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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面環海、天然資源蘊藏量有限，許多發電運轉所需原料皆來自於國外，為

了進一步達到發電自主性與節能減碳目標，並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加劇與永續能源開發利

用，已致力於綠色再生能源開發，尤其以風力與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更顯茁壯。行政院即

於101年2月核定「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1]，以「先陸域，後離岸」逐步推動風電產業

由陸域轉向離岸發展，計畫將於114年前完成3GW離岸風場的發電量，更進一步於104年

7月訂定「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2]，並公布36處潛力場址，以「先淺

海，後深海；先示範，後區塊」作為風能發展走向。本文主要針對離岸風力發電系統規

劃作業；包括風機系統建置規劃、系統併聯模擬、設備需求分析等重要課題，提出闡述

與建議，以供參與離岸風力發電系統建置者參考。

1 2 3 4 5

壹、前言

迄今許多國內陸域風機場址已達開發飽

和狀態，故紛紛轉向開發離岸風場，且在政府

的積極推動下，陸續有數家開發商進行離岸風

場建置。在建置離岸風場系統時，需考量許多

領域、介面與系統之規劃。當決定開發前須先

熟稔台灣再生能源開發條例，並依相關作業要

點申請風場場址開發權利，並依照開發者與潛

力風場現址的特性選擇適用的風機，研定開發

風場設備容量，依照上述風場系統特性進行發

輸電系統規劃、變電站與開關場方案研擬、海

底與陸域電纜選用、以及相關附屬機電設施擬

定，再進一步探討離岸風力發電系統與台電電

力系統併聯之可行性、相關申請作業程序與配

套措施。

貳、離岸風力發電系統作業法規
及程序

開發離岸風場前，必須先行瞭解台灣再生

能源設置的相關規定，本文列舉數個須遵循的

法規，並說明法規與開發期程的應對性。目前

國內與再生能源發電相關之規範如表1所示。

依據98年7月經濟部能源局頒布之「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3]，「離岸風力發電系統」是為

不超過領海範圍及設置於低潮位以外海域之離

岸海域風力發電系統，其低潮線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為主。

100年7月台電公司頒布之「再生能源電能

收購作業要點」[4]，依照不同型式之再生能源

訂定不同收購作業要點，其中包含辦理併聯審

查、初步與細部協商、簽訂購售電契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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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聯試運轉等作業項目，並附有再生能源電能

收購作業參考流程。

102年4月台電公司再頒布「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調度操作準則」[5]，明定發電業者發電

機、開關操作之指令與執行方法、新設備加入或

停止系統所需辦理事項，以及事故處理原則。

依據104年7月經濟部能源局頒布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6]，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分成三型，如表2所示。依此管理辦法申

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經審查通過同意備

案後可獲得年度裝設容量分配，並依法取得電

業執照，最後再依法申請施工許可，完成發電

設備建置，其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作業概要

流程如圖1所示。

105年10月台電公司頒布「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併聯技術要點」[7]，按發電設備總容量併接

至適當的電壓等級作明確分類，並明定再生能源

業者與台電公司之責任分界點，且提出風力機

系統影響規範，包含故障電流、電壓變動率、

暫態穩定度、功率因數、諧波管制、低電壓忍

受能力、發電機組運轉規定以及通訊調度。

表1 國內有關再生能源發電之相關規範

規範種類 規範名稱

一般電力規範

電業法
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電氣承裝業管理規則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再生能源規範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台電規範

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台灣電力公司輸電系統規劃準則
台灣電力公司電力系統諧波管制暫行標準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壓閃爍管制要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調度操作準則

表2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類型表

類型 說明

第一型 指電業依電業法規定，設置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發電設備。

第二型 指依電業法規定，設置容量在五百瓩以上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

第三型 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裝置容量不及五百瓩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

圖1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作業概要流程



2

No.112│October, 2016 │125

專
題
報
導

岸氣象條件、構造設計、施工條件、價格以及

維護難易等因素後，選取單機設備容量2MW至

6MW之風力機組較為適合，彙整現行常見風力

發電機組如表3[9]所示，風力發電機組之國內外

相關設備標準如表4所示，現有離岸風力發電機

組佈設實景，如圖3[10]所示。

參、風力發電機組及系統架構評
估選定

一、雙饋式感應發電機組

開發離岸風力發電系統最重要的是風力

機種選用，現今大多採用雙饋式感應發電機

組(double fed induction generator, DFIG)，如

圖2[8]。主要組件為感應發電機組(induction 

generator, IG)、齒輪箱(gearbox, GB)、背靠背式

轉換器(back-to-back converter)、升壓變壓器等，

其感應發電機作為主要電能輸出，齒輪箱是將

風力機軸承轉速提升至發電機額定轉速，背靠

背式轉換器中電源側轉換器(grid-side converter, 

GSC)負責維持直流匯流排電壓；轉子側轉換器

(rotor-side converter, RSC)負責調整轉子端激磁，

並利用直交軸轉換原理控制定子端的功率輸

出，升壓變壓器負責將風力機電壓由690伏特提

升至33千伏特，再與電網併聯。

未來離岸風場的單機設備容量、設置水深

及離岸距離都逐漸增加，且近年全球離岸風電

市場逐漸採用單機設備容量5 MW之風力機為主

流，更有持續增大趨勢，以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的台灣離岸風場潛力場址而言，評估台灣西海

表3 離岸風場常見之風力發電機組[9]

廠商 型號
額定容量 

(MW)
IEC Class

風速範圍 
(m/s)

葉片長度 
(m)

葉片覆蓋直徑 
(m)

Siemens

SWT-3.6-120 3.6 1A 4-25 58.5 120

SWT-4-130 4 1B 4-25 63.45 130

SWT-6-154 6 1A 3-25 75 154

Vestas
V136-3.45 MW 3.45 1B 3-25 54.65 112

V164-7.0 MW 7 1B 5-25 80.4 164

GE
Haliade150-6MW 6 1B 3-25 73.5 151

GE 4.1-113 4.1 1B 3.5-25 54 113

Enercon E112/4500 4.5 - 2.5-28 52 114

AMSC Wt5500df 5.5 - 3.5-30 - 140

AREVA M5000-116 5 1B 4-25 56 116

Hitachi Ltd. HTW 5.0-126 5 S 4-25 - 126

圖3 離岸風力發電機組佈設實景[10]

圖2 雙饋式感應發電機組構造示意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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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岸風場系統架構

現行大型離岸風場有數種連接架構，在相

互風力發電機間或離岸風場與電力系統間有不

同的連接架構，此連接架構的選用取決於開發

業者對供電可靠度、工程施工難易度、現地氣

候環境及投資效益之評估結果。

(一) 風力發電機間連接種類

 單一風力發電機組於本身塔內之升壓

變壓器，將電壓提升至33kV後，再利用中

高壓海纜系統相互連接，其海纜路徑集電

與布局方式可分為單迴路、雙迴路及環形

迴路等方式，其佈設方式、投資成本、可

靠性比較如表5[11]所示。

(二) 離岸風場至電力系統連接種類

 離岸風場將電能傳輸至電力系統有幾

種方式可供選擇，全球離岸風力發電場案

例可分為三種方案：

1.  方案一：以海底電纜採串聯形式連接各

風力發電機組，並直接銜接至陸上變

電站。

2.  方案二：於海上自設高壓變電站，並集

中該風場各迴路所有風力發電機組，再

透過升壓變壓器提升電壓等級，最後採

HVAC方式以較少數量之海底電纜連接至

陸上電力系統。

3.  方案三：與方案二相同，惟改採HVDC方

式傳輸。

 其三種不同方案之比較，如表6所示，

其HVAC與HVDC建置成本差異[12]，如圖4

所示。

表4 風力發電機組之國內外相關設備標準

IEC UL JIS GB CNS
61400-1 61400-25-1 2277 C 1400-0 2658 25386.1 15177

61400-2 61400-25-2 2353 C 1400-11 19960.1 25386.2 15176-1

61400-3 61400-25-3 2390 C 1400-11 19960.2 25387.1 15176-2

61400-11 61400-25-4 2736 C 1400-21 20319 25387.2 15176-11

61400-12 61400-25-5 6140 20320 25388.1 15177

61400-13 61400-25-6 6141 21150 25388.2

61400-14 61400-26-1 21407 25427

61400-21 22516 25426

61400-22 25383 25458

61400-23 25384 10760.1

61400-24 25385

圖4 HVAC與HVDC建置成本差異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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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風力發電機間集電線路比較表[11]

連接方式
佈設方式
示意圖

初期投資
成本

供電
可靠度

單迴路 低 低

雙迴路 高 高

環狀迴路 中 中

表6 離岸風場不同傳輸電能方式比較表

傳輸方式
傳輸方式
示意圖

初期投資
成本

維修成本

方案一 中 高

方案二 高 中

方案三 最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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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電及輸電系統研析確定

一、變電系統架構

離岸風力發電變電站型式可分為海上與

陸上變電站二種方式，若風場距離自設變電站

位置過遠(約15km以上)，長距離輸電線傳輸將

產生電容效應而造成損失並降低送電容量，需

設置離岸變電站。離岸變電站依系統可以分為

HVAC與HVDC，其面積最大分別為30,000m3與

180,000m3，由該面積差異可知，因DC有整流

器等設備，故其所需面積增加，相對建設成本

亦增加許多，海上變電站平台配置示意如圖5所

示，實景如圖6[13]所示。

海 上 變 電 站 平 台 面 積 依 風 場 尺 寸 、 離

岸距離、電網形式、及人員使用與否有所差

異，惟設計需考量設備搬運與人員等需求。

相關設備包含氣體絕緣開關(gas  insu la ted 

switchgear, GIS)、變壓器(transformer)、高壓開

關(HV switchgear)、高壓併聯電抗器(HV shunt 

reactors)、中壓開關(MV switchgear)、中壓併

聯電抗器(MV shunt reactor)、接地/輔助變壓器

(earthing/auxiliary load transformers)、中性點接

地電阻器(neutral earthing resistor)、柴油發電機

(diesel generator)、低壓系統設施(LV-systems)、

不斷電設備(UPS)、二次側設備(seconda r y 

equipment)。另因部分海上平台可供人員居住，

故相關消防、空調等，仍不可或缺。相關離岸

圖6 海上變電站平台實景[13]

圖5 海上變電站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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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輸電系統

(一) 海底電纜構造及佈設

 風機間連接或與自設變電站連接，需

採用海底電纜構成輸電系統，考慮施工效

變電站電力系統架構，可分為雙繞組變壓器與

三繞組等，GIS部分則可分為Block connection、

H-connection(single busbar with coupler without 

CB)等，變壓器吊裝與GIS配置實景如圖7所示，

電力系統架構如圖8所示。

圖7 GIS配置與變壓器吊裝圖

圖8 變壓器與GIS電力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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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成本，海纜採三芯交連聚乙烯(cross-

linked polyethylene, XLPE)絕緣並附光纖，

其導體材質以銅或鋁為主，海纜構造如圖9

所示。離岸變電站之甲板可提供額外空間

供短暫支援、電纜佈纜、置物空間、檢視

電纜、維護及通訊等。

電網系統中需利用海纜將風力發電機及電

網作連結，海纜檢視需特別注意要點如絕緣劣

化、水樹現象、部分放電及周溫過熱等特性，

如圖10所示。以海纜系統而言，可區分為Inter 

Array Cables及Export Cables，海纜系統示意圖

如圖11所示。海纜導體有銅或鋁型式，銅材質

具有優良的導電率，絕緣材質有XLPE及EPR等

型式，XLPE具有優良耐電壓性能，海纜斷面

圖如圖12所示。海纜之金屬遮蔽及鎧裝因考慮

長距離感應電壓，一般均採雙端接地，如圖13

所示。在海纜引入風機部分，一般而言會透過

J-Tube裝置，考慮海纜彎曲特性，J-Tube管口內

徑需大於2倍海纜外俓，相關角度及距離海床高

度如圖14所示。

風力發電機組海纜佈放位置大致介於海平

面下5至20m範圍，佈放前應做海床底質調查，

以確定土壤與岩石分佈、強度特性與組成；另

海底電纜路廊亦應有精確之聲納量測，以調查

路廊沿線地形變化情形；另同時要確認潮汐

之漲退潮流向及流速。海底電纜安裝於海床，

必須承受多變之海象條件、張力變化與水氣入

侵，造成電纜壽命降低等問題，所以於設計上

必須考慮因素如下：圖9 高壓海纜構造

圖10 海纜檢視要點[10]

圖11 海纜系統示意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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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床起伏多變，海纜須依據特殊地形之

衝擊設計海纜結構。

1. 海底洋流所造成之張力。

2. 地形因素所產生之重力和張力。

3. 接頭必須考慮水氣與張力問題。

圖12 海纜構造斷面圖[10]

圖13 海纜系統接地圖[10]

圖14 海纜引入J-Tube管配置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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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底電纜試驗

1. 工廠試驗

 海纜製造及檢驗相關項目，除一般例

行性試驗(routine test)及抽樣試驗(sample 

test)外，為求謹慎，亦可委請國際獨立試

驗室代表及第三者公正代表共同從事廠內

測試見證，其見證試驗項目包含定型試驗

(type test)及長期老化(prequalification test, 

PQ test)二大部分，定型試驗部分依國際

電網組織(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Large 

Electric System, CIGRE) CIGRE189規範進行

相關試驗。以33kV海纜為例，試驗項目如

表7所示，長期老化試驗部分係依國際電

工委員會標準(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IEC 60840規範行相關試

驗，試驗項目如表8所示。

表7 定型試驗(type test)試驗項目及內容

試驗項目及標準 試驗安裝示意

彎曲試驗(bending test)：雙向彎曲3次不變形(測試彎曲半徑：
≦20(d＋D)＋5%；其中D為電纜外徑，d為導體外徑)

部分放電試驗(partial discharge test)：≦10pC (at 33kV on the 
conductor)

tan測量(tan measurement)：≦0.1% (at 33kV on the conductor)

循環老化試驗(heating cycle voltage test)：受測電纜以8小時加熱，
16小時自然冷卻週期循環試驗，試驗次數至少20次( at 33kV on 
the conductor)

衝擊波耐壓試驗(impulse voltage test)：分別以正負極性電壓連續
測試6次(at170kV and at 130°C～135°C on the conductor)

電纜系統外觀檢查(examination of the cable system)：電纜及電纜
附屬器材外觀、尺寸、組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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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系統併聯及模擬分析

一、系統併聯規定

台 電 「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系 統 併 聯 技 術 要

點」，對於包括風力發電系統在內的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網容量的規定十分詳細，如表9所

示，其中規定發電設備容量未滿100kW者得併接

在低壓單相三線110V/220V或三相三線220V或

三相四線220/380V配電系統上；發電設備容量

在100kW以上且未滿500kW者得併接在三相四線

220/380V配電系統上；發電設備容量在100kW

以上且未滿10MW者得併接在11.4kV配電系統

上；發電設備容量在10MW以上且未滿20MW者

得併接在22.8kV配電系統上；發電設備容量超過

20MW者得併接在特高壓系統上，其併聯之電壓

依個案檢討決定[7]。當民眾或企業有意承裝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並使該設備與台電電網併聯

時，即需依相關規定向台電申請併聯審查作業，

並向政府主管機關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

備案與設備登記作業，申請流程如圖15所示。

理論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併聯運轉必

2. 現場試驗

 當海纜佈設後於安裝接續前，為驗證出

廠後及施工過程品質，可參考CIGRE 171

及189規範進行現場測試，如下列項次之

(1)～(6)及(8)，其中第(5)項直流耐壓應以

1kV維持1分鐘後量測金屬遮蔽被覆與鎧裝

層間之絕緣電阻，經上述試驗無異狀後再

進行海纜固定及接續匣安裝作業，並於完

成安裝作業後辦理(6)～(8)試驗。其中第(7)

項交流耐壓應以1.7倍Uo(系統對地電壓)持

續1小時或1倍Uo持續24時條件測試。

(1)  導體電阻測量(conductor resistance 

measurement)

(2)  絕緣電阻測量(insulation resistance 

measurement) 

(3) 電容測量(capacitance measurement) 

(4) 阻抗測量(impedance measurement)

(5) 直流耐壓量測(DC test)

(6) 相位識別測試(phase identifying test) 

(7) 交流耐電壓測試(AC test)

(8) OTDR測量(OTDR measurement)

表8 長期老化試驗(PQ test) 試驗項目及內容

試驗項目 試驗內容

循環老化試驗
(heating cycles voltage test)

1. 連續試驗8760小時(at 33kV and at 95°C～100°C on the conductor)
2. 受測電纜以8小時加熱，16小時自然冷卻之週期循環試驗。
3.  約使用100公尺之電纜作測試，須含各種電纜安裝單元，包括接續匣、

終端匣等。

衝擊波耐壓試驗
(lightning impulse voltage test)

使用30公尺電纜樣本，分別以正負極性750kV電壓連續測試10次(at 750kV 
and at 95°C～100°C on the conductor)

表9 台電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容量與併接對象規範

併網容量 併接對象

未滿100kW 低壓單相三線110V/220V或三相三線220V或三相四線220/380V配電系統

100 kW以上且未滿500kW 三相四線220/380V配電系統

100 kW以上且未滿10MW 11.4kV配電系統

10 MW以上且未滿20MW 22.8kV配電系統

超過20MW 特高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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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對所併接之輸配電系統狀態造成改變，此

一改變可能影響該輸配電系統之安全與效益，

因此，必須藉由系統衝擊分析來瞭解系統所遭

受之衝擊情況。但在某些情況下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對輸配電系統之衝擊並不大，可予以忽略

不見，以簡化前述之審查工作，加速再生能源

發電之發展。國內有關可免除系統衝擊分析審

查之規定與依據如下所述。

(一)  經濟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6]第六條第四項規定：第三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之申請人

如無需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簽約躉購

電能，得免檢附併聯審查意見書。

(二)  台電「第三型(裝置容量不及500瓩)再

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併聯作業須知」

規定：申請併聯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若採靜止型轉換器併接於高壓線

路，裝置容量與併聯饋線既設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合計總容量(含已准未併)在

250瓩以下，且併聯點至變電所之線路

長度(主幹線加分歧線)不超過20公里

者，原則可免作系統衝擊分析(併接低

壓系統，區處應另考量變壓器容量、

導線線徑及電壓變動率)。惟併聯線路

/

:
:(2)

30

30(6)

(4)

(1)

(3)

(5)
1.

2.

圖15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與設備登記作業之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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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0，系統衝擊報告書內容如表11所示。

二、系統衝擊分析

離岸風力發電系統衝擊分析前，需先取得

風場併接點及風力發電機組基本資料，如表12

及表13所示。其系統衝擊分析項目與方法需依

台電「第一型及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

作業須知」[7]辦理，其電力系統衝擊分析檢

討項目如表14所示，各項目規定需求如表15

所示。

基於系統運轉穩定、安全與可靠度考

量(如饋線負載偏低或發電設備故障電

流可能影響系統者)，仍須視狀況進行

必要之系統衝擊檢討時，則應補送後

再審。

除上述兩點之外，其餘者皆須依台電之相

關規定進行系統衝擊分析工作並提出併聯審查申

請。台電「第一型及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

聯作業須知」與「第三型(裝置容量不及500瓩)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併聯作業須知」對於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容量與併接對象規範彙整

表10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容量與併接對象規範

併網對象 第一二型再生能源設備（500kW以上)

審查單位
併接於台電特高壓系統(輸電系統)者：系統規劃處
併接於台電高壓系統(配電系統)者：各區營業處

審查文件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計畫
新增設用電及躉售電力計畫書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系統衝擊檢討

表11 系統衝擊報告書內容

項目 內容

概述

計畫緣起
廠址(含示意圖)
商轉年度
機組或發電設備型式
與台電併聯方式
電源引接方式
電源線導體種類
電源線回線數

系統衝擊檢討基本資料

台電系統資料
發電廠設備資料
發電廠系統單線圖
系統衝擊檢討項目

附錄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測試報告資料或商轉實績
風力發電電力品質測試報告，依IEC 61400-21附錄A格式辦理

表12 風場併接點資料

項目 風場併接點資料 項目 風場併接點資料

1 額定電壓 6 電網阻抗角ψk

2 額定視在功率 7 最小三相故障電流

3 最大三相故障電流 8 最小三相短路容量

4 最大三相短路容量 9 斷路器額定電流

5 電網電抗/電阻比值X/R 10 斷路器額定啟斷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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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系統衝擊檢討項目規格標準

項目 內容

電力潮流
允許逆送至特高壓系統之總計最大電力容量，以不超過併接於主變壓器額定容量之30%電源引接
方式。

故障電流
故障電流不得造成台電公司及其他用戶斷路器之啟斷容量不足，否則應裝置限流電抗器，或負擔
因此而更換之斷路器費用。
與高壓系統併聯者，其發電機組加入後，系統三相短路電流應小於10kA。

電壓變動
及閃爍

1.  電壓變動:加計同一變電站或同一變壓器已核准併網電源之影響，不含系統背景值應維持高低各
2.5%以內。

2.  電壓閃爍：負載變動次數每秒鐘1～3次，電壓閃爍須在0.83%以下。

暫態
穩定度

1.  161kV以上系統，發電設備容量在100MW以上者，暫態穩定度不得降至規定值以下：
　(1) 345kV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4.5週波為標準。
　(2)  161kV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12週波為標準，若8至12週波應採用兩套全線段快速主

保護電驛
2.  併接於離島獨立高壓系統：系統穩定度應符合該地區之要求個案檢討。

功率因數
1.  功率因數具有96%滯後至98%超前運轉能力，並配合台電公司季節性負載特性調整 

設定。
2.  若併接於高壓以下得維持在100%。

諧波管制 符合台電「電力系統諧波管制暫行標準」之規定，如表16。

低電壓
持續運轉

1.  低電壓開始時間(0.0秒)降低至額定電壓百分之15時，應持續運轉至少0.5秒以上。
2.  電壓恢復至額定電壓百分之90以上時，應持續運轉。
3.  電壓高於圖16之實線，風力發電設備應持續運轉。
4.  69kV特高壓系統以下不需檢討低電壓持續運轉。

表14 系統衝擊檢討項目表

項目 電力潮流
故障
電流

電壓變動
及閃爍

暫態穩定度
功率
因數

諧波
管制

低電壓持續
運轉(LVRT)

特高壓系統
(69kV以上)

  

(適用於併接161kV且其責任
分界點所歸屬之變電站匯流
排合計發電設備之容量在
100MW以上者)

  (註)

配電系統
(22.8kV以下)

(適用於離島
及 獨 立 地 區
之高壓系統)

 
離島及獨立地區之高壓系
統，應符合該地區之要求個
案檢討

  －

註：低電壓持續運轉(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LVRT)目前僅檢討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之風力發電設備。

表13 風力發電機組基本資料

項目 風機基本資料

1 廠牌型號

2 發電機種類

3 數量n
4 額定功率PnG

5 一分鐘平均視在功率係數P1min

6 十分鐘平均視在功率係數P10min

7 功率因數(於最大功率)λ
8 功率角

9 額定電壓

10 風場於風機機艙高度之平均風速va

11 連續運轉於ψk=85度及va=8.5m/s之電壓閃爍係數Ci(ψk, va)
12 起動於額定風速及ψk=85度之電壓變動因數ku(ψ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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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台電諧波電流失真率標準

Isc /IL

各奇數級諧波之限制值 THD
(%)h < 11 11 ≤ h < 17 17 ≤ h < 23 23 ≤ h < 35 35 ≤ h

20以下 4.0 2.0 1.5 0.6 0.3 5.0

20~50 7.0 3.5 2.5 1.0 0.5 8.0

50~100 10.0 4.5 4.0 1.5 0.7 12.0

100~1000 12.0 5.5 5.0 2.0 1.0 15.0

1000以上 15.0 7.0 6.0 2.5 1.4 20.0

註：1. 本標準適用於3.3-22.8kV系統。
　　2. 偶次諧波為上述限制值之25%。
　　3. 對於34.5V-161kV系統為上述限制值之50%。
　　4. 自備發電設備之用戶一律採用I

sc
 /I

L
小於20之限制值。

　　5.  表中I
sc
為用戶責任點之短路電流值。I

L
為對既設用戶取12個月最大負載電流平均值；新設或增設用戶則取主變額定電

流值。

表17 目前市面上常見之電力模擬軟體

名稱 開發商 用途

WAsP  丹麥 Riso national labratory 風場氣象分析
風場發電量估算

ETAP PowerStation  美國 Operation Technology, Inc. 電力系統模擬

DIgSILENT PowerFactory  德國 Digsilent Buyisa, Inc. 電力系統模擬

PSS/E  德國 Siemens Power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Inc., 電力系統模擬

PSCAD/EMTDC  加拿大 Manitoba HVDC Research Centre 電力系統動態模擬

CYME  美國 Cooper US, Inc. 電力系統模擬

OpenDSS  美國 The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PRI), Inc. 電力系統模擬

圖16 風力發電設備低電壓持續運轉規定

三、模擬分析軟體

系統衝擊分析可藉由專業電腦軟體的模擬

分析，方得以完整且深入探討再生能源種種特性

及其對輸配電網之衝擊情形，目前市面上常見之

電力模擬軟體如表17所示，每個模擬軟體各有

優劣，使用何者協助其工作端視其需求而定。

一般而言，WAsP被選用來分析風場風能之

分佈情形與風力發電系統之發電特性。在系統衝

擊分析部分，常用軟體係ETAP PowerStation、

PSS/E、DIgSILENT，可分析風場對輸配電系統

之衝擊情形，經了解德國境內再生能源業者係

以DIgSILENT軟體為主，美國係以PSS/E軟體為

主，國內台電公司亦以PSS/E軟體作為分析及審

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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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風機維修及附屬機電設備擬定

與陸上風場相比海上環境條件更加嚴峻，

離岸風場設備容易遭受鹽霧、颱風與海浪等自然

環境影響，風力發電機組、機械組件及電氣設

施的故障與失效頻率會更加頻繁，所以需擬定

維修計畫含維修人員編制、維修工具及船舶安

排等項目，維修流程及執行方式如表18所示。

於維修時須仰賴相關附屬機電設備，以提

升維修效率及便利性，不管風力機基礎樁為何

種型態，皆具備基礎平台層，供相關附屬機電

設施安裝與放置，意指單一離岸風力發電機組

之機電設施大多設置於風機主體與基礎平台層

兩處，其基礎平台層之附屬機電設備，須考量

風力機安裝期與運轉期之需求，在施工階段有

許多施工人員使用電動機具、氣動機具等，且

工作環境可能會有易燃氣體產生，為風力發電

機組維修運作所須具備之附屬機電設施須具備

設備，如圖17所示。

表18 維修流程及執行方式

流程 執行方式

策劃
故障發生，監控中心接收警報信號，值
班人員擬定維修策略、安排設備、維修
人員及維修船舶

等待 設備、人員及設備就緒

航行 風浪情況穩定時

維修 維修班至現場維修

返航 維修完成返航

照明系統

圖17 風力機附屬機電設施

通風系統 工業插座

光纖通訊系統 接地系統 吊具系統

航空警示系統 航海警示系統 緊急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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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平面圖之11點及8點鐘方位；另光纖通訊系統

主要橋接風力發電機組與岸上控制室之通訊系

統，以利機組運轉條件回傳至岸上控制室作電

力系統調度等。照明、插座與配電盤配置位置

如圖19所示。

三、避雷接地系統

風力機塔柱之鋼質底部基礎層可視為接地

棒，打入海床下約30公尺深作為接地極，再於底

部基礎層壁上施作接地上引線銜接至塔桶層或供

風機設施使用，最後於風機塔內各層設置接地箱

供施工或設備接地，接地電阻值應小於10Ω，以

利落雷順利藉由塔體經底部基礎層進行洩放。

一、塔內照明及通風系統

風力發電機組為鋼構結構無開孔設計，僅

人員進出孔作為對外出入通道，為了維持作業人

員安全需具備塔內照明及通風系統，且照明系

統需具有防水防塵能力，一般係參考CNS 12112

供電站/輔助間之工作場所照明需求，照度採

200lux，並採環形環繞方式擺設，依照工作場所

面積與裝設高度計算後約需裝設三盞燈具，且

燈具開關裝設於上層直梯旁為原則；因離岸風

力發電機組座落於海上且內部為密閉空間，有

沼氣生成疑慮，故通風系統需具有防火花及防

爆功能，建議設置移動式鼓風機，其工作電壓

應配合風力發電機供應電壓，且運轉功率至少

為1/3馬力，方能使整個機電設施層符合通風需

求。

二、工業插座及光纖通訊系統

插座系統主要作為塔內作業人員手持電

動工具之電力來源，因作業空間為高鹽高濕環

境，故此插座系統應具有快速銜接與防水防

塵能力，建議可參考IEC 60309規範，如圖18

所示，依據工作電壓、電流需求、所需針腳數

目、IP67之等級進行設置，並設置於塔桶內壁

上，每層設置二至三組，設置地點如圖19中左 圖18 IEC 60309插座系統選型依據

圖19 照明、插座與配電盤配置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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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台吊具系統

此吊具主要作為風機內部相關構件、設備

之吊搬用，並負責吊搬施工時期之設備、緊急

發電機組、油料運補、以及運轉時期之維運設

備，其吊車荷重約需1.5公噸，一般電源規格為3

相690 V，運作功率約為6.8 kW。

五、航空警示系統

機艙頂應依「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

置標準」[14]設置必要之航空警示燈，風力發電

機組之整體高度達特定高度時，須裝設可供360

度環視之相同亮度障礙燈，其亮度等級應依所

在地表或水面高度之規定進行裝設，且應同時

閃爍或穩定發光，如圖20所示。

六、航海警示系統

依據國際燈塔管理機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ghthouse Authorities, IALA)之相

關規範設置航海警示系統，並於塔身圍籬部分設

置標誌系統(ID marking)與航海霧笛系統(foghorn)

作為航海警示，當裝設於風力發電機組之能見度

儀(visibility meter)偵測雲霧程度達設定值時，

隨即自動開啟霧笛，藉此告知周遭船隻注意設

有風力發電機組，以確保海域公共通行安全。

七、移動式發電機組

在風力發電機組正常工作時，可透過風力

發電供應其附屬設備使用，但於風力發電機組

停止運轉、施工或維護期間，即需要一組移動

式發電機組負責供應電力來源，一般採輸出功

率100 kW、輸出電壓690 V設置，此發電機組將

放置於風力發電機組之外平台，故需具有抗強

風之進排氣百葉系統。此外，因後續發電機油

料運補可能受限於維運港口之潮汐時間，當該

港口於低潮恐運補船隻無法出航，故建議此發

電機之油箱設置容量為100公升以上，以此發電

機每小時耗油量24.5 L/hr為例，即可連續運轉4

小時，且需視工期預先規劃油料運補計畫及發

電機組吊卸作業程序。

柒、結語

離岸風場電力系統設計於國際上並無相關

共通制式標準規範，僅DNV發行之相關離岸風

場電力系統相關規範，包含變電站、電力設備

及海底電纜等，於電力系統設計時可以引用且

助益甚大。併網規設須瞭解台電之併網審查方

式、依據與原則，然後針對風力發電對輸配電

網之衝擊影響進行分析與探討。台電所訂立新

的系統衝擊審查辦法，第一與第二類型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適用500 kW以上之系統衝擊審查

辦法，審查項目包括電力潮流、故障電流、電

壓變動及閃爍、暫態穩定度、功率因數、諧波

管制與低電壓持續運轉等數項。各項系統衝擊

分析結果不得逾越台電「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

聯技術要點」以及其他相關辦法之規定，否則

無法獲得併聯同意許可。

離岸風場電力系統，可分為風機配置、電

網連結、海上平台與變電站、海底電纜、交流

輸電系統損失補償、保護電驛、接地與雷擊、

離岸風場監管系統等各子系統，為考量施工與

圖20 風力發電機組艙頂航空障礙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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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維期間之便利性及作業效率，設置附屬機電

設施有其必要性。

本公司有幸榮獲部分離岸風力發電開發業

者青睞，擔任其開發案之技術服務顧問，開創

國內離岸風力發電工程技術，作業期間承蒙風

力發電開發業者及許多專業先進指導協助，與

相關施工專業承包商協助配合，建置工程得予

順利執行，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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