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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Key Words)： 智慧電網(smart grid)、分散式電力資源整合(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家庭/建築電能管理系統(home/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虛擬電

廠(virtual power plant)

　　隨著再生能源與智慧電網技術迅速發展，未來大量併入市電的分散式電力資源可能對原有電網造成

衝擊，因此對電網內之供需平衡、電力品質管理、電網安全維護應引入不同的技術。本文介紹科技部第

二期能源國家型計畫(NEPII)智慧電網團隊與台北市政府合作於興隆公宅一區導入智慧家庭/建築電能管理

系統與虛擬電廠建置，透過伺服器與SCADA等硬體設備，並使用資料庫及科技部團隊開發的網頁或應用

程式人機介面與介接程式管理家庭用電設備、收集電動車(Electric Vehicle, EV)、太陽能電池(Photovoltaic, 

PV)、儲能系統(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柴油發電機等設備即時運轉資訊。本文介紹台北市興隆一區

公宅導入電能管理系統後的用電資料，包含儲能系統最佳化的排程結果、太陽能累積發電量的數據，與

過去20個月(3/1/2016∼10/31/2017)比較智慧電網實證戶(裝設AMI及HEMS)與一般住戶之每日用電平均

量，並分析整體的節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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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節能智慧公宅
與虛擬電廠之建置
Public-housing Smart Energy-saving 
and Virtual Power Plant in Taipei City

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aiwan, integr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 

into the city-scale power grid in the future will have huge impact on the current power system. Therefore, the 

improve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side management, power supply reliability, and power-supply security 

maintenance of power grid are in urgent need.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smart-grid 

experimental project in Taipei City Xinglong Public Housing Section 1, a project which is fi 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Phase II (NEPII)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this project, our research team 

introduced the home/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BEMS, into the Xinglong Public Housing Section 

1. To manage and collect real-time operation information for appliances, electric vehicles (EV), and photovoltaic 

(PV) power generation,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 and diesel generator, we developed a user-interface 

which can be accessed via web page or APPs.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data analysis of average electricity-saving 

benefi ts, including the optimized scheduling of PV power generation/ESS system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ouseholds with and without the HEMS in the past 20 months (3/1/2016 - 10/3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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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生活水平提升及產業快速發展，社會各界對於電力的需求與日俱

增，而依「巴黎氣候會議」之協議，各國政府已承諾對溫室氣體排放進行

不同程度的管制。而台灣近年來廢除核能的聲浪高漲，政府因而宣布即刻

開始實施核電歸零與擴大推廣綠能發電的政策。然而台灣的能源幾乎全數

仰賴進口，由此可知，我國現正面臨能源轉型的關鍵。2016年政府設定新

能源政策目標包括(1)大量提升綠能佔比：2025年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之裝置

容量目標分別為20GW與4.2GW [1]。 (2) 2025年全面廢核：封存核四且現

存的三個核電廠不延役。(3) 逐步邁向電力自由化：開放綠能發電業與售

電業，且逐步將台電分為發電、輸配電及售電業。(4) 減碳目標：2050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2005年排放量50%以下。

近年來，資通訊技術造就了電力工程的革新與智慧電網技術發展，

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 VPP)即為在此環境下所衍生出的一種可最佳

整合分散式創能、儲能與節能等科技的先進電能管理技術。透過最佳化

演算與預測科技，VPP除可參與一般的能源市場外，亦可提供電力系統運

作所需的輔助服務，然而VPP的運作更為彈性，且由於其所管轄的分散式

電力資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一般併聯於區域性的配電等級系

統，故而更適合用於協助配電系統在地解決問題。亦即電力系統調度單位

(system operator, SO)可對VPP下達調度指令來舒緩全國尖峰用電壓力，或利

用VPP促進地區電網更加穩健並提升電力品質。

台北市普遍被視為台灣首善之區，更是我國用電需量最集中的區域之

一。鑒於此，台北市政府尋求科技部智慧電網研發團隊之合作，以期完成

智慧低碳綠能城市之願景，並從中打造都會區虛擬電廠技術與新型態電力

經濟模式，其中以公共住宅導入智慧電網科技為計畫發展之第一步。台北

市智慧社區的執行策略概分為技術創新與開發、啟動示範、推廣開展及全

面落實等階段，如圖1所示。包括監控與資料擷取、能源管理及自動需量

反應等技術研發，並透過階段實證旗艦示範的場域完成技術驗證，同時透

過政府主導建設開發，最後在全面落實的階段建立機制與執行策略，以結

合創新智慧科技、物聯網及雲端服務來解決居住者的生活需求，進而提供

圖1 臺北市智慧社區推動策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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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舒適、節能減碳永續生態環境及提升市

民幸福感。

台北市目前已規劃六處示範性社區，預

計有六千多戶居民將參與其中，如圖2所示。

興隆智慧公共住宅一區為本計畫的第一個實證

場域，其已成功導入智慧建築/家庭電能管理

系統(building/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 / H EMS )及符合國際標準的自動需量反應

(automatic demand response, ADR)技術。隨著台

灣電業法修正通過與電力事業逐步開放，未來

低壓用戶、創能及儲能系統透過用戶群代表參

與需量反應之技術，將可為電力調度提供額外

的可控資源。

透過興隆智慧公共住宅的結果呈現，將

有利於研擬新型態之虛擬電廠與用戶群代表商

業模式，未來本技術將可整合台北市位於不同

區域之智慧型電能管理系統，共同參與需量市

場，當電力供給緊繃時可發出需量反應事件(DR 

Event)，裝設有本系統之大樓、家庭透過資通訊

系統收到訊息後，可配合用戶依據個人喜好所

預先設定之參數卸載部分電器，以達到紓解用

電尖峰時電力不足之狀況，在此同時亦可依據

需量反應措施之相關電費扣減辦法降低電費支

出。更多關於興隆公宅一區導入的智慧電網技

術，將於以下的各章節中介紹：

貳、智慧電網與虛擬電廠

一、智慧電網相關概念簡介

智慧電網(smart grid)係以傳統電力系統為基

礎，廣納分散式電力資源，並結合資通訊、電

力電子及電能調度與管理等各種智慧化控制，

用以整合發電、輸電、配電及用戶的智慧電網

系統，其擁有自動化及資訊化的優勢，並具備

自我檢視、診斷及修復等功能，提供具高可靠

度、高品質、高效率及潔淨之電力，可因應世

界各國能源政策發展方向與社會對供電可靠度

與供電品質提高的要求，有效提升供需雙方或

調度者的各種效益，進而提高用戶端電能使用

效率及自主發電比例。

擴大再生能源利用及導入智慧電網技術為

我邁向非核家園、穩定城市供電，甚至強化都

會區安全的重要工作。因應都會區環境友善發

展及台灣能源轉型可能造成的缺電與供電壅塞

問題，導入智慧電網可達到節能減碳及降低輸

配系統壓力的效果。

二、虛擬電廠

傳統的電源開發規劃基本上僅考慮系統淨

尖峰能力須大於尖峰負載，如此的作法與規劃

圖2 臺北市六處示範性智慧社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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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安全。不僅用戶可減輕電費負擔，電力公司

亦可延緩投資興建電廠或電力設施汰換時程，以

有效降低供電成本。

隨著資通訊與智慧電網技術發展，近年

來更即時的自動需量反應(automatic demand 

response, ADR)亦被視為可有效抑低尖峰或用於

調節電網的可調度資源。以台灣而言，過去雖

有可停電力的相關方案，然因調度人員僅能透

過電話聯繫的低便利性與有限的誘因，導致最

終參與用戶少且成效不彰。自2015年以來，台

電推出了全新的需量競價措施，改以用戶自行

透過網頁介面投標可接受的補償費率，若經競

價機制確定低於尖峰機組供電成本及其他用戶

的投標價，則可視為得標。台電公司期望透過

此新制提升用戶端參與的誘因，截至2017年8

月，申請戶數與抑低契約容量已達801戶與796 

MW，實際抑低量約可達400MW(核一廠的一個

機組為636MW)。

目前需量競價機制僅開放高壓用戶申請，

然而隨著電業法修正通，未來低壓用戶亦可能

透過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加入需量競價，

其架構如圖3所示。透過用戶端智慧電能管理

系統，用戶可依據喜好預先設定可加入需量反

應的電器，當得標並執行抑低需量時，不僅可

紓解電力尖峰時電力供應緊澀之情況，亦能使

往往導致尖峰機組利用率低，以致電業投資成

本浪費。另一方面，早期規劃的輸配電網路可

能因用電需求增長而面臨供電瓶頸，然汰換或

新設大型電力設施不僅成本高昂，且常招致臨

近居民抗爭。且相較於興建大型發電廠或汰換

輸配電設施，需求端電能管理為更具效益之作

法，亦不須經環評審查且可大幅縮減建構時間

與國家預算，故成為各國電業普遍所採取之方

式，對未來台電公司因應可能的缺電風險而言

亦是較小的投資。

虛擬電廠主要由位於配電端的分散式發

電系統、儲能設備及用戶端智慧電能管理系統

所組成，並透過即時量測監控與智能運算與分

析所結合而成的先進電能管理技術。藉此電力

公司可整合需量反應和分散式發電，並利用發

電排程方式最佳化所有電廠的輸出，以在最佳

經濟效益的狀態下抑低尖峰負載與增加備載容

量，同時為再生能源的間歇性提供調節。現今

再生能源正快速發展中，虛擬電廠亦成為一種

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大規模併入電網的區域性

多能源聚合模式，以將電網中分散式電源、可

控負載及儲能裝置聚合成一個虛擬的可控集合

體。配合資通訊技術進行訊息交換，並透過圖

資顯示介面使虛擬電廠的管理更加可視化，便

於相關人員進行監控管理與參與電網的運行與

調度。

三、需量反應與需量競價簡介

需求端管理(d ema n d - s i d e 

management, DSM)泛指電力業者透

過電價優惠等誘因，以引導用戶改

變用電行為之措施，例如於系統尖

峰時段配合減少用電負載需量或轉

移部份用電至離峰時段，如現行之

季節電價、二段式及三段式時間電

價、尖峰時間可變動電價等[3]。其

有利於抑低尖峰負載，以確保系統                 圖3 用戶群代表參加需量競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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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擁有電費減免優惠，使整體電網有更大的

節能效益，亦能提供穩定的電力繼續使各項經

濟活動使用。用戶實施相關電能管理相關措施

時，若能搭配智慧化與自動化的電能管理系統

進行，較能有效提升便利性與效能。以下將介

紹科技部與台北市政府合作於興隆公共住宅一

區所導入的智慧建築/家庭電能管理系統。

參、台北市興隆公宅一區B/HEMS
建置

一、系統架構

智慧建築電能管理系統主要用於興隆公共

住宅一區(發)用電資訊之監測，包含智慧電網

實證戶24戶、大公共用電、各棟小公共用電及

綠色公共微電網等，並且可即時監看整體系統

功率潮流狀態，架構如圖4所示。系統部分主要

利用架設SCADA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以監控各項分散式電力資源狀態，

包括太陽能發電系統、儲能系統及緊急柴油發

電機。公共住宅樓頂裝設有6.24 kWp之太陽能發

電系統，利用太陽能發電系統之通訊界接，使

得BEMS監控主站可讀取其發電與電氣資訊[5]。

公共用電網路亦包含了為30kW/20kWh儲能系

統及電動車充電樁，均可透過SCADA系統即時

監控。

此外，透過BEMS web-based使用者操作網

頁，可提供整體BEMS系統之即時環境與(發)用

電資訊，並於首頁顯示當前系統電力潮流圖，

以供管理人員查詢及顯示智慧電網實證戶24

戶、大公共用電、各棟小公共用電及綠色公共

微電網等即時與歷史發(用)電資訊。公共空間的

空調冷氣亦可透過人機介面監控，以遠端操控

其開關機、溫度調整及模式切換等。需量反應

資訊頁面能顯示過去歷史、當前及未來需量反

應事件資訊，包含其預計抑低負載量及事件執

行成功與否等，同時有取得OpenADR認證(Open 

Automated Demand Response Communications 

Specification；開放式自動需求反應通訊標準)，

而在OpenADR規範中區分為VTN(Virtual Top 

Node)及VEN(Virtual End Node)兩端，VTN可視為

需量反應伺服器，以負責傳遞條件至控制需求

端資源VEN，進而透過此標準與台灣電力公司進

行自動化需量反應。

圖4 興隆一區智慧電網架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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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電器[6]。這些功能及顯示介面如圖5所

示。HEMS擁有耗能感知特色，可讓使用

者了解自我使用能源時實際耗能所在、時

間點以及費用，並且能對這些可控電器控

制，透過即時用電量可瞭解家中用電的情

況，並配合電器控制功能，隨時關閉不必

要的電器，以避免能源浪費問題。另外，

結合溫濕度感測器、照度計與移動感測器

可以隨時將各房間環境控制在體感舒適範

圍，並針對無人的房間自行關閉電燈，達

到節能作用。

 隨著電業法修正，未來家庭等低壓用

戶將可能透過用戶群代表參與需量反應事

件，當電力供給緊繃時，用戶可以依據喜

好設定欲加入的電器，並於台電要求的時

段自動關閉電器或降載，不但可以達到紓

解電力尖峰時電力不足的情況，也能使自

身擁有電費減免優惠，使整體電網有更大

的節能效益，亦能提供穩定的電力，圖6所

示為HEMS需量反應介面。

本案亦建置了24戶智慧家庭電能管理實證

戶，透過感測器、控制器設備與監控程式，可

即時掌管各項設備之狀態，並定時回傳資訊至

資料庫伺服器記錄。HEMS亦執行智慧節能控

制，包括藉移動感測器判斷環境中是否有人員

存在，以達到自動開啟或關閉客廳主燈功能，

或經由演算法來進行燈具自動調光功能。HEMS

包含基於網路雲端之使用者操作頁面，除提供

住戶查詢及監控家內即時(kW)與累計(kWh)用

電資訊外，亦可藉此遠端進行燈具與冷氣之控

制。需量反應資訊頁面能夠顯示該用戶過去歷

史、當前及未來需量反應事件資訊，包含其預

計抑低負載量及事件執行成功與否等。

二、電能管理之智慧控制

(一) 家庭電能管理系統HEMS

 隨著網路普及化與科技的日新月異，

HEMS除有利於大幅提升住戶的便利性外，

亦可協助掌握用電資訊。透過藉由數據收

集與監控系統，我們可以及時得知家中電

器負載的使用情形，並在任意地方隨時控

圖5 HEMS 人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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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電能管理系統BEMS

 BEMS能夠供使用者監測電能使用狀

況，除能增進設備管理效率，亦能靈活管

理需量且蒐集歷史累積資料，並以圖表方

式呈現予使用者分析，讓使用者能對該建

築之用電量有較具體化的概念。此外，控

制儲能系統不僅能達到需量的削峰填谷，

亦能在停電時用以充當臨時電源供電，更

能以節省成本的自動化排程儲能系統輸入

輸出功率達到降低電費的目的。

 BMES的監控主站包含程式主機、資料

庫主機、SCADA監控圖控主機及不斷電系

統，SCADA為資料蒐集單元，蒐集建築電

能管理系統涵蓋的所有設備資訊，諸如電

燈、儲能系統、太陽能⋯等設備之用電狀

況，而BEMS主機負責處理SCADA擷取所得

之資料，並經過運算轉換成我們需要的資

料後，將其顯示於人機介面，不斷電系統

則是用以防備跳電或斷電時BEMS可以繼續

照常運作。圖7所示為興隆一區BEMS所用

的機櫃實體圖。

 隨著環保意識的提升，各國對於環境

保護議題採取了各種不同的因應之道，其

中再生能源的推廣為最普遍的發展趨勢。

再生能源分為水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風

力發電，台灣位於亞熱帶故日照時間較

長，因此在大樓裝設太陽能板可有效提供

大樓部分用電，增設儲能系統亦為有效調

節用電的方式。圖8所示為興隆公宅一區

BEMS人機介面首頁，其除了能顯示當日

即時天氣概況，首頁中②、③、④點亦可

見各項設備之電力潮流圖，點入各圖示即

可選擇欲查看日期之設備歷史用電或發電

量圖。

圖6 需量反應介面

圖7 興隆一區BEMS控制主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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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所示為各用戶即時用

電量和累積用電量，可藉由

①選擇欲查詢之樓層，③則

會顯示該樓層有安裝HEMS用

戶之用電資訊。圖10所示為

同一房型之即時用電量、累

積用電量之比較圖表，可以

由此讓使用者知道自己在同

房型的住戶中用電量屬偏高

或偏低。圖11所示為BEMS電

器控制功能，興隆一區能控

制公共區域的設備為冷氣，

除了能監測用電量也能設定

冷氣溫度，例如②能控制會

議室內部的冷氣，③能控制

物業辦公室的冷氣，④則能

控制防災中心的冷氣。

 圖12為需量反應事件

通知頁面，並能夠於①勾選

欲參加需量反應之電器設

備，以及顯示個別可卸載需

量和總可卸載量，如某電器

被勾選，則被勾選之該電器

會於需量反應期間自動執行

卸載。②會顯示目前需量反

應事件，③會顯示未來需量

反應事件，④則顯示歷史需

量反應事件。圖13為電動車

充電樁顯示及控制頁面，①

能顯示充電樁最大充電電流

和依使用者需求設定充電電

流，如圖中就能設定16、

32、50、80安培之充電電

流，②、③則會顯示充電樁

目前充電狀態，以及電動車

各項充電資訊。

圖8 BEMS人機介面首頁

圖10 BEMS同房型用電資訊比較

圖9 BEMS用戶用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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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BEMS公共電器設備控制

圖12 BEMS需量反應頁面

圖13 BEMS電動車充電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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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池排程最佳化

 由於電網電力無法加以儲存，而新

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力又有過多的不確定

因數，因此若要考量用戶端適當的電力調

度，最常見的方式是化學能型態的蓄電

池。而電池的種類也相當廣泛，包括鉛酸

電池、鋰電池、鈉流電池等都是目前較常

被討論的技術[7]。儲能系統一般可用於電

網連結之住家及工商業建築，除了減少電

費外，亦可達到一定的削峰填谷的效果。

 興隆公宅一區亦導入了電網電力資源

儲存的技術，並且搭配了最佳化演算法計

算最佳的儲能充放電排程(每15分鐘為單

位，一天共96筆)，最佳化演算法中考慮

了時間電價及尖峰負載抑低。其中時間電

價是指在時間電價低的時段進行充電，反

之時間電價高的時段進行放電，而尖峰負

載抑低即為在電力需求過高時將儲能系統

釋放出電力，使得系統整體達到削峰填谷

的效果。此系統會在每日晚上計算出隔天

使整體購電成本最低的儲能排程，如圖14

所示。

三、節電效益

過去20個月(3/1/2016∼10/31/2017)於興隆

公宅一區之用電資料如圖15與圖16所示，比較

4-5F智慧電網實證戶(裝設AMI及HEMS)與6-7F一

圖15 智慧電網實證戶與一般住戶之每日平均用電量

圖14 興隆一區儲能排程圖 (正值為放電，負值為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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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住戶之每日用電平均量，結果顯示智慧電網

實證戶可較一般住戶節省約10.75%用電，如表1

所示。因用戶透過HEMS提供用電可視化並誘發

自主性節電，未來若配合時間電價與需量反應

方案，應可進一步提高節電效率，同時可達成

電力系統在用電尖峰時抑低負載，除可配合降

低夏季供電瓶頸以避免分區限電可能性，亦可

提升用戶用電可靠度，達成電力公司與用戶雙

贏的局面。

未來台灣的能源政策將規劃大量導入再生

能源併網，然而因考量供電安全與品質，故可

承受再生能源之併網容量有一定的限度。據國

圖17 太陽能月累計發電量圖

表1  比較案例說明-有無HEMS 過去20個月每日

平均用電量比較[6]

樓層 4F+5F 6F+7F

比較案例 AMI+HEMS 僅裝設AMI

房型
戶數

一房一廳 8戶

兩房一廳 7戶

坪數 180坪

每戶用電量 5.25(kWh/戶) 5.86(kWh/戶)

每戶每坪用電量 0.029(kWh/坪) 0.032(kWh/坪)

比較 節省10.75%用電量

圖16 每日用電量比較及節電量百分比

際研究顯示，透過本系統之自動調節技術，可

大幅提升配電系統容納再生能源之上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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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率調節、電壓控制及虛功補償等。

藉由智慧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的偵測

與分析，自動調整用電量並達到節電效果，及

透過智慧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使家庭電

器可自動化與遠端控制，同時具備節電與便利

性。最終整合分散式電力資源，提升電能使用

效率，以達成節能減碳目標，營造一個低碳、

高效的次世代都市，落實市府「推廣綠建築、

智慧建築」政策，善用電子化、數位化、資訊

化的科技技術，創造人文與科技並融的智慧生

活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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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內安裝再生能源量因此可予提高，有利於

政府落實發展綠能之目標，並減少台灣整體碳

排放量。此外，圖17所示為擷取自人機介面中

綠能發電之頁面，資料顯示興隆公宅一區6.24 

kWp太陽能發電系統2017年1月至11月之發電量

共為5,402.1度。

肆、結論與未來展望

台北市節能智慧公宅與虛擬電廠建置系統

中，已裝設了可配合智慧電網架構之智慧電能

管理系統，其實際運轉之實績將可作為中央、

其他縣市政府及民間產業之表率，未來以此為

基礎擴大推廣至其他產業或住宅用電，將帶來

更大規模之環境效益，且亦利於促進台灣綠能

產業發展並創造新能源經濟型態，以獲取更多

之經濟效益。

透過自動需量反應技術，電力調度中心可

依據電網即時運作情況發送電能調節需求至用

戶端智慧電能管理系統，興隆公共住宅與未來

可能建置之類似系統可構成城市級虛擬電廠，

透過新型態之虛擬電廠與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

[8]，由所裝設之智慧化電能管理技術即可配合

調度中心之需求進行電能使用之調整，以紓解

電力系統面臨的問題外，並獲取最大電費節約

與收益。

本系統之設計涵蓋了整體智慧電網的規

劃，其不單僅止於用戶內部的用電節約，更可

視為國內需求端電能管理系統參與需量反應機

制之標竿。透過未來進一步的資料分析，可研

擬適合之市場商業模式與控制技術，未來市府

將可望據此成立用戶群代表營運機構，以從中

創造更大的利益。未來電力系統勢必在供電品

質、穩定度、安全性及可靠度等面向面臨重大

挑戰，屆時電力系統很可能需要更多的電力服

務，例如備轉容量、更緊急的需量反應(費率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