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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簡介

一、協會簡介：

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於2010年9月正式成立，協會會員由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界之系統

廠商、零組件供應廠商、原材料供應商，以及相關學術與研究機構所組成。協會成立之目的係以

扶植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發展，透過協會運作形成產業對外溝通、交流與合作平台，並爭取政府

輔導產業發展之獎勵與政策措施以及與中國大陸和國外相關產業之產、學界的對話、合作，奠定

基礎、互通有無，建立國內智慧型電網產業之緊密鏈結。

二、協會宗旨：

透過整合國內電力電子、電機與資通訊產業能量，推動國內智慧型電網產業發展。

三、協會任務：

1.建構國內智慧型電網系統設計與整合能量。

2.促成國內智慧型電網產業與技術交流和整合。

3.扮演智慧型電網產業與政府溝通橋樑，提出發展智慧型電網產業之政策輔助需求。

4.協助國內智慧型電網產業行銷國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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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電網產業範疇可分為先進讀表基礎建設系統、先進配電自動化系統、智慧家庭(建

築)系統、微電網系統、智慧輸電系統、智慧電網儲能系統等六大領域。產業細部架構與發展現況

如下。

(一) 先進讀表基礎建設系統

先進讀表基礎建設系統主要可分為電表、資料傳輸與控制中心三部份。電表部份由智慧型電

表、資料集中器	(Concentrator)	或讀表介面單元	(Meter	Interface	Unit)	組成，資料傳輸主要為通

訊網路可分為公眾與私有廣域網路與電信網路例如	GPRS/GSM、光纖等，在控制中心分為	AMI	

通訊管理系統與電表資料管理系統	(Meter	Data	Management	System,	MDMS)，並與電力公司	

ERP	相關應用軟體整合(如：開票系統、客服系統、停電管理系統等)。

一、台灣智慧電網技術發展現況

圖	1、台灣先進讀表基礎建設系統架構

在台灣產業發展方面，高壓電用戶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總預算金額約為新台幣16.9	億元，

由得標廠商大同公司由資策會技術移轉經濟部科技專案成果，研發高壓先進讀表基礎建設	(AMI)	

系統，包含系統規劃、建置、驗證，讀表介面單元	(MIU)	與高壓電表則分別由大同與中興電工提

供。低壓電用戶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方面，佈建	600	萬戶需經費約新台幣	360	億元。目前台電在

2011至2012年選定低壓1萬戶換裝智慧電表，評估效果後再檢討2013到2015年規劃建置100萬具

之可行性。可能參與的廠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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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低壓電用戶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設備商

圖	2、配電饋線自動化系統架構

設備 可能參與的廠商

高/低壓智慧電表 大同、中興、士電(玖鼎)、康舒、華新儀錶、富宏、台灣施耐德電機

通訊模組 康舒、達創、盛達、大同、玖鼎、昱家、華新儀錶、指旺

集中器與讀表介面單元 四零四科技、康舒、達創、合勤、華新儀錶、工研院、研華、大同

AMI系統
資策會、大同、台達電、中華電信、Itron、Altos、台灣施耐德電機、

工研院

電表資料管理系統

(MDMS)
大同、資策會、中華電信、eMeter、Oracle、Itron、Altos

(二) 先進配電自動化系統

配電饋線自動化系統通訊線路主要為饋線調度控制中心	 (FDCC)	與變電所資訊末端設備	

(FRTU)	與饋線資訊端末設備間的資料傳輸(FTU)。變電所內	FRTU	在自動化系統扮演集中器	

(Sub-station	Concentrator)		採用光纖維持高可靠度的傳輸。

地下配電區若採用光纖可維持通訊可靠及防止電磁干擾；在架空配電區域或架空及地下混合

之配電區域則採用光纖、無線通訊或租用電信線路方式。配電饋線自動化系統主要具備監視、控

制及資料蒐集	(SCADA)	及線路故障偵測、隔離及復電(FDIR)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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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先進配電自動化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

台灣先進配電自動化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如表	2。

分類 設備名稱 提供廠商

變壓器油中氣體分析儀 中興、華城、士電、大同、儀測(G.E)

亭置式&	桿上型變壓器	(配電用) 大同、士林電機、華城、亞力

復閉器	(Recloser) 華城、士電

架空自動線路開關
中興、華城、亞力、士電、東元、大同、傑克、台灣施

耐德電機

地下自動線路開關
中興、華城、亞力、士電、東元、大同、台灣施耐德電

機

變電所遠端監控終端	(RTU) 中興、健格、祥正電機、大同

配電系統遠端監控終端	(FRTU) 中興、健格、祥正電機、大同

饋線資訊末端設備	(FTU) 中興、健格、祥正電機、大同

SCADA	監控系統	(軟體)
中興、健格、亞力、祥正電機、中華電信、 Siemens、

ACS、SNC 、大同、研華、台灣施耐德電機

SCADA	監控主機 HP、研華

GPRS/光纖(Fiber)	數據機MODEM 惠通、四零四科技、訊舟科技、研華

網路交換器、路由器
健格、華城通訊、大同、四零四科技、Cisco、Altran、研

華

配
電
設
備
方
面

配
電
饋
線
自
動
化
系
統

(三) 智慧家庭(建築)系統

智慧家庭電能系統所關聯的設備包含智慧家電、電動車慢速充電器、電能管理晶片、家庭電

能管理系統(能源管理介面)、家庭閘道器	(home	gateway)	、人機監控介面、負載類型控制介面、

無線感測器、有線感測器、通訊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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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智慧家庭(建築)系統圖

圖	4、智慧家電發展歷程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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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智慧家庭與建築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

設備名稱 提供廠商

智慧家電
EHome：程翔科技（Cheng Xiang）

Control4 EMS：展嘉國際、大同、工研院

電動車慢速充電器 台達電、亞力、光寶、華城、台灣施耐德電機、工研院、鎰福電子

電能管理晶片 威盛

家庭、建築電能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介面)

台灣松下、中華電信、英太智慧、東洲能源、大同、台灣施耐德電機、

工研院

家庭閘道器(home	gateway)	 台灣松下、新華、中華電信、大同、台灣施耐德電機、工研院

人機監控介面 台灣松下、中華電信、工研院、台灣施耐德電機、研華

負載類型控制介面 鉅康科技(Netvox)、齊碩科技(JosephTech)

無線感測器 ZigBee通訊模組：泓格科技(ICPDAS)、鉅康科技(Netvox)、研華

有線感測器 鴻泰儀器、偉菱科技

通訊模組

PLC 通訊模組：康舒科技(AcBel）、盛達電業、工研院

ZigBee 通訊模組：泓格科技(ICP DAS)、鉅康科技(Netvox)、工研院、研華 

Ethernet 通訊模組：四零四科技、研華

Wi-Fi 通訊模組：四零四科技、研華

(四) 微電網系統

微電網	(Micro	Grid)	的概念是將一系列的負載與微電源整合成為單一可控制的系統，向用戶

提供電力與熱能。微電網的概念可再進一步拓展成多微電網的概念，就是由數個不同區域的微電

網組成一個新的電網，電網的規模可任意的擴張。如果任一區的電網發生故障，可將此區域電網

解聯，其它部份之電網可持續運轉，這樣的技術發展將支持所謂蜂巢式智慧電網	(The	Cellular	

Smart	Grid)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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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微電網運作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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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微電網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

設備名稱 提供廠商

分散式電源	–	定置型燃料電池 中興

分散式電源	-	太陽能
冠宇宙、東君、亞力、奈米龍科技、齊碩科技、茂迪、新

世紀、台達電、大同

分散式電源	-	小風機 新高、耀能、恆耀、宏銳、樹德、大同

分散式電源	-	微渦輪機 漢翔

分散式電源	-	儲能系統 大同、長園、康舒奈、亞力、米龍科技

電動車快速充電器 亞力、達電、光寶、華城、台灣施耐德電機、鎰福電子

雙向直交流轉換器 中興、台達電、盈正豫順、茂迪、核研所研發

微型變流器(Inverter)
亞力、台達電、華城、中興、仿真、東城、昇暉能源、台

灣施耐德電機

最大功率追蹤器 台達電、核研所研發

區域監視、控制及資料蒐集系統	(SCADA) 亞力、歐華、榮成、中興、中華電信

自動電壓調整器	

(AVR)	LVRT(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茂迪

配電等級靜態虛功補償器(SVC) 台達電、台技電機

配電等級靜態同步補償器(STATCOM) 台達電、大同

自動電壓調整器(AVR) 台達電、中興

功率調節器 核研所研發中

Loop	Balance	Controller	(LBC) 無

市電併聯靜態切換開關 榮成

保護電驛設備 亞力、台技電機、台灣施耐德電機

資通訊設備 四零四科技

台灣微電網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如表	4。

(五) 智慧輸電系統

智慧輸電產業可分為高壓直流輸電系統(HVDC)、彈性交流輸電系統(FACTS)、廣域量測

系統(WAMS)以及智慧變電等多個領域。如圖	6。廣域量測系統(WAMS)為以同步相量測量裝置

(Phase	Measurement	Unit,	PMU)為基礎而建立的電網全面即時監視系統。主要功能包括電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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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智慧輸電系統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

統即時狀態監視、動態行為監錄、事故記錄及穩態相量記錄等。彈性交流輸電系統(FACTS)則是

應用大功率、高性能的電力電子元件，製成可控制並提供有效或無效功率的電源或電路等設備，

用於增強對輸電系統的電壓、阻抗、相角、潮流等的靈活控制能力，提高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和穩

定度，並提升現有輸電線路的輸送能力。高壓直流輸電系統(HVDC)則是將電廠發出的交流電轉換

為高壓直流電進行傳輸，多用於海底與遠距輸電，以及不同頻率(50、60	Hz)系統間之互連。

圖	6、智慧輸電系統示意圖

台灣智慧輸電系統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如表	5。

分類 設備 可能參與的廠商

輸電系統
彈性交流輸電系統(FACTS) 台達電、ABB

高壓直流輸電系統(HVDC) ABB

重電設備 智慧型高壓輸電變壓器 華城、大同

電線電纜 光纖複合架空地線(OPWG)
大亞、太平洋電線電纜、華新麗華、華榮電線電纜、

大同

運轉環境

監測

廣域量測系統(WAMS) 歐華、SEL(亞力代理)、ABB

同步向量測量裝置(PMU) 歐華

輸電線動態額定熱容量線上監測 開發中 (台灣大學、台達電)

無線感測網路(WSN) 四零四

電力品質監測系統 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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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智慧電網儲能系統

智慧電網之儲能系統泛指併接於電網，可儲存電網上電力或釋放電能對電網供電，並受

該電力管理系統控制協同電力系統運作之系統裝置。如圖	7。現階段可運用於電力系統之儲

能裝置包括：蓄電池、超級電容(Super	Capacitor,	SC)、飛輪(Flywheel,	FW)、超導磁場儲能

(Supercon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	SMES)、氫儲能(Hydrogen	Energy	Storage)、壓縮

空氣儲能、抽蓄水力儲能、液流電池(Flow	Battery)等。儲能系統之主要特性在於系統之儲能裝置

功率、儲能容量(功率乘以能量釋放時間)、系統功率反應時間(儲能裝置存取能量之轉換速率)與儲

能成本(電力儲放成本)。

圖	7、智慧電網儲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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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智慧電網儲能系統相關設備項目與廠商

設備 可能參與的廠商

MW級儲能系統 混合型鉛酸-鋰電池 系統： 健格

配電級儲能系統

鋰電池
系統：核能研究所、台邦科技、施耐德、ABB

電池：長園科技、昇陽科

鉛酸電池 系統：成功大學

混合型鉛酸-鋰電池 系統：健格

家庭用戶端儲能系統 飛輪 系統：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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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智慧電網先導示範簡介

國內智慧電網發展在第一期智慧電網主軸專案計畫與經濟部能源資通訊技術發展帶動下，完

成18座智慧電網技術展示場域展現國內智慧電網技術發展成果與能量，分別為1)智慧電網控制中

心與智慧家庭示範中心	2)大都會型智慧讀表系統示範	3)微電網及電動車示範場	4)先進配電自動化

示範系統	5)智慧型直流/交流混合型微電網示範系統	6)智慧讀表系統與需量反應系統	7)百瓩級自

主式微型電網示範系統	8)智慧建物節能示範場域	9)汙水處理廠馬達動力設備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	

10)量販店節能管理系統	11)燃燒爐優化操作示範系統	12)高科技廠冰水系統最適化控制系統	13)智

慧型直流供電系統教育展示屋	14)智慧家庭(建築)電能管理系統	15)智慧電表系統與家庭能源管理

系統示範區	16)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	17)整合再生能源與儲電系統社區展示運行18)便利商店節

能管理系統。前述智慧電網示範場域主要由科技部、經濟部能源局與企業主導設置，可協助智

慧電網設備與系統技術商品化、整合測試與系統驗證，為智慧電網全面佈建與產業推動最重要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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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2
34

5
6
7

8
9

1 智慧電網控制中心與智慧家庭示範中心

地點: 大同大學
參與單位:
■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 國家科學委員會
■ 教育部

2 大都會型智慧讀表系統示範

地點: 台北市民生社區
參與單位:
■ 資策會 ■ 台電業務處
■ 大同 ■ 康舒
■ Renesas ■ DS2

3 微電網及電動車示範場

地點: 
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3號
參與單位:
■ 核能研究所
■ 華創車電

4 先進配電自動化示範系統
地點: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電力研究所 (樹林)
參與單位:
■ 義守大學 ■ 亞力電機
■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電力研究所
■ 健格科技 ■ 華城電機
■ 祥正電機 ■ 大同

5 智慧型直流/交流混合型微電網示範系統

地點: 
中興電工林口廠（桃園龜山）
參與單位:
■ 中興電工 ■ 核能研究所
■ 耀能公司 ■ 長園科技公司

6 智慧讀表系統與需量反應系統

地點:中壢市中央大學
參與單位:
■ 中央大學 ■ 資策會
■ 大同 ■ 玖鼎
■ 康舒 ■ 齊碩

7 百瓩級自主式微型電網示範系統

地點: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
究所(龍潭)
參與單位:
■ 核能研究所 ■ 台達電子
■ 中興電工 ■ 裕隆電能

8  智慧建物節能示範場域(工研院-中興院區)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 工業技術研究
院中興院區
參與單位:
■ 工研院
■ 玖鼎電力資訊公司
■ 昱家科技

9 汙水處理廠馬達動力設備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

地點: 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
參與單位:
■ 工研院
■ 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
■ 中欣工程行

10 量販店節能管理系統

地點: 大潤發頭份店
參與單位:
■ 工研院
■ 大潤發

11 燃燒爐優化操作示範系統

地點: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
參與單位:
■ 工研院
■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12 高科技廠冰水系統最適化控制系統

地點: 台中市中部科學園區中科路
參與單位:
■ 工研院
■ 友達

13 智慧型直流供電系統教育展示屋

地點: 國立中正大學教二館337室
參與單位:
■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 東元
■ 福豐盛股份有限公司 ■ Fujitsu
■ 立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北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 益通動能股份有限公司

14 智慧家庭(建築)電能管理系統

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奇美樓8樓
參與單位:
■ ABB ■ 鉅康科技
■ 資策會 ■ 大同公司
■ 新華電腦 ■ 中華電信
■ 笙泉科技 ■ 源鼎科技
■ 蔚華科技

15 智慧電表系統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區

地點: 能源局台南人間清境社區
參與單位:
■ eMeter ■ 資策會
■ 康舒、達創、玖鼎 ■ 東城科技
■ 大同、中興、康舒、士林電機
■ 台電、能源局、台南市政府、工研院

16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

地點: 澎湖本島
參與單位:
■ 能源局 ■ 台電公司
■ 國科會 ■ 台灣大學
■ 義守大學

69kV

智慧發電與調度
! " 1處太陽能智慧變流
器測試場

智慧輸電
! " 1條輸電線智慧監控
系統

! " 2所智慧變電所

智慧配電
! " 2條配電自動化饋線

智慧用戶
! " 2,000戶低壓智慧電
表(AMI)

! " 100戶智慧家庭示範
戶

17 整合再生能源與儲電系統社區展示運行

地點: 金門縣烈嶼鄉東坑社區
參與單位:
■ 中科院 ■ 中興電工
■ 群力 ■ 有量
■ 思渤 ■ 鼎佳
■ 華德 ■ 達方
■ 耀能 ■ 冠宇宙

18 便利商店節能管理系統

地點: 全台之全家便利商店分店
參與單位:
■ 工研院
■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N HI, N I, LI
, N LI指標群
解釋用電狀況

排程
控制

智慧型
櫃溫控策略

冰櫃
節能

動態
需量

故障
診斷

FF區
節能

空調
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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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智慧電網先導示範簡介

聯絡人 陳貽評博士

聯絡人電話 +886-2-25925252#2817

聯絡人電子信箱 ipin.chen@tatung.com

 參與單位與項目

●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智慧電表、AMI系統、智慧家電)

●	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私校特色計畫、教育部之教學卓越計畫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透過產業界的技術與學校的研發能量結合，完成的「智慧電網控制中心與智慧家庭示範中

心」，可提供學校師生未來許多研究題材，進而達到培育智慧電網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同時提

供一個開放場所，供國內外人士參訪，有利於廠商推廣技術與市場行銷。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1)智慧電表系統	(AMI	System)

本場域建置IEC標準的三相與單相智慧電表，並採用DLMS/COSEM資料格式標準，

應用有線通訊PLC和無線通訊RF兩種混合方式，傳送電表資料至集中器，再透過校內網

際網路或WiMax無線通訊技術，將資料回傳至系統，架構圖詳如圖	9所示。

(一) 智慧電網控制中心與智慧家庭示範中心

 示範場地點

大同大學

 示範場域概述

本場域在校園內安裝歐規IEC標準與美規ANSI標準智慧電表，數量達百具以上，並採用混合

式通訊技術，包含有線通訊PLC和無線通訊RF兩種。再利用集中器收集電表資料傳至系統後，可

掌握校內絕大多數負載之用電情形。此外，亦建置16坪之智慧家庭展示中心，其中包含智慧電視

系統、智慧插座、飛輪發電系統、雨水回收過濾系統與智慧家電設備等的相關節能應用(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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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系統中點擊任一集中器，可查詢集中器所接收的各電表資訊，包含通訊技術、連

線狀態、用電量或是最後讀表時間等，進而監控大樓重要的用電負載資訊，系統功能如圖	

10所示，圖	11為目前裝設的智慧電表。

(2)智慧家庭系統	(Smart	Home	System)

本區主要展示智慧家庭之概念，故設備涵蓋智慧電視系統(NFC功能)、可調控之冷

氣、微波爐以及電冰箱等家電設備，其中各設備皆含有UART介面，可接受SAANET控制

封包，進而遠端遙控設備開關。另外，該示範中心於裝潢設計時，皆已內建智慧插座，因

此不僅能偵測各項家電之用電量，亦能透過Wi-Fi傳遞用電訊息，並可利用行動裝置(如手

機)進行斷電操作，對於家庭用電可做最安全且最適當之使用，如圖	12所示。

(3)飛輪發電系統	(Flywheel	Energy	System)

飛輪發電是藉由室內踩踏運動，帶動發電機產生電力，並經由轉換器將交流電轉換

成直流電，並儲入電池中，負載可連接伺服器、檯燈等，亦可使用於緊急發電，如圖	13

所示。

(4)雨水回收過濾系統	(Rain	Recycling	System)

大樓頂樓架設雨水回收桶並將雨水經由過濾器(濾棉、活性碳以及軟水樹脂等)流入位

於智慧家庭示範中心的水族箱內，提供魚群乾淨之水源，以達節約用水的目的。

示範特色或重點

此示範為台灣第一套IEC標準的智慧電表系統於大同大學校園內架設，可提供學校師生教學

與研究使用，並可提供國內外參觀的場所。未來將持續佈建新型智慧電表與採用新的通訊技術，

展示國內外最新的技術，並研擬與智慧家庭結合，展示未來智慧生活新應用。

中長期將納入再生能源、智慧逆變器、電池儲能、能源管理系統或家庭微電網等研究，期望

未來結合配電端的相關技術，以發揮智慧電表的最大效益，進而達成廣泛應用的目的。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	AMI解決方案提供者（包含智慧電表、通訊技術、MDMS系統與系統整合）

●	業界合作（包含AMI、智慧家庭與其他智慧電網相關）

●	智慧電網相關主題的產學合作

●	參訪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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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大同大學展示場域平面圖

圖	9、大同大學智慧電表系統架構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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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AMI系統視窗圖

圖	11、智慧電表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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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智慧插座

圖	13、飛輪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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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各式大同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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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都會型智慧讀表系統示範

 示範場地點

台北市民生社區

 示範場域概述

窄頻電力線通訊電表149具、寬頻電力線通訊電表353具、Zigbee無線通訊電表96具，總共約

598具；以上電表由12具集中器負責收集用戶用電資料，平均每顆集中器管理約50具電表。

聯絡人 李秉恆	經理

聯絡人電話 +886-2-66073176

聯絡人電子信箱 leifsbox@ii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資策會

●	台電業務處

●	大同(單相三線式電表)

●	康舒(單相三線式電表、集中器)

●	Renesas	(提供G3	PLC通訊模組)

●	DS2	(提供寬頻PLC模組)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	透過示範系統建置，研究各種通訊技術於大都會型場域之可行性。

●	透過量測單一饋線下之所有用戶，進而分析分路的用電特性。為了增加本次試驗之參考

性，選定在B6944-AE22變電站中屬於SM62饋線之迴路的所有用戶進行區域性的佈建。

●	為了更完整的測試不同電力環境的測試需求，測試用戶的供電系統不僅包含傳統地下一樓

的變電站系統，也包含置於地面上的亭置式電場，從電場位置及地下的引線方式來測試寬

窄頻電力線通訊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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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LAN通訊及WAN通訊各選用兩種通訊技術。LAN部分使用寬頻PLC與窄頻PLC通訊技術。

WAN通訊部分中壓PLC傳輸將集中器資料接上台電光纖網路，再回到台電區處的WAN通訊解決

方案。

示範特色或重點

協助國內業者制訂相關AMI資訊傳輸介面，使得各家廠商產品通訊互通，獲得8成以上國內智

慧電表廠商及多家通訊業者採用。使國內廠商之產品可互通無虞，互相支援，形成實質之產

業鏈。

推出AMI產業互通標準－協助1萬門AMI建置案主導廠商制定互通性業界標準，已獲得台電

AMI得標廠商採納，以期達到符合台電需求之AMI系統，包含LAN端PLC與RF通訊媒介的應用層

規範，與集中器可控制的指令集，章節共包含封包傳送格式、集中器與電表間動作流程、電表資

料暫存器與集中器控制指令等。

透過本計畫場域研究，協助AMI系統用戶加值服務功能之研究。利用用戶負載模擬與最佳電

費方案功能規劃，協助台經院規劃時間電價及需量反應方案，利用各種方案試驗，鼓勵用戶轉移

尖峰用電，使得用戶可以得到電力公司回饋，同時電力公司可以減輕尖峰用電、解決尖峰瓶頸

問題。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	可協助電表公司、通訊模組公司、通訊設備廠商由傳統/電子電表廠商/模組廠切入智慧電

表產業，由設備生產廠商提昇至系統整合廠商。

●	可協助國內系統整合廠商，透過技術移轉通訊集中器、智慧電表、ZigBee/PLC通訊網路

等產品，進攻國外市場。

●	可與業界合作成立研發中心，成立前瞻技術研發中心，進行人才培訓與資料管理系統平台

合作開發，進行完整AMI解決方案開發。

●	可協助整合電網跟其他應用與服務，例如可降低尖峰用電的需量反應系統、或配電系統及

斷電管理系統結合，以提高系統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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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低壓AMI測試場址規劃

圖	16、窄頻PLC測試(Concentrator#7地理配置圖)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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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系統建置架構

圖	18、AMI軟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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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外電站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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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電網及電動車示範場

 示範場地點

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3號

 示範場域概述

裕隆電能微電網及電動車示範場內建置有電動車充電站、23kWh鋰電池儲能系統、5kW雙向

直交流換流器以及4kW太陽能發電系統。電動車充電站可分別連接納智捷電動車進行與32A與80A

充電樁充放電控制，並運轉於V2H、V2G、V2V等微電網模式，同時具有市電併聯及孤島運轉模

式下進行平穩切換控制能力。

聯絡人 陳聖凱

聯絡人電話 +886-2-55900599#707

聯絡人電子信箱 samuel.chen@yulon-energy.com.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核能研究所(能源管理系統與5kW雙向直交流換流器)

●	華創車電(電動車)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台灣為海島國家，最適合發展電動車，也較容易實現「低碳島」目標。在政府推廣智慧電動

車產業的政策下，期望藉由發展微電網及電動車串聯、儲能、碳相關及社區能源等產業，形成綠

能黃金價值鏈，並藉由智慧科技的運用與潔淨能源的服務，創造綠色未來。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裕隆電能建置微電網及電動車示範場，用以示範微電網與電動車結合能源管理技術，可依

據電力公司及用戶之需求，開發能源管理系統。同時整合電動車充放電控制技術，進行V2H、

V2G、V2V等微電網運轉模式，依系統需求進行電動車電力調度至電網或家庭。此外與核能研究

所合作，開發包含短期再生能源預測技術、短期負載預測技術、儲能、負載及再生能源之能源自

動調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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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特色或重點

運用微電網能源管理系統結合電能車動態儲能之特性，並搭配具雙向充放電技術、孤島與併

網平穩切換，結合儲能設施、太陽能發電系統及家用負載，完成V2H、V2G、V2V等微電網運轉

模式。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微電網與電動車整合已為未來趨勢，利用結合再生能源科技發展電動車，除了可提供潔淨能

源的服務，亦可創造出新的能源商機，目前裕隆電能提供納智捷電動車充電座產品，可依節能綠

建築及社區環保需求，進行配套服務設計，未來計畫創造出同時具有智慧功能、綠能科技以及雲

端服務的「智慧電動車」，整合再生能源預測技術與短期負載預測技術，提供智能化雲端服務連

接電動車與規劃充電策略，期能配合政府推動「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劃」，達到CO2減排的環

保效果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20、新店裕隆汽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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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微電網及電動車示範場

圖	22、能源管理程式畫面 圖	23、微電網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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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先進配電自動化示範系統

 示範場地點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電力研究所	(樹林)

 示範場域概述

先進配電自動化示範場域位於台灣樹林電力公司綜合電力研究所，本示範場域可提供產業界

及學研界作智慧配電網關鍵組件及系統之性能測試。主要設備如下：

(1)	示範系統主站。

(2)	架空及地下二條11.4kV之測試饋線及10條模擬饋線。

(3)	主幹線裝置四路自動化線路開關(LS)及FTU。

(4)	分歧線裝置二路自動化LS、FTU，含通訊功能故障指示器(FI)。

(5)	於主幹線架設光纖、分歧線及負載端架設PLC及無線通訊模組。

(6)	含油溫感測元件和CT元件之智慧變壓器。

聯絡人 陳朝順	教授	

聯絡人電話 +886-7-5256436

聯絡人電子信箱 cschen@mail.ee.nsysu.edu.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義守大學

●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電力研究所

●	亞力電機(示範系統建置及自動化線路開關)

●	健格科技(示範系統主站)

●	華城電機(智慧變壓器)

●	祥正電機(FTU)

●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分歧線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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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建置ADAS示範系統，可提供產業界及學研界作智慧配電先進讀表及微電網功能測試。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ADAS示範系統建置所採用設備皆為國內廠商提供，其中包括監控主站2條實際配電饋線、2

條分歧線及10條模擬饋線，合作廠商亦將所開發之四路自動化開關、FTU等關鍵組件整合於本系

統，另外亦開發監控主站系統，可模擬現場饋線故障及處理故障區之隔離與非故障區之復電，並

完成FDIR功能自動化之展示及實際故障電流，以產生故障旗標，利用混合式通訊系統回傳主站即

時資料庫，再由主站決定復電之開關操作程序。未來配合ADAS後續計畫之執行，可進一步支援

各種應用功能與關鍵組件之測試。另外本ADAS示範系統將與AMI、微電網及智慧家庭作整合，達

成智慧電網之目標。

示範特色或重點

提供產業界及學研界作智慧配電網關鍵組件及系統之性能測試。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	混合式通訊功能測試。

●	智慧配電網相關之控制主站應用功能測試。

●	自動化開關、FTU、TTU等關鍵組件功能測試。

●	智慧變壓器功能測試。

●	分散式電源之併網衝擊分析。

●	AMI、微電網及智慧家庭作整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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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24、ADAS示範系統

圖	25、自動化線路開關及饋線端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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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ADAS主站系統執行主幹線故障復電

圖	27、ADAS實際饋線系統(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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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ADAS模擬饋線系統(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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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智慧型直流/交流混合型微電網示範系統

 示範場地點

中興電工林口廠（桃園龜山）

 示範場域概述

中興電工於台灣林口廠空南大樓西北角一隅，占地約300平方米建置一套20kW示範場域(圖	

29)，運用能量管理控制技術，整合再生能源發電與儲能電池單元，實現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的概念(圖	30)。

聯絡人 李庭官

聯絡人電話 +886-3-3284170#5941

聯絡人電子信箱 tw012181@chem.com.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中興電工（5kW備載燃料電池、10kW多功能三相逆變器及電能量管理系統）

●	核能研究所（電力潮流分析軟體(圖	31)）

●	耀能公司（3kW小型風力發電機及24kW太陽能發電系統）

●	長園科技公司（20kW儲能系統）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在科學家證實「全球暖化」的現象與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增加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之後，

節能減碳已是世界趨勢，而人類普遍地使用石化能源是造成二氧化碳大量排放的主要原因，身為

地球村的一份子，應當積極地參與其中。

本公司於桃園龜山廠建置的380	V直流/交流混合型（孤島/併網）微電網系統(圖	32)。本系統

可提供併網供電以及獨立供電，在台電電力穩定或斷電的情況下，由能量管理系統控制器進行智

慧型能量調度，達到最大能源運用效率。本系統除提供展示區綠色照明用電之外，並利用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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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本公司相繼開發完成之10kW~50kW具充/放電雙向功能之電力轉換器及10kW~50kW多功能

三相逆變器(圖	33)、嵌入式電能量管理系統(圖	34)及微電網能源管理系統。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此系統係利用市電電網與再生能源並聯組成之分散式智慧型微電網，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小

從一般家庭用電大至社區負載供電皆可使用，並發揮穩定良好之特性。本系統之創新性有下列

幾點：

(1)	雙向儲能 (直流微電網	←→	交流微電網)：

雙向儲能功能可以使直流電力與交流電力流通，達成多元化電力來源，提高電力供

應之穩定度與可靠度，更因為交/直流互通之網路架構，進一步擴大整體電力儲能容量。

(2)	削峰填谷 (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

本系統可於負載高峰期間，將儲能電池電力與再生能源電力同時供應交流電網負

載使用，降低交流電網之負荷，並於負載離峰時，交流電網之電力可再儲存於直流電網

中，達成調節電網電力削峰填谷之功能，可有效減少電網建置容量，降低建置成本。

(3)	獨立運行 (沒有交流電網，由再生能源與電池供電)：

本系統採用之儲能電池可有效儲能，於交流電網無法提供電力的同時，使用再生能

源結合儲能持續運行供應負載電力，達到孤島運行之目的。

(4)	同步供電 (電網/再生能源/二次電池一起供電)：

本系統利用智慧能量管理系統，可同時間調配使用電網、再生能源、儲能電池電力

供應負載所需電力。

(5)	市電併聯 (再生能源/燃料電池可以送電給交流微電網)：

傳統式風機與太陽能系統是直接併入交流市電端，必須同時考量多台系統之交流倂

網問題，如電壓、頻率、相位、功率因素、三相平衡等，而本套系統係於直流電網端將

再生能源電力整合後再送至交流端併網，而直流端並聯只需考慮電壓問題，再由單一台

雙向逆變器統一作動，並聯交流電網，可簡化電路架構與提升可靠度。

(6)	降低變壓器/變電站/輸電線容量需求：

本架構為分散式能源之架構可有效降低市電負荷，與市電一同提供電力供應負載，

減少變壓器、變電站、輸電線容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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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特色或重點

使用能源管理系統（EMS）管理電網上的所有電力設備及負載，並調配在380VDC直流匯流

排及48VDC直流匯流排上所有的電力行為。EMS與iFlex-μEMS可智慧化管理與監控在微電網上

所有的交直流電力活動，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做出最有利的判斷和最恰當的控制，以達到三個主

要目的：

第一優先：確保系統的穩定運行。

第二優先：提高整體系統效率（包括發電效率，電力調節器的能量轉換效率，儲能端的充放

電效率，用戶端的用電效率，與市電電網連接的購電/售電效率）。

第三優先：在上述優先條件下，自動調整整體系統，達到最經濟、高效益的用電模式。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本公司除提供微電網中相關之電力調節器及嵌入式能量管理系統之外，並希望能有機會結合

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業者，開發出一套完整的社區型微電網系統。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29、20kW智慧型交流/直流混合型微電網現場實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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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20kW智慧型交流/直流混合型微電網系統示意圖

圖	31、能源管理系統(iFlex-EMS)顯示潮流之即時測量與計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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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80	V智慧型交流/直流混合型微電網

圖	33、10kW多功能三相逆變器 圖	34、能量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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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智慧讀表系統與需量反應系統

 示範場地點

中壢市中央大學

 示範場域概述

●	高壓系統－93顆高壓三相智慧電表，館舍高壓總表佈建，掌握全校8MW需量流向。

●	低壓系統－安裝完成全校529計費表換裝、26戶獨棟用戶電表，掌握全校細部電費流向。

●	需量反應系統－包含機械舊館、機械新館、鑄造館、工程五館總共252控制節點，卸載容

量達500kW。

聯絡人 梁敏雄	博士

聯絡人電話 +886-2-66073674

聯絡人電子信箱 minsiong@ii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中央大學

●	資策會

●	大同（50顆高壓表）

●	玖鼎（43顆高壓表）

●	康舒（26顆低壓表）

●	齊碩（529顆參考表）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	利用實驗場域，進行AMI通訊技術測試驗證（包含無線Zigbee／有線PLC技術驗證）。

●	建置全台第一套符合國際標準(OpenADR)需量反應系統，驗證技術可行性。

●	利用館舍高壓總表佈建，掌握全校用電，了解用電流向，由過去只能掌握75%用電提升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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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計費表汰換為數位電表，掌握全校細部用電，提高節電參與程度。

●	協助建置內部計費系統，整合讀表系統與計費系統，協助校園進行拆帳公平化，鼓勵用戶

離峰用電，創造電業與用戶雙贏。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1)	高低壓混合AMI系統

●	館舍總用電觀測、校內計費端電表用電觀測，觀測數據包含總用電度數，各相電流、電

壓、功率因素、相角。

(2)	計費系統與時間電價試驗

●	整合校內數位電表，可套用台電時間電價，協助校內進行拆帳公平化，以鼓勵用戶離峰

用電。

●	單位分攤電表用電關係、台電帳單輸入工具、抄表輸入工具、計費所報表（含館舍用電

明細、單位用電明細、單位樓地板面積用電量等14個報表）。

(3)	需量管理系統

●	於中央大學進行需量反應測試，符合國際標準OpenADR，目前可依據DR事件，進行特

別緊急、緊急、普通緊急、正常等四種情境用電卸載。此套系統已於中央大學機械舊

館、機電實驗室、鑄造館、工程五館進行技術實證，可針對260個冷氣控制節點進行控

制，最高卸載需量可達500kW，實驗結果最高需量可減少16~18%。

●	依據系上決議，平日晚間12:00實驗室冷氣斷電，溫度設定於26度，減少浪費。

●	可於尖峰時間執行即時卸載控制，並可依課表設定教室冷氣啟閉時間，提昇用電效率。

示範特色或重點

●	利用實驗場域進行AMI相關通訊技術驗證，使得國內AMI技術得以不斷提升。

●	透過本計畫場域研究，發展並且協助國內業者發展智慧電表、通訊模組、集中器設備及後

端系統等，共同建立國內AMI產業鏈。

●	提供校方良好管理平台，掌握全校用電情形，透過收集到的用電資訊進行電力分析及統

計，藉此找出浪費的元兇，中央大學每年電費1億元，提供此系統平台後，由過去只能掌

握75%用電提升至100%，等於協助校方找到2500萬用電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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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費系統資料類別經過計算、整合，匯出報表，大量減少人工處理時間及可能發生錯誤，

管理員無須透過程式人員更新計費相關資料，僅需在一處統一修改，維護方便。

●	透過本案建置之需量反應系統，了解實地執行需量反應，驗證本計畫所開發之技術，更利

用問卷了解參與實驗人員意見，讓系統不斷提升改進。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	可協助電表公司、通訊模組公司、通訊設備廠商由傳統／電子電表廠商／模組廠切入智慧

電表產業，由設備生產廠商提昇至系統整合廠商。

●	可協助國內系統整合廠商，透過技術移轉通訊集中器、智慧電表、ZigBee/PLC通訊網路

等產品，進攻國外市場。

●	可與業界合作成立研發中心，成立前瞻技術研發中心，進行人才培訓與資料管理系統平台

合作開發，進行完整AMI解決方案開發。

●	可協助整合電網跟其他應用與服務，例如可降低尖峰用電的需量反應系統、或配電系統及

斷電管理系統結合，以提高系統的附加價值。

●	可協助大型學校/機關團體進行全域電表普查、建置，掌握用電流向、自動開立內部拆費

帳單，並透過自動需量管理系統，達到有效的節能與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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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35、AMI系統架構圖

圖	36、AMI建置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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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AMI讀表系統－電表負載資料

圖	39、AMI計費系統－台電帳單輸入

圖	41、AMI計費系統－抄表內容

圖	38、AMI讀表系統－電表顯示資料

圖	40、AMI計費系統－抄表帳單匯入紀錄

圖	42、AMI計費系統－館舍用電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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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需量反應系統－系統首頁

(含館舍用電與氣溫狀態)

圖	45、需量反應系統－排程設定

圖	44、需量反應系統－設備管理

圖	46、需量反應系統－卸載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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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百瓩級自主式微型電網示範系統

 示範場地點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龍潭)

 示範場域概述

由於再生能源發電具有間歇性與不確定性，若區域之再生能源佔比逐漸提升，勢必會衝擊台

電系統區域運轉之穩定性，為了提升區域電網再生能源滲透率，同時增加系統運轉安全，核研所

建置首座國家級百瓩級微電網測試平台(圖	47)，並發展微電網能源管理與電力控制技術包括：

(1)	可運轉於市電併聯與孤島運轉模式無縫平穩切換之靜態開關電力控制設備。

(2)	微電網之保護協調設計技術。

(3)	微電網儲能元件開發及備載控制技術。

(4)	微電網系統模擬與電力品質分析。

(5)	具實虛功率控制之微電網再生能源電力轉換系統。

(6)	微電網能源管理系統(EMS)之開發，完成負載自動卸載/解聯/併聯等控制技術。

結合100	kW高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系統(HCPV)；垂直式風力機2	kW兩台；水平式25	kW及150	

kW永磁同步風力發電機系統，3部65	kW微氣渦輪機以及125	kVA與100	kVA儲能系統等分布於三

區域之分散式電源，建置自主式(Autonomous)控制之微電網示範系統，完成微電網於市電併聯與

孤島運轉模式無縫平穩切換，有效控制區域電網再生能源發電滲透率達20%之目標，並藉由此微

電網示範系統之建置，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提昇國內微型電網產業技術，開發新興國家市場及

佔入先進國家市場供應鏈。

聯絡人 張永瑞	博士

聯絡人電話 +886-3-4711400#6380

聯絡人電子信箱 raymond@iner.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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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單位與項目

●	核能研究所

●	台達電子（125	kVA儲能控制及電力轉換系統）

●	中興電工（i-Flex電力潮流分析平台）

●	裕隆電能（家庭微電網與電動車能源調配管理系統）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為因應世界能源短缺與溫室氣體減量，行政院核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並配合經濟部

「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發展「自主式微型電網控制技術」。

使用更多的再生能源發電有其必要性，如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地熱能及生質能等。然

而，再生能源具有間歇與不確定性，若其佔比逐漸提升，勢必會對電力系統造成嚴重的影響，衝

擊到電力系統運轉的穩定性。為能提升再生能源滲透率，並調節區域電網之尖峰用電，達到削峰

填谷之目的，有必要發展微電網控制與管理之關鍵技術。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核能研究所已建置首座國家級之百瓩級微型電網試驗場，用以進行微電網關鍵技術之研發，

且與台電11.4	kV配電系統瑞源OQ38饋線完成併聯(圖	48)。基此，已進行微電網核心技術與創新

技術的研發與建立，包括：微電網三區域即時監控系統(圖	49)、於微電網Zone	1以靜態開關進行

市電併聯與孤島間的無縫平穩切換(圖	50及圖	51)、微電網的保護與協調技術、儲能系統及其控

制、電力品質分析、具虛功控制之換流器及微電網能源管理系統等。在上述的技術基礎下，已建

置自主式微電網試驗場，併網與孤島模式切換將驗證在再生能源滲透率達20%時，微電網控制與

管理技術確為可行。

此外，核研所積極開發家庭微電網技術，依據電力公司及用戶之需求，開發能源管理系統(圖	

52)，包含短期再生能源預測技術、短期負載預測技術、儲能、負載及再生能源之能源自動調配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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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特色或重點

運用核研所研發之家庭微電網能源管理系統(圖	52)，結合電能車動態儲能之特性，配合業界

技術開發需求，完成「家庭微電網與電動車能源調配管理系統」之設計與建置技術服務案，並搭

配具雙向充放電技術、孤島與併網平穩切換、低電壓穿越技術及實虛功率控制之單相5kVA雙向電

力控制系統(圖	53)，結合儲能設施、太陽能發電系統及家用負載，將本所開發之設備與技術成功

推廣於新店裕隆汽車城B1展示間運行展示。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微電網為智慧電網之基礎，核研所微電網測試平台可做為業界設備與技術之測試場域，協助

業界進入智慧電網產業鏈，且核研所微電網系統已與台電11.4	kV配電系統瑞源OQ38饋線併聯，

預期微電網可接受電力公司配電調度平台之需量調控與電力調度，其短期效益可提高台灣電力網

路對分散式電力承載容量，並提升電力系統配電末端區域電網的再生能源佔有率。中長期將結合

電動車、儲能產業，期望在中小型學校、醫院、社區廣泛運用，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藉由「自主式微電網控制技術」開發，期待能發揮電網之最大效益，提高供電品質的可靠

度、促進再生能源擴大應用與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並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開發對環境友善的潔

淨能源，與確保持續穩定的能源供應。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47、百瓩級自主式微電網示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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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微電網與台電瑞源OQ38饋線併聯

圖	49、微電網即時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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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微電網Zone	1孤島運轉測試系統

圖	51、微電網市電併聯轉孤島運轉模式切換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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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搭配儲能設施之單相5kVA雙向電力控制系統

圖	52、家庭微電網之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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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智慧建物節能示範場域 

 示範場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院區

 示範場域概述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院區坐落於新竹縣竹東鎮，為工研院主要院區，院區內具備辦公室、實

驗室及半導體製程等不同類型建物，各建物主要能耗來自於空調、照明、動力、電梯、送排氣、

插座迴路及實驗設備等。於全院共82棟建物建置iPower全院能源資訊平台，針對建物總用電、系

統用電、重大耗能設備及環境感知等資訊進行全面性監控，安裝3000個以上數位電表，每3分鐘

逾2萬筆資料進入平台資料庫，階層式分析全院、各院區及各建物之用電資料，即時掌握能源耗費

與流向。

聯絡人 陸忠憲

聯絡人電話 +886-3-5915022

聯絡人電子信箱 TonyCHLu@itr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工研院

●	玖鼎電力資訊公司(數位/智慧型電表)

●	昱家科技(無線感測器硬體製造)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由於全球溫室效應日趨嚴重且能源開發過度，推廣建物節能減碳已是刻不容緩，然而在推動

節約能源前，必需了解建物之耗能分佈、用電比例及節能潛力。然而目前商辦建物中，通常只能

取得建物總耗電，不能細分各單元用電，導致不知從何開始節能改善的動作，推廣智慧建物能源

管理平台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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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iPower全院能源資訊平台可清楚了解各院區用電狀況、系統耗電比例及需量，於各建物

可即時監控重大耗能設備用量及運轉狀況，以供實施節能減碳步驟之規劃、參考及節能效益的呈

現。此平台並可整合節能控制技術，提供完整建物智慧節能平台。因此在電費飆漲、能源短缺的

現況，確實有必要智慧建物能源管理平台之關鍵技術。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在系統方面，此iPower全院能源資訊平台(圖	55)可顯示各院區及各館之用電耗能資訊(圖	56

及圖	57)。經由各院區及各館的顯示頁面可清楚了解其用電及耗能狀態。

本能源資訊平台之完整功能如圖	58所示，主要功能為：院區及建物能源概況、即時資訊、資

料查詢、報表管理、警報管理、節能分析、節能控制及ISO50001等先進能源管理功能。

有別於其它能源管理系統，本平台結合各項節能控制技術，如：電腦智慧休眠iSleep、會議

室智慧節能控制、空調水側智慧變頻控制、空調FCU節能控制、空調AHU節能控制、辦公室節能

控制等（圖	59），經實場驗證後，均可依不同實場條件得到不同比例之節能效益。除此之外，提

供ISO50001之節能驗證技術（圖	60），可對實場建立耗能基線並藉此分析節能效益。

示範特色或重點

iPower平台利用平行處理架構，具備電力即時資訊、資料查詢、統計分析、需量預測及警報

與報表管理等功能；各館所屬之iBEMS智慧建物能源管理系統採用Zigbee無線傳輸技術，建立雲

端化服務平台，提供建物內用電管理、能源分析與節能控制等服務，並支援ISO50001國際能源管

理準則。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iPower全院能源資訊平台已成功建置於工研院各院區內，藉由能源分析結果，依據節能潛力

導入各項節能技術。未來初期規劃將推廣至各類大型院區，如醫院及學校等；中長期將以技術移

轉或業界合作模式，大量複製於各類大小型建物，以期能發揮能源管理平台之最大效益，另一方

面將持續增加此平台功能，以提供更完整的管理系統、更有效的節能控制技術，使此平台能提供

更好的管理策略達節能減碳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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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54、工業技術研究院建物分佈

圖	55、iPower全院能源資訊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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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iPower中興院區全區用電分析

圖	57、iPower中興院區10館用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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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iBEMS平台功能

圖	59、各項智慧節能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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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ISO50001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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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汙水處理廠馬達動力設備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 

 示範場地點

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

 示範場域概述

園區污水處理廠的設計最大處理容量為每日16.5萬噸，實際每日處理污水量約10.5萬噸，全

區納管率達100%，園區內所產生的事業廢水及生活污水均經污水下水道收集匯入園區污水處理廠

處理後，以優於國家放流水標準之水質（BOD5平均值9.7	mg/L；COD平均值24.3	mg/L；SS平均

值7.1	mg/L)，由專管放流至客雅溪，污水處理流程如圖	61，關鍵耗能區域為進流抽水站、接觸氧

化池與反沖廢水井。透過馬達異常診斷與優化節能控制示範系統建置落實系統產品普及運用。

聯絡人 鍾欣儀

聯絡人電話 +886-3-5913616

聯絡人電子信箱 hychung@itr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工研院

●	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

●	中欣工程行(馬達異常診斷管理平台、動力設備效能並聯優化控制技術)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依據96年產業科技策略會議之重要結論與建議，及行政院完成相關執行策略、推動機制與措

施研擬，「能源資通訊(EICT)產業」為能源產業推動主軸之一。本系統以實廠建置驗證技術了解

市場導入的瓶頸，並透過馬達異常診斷與優化節能控制示範系統建置落實系統產品普及運用。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在系統方面，此iPower全院能源資訊平台(圖	55)可顯示各院區及各館之用電耗能資訊(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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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污水處理廠使用許多馬達動力設備如泵浦、鼓風機，是最主要耗能設施，且多為大功率、24

小時運轉，然而目前缺少設備效能診斷管理與最佳化運轉技術，以致在污水進流量低於處理規模

的運轉下浪費許多能源。因此本計畫於新竹科學園區污水廠針對廠內六大處理單元的主要動力設

備導入馬達異常診斷技術及無線電力監測系統，建置範圍與區域如圖	62，六區的大動力設備共

19台，馬力介於72HP-270HP，管理平台具備振動頻譜資料分析與異常診斷功能，操作畫面如圖	

63。另外在耗能比例較大的處理單元反沖廢水井導入優化節能控制技術，將控制效率拉昇到最

高，並以多機最適化與動態追隨控制策略提昇能源效益，泵浦並聯最適化系統建置狀況如圖	64。

示範特色或重點

馬達訊號具多源肇因耦合特性，診斷難度高，本技術應用關鍵訊號轉換技術與智能演算技

術，擷取特徵訊號，將無意義的原始資料轉變成有用的資訊，診斷設備運轉狀態並指出各異常程

度關聯程度，驗證結果可將前兩類故障原因診斷出來的正確率大於95%。馬達診斷演算技術已於

污水廠實測中完成可行性驗證，確實找出異常案例並獲得業者認同。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本計畫由馬達設備元件診斷技術至馬達系統節能控制技術累積節能技術能量，未來可透過

「智慧電網之節能控制與整合技術開發計畫」將節能最適化控制技術延伸污廢水處理廠全廠，

以全廠關鍵耗能單元做為首要導入目標，將以濕井(如進流抽水站)單元與生物處理單元為實施標

的，預計提昇該單元的能源使用效率10-15%以上。整廠全流程之最適化運轉技術，預估全廠節能

效果可達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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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61、廢水處理流程圖

圖	62、馬達動力設備監控與節能管理示範系統建置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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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泵浦並聯最適化運轉示範系統

圖	64、馬達異常診斷管理平台



64

台灣智慧電網技術產業介紹

(十) 量販店節能管理系統 

 示範場地點

大潤發頭份店

 示範場域概述

發展商辦智慧節能演算技術，節能方法除老舊設備汰舊換新外，更應對運轉模式提供最適

合之節能運轉方案，以確保整體系統效率最佳化，故開發本項技術有其必要性。大潤發頭份店能

源管理暨空調箱控制系統，該店基地面積4,660坪，樓地板面積達13,258坪，室內賣場為B1及1F

兩個樓層，地上2至4層提供停車服務，約700至800個汽機車停車位。空調系統包含：3台冰水主

機、冰水循環泵3台、區域泵4台、冷卻水泵4台、冷卻水塔3座、17台空調箱及多台小型送風機等

設備。

聯絡人 陳翔傑

聯絡人電話 +886-3-5914927

聯絡人電子信箱 hcchen@itr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工研院

●	大潤發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因應國內外節能減碳趨勢，配合經濟部「能源智慧網路與節能控制之關鍵技術開發」計畫，

發展商辦智慧節能演算技術。節能方法除老舊設備汰舊換新外，更應對運轉模式提供最適合之節

能運轉方案，以確保整體系統效率最佳化，故開發本項技術有其必要性。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由電力統計及能源查核年報顯示，國內非製造業用電量以商辦與服務部門佔比最大，而空調

則為商辦型建物耗電量最多的主要系統，佔整體用電量40-50%以上，系統重大耗能設備包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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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主機、動力泵浦、水塔風扇及空調箱等大馬力設備，若能針對此類設備進行電力監測及耗費模

式分析，再輔以節能最佳化運轉策略，必能省下可觀之用電量。在現場需求端方面，空調箱或送

風機負責環境溫溼度及人員舒適控制，本系統結合現場無線感測網路，提供空調箱溫度設定、風

機變頻及外氣引入等自動化控制功能；於後端供給面來看，需求降低連帶影響供給減少，藉由降

低冰機負載、泵浦轉速降低等調控方式，達到節能效益。此外，系統介面提供管理者狀態資訊、

歷史紀錄與曲線等查詢功能，易讓使用者可以清楚了解能源消耗及流向等重要資訊。

示範特色或重點

環境無線感測網路：溫溼度、二氧化碳、空間人員負荷量及電力資訊皆透過無線Zigbee方式

回傳至後端管理平台，兼具低耗電及佈建簡單便宜等優點。

空調箱控制技術成功整合無線感測網路與既有圖控介面，在不影響系統穩定度前提下，完成

雙重閉迴路智慧控制技術，提供全自動化且低耗能之空調箱控制解決方案。

後端管理平台即時管控運轉狀態，利用環境室內外感測值，提供智慧控制最要參考輸入，達

到全自動化控制功能，大大降低技術導入門檻，循此模式進行易大量推廣。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建立空調改善標準模式，尋求技術合作廠商，整合雙方研發能量，於最佳時間點技術移轉至

適合廠商，並持續收集終端使用者導入成效與經驗回饋，優化已開發技術並規劃新技術研發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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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65、系統架構功能圖

圖	67、電力需量趨勢

圖	66、電力迴路即時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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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契約需量與卸載控制

圖	69、硬體架構實體建置圖

圖	70、空調箱控制軟體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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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燃燒爐優化操作示範系統 

 示範場地點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

 示範場域概述

導入能源資通訊技術，完成燃燒爐優化操作系統的開發與建置，藉由操作面的改善來提升工

業燃燒系統之運轉效率並降低空污排放。

聯絡人 鄭儀誠 博士

聯絡人電話 +886-3-5914930

聯絡人電子信箱 cheng@itr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工研院

●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導入能源資通訊技術，完成燃燒爐優化操作系統的開發與建置，藉由操作面的改善來提升工

業燃燒系統之運轉效率並降低空污排放。此座燃煤汽電共生鍋爐屬於前牆式設計，上中下三排共

九支燃燒器，滿載的蒸汽產量為350 TPH，最大發電量60MW，每日燃煤用量650~700噸，年運

轉時數8000小時 (圖 71)。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優化操作系統的實場建置過程(見圖 72)，整體架構說明如下(見圖 73)：

階段一：手動風門配比操作調整：

觀察汽電共生廠的操作數據，發現NOx有明顯偏高現象，此外二次、三次燃燒空氣風門只

能以手動方式調整，因此必須先將各風門調整到適當的風門配比，達到降低燃燒區域的Therom 

NOx生成，進而促使總燃燒空氣有更大的調整空間，使得原本鍋爐效率可再獲得提升。於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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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應用iDOE智慧型實驗設計軟體進行合適的風門配比手動操作調整(圖 74)。

階段二：O2回饋控制系統建置

在風門配比與總燃燒空氣量之調整過程中，發現原本位於煙道的O2濃度感測器易發生阻塞故

障，導致無法即時獲得正確的O2量測資訊，而原本建廠整合於DCS的煙道氧氣回饋控制系統也因

無法達到預期的操作成效，導致關閉其功能。因此於該測試場域建置了O2回饋控制系統，系統包

含了煙道尾氣的多取樣實體分析儀、煙道/煙囪的氣體濃度虛擬儀表(圖 75)、和氧氣回饋控制器

(圖 76)，能即時地調節燃煤鍋爐的總燃燒空氣量，確保燃燒效率維持在一定的合理範圍內。

階段三：MPC基底之燃燒優化控制

MPC基底之燃燒優化控制係從整體鍋爐操作面進行調整，應用建模與最佳化技術，以即時

操作方式將燃燒系統維持在最佳的操作狀態並同時滿足操作與空污等限制；該測試場域可供調整

的操作變數有煙道氧濃度設定值與每層的一次風量，可進一步用以提升鍋爐效率與最小化NOx生

成。目前已經完成MPC軟體與其仿真式功能性測試驗證(圖 77)。

示範特色或重點

就底層的控制迴路改善而言，技術開發與應用成果如下：

(1)預測性排放監控系統(虛擬儀表)的建置，除了可以驗證線上O2和NOx實體感測器外，當進

行逆吹動作/感測校正時，短時間內能暫時性取代線上感測設備，以防止失去關鍵性的感

測資訊。

(2)應用凌駕控制架構(Override control)，當O2回饋控制提升燃燒效率的同時若導致煙道NOx

濃度升高，則需將NOx當作限制控制以預防NOx超過警界線，一來能維持原來燃燒效率的

改善操作，而且系統也能自行針對NOx過高進行適當的管控與調整。

(3)依據不同燃煤的使用，藉由自動化的總燃燒空氣調整，可以提升0.6~3%的汽煤比，每年

可減少1,000噸的用煤量與2,500噸CO2排放。

就高階的控制系統建置而言：

開發了國內的第一套MPC模式預測控制軟體。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接續將應用MPC軟體於工業燃燒系統之示範系統建置，並透過示範系統的技術與效益驗

證，對成熟技術逐漸做推廣與佈建，實質地大量減少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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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71、示範場域鍋爐側外觀

圖 72、示範系統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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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各層級風門配比最佳設計軟體, iDOE

圖 73、整體優化操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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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總燃燒空氣操作系統(Oxygen control + NOx constraint control)

圖 75、預測性排放監控系統PEMS (O2、NOx虛擬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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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高等程序控制系統(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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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高科技廠冰水系統最適化控制系統 

 示範場地點

台中市中部科學園區中科路

 示範場域概述

冰水空調系統用電於一般工業中，為除製程用電外之第二大耗電系統，其占全廠區整體電力

用電比約20%~30%，故針對冰水空調系統進行設備與參數控制，使電力負載有效的降載與提高整

體效能。

聯絡人 劉子吉

聯絡人電話 +886-3-5914258

聯絡人電子信箱 tzuchi.liu@itr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工研院

● 友達(面板廠冰水系統)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我國工業部門之電力消耗接近全國的60%，因此推動工業能源資訊管理及能源效率優化對於

國內的節能減碳行動格外重要。

冰水空調系統用電於一般工業中，為除製程用電外之第二大耗電系統，其占全廠區整體電力

用電比約20%~30%，故針對冰水空調系統進行設備與參數控制，使電力負載有效的降載與提高

整體效能。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此示範系統包含兩套冰水系統（高、低冰水溫度），提供一即時操作建議畫面，建議輸出功

能為即時提供冰水主機操作組合建議、冷卻水塔操作組合建議以及冷卻水塔出水溫度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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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特色或重點

透過即時模型模擬的計算，並搭配節能操作最佳化演算，即時的提供值班操作人員，亦因冰

水主機特性因素，為一非線性的設備特性，此技術提供一即時演算與修正之冰水主機模型建構方

式，此方式不須傳統長期的運轉資料，可透過少數運轉資料建構當下運轉資料之冰水主機模型，

可快速導入減少長時間的運轉資料。

冰水系統雙水溫度供應：

● 高溫系統：8台冰水主機(均為3000噸)、8台冰水泵(420LPS)、8台冷卻水泵(364LPS)以及

6台冷卻水塔。

● 高溫系統：6台冰水主機(分別為1250、2500、3000噸)、6台冰水泵(404LPS)、8台冷卻

水泵(636LPS)以及6台冷卻水塔。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短期規劃為將此技術於單一廠區進行實場測試，中長期規劃於整集團導入，未來將推廣

至多並聯形式冰水系統之工廠。

並可搭配ESCO公司的協助，加速導入速度，有效降低公用設備與系統於工廠耗電的使用

比例，與提升公用設備系統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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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78、SCADA系統圖

圖 79、冰水系統即時運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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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即時演算資料

圖 82、冷卻水操作建議畫面

圖 80、參數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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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智慧型直流供電系統教育展示屋 

 示範場地點

國立中正大學教二館337室

 示範場域概述

「綠色能源示範屋」以太陽能為潔淨能源，依常態之住家環境規劃，內含各種日常使用之電

器設備。本展示屋之示範項目如下：

(1) 展示直流電與交流電之差異。

(2) 展示太陽能發電之原理與效能。

(3) 展示直流電器及變頻電器產品，並實驗各種與直流電力系統配合之自動控制與管理技術。

(4) 展示家戶用電規劃之獲利狀況。

(5) 不同層級的人設計不同展示方式。

「綠色能源示範屋」包含教育二館頂樓之太陽能板與室內示範場所(空間約40坪)，系統與位

置說明如圖 86，規格與設施說明如下：

(1) 太陽能發電系統－於教育二館頂樓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共12 kW)，供電給示範展示屋做

為研究、比較及展示。

(2) 交直流供電系統－於示範展示屋內設置直流供電系統，並保持原有之交流供電系統以作為

比較之用。

(3) 放置各種能接受直流供電之電器產品，例如電視、冷氣、冰箱、洗衣機、烤箱、風扇、電

腦、LED和T5燈具等。

(4) 說明性展示系統－顯現直流供電系統及太陽能發電之原理與功能。

(5) 比較性展示系統－顯現直流供電系統與交流供電系統之能源使用效率之差別。

聯絡人 程雅芬助理、蕭巧如助理

聯絡人電話 +886-5-2720411 Ext.23291，+886-3-5715132 Ext.34139

聯絡人電子信箱 ccueparc@ccu.edu.tw, crsiao@ee.nthu.edu.tw



79

台灣智慧電網技術產業介紹

 參與單位與項目

● 中正大學

●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冰箱、冰氣、洗衣機、烤箱）

● 東元（液晶電視、冰箱）

● Fujitsu（直流插頭、直流插座）

● 福豐盛股份有限公司（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器及交直流雙向太陽能逆變器）

● 立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電動車充電器）

● 北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照明燈具）

● 益通動能股份有限公司（電動機車）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依據98年2月召開之「全國能源會議」的共識，全國將建置社區、鄉鎮、縣市及北、中、

南、東之綠色能源應用示範區；能源局亦規劃於2015年前，將裝置10萬戶、320 MW之太陽光電

能發電系統。另外，依據98年6月通過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至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最高

為10 GW，約佔那時全國用電量(47 GW)的20 %。

由於以上因素，於中正大學教二館建立一個直流示範展示場所－「智慧型直流供電系統教

育展示屋」。本展示屋以太陽能為潔淨能源，日後可擴充增加風力發電、燃料電池等其他潔淨能

源。本展示屋依常態之住家環境規劃，內含各種日常使用之電器設備。展場扮演觀念與知識交流

與推廣之平台角色，並提供廠商，做為所研發之直流供電電器之測試平台。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示範之系統、設備說明如下：

(1)太陽能發電系統─於教育二館頂樓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共12 kW)，供電給示範展示屋做

為研究、比較及展示。

(2)交直流供電系統─於示範展示屋內設置直流供電系統，並保持原有之交流供電系統以作為

比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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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置各種能接受直流供電之電器產品，例如電視、冷氣、冰箱、洗衣機、烤箱、風扇、電

腦、LED和T5燈具等。

(4)說明性展示系統─顯現直流供電系統及太陽能發電之原理與功能。

(5)比較性展示系統─顯現直流供電系統與交流供電系統之能源使用效率之差別。

綠色能源直流微電網架構如圖 84所示。本展示屋之功能及示範原因說明如下：

(1)展示直流電與交流電之差異

本展示屋欲展示之主題為「直流供電系統」，展示直流電與交流電的差異，其中包含

歷史上當初為何會選用交流電系統，當初不採用直流電供電之問題是否已解決，以及目前

世界上採用直流供電之地區與原因。

(2)展示太陽能發電之原理與效能

由於直流供電系統之發想與太陽能所發之電為直流電有關，故我們藉此展示屋，展

示太陽能發電之原理與效能，這包含了幾種太陽能發電的方式，太陽能發電所需之原料，

原料成本及原料供應充足性如何；太陽能發電之限制條件為何，如：需日照足、空氣清潔

等；何謂「太陽能為不穩定能源」，如何提高太陽能之穩定性；以及太陽能發電所需之設

置場地，與如何結合美學設計設置太陽能發電廠。

(3)展示直流電器及變頻電器產品，並實驗各種與直流電力系統配合之自動控制與管理技術

直流供電是為了提供直流電器使用，所以藉由展示屋中展示有哪些現在使用之電器用

品實際上是使用直流電的，以及我們使用了哪些元件轉換交流電為直流電供電器使用；其

次是如何展示說明變頻電器與非變頻電器之差別及變頻電器之省電效能，並展示說明為何

一定要直流電才能提供變頻功能，及為何變頻電器能提供更合乎需求之舒適感。

(4)展示家戶用電規劃之獲利狀況

為能展示裝設太陽能發電設備之家戶單位被視為一小型發電廠，故展示屋將分為兩

戶，稱之為甲戶及乙戶，太陽能設施歸甲戶所有，當甲戶用電量少時，可將其太陽能所發

之電賣給乙戶，我們的第四項研究內容為：如何展示主動規劃家戶用電的獲利狀況。

(5)為不同層級的人設計不同展示方式

在對象方面，我們希望能對不同層級的人規劃不同的教育主題與展示方式，我們將展

示對象之層級分為：小學生、國中生、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及社會人士。在深度上將

分為一般性常識展示與深入之知識展示，其中參與深入之知識展示的人是由參與一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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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中挑出對深度知識有興趣者，預期人數較少。所以，我們的第五項研究內容為：預訂

對不同層級的人展示的項目與內容，然後研究如何規劃展場設施以達成前述之目標。

示範特色或重點

● 使用該展示屋進行各項教育活動，並將研究完成之系統控制及管理技術成果，於展示屋中

擴充建構之，使展示屋成為一個教育民眾了解未來將推動之國家政策與基礎建設的觀念

交流平台。

● 推廣採用直流供電系統，其作用為配合太陽能所發之電為直流電之本質，及接受直流供電

之電器產品能達成更高之省電效能之事實。

● 配合能源國家型計畫「直流智慧微電網研究」，做為「家庭」式的測試場所，並於清大電

機建立「辦公」式的測試場所，以供研究測試與展示推廣。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提供與廠商合作與研發項目，例如：與全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380V直流電腦、直流投影機、輕

鋼架燈及直流冷氣機，進行綠色能源示範辦公室之建置。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83、位置圖及宣傳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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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綠色能源直流微電網架構

圖 85、綠色能源示範屋系統和位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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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展示屋內部圖

圖 87、監控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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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智慧家庭(建築)電能管理系統 

 示範場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奇美樓8樓

 示範場域概述

智慧家庭電能管理系統模擬一般家庭，如圖 89，所使用裝置包含照明控制器、LED照明、電

動窗廉、監控插座，感測模組則有溫度、溼感測器、移動感測器、光照感測器等。再生能源包含

5kW太陽能面板組(圖 90)、3kW垂直式風力機(圖 91)，分別儲存於家用儲能鉛酸電池及供電於展

示間照明。另外，本系統加入鋰電池摸擬家庭電動車之充放電。

示範項目包括電器及照明設備遠端監控、室內有無人員活動之自動開關功能、情境管理、負

載排程管理、需量管理、綠能發電及負載用電狀況、電池狀態。其中情境管理包含工作模式與簡

報模式，簡報模式配合電動窗廉與光照感測器，調整窗廉角度，引進外界光源而調低LED燈的照

度，達成節能效果。

需量管理包含接收自動化需量反應伺服器(DRAS)之需量反應事件訊號而自動卸載及用戶為了

不超約契約容量所產生的自動卸載，以上自動卸載係按照用戶自行設定之優先序順執行，相當便

利；綠能發電及負載用電情況可查詢及時資訊、歷史資訊，歷史資訊可分日、月、年項查詢，另

外負載用電可查詢特定電器之用電量，方便用戶自行改變用電模式，達成節電功能。

聯絡人 吳享倫

聯絡人電話 +886-963-070-532；+886-6-236-6653

聯絡人電子信箱 z10204012@email.ncku.edu.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ABB in Taiwan（照明節能設備、電動窗廉）

● 鉅康科技（Zigbee 電能監控模組）

● 資策會（家庭閘道器與資料集中器介面開發）

● 大同公司（AMI電錶與HEMS之通訊介面）

● 新華電腦（HEMS嵌入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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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電信（HEMS與通訊系統）

● 笙泉科技（非接觸式充電系統IC設計）

● 源鼎科技（NILM模組開發應用）

● 蔚華科技（小型風力發電系統開發）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家庭智慧化電能管理系統除了帶來便利的生活外，亦可降低電費支出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開發適用於一般家用住宅或工商業大樓之電能管理系統，可進行負載排程、用電最佳化、需量反

應等目的。其中需量反應為相當關鍵之應用，可透過各種減少尖峰用電的機制，減緩或降低電力

公司備用電力成本投資，以達到電力公司和用戶端雙贏的局面。

除關鍵技術開發外，另包含政府相關制度法規研析，同時整合現有產業技術基礎，以利縮短

研究時程與提高本系統可行性，並吸引相關廠商投入。同時積極尋求所開發新技術之進一步發展

可能性，以帶動國內企業於國際市場之競爭力。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家庭電能管理系統展示一般家庭常見之數種電器，可隨時掌握各別電器之用電量及遠端控

制開關，亦可由上述功能達成各種自動控制，如配合移動感測器，在無人員時關閉照明、空調設

備；在需量即將超過契約容量時，自動按照使用者事先排序之優先順序卸載電器；配合光照感測

器及電動窗廉，當照度不足或過亮時，自動調節窗廉或LED照明；配合溫、溼度感測器，調整室

內空調，不致因不當溫度設定導致電費浪費或造成用戶使用意願降低。

此系統與AMI系統介接，可取得時間電價與需量反應事件，藉時間電價進行負載排程(圖 

92)，將可移轉性較高之電器，移至相對低電價時段使用，如電動車充電、抽水馬達控制等應用。

另外，裝設太陽能及風力發電設備監測預測系統，可隨時掌握再生能源發電，並將電能儲存於電

池，在適當時間供照明設備使用。

上述再生能源發電、用電需量、用電度數都可隨時查詢(圖 93)，除了可瞭解過去電費支出

外，亦可查詢電費支出的主要項目，進而檢討用電策略，期協助用戶調整用電策略以獲得更低之

電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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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特色或重點

隨時掌握用電需量與契約容量之比值，一旦過高，即依使用者事先設定之優先順序，執

行電器卸載，期不超約契約容量；需量反應事件，透過Internet或電表與資料集中器之AMI系

統接收需量反應事件訊號，同樣依使用者自行設定之優先順序，更靈活管理需量事件。

負載排程可事先設定電器的供電時間並依照時間電價建議用戶使用時間，而不供電時間

可節省電器本身的待機電量產生的電費或是用戶忘記關閉電器造成的電費。

本示範場域配合電動窗廉、LED燈管、光照感測器，可依外界光源的大小調整電動窗廉

及LED燈管，避免過亮或過暗；另外，配合溫、溼度感測器，調整室內空調，不致因不當溫

度設定導致電費浪費或造成用戶使用意願降低。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未來將擴大至一般工商業大樓，配合小型儲能電池、再生能源，使建築物可在停電時自

給自足，甚至時間電價相對較高時，完全使用自行之備用電或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能。一旦

完成數棟建築時，配合需量反應、分散式儲能與發電系統，架設監控主站，完成虛擬電廠之

電能管理與控制架構 (圖 94)。

如上述功能，建立社區型、商辨大樓之電能管理系統時，若與電池商、能源服務業合

作，可依時間電價、需量反應商業模式適時調度電力。除了緊急停電時，可自給自足外，照

最佳化排程與緊急控制決策，亦可避免超約並獲得電價優惠與補償，創造商業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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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88、示範場位置圖

圖 89、系統單線圖與量測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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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負載排程頁面

圖 90、3kW太陽能面板組 圖 91、3kW風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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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用電量查詢頁面

圖 94、虛擬電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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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智慧電表系統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區 

 示範場地點

能源局台南人間清境社區

 示範場域概述

台南人間清境社區為南部新建社區，並已有17戶安裝太陽光電系統，故能源局與台南市府聯

手推動智電表系統及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等，以增進太陽能發電系統、智慧電表系統、家庭能源管

理系統整合之先進智慧社區之建立，以推廣民眾對智慧電網應用之生活認知。

故此，在台南人間清境社區示範場域，已有17戶太陽光電系統、17戶家庭能源管理系統及50

戶智慧電表系統(每戶3顆表，約150顆表以上)，該系統由能源局委辦單位工研院負責建置。

聯絡人 陳翔雄

聯絡人電話 +886-3-591-5051

聯絡人電子信箱 ker.sschen@itr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 eMeter(MDMS)

● 資策會(AMI Headend)

● 康舒、達創、玖鼎(集中器)

● 大同、中興、康舒、士林電機(智慧電表)

● 工研院(家庭能源管理系統)；東城科技(太陽能系統)

● 成功大學、台電、能源局、台南市政府、工研院(場域提供及技術整合)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為增加用戶對AMI的認知，並強化家庭節能管理系統之推廣，挑選民眾已架設之太陽光電系

統之台南人清境社區進行推廣，於用戶住家架設小電表及IHD等設備作為家庭電力監測設備，可

支援顯示用電資訊、時間電價、需量反應等資訊，以促進未來住宅時間電價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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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能源局為推廣智慧電表系統(AMI)與家庭節能管理系統之推廣，挑選已架設之太陽光電系統之

台南人間清境社區進行推廣，於用戶三層樓之透天厝架設小電表及家庭能源顯示系統(IHD)等設備

作為家庭電力監測設備。

由於台南人間清境社區為南部新建社區，並已有17戶安裝太陽光電系統，故能源局與台南市

府聯手推動智慧電表系統及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等，以增進太陽能發電系統、智慧電表系統、家庭

能源管理系統整合之先進智慧社區之建立，以推廣民眾對智慧電網應用之生活認知。

太陽能發電系統：配合「百萬陽光屋頂」政策推動，主要應用太陽能發電板搭配市電併聯型

變流器，將太陽能發電產出之直流電經變流器轉換為交流電併入電網，達成分散式發電系統之

理念。

智慧電表系統(AMI)：配合「智慧型電表系統基礎建設方案」推動低壓AMI示範系統建置，包

含低壓智慧型電表、集中器、通訊伺服器、電表資料管理系統（MDMS）等全系統，透過有線及

無線的通訊技術回傳用戶每日用電資訊至系統資料庫，供用戶線上查詢，能源局目前已於台北、

新竹、台南等地建置1,000戶以上之AMI系統，充份整合國內大同、士電、中興、康舒科技、達

創、工研院及資策會等產業能量，未來持續進行節能產品整合開發與應用服務。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配合「智慧型電表系統基礎建設方案」推動政策，進行家庭能源管理系

統技術研究，主要係智慧電表系統的延伸，將家電等資訊蒐集到資訊中心，進而提供用戶查詢，

以利用戶自主節電，達到節約能源及時間電價推動之應用情境產生。

所建立之智慧電表系統(AMI)、家庭能能源管理系統(HEMS)等平台，主要可提供用戶用電資

訊查詢外，未來將配合時間電價試驗計畫，進行用戶節能效果測試，以利擴大AMI與HEMS之應

用案例及節電效果研析。進而規劃未來AMI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之推動時程與推動辦法，未來將

配合能源局之智慧電網技術規劃研究計畫共同辦理，進行時間電價試驗計畫，建立實驗組及對照

組比較分析不同用戶之節電特性，並將促進家電業者之能源管理系統通訊標準化等目標達成。

示範特色或重點

● 本社區之示範系統包含社區型太陽光電系統、智慧型電表系統及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等技術

整合。

● 本系統為台灣首座計費型智慧電表系統、家庭能源管理系統及太陽光電系統之整合型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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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 可提供服務：智慧電表系統資訊查詢用戶之用電現況；家庭能源管理系統服務，提供用戶

家電耗電查詢服務，並匯入太陽光發電系統之發電資訊，整合提供用戶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資訊及自身用電資訊，以利用戶進行自主節電目的。

● 可合作項目：工研院可提供智慧電表系統技術整合、家庭能源管理系統服務之技術整

合等。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95、台南人間清境社區之太陽光發電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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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台南人間清境社區之智慧電表系統架構(電表及集中器)

圖 97、台南人間清境社區之太陽光發電系統之計量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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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用戶家庭能源管理系統之網頁查詢資訊(含再生能源)

圖 99、家庭能源管理系統之技術整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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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

 示範場地點

澎湖本島

 示範場域概述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之規劃項目包含1處太陽能智慧變流器測試場、1條輸電線智慧監控系

統、2所變電所智慧化、2條饋線配電自動化(含主饋線及分歧線)、2,000戶低壓智慧型電表、100

戶智慧家庭示範戶。

聯絡人 張建國

聯絡人電話 +886-3-5917051

聯絡人電子信箱 chienkuo@itri.org.tw

 參與單位與項目

示範場域主要由能源局負責，並偕同台電公司和國科會進行推動，建置項目包括智慧電表系

統、先進配電管理系統、智慧家電、智慧變流器、儲能系統等。其他參與單位有台灣大學及義守

大學。示範場域開放廠商參與投入，正持續洽談合作廠商與合作事宜。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配合「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之環境建構構面項目，為提供我國產業技術試驗機會，將結

合智慧電網相關技術及產業，於澎湖建立整合型集中示範場域，驗證智慧電網效能，並作為我國

產業發展之基礎。加速建立澎湖整合型集中試運轉場域，俾驗證智慧電網效能。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之項目與功能，依據「智慧發電與調度」、「智慧輸電」、「智慧配

電」、「智慧用戶」與「智慧電網環境建構」個別說明如下。

(1)「智慧發電與調度」構面：將於選定之2條饋線供電區域中，進行具智慧變流器之太陽光

電系統推廣與集中測試；智慧變流器具備依併接點之市電電壓進行輸出調整之能力，將

可降低再生能源併網的衝擊，藉此提升再生能源併網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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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輸電」構面：進行馬公、湖西變電所智慧化，以提高變電所運轉調度及維護品質；

並於馬公、湖西變電所間之69kV輸電線建置監控系統，即時監測電網運轉電氣訊息，作

為線上系統穩定度分析，強化電網安全性監控。

(3)「智慧配電」構面：除原有5條主饋線自動化外，新增2條饋線進行全面配電自動化(含主

饋線及分歧線)，將使主饋線與分歧線具備故障自動處理功能，降低分歧線及用戶端之故

障停電時間，提昇配電系統之可靠度；於該2條饋線之地下與架空配電系統，進行混合式

通訊系統之可靠度測試。

(4)「智慧用戶」構面：於選定2條示範饋線供電區域中布建低壓智慧型電表2,000戶，並搭

配電表資料管理系統(MDMS)系統，進行用戶端用電情形監測，以強化及改善供電品質；

另將建置100戶智慧家庭示範戶，利用能源管理系統進行對於智慧家電(冷氣、冰箱、洗

衣機，依個別用戶需求進行配置)之監控，以提升用戶能源使用效率。

(5)「智慧電網環境建構」構面：由能源局與國科會共同規劃具有教育宣導與技術展示功能的

智慧電網展示館(Show Room)，藉由示範宣導、互動裝置與展品說明讓大眾能認識智慧

電網的概念、效益與發展願景，並透過能源資訊中心展示示範場域的系統運轉狀態。

示範特色或重點

建構具有智慧電網相關技術整合的示範場域，達成強化再生能源於電網之占比、加速電網故

障排除能力、透明化用電資訊、提高用戶與電網互動性之示範目標。各項設施採取開放廠商參與

方式進行推動，作為產業取得運轉實績的驗證平台，協助國內產業發展。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係開放性架構，歡迎有意願參與的廠商聯繫洽談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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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100、澎湖智慧電網建置項目初步規劃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由能源局、國科會、工業局及台電公司等單位共同參與規劃，

建置項目包含智慧發電與調度、智慧輸電、智慧配電及智慧用戶等4個構面

圖 101、示範系統架構圖

能源資訊中心負責管理4個系統之運轉資訊，並展示系統整體運轉狀態，此展示中心將搭配智慧電網展示館

(Show room)，使其具有技術示範和教育宣導的效能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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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整合再生能源與儲電系統社區展示運行 

 示範場地點

金門縣烈嶼鄉東坑社區

 示範場域概述

國內將再生能源與儲電系統結合並邁入社區運行的首例。計畫分A、B、C三區執行，於

102年已完成A區建置，以三部可移動型能源管控車廂為主控系統，整合再生能源太陽能發電

50kWp、風力發電3kWp，與150 kWh電池儲能系統，以及5kW燃料電池，提供電力予16戶在地

實際民宅使用。

預計104年展示場將擴增至B、C區，總規模太陽能達200kWp、風力9kWp、儲能550kWh，

社區參與運行戶數可達百戶，將續引進學界、法人、廠商，開發新技術，貫串綠能產業鏈。

展示透過儲能的應用，有效克服再生能源間歇發電的不穩定，達到再生能源當地發電當地使

用。並驗證智慧能源管控技術，展示場並可做為國內綠能產品驗證平台。

聯絡人 游國輝 博士

聯絡人電話 +886-3-471-2201#352436, +886-958-889-260

聯絡人電子信箱 tagifan@yahoo.com.tw

 合作夥伴

● 中科院

● 中興電工

● 群力

● 有量

● 思渤

● 鼎佳

● 華德

● 達方

● 耀能

● 冠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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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為推廣潔淨綠色能源，發展儲能管控技術，帶動儲能相關綠能產業，並配合金門低碳島之願

景，執行再生能源儲能系統小社區實驗運行，逐步擴張應用至中型社區及大型城鎮，實現金門低

碳島之願景。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以三部可移動型能源管控車廂為主控系統，整合再生能源太陽能發電50kWp、風力發電

3kWp，與150 kWh電池儲能系統，以及5kW燃料電池，提供電力予16戶在地實際民宅使用。展

示透過儲能的電力調控、有效解決再生能源發電和用電的時間差問題，達到再生能源百分之百當

地發電、當地使用。

示範特色或重點

● 叢集式管控社區型再生能源儲能微電網系統。

● 符合IEEE1547國際安全規範。

● 再生能源完全當地發電、當地使用。

● 穩定的電壓、電流、頻率併市電技術。

● 自動孤島偵測技術、系統安全保護技術。

● 汰役電池再轉用技術。

● 虛擬電廠及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根據用戶負載，即時調控再生能源、蓄電池、市電的供

電比例。

● 藉由雲端技術，可由台灣本島監控全系統運轉。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 至104年東坑社區展示場將擴增至B、C區，總規模太陽能達200kWp、風力9kWp、儲電

550kWh，社區參與運行戶數可達百戶，將續引進學界、法人、廠商，開發新技術，貫串

綠能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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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發展於本國離島及市電不普及的國家(離島型或偏遠地區)，最後朝向工商業服務。

● 做為國內儲能產品驗證平台，縮短產品的驗證時間，帶動儲電相關綠能產業，爭取全球在

2020年可達年產值300億美元的儲能市場。

● 透過展示場的運轉，搜集數據資訊，協助政府訂定儲電結合再生能源併網的法規。

● 衍生產品為契約容量控制器，以蓄電池電力補足超約用電，免除2-3倍的超約罰款。

● 具環保教育意義的再生能源展示園區。

● 提供(即將建置)東坑電池交換站及充電柱之部分電力。

● 可驗證中科院與國內廠商共同開發或獨立開發的家戶型再生能源儲能系統/商品。

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102、小金門東坑社區再生能源儲電微電網場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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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東坑社區儲電微電網建置現況

圖 104、東坑社區儲電微電網建置現況

圖 105、東坑社區儲電微電網風機建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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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小金門東坑社區充電站

圖 107、小金門東坑社區系統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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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便利商店節能管理系統

 示範場地點

全台之全家便利商店分店

 示範場域概述

便利商店能源管理系統內建觸控螢幕式工業電腦和多種Modbus通訊監控模組。工業電腦主要

任務為：資料蒐集、節能策略演算、節能控制指令輸出、人機互動介面、資料傳輸。Modbus通訊

監控模組包含有：智慧型電表、冷凍冷藏櫃溫控模組、空調節能控制模組、數位警報模組、液面

偵測模組等多項輸出入模組，這些模組可針對案場需求，調整其數量，並可用來監測環境用電資

訊，及依工業電腦的節能控制指令輸出，來改變設備運轉模式，達到節能效果。

本系統有別於設備節能，係透過自動化技術，依店鋪用電資訊、環境資訊，自動適當地調整

設備運轉模式，使高效率的用電設備，仍可發揮節能空間，並降低其無效耗能。同時該系統可以

協助便利商店總部進行耗能評估、建立更完善的用電制度。並期國內智慧電網全面實施時，可以

與電網的資訊平台做無縫接合。

聯絡人 曾溫祥

聯絡人電話 +886-3-5919077

聯絡人電子信箱 yappa@itri.org.tw

 合作夥伴

● 工研院

●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示範場介紹

示範目的

全台約10,000家的便利商店是24小時不間歇、耗能指數高的營業場所。在2006年，能源局與

五大便利商店共同簽署「集團便利商店自願性節約能源合作意願書」後，各便利商店總部陸續實

施多種設備節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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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有別於設備節能，係透過自動化技術，依店鋪用電資訊、環境資訊，自動適當地調整

設備運轉模式，使高效率的用電設備，仍可發揮節能空間，並降低其無效耗能。同時該系統可以

協助便利商店總部進行耗能評估、建立更完善的用電制度。並期國內智慧電網全面實施時，可以

與電網的資訊平台做無縫接合。

示範之系統、設備及功能

便利商店能源管理系統針對店鋪耗能比較大的空調設備、冷凍冷藏設備進行節能監控，實施

的節能策略有：

(1) 智慧型空調策略：

根據顧客量與室外溫度，預先調整冷氣設定溫度。人多時，提供舒適環境；人少

時，提供節能環境，如此可以節省夏季空調用電20%。

(2) 智慧需量控制策略：

透過需量控制可以抑制店鋪尖峰用電，在抑制用電的同時，會考慮舒適溫度與櫃位

保鮮溫度，可以兼顧節能與營業環境品質。

(3) 需量門檻估算策略：

可根據店鋪用電量，自動估算控制門檻值，可以省去人為設定的麻煩，更可以依據

店鋪用電實況和天氣狀況，自動調整，有利於尋找出最佳需量值。

(4) 冷凍冷藏櫃溫控節能策略：

透過出回風交叉式節能溫控技術，使冷凍冷藏櫃之溫度控制，同時兼具恆溫、保

鮮、負載平衡以及節能效果，取代傳統以恆溫為單一目標的控制法則，經長期實測，該

策略可節省共同主機用電10~15%。

期望透過這種以監控系統為基礎，以軟節能策略(技術)為核心之示範系統，可以讓國內ICT產

業、系統整合業者投入高加值智慧的軟體技術之研發，來增加產業之間的連結，進而提升國家之

ICT產業競爭力。

示範特色或重點

便利商店能源管理系統旨在開發有效的軟節能技術，其中以「冷凍冷藏櫃節能溫控策略(技

術)」尤為特別。傳統溫度控制係以恆出風為單一目標，本技術則是以負載平衡的原理，同時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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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風、回風溫度，透過FDC、EDC、RM等3種控制模式的自動切換，來達到保鮮與節能兼具的功

效。特別地是，該溫控技術係以軟方法來達到節能效果，因此，業者不須更換設備，可以在既有

的冷凍冷藏架構下，進行節能控制，以低建構成本，發揮高節能效益。

可能提供服務、合作項目

在未來，便利商店能源管理系統將朝兩個目標邁進：

(1) 跨場域實施：

由連鎖便利店，跨向連鎖中大型超市、量販店。該業種的冷凍冷藏櫃數量多，是主

要耗能設備。預期該系統導入可以為大型超市、量販店之冷凍冷藏櫃節能，帶來顯著節

能效果。

(2) 自動化診斷平台：

便利商店、中大型超市、量販店的設備養護、維修是需要大量人力、時間投入的

傳統產業。在未來，能源管理系統將結合網路自動化、資料探勘技術、統計分析技術，

將現場環境資訊、設備運轉資訊進行量化、分析、特徵化，建構一套故障預知診斷決策

支援系統。期該系統，可讓保修廠商的維修經驗數據化，並進行有效的報修、查修、維

修。可讓業主更透明地掌握維修工程，建立有效的維修養護制度。更期這種功能的實

現，協助國內傳統產業進行務實的質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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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現場實景照片及電腦操作實際畫面圖片

圖 108、功能示意圖

圖 109、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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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現場配置示意圖

圖 111、人機操作介面 圖 112、現場實機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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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針對台灣2009年至2012年智慧電網產業發展現況進行調查，調查領

域涵蓋「先進讀表基礎建設相關設備」、「先進配電自動化及配電管理相關設備」、「智慧家庭

與建築相關設備」、「分散式電源及微電網相關設備」、「發電與輸電設備之狀態監測系統」及

「儲能系統相關設備」六大類別。結果顯示，近四年來智慧電網相關產品總銷售額以80.62%的年

複合成長率(CAGR)逐年穩定成長。如表7、圖 113。

三、台灣智慧電網產業發展現況

圖 113、2009-2012年智慧電網相關產品總銷售額趨勢 (單位：新台幣億元) 

表7、智慧電網相關產品總銷售額　(單位：新台幣億元)

內銷 外銷 內銷比例 外銷比例 總計 成長率 年複合成長率

2009年 $14.98 $6.10 71.07% 28.93% $21.09 -

80.62%
2010年 $28.18 $26.91 51.15% 48.85% $55.09 161.25%

2011年 $59.03 $32.08 64.79% 35.21% $91.12 65.41%

2012年 $82.20 $42.04 66.16% 33.84% $124.24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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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以「先進配電自動化及配電管理相關設備」占總銷售額比例最大；其次為「分

散式電源及微電網相關設備」。2011、2012年則以「發電與輸電設備之狀態監測系統」相關產品

之銷售額占總銷售比例為最大；其次為「先進配電自動化及配電管理相關設備」及「分散式電源

及微電網相關設備」。如表 8及圖 114。

表 8、2009至2012年智慧電網六大類別相關產品銷售額　(單位：新台幣億元)

先進讀表

基礎建設

相關設備

先進配電

自動化及

配電管理

相關設備

智慧家庭

與建築相

關設備

分散式電

源及微電

網相關設

備

發電與輸

電設備之

狀態監測

系統

儲能系統

相關設備
總計

2009年 $0.29 $18.45 $0.02 $2.33 - - $21.09

2010年 $0.64 $31.83 $0.10 $22.45 - - $55.02

2011年 $3.29 $23.70 $0.29 $23.84 $31.63 N/A $82.76

2012年 $6.49 $35.01 $1.87 $28.58 $54.25 N/A $126.21

年複合
成長率

182.77% 23.80% 399.34% 130.68% 71.51% N/A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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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2009至2012年智慧電網六大類別相關產品銷售額比例

台灣智慧電網相關產品主要外銷設備包含電源管理單元(PMU)、BPL骨幹網路系統、變壓

器、變壓器監測系統、集中器、通訊模組、電動車充電器、電力計、交換機、嵌入式電腦、串列

設備伺服器、ZigBee/PLC通訊模組。外銷地區遍及中國、印度、日本、韓國、俄羅斯、東南亞、

東歐(烏克蘭、捷克、波蘭)、西歐(德國、法國、英國)、南歐(義大利、西班牙)、北歐(芬蘭)、美

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南非、澳洲、伊朗等世界各地。如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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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台灣智慧型電網相關產品外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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