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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苗栗後龍龍港工業區設置綠能示範屋，與外界公共電網獨立隔絕，以探

討微型電網獨立運作之可行性。利用小型風力發電機、太陽能板及氫燃料電池，自行發電供給示範屋內

電器設備使用。綠能示範屋設置至今已持續運轉超過一年，在這段時間裡，藉由實際運轉的狀況與小型

氣象站蒐集的資料，以SimPowerSystemTM所建立的混合電力模型進行模擬分析，透過模擬的響應探討綠

能示範屋的供電性能與預估的供電成本。另外也針對部分元件效能不如預期的可能原因進行探討，如風

力發電機除了因硬體與控制器損壞外，發電量也因風速低於原先參考的氣候資料較少；而鉛酸電池則可

能因較常放電過深導致蓄電量快速下降。為了提升綠能示範屋的整體性能，模擬三種不同的用電類型，

以得到建議的電力系統設計結果。

　　綠能示範屋屬孤島型混合電力系統，基載能源來自再生能源，供電穩定性受氣候變遷影響甚鉅，須

每隔一段時間進行重新評估，依據新的氣候狀況調整電力系統的配置才能持續維持好的供電品質。此

外，電力系統的設計尚須考慮諸多因素，所以我們採用模型進行設計與模擬，希望能在設計階段避免可

能的問題，讓綠能混合電力系統的發展更具競爭力，俾利相關技術推廣，拓展綠能產業應用層面。

摘  要

Abstract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Wind, Solar and Hydrogen 
Complementary and Independent Power System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aiwan set up a Green Energy House in Longgang Industrial Area, Houlong, 
Miaoli County .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independent micro-grid, there was no connection the public 
power grids. Power was generated by means of small wind turbines, solar panels and hydrogen fuel cells to supply 
the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 the Green Energy House. The Green Energy House has been set up and operated for 
over a year. With the help of the actual operation data and the weather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small weather 
station, the hybrid power model built by SimPowerSystem™ was used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power supply 
ability and predicting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Furthermore, investi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why 
some of the components were not functioning as expected. For example, some damages were found on the wind 
turbines and the controller. The wind speed was lower than the original references from the climate information. 
Thus less power was generated by w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rge capacity of lead acid batteries dropped 
rapidly due to over-discharg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Green Energy House, thre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electricity usages were implied to get the final design of the suggested power system..

The Green Energy House belongs to the islanding hybrid power system. The base energy comes from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power supply stability is greatly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In order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power supply, the configurations of the power system in the Green Energy House need to be reassessed as per 
the climate conditions and some adjustments must be made once in a while. Moreover,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consider when designing a power systems. We adopted models to design and simulate with the aim of avoiding 
possible problems during the design phase, and cultiva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reen energy hybrid power 
system. Hopefully, the relevant technologies of green energy can be promoted and the applications can be 
broad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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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科技與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品

質也越來越好，但為了維持高水準的生活，我

們對於能源要求也與日俱增，除了需求量增加

外，也希望能減少污染以降低對生物與環境的

傷害，除此之外，亦希望用電成本不要大幅增

加影響經濟的發展，傳統發電所使用的石化燃

料因日漸短缺使成本增加且易造成汙染，所以

漸漸地無法滿足要求，於是乎各國開始積極尋

找其它替代能源，特別是像我國這類進口能源

比例超過九成的海島國家，更期望能藉由相關

研究尋找出可以自產並同時滿足上述要求的能

源。由於台灣屬亞熱帶且位於大陸板塊與海洋

的交界處，並具有強盛的東北季風，因此如圖

1所示，我國政府近年來持續增加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機之裝置容量，迄2017年6月底止，

台灣地區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

已分別達到117.594MW[1]與69.026MW[2]，

除此之外，我國亦希望於2025年前達成太

陽能20GW[1]、陸域風機443MW和離岸風機

710MW[2]。除了太陽能與風能外，氫能源除了

可根據不同燃料電池在不同環境下發電，並且

具有低噪音、高效率、零污染的優勢，與太陽

能跟風能皆具有滿足現今能源需求的可能性，

因此備受人們期待。

然而，綠能雖可提供乾淨的能源，但依

舊會因各自的特性在使用上有所限制，例如再

生能源受天氣狀況的變化無法像傳統發電廠一

樣連續且穩定供電，而氫能則存在運輸與儲存

的問題，因此為了改善這些問題，除了將不同

的綠能混合一起使用達到互補效果外，我們也

必須搭配儲能元件改善供電的穩定性。由此可

知，在設計像綠能示範屋這類混合電力系統時

須考慮諸多因素，才能滿足負載需求與以適當

方式操作系統元件延長元件壽命降低供電成

本。除此之外，由於再生能源發電會隨著氣候

狀況改變，必須每隔一段時間根據新的資料調

整系統，以維持供電穩定性。綜合前述考量，

我們以綠能示範屋所記錄的資料，搭配以Matlab 

/SimPowerSystemTM所發展的混合電力模型進行

模擬分析，並根據模擬響應提出建議的設計結

果，希望能提升綠能示範屋供電穩定性且避免

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也期望此設計方法

能推廣至其他綠能系統上，幫助綠能系統的設

計者可以有效改善供電品質且降低成本，使綠

能的推廣更加順利。

圖1 台灣歷年太陽能光電累計裝置容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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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在此情境下系統的供電成本與供電可靠度

等資訊。最後，為了改善系統，必須重新設計

混合電力系統，因此根據前述的分析結果，進

一步調整電力模型的設計時考量的變數，例如

元件的種類、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等元件的數

量，並重複進行模擬與分析，然後將結果統整

成一設計參考表。根據設計參考表，我們可找

到在考慮的負載與再生能源條件下，混合電力

系統較適合的設計，另外從中比較出原先的系

統與較好的設計結果之間的差異。接下來我們

會依序介紹使用的模型與資料分析的細節。

貳、模擬模型與分析方法

一、綠能示範屋模擬分析流程

為了評估綠能示範屋的供電性能進而找

出改善的方法，採用混合電力模型進行模擬，

以取代費工耗時且高成本的電力實驗，藉由分

析模擬響應，我們可知系統在不同負載與再生

能源條件下可能的結果。整體分析流程如圖3

所示，先使用不同負載與再生能源資料進行模

擬，接著針對模擬響應進行資料分析後，即可

圖2 台灣歷年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2]

圖3 利用混合電力模型進行的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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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電力模擬模型

我們使用的混合電力模擬模型系以Matlab/

SimPowerSystemTM所建立，模型系統架構如圖

4，內含子系統計有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

氫燃料電池、鉛酸電池、電解產氫機、化學產

氫系統與相關電力電子元件。根據實驗與模擬

的驗證[3][4]，由於混合電力模擬考量的時間較

長，所以許多數秒內的暫態變化對模擬影響較

小，大部分的子系統模型我們可避免使用複雜

的時變非線性模型，以特性曲線建立即可。例

如，風力發電機有廠商經長時間測試所得的風

速對輸出功率的關係曲線，可使用此曲線建立

風力發電機模型；又如電力電子元件中的混合

變頻器模型可利用其平均效率建立。然而部分

子系統，如鉛酸電池，由於存在較多影響輸出

的變數，須仰賴Matlab/SimPowerSystemTM中內建

的模型幫助我們處理，此時我們須要將鉛酸電

池的規格輸入內建模型中。最後，有些子系統

若缺乏我們要的參數，仍須經過實驗取得所需

的特性曲線，例如燃料電池的I-V curve、電流輸

出與耗氫量關係，就必須透過實驗始能得知。

依據前述原則搜集綠能示範屋元件的相關規格

參數，重新調整混合電力模擬模型。

三、資料分析

經由模擬結果可知在考慮的負載與再生能

源狀況下的響應，例如使用辦公室負載資料，

還有綠能示範屋2016年5月到6月蒐集的風速、

太陽輻射資料，以此情境進行模擬，最後模型

就會給系統不同時間下太陽能板與風機輸出能

量、電池殘電量Sate of Charge (SOC)等資訊，根

據這些資訊可更進一步估算用來評估系統性能

的供電可靠度與供電成本，而供電可靠度與供

電成本的計算如下：

(一) 供電可靠度指標

 我 們 採 用 的 供 電 可 靠 度 指 標 ， 為

功率供給虧欠率(Loss of Power Supply 

Probability, LPSP)，其定義如下：

 其中 代表在總時間T內，系

統所需要的負載總能量； 表示在

圖4 分析所用的混合電力模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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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壽命與操作有關，須根據模擬先計算出

壽命。例如燃料電池的質子交換膜有使用

時間8000小時的限制[5]，所以須根據使

用時間計算壽命，又如電池的壽命會與電

池的放電深度(Depth of Discharge, DOD)

有關，放電深度較深時，對於電池的損害

較大，所以我們根據模擬響應與電池規格

附的放電深度與可用循環次數關係估算壽

命，以此計算電池每年的成本。

2. 系統操作成本的Jo如下：

 系統操作成本會與該子系統每次操作或

維護的成本Cl、一年操作次數nl和每年系統

所能提供電能Eyear有關。由於操作成本為

即時的開銷，因此不須考慮複利均攤，也

就不考慮資本回收因子，單純以現值來計

算。藉由可靠度指標與供電成本，以及原

先模擬的響應，我們可以討論供電性能與

問題產生的原因。而模擬所設定之元件單

價與壽命相關參數如表1及表2。

總時間T內不足的能量。當LPSP=0%時，

代表沒有缺電，因此系統可靠度最高；反

之，若是LPSP=100%，代表系統完全無法

供應需要的能量，此時的可靠度自然是最

差的。

(二) 供電成本

 系統的供電成本函數 J (新台幣/度)定義

如下式：

 其中初始建置成本Ji中k代表電力子

系統，包括燃料電池(k=FC)、電力電子元

件(converter and inverter)(k=DC)、鉛酸電

池(k=Batt)、太陽能板(k=Solar)、電解產

氫機(k=HE)、化學產氫機(k=CHG)、風力

發電機(k=wind)；另一方面，操作成本Jo

中的l為系統中會有維護或操作成本的子系

統，包括太陽能板(l=Solar)、風力發電機

(l=wind)、化學產氫系統操作時使用的燃料

(l=NaBH4)。接下來更進一步介紹Ji與Jo的

計算。

1. 元件初始建置成本Ji如下：

 初始建置成本會與子系統的單位價格 、

子系統需要的數量或倍數因子 、子系統得

資本回收因子CRFk (capital recovery factor, 

CRF)和每年系統所能提供電能Eyear有關。

特別是資本回收因子CRF會根據元件壽命

幫我們計算出各子系統每年的成本。所以

計算某些子系統的初始建置成本時，由於

表1 設定之元件單價

參數
名稱

對應項目
使用常數
(新台幣)

CFC 3kW燃料電池模組單價 180,000

CFCStack
3kW燃料電池質子交換膜
單價

60,000

CHE 2.5kW電解產氫機單價 1000,000

CHEStack
2.5kW電解產氫機質子交換
膜單價

333,333

CDC 電力電子元件單價 50,000

CSolar 1kW太陽能板單價 55,000

CWind 3kW風力發電機單價 290,000

CBatt 48V100Ah鉛酸電池組單價 26,000

CCHG 化學產氫系統單價 320,000

CNaBH4 硼氫化納每批量成本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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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太陽輻射度資料

年/月 最大量(W/m2) 平均量(W/m2)

2016/05 1155 202.00 (203.3)*

2016/06 1264 228.78 (237.5)

2016/07 1208 256.70 (278.8)

2016/08 1172 222.04 (254.6)

2016/09 1120 162.84 (212.9)

2016/10 860 138.50 (171.7)

2016/11 872 114.83 (129.7)

201612 867 104.37 (111.25)

*註： 括弧為3-1節提到之NASA同月份太陽輻射度平均資料

表4 風速資料

年/月 最大量(m/s) 平均量(m/s)

2016/05 14.3 2.69 (5.03)*

2016/06 16.1 3.06 (5.39)

2016/07 21.0 3.09 (4.88)

2016/08 13.4 1.70 (5.01)

2016/09 43.8 4.18 (6.30)

2016/10 20.1 2.99 (8.14)

2016/11 24.1 3.46 (8.88)

2016/12 25.0 4.72 (8.52)

*註： 括弧為3-1節提到之NASA同月份風速平均資料

表2 元件年限設定

參數名稱 對應項目 使用常數

Lifesys 綠能示範屋的系統年限 15(year)

nyFCstack
3kW燃料電池質子交換膜最
大工作時間

8000(hr)

nyHEstack
2.5kW電解產氫機質子交換
膜最大工作時間

8000(hr)

nyDC 電力電子元件壽命 15(year)

nySolar 太陽能板壽命 15(year)

nyWind 風力發電機壽命 15(year)

nyCHG 化學產氫系統年限 15(year)

圖5 三種負載逐日用電負載

參、現況分析

一、模擬測試情境

為了探討目前再生能源狀況下綠能示範屋

的性能，使用蒐集的再生能源資料與現有的兩

種負載資料進行模擬，以此評估現況。其中我

們有的再生能源資料為2016年5月至12月的風速

與太陽輻射度資料，相關統計如表3、表4。可

發現太陽輻射度資料與設計初期調查的NASA太

陽輻射度資料相近。但風速資料卻與NASA的資

料差距較大，主要原因為NASA之風速資料量測

的水平面高度不同外，綠能示範屋也因附近的

山與建築物影響了風場的穩定性與大小。後續

我們則針對7月至8月與11月至12月評估系統的

供電成本與可靠度，探討不同季節時系統的性

能。

用來測試的負載資料計有辦公室、家庭用

電與實驗室負載，逐日用電與每日平均用電如

圖5、圖6，相關統計如表5，其中家庭負載在三

餐有較大的值且晚上也較大；實驗室負載則是

有較大的基礎用電，並在晚上有較大的用電需

求；系辦公室負載則集中在白天。另外，在每

日用電量上，家庭負載與辦公室負載與原先綠

能示範屋預計的每日用電量接近，實驗室負載



4

No.116│October, 2017│ 233

特  

稿

況與平均每日的狀況，如圖7為風速情況較好的

11月與12月份資料，可發現風速較大時可能會

持續數天，但風速較小時也可能會持續數天，

則比原先多10度左右。藉由這三種負載情境，

我們可以了解在不同使用狀況，綠能示範屋這

類孤島型系統，其供電性能會有差別。

二、模擬結果與可能的問題

以2016年7月至8月與11月至12月的資料分

別針對3種負載情境進行模擬分析後，所得結果

如表6。

根據表4可發現，無論在何種負載情境下，

冬季的LPSP都較夏季高，也就是在面對相同負

載時，冬天較容易有供電不足的狀況。其主要

有幾個原因。首先，從表2可知，在接近風力

發電機操作的水平面所記錄的風速資料與NASA

所記錄的資料有較大的差距，所以在風場不如

預期的狀況下，風力發電機在冬季的發電量不

夠，無法達到原先所預期的風能與太陽能季節

性的互補。再來更進一步檢視風速隨時間的狀

表5 考慮的三種負載資料

家庭 實驗室 系辦公室

歷史尖峰(W) 6220 3395 5333

單日平均尖峰(W) 1397 1812 2178

平均功率(W) 831 1267 930

平均每日用電度數 19.96 30.41 22.33

圖6 三種負載每日平均用電

表6 模擬分析結果

家用
負載

實驗室
負載

辦公室
負載

2016年
7月～8月

供電成本
(新台幣/度)

42.49 27.38 34.88

LPSP(%) 0% 0.54% 0.05%

2016年
11月～12月

供電成本
(新台幣/度)

38.12 32.56 32.56

LPSP(%) 4.64% 26.54% 7.13%

(a)11月

圖7 冬季風速資料

(b)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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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導致若鉛酸電池或電解產氫若沒有儲存足

夠的能源時，無法撐過持續數日無風無法使用

風能的狀況。此狀況在太陽能充足的夏季就較

少發生，因為如圖8，太陽能只有在少數一兩天

較少，平均每天都可以供應一定的能源，不會

有持數數日無法供電的狀況。

根據表6中可得知道在三種不同負載條件

下的供電成本，與目前市電相較是昂貴許多。

而造成供電成本較高的原因，除了因電解產氫

機這類目前初始建置成本較貴的元件所造成

的外，另一方面係因以目前所使用的800Ah的

電池，在三種負載下放電都較深，所以較常更

換，因此須負擔較高的成本。另經額外模擬，

假設增加使用的電池數量時，會因較少深度放

電，讓整體壽命得以延長，在考慮系統可用較

長時間，其消耗的電池數目反而較少。

綜合前面的討論，目前綠能示範屋有幾點

是可以再改善的，首先是在冬季時因風力發電

機發電不如預期，所以冬天供電可靠度較差。

另外電池放電深度與目前部分元件單價較貴，

使的供電本較高，在元件的挑選與數量上還可

以進行調整。除此之外，在比較目前的氣候資

料與原先蒐集的資料時，我們也注意到了若發

生與原先預期差異時，因為目前能量來源主要

來自再生能源，就會因此非預期的狀況無法滿

足用電需求。

肆、改善方法與建議設計

一、改善方法

依據前面所提，目前綠能示範屋冬季供電

穩定性較夏天差、供電成本可以再降低與須在

設計時考慮未來氣候變遷等變因對供電性能的

影響，在此我們依序提出建議改善的方法。

(一) 冬天供電性能的提升

 冬天供電性能較差主要是目前風速狀

況不適合所使用的風機，所以若要改善冬

天的供電性能，可以嘗試使用高度較高的

風機，或許在水平面較高的環境，風場與

風速較好，使發電量增加。另外的方法就

是針對冬天太陽輻射狀況，增加供電較穩

定且較便宜的太陽能板。

(二) 供電成本的降低

 供電成本的降低主要可從元件的選用

與數量設計下手，若將效益較差的元件更換

並將各元件調整在適合的數量時，系統會有

較好的供電成本。這部分的調整就得仰賴

圖8 夏季太陽輻射資料

(a)7月

(b)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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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市場調查，並藉由模擬推算何種配置

較適合未來使用的負載與再生能源狀況。

 為了說明找到適合的電力系統架構與

適合的元件數量的重要性，我們利用模型

分針對兩種不同電力系統架構進行模擬，

並建立設計參考圖進行比較。設計參考圖

介紹如圖9，我們可以從同一張設計參考

圖中比較相同電力架構但太陽能與鉛酸

電池數量不同時的供電成本與LPSP，其中

有顏色的等高線為成本，黑色的等高線代

表LPSP。另外，藉由比較不同的設計參考

圖，我們也可知道不同電力系統架構的差

異，如圖10，我們分別根據兩種電力架構

建立設計參考圖，再生能源為2016年7月至

8月，使用家庭負載。圖10(a)電力架構為太

陽能板、鉛酸電池、風力發電機6kW、燃料

電池3kW、5kW電解產氫機，與綠能示範屋

相同；圖10(b)為太陽能板、鉛酸電池、燃

料電池3kW、電解產氫系統，為我們推薦的

架構。兩者LPSP=0%且供電最便宜的配置以

黑色星號表示。從圖10(a)我們比較紅色框

框所標示的目前配置與調整到最好的配置的

黑色星號，增加電池的數量，可降低放電深

度，所以整體成本得到下降。接著比較圖

圖9 設計參考圖介紹

圖10 利用設計參考圖比較系統性能

(a) 太陽能板-鉛酸電池-風力發電機
-燃料電池-電解產氫機系統

(b) 太陽能板、鉛酸電池、燃料電池、化學產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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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三種負載情境建議的最佳設計結果

家用負載 實驗室負載 辦公室負載

鉛酸電池 2900Ah 2500Ah 2900Ah

太陽能板 14kW 24kW 18kW

LPSP(%) 0% 0% 0%

供電成本
(新台幣/度)

24.04 20.22 24.19

10(a)與圖10(b)，我們推薦的配置由於不使

用目前成本較高且效益較低的風力發電機

與電解產氫機，雖然為了滿足氫氣供應需

求，新增電解產氫系統，但供電成本可以

更小，從顏色可知約為15新台幣/度。

(三) 面對氣候變遷等變化

 由於地球氣候環境是不斷在改變，另

外人們使用負載的狀況也會跟著改變，所

以好的混合電力系統，供電也須有能力應

對改變，但目前綠能示範屋所能面對這些

改變的只有鉛酸電池與使用電解產氫提供

氫氣的燃料電池氫能系統，這兩者供電會

受到原先儲存的餘電影響，因此發生目前

風力發電不如預期的狀況，較無法改善。

我們認為，與其使用轉換效率還須要提升

且昂貴的電解產氫，或許使用其他供應氫

氣方式或許能讓燃料電池的效益增加，因

為燃料電池在系統中為備用電源，若在緊

急情況卻受制於氫氣殘量不足就失去原先

使用的意義了。而供應氫氣除了根據需求

預先儲存足夠的氫氣外，或許也可考慮電

解產氫系統，利用較好運送的硼氫化鈉粉

末產氫。當然，如果有其他便宜且類似發

電機的供電元件，將其加入電力系統架構

中，也是可以讓系統面對氣候變遷與負載

等變化的方法。

二、建議設計

目前根據各元件的市場價格與前述欲改善

的三個目標，建議可採用的電力架構為太陽能

板、鉛酸電池、燃料電池、化學產氫系統。以

太陽能板作為主要基載能源，並將電能儲存於

轉換效益較高的鉛酸電池，而備用電源為氫燃

料電池與化學產氫的氫能系統。接著我們針對

冬季的資料進行三種負載情境的最佳化設計，

結果如表7。從模擬響應可發現，在這些配置

下，若未來負載與再生能源狀況與模擬資料相

同時，可不須啟動燃料電池；但若發生負載改

變，例如原先根據家用負載所設計出來系統，

突然改用實驗室負載時，雖然供電成本會因使

用燃料電池增加操作成本讓整體供電成本增

加，但至少可滿足負載需求不致斷電。當然，

以上模擬的結果適用於未來使用的負載與我們

模擬所用的負載相近，假設所推測的負載與我

們的負載差距較大時，則須重新根據模擬進行

設計。

伍、結語

藉由綠能示範屋這一年來記錄的資料，我

們將各種狀況與變因考慮進去進行模擬分析，

發現由於風速與原先預估有落差、鉛酸電池放

電深度以及綠能示範屋會因與原先預估的狀況

不同等因素而影響供電的穩定性。為此我們根

據目前的狀況提出建議的改善方法以及在指定

的負載情境下時電力系統建議的設計結果，期

望改善這些問題。

從整個研究的過程，我們了解混合電力

系統的設計會牽扯許多因素，所以我們利用模

擬分析時，會考慮再生能源長時間與短時間的

特性、負載類性、元件壽命等因素進行設計。

另外，也須考量到未來狀況的改變，討論使用

何種元件對目前較好。在未來，期望綠能示範

屋在運作過程中，可讓我們發現其他設計須要

考量的因素，讓像綠能示範屋這類混合電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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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能設計的更好，有便宜的供電成本與好的供

電可靠度，以利推展綠能與提升相關產業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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