用力分析」。本計畫透過

風洞試驗及數值模擬計算不同環境條件下之風、波、流作用力，以供後

續支撐結構穩定性分析使用。 

計畫工作架構第五區塊為「觀測塔及離岸風機靜態及動態分析模

型」。透過本計畫工作架構第四區塊「觀測塔環境作用力分析」，本計畫

可取得離岸風場之風、波、流環境載重，並代入本計畫建置之海氣象觀

測塔及離岸風機數值分析模型，將可進行海氣象觀測塔及離岸風機整體

支撐結構受力變形反應分析。 

計畫工作架構第六區塊為「觀測塔振動反應監測與分析及預警值建

立」。本計畫透過結構監測資料進行海氣象觀測塔結構健康診斷分析，

透過長期監測資料可進一步利用結構損傷識別技術分析結構受損狀況

評估，並建立離岸風場環境預警值供台電公司參考。 

計畫工作架構第七區塊為「監測展示平台建立」。為供台電相關人

員快速有效擷取所需環境資料及分析結果，本計畫將建置視覺化之展示

平台，以有效控管離岸風場環境狀況。 

為說明本計畫執行狀況，本報告共分為九章，分別針對本次期中報

告預定完成工作事項進行說明。各章節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章：計畫說明 

本章節將針對本計畫背景、計畫架構及執行進度進行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