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託調查研究費
項次

期別：107 年 7 月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輸電設備維護

107.8.1~109.7.31

管理系統導入

內容摘要

決標金額

核准理由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仟元）

（預期效益）

一、本公司供電單位現已全面推行「輸電設備維護

8,350

本計畫預計完成規劃整合單

委託對象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

管理平台」
，同時結合雲端化、行動化等趨勢， （不含稅）

機式及網頁式圖資資料標準

大數據分析之

開發相關應用服務，本計畫擬延續先前成果，

架構、「公共設施管線資料交

加值應用

並納入及規劃土木、電纜等部門之需求，導入

換標準」之資料建置及功能開

大數據分析架構及機制，進行後續加值應用功

發、
「輸電設備維護管理系統」

能之開發。

功能精進、台帳資料統計分

1

二、本工作主要目標包括提供各道路主管機關建置

析、製表及圖示功能等。

轄管管線資料庫、輸電設備維護管理系統功能
精進、將目前輸電設備維護管理系統圖台更新
為主流瀏覽器皆可支援之圖資平台、擴充相關
輸電設備資料導入大數據分析架構等。
三、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9,000 仟元（不含
稅）
。
再生能源非預

107.08.01〜

期併網於全黑

109.01.31

合聯電網科技
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雖已於 103 年度委由台灣大學研究針對
「台電全黑起動即時決策電腦化系統功能研

7,390
（不含稅）

1.彙整全系統太陽光電併網現
況及負載資料，以估算不同

啟動路徑規劃

發」，並加以智慧化，以利快速研判並執行復

時段之發電占比，並建置饋

與分析

電計畫，但隨著系統 PV 發電量大幅度增加，

線 PV 相關資料庫，以因應

會減少系統的慣量，增加全黑初期復電的難
2

未來太陽光電增加。。

度，因此；全黑復電取載過程中若能自動化選

2.依北中南各全黑啟動機組及

取 PV 的滲透率較低的饋線，有利快速研判並

其相關啟動路徑，考慮再生

執行復電計畫。

能源併網、系統加載以及發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8,481 仟元（不含

電機最低運轉能力，模擬衝

稅）
。

擊規模是否影 響全黑啟動
程序；並重新評估全黑啟動
路徑及程序。

動態熱容量系
3

107.8.1~109.1.31

國立臺灣大學

一、蒐集至少二家國外電業於動態熱容量監控之應

統精進及整合

用實例，包括採用設備規格、動態熱容量計算

研究

方法、後端平台提供之功能與資訊，並與本計
1

5,082.9

本計畫於現場裝設結合即時

（不含稅）

氣象資訊之動態熱容量監測
系統，以即時監測目前線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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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採用設備進行比較。

轉狀況，並計算最大載流量及

二、裝設動態熱容量監測系統所需之設備，包括動

線下淨空距離，提供運維人員

態熱容量量測設備、小型氣象站、通訊系統及

即時可靠之監測熱容量資訊。

應用管理平台開發環境等，並開發動態熱容量
監測系統內之應用管理平台功能。
三、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6,000 仟元（不含
稅）
。
AMI 電表通訊

107.8.1~108.9.30

應用層資安滲

財團法人電信
技術中心

透測試研究

一、行政院於 99 年 6 月 23 日核定經濟部研擬之
「智
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正式啟動我國

7,900
(不含稅)

先 進 讀 表 基 礎 建 設 (Advanced Metering

P1 及 P2 介面)、通訊模組及
通訊 系統 之安 全檢 測與 評

Infrastructure, 以下稱 AMI)建置，也成為本公

估

司推動低壓 AMI 標準、技術研發與產業帶動

2.AMI 電表通訊資安檢測平台

之重要工作，係建構未來智慧電網之主要基礎

之建置

建設。

3.FIPS 140-2 密碼模組檢測標

二、隨著基礎設施的聯網互通，也易成為駭客鎖定
4

1.AMI 計量單元與 Route A(含

準研析

重點攻擊的目標，在國際間，AMI 系統已成為

4.電表密碼模組演算法之安全

惡意攻擊者入侵的熱門標的，為此，本計畫預

性檢測

計以本公司現有低壓 AMI 系統架構之新型模

5.AMI 電表軟韌體升級安全功

組化電表為測試標的，進行軟韌體弱點掃描與

能研析

安全性評估，並建構一 AMI 電表通訊資安檢

6.AMI 資安數位鑑識研析

測平台，以確保本公司 AMI 系統網路之安全

7.金鑰管理系統 KMS 功能需

性，降低遭受駭客攻擊與入侵風險。

求研析

三、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8,480 仟元（不含
稅）
。
供電線路智慧
故障定位系統
5

開發

107.8.16~109.2.15

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一、將 161KV 輸電線路故障定位系統之故障定位
演算法程式進行優化改善，以提升故障定位精
確度，並使用故障歷史資料驗證。
二、開發線路保護電驛資料擷取功能、線路導線參
數界接功能等，使系統更易於使用。
2

3,200

161KV 輸電線路諸多為地下

（不含稅）

電纜線路與架空線路混合、多
種架空（或電纜）線徑所組成
之線路或三端子線路架構
等，線路保護電驛在事故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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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4,000 仟元（不含

無法由內建的演算法準確得

稅）
。

出其故障距離。計畫使用自主
開發之線路故障測距演算機
制，使用線路保護電驛內部紀
錄之故障電流與故障電壓波
形，配合輸電線路參數、輸電
線鐵塔與人孔座標位置等資
料，計算故障距離及定位故障
地點。

107 年能源暨
環境教育推廣
計畫

107.07.09~107.12.08

台灣公民實踐
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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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全球暖化與區域性環境議題日受重視的今
日，電力事業如何在電力發展及產業活動下兼

1,600
（不含稅）

為落實推動環境教育，台電公
司除加強企業內部人員環境

顧環境保護，已成為企業及國家永續發展的關

教育外，更期許身為國內主要

鍵。台電公司透過具體可行的策略與行動計

電力能源供應者，應有義務及

畫，力求事業活動過程與環境保護之間，可以

責任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

達成平衡，更積極參與環境教育推動，希望以

習之社群，以及促進國民瞭解

能源教育使得政府、教育界及社會大眾重視能

『電力能源與生活環境』相互

源的重要性。

依存的關係，因此藉旨述工作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1,828.572 仟元（不

案，研擬提升民眾對本公司綠

含稅）

色企業永續經營認知之規劃
研究，並透過從小扎根的能源
及環保教育，可讓民眾瞭解本
公司的友善環境行動，並藉由
回饋機制作為未來公司轉
型、永續發展及持續推動綠色
企業之參考。

協和計畫發展
7

海洋牧場相關

107.8.1~108.10.31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一、協和發電廠座落於基隆外木山，以燃燒重油來
發電，由於機組已相當老舊，台電公司於近兩

3,655

本研究將就協和電廠發展海

（不含稅）

洋牧場規劃做初期的海域生

研究：海域生

年啟動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希望將協和電

態調查，以釐清協和計畫海域

態及漁業資源

廠改為燃氣機組，並同時興建天然氣接收站，

目前的生態環境，並評估未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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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應電廠所需，因此未來的協和電廠除機組

發展海洋牧場之可行方向。

冷卻用之溫排水之外，還有 LNG 冷能可做相
關應用，極具發展海洋牧場及生態電廠之潛
力。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4,000 仟元（不含
稅）
AMI 電表金鑰
管理系統建置
研究

8

107.08.01~108.05.31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一、台電公司正在佈建低壓智慧電表系統(以下稱
AMI)，由於智慧型電表與集中器等設備的安

3,950

本計畫將研發一套 AMI 金鑰

(不含稅)

管理系統，以滿足本公司新設

裝位置多位於開放空間，RF 與 PLC 通訊網路

及既設電表之金鑰產生、派

技術也都屬於開放式媒介，為了降低 AMI 系

發、更新及廢止等管理需求，

統的資安風險，AMI 系統除了須具備資料存

攸關公司未來智慧電表傳輸

取安全與資料傳輸安全防護外，更重要的就是

的資通安全。

所有電表必須採用不同的金鑰來進行存取控
制與加解密，來避免 break-one-break-all 的系統
性風險。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4,452 仟元（不含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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