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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儲能系統於電網自動調頻控制之應用與驗證 
Appl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for Power Grid 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 

吳成有* 張書維* 李明勳** 

Wu, Cheng-Yeou Chang, Shu-Wei Li, Ming-Xun 

李祖安** 張育誠** 賀冠傑** 

Li, Zu-An Chang, Yu-Cheng He, Guan-Jie 

摘 要 

本研究以國產之 1MW/1.5MWh 貨櫃式鋰離子電池儲能系統，搭配具自動電網頻率調節

功能之電能調節系統以及高速率即時電力數據量測設備。依循台電公司研擬推出之「儲能自

動頻率控制(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 AFC)調頻服務資源」輔助服務採購方案中所訂定之

服務能力測試要求，逐項進行測試。試驗結果顯示目前建置於台電綜合研究所樹林所區之併

網型 MW 配電級儲能系統符合標準，具備參與該項輔助服務之能力。 

關鍵詞(Key Words)：電池儲能系統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自動頻率控制(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輔助服務(Ancillary Service)、高速率即時電力數據量測設備(High-speed Real-time 

Power Data Measurement Equipment)。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帕特萊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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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as V47風機葉片加裝渦流產生器之數值研究 
A Numerical Study on Vestas V47 Wind Turbine Blade Retrofitted with Vortex Generators  

黃偉哲* 

Huang, Wei-Je 

摘  要 

本研究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軟體進行 Vestas V47 風機葉片之二維流場數值模

擬。分析在最大風速下不同位置之葉片性能，探討在不同位置加裝渦流產生器及渦流產生器

尺寸對於葉片升阻力係數及升阻比的影響。討論二維流動的假設與實際物理現象的差異，了

解加裝渦流產生器可能會帶來的優缺點。由最大風速下之葉片性能分析可得，葉片中段的空

氣動力學性能最好，而且即使是在最大風速的運轉條件下，攻角為 0°時，邊界層分離現象也

不會發生。當攻角為 18°時，加裝 VG3 的葉片截面性能提升效果最佳。升力係數提高 4.35%，

阻力係數降低 4.33%，升阻比提高 9.07%。本研究探討二維流動，假設渦流產生器在翼展方

向造成的影響可以忽略，此假設會讓數值結果與實際物理現象有偏差。流體流經大尺寸的渦

流產生器時，會直接產生邊界層分離，造成反效果，因此縮小尺寸可能會是不錯的解決辦法。 

關鍵詞(Key Words)：風機葉片 (Wind Turbine Blade)、數值模擬 (Numerical Simulation)、渦流產

生器 (Vortex Generators)、邊界層分離 (Flow Separation)。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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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變電所所內交直流電源低壓突波吸收器之設置需求

及條件研究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and Conditions of Low-Voltage Surge Protection Devices on the AC 

and DC Sources in Various Voltage Level Substations 

周至如* 吳立成** 楊智淵*** 

Chou, Chih-Ju Wu, Li-Cheng Yang, Chin-Yuan 

陳昭榮* 曾逸平** 林子喬* 

Chen, Chao-Rong Tseng, Yi-Ping Lin, Tzu-Chiao 

摘  要 

本文針對台電公司各級變電所所內交、直流電源低壓突波吸收器之設置需求及條件進

行研究，主要探討各級變電所所內交、直流電源低壓系統可能承受之突波電壓，其中考慮雷

擊、開關突波及接地故障之狀況，以及檢討突波吸收器之抑制效果。文中將建置變電所之電

磁暫態模型，藉此模擬變電所低壓電源回路之突波電壓；其中考慮不同位置發生雷擊、開關

操作及接地故障時之狀況，以及低壓突波吸收器安裝與否。此外，本研究亦赴超高壓變電所

進行低壓電源回路之開關突波電壓量測，並比較量測數據與模擬結果，藉此檢討既設低壓突

波吸收器之效果，並提出突波吸收器設置時機、最佳安裝(保護)位置、接線方式及設備規格，

以供變電所低壓電源系統突波保護規劃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 (Key Words)：低壓突波吸收器(Low Voltage SPD)、開關突波(Switching Surges)、雷擊

突波(Lightning Surges)。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供電處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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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06 花蓮震災花蓮~美崙線地下管路增設工程 
案例分享

A Case Share of the Underground Piping of Meilun-Hualien Port Line Due 

to 1070206 Earthquake 

     林俊次*  呂世彬* 
    Lin, Chun-Tzu Lu, Shih-Pin 

王玉銘* 陳政裕* 陳狀琦* 
Wang, Yu-Ming Chen, Cheng-Yu Chen, Chuang-Chi 

摘  要

臺灣位於地震活躍環太平洋火山帶中，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交界上。菲律賓海板塊

以每年平均 82 公釐的速度朝西北碰撞歐亞板塊，因此地震頻繁。臺灣地震帶主要有三，分

別為西部地震帶、東部地震帶以及東北部地震帶。花蓮位在東部地震帶以及東北部地震帶

上，而東北部地震帶系多屬淺層地震，對地上及地下設備造成顯著的影響。107 年 2 月 6 日

於花蓮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6.26 的地震，本次地震對於花蓮地區造成房屋傾倒、道路龜裂及

17 人死亡、285 人受傷、停電約 2,008 戶(1 條饋線全停)、停水約 4 萬戶，地上及地下設備均

造成顯著的影響。

花東供電區營運處 69kV 花港~美崙線地下管路受本次地震影響甚大，於災後配合機電

規劃電纜加大跨距設計，辦理該線路增設地下管路工程，地下管路工程涉及許多單位權

責，現場管路埋設情形錯綜複雜、施工空間狹隘，本篇記錄工程推展過程及遭遇問題，

並對本次地震對地下管路造成影響進行調查整理，供各單位未來辦理相關工程規畫參考。 

Abstract 

 Taiwan locates in the seismically active zone of the Pacific Ring of Fire and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Eurasian Plate and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subducts the 

Eurasian Plate at a speed of averagely 82mm per year, causing frequent earthquakes in the area. 

There are three major seismic belts in Taiwan, i.e. the West Seismic Belt, the East Seismic Belt 

and the Northeast Seismic Belt. Hualien is located on the East Seismic Belt and the Northeast 

Seismic Belt. Since the Northeast Seismic Belt belongs to shallow Seismic zone, earthquakes on 

the belt are apt to cause significant effects to the ground and underground equipment. An 

earthquake of Richter scale 6.26 hit Hualien on February 6, 2018, and caused significant damages, 

such as house dumping, cracked roads, 17 deaths, 285 injuries, est. 2,008 household blackouts (one 

TPC feeder out of service), est. 40,000 household water outages, and severe damages to ground 

and underground equipment. 

The underground piping of Meilun-Hualien 69kV port line of 花東供電區營運處 (the 

Branch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in Hualien) was strongly hit by the earthquake too. After the 

earthquake, a decision was made to increase the cable span to accommodate the electrical planning 

of adding underground pipeline, but the execution of the decision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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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to name a few (1)the engineering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involved jurisdictions of a 

numerous of government sectors, (2)the field conditions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were so 

complicated and (3)the construction space was extremely narrow, etc. This study aims to put down 

in writing the impacts of the earthquake, the proces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derground pipelines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units and similar engineering of 

the company.  

關鍵詞 (Key Words)：0206 花蓮震災 (0206 Hualien Earthquake)、米崙斷層 (Myron Fault)、地

下管路受損 (Damage to Underground Lines)、地下管路防震 (Underground Pipe Shock-proof)。

*台灣電力公司輸供電事業部花東供電區營運處



IED故障文件自動回傳 DDCC之接收系統雛型開發 

Development of Prototype System for IED Event Data File Retrieving from DDCC 

張文恭* 李冠毅* 武文強** 

Chang, Gary Lee, Iverson Wu, Allen 

吳政亭** 王耀村*** 梁宥鋒*** 

Wu, Cheng-Ting Wang, Yaw-Tsuen Liang, You-Fong 

摘  要 

現代智慧型電子裝置(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 IED)被廣泛應用於變電所，以數位化

方式進行數據量測、儲存及監控應用，再將蒐集來的資料結合人工智慧學習加以分析診斷。

傳統 IED 數據收集須經另外派遣人力至現場進行存取。本研究計畫目的在單一平台上建立一

套將不同廠牌/型號 IED 之故障錄波資料檔案自動回傳至配電調度中心(Distribution Dispatch 

Control Center, DDCC，以下簡稱調度中心)之雛型蒐集系統，以利調度中心即時掌握配電饋

線故障情況，藉此提升變電所饋線 IED 保護設備之附加價值與功能。本文針對新竹區處

DDCC 監控範圍之二次變電所裝設的不同廠家 IED 通訊協定及軟體進行測試，以發展故障錄

波資料可自動回傳至 DDCC 之功能。 

關鍵詞(Key Words)：智慧型電子裝置 (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自動回傳故障數據系統

(Automatic Return System of Fault Information)、配電調度中心 (Distribution Dispatch Control 

Center)、通訊協定(Communication Protocol )。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

**歐華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配售電事業部新竹區營業處(王耀村經理已調任台北北區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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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電表金鑰管理系統建置研究 
A Study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MI-based Key Management System 

林哲毅* 徐彬海** 陳宣同** 洪裕翔** 

Lin, Che-I Hsu, Ping-Hai Chen, Hsuan-Tung Hung, Yu-Hsiang 

摘  要 

為了降低 AMI 系統的資安風險，最顯著的方法是對 AMI 系統的存取權限進行控管，並

將所有傳輸的資料進行加密。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勢必需要在每顆電表內皆安裝存取與加

密用的金鑰，並由一金鑰管理系統來對所有電表的金鑰進行產生、派發、更新及廢止等作業，

以確保後續資料傳輸的私密性、完整性及認證性。本研究之目的即是建立此金鑰管理系統並

規劃完整的金鑰管理機制，制定金鑰管理系統與其他 AMI 系統成員的通訊介面，如通訊廠

商的 HES、台電控制中心的 MAM 及台電各區處所使用的近端操作軟體等。除此之外，為了

增強金鑰管理伺服器的安全性，本研究亦研析導入 HSM(Hardware Security Module)的可行

性，將伺服器端的金鑰產生與加解密都交由 HSM 裝置來運算，並保護資料庫所存放的金鑰，

以符合 NIST IR 7628 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Key Words)：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金鑰管理系

統(Key Management System, KMS)、加密(Encryption)。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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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修正下需量反應推動策略與效益驗證模型研析 
A Study on DR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DR Programs 

楊新全* 施恩** 

Yang, Shin-Chuan Shih, En 

王玟菁* 鄭伊秀** 

Wang, Wen-Ching Cheng, I-Hsiu 

摘  要 

為了維持供電可靠度與穩定電價，台電公司長期以來推動各類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

施。然而，缺乏一套較全面的需量反應的成本效益評估機制。因應現今需量反應措施的發展

問題，本研究聚焦需量反應推動的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等)，掌握該國電業推動需量反應

的準則或設計方式，作為我國推動不同類型措施之效益衡量方法以及作業流程的參考。同時

蒐集國外需量反應效益評估機制，參考國外作法並因應我國國情與環境，提出我國需量反應

方案之設計評估之相關建議，供台電公司檢討不同方案之推動成效。最終根據台電公司在電

業改革過程之角色，進一步提出台電公司在電業改革下之不同時期需量反應策略，以及未來

台電公司在不同階段之需量反應推動藍圖。 

關鍵詞(Key Words)：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成本效益分析(Cost-Effective)、事後驗

證(Ex-Post Effect)。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台灣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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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公共區域電力消費現況與節電推動策略 
Taiwan Multifamily Building Common Area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Strategies to Energy 

Efficiency 

孫廷瑞* 廖文華* 林文祥** 

Sun, Ting-Jui Liao, Wen-Hua Lin, Wen-Hsiang 

謝維晃** 蘇娟儀* 傅孟臺* 

Hsieh, Wei-Huang Su, Chuan-Yi Fu, Meng-Tai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集合住宅公共區域用電進行市場研究，透過 10 場次深度訪談、602

份問卷調查及 3 場次焦點座談，以利釐清集合住宅公共區域用電消費現況，探討影響公共區

域用電消費的關鍵因素、節能推動的障礙及潛在的因應策略，作為政府研擬住宅能源效率政

策與相關計畫推動的參考。 

關鍵詞(Key Words)：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集合住宅(Multifamily)，公共區域(Common

Area)。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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