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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在全球減碳的倡導下，各先進國家紛紛降低核能、燃煤等高碳排、高汙染之能源使用量，轉為提高

再生能源併入既有電網之滲透率。然而，大自然之日照及風速並不穩定，無法有效掌握能源輸出，用戶

負載特性亦無法精準預測。因此，必須藉由可靠之電能管理系統，即導入智慧電網之概念，達到能源與

負載使用效益最佳化，以減少不必要之電能損失，故於沙崙綠能科學城-C區聯合研究中心建置智慧電網

以為後續應用參考。

摘  要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Smart Grid and Green Energy 
System for ShaLun United Research Center

In the global initiative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all advanced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reduced their energy 

use which are high-carbon emissions and high environment pollution such as nuclear power and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to their existing power grids. However, the 

sunshine and wind speed are not stable which cannot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nd the load characteristics also 

cannot be accurately predic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and loading, and 

to reduce unnecessary power loss by reliabl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s, the concept of Smart Grid. 

Sharon Green Energy Science City-C area, United Research Center, with smart grid is built for future application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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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經濟的蓬勃發展、產業對供電的

需求、石化能源的大量開採等，導致氣候混亂

造成各地區發生從未有的氣候異象，台灣911大

地震電塔倒塌致使全國大停電、日本311大地震

引發福島核電廠核安等問題，接連對能源的使

用及用電可靠度蘊育出包含再生能源使用率、

供電網之架構、資通訊、智慧運輸等，可解決

能源危機及用電可靠度之主要課題。其中，智

慧電網系統可透過結合分散式之發電設備(太

陽光電發電、風力發電等系統)、儲能設備(電

動車、鋰電池等)、能源管理系統(EMS,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與通訊網路技術系統(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等，

建構一區域性能源最佳化的電力環境，進而提

升電力系統效率及可靠度，更為大家所重視。

目前台灣為推動智慧電網規劃，將智慧電

網列入「國家綠能低碳總行動方案」之標竿計

畫之一，戮力推動智慧電網發展，進而提高國

家能源產業於世界之立足點，本文將以沙崙綠

能科學城-C區聯合驗究中心為主軸，探討如何

導入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風力發電、低碳電動

車充電系統、儲能系統、能源管理等系統，建

構一完整之智慧電網系統架構，以為後續綠能

建設推廣之模範場域。

貳、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一、太陽電池模組

現今太陽電池模組材質可分為矽、多化合

物及奈米有機三大類，其分類如圖1所示，依據

不同材質特性、製程方式與接面材料等，其太陽

電池模組光伏轉換效率也不盡相同，而各類太

陽光電模組光伏轉換效率與演化如圖2所示[1]。

二、設計構想

聯合研究中心場址位於台南高鐵站東南

方，配合行政院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規劃

建置沙崙綠能科學城，並以創能、儲能、節

能、系統整合為主軸，其中建築物創能將採適

合於台南地區日照條件佳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為主要之潔淨能源；另經評估建築物造型及環

境條件等，以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容量及發

圖1 太陽光電模組材質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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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達自然陽光灑落效果。另配合建築

屋頂層走向，將採單晶矽太陽電池模組以

平鋪方式安裝，預計屋頂層設備裝置容量

約為618kWp。又為避免遮蔭、設備維護及

雨水回收需求，於兩陣列間預留40公分之

維護走道及排水溝，並於太陽光電模組板

下方配置線槽，其相關安裝結構示意如圖4

所示。

電量最大化之目標，另考量中庭採光、設置面

積等，分別於建築物屋頂層及西南向垂直牆面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如圖3所示。

(一) 屋頂層配置

 本建築屋頂層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係

採單晶矽太陽電池模組與透光式建築整合

型太陽電池模組混合配置，除具發電效益

  

618kWp 

50.4kWp 

註：本計畫彙整 圖3 聯合研究中心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圖2 太陽電池模組各類材質光伏轉換效率與演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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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南牆面配置

 經日照模擬後，建築物西南牆面雖

非為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之最佳方位與

角度，惟仍具有較高的日照強度。故於樓

層間採上下陣列交錯方式鋪設單晶矽太陽

電池模組，除可為室內空間提供遮陰，

仍可兼具發電之效益，其裝置容量約為

50.4kWp。

(三) 效益分析

 參考台灣電力公司105年各縣市太陽

光電容量因數，台南市每瓩日平均發電為

3.18度；每瓩年平均發電量約1,165度，

初估每年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發電量約為

748,000度電。若以建築物日平均用電量

為1500kWx12h估算，太陽光電年發電量占

整建築物年用電量約為6%；可節省電費約

2,200,000元。

參、小型風力發電系統

一、小型與微型風力機特性

再生能源發電技術中風力發電已相當成

熟，依不同電壓、容量、葉片掃掠面積等分為

不同種類的風力發電機組，且各國對於小型風

力發電機之定義亦略有不同，其分類如表1所

示。而風力發電機依轉子軸向又分為水平軸式

風力機(HAWT)與垂直軸式風力機(VAWT)兩種，

註：本公司建築部彙整

圖4 屋頂層太陽電池模組板安裝結構示意圖

表1 國際小型風力發電機定義

特性
協會

電壓等級 掃掠面積 額定功率

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9]

1 kV
a.c.

1.5 kV
d.c

.
≤ 200m2 N/A

美國風能協會
(AWEA)[2]

N/A ≤ 200m2 ≤ 100 kW(小型)
≤ 1 kW(微型)

英國風能協會
(BWEA)[9]

N/A ≤ 200m2 0.1～50 kW(小型)
< 0.1 kW(微型)

註：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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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考量人員維護與安全性，小型風力機組支撐

結構高於3公尺以上，以避免對人員造成危害。

肆、車輛充電系統

近年來，燃油車輛的普遍使用，造成空

氣汙染劇增，以致人類健康亮起紅燈。因此，

各國政府對空汙的環保意識日以高漲，因而相

繼寄望以低碳電動車輛取代傳統燃油車輛。目

前台灣各地方政府亦刻正積極研擬相關配套法

規，其中，臺南市政府於106年4月發佈臺南市

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規範有關停車場達50格以

上之停車數量，應設置1格以上之低碳車輛停

車格位，更以輔助款方式鼓勵設置低碳電動車

輛充電系統(electric vehicle conductive charging 

system, EVC)，並得以差別費率計價方式收取額

外停車費用。

一、相關法規檢討

國際相關電動車輛協會已陸續制訂充電

系統、介面、充電站等參考規範與設備標準，

而國內相關主管機關更積極參考國際法規，訂

定適合台灣使用條件之國家標準，其中相關標

準除了低碳電動汽車外更包含低碳電動機車，

適用範圍更包含整車、充電系統、車載電池、

電動機與控制器、環境試驗、電動機車等六大

類，其彙整資料如表2所示[3]。

如圖5所示[2]。其風力機主要利用風推動葉片帶

動發電機發電，並經由最大功率追蹤、電力逆

變器等調控技術，擷取最大功率輸出，並兼顧

系統穩定與安全性。

二、設計構想

本聯合研究中心具有開放式的半戶外階

梯式中庭設計，致使全年有自然通風之效益。

於夏季時可將風由南方引進建物內，冬季時可

讓風由北方吹拂進中庭內，藉以提高自然通風

量，降低室內溫度，減少空調使用量。故本計

畫將利用此特性，於屋突層西北側規劃低啟動

風速單機額定功率為3瓩小型風力發電機組2

座，裝置容量合計約6瓩，輸出電能透過各自機

組的逆變器(inveter)，將電能轉換為三相四線380

伏特，引接至屋突層電氣室內，再匯集後下引併

入再生能源總盤，供電能調度與下游負載使用。

圖5 風力機依轉子軸形式分類[2]

表2 電動車輛相關國家標準(CNS)一覽表[3]

整車車輛 充電系統 車載電池 電動機及控制器 環境試驗 電動機車

15499-1
15499-2
15499-3
15512
15513
15514
15589
15561

15511-2
15511-3
15511-21
15511-22
15511-23
15511-24
15700-1
15700-2
15700-3

15369-1
15369-2
15369-3
15391-1
15391-2
15515-1
15515-2
15515-3
15533-3

15453
15454

15588-1
15588-2
15588-3
15588-4

15455
15481-1
15481-2
15481-3
15481-4
15481-5
14498

14498-1
14498-2
14498-3
14499

15207-1
15207-2
15207-3
15207-4
15207-5
15207-7
15207-8
15207-10
15194-1
15194-2
15194-3
15194-4

15387
15424-1
15424-2
15425-1
15425-2
15491-1
15491-2
15491-3
15491-4
15491-5
15491-6
15491-7
15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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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構想

沙崙聯合研究中心配合地方低碳自治條

例，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技術規格與規範，規劃

設置法定停車格數量約5%之交流機汽車及直流

低碳電動汽車充電系統，系統配置如圖6所示，

且另考量低碳電動機車需求，其充電規格、數

量、型式如表3所示。經進一步評估分析低碳電

動汽車充電特性及使用習慣等因素，低碳電動

汽車充電設施將採6:4之交流型與直流型之比例

進行設置。以下將針對兩特性進行探討。

(一) 交流充電設施

 交流充電設施之輸出電壓多採單相

220V，且輸出功率與電流較小，其典型充

電時間約為8至10小時(SOC達到95%以上)。

(二) 直流充電設施

 直流充電設施之輸出電壓大致介於直

流200至500V間，且採用輸出功率與電流

較大，典型充電時間約在10至30分鐘間

(SOC達到95%以上)。

在充電系統管制與使用方面將與EMS能源

管理系統做整合，將車輛充電系統數據與狀態

透過通訊系統，即時回傳至聯合研究中心EMS系

統中，亦可配合用電調度計畫遠端調控充電設

施輸出電能之多寡，以達需量控制、負載調節

等功效。並預留悠遊卡或一卡通等電子票證系

統，進行充電啟閉與充電費用扣繳等作業，並

透過SCADA系統作整系統之監控，達到有效之

管控。此外，因現行法規尚無法將低碳電動車

輛之電能逆送回電力系統，待相關法規更新，

表3 沙崙聯合研究中心低碳電動車輛充電系統型式

型式 適用車種 設置位置 數量
規格

充電器輸出 耦合器

交流

汽車
地面層 3座

交流型式2B，220Vac，7瓩以上 依CNS 15511-2辦理
地下一層 8座

機車 地下一層 10座 交流型式1，110Vac，3瓩以上
依CNS 15511-2(CNS 690接地型2極)
或市售電動車充電接頭

直流 汽車
地面層 2座

直流型，200~500Vdc，25瓩以上
CNS 15511-2、J1772 Type1、Type2
或CHAdeMO地下一層 4座

圖6 沙崙聯合研究中心低碳電動車輛充電系統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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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鎳氫、鋰系二次等電池特性，具有較高能

量轉換效率、高安全性、常溫運轉、可快速反

應充放電需求、充放電循環壽命較長、系統穩

定、設計靈活且電池液可回收再利用，並可視需

求搭配再生能源設施儲存或釋放電能進而調節

尖離峰用電，有助於提升電力系統的穩定性。

且於國際各地皆有實際安裝實例，如日本北海

道電力公司60MWh(2017)、聖地牙哥電力公司

8MWh(2017)及台電綜研所750kWh(2017)等。

二、場域配置及系統說明

考量儲能系統設備大小、維運空間需求、

搬運動線、樓地板承載性及系統展示等因素，

於地下一層東南側規劃設置容量為250kWx3h之

全釩液流電池儲能系統，其相關儲能系統平面

配置與系統架構示意圖，如圖7所示，液流電池

透過電池堆與電能轉換系統(power conversion 

system, PCS)銜接，再透過PCS與台電電網併聯，

並與再生能源併接於同一再生能源總盤上。可

透過再生能源或台電離峰時段充電，並在尖峰

用電時段或台電供電吃緊狀況下放電，以達調

節用電負載及供電能力之效益。

陸、建築物智慧電網系統

一、系統構成

智慧電網係指以先進的自動化及成熟的資

訊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應用於目前之電力網路中，並

導入智慧化的監控管理機制，減少建築物之設

備用電。

本 計 畫 電 力 系 統 除 引 進 台 電 電 源 系 統

併 入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 小 型 風 力 發 電 系

統、儲能系統等各種分散式電源(distributed 

generations)，另結合電力監控系統(supervisory 

未來應可進一步將此類電動車輛納入電力系統

需量調度計畫。

伍、儲能系統

儲能系統在電網系統，主要功能在提供快

速調節電能功率，憑藉轉移或儲存再生能源輸

出之電能，調度台電電源、用戶負載與再生能

源發電設施間之實、虛功率潮流，並舒緩台電

電網於尖峰用電時期之供電量，用以降低建築

物用電契約容量，進而減少固定電費及超約附

加費用支出。

一、儲能電池種類

至今可運用於電力系統級之儲能系統包含

鉛酸電池、鋰電池、液流電池、鈉硫電池、超

級電容、飛輪、超導磁場儲能、氫儲能與抽蓄

水力儲能等。且聯合研究中心場址設置環境條

件屬實驗室及辦公室環境，且有眾多研發人員

長駐，安全為首要目標；另本場址設有大型負

載與大量再生能源設施，其中包含冰水主機、通

風機組、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及小型風力發電系

統，為有效率調度再生能源設施，並更進一步修

正電力系統日負載特性，以達日負載平衡(load 

shifting)之功效，使有效訂定台電契約容量及減

少超約現象發生，故以儲能系統充放電循環次數

為次要目標。然若要凸顯電能調度成效，綜合上

述目標與需求，選用瓩級儲能系統(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作為本建築物設置容量目標，並提

供EMS系統進行遠端監控，依據每日再生能源與

負載量的不同，研擬每日能源調度計畫控制儲

能系統充放電間期與充放電量多寡。

考量本場址特性、設置地點、環境因素及

設備儲放法規等因素，規劃選用全釩氧化還原

液流電池(vanadium redox battery, VRB)為儲能系

統，簡稱全釩液流電池。該電池相較於傳統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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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 SCADA)，於各用電

單位及公共用電之處裝設數位電表，整合擷取

空調、照明、給排水及其他系統用電資料，再

透過網路將所量測之資料回傳至SCADA監控，

並將數據儲存於資料庫中，監控系統內規劃建

置智慧化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 BEMS)，BEMS則於SCADA

資料庫中取得相關用電資料後，透過軟體計算

做為用電負載預測分析，經SCADA監控調節各

用電設備以減少使用電力公司之電源，提升能

源調配及使用之效率，並使整體電力網運作能

發揮最大效能。其架構如圖8所示。

圖7 聯合研究中心全釩電池儲能系統平面配置與架構示意圖

圖8 智慧化建築電能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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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數、當日累積系統電能產出、逆變

器效率、日照、環境溫度等監測。

(三)  風力發電系統管理：包含負載電壓、

負載電流、負載功率；機組電壓、電

流、功率、功率因數、當日累積系統

電能產出、風向風速等監測。

(四)  給排水系統管理(含景觀噴灌系統及中

水系統)：給水泵、污水泵、廢水泵、

給水池、污水池及廢水池水位、給排

水泵浦離峰運轉控制；給水品質監測

及各設備故障跳脫警示；景觀噴灌系

統定時及程序控制管理。

(五)  照明系統管理：樓梯間、公共走道、

停車場、候車區照明、各辦公室及會

議室等，依四季日落時間之自然光源

現場光度變化情況、上／下班時間及

緊急狀態，控制不同區域之照明。

(六)  空調系統管理：空調箱、冷卻水泵、

冷卻水塔、風車、溫度/濕度偵測及控

制、空調計費監測、空氣品質監測、

省能管理。

(七)  門禁出入管理：管制人員的出入、停

車場的進出、警衛巡邏電腦輔助監

管、緊急狀況的處置。

二、SCADA系統

SCADA系統係將不同用電的系統設備(例

如：空調、照明、給排水等)監控點位蒐集處理

後，透過網路系統(Ethernet)統一介面，即時監

視(控)下游用電設備的資訊，並將相關資料儲

存於資料庫中，供BEMS進行電力分析以執行能

源管理之決策，以對用電之設備進行相關之控

制，節省了過去以人力至不同場域收集資料的

時間。其主要設備應包括監控主機、圖控操作

之監控工作站、印表機、光碟機、網路設備、

圖誌顯示、軟體程式等，於警報時螢幕自動顯

示狀況及需採取之措施，列表機自動列印時

間、發生事件，其架構如圖9所示。聯合研究中

心之SCADA系統之監視、控制包括下列子系統

管理功能：

(一)  電力系統管理：各電力設備開關狀態監

視、數位電錶及供電品質、緊急發電機

及油箱、自動復閉系統及節能卸載、

復載，有效管理電力控制及監測。

(二)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管理：包含負載電

壓、負載電流、負載功率；PV陣列電

壓、PV陣列電流、PV陣列功率、功率

圖9 中央監控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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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火警、消防、排煙系統管理：平時全

天侯監視消防、採水、泡沫、中繼、

補充水、撒水泵、進風及排煙機設備

的狀況，異常時發出警報，並隨時監

視消防水池高低水位，水位不足或過

高時，立即發出警告，並指示相關人

員所應採取的動作。

(九)  電梯系統管理(含車箱內緊急求救按鈕

及對講機)：監視電梯、貨梯狀態，異

常或故障時產生警報，依電梯、貨梯

使用狀況，自動要求維護保養或緊急

維修。

(十)  安全監視系統管理：各區大門裝設門

偵測器，依照上下班時間啟動/解除警

戒，偵測到人員入侵時，自動啟動相

關區域照明，並連動閉路電視攝影及

通知警衛處理。

(十一)  用電、用水之歷史紀錄及其統計管

理。

三、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 

智慧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係以建物為主體的電

能管理系統，藉由整合SCADA監控系統執行區

域能源管理系統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於需量反應事件期間下達電能

調度指令，亦自主監管轄區內的分散式電源

(DER)與用電設備，以為最佳化用電成本與效

能。其管理功能與監控介面如下所述。

(一) 管理功能

1.  具備儲能系統最佳排程策略，包含考量

時間電價、抑低尖峰負載與執行需量反

應等模式，以達成用電成本最小化等

目標。

2.  設計電動車充電樁系統最佳排程策略，包

含考量時間電價及使用者需求，達到用

電成本最小化或平緩負載曲線等目標。

3.  導入國際自動化需量反應標準OpenADR 

2.0b VEN/VTN，並作為自動需量反應用

戶單位，以接收自台灣電力公司電能調

度中心或CEMS等用戶群代表之需量反應

訊號，並於需量時段分配抑低量至各分

散式電力資源及可控負載(如燈具、空調

等)並下達發電/卸載命令。

4.  集中式資料庫建置，儲存自BEMS與所蒐

集之環境與用(發)電資訊，以提供web-

based使用者操作網頁及APP查詢歷史資

訊與監控需求。

5.  具有短期與即期之負載預測、再生能源預

測、需量競價得標價預測，並可針對預測

系統的特性建構預測誤差的風險評估機

制，以提升DER調度運轉的經濟效能。

6.  具有可控負載的節能控制功能，例如燈

具依室內照度或人員活動情形調光，並

設計相關情境控制功能，以兼具實用與

節能之功能。

7.  儲能系統、台電電源、再生能源設施調度

需求及需量反應分析，考量於平日、假

日、尖峰、離峰之儲能系統、台電電源及

再生能源間調度，及相關設備充放電等。

(二)  web-based的網頁及手機APP人機監控

界面

1.  具有用電資訊可視化界面，包含公共

用電、各分散式電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及各辦公室/實驗室之用電

即時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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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儲能、系統整合之前瞻建築物。系統

建置完成營運後，其相關運作經驗可作為再生

能源、儲能系統及智慧電網管理技術之設計參

考，引領國內相關綠能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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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及儲存整體BEMS系統之即時環境

(日照、風速、雨量、溫度、濕度、室內

二氧化碳濃度等)、用電與發電資訊。

3.  提供查詢及顯示各個用電單位、公共用

電及DER的即時與歷史發(用)電資訊，包

含每分鐘功率折線圖(kW)、每小時、每

日、每月度數累計圖(kWh)等。

4.  系統提供操作介面供使用者可於遠端控

制DER之變流器或電力控制器，並可以

於遠端設定運轉模式或控制輸出實、虛

功率的大小與潮流方向。

5.  可顯示與設定儲能系統與電動車充電樁

等可控分散式電源之排程資訊。

6.  可設定電動車預計起始與結束充電的時

間、結束充電時SOC需求、充電電流大小。

7.  顯示再生能源發電預測、負載預測與需

量競價得標價預測結果。

8.  顯示過去歷史、當前及未來需量反應事

件資訊，包含其開始時間、結束時間、

預計抑低負載量、當前可卸載量總和及

事件執行成功與否等。

9.  以簡易之圖控管理提供管理員對BEMS所

納管的可控用電設備(如燈具、空調等)

與DER之排序選擇，以決定需量反應事

件時的卸載(或發電)之順序。

柒、結語

沙崙綠能科學城聯合研究中心為統合相關

能源議題，所蘊育出之前瞻綠能計畫，其導入

綠能科技產業化技術驗證平台，並結合創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