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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網與分散型電源整合應用
於用戶端節能

台灣綜合研究院
■ 蘇奕儒、林裕閔、黃思敏
一、前言

區域型的電網 。如圖 2-1 所示 ，分散式電源包括再生

臺灣地區自產能源極度缺乏 ，98% 以上依賴進口 。
燃料價格也隨著國際景氣變化 、能源供需變化 、政治

能源 、儲能系統 、微型氣渦輪機 、電動車等 ，利用
供需調度與管理 ，組成一個微型電網 。

因素等影響常有波動 ，目前處於高檔 。因應能源可能

一般微電網有兩種運轉模式 ，第一種運轉模式為正

中斷之危機 ，及需要支付之燃料費用增多減少 ，必須

常情況下 ，微電網與市電併聯運轉 ，微電網內各分散

加強能源的有效利用及節約能源 。提升能效與落實節

式電源與市電一起負責微電網內負載所需功率 ，並且

能已成為政府之重要政策及全民共識 。

達到供需平衡 。第二種運轉模式則是當偵測出微電網

早期電力事業剛開始發展 ，工業所需大量電力 ，除

外部發生事故 ，造成供電中斷 ，或是電力品質不符合

由電業電網供應外 ，用電大戶多會自備發電設備 ，確

用電要求時 ，微電網將即時與市電解聯並獨立運轉 ，

保電力充足 、穩定 。之後電業供電能力提升 ，自備發

因此又稱為孤島運轉模式 。在微電網系統中除了如何

電設備情況減少 。隨環保意識逐漸抬頭 ，開始發展再

將網內供電與用電分配得恰到好處外 ，另外則是當孤

生能源 。經歷世界性能源危機 ，興起汽電共生 。在電

島運轉模式時 ，由於微電網已與市電脫離 ，微電網內

力自由化趨勢及科技增進下 ，分散型電力技術發展也

分散式電源如何適時改變輸出功率 ，或者利用卸除負

越來越多元化及成熟化 。分散型電源衍然成為現代電

載 ，以達到供需平衡的狀態 ，此外 ，最值得關注的議

力市場新生力 。

題則是發生事故時微電網如何維持網內用電品質 ，不

為能將分散型電源運用極大化 ，及改善再生能源發

至於發生危險 。例如在併網運轉模式時 ，微電網系統

電間歇性問題 ，微電網技術因應而生 。透過資通訊控

的電壓與頻率皆由市電所箝制 ，而當市電發生異常脫

制 ，運用發電預估 、負載預測及電能調度等能源管理

離進入孤島運轉模式時 ，由於供需的不平衡 ，將導致

技術 ，自動化傳輸電力，整合分散型電源的供應 ，不

微電網系統的電壓與頻率造成波動 ，嚴重的話將導致

僅提高供電可靠度 ，亦節省能源使用及電費支出 。

微電網系統無法運作而崩潰 。

根據美國電力研究機構 (EPRI) 分析 ，微電網與分散
式電源技術整合確實可節省用電及耗電 ，甚至降低尖
峰用電 。其規模小 、模組化程度高 ，可直接裝設於負

(二)分散型電源簡介
分散型電源 (Distributed Generation，DG) 一般指的

載中心或鄰近處 ，對於用戶端節能可獲得良好成效 。

是發電容量較傳統電廠小 ，直接連接在配電或用戶端

在政府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政策 ，及全民能源意識逐漸

附近的發電設備 。傳統電廠為集中型發電設備 ，視用

強化下 ，此將會是未來電力市場發展方向 。

戶用電需求經由中央調度輸配電供應 ，而分散型電源
為非集中型且不經中央調度 。
分散型電源為可與電力系統併聯或獨立運轉 ，利用

二、微電網與分散型電源簡介

再生能源包括風力 、太陽能發電 、燃料電池 、小水力

(一)微電網簡介
既有的供電係由傳統電廠的發電 ，經由輸電與配
電 ，供應給用戶端使用 ，而微電網 (Microgrid) 則是將
此規模縮小 ，透過分散式電源與鄰近的負載組成一個

發電等 ，或者如汽電共生等新興技術發電 ，其優點為
對環境衝擊小 、模組化程度高及建廠前置作業時間較
短 ，於特定情況下有利於公用電業 、需求端及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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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clean-coalition.org/laying-the-foundation-for-a-resilient-electric-grid/

圖2-1 微電網示意圖
市場參與者 ，依本身電力需求特性 、彈性或策略性採
用的發電技術 。
相較於傳統大型且集中型發電廠 ，分散型電源在供
電市場上佔有諸多優勢 。一般傳統電力系統之電力輸
送設計是由上往下配送至用戶 ，然而分散型電源的加
入時 ，例如當再生能源供應用戶使用之餘 ，仍有多餘
的電力逆送至市電饋線上 ，即電力有可能由下往上逆
送 ，此將改變一般傳統的運轉模式 ，這樣的情形可能
將衍生出電壓管理 、電力品質 、保護協調 、孤島運轉

圖3-1 微電網系統架構圖

與設備須更新等問題 。
能源管理系統或微電網控制中心必須與電業的配電

三、微電網整合系統應用於節能系統

調度中心 (DDCC) 或饋線調度中心 (FDCC) 進行互動

微電網系統主要將靜態切換開關 、分散式能源 、儲

溝通 ，彼此取得即時資料監控 、定時資訊發佈等資

能系統 、能源管理系統與可控負載設備等結合 ，形

訊 ，如圖 3-2 所示 ，以便於即時進行微電網運轉之最

成一個單一可控的獨立系統 ，其系統架構如圖 3-1 所

佳運轉調度 ，實現與用戶和電網企業互動 ，使用戶根

示 。其中能源管理系統為微電網的運轉與控制核心 ，

據各自需要查詢用電狀況 、電價電費 、能效分析等資

結合物聯網與雲端運算技術 ，負責整合管理各種分散

訊；實現各類智慧家居設備遠端控制和管理 ，快速回

型電源 、儲能設備以及可控制負載之間的互動關係 ，

應用戶需求；確保分散型電源 、電動車 、儲能裝置等

運用開發出的最佳建築物電力應用管控系統 ，可立即

新能源新設備的接入 ，更方便 、快捷地位用戶提供服

與現有應用環境結合 ，成為標準化 ／模組化的產品 ，

務。

可改善或取代傳統配電盤功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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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微電網控制中心與階層式調度控制系統之整合
圖3-3 中華電信iEN智慧節能服務-節能控制

示意圖
本篇文章主要針對微電網能源管理系統中「 供電調
度 」方面進行探討 ，掌握負載 、電價及再生能源等現
況 ，進行相關預測 ，進而調配控制再生能源 、燃料電
池及負載等之響應 ，發揮整合協調控制績效 ，做最有
效之管理運用 。其中「 供電調度 」功能包含「 節能控
制 」、「 負載管理 」、「 分散型電源調度 」。

(二)負載管理
負載管理是提供如何規劃及管理負載所需建議 ，如
果不當的負載規劃可能造成資源浪費 ，導致不必要的
成本 ，或是資源缺乏 ，則導致效能不佳 。負載管理技
術利用移動感測裝置對某特定區域進行監控 ，一旦該
區域處於無人狀況 ，則透過 Zigbee、PLC 等無線 及
有線之通訊進行斷電控制 ，待該區域再次有人時便會
恢復供電 ，亦可以透過人機介面進行遠端操作 。

(一)節能控制
節約能源可以通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減少能源消
耗 ，或降低傳統能源的消耗量 。微電網利用遠端監控
手段 ，一旦該區域用電量超出使用者所設定門檻值 ，
系統依據需量管理反應 (DR) 指令 ，透過人機介面由使
用者事先設定之控制電器優先次序 ，進行電器卸載控

同時 ，亦依據時間電價 (ToU) 進行負載最佳排程建
議 ，有利於引導用戶合理用電 ，移峰填谷 、改善負載
曲線 ，提高電網負載率 。
以中華電信 iEN 智慧節能服務為例 ，其中「 負載管
理 」功能如圖 3-4，上班時用電管理狀況 ，下班時用
電管理狀況 ，如果有某幾層樓空調設備未完全關閉 ，

制動作 ，以滿足需量反應之卸載要求 。
同時 ，亦利用遠端傳輸手段 ，對重點耗能用戶主要

系統會提供「 通知警衛協助 」、
「 自動控制 」功能 。

用電設備的用電資料進行採集和即時檢測 ，並將採集
資料與設定的門檻值或是同類用戶資料進行比對 ，分
析用戶能耗情況 。透過能效智慧診斷與控制 ，自動編
制能效診斷報告 ，為用戶節能改造提供參考和建議 。
以 中 華 電 信 iEN 智 慧節 能 服 務 為 例 ，其 中「 節 能
控 制 」功 能 如 圖 3-3，當 整 棟 大 樓 空 調 設 備 用 電 量
(880kW) 高於警告用電量 (850kW)，則該系統可提供
「 系統輪停 」、「 關閉預設耗能設備 」選項 ，以降低用
圖3-4 中華電信iEN智慧節能服務-用電管理

電量達到節能功效 。

(三)分散式能源調度
能源管理系統亦需掌握負載 、電價及再生能源等現
況及進行相關預測 ，以利進行機組排程及經濟調度工
作 ，進而調配控制再生能源 、燃料電池及負載等之響
應 ，發揮整合協調控制績效 ，做最有效之管理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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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儲能系統裝置 ，將再生能源所產生電力儲存 ，於

域電網供電穩定及可靠度 ，配合經濟部澎湖低碳島示

平日可儲存電力 ，當有電力需求或緊急用電時 ，可穩

範計畫 、陽光屋頂百萬座及千架海陸風力機等計畫的

定供電給用戶 ，且餘電亦可賣電給電力公司 。儲能系

推動 ，微電網將扮演重要角色並發揮效益 ，未來應用

統在電網負載離峰時可作為負載 ，從電網獲取電能充

於離島 、偏遠地區 、農莊及中小型社區等 。

電 ，在電網負載尖峰時刻改為發電方式運轉 ，向電網

(二)微電網技術更進步更智慧，廣泛的被運用

輸送電能 ，以減少系統輸電網絡的損耗 ，避免高成本
的尖峰發電 ，如圖 3-5。

核研所也已完成微電網產業先期參與及技術移轉
案 ，包含微電網能源管理與控制 、新型諧波與間諧波
量測演算法等技術；並與國內多家廠商合作開發微電
網能源管理控制平台 、通訊技術 、儲能系統 、微電網
電力轉換器 、智慧家庭微電網等關鍵技術 ，以促成國
內產業加速進入微電網供應鏈 。
未 來 ，微 電 網 將 結 合 IEC-61850、電 力 線 通 訊
(PLC)、ZigBee 及無線區域網路 (Wi-Fi)，與多區域微

圖3-5太陽光電與燃料電池最佳運轉組合

電網或台電配電自動化平台做連結 ，建立整合式通訊
隨著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及儲能系統技術水準提升 ，

介面 ，用於微電網監控介面與即時量測系統 ，以達成
併網及多區域供電調度功能 。

各種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及儲能系統性能不斷改進及效
率不斷提高 ，應用範圍也將不斷擴大 ，未來的電網將

(三) 結合微電網整合再生能源

連結分散式發電設備 ，包括太陽光電 、風力和燃料電

微電網具穩定電壓及頻率功能 ，可有效引入再生能

池等 ，並形成一個個的微型電網系統 ，覆蓋到包括辦

源進入電網 ，提升區域電網再生能源之使用率 。其

公大樓 、商店 、學校 、住宅 、醫院等多種場所 。因

次 ，微電網具有尖峰用電調節作用 ，可降低尖峰用電

此微型電網的實際應用情境必須整合電力傳輸 、資通

的系統設備需求規格及成本 ，配合時間電價制度抑制

訊控制及能源管理技術 ( 如發電預估 、負載預測及電

用電行為 ，達到節能減碳目的 。

能調度 )，可以根據每天的用電所需及價格變化 ，整

短期效益方面 ，可提高台灣電力網路對分散式再生

合分散式電源的供應狀況 。

能源電力承載容量 ，達成可穩定控制再生能源發電滲
透率 20% 的區域電網的目標 。中長期 ，將結合電動

四、未來展望

車 、儲能產業 ，期望在中小型社區規模廣泛運用 ，降
低電能傳輸損失及尖峰負載用電 ，有效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 。

(一)再生能源擴大發展
政府於 103 年 4 月行政院宣布核四封存 ，再加上近
年屆齡電廠將陸續除役 ，且國內電力需求不斷成長 ，
故電源不足之情形將會極為嚴重 ，為維持電力供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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