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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電力防衛系統之研究-總計畫(2/2) 
A Study on Power Defense Systems (2/2) 

 
計畫編號：NSC 93-2213-E-002-053 
執行期限：93年8月01日至94年7月31日止 
主持人：劉志文  台灣大學電機系 
計畫參與人員：簡士恩 

Tel：(02)33663616；E-mail：cwliu@cc.ee.ntu.edu.tw 
 
 

摘要: 本整合型計畫共計有9 個子計畫。其研究目標在

於研究電力防衛系統方面之最新技術。而總計畫功能

在行政、採購、資源協調上支應各子計畫。 
 
關鍵詞：電力防衛系統、電力系統穩定器、動態穩定

度、複數軟體代理人、即時監視、飛輪儲能系統 
 

Abstract: Nine subprojects related to power defense 
systems areintegrated together in this project. The main 
target of this project is to study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power defense systems. The function of this 
project is to support each subproject in administration, 
purchase, coordination of research resource, etc. 
 
Keywords: power defense systems, power system 
stabilizer, dynamic stability, Multiple Software Agent 
System, Real-time monitoring, Flywheel Energy Storage 
System 
 
 
1. 成果 
 

各子計畫成果摘要如下： 
 
 
子計畫一：電力即時監視與分析系統(2/2) 
 
本計畫以兩年時間開發電力即時(Real-time)監視

與分析整合系統，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為基

礎之相量量測單元(Phasor Measurement Unit, PMU)做
為系統量測端設備，達到全系統時間取樣同步化，確

保即時監視與分析之正確性。本系統採用具跨平台特

性之Java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設計開發整合多種使用者

設 備 ， 應 用 目 前 廣 為 使 用 之 網 路 瀏 覽 器 (Web 
Browser)、個人數位助理(PDA)及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設計簡易操作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 GUI），透過網際網路、無線網路及行

動通訊網路，即時監視與分析各遠端站電力系統的運

轉狀況與供電品質，並整合資料庫系統，更新各遠端

站之即時資料及儲存歷史數據，以利追蹤系統運轉效

能，檢視系統潛在的電力品質問題與方便進行需量管

理。本系統在計畫第一年(92年8月至93年7月)已開發

完成Web Browser即時監視與分析整合系統；計畫第

二年 (93年8月至94年7月 )除了加強既有開發之Web 

Browser功能外，並開發PDA與Smart Phone不受限於

環境、地點等因素之使用者設備。兩年期計畫完成之

即時監視與分析項目主要有三相電壓電流、系統頻

率、實虛功率、功率因數、三相電壓電流不平衡因數

與兩地功角差等即時監視，歷史資料、穩態紀錄數據

與動態觸發文件查詢及下載，最佳契約容量試算。經

由實作電力即時監視系統及完善資料庫所獲得之用電

資料，足以證明所開發之整合分析系統的可行性與實

用性。 
 
 
子計畫三：電力系統之電磁脈衝技術分析與防衛

能力之研究(2/2) 
 
由於電磁脈衝的能量極大，發生時間極短，所以

各種結構物就有如天線接收體，接收巨大的能量，經

由電力饋線感應至各種電子設備以及電腦網路，造成

許多無法估計的損失。電磁脈衝可由雷擊、高空核爆

以及開關突波所產生，它能在極短時間內，以電磁波

的形式將強大能量由雷擊點或爆點傳至遠處，而電磁

脈衝又具涵蓋面積大、時間短暫及高能量與頻率範圍

寬廣之特性，因此將使所有的電力系統、電腦資訊系

統、通訊系統、電器設備等設施受干擾或產生熱輻射

效應，以致無法有效動作而導致系統的癱瘓。電力系

統中，電力之傳導與配電皆仰賴傳輸配電線及其它保

護設備與裝置來完成，電磁脈衝經由高壓傳輸線感應

獲得能量，藉由架空電力輸配電線導引，再連接至低

壓配電饋線穿透至建築物，然後傳導至建築物配電箱

之電路斷路器，而破壞整個系統設備與裝置。因此，

本計畫依據電磁脈衝耦合穿透之路徑，首先針對電磁

脈衝防護元件做詳細說明。接著利用火花間隙或氣體

放電管響應時間非常快之突波抑制元件，將電磁脈衝

抑制至保護絕緣設備規格內。然後，再對電力傳輸線

受電磁脈衝影響其數學模型做推導、分析與模擬。最

後，以台電汐止~板橋段 30 公里之 354KV 特高壓傳

輸線受電磁脈衝影響做模擬與分析。本計畫亦提出傳

輸線受電磁脈衝衝擊下之模型，並詳細討論其幾何結

構方向性與土壤特性之影響狀況。最後，據此推論傳

輸電力線之電磁脈衝耦合影響，可藉由傳輸線之模型

驗證之。 
 
 
 

   2

mailto:cwliu@cc.ee.ntu.edu.tw


 
子計畫四：以同步相量量測為基礎之電力系統低

頻震盪監測與改善(2/2) 
 
本計畫”以同步相量量測為基礎之電力系統低頻

震盪監測與改善”為兩年期的計畫。為了逐步完成此

計畫，在第一年的研究中，我們著重於低頻震盪的監

測及其參數估測，我們發展出一個新型的數位演算

法，並配合同步相量測資料來達到估測低頻震盪參數

的目的。而在第二年的計畫中，我們繼續收集相關量

測資料以進行演算法的測試與改良，同時評估低頻震

盪參數應用於改善低頻震盪的可行性。在本篇報告

中，我們將介紹低頻震盪參數估測演算法的改良，並

使用Matlab/Simulink 模擬一兩機系統，驗證本報告提

出之演算法適用於即時線上運算，此外，本報告也將

估測的低頻震盪參數作為電力系統穩定器的輸入，驗

證低頻震盪參數估測有助於低頻震盪的改善。 
 
 
子計畫五：以同步相量量測單元為基礎之輸電線

保護技術研究暨延伸型離散傅立葉轉換

之SOC晶片研製(III) 
 

本計畫發展一新式相量計算演算法及其硬體實

現架構，所提之演算法以離散傅立業轉換為基礎，利

用連續兩個遞迴式離散傅立葉轉換所計算之相量與兩

數值L及M加以運算，可於取樣信號中含有指數衰減

直流成分時計算出正確相量。演算法中包含一指標M
以判定取樣訊號中是否有指數衰減直流成分，如無，

則輸出遞迴式離散傅立葉轉換之計算結果，如有，則

輸出可消除指數衰減直流成分之相量計算演算法的計

算結果。此外，本計畫中也發展一實現此演算法之硬

體實現架構並建置一VHDL模型，利用modelsim® 模
擬器之模擬結果顯示，此演算法可於指數衰減直流成

分產生時提供準確之相量。對於以相量為基礎之數位

保護技術，所提之演算法可提升其相量計算準確度，

且所提之硬體實現架構可將演算法實現於FPGA上以

提升其相量計算速度。 
 
 
子計畫六：以同步量測為基礎之彈性交流輸電系

統新型電驛與穩定度控制器之研究(2/2) 
 

本計劃針對多機電力系統提出一應用於偶發事

件的新型暫態穩定度控制器。一般之電力系統發生故

障之後，由於無法預先知道故障後電力系統的結構，

為了簡化控制，均採用角速度的控制法。但是如此之

控制將無法保證穩定後系統的平衡點狀態。若穩定後

控制器的平衡狀態接近其邊界值，則系統之穩定區間

將變小。若有隨之而來的另一次故障事件發生，則暫

態控制器將不再有足夠的能力控制系統，並將導致系

統的響應變差或不穩定。本計劃以相量量測技術為基

礎，以發展一種兼顧系統穩定區間的暫態穩定度控制

器。利用此一控制器，可以在不需要知道系統故障後

網路結構的狀態之下，仍能維持系統穩定後的狀態

值，尤其能維持控制器穩定後的設定點。如此將可以

維持系統足夠的穩定區間。以應付後續可能的再一次

偶發事故。本計劃利用六機十四匯排之多機電力系統

測試所提出之演算法，由模擬的結果可知，本計劃所

提出之控制架構可以正確而有效的維持系統的暫態響

應，並提供系統足夠的穩定度區間。此外，利用所提

出的改良型最佳目標導向控制架構，亦能任意的調整

系統收斂的響應，以維持系統最佳的響應特性。 
 
 

子計畫七：特殊保護策略之研究(2/2) 
 

本研究計畫提出一特殊保護策略來防止電力系

統因一連串的保護電驛跳脫事故而造成電力系統崩

潰。 
在一個中央電腦控制中心，我們使用 PMUs 監

控電力系統中主要的發電機組以及超高壓輸電線，並

且提供預測電力系統不穩定及特殊保護策略之演算法

來避免保護電驛的連續跳脫事故而造成的電力系統不

穩定。當故障發生時，我們將所有一同搖擺發電機構

成同一群，進而簡化成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其中改

善系統之行為包含負載卸載以及發電機跳機，這個策

略是以保護電驛設定限定等面積法則(Relay Setting 
Limited Equal Area Criteria)來決定其控制行為。 

特殊保護策略是以台電系統來做為測試對象，

模擬狀況為台電系統在主要的超高壓輸電線有嚴重的

事故，並且引起一連串的電驛跳脫時，而導致類似

1999年七月二十九日台灣北部及中部大停電情形。我

們所提出「特殊保護策略」，其確可防止超高壓輸電

線路發生嚴重事故所引起的暫態不穩定。 
 

 

子計畫八：基於廣域量測值之電力系統穩定控制

器(2/2) 
 
本計畫為「電力防衛系統之研究」總計畫的一項

子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電力系統廣域量測值於電

力系統穩定控制器設計之應用。 
由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科技的進步，使得大型電

力系統在大範圍區域之間的信號同步相量量測成為準

確可行，並已在電力系統的控制及監測領域中獲得有

效的應用。本計畫主要目的在運用電力系統的廣域量

測值，來改進以往電力系統穩定器大多仰賴於當地或

局部的資訊而導致控制能力上的限制。利用廣域量測

到的遠端同步量測資訊，配合局部區域的量測值，提

昇穩定器的控制能力，改善局部區域以及整體電力系

統的穩定度。 
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在於將前期的研究經驗與結

果應用於台灣電力系統。分析採用廣域訊號為輸入之

電力系統穩定器裝設於台灣電力系統之效能以及訊號

傳輸過程的延遲效應對電力系統穩定器性能的影響。

本計畫採用特徵結構分析方法，探討台電系統小信號

穩定度，並以時域動態模擬來驗證所設計穩定器的有

效性。本計畫並進一步考量發生信號傳輸延遲的可能

性及模擬其可能產生的效應，針對不同的廣域量測值

訊號傳輸延遲時間，計算分析其特徵結構與時域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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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比較分析廣域量測值訊號傳輸延遲下與原設計

穩定控制器的性能表現。 
 
 
計畫九: 整合彈性交流輸電和儲能系統作電力系統

防衛(2/2) 
 
最近由於電力電子、複合材料和磁浮軸承等技術

的進步，使飛輪儲能系統變成一種可行和高效率的能

量儲存電池。本研究計劃第二年主要目的在於研究飛

輪儲系統控制電路之設計、數學模型建立、模擬及分

析其效能。目前本計畫以自激式感應機組成飛輪儲能

之驅動機構，並利用PSIM軟體設計及模擬整個控制系

統，測試其在電力系統發生事故如斷電、電壓突降

下，飛輪儲能系統對電力系統之防衛能力，以評估未

來實作飛輪儲能系統時可能面臨之問題及經濟效益。 

 

 
子計畫十：智慧型代理人技術於電力系統故障診

斷與復電決策之研究(2/2) 
 

本研究內容係以第一年之成果為基礎，將所規劃

之智慧型代理人系統，以 Java 程式語言進行實作與模

擬。運用 Java 語言純物件導向及跨平台之特性，開發

一套以智慧型代理人技術為基礎，具圖形化介面之電

力系統故障診斷與復電系統。在模擬驗證方面，我們

以多台具網路通訊功能之個人電腦，建立一個多代理

人模擬平台，驗證本研究架構之可行性。 

 
 
2. 成果自評 
 

本總計畫達成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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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系統 

Implementation of a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ystem for Power 
Systems 

計畫編號：NSC 90-2213-E-027-018 

執行期限：93 年 8月至 94 年 7月 

主持人：李清吟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E-mail: cylee@ntut.edu.tw 
 

摘要 
本計畫以兩年時間開發電力即時(Real-time)監視

與分析整合系統，利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為基礎
之相量量測單元(Phasor Measurement Unit, PMU)做為
系統量測端設備，達到全系統時間取樣同步化，確保即

時監視與分析之正確性。本系統採用具跨平台特性之

Java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設計開發整合多種使用者設
備，應用目前廣為使用之網路瀏覽器(Web Browser)、
個人數位助理(PDA)及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設計簡
易操作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 
GUI），透過網際網路、無線網路及行動通訊網路，即

時監視與分析各遠端站電力系統的運轉狀況與供電品

質，並整合資料庫系統，更新各遠端站之即時資料及儲

存歷史數據，以利追蹤系統運轉效能，檢視系統潛在的

電力品質問題與方便進行需量管理。本系統在計畫第一

年(92 年 8月至 93 年 7月)已開發完成Web Browser即
時監視與分析整合系統；計畫第二年(93 年 8 月至 94
年 7月)除了加強既有開發之Web Browser功能外，並
開發 PDA與 Smart Phone 不受限於環境、地點等因素

之使用者設備。兩年期計畫完成之即時監視與分析項目

主要有三相電壓電流、系統頻率、實虛功率、功率因數、

三相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與兩地功角差等即時監視，歷

史資料、穩態紀錄數據與動態觸發文件查詢及下載，最

佳契約容量試算。經由實作電力即時監視系統及完善資

料庫所獲得之用電資料，足以證明所開發之整合分析系

統的可行性與實用性。 

關鍵詞：即時監視、Java、同步相量量測單元、PDA、
Smart Phone、網路瀏覽器 

Abstract 
This project has taken two years to develop a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system basing 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 for phasor measurement units (PMUs) measuring 
synchronous time sampling system. This may ensure the 
accuracy of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The project applies Java 
technology with features of multiplatform and object-oriented to 
implement plenty users logging which applied graphic user 
interface (GUI) for Web Browser,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and smart phone via Internet, wireless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his system states out the status of each distant 
power system and power quality integrated with database, update 
the real-time, and storage data in each substation by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result. It is beneficial for tracing 
operating efficiency in order to scan out potential issue in power 
quality and easily proceeding power demanding management. 

The first year has developed real-time Web browser integrated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ystem; then the second year has 
developed the device for PDA and Smart phone without 
environmental and area restriction by enhancing the function 
above Web Browser system. During these two years, some 
function items for a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integrated system 
have been implemented, such as the system frequency, 
three-phase voltage and current, complex power, power factor, 
voltage and current unbalanced factors, power angle deference, 
the query and download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optimal 
capacity contract. In final, it is proven of this integrated system 
feasible and available by using real-time power monitoring 
system and acquired versatile data in database. 

Keywords: Real-time monitoring, Java, PMU, PDA, Smart 

Phone, Web Browser 

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電力系統組織架構龐大，建立高效能的電力即時監

視系統，以確保系統穩定度與供電品質，為電力公司與

專家學者研究之課題，更是維持國家經濟發展之首要條

件。 
早期傳統之電力監視系統利用電腦輔助量測僅具

有本地端或區域性之監視功能，收集之資料大部份以穩

態資料為主，因此系統異常現象無法及早採取有效應變

措施；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路之發展，Web Browser
已是家家戶戶獲得最新資訊基本之工具，網路普及使

用，電力系統即時監視與分析技術，利用網際網路結合

電腦、通訊等技術，以 Server/Client架構，藉由視覺化
電腦繪圖技術，使用者能以全系統的觀點來瞭解系統的

動態行為，達成用電資料與供電品質的即時監視與分析

[1-5]。由於電力系統運轉狀態瞬息萬變，透過電力系統

線上即時監視分析，將各量測點的量測紀錄傳送至中央

監控中心，讓使用者能夠立即掌握電力系統運轉狀況，

提昇電力事件問題之處理及預防能力，避免事件擴大或

發生[6,7]。 
近年來，乙太網路受限於環境、地點等因素，造就

無線網路與行動通訊技術之飛黃騰達，各種通訊網路的

應用蓬勃發展，由於 Java 程式語言具有跨平台特性，
可執行於不同作業平台之網際網路環境上，利用 Java 
Applet與 Java Servlet開發 GUI，使用者只需透過 PDA、
Smart Phone體積輕薄、操作簡易及行動化之特性，不

必受限於環境、地點等因素，透過無線網路及行動通訊

網路即可進行電力即時監視或進行相關之電力系統分



析研究[8-12]。 
兩年期計畫實現一個適用於多種作業平台之電力

即時監視與分析整合系統，以使用 Java 物件導向程式
語言設計建構具跨平台特性之同步處理架構，並開發整

合多種使用者設備，使系統監視分析具有多選擇性與機

動性。 
經由本系統之開發研製，可進而獲得用戶用電資

料；用戶對用電資料瞭解，將可規畫具有成本效益之節

約電能和負載管理方法，分析用戶跨年度之負載隨季

節、氣候、尖離峰時段變異情況。 

三、研究方法 

兩年期之計畫考量系統未來的擴充性能與運作效

率，利用網路四層式之主從式架構來規畫整個系統藍

圖，以下即是本系統之四層式架構說明： 
(1). 使用者端：兩年期計畫分別先後開發整合Web 

Browser、PDA與Smart Phone做為使用者端人機介
面裝置，根據各種裝置的不同特性及軟硬體支援程

度，以Java設計GUI，提供使用者高親和力的操作

環境，藉由資料視覺化的呈現，讓使用者能即時監

視分析電力系統運轉狀態，並提供日後評估系統運

轉效能與需量管理。 
(2). 伺服端：本系統伺服端建構在Windows 2000 Server
作業平台之上，並架設Tomcat伺服器作為 Java 
Servlet及JSP (Java Server Page)應用程式之執行環

境，藉由Java獨特的例外處理機制與所提供之安全

管 理 措 施 ， 透 過 JDBC-ODBC(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橋接方式
存取資料庫，並與使用者端建立即時相互連結溝通

的HTTP通訊連線，以建立高效能、高安全性及高

穩定性伺服端處理機制，作為使用者端與資料收集

儲存層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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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收集儲存層：採用Microsoft SQL Server作為系
統資料庫，並設計關聯式資料表，存放PMU從遠端
站經校內網路所傳送回之即時資料及穩態紀錄數

據與動態觸發錄波文件。 
(4). 量測端：本計畫在校內總變電室及綜合科館變電室

的一次側，分別各裝設一台PMU做為系統量測端之

量測設備，藉以量測紀錄本校之用電資料與供電品

質。如圖1、圖2所示，PMU設備為歐華公司所生產
的ADX3010電力品質紀錄器、ADX2032電壓轉換/
信號放大器及GPS衛星天線所組成，並搭配UPS不
斷電系統，提供電力系統即時狀態監視紀錄。 

四、系統架構介紹 

本系統的特點就是讓使用者不須安裝任何軟體，只須

透過支援 Java虛擬機器的Web Browser、PDA與 Smart 
Phone，將本計畫所開發之電力即時監視分析與整合系

統的 Java程式載入Web Browser、PDA與 Smart Phone
中，即可隨時隨地使用本系統進行相關的電力監視與分

析，進而確保電力系統的穩定與安全，故本系統的實現

將電力系統的分析與監視帶入網路化及行動化的時代。 

    
圖 1 總變電室之 PMU         圖 2 綜合科館之 PMU 
考量系統未來的擴充性能與運作效率，本系統是以

網路四層式架構為基礎的即時監視與分析系統，圖3為
系統架構圖，其中四層式架構分別為使用者端、伺服

端、資料收集儲存層及量測端。本實驗室之PMU裝設
在本校總變電室及綜合科館變電室的一次側，藉以量測

本校之用電情況及供電品質，PMU的輸出埠為RS-232
串列埠，如欲將PMU所量測之相量數據透過網際網路

傳送回位於綜合科館的實驗室，則需透過NPort 5210將
串列數據轉換成符合網路協定的通訊格式，再經由校內

學術網路傳回實驗室之中央連線監控系統(EMOS)，再
由EMOS將即時所傳回的相量資料，以插入及更新的方

式寫入至關聯式資料庫中，使用者可隨時隨地透過個人

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的Web Browser、PDA與Smart Phone
經由乙太網路、無線網路與行動通訊基地台連上位於校

內實驗室之工作伺服器，即可使用本系統，即時監視學

校用電情形及供電品質。 

W eb  Server

電腦

Internet

NPort 5210

PM U

SQL Server & EM OS
JDBC

圖3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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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術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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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採用Java程式語言來開發系統中各種相關

的應用程式，最終實現一個適用於多種作業平台，圖4
為本系統所規畫之軟體架構圖，以下介紹系統軟體架構

及所使用之Java技術。 



PMU每秒所量測之二十筆電力數據透過NPort 
5210 將串列數據轉換成符合網路協定的通訊格式，經

由校內學術網路傳回至實驗室EMOS，再由EMOS將即
時所傳回之相量數據，以插入及更新的方式寫入至關聯

式資料庫中，因此EMOS所扮演的角色為一資料庫連結

介面，而在資料庫方面，本計畫係採用Microsoft SQL 
Server 做為PMU所量測得之電力數據的儲存單元，存

放即時相量數據與歷史資料，它係屬於主從式架構的資

料庫系統，可讓使用者透過網路來存取資料庫中的資

料，而為了連結資料庫，採用 JDBC技術，透過
JDBC-ODBC橋接方式能讓 SQL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指令嵌入Java程式中來存取關聯式資料庫。在

考慮整體系統管理及效率下，本系統採用網路四層式架

構，其中在使用者端存取資料庫前三層模式下，使用者

端所提出之請求經由網際網路送到伺服端後，伺服端會

依據使用者的請求送出SQL指令至資料庫；同樣地，資

料庫在收到且處理該指令後，也會將查詢結果經由伺服

端透過各種通訊網路，回應給使用者的設備上，以圖形

化介面的形式做即時系統狀態顯示。針對歷史資料、穩

態紀錄數據與動態觸發文件，伺服端是以Apache軟體做
為伺服器，提供使用者於Web Browser下載用電資料做

電力品質分析與需量管理。 
如圖 4 所示，本系統以定位在伺服端應用的 J2EE 

(Java 2 Enterprise Edition)版本中的 Servlet API 2.3及
JSP 撰寫伺服端應用程式，將使用者欲查詢資料庫之

SQL 指令及自資料庫查詢資料，在伺服端做適當的處

理與計算，再分別傳送給資料庫及使用者。在使用者端

方面，本系統因考量具體積輕薄、操作簡易及行動化之

特性，利用三種不同的 Java 平台版本先後開發使用者
設備介面，分別是執行於Web Browser的Applet的 J2SE 
(Java 2 Standard Edition)、針對 PDA消費性電子產品所
發展精簡的 Personal Java 及適用於資源有限之嵌入式
裝置 Smart Phone 需求所定義的 J2ME (Java 2 Micro 
Edition)，因此使用者可以依本身的需求及所處之通訊
環境，利用本計畫所開發的多種使用者設備做系統即時

監視與分析。 

資料庫系統

Web Browser (J2SE, Applet)

PDA (Personal Java, Wireless)

Smart phone (J2ME, GPRS)

JSP

J2EE,Servlet

應用程式

EMOS

中央監控

Internet

資料收集儲存層伺服端使用者端

JDBC

圖 4 系統軟體架構圖 

五、系統應用程式 

(A) 使用者端應用程式 
本計畫採用適合於多種作業平台及使用者設備之

Java 物件導向語言來開發系統程式，使系統軟體具有

高度運作效率與擴充性能。為了讓系統即時監視分析更

具有多選擇性與機動性，因此計畫第二年開發支援 Java
虛擬機器的 PDA與 Smart Phone使用者設備，而根據
不同裝置的硬體特性、通訊能力及應用領域，會有不同

的 Java 程式開發環境。以下將介紹兩年內所完成之三

種使用者設備Web Browser、PDA與 Smart Phone所採
用的 Java開發平台版本。 
(1). Web Browser ： 本 系 統 為 了 開 發 Web-based 

GUI[13]，因此使用 Java Applet及 Java Script，並
以 Java 類別函數庫 AWT 及 Swing 所提供豐富的
GUI 圖形介面元件來設計系統使用者設備之

GUI。其中 Java Applet包含於定位在個人電腦應用
上的 J2SE版本範圍裡，為執行在Web Browser的
應用程式，當使用者瀏覽電力監視分析系統具有嵌

入 Applet程式的網頁時，系統網頁將會偵測使用者
的瀏覽器是否支援 Java 虛擬機器，如果沒有，系
統網頁則會自動安裝 Java Plug-in外掛程式至使用
者的瀏覽器上，而 Applet程式將從工作伺服器自動
下載至使用者的電腦上，並交由瀏覽器裡的 Java
虛擬機器予以執行，藉此達到跨平台的目的；而

Java Script是一精簡、物件基礎的敘述語言，用作

開發用戶端及伺服端的網路應用程式，藉由程式碼

嵌入在 HTML 網頁中，執行在用戶端的瀏覽器上

與使用者產生互動，因此當使用者按滑鼠鍵或輸入

表單資料事件發生時，Java Script可以做出判斷並
適當的回應。 

(2). PDA：Internet 相關技術與應用發展快速，各平台
相容的 Java 執行環境，促成了 Java 程式跨平台
執行的特色， Java 已是各平台標準程式語言及環
境。為了因應嵌入式裝置應用的日趨普及，因此應

用 Java微型技術，發展精簡核心類別函數庫的 Java
虛擬機器 Personal Java，所定義的規格為資源有限
之嵌入式電子產品使用的平台，其特色為具有顯示

系統及網路連線等功能，例如汽車導航系統、網路

電視，而本計畫所開發之使用者設備 PDA 就是以
此版本為開發平台。 

(3). Smart Phone：Smart Phone的定義為必須具備語音
及數據影像功能的終端設備，而本計畫採用的使用

者設備 Smart Phone 除了可以進行語音通訊、數據

功能之外，尚擁有先進的作業系統，並具備個人資

訊管理、支援多媒體應用等功能。執行在 Smart 
Phone的 Java平台版本為 J2ME，此版本針對資源
有限之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需求，精簡化核心類別函

數庫，並提供了模組化的架構，讓不同類型產品能

夠隨時增加支援的能力，此將會是未來 Java 平台
發展的重點項目。 

(B) 伺服端應用程式 
電力監視與分析整合系統的運作是建構在主從式

通訊(Client/Server Communication)架構下[14,15]，應用
HTTP 通訊技術達成使用者端與伺服端之間的訊息傳
遞。開發伺服端應用程式之功用在於能夠回應來自網際

網路上使用者的請求，並根據使用者設備特性，對內存

取資料庫的數據並加以計算處理後回應給使用者，因此

在伺服端應用程式上，必須考量運作效率、穩定性及安

全性。本計畫採用 Java Servlet、JSP及函數庫套件開發

伺服端應用程式[16]，Servlet 涵蓋在 J2EE 的版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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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發伺服應用系統的關鍵元件，透過動態載入 Java
類別來擴充伺服器的功能性，如圖 5所示，Servlet是在
Web伺服器上的 Java虛擬機器內運作。由於 Servlet是
以 Java 所寫成的，因此可以跨越作業系統的藩籬，也
可執行在不同的伺服器上，具有優越的可移植性，此外

Servlet能完全發揮 Core Java API的完整能力，包括網

路和 URL的存取、影像資料壓縮、資料庫連結(JDBC)
以及物件序列化等。透過 Java 語言對記憶體空間的回
收機制與無指標的設計，自動將閒置的記憶體釋放給作

業系統，讓系統資源使用上更有效率。在伺服端應用程

式的設計上採多執行緒的技術，建立一可同步平行處理

的系統架構，在此架構下，伺服端應用程式的啟用程序

相當有效率，幾乎可以立即的單一處理每個使用者的請

求，就算同時抵達多個使用者請求，伺服器應用程式也

會以多緒分工的方式，將產生新的多個執行緒來分頭處

理這些請求，確保系統不因單一使用者的停擺而影響系

統的運作，進而維持系統穩定度及提升處理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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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Java Servlet運作模式 

(C) 資料庫系統架構 
資料庫是指儲存有系統性、組織性資料之處，且可

易於使用、管理及更新。資料庫基本的概念是由欄位、

記錄和檔案所架構而成，資料庫系統藉由資料表的設

計、資料庫維護與管理來降低資料儲存空間及減少存取

時間[17]。一般資料庫系統分為資料庫(Database)與資料

庫管理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兩個
部分，資料庫系統可包含多個資料庫，每一資料庫為一

有組織的資料表集合，資料庫管理系統屬於資料庫系統

的核心部分，建立在作業系統的基礎上，用來定義、描

述與管理資料庫與應用程式之間的聯繫，為使用者與資

料庫之間的溝通介面，常用功能包括資料庫的建立與維

護、資料庫定義、資料存取、資料庫運作管理，以及資

料庫組織、儲存、管理與效能化。 

本計畫為主從式資料庫系統，在個人電腦功能強

大、價格降低的趨勢下，以及網路技術的進步與分散式

處理的成熟，此架構應用網路相互連接，客戶端向資料

庫伺服端提出 SQL 請求，而伺服端則回應滿足客戶端
查詢條件的資料。由於伺服端只處理本地查詢及資料管

理，客戶端負責大部份的分散式資料處理功能，因此可

大幅提高整體系統利用率，其系統架構如圖 6所示。 

六、系統功能介紹與實作測試 

為了驗證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整合系統之可行性

與實用性，本計畫在第一年藉由已開發完成的 Web 
Browser系統，完整之建立即時監視與分析整合系統；

計畫第二年利用無線網路與行動通訊之蓬勃發展，開發

PDA與 Smart Phone 不受限於環境、地點等因素之使

用者設備。兩年期計畫完成之即時監視與分析項目主要

有三相電壓電流、系統頻率、實虛功率、功率因數、三

相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與兩地功角差等即時監視，歷史

資料、穩態紀錄數據與動態觸發文件查詢及下載，最佳

契約容量試算。以下將針對兩年期計畫，系統所開發的

三種使用者設備之功能做一詳細測試說明。 
(A). Web Browser 

(a). 功能架構 
圖 7為Web Browser之系統功能架構樹狀圖，其中

包含三相電壓電流、系統頻率、實虛功率、功率因數、

三相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兩地功角差等即時監視、歷

史資料、穩態紀錄數據與動態觸發文件查詢及下載，最

佳契約容量試算等功能。 

用戶端 用戶端
GPRS基地台

行動電話 PDA

無線基地台
用戶端

資料庫伺服器

網路

圖 6 主從式（Client / Server）資料庫系統架構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登入畫面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功能選擇頁面

三相電壓電流
相量即時監視

實虛功率
即時監視

系統頻率
即時監視

三相電壓不平衡
因數即時監視

三相電流不平衡
因數即時監視

總變電室/綜合科館
資料紀錄查詢

觸發文件查詢 歷史文件查詢

兩地功角差即時
監視與分析

下載

分析軟體錄波檔案

總項監視

最佳契約
容量試算

圖7為Web Browser之系統功能架構樹狀圖 

(b). 功能說明展示 
使用者欲進行各項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前，必需透

過網際網路與伺服器取得連線，使用者可點選頁面上之

遠端站饋線樹狀圖，選擇欲監視分析的遠端站所屬項目

或其他選項進行監視分析。本系統在電力即時資訊的顯

示採用圖形及數值兩種方式，在畫面右上角顯示 GPS
時間，每一秒更新圖形數據一次，並採用圖形縮放的功

能，讓使用者能夠依據需求將即時變動之圖形做放大縮

小顯示，以能更清楚掌握系統變化之狀態與系統用電品

質。本系統亦設定系統運作之安全範圍，若超出所設定

之範圍時，則顯示警示訊息及發出警告聲音，提醒使用

者進行適當之處理，及早採取有效應變措施，以提高電

力系統之安全性。以下就本計畫所開發之Web Browser

 4



功能擇一說明並進行系統展示： 
1.總項監視 
此項監視功能將本系統所有個別的監視項目全部

納入同一畫面中，以利使用者做系統的全面即時監視分

析，如圖8所示為Web Browser總變電室總項監視即時畫
面。 

圖8 Web Browser總變電室總項監視即時畫面 

2.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 
電力系統匯流排電壓間的相對角度一般稱為系統

功角差(Power Angle Deference)，它是系統運轉的重要
狀態變化量之一。功角差大小反應靜態穩定裕度的高

低，並可以基本決定電力系統中的實功潮流，功角差的

週期變化也就表示系統目前的動態穩定情形。因此，本

項功能可為使用者對系統狀態的判斷提供最即時準確

的依據，當系統發生擾動時，能以最有效即時的方式維

持系統的穩定運轉。圖9為Web Browser總變電室與綜合
科館變電室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畫面，畫面中央左側為

兩站各相之功角差，畫面中央右側為兩站之GPS時間、
各線間電壓及頻率即時數據。 

3.動態觸發文件查詢 
電力工程人員可在遠端站之PMU上設定信號越限

值，當系統電壓、電流或頻率等超過信號設定值或發生

突變時，PMU即會紀錄該觸發越限饋線所在之遠端站

站名、觸發越限時間、觸發型式、饋線名稱及觸發原因

敘述成為一個動態文件檔案，即時傳回EMOS電腦上存
檔並存入資料庫中，供使用者做查詢。此項功能提供總

變電室與綜合科館變電室兩站之動態觸發文件查詢，如

圖10所示為Web Browser動態觸發文件查詢畫面結果，
在報表中，觸發文件依照觸發時間順序由上而下排列，

共有七個欄位加以說明每一觸發事件。本項查詢在報表

右下方提供報表列印的功能，使用者可將查詢結果經由

印表機列印出來。 
4.歷史文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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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功能提供使用者查詢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變

電室兩站的電力歷史資料，透過此項功能來追蹤系統運

轉效能，並檢視系統潛在的電力品質問題與用電資料。

使用者只要根據七個輸入選項欄位，分別是遠端站名、

日期及時間，完成輸入，即可查詢各遠端站之歷史資

料。圖11為Web Browser歷史文件查詢結果畫面，此查
詢結果報表中，共列出所查詢之遠端站站名、GPS時

間、三相電壓電流相量值、頻率、實虛功率、功率因數

及三相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等，本項結果查詢在報表右

下方亦提供報表列印的功能，使用者可將查詢結果經由

印表機列印出來。 

圖9 Web Browser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變電室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畫

面 

 
圖10 Web Browser動態觸發文件查詢畫面結果 

 
圖11 Web Browser歷史文件查詢結果畫面 

5.穩態紀錄數據檔案下載與分析 
本項功能提供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變電室兩站之

穩態紀錄數據檔案下載與分析，圖11為Web Browser穩
態紀錄數據下載畫面，主要以Apache軟體做為EMOS之
伺服器，如此可獲得由PMU即時傳回EMOS的穩態紀錄

數據檔案。 



本系統提供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變電室兩站之穩

態紀錄數據檔案下載。經由歐華公司所提供之EMOS電
力品質分析軟體，如圖12所示，提供使用者下載安裝，
即可分析由PMU即時傳回EMOS的穩態紀錄數據檔

案，圖13為2005年7月22日日負載曲線，圖14為2005年7
月22日日功率因數。由圖13，14所示，使用者由本系統
所提供之功能可獲得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在當日之用電

資料與其他相關資料，以利進行分析。 

 
圖 11 Web Browser穩態紀錄數據下載畫面 

 
圖12 Web Browser EMOS電力品質分析軟體下載畫面 

 
圖 13 2005 年 7月 22日日負載曲線 

 
圖 14 2005 年 7月 22日日功率因數 

6.動態觸發文件下載與分析 
本項功能提供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變電室兩站之

動態觸發文件下載與分析，圖15為Web Browser動態觸
發文件下載畫面，主要以Apache軟體做為EMOS之伺服
器，如此可獲得由PMU即時傳回EMOS的動態觸發文
件。本系統之動態觸發文件主要有信號異常觸發文件與

時間觸發文件，信號異常觸發文件為系統電壓、電流或

頻率等超過信號設定值或發生突變時，PMU會紀錄該

觸發越限饋線所在之遠端站站名、觸發越限時間、觸發

型式、饋線名稱及觸發原因敘述成為一個動態文件檔

案，即時傳回EMOS；而時間觸發文件為PMU設定之固
定時間觸發，如同信號異常觸發文件一樣，PMU將時
間觸發文件檔案，即時傳回EMOS。 

 
圖 15 Web Browser動態觸發文件檔案下載畫面 

本系統提供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變電室兩站之動

態觸發文件下載。即可分析由 PMU即時傳回 EMOS的
動態觸發文件，圖 16為 2005 年 7月 23日上午九時時
間觸發之電流記錄波形，圖 17為 2005 年 7月 23日上
午九時時間觸發之諧波分析，圖 18為 2005 年 7月 23
日上午九時時間觸發之故障分析。由圖 17,18,19所示，
使用者由本系統所提供之功能可獲得國立台北科技大

學在當日上午九時之電力品質與其他相關資料，以利進

行分析。 
7.最佳契約容量試算 
本項功能提供使用者於Web Browser進行最佳契約

容量試算，根據用戶所定之契約容量與一年之每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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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量試算最佳契約容量[18]，圖19為Web Browser之最
佳契約容量試算。 
如圖20所示為國立台北科技大學最佳契約容量試

算結果，根據93年3月至94年2月電費單，獲得所定之契

約容量與每月用電最高需量，試算結果必需提高契約容

量，在此擴建補助費納入考量，亦能獲得所需調升之契

約容量。 

 
圖 16 2005 年 7月 23日上午九時時間觸發之電流記錄波形 

 
圖 17 2005 年 7月 23日上午九時時間觸發之諧波分析 

 
圖 18 2005 年 7月 23日上午九時時間觸發之故障分析 

 
圖 19 Web Browser之最佳契約容量試算 

 
圖 20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最佳契約容量試算結果 

(B).PDA 
本計畫第二年開發PDA做為系統第二種使用者設

備，藉由PDA體積小、方便攜帶及具有網路通訊之功

能，使用者可隨時隨地透過無線網路登入系統並通過身

分驗證。 
(a).功能架構 
使用者欲使用PDA進行各項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前，必須透過無線網路與系統伺服器取得連線，並通過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的驗證後，方能取得系統使用權進行

相關的監視與分析。圖21為PDA之功能架構樹狀圖，其

中包含三相電壓電流、系統頻率、實虛功率、功率因數、

三相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及觸發

文件查詢等功能。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功能選擇頁面

三相電壓電流相
量即時監視

實虛功率
即時監視

系統頻率
即時監視

三相電壓不平衡
因數即時監視

三相電流不平衡
因數即時監視

總變電室/綜合科館 選項

兩地功角差 觸發文件查詢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登入畫面

圖21 PDA系統功能架構樹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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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功能說明展示 
在PDA視窗工具列上，使用者可點選Menu之遠端

站饋線樹狀圖，選擇欲監視分析的遠端站所屬項目或其

他選項進行監視分析。本系統在電力即時資訊的顯示採

用圖形及數值兩種方式，畫面左上角為即時之GPS時
間，右上角為遠端站監視項目，圖形數據每一秒更新一

次，並採用圖形縮放的功能，讓使用者能夠依據需求將

即時變動之圖形做放大縮小顯示。本系統亦設定系統運

作之安全範圍，若超出所設定之範圍時，則顯示警示訊

息及發出警告聲音。以下就本計畫所開發之PDA功能擇
一說明並進行系統展示： 

1.三相電壓電流相量即時監視 
圖22為PDA總變電室三相電壓電流相量即時監視

畫面。畫面中央圖形為電壓及電流相對應之相位圖形，

圖形下方為即時三相電壓電流值及其相位角即時數

據，圖形與數據數據名稱分別以相對應之顏色對照，以

清楚分辨各相電壓電流的變化情形。 

 
圖22 PDA總變電室三相電壓電流相量即時監視畫面 

2.三相電壓不平衡因數即時監視 
圖23為PDA總變電室三相電壓不平衡因數即時監

視畫面，畫面中央為三相電壓不平衡因數即時變化圖

形，圖形下方為負序、零序電壓不平衡因數及各線間電

壓、零序、正序及負序電壓即時數據。 

 
圖23 PDA總變電室三相電壓不平衡因數即時監視畫面 

3.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 
圖24為PDA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兩地功角差即時

監視畫面，畫面中央圖形為兩站各相之功角差，畫面下

方分別為兩站之角度差、正序電壓及電壓不平衡因數即

時數據。 

 
圖24 PDA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畫面 

(C).Smart Phone 
本計畫第二年開發Smart Phone做為系統第三種使

用者設備，藉由手機體積輕薄、操作簡便及行動化的特

性，使用者可隨時隨地透過行動通訊網路通過身分驗

證，即可登入系統。 
(a).功能架構 
使用者欲使用Smart Phone進行各項電力即時監視

與分析前，必須透過行動通訊網路與系統伺服器取得連

線，並通過使用者名稱與密碼的驗證後，方能取得系統

使用權進行相關的監視與分析。圖25為Smart Phone之
功能架構樹狀圖，其中包含總變電室、綜合科館之三相

電壓電流、實虛功率、系統頻率、功率因數、三相電壓、

電流不平衡因數及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等功能。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首頁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功能選擇頁面

三相電壓電流
相量即時監視

實虛功率/系統頻率
即時監視

三相電壓/電流
不平衡因數即時監視

總變電室/綜合科館 兩地功角差

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登入畫面

圖25 Smart Phone系統功能架構樹狀圖 
(b).功能說明展示 
在Smart Phone螢幕選單上，使用者可選擇不同遠

端站之監視分析項目與其他功能選項以進行相關監

視。本系統在電力即時資訊的顯示採用數值顯示方式，

每5秒更新數據一次，並採用單一視窗切換顯示，讓使

用者能清楚掌握系統變化之狀態與系統用電品質。 
1.三相電壓電流相量即時監視 
圖26為Smart Phone總變電室三相電壓電流相量即

時監視畫面，畫面最上方為所選擇之監視遠端站項目，

第一列數據為即時之GPS時間，之後分別為各線電壓、
電流值及其相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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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Smart Phone總變電室三相電壓電流相量即時監視畫面 

2.三相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即時監視 
圖26所示為Smart Phone綜合科館三相電壓、電流

不平衡因數即時監視畫面，畫面最上方為所選擇之監視

遠端站項目，第一列數據為即時之GPS時間，之後分別
為負序、零序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 

 
圖26 Smart Phone綜合科館三相電壓、電流不平衡因數即時監視畫面 

3.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 
圖27為Smart Phone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兩地功角

差即時監視畫面，畫面最上方為所選擇之監視遠端站項

目，第一列數據為即時之GPS時間，之後分別為兩地功

角差、電壓不平衡因數及正序電壓值。 

 
圖27 Smart Phone總變電室與綜合科館兩地功角差即時監視畫面 

七、結論 

兩年期之計畫成功開發一個可應用於多種作業平

台、網路通訊環境及使用者設備之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

整合系統，經由系統實際測試結果，已驗證本系統確實

具備實用性與可行性。以下概述電力即時監視與分析整

合系統所具備之功能特性： 
1. 具有遠端即時監視與分析功能並開發整合Web 

Browser、PDA、Smart Phone三種使用者設備，使系
統監視分析更具行動化及多選擇性。 

2. PMU以GPS為基礎，達到全系統取樣時間同步化，
進而即時全面監視與分析整個電力系統運轉狀態。 

3. 使用Java 物件導向技術開發系統程式，應用跨平台
之特性，使得本系統適用於複雜的網際網路、無線

網路、行動通訊網路及各類平台裝置上，具有高度

的相容性與擴充性。 
4. 不需另外安裝軟體，只需透過一般Web Browser或支
援Java虛擬機器的PDA、Smart Phone，即可隨時隨
地使用本系統進行相關監視分析。 

5. 提供簡易操作之使用者介面與報表列印功能，使用

者介面以圖形化方式呈現且具縮放功能，有助於使

用者瞭解分析監視項目所呈現的狀態結果，加速電

力相關資料之判讀。 
6. 整合資料庫系統，儲存各遠端站之電力數據，使用

者可得知最新及歷史的電力系統狀態數據，用來追

蹤系統運轉的效能，並檢視系統潛在的電力品質問

題。 
7. 本系統提供於Web Browser下載歷史資料、穩態紀錄

數據與動態觸發文件，使用者可藉由此項功能進行

需量管理，規畫具有成本效益之節約電能和負載管

理方法，並評估是否適合參與可停電力方案或仿照

國外電力自由化後之需量反應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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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於電磁脈衝的能量極大，發生時間極短，所以各種結構物就有如天線接收體，接收巨

大的能量，經由電力饋線感應至各種電子設備以及電腦網路，造成許多無法估計的損失。電
磁脈衝可由雷擊、高空核爆以及開關突波所產生，它能在極短時間內，以電磁波的形式將強
大能量由雷擊點或爆點傳至遠處，而電磁脈衝又具涵蓋面積大、時間短暫及高能量與頻率範
圍寬廣之特性，因此將使所有的電力系統、電腦資訊系統、通訊系統、電器設備等設施受干
擾或產生熱輻射效應，以致無法有效動作而導致系統的癱瘓。

電力系統中，電力之傳導與配電皆仰賴傳輸配電線及其它保護設備與裝置來完成，電磁
脈衝經由高壓傳輸線感應獲得能量，藉由架空電力輸配電線導引，再連接至低壓配電饋線穿
透至建築物，然後傳導至建築物配電箱之電路斷路器，而破壞整個系統設備與裝置。因此，
本計畫依據電磁脈衝耦合穿透之路徑，首先針對電磁脈衝防護元件做詳細說明。接著利用火
花間隙或氣體放電管響應時間非常快之突波抑制元件，將電磁脈衝抑制至保護絕緣設備規格
內。然後，再對電力傳輸線受電磁脈衝影響其數學模型做推導、分析與模擬。最後，以台電
汐止~板橋段 30 公里之 354KV 特高壓傳輸線受電磁脈衝影響做模擬與分析。本計畫亦提出
傳輸線受電磁脈衝衝擊下之模型，並詳細討論其幾何結構方向性與土壤特性之影響狀況。最
後，據此推論傳輸電力線之電磁脈衝耦合影響，可藉由傳輸線之模型驗證之。

英文摘要
Electromagnetic Pulse (EMP) is usually generated by lighting stroke, high voltage switching

transition or high altitude nuclear burst. It will produce the electric magnetic field with a large
radiating area, short duration with high voltage pulse and broad frequency range that can
interference or even damage the electric power systems,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various electric devices. Moreover, the defense, military, political,
economic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all over the country will be under the threat of EMP
impa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whole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country from being
damaged or being threaten by an EMP impact, many engineers in the world have done a lot of
efforts o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EMP protection techniques and mitigation devices.

Since the power supplies of all electric equipment and systems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nected to electric power systems, the design of robust electric power systems becom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the EMP protection techniques. According to the penetration path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generated from EMP, the proposed project will firstly derive a mathematic
model of power transmission lines and address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the primary and
secondly protection of a distribution system. Secondly, surge suppressed devices such as spark gap,
MOV, and gas discharge tube will be described in detail and employed to the simulated circuits
and experimental circuits.

一、緒論
電磁脈衝可由雷擊、高空核爆以及開關突波所產生，它能在極短時間內，以電磁波的形

式將強大能量由雷擊點或爆點傳至遠處，由於電磁脈衝的能量極大，發生時間極短，所以各
種結構物就有如天線接收體，接收巨大的能量，經由電力饋線感應至各種電子設備以及電腦
網路，造成許多無法估計的損失。電磁脈衝泛指雷擊產生之電磁脈衝、開關產生之電磁脈衝
或高空核爆產生之電磁脈衝，它在進行過程中會對電器、電力、或電腦資訊等設施產生熱輻
射效應，以致設備裝置無法有效動作而導致癱瘓，由於電磁脈衝對人體幾乎不會產生生物性
的直接傷害，但卻能使各種電器設備、裝置、設施與載具受到電磁干擾而喪失動作功能或甚
至於被損毀。另外電磁脈衝具有涵蓋面積大、時間短暫及高能量與頻率範圍寬廣之特性，可
使所有的電力系統、電腦資訊系統、通訊系統等受干擾而導致系統癱瘓，因此，如何加強電
磁脈衝防護設計並進一步實施反制，使電力系統及相關之電器設備與軍事戰略系統在電磁脈
衝干擾下仍然能夠維持其運作之正常，為世界各先進國家積極努力研究之重要課題。



由於電磁脈衝之引爆，將破壞所有的政、軍、工、商、等方面之電氣、電腦資訊系統，
導致整個國家癱瘓。因此，世界各先進國家如美國、前蘇聯及中共等都積極的投入電磁脈衝
防護技術之研究。其中以美國貝爾實驗室最為積極，從電磁脈衝之產生其數學模型之分析與
引用，電磁脈衝防護分析模型，電磁脈衝防護設計與驗證，到防護元件之分析與使用皆有詳
盡之探討[1]-[3]；另外，參考文獻[4]-[6]對電磁脈衝影響各種導線或電纜線間之耦合有詳盡
之分析。[11]-[15]則對電力系統之傳輸線或配電線與電磁脈衝間之耦合做分析與討論並提出
防護設計之規範。根據貝爾通訊實驗室之研究指出電磁脈衝產生之後，由於各種結構物體此
時皆相當於一個天線接收器，因此，電磁脈衝其能量將耦合穿透至不同結構物體。其穿透耦
合之結構物可分為架空電力輸配電系統，架空電話線與電纜線，地下纜線及複合導通管。

因此，本計畫即是根據電磁脈衝耦合穿透之路徑，首先針對電磁脈衝防護元件做詳細說
明。接著利用火花間隙或氣體放電管響應時間非常快之突波抑制元件，將電磁脈衝抑制至保
護絕緣設備規格內。接著針對電力傳輸線受電磁脈衝影響，其參數如何變化做詳細分析，然
後推導出適當之模型參數，並模擬之。由於火花間隙元件國內並沒有相關文獻或單位在探
討，因此，本計畫將對其原理及模型詳細的說明分析與推導並模擬。另外，配電系統之初級
與次級保護如何協調亦將有詳盡的探討。最後，以台電汐止~板橋段 30 公里之 354KV 特高
壓傳輸線受電磁脈衝影響做模擬與分析。據此推論傳輸電力線之電磁脈衝耦合影響，可藉由
傳輸線之模型驗證之。

二 電磁脈衝防護元件
由於電磁脈衝的能量極大，發生時間極短，所以各種結構物就有如天線接收體，接收巨

大的能量，經由電力饋線感應至各種電子設備以及電腦網路，將造成許多無法估計的損失。
電磁脈衝可由雷擊、高空核爆以及開關突波所產生。而避免電磁脈衝的威脅則可以用一些反
應時間極迅速的抑制元件，在電力饋線端進行保護，以避免發生過電壓或過電流的狀況。依
據電磁脈衝的特性可以將其分為雷擊電磁脈衝(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Pulse；LEMP)、核
爆電磁脈衝(Nuclear Electromagnetic Pulse；NEMP)、靜電放電電磁脈衝(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lectromagnetic Pulse；ESD EMP)。一般由自然現象所產生的電磁脈衝，包括 LEMP、ESD
EMP、太陽週期性磁爆所產生的 EMP、發電站運轉所產生之 EMP、實驗時開路感應元件產
生之 EMP 等。而人為所致的電磁脈衝則包含 NEMP、由脈衝雷達或微波武器產生之微波造
成的 EMP。EMP 防護元件有(1)變阻器(MOV)，(2) TVS 二極體 (3)火花間隙(Spark Gap)，其
中火花間隙元件由兩個被氣隙(Gap)隔離之金屬電極組成，內部並用一混合氣體在低於一大
氣壓下封裝密封，這些氣體通常由氬(Argon)、氦(Helium)、氫(Hydrogen)、及氮(Nitrogen)所
組成。若火花間隙電極間隙兩端電壓很小時，這些氣體就像是一個良好的絕緣體，並且氣隙
猶如一個高阻抗。假使增加兩電極間隙兩端之電壓，會造成內部氣體游離而導通，並產生足
夠的電流，電極間隙因更多的電離而轉變為放電狀態。在放電過程最後，電極間隙的電流降
低，電極間恢復不導通狀態，而此氣體的特性使得火花間隙遭到雷擊或突波時能夠快速反應
並且吸收大量的能量，典型的火花間隙結構如圖 2.1 所示[8]。

火花間隙可以與其他亦具有保護特性的元件組合成混合的保護電路，按各自的保護特性
達到保護功能。一般而言，會用二極體、電阻、電容、電感以及變阻器。一般系統對 EMP 保
護技術傳統上可以分成初級與二級，甚至是三級保護組件。初級保護組件相對於二級和三級
保護件具有更大的蓄能容載量；但是，初級保護件的活化端限值(Activation Threshold)卻
不如二級保護組件來得高。次級保護電路處理一次保護線路處理過後殘餘的過載電流或電
壓，次級保護電路通常安裝於需要被保護的設備上，其要求條件則視規範及消費者需求而
定。次級保護則通常會同時包含過電壓保護元件和限流器。過電壓保護是避免發生電擊傷害
和設備損害時的必要手段。限流器則是避免電線和過電壓保護元件受損的必要元件。除此之



外，限流器可用於調和初級與次級過電壓保護件之間的運作，因此次級保護件通常使用在端
限值較初級保護為低的情況下 [8]。
2.1 馬克斯產生器電路

圖 2.2 為馬克斯產生器之等效電路，C1 為電路中之充電電容，L 及 R1 則是連接元件間導
線的電感和電阻成份，負載部分則包含電阻 R2 及電容 C2，負載端之輸出電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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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為此馬克斯產生器之近似輸出波形，而本計畫所使用的 LC 型馬克斯產生器便由此觀
念設計出一近似雙指數函數的突波波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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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火花間隙內部構造 圖 2.2馬克斯產生器等效電路 圖2.3馬克斯產生器之近似輸出波形

2.2 防護裝置與元件之量測

為了能在實驗室中模擬因突波入侵所產生之過電壓及防護元件之測試，並基於效能考
量，建立二階馬克斯產生器電路如圖 2.4，在圖中的火花間隙為第三章之完整火花間隙電路
所簡化成的副階層電路[4]，用以取代龐大複雜的電路模擬，方便模擬測試。二階馬克斯產生
器將產生輸出電壓峰值為輸入電壓兩倍之雙指數函數的突波波形，由於一般電源供應器所供
應電壓之上升時間及電壓大小無法準確地控制，故在實驗中將電源供應器與充電電容 C1 部
份改由直流電源供應器對兩顆串聯之 4700μF 電容充電，使其電容充至所需電壓後，再利用
兩個無熔絲開關作為切換，使電壓達到火花間隙之崩潰電壓，達到串連放電的效果[5]。圖
2.5 為馬克斯產生器之實體電路圖。為求模擬時間更短之突波波形，如電磁脈衝之波形，於
是改變馬克斯產生器之放電電容，使整個脈衝之持續時間在 1μs 之內，如圖 2.6 所示，圖中
各曲線之差異處在於使用的火花間隙開關之崩潰電壓不同，使輸出電壓達到崩潰電壓之兩
倍，圖 2.7 則為馬克斯產生器之模擬波形圖，並將其輸出結果比較於表 2.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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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馬克斯產生器之輸出結果

火花間隙

峰值(V)
90V 150V 230V 350V

理論值 174 290 443 678
模擬值 167 298 458 709
實際值 178 298 436 676

2.3 脈衝崩潰電壓之量測

所謂的脈衝崩潰電壓(Pulse Breakdown Voltage)是指在有效上升率的暫態下，防護元件從
非導通狀態轉變成導通狀態前所達到之峰值電壓[5-8]。突波模擬器將產生快速電壓脈衝串
(Electronic Fast Transient)與馬克斯電路所產生之突波當作測試防護元件脈衝崩潰電壓之輸入
波，其測試電路如圖 2.8 所示，將快速電壓脈衝串與突波電壓視做脈衝波源，如同圖 2.8 (a)
中的輸入電壓源 Vinput，用以測試火花間隙在脈衝崩潰情況下的崩潰電壓。圖 2.8 (b)為此測
試電路之實體電路。而表 2.2 則列出防護元件脈衝崩潰電壓之結果。
3.2 防護元件之測試

將突波暫態抑制器、火花間隙以及氧化鋅變阻器三種突波防護元件並聯於負載端前加以
保護，並探討三種突波防護元件之箝制結果。將馬克斯產生器之負載並聯上不同之防護元
件，其結果如圖 2.9 所示，在實驗中除了並聯變阻器與火花間隙外，亦有並聯箝制電壓為 90V
之突波暫態抑制器，但發現由於輸入電壓過大而使之產生過電流燒毀，只有在較低之輸入電
壓時達到抑制的效果，由圖 2.9(a)中可以看出，氧化鋅變阻器之箝制電壓約在 300 伏左右，
與廠商所提供之資料相符[6]，而從火花間隙之箝制電壓波形可發現崩潰電壓為 90 伏特之崩
潰電壓約比崩潰電壓為 150 伏特快崩潰幾奈秒，但由此也可看出火花間隙在較短時間內將突
波有效地抑制在正常工作電壓內，使負載避免因遭受突波侵擾而損壞。圖 2.9(b)為各防護元
件之模擬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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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種防護元件之脈衝崩潰電壓

防護元件

電壓值(V)
火花

間隙

90V

火花

間隙

150V

MOV
150V

TVS
91V

ESD 模擬值 345 352 190 91.8
ESD 實際值 364 368 228 106
Marx 模擬值 351 359 192 91.8
Marx 實際值 356 370 228 104

三、電磁脈衝對電力傳輸線之影響
圖3.1所示為由入射平面波激發在理想地平面上方的單導體傳輸線架構。若入射場以入

射角及到達，極化角為α=0°。對垂直極化入射場電場向量是在α=0°的入射面上，對水平
極化入射場其電場與入射面垂直即α= 90°。並以E0表示入射電場的振幅，則分佈式電源項
Vs2(x)為

ex inc ref
x x xs2(x) (x) (x) (x)V E E E  

jkh sin jkh sin jkx cos cos
0(cos sin cos sin sin ) ( )e e eE            

jkx cos cos
0(cos sin cos sin sin )jksin 2hE e        .......................................... (3.1)

在x處，高為z的總垂直激發電場僅牽涉垂直極化分量，即
jkz sin jkz sin jkx cos cosex

z 0(x,z) cos cos ( )e e eE E          ................................................. (3.2)
在x=0處的等效端點集總電壓源為

01 2 hcos cosV E   ............................................................................................................ (3.3)
jk cos cos

2 1V V e    ............................................................................................................... (3.4)
電源向量為

( jkcos cos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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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假設半無限長傳輸線位於理想接地平面上方h公尺處，當指數脈衝波E0e-t/τ以入射角及
方位角，入射激發進入傳輸線時，會產生垂直極化與水平極化分量，則遠端開路電壓之頻
域響應可表示為[8-14]，在0≦t≦t0時，

Voc(t)=E0cτD
t( , )[1 ]e


  ............................................................................................ (3.6)

在t0≦t時，傳輸線末端開路電壓可表示為

Voc(t)=E0cτD

'
20 t te

0

tt 4 u( , ) ( 1) du
sin( )

e e e e
    

 
     

  
 


 ........................... .(3.7)

同理，於水平極化，在0≦t≦t0時，開路電壓可表示為

Voc(t)=E0cτD
t( , )[1 ]e


  ............................................................................................... (3.8)

於t≧t0時，開路電壓可表示為



Voc(t)=E0cτD

'
20 t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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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4sin( ) u( , ) ( 1) due e e e
    

 
      

 


 ............................... (3.9)

其中，t、=t-t0，t0=2hsin/c，c=3×108 m/sec，τe=ε0/σ，α為傳輸線之傳播損失，σ為土壤導電
率。
垂直極化(Vertical Polarization)時，其方位函數D(,)可表示為

D
sin cos

( , )
c

1 cos cos
j

 



   



................................................................................. (3.10)

水平極化(Horizontally Polarization)時，其方位函數D(,)表示為
sin

D( , )
c

1 cos cos
j





   



............................................................................... (3.11)

現在模擬架空電力線在有損地面，各種不同的大地導電率時，負載端之電流頻域響應，
其結果如圖3.2所示。假設線路常數傳輸線長=5m、架空線離地高度h=0.8m、導線半徑
a=0.15cm、入射角Ψ=45o，=45o大地導電率σg=0.001~∞s/m、相對介電係數 r 10 ，兩端
阻抗為Z1= Z2=2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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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入射平面波激發之單導體傳輸線 圖3.2 負載電流與大地導電率之關係曲線
模擬結果得知，由波峰高度E0=1V/m的激發源激勵時，在x=l處負載電流之頻率響應為，

當大地導電率σg =0.001時，負載電流峰值約為般0.01x10-4安培，當σg =∞時負載電流峰值約
為0.0005x10-4安培。即有損大地導電率值越大，在負載端所產生之電流越小。因入射波大量
深入地底，造成反射量越低，使得激發電源總淨值越低，所以在負載端所產生之電流越小。
在高頻段仍因兩端負載反射而造成來回諧振現象。

1 4 m

地 面

a 1

b 1

c 1

8 . 4 m

3 0 m

8 . 4 m

a 2

b 2

c 2

8 . 6 m

E 1 E 2

x

Z1=100Ω

參考地平面x=0 xs=15Km x=30Km

Z2=100Ωh=37.78m
Iz1 Iz2

+-
V0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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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架空特高壓電力傳輸線
由於台灣之電力系統是一個隔離與獨立之系統，因此，當遭受如電磁脈衝強大之電磁波

干擾與侵襲時，台灣將發生無比空前之大停電，其造成之影響與破壞，將會造成台灣經濟的
大衰退。因此，本小節將就電磁脈衝對台灣電力系統之影響與破壞，做深入之分析與探討。
由於電磁脈衝之侵襲，就整體電力系統而言，電力傳輸線首當其衝；因此，電力傳輸線之架
構將首先被探討，另外，亦詳細計算傳輸線之參數[9-15]，最後，再以台電汐止~板橋段30
公里之354KV特高壓傳輸線，如圖4.1所示，模擬分析討論之。

台電特高壓電力傳輸線之參數，R、L、C均為每相每公里之線路參數。其中R=0.0099
Ω/Km，Ln=0.41×10-3 H/Km，Cn=0.029×10-6 F/Km，G=0。本等效電路尚未包含鐵塔及鐵塔接
地系統之效應，若考慮鐵塔及鐵塔接地系統之效應，則電磁脈衝對電力傳輸線之影響，對感
應電壓而言，因有並聯之鐵塔及鐵塔接地系阻抗，所以感應電壓值會變小。線與線間之電感
量Lab=2×Ln=0.822×10-3 H/Km，線與線間之電容量Cab=1/2×Cn=0.0145×10-6 F/Km。圖4.2(a)所
示為特高壓電力傳輸線之電流頻率響應分析等效電路，假設在傳輸線中央(x=15Km)處，受
集總電壓源脈衝波激發，激發頻率為50MHz，激發源波峰V0=100KV，模擬傳輸線上任一點
之電流分佈情形，模擬結果如圖4.2(b)所示。並模擬頻率由0.1MHz~1000MHz範圍時，在
x=0Km及x=30Km處之負載電流頻率響應，其模擬結果如圖4.2(c)及圖4.2(d)所示。由圖4.2(c)
與4.2(d)負載電流響應曲線可知，兩端之負載電流大小一樣，電流響應振幅在420A~500A間
振盪，且在高頻段振盪極為激烈。特高壓電力傳輸線受集總電壓源脈衝波激發時其遠端之開
路電壓，如圖4.3所示。圖中顯示在高頻段可產生10倍電壓值，即遠端開路電壓峰值為
1000KV。在高頻段電壓準位在100KV ~1000KV之間振盪，這股振盪電壓正是破壞電力設備
的元凶。

圖4.2(b) 特高壓電力傳輸線之電流分佈曲線 圖4.2(c)負載電流Iz1之響應

圖4.2(d) 負載電流IZ2之響應 圖4.3 傳輸線開路電壓之響應

5.1 突波對配電系統之影響與防護

配電系統中的一次變電所主變壓器組成之容量為 200/200/66MVA ，電壓為
161/69/11kV，接線方法為 Y/Y/Δ[10]，並且加上線路阻抗之後，整體配電系統模型如圖 5.1
所示。



圖 5.1 IsSPICE 配電系統之模型
圖 5.2(a)中可看出在電源端的部份感應一電壓脈衝，其值高達 1000kV，並且經由線路及

變壓器的傳輸之後，在負載端部份之突波電壓則為 843V，如圖 5.2(b)所示[16-19]。
圖 5.3(a)為假設系統用戶輸入前端產生一突波，並且運用自建火花間隙元件做防護裝置

之電路圖，其電壓波形如圖 5.3 (b)所示，由圖中可看出脈衝電壓由 843V 被 350V 之火花間
隙元件箝制於 360V 左右。圖 5.3 (c)則是利用箝制電壓為 350V 之 MOV 作為防護裝置之電壓
波形，圖中可看出其箝制電壓在 417V 左右，且其維持時間較長。圖 5.3 (d)是利用 TVS 作為
防護元件之電壓波形，由圖中可看出其電壓達到 352V 即被抑制而不再上升。最後於表 5.1
中列出以上三種元件之防護結果。

由以上對配電線模擬之結果，顯而易見的，當電力配電線受到突波侵襲干擾時，會對負
載端之電氣設備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及損壞。利用 TVS 來箝制電壓時，雖能達到最佳的箝制
效果，但是此時卻未考慮 TVS 元件所能吸收的最大能量，一旦 TVS 燒毀，則可能使元件短
路而形成接地故障，而 MOV 之抑制能力則較火花間隙薄弱，因其箝制時間較長且箝制電壓
高於火花間隙，可見火花間隙可得到較佳之防護效果，故電力配電線系統之保護裝置，可以
利用火花間隙元件加在配電線上，以達突波保護與防制的目的。並可藉由多級防護裝置將突
波能量宣洩及吸收，降低突波對供電系統與用戶端電氣設備之損害與威脅，達到系統保護之
目的，維持良好之供電品質。

表 5.1 防護元件之保護電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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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a)遭受突波時之電源端電壓波形圖 圖 5.2(b)遭受突波時之負載端電壓波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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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c) 350V MOV 之保護電壓波形圖 圖 5.3 (d) 350VTVS 之保護電壓波形

六、結論
電磁脈衝可由雷擊、高空核爆以及開關突波所產生，它能在極短時間內，以電磁波的形

式將強大能量由雷擊點或爆點傳至遠處，經由電力饋線感應至各種電子設備以及電腦網路，
造成許多無法估計的損失。電磁脈衝在進行過程中對電器、電力、或電腦資訊等設施產生熱
輻射效應，以致設備裝置無法有效動作而導致癱瘓，因此，如何加強電磁脈衝防護設計並進
一步實施反制，使電力系統及相關之電器設備與軍事戰略系統在電磁脈衝干擾下仍然能夠維
持其運作之正常，為世界各先進國家積極努力研究之重要課題。因此，本計畫即是根據電磁
脈衝耦合穿透之路徑，首先針對電磁脈衝防護元件做詳細說明。接著利用火花間隙或氣體放
電管響應時間非常快之突波抑制元件，將電磁脈衝抑制至保護絕緣設備規格內。另外，配電
系統之初級與次級保護如何協調亦詳盡的探討。提供國內軍事單位或廠商電磁脈衝元件抑制
與保護絕緣設備規格之參考。接著針對電力傳輸線受電磁脈衝影響，其參數如何變化做詳細
分析，然後推導出適當之模型參數，並模擬之。由於火花間隙元件國內並沒有相關文獻或單
位在探討，因此，本計畫將對其原理及模型詳細的說明分析與推導並模擬。接著，以台電汐
止~板橋段30公里之354KV特高壓傳輸線受電磁脈衝影響做模擬與分析。藉由模擬發現電磁
脈衝波對電力傳輸線衝擊之頻率響應，在高頻段因受兩端負載之反射作用脈衝波會在線上產
生來回振盪造成衝擊，導致設備嚴重受損，因此，本計畫利用火花間隙元件在配電端之初級
與次級分別保護。模擬及實驗皆證明其防制之能力為可行。最後則是建立一配電系統模型，
並將算出之配電系統參數代入模擬軟體之中，再代入防護元件模型對配電線做應用，驗證突
波抑制元件模型對配電線之突波產生防護的作用，經由抑制元件吸收或引導突波多餘的能
量，使系統之工作電壓維持於安全範圍內，以達到對電磁脈衝防護之目的。由於電磁脈衝產
生之頻率範圍非常寬廣，如何利用被動式濾波器將殘餘的電磁脈衝能量濾掉，而且被保護設
備及裝置如何與電磁脈衝保護元件協調達到最佳效果，都是決定電磁脈衝保護與防制之重要
因素。

參考文獻



[1].K.A.W. Hobbins. , ”EMP And Transient Suppressed Mains Filters”, Tempest
Solution Ltd.UK.

[2].Millard, D.P., ”Parametric analysis of EMP induced overvoltages on power
lin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Delivery,Volume:3 Issue:3,July 1988.

[3].M.L.Sudheer., “Effect of Power Line Filter on MOV Clamping Voltage”, 
INCEMIC-99:8C-3.

[4]Kleiner, C.T. “An Electrical Surge Arrestor (ESA) Model for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Evaluation,”IEEE CNF, 1977 11th Asilomar Conference, Pages:16 –22, November 7-9,
1977.

[5].Standler, R.B., ”Use of a metal-oxide varistor with a series spark gap across
the mains”,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1990. Symposium Record,1990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C,1990

[6].EMP Engineering and Design Principle , Bell Lab, 1975.
[7]. Btions, S, "Protecting VHF Antennas from EMP,"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1991.
[8]. 林明星、何子儀"電磁脈衝防護技術之分析與設計研究"，國防科技學術合作協調小組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9-2623 -7-212-002，第 40-45 頁，2001。
[9] 李以文， "電磁脈衝防護與抑制元件之探討"， 逢甲大學電機系，碩士論文，92 年。
[10]應天行〝電磁脈衝武器與其防禦〞國防科技期刊第 218 期。
[11]Fredrick M. Teshe, Michel V. Ianoz & Torbjorn Karlsson 〝EMC Analysis Methods And

Computional Models〞翻譯：何金滿。國立編譯館主編、出版，2001 年。
[12]林明星、林瑞昌〝電磁脈衝防護技術之分析與設計〞2001 電磁相容研討會論文集

p260~p263。
[13] ANSI/IEEE C62.42-1987, IEEE Guide for Application of Gas Tube Arrester Low-Voltage

Surge-Protective Devices.
[14] Hossein Golnabi, “Discharge Current Development in Two-Electrode Spark Gap Switches,” 

IEEE Trans. on Plasma Science, Vol.30, No.1, Feb.2002.
[15] William E. Scharfman, Edward F. Vance & Kurt A. Graf, “EMP Coupling to Power Lines,”

IEEE, 1977.
[16] William H. Kersting, Distribution System Modeling and Analysis, CRC Press

LCC, 2002.
[17] J. Arrillaga & C.P. Arnold & B.J. Harker, Computer Modeling of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J. Wiley & Son, 2001.
[18]林惠民， "配電管理系統-子計畫七 : 即時三相解耦配電系統數學模型之研究"，2001

年。
[19]林忠正， "以 EMTP 做一次變電所主壓器激磁特性模分析"，碩士論文，民國 92 年。



 1

以同步相量量測為基礎之電力系統低頻震盪監測與改善(2/2)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ower system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based 
on Synchronized Measurements 

  

 計畫編號 : NSC 93-2213-E-214-016 
 執行期限 : 93 年 8月 1日至 94 年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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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參與人員 : 許志宇 廖智健 
 執行機構及單位名稱 : 義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摘要 – 本計畫”以同步相量量測為基礎之電力系統低頻震盪

監測與改善”為兩年期的計畫。為了逐步完成此計畫，在第一

年的研究中，我們著重於低頻震盪的監測及其參數估測，我

們發展出一個新型的數位演算法，並配合同步相量測資料來

達到估測低頻震盪參數的目的。而在第二年的計畫中，我們

繼續收集相關量測資料以進行演算法的測試與改良，同時評

估低頻震盪參數應用於改善低頻震盪的可行性。在本篇報告

中，我們將介紹低頻震盪參數估測演算法的改良，並使用

Matlab/Simulink 模擬一兩機系統，驗證本報告提出之演算法

適用於即時線上運算，此外，本報告也將估測的低頻震盪參

數作為電力系統穩定器的輸入，驗證低頻震盪參數估測有助

於低頻震盪的改善。 
關鍵字 : 同步相量量測、低頻震盪，電力系統穩定器 
 
Abstract – This project,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ower system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based on synchronized 
measurements”, is a two-year project. To finish this project 
progressively, we devoted the first year of project to 
measurement of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and developed a new 
digital algorithm to estimate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parameters with synchronized measurements. In the second year, 
we continue to collect related data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algorithm we proposed. We also try to utilize the parameters we 
estimated to improve the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in power 
systems. In this report, we will introduce the modification of 
proposed algorithm in first year, and test this algorithm by using 
the field data from FNET. Meanwhile, we simulated a 
two-generators system in Matlab/Simulink to verify the 
parameters we estimated from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in power 
systems.  
 
Keywords: Synchronized phasor measurement, 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 Power System Stabilizer (PSS). 

1. 簡介 

在電力系統中，許多的系統訊息可以藉由求得電

壓、電流的參數來加以得知，例如:藉由觀察基本波的
頻率可得知電力系統發電與負載端的平衡關係，匯流排

的相量可以顯示出電力潮流的狀況，而頻率變動的衰減

率則反映出電力系統的穩定度。甚至許多的電力系統重

大意外也可藉由解讀電壓、電流訊號而事先加以預防。

所以這些參數都被視為操控電力系統的重要指標[1]。同
時，這些參數在有事故發生時也有功用，例如:保護電

驛及故障定位[2,3]。所以，如何正確同步地量測各個匯

流排的電壓、電流值，以及如何使用這些量測值來監測

電力系統都是重要研究方向[4]。 
在第一年的計畫中，我們對台灣的同步相量量測進

行了解與研究，而今年很榮幸有機會獲邀到同步相量量

測單元的發源地 – Virginia Tech.，並參觀劉教授(YiLu 
Liu)的 FNET實驗室，並了解相關的發展與應用。他們

發展出 PMU 的簡化型 – FDR(Frequency Disturbance 
Record Unit)，基本上 FDR也是利用 GPS同步，量測相

量與頻率(主要)，使用 Internet(TCP/IP)傳送資料(1秒 10
筆)，但是 FDR 只用在低壓(110/220V)，並且只量單向

電壓，目前全美裝了約 20 台，目前主要的應用為量測

電機械波(electromechanical wave)的傳播速度，詳細的

介 紹 可 以 上 網 到 劉 教 授 的 實 驗 室 網 站

http://www.powerit.vt.edu/瀏覽。 
 

 
圖一、FNET已安裝完成的同步即時監測系統 

 
對於低頻震盪參數之估測，已有不少相關的方法被

提出[5-10]，每種演算法各有其優缺點，在第一年報告

中有詳細比較其優缺點，並提出新的演算法。至於今年

的研究中，我們更進一步考慮低頻震盪可能伴隨操作點

的變化，所以加以改良之前的演算法，以更適合應用於

電力系統的訊號上。 
本報告的結構如下:第一節是簡介，在第二節中，

將改良在第一年計畫中所提出之新型數位演算法。在第

三節中，將使用 Matlab/Simulink所模擬的量測資料做為

測試，以驗證演算法。第四節將把演算法所估測的低頻

震盪參數應用於電力系統穩定器中，驗證低頻震盪參數

估測有助於低頻震盪的改善，最後，第五節是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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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演算法之改良 

在本節當中，將對第一年所推導之數位演算法加以

改良。在第二年計畫中，我們考慮操作點的改變，我們

將所考慮的低頻震盪訊號波形型式改變如下: 

noiseXeXftXetx d
t

DC
t ++++= 21 )2cos()( αα φπ  (1) 

其中  X  : 訊號的振幅 
    1α   : 訊號的衰減率 
    f   : 訊號的頻率 
    φ   : 訊號的角度 

    DCX  : 訊號中的直流衰減振幅成分 

  2α  : 訊號的的直流衰減率 

 dX  : 訊號中的直流成分 

由於我們在第一年計畫中已經介紹過如何結合其它演

算法來處理直流成分及雜訊，所以在此先暫時不考慮這

兩個成分。假設該訊號的取樣間隔固定為( t∆ )，則經由
取樣後所產生之數列為{ )(kx } 

tk
DC

tk eXtfkXekx ∆∆ ++∆= 21 )2cos()( αα φπ   (2) 

在此，我們引用第一年計畫的結果，以節省推導的時

間，首先定義下列的參數: 

tfjea ∆π2=  (3) 

teb ∆= 1
1

α  (4) 

teb ∆= 2
2

α  (5) 

φjeXA
2

=  (6) 

)Re(az =  (7) 

所以，(2)可以被表示成 

k
DC

kkkk bXabAaAbkx 21
*

1)( ++= −  (8) 

利用(8)，可以發現 )(kx 與 )1( +kx 之間有以下的關係。 

k
DC

kkkk bXabAaAbkx 21
*

1)( ++= −

1
2

11
1

*11
1)1( +−−+++ ++=+ k

DC
kkkk bXabAaAbkx

ab1× 1
1

−× ab 2b×

 
經過化簡後，可以得到以下的關係 

0)()(
3

0

=+∑
=n

nkxnC  (9) 

其中 

}}1,{*},2,{{ 2
1

11 −−= − bbzbC  (10) 

根據(3-7)的定義，可以求得低頻震盪的頻率、衰減率及

相量如下: 

t
zf

∆
=

−

π2
)(cos 1

 (11) 

t
b
∆

=
)ln( 1

1α  (12) 

t
b
∆

=
)ln( 2

2α  (13) 

AX 2=    (14) 

)(Aangle=φ  (15) 

其中 

))(1(
)()1(

12
2

1
1

abba
kxabkxA

−−
−+

=
−

 (16) 

由以上的推導可以得知，利用(9)、(10)及最小平方差法
就可以直接求取低頻震盪的頻率、衰減率及直流衰減

率，再將頻率及衰減率代入(16)中即可進一步求得振幅
及相角，整個求解過程如下列式子所示，先將(10)展開，
代入(9)得到 

0)3()2()2(
)1()2()(

1
1

1
12

1221

=+−+++

+−−
−− kxbkxzbb

kxbzbkxbb  (17) 

移項後，使用最小平方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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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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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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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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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其中，L為最小平方差法的視窗大小，而 1p , 2p 及 3p 的
定義如下: 

2
2

11 bbp =  (19) 
2

1212 2 bbzbp −=  (20) 

123 2zbbp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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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9)-(20)的定義，我們可以求出 z , 1b 及 2b ，代入
(11)-(13)中，即可求出取低頻震盪的頻率、衰減率及直

流衰減率。但是，這樣的過程是有問題的。因為低頻震

盪的衰減率與直流衰減率並不相同，直接使用最小平方

差法，將可能遭遇矩陣為奇異(singular)矩陣的問題，所
以直接求解並不合適。在本報告中，我們建議對低頻震

盪的頻率、衰減率以及直流衰減率分開求解。 
分開求解的策略是採用類似 Mimic filter的方式先

濾除直流衰減成份，然後再估測低頻震盪的頻率及衰減

率，可是準確預估直流衰減率是不太可能的事，所以，

應該有部分直流衰減成份影響低頻震盪的估測，所以，

再將低頻震盪濾除，估測直流衰減率，如此反覆，即可

求出精確的低頻震盪的頻率、衰減率及直流衰減率。整

個計算的流程如圖一所示。 
 

 
圖一、求解過程 

3. Matlab/Simulink模擬測試 

在第二節當中，本報告已經簡單介紹所提出之新型

數位演算法。為了測試演算法，本報告使用 Matlab/ 
Simulink 模擬一兩機系統，在 B1 及 B2 兩匯流排使用

同步相量量測單元量測三相電壓，然後將兩匯流排正序

電壓相角差傳送給低頻震盪參數估測演算法，整體模擬

的架構圖如圖二。 
發電機模型採用 Simulink內建之模型，詳細的參數

設定如表一。同時，本報告也考慮電力系統穩定器的影

響，採用兩種不同的電力系統穩定器(如圖三)分別測試
其對演算法的影響。 

 
圖二、Matlab/Simulink模擬架構圖 

 

圖三、激磁機及電力系統穩定器架構圖 

 
圖四、ADX3000模擬圖 

表一、發電機、變壓器、線路之參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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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了讓模擬更接近真實狀況，同步相量量測單

元內計算相角的演算法採用跟歐華科技公司所生產的

ADX3000相同之演算法。如圖四。 
傳輸線長度為 700公里，本報告測試的案例共 290 

種，其中兩部發電機各有三種使用電力系統穩定器的狀

態可選擇、十五種不同的故障位置以及傳輸線故障型態

有單相及三相接地故障，故障時間均為在 0.1秒發生，
在 0.2秒清除。在本篇報告中，我們列舉其中四個測試

案例。 
案例一:兩發電機均不使用電力系統穩定器，單相

接地故障發生於距 B1匯流排 350公里處，由圖五(a)發
電機輸出入功率差的變化、圖五(b)發電機轉速的變化以
及圖五(c)B1,B2匯流排的相角差可以發現，系統自故障

後即開始低頻震盪直到不穩定，計算出之震盪頻率約在

0.9Hz，衰減率則維持在正值，振幅值隨時間增大。 
案例二:發電機M1 不使用電力系統穩定器，發電機

M2使用傳統電力系統穩定器，單相接地故障發生於距

B1 匯流排 150 公里處，由圖六可以發現系統趨於不穩

定，計算結果類似案例一。 
案例三:發電機M1使用傳統電力系統穩定器，發電

機M2 不使用電力系統穩定器，單相接地故障發生於距

B1 匯流排 550 公里處，由圖七可以發現系統很快就穩

定。根據其它模擬的案例，相同的故障，只有發電機

M1使用傳統電力系統穩定器會趨於穩定，而只有發電

機M2使用傳統電力系統穩定器會趨於不穩定。 

 
圖五、案例一之模擬及計算結果 

 

圖六、案例二之模擬及計算結果 

 

圖七、案例三之模擬及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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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案例四之模擬及計算結果 

案例四:發電機M1及M2均使用電力系統穩定器，

單相接地故障發生於距 B1匯流排 100公里處，系統趨

於穩定。在我們測試的案例中，絕大多數系統趨於穩定

的例子均跟案例三及四相同，震盪頻率由高於 0.8Hz會
驟降到 0.8Hz以下並維持一段時間。 
由以上的計算結果可以驗證本計劃所提出之演算

法，可應用於即時線上監測低頻震盪。 

4. 低頻震盪參數估測演算法之應用 

低頻震盪參數估測演算法，除了可以應用於目前台

電已有的同步相量量測系統，作為低頻震盪的觀察與分

析。在本報告中，我們希望進一步將演算法應用於即時

控制上，藉由估測到的參數改善或抑制低頻震盪。 
關於電力系統穩定器的設計研究，早期為使用傳統

的超前相位補償的方式，或者使用 PI 控制器來完成，

實現容易，但只適合於線性的系統，為了解決系統變化

及非線性的問題，需要一降階模型來追蹤系統變化及調

整控制器參數。[11] 
後 來 有 論 文 提 出 使 用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方式來設計電力系統穩定器，例如:類經
網路[12,13]及模糊理論[14,15]，希望藉由人工智慧的學
習能力來解決此一時變非線性的問題。但是，類神經網

路需要漫長的訓練時間，訓練後的參數架構無法解讀，

容易讓人懷疑其實用性。而模糊理論需要有經驗的專家

調整其參數，在執行較為不易[16]。為了解決上述的缺

點，結合類神經網路及模糊理論的優點，產生出 - 模
糊類神經網路，模糊類神經網路不但有效減少訓練的時

間，也解決了需要專家調整參數的難題[16]。最近的研
究更進一步加上可線上學習的能力[16,17]，以因應電力

系統的變化。可是，絕大多數的研究僅止於使用區域的

量測資料(主要為發電機之轉速差 ω∆ 及輸出入功率差

P∆ )，對於解決區域(local-area)震盪有良好的表現，但

對於互連(inter-area)震盪則較少討論。 
隨著廣域量測(wide area measurement)的觀念興

起，使用遠端的量測資料來解決互聯震盪的方法，已有

數篇論文提及[18,19]。根據[20]的研究，要使用遠端量

測資料來達到即時控制的目的，總體的時間延遲不可超

過 0.1秒，以台電目前的量測架構來說，想達到及時控

制的目的，仍有相當的努力空間。 
以圖一的兩機兩同步相量量測單元的簡單架構來

說，因為量測系統是 1秒 1次傳送 20筆量測資料，即

使不管資料運算的時間，單就資料傳遞延遲已超過及時

控制的要求。所以，使用監測系統所計算出之低頻震盪

參數，來作為及時控制的參考，似乎不太實際。 
因此，本計劃採用的方法為:區域的訊號使用發電

機之轉速差、輸出入功率差以及低頻振盪參數估測，廣

域的訊號只提供兩匯流排之間的相角差。 

4.1 低頻震盪參數對模糊類神經網路訓練之影響 

根據[16,17]的架構，本報告先使用較簡單的系統案
例訓練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統穩定器，然後代入較複

雜的系統中測試。本來應該再訓練一個模糊類神經網路

辨識器(Neuro-Fuzzy identifier)，但 Simulink 不提供線上

修改 Fuzzy 參數之功能，所以，本報告僅在訓練完後進

行測試。使用[21]所提供之四機模型中的發電機、激磁
機以及電力系統穩定器參數以 Simulink完成，如圖九。
由於 Simulink在 Simpowersystem內還有錯誤，所以代
入[21]的線路參數後，電力潮流無法收歛，所以，我們

採用 Simpowersystem 內範例之線路參數，藉由調整線

路長度，將發電機輸出的電壓及功率調整到接近[21]所
提供之數據。然後，我們先保留 G1，將其他部分化簡
成圖十的理想三相電壓源，即成為單機無限匯流排機模

擬架構圖。再將該理想電壓源以 G3 取代成為雙機系
統，如圖十一。 

 
圖九、修改 Kundur[21]所完成之四機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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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單機無限匯流排架構圖 

 
圖十一、雙機系統架構圖 

本報告分別在單機及雙機系統上製造三種不同位

置、三種不同型態以及三種不同負載狀況下之故障，一

共五十四種案例做為訓練及驗證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

系統穩定器之案例。訓練之輸入訊號則有三種可供選

擇，一是發電機之轉速差(dw)、輸出入功率差(pa)、二
是即時計算的低頻振盪參數 - 頻率(frq)、衰減率(afa)、
振幅(amp)、相角(pha) 以及三是兩匯流排的相角差

(phd)。訓練之輸出比較訊號為傳統電力系統穩定器之輸

出。我們評估不同的輸入參數對學習的影響，表二為各

種不同之輸入資料訓練十次之後之訓練誤差結果。 

表二、不同之輸入資料之訓練誤差結果表 

 
表二共有十四種不同的輸入訓練組合，由表二可以

看出，以輸出入功率差為輸入時，加上上一時間點之輸

出入功率差有明顯的改善效果，至於再增加則改善的效

果有限。加上轉速差為輸入時，也有一定的改善效果。

以估測之低頻振盪參數為輸入時，衰減率以及頻率的效

果較好，而振幅及相角效果不大，至於兩匯流排之相角

差，也有不錯的效果。所以，我們將幾種輸入參數混和

比較，選擇最後一種組合作為最後之選擇。 
訓練後之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統穩定器如圖十

二所示。 

4.2模糊類神經網路+低頻震盪參數訓練之結果 

我們將訓練後的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統穩定器

代入圖九之四機系統。測試的結果發現:經過長時間的
訓練後，因為收斂的幅度降低到很小，所以本報告所得

之最小訓練誤差約為 0.021，由於訓練誤差無法降到極 

 

圖十二、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統穩定器 

 

圖十三、訓練完成之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統穩定器測試結果 

小，所以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統穩定器之表現在單機

及雙機的測試中雖然十分近似傳統電力系統穩定器之

表現，但還是有所不同，圖十三(a)為在單機無限匯流

排中測試的結果，圖十三(b)為雙機的測試結果。至於
在四機系統中的表現如圖十四(a),(b)，虛線為傳統電力

系統穩定器之輸出結果，實線為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

統穩定器之輸出結果，在圖十四(a)中，我們選擇匯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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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模糊類神經網路電力系統穩定器在四機系統之測試結果 

排 B1 及 B3 之相角差做為廣域訊號之輸入，而在圖十
四(b)中，我們選擇匯流排 B1及 B11之相角差做為廣域
訊號之輸入，由圖可以看出系統相角的變化比傳統電力

系統穩定器之輸出結果平緩。所以，可以由圖十四看

出，正確的選擇廣域訊號之輸入將有助於抑制低頻震

盪。 

5. 結論 

本篇報告依據上一年報告所提出之數位演算法，提

出改進之低頻震盪參數估測演算法，增加考慮系統受到

擾動後，可能產生的操作點改變。此外，本報告使用

Matlab7.0新增之功能 – 允許使用者在Simulink下使用
自行撰寫的M-function以模擬及時計算之結果，根據測
試的案例顯示本報告提出之演算法適用於即時低頻震

盪參數之估測。 
在本報告中，我們除了介紹與驗證我們所提出的演

算法，也進一步探討即時低頻震盪參數估測與廣域量測

訊號應用於即時控制的可能。本報告採用模糊類神經網

路電力系統穩定器的訓練與測試過程來進行驗證，我們

發現利用即時估測的低頻震盪參數可以降低模糊類神

經網路的訓練誤差，但是，考慮目前即時監控系統的架

構、以及即時低頻震盪參數估測在時間及訊號的限制，

目前及即時低頻震盪參數估測僅適合做為輔助的輸入

訊號。此外，本報告使用廣域量測訊號(相角差)來加強
低頻震盪之抑制，證明廣域量測訊號應用於即時系統控

制之可行性。 

成果自評 

本計劃研究內容與原計劃書目標相符，除達成預期目標

之外，亦模擬測試以印證此一演算法應用於即時監測或

及時控制之實用性。研究結果兼具實用及學術價值，相

關成果已投稿國際會議論文並已獲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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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發展一新式相量計算演算法及其硬體實現

架構，所提之演算法以離散傅立業轉換為基礎，利用
連續兩個遞迴式離散傅立葉轉換所計算之相量與兩數
值 L 及 M 加以運算，可於取樣信號中含有指數衰減直
流成分時計算出正確相量。演算法中包含一指標 M 以
判定取樣訊號中是否有指數衰減直流成分，如無，則
輸出遞迴式離散傅立葉轉換之計算結果，如有，則輸
出可消除指數衰減直流成分之相量計算演算法的計算
結果。此外，本計畫中也發展一實現此演算法之硬體
實現架構並建置一 VHDL 模型，利用 modelsim® 模擬
器之模擬結果顯示，此演算法可於指數衰減直流成分
產生時提供準確之相量。對於以相量為基礎之數位保
護技術，所提之演算法可提升其相量計算準確度，且
所提之硬體實現架構可將演算法實現於 FPGA 上以提
升其相量計算速度。 
關鍵字: 相量計算、遞迴式 DFT、指數衰減直流成份、 
 VHDL。 

Abstract 
This project develops a new phasor computation 

algorithm and the hardware architecture for implementing 
it. Using two consecutive phasors computed by recursive 
DFT and two numbers M and L, the presented algorithm 
achieves removal of exponential decaying DC offset in 
phasor computation. In this algorithm, an index M for 
identifying whether the sampled signal contains 
exponential decaying DC offset is used to determine which  
of the computed results, one is computed by recursive DFT 
and the other is computed by algorithm with removal of 
exponential decaying DC offset, is outputted. Moreover,     
hardware architecture for implementing this algorithm is 
presented and a VHDL model is buil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by modelsim® simulator show that the presented 
algorithm provides accurate phasors when the exponential 
decaying DC offset occurs. For phasor based digi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the presented algorithm enhances 
the accuracy of phasor computation and the hardware 
architecture can be implemented into FPGA to speed up the 
phasor computation. 
Keywords: Phasor computation, Recursive DFT, 
exponential decaying DC offset, VHDL. 
 

I. 緒論 

電力系統中以相量為基礎之數位保護電驛，其電
壓、電流相量計算的準確度與速度對其效能具有決定
性的影響，過去已有許多計算相量之數位演算法被提
出，如最小平方誤差法[1]、牛頓法[2]、卡門濾波器[3]
及 離 散 傅 立 葉 轉 換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DFT)[4]。其中 DFT 因可濾除整數諧波且計算簡單而廣
為使用[5]。傳統使用之 DFT 僅需一週期的取樣資料即
可得正確之基頻相量，其主要缺點為當取樣訊號中含
有指數衰減直流成分時，其相量計算準確度會大幅下
降。 

電力系統中發生輸電線故障時，在故障後幾週期
內的電流訊號含有大量的指數衰減直流成分，此會降
低使用 DFT 計算相量的輸電線數位保護電驛的收斂速
度與準確性，傳統上使用一 mimic 電路將指數衰減直
流成分轉換成直流成分並利用 DFT 加以濾除[5]，但
mimic 電路中設定的時間常數通常無法與指數衰減直流
成分中的時間常數一致為其主要缺點。論文[6-7]中提
出了利用一週期加兩個取樣點之演算法以完全移除故
障電流中的指數衰減直流成分，此演算法估測取樣訊
號中指數衰減直流成分的影響並加以運算以得正確相
量，其對參數變化較為敏感故需配合適當之訊號分析
與前置濾波技術才能應用至實際系統中。        

本文提出一相量計算演算法，其利用一週期加一
個取樣點即可於取樣信號中含有指數衰減直流成分時
計算出正確相量。所提出之演算法利用連續兩個遞迴
式 DFT(Recursive DFT, RDFT)所計算的相量與兩個數
值 M 與 L 加以運算，可消除因指數衰減直流成分所產
生的相量計算誤差。演算法中亦包含一指標以判定取
樣訊號中是否有指數衰減直流成分，如無，則輸出
RDFT 之計算結果，如有，則使用可消除指數衰減直流
成分之相量計算演算法。 

隨著近年來積體電路之蓬勃發展，以數位硬體方
式實現各式演算法成為近年來研究之一大重點，將來
可將整個數位保護電驛以系統晶片 (System on Chip, 
SOC)的方式加以實現。本文提出一實現此演算法之硬
體架構，此硬體架構採模組化與管線化(Pipeline)設計，
並建置一 VHDL(VHSIC(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VHDL)模型，
利用 modelsim® 模擬器模擬此 VHDL 模型以驗證所提
之演算法正確性與硬體架構，往後將此 VHDL 模型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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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修改後，可利用電腦輔助設計軟體將此 VHDL 模型
合成於 FPGA 上以提升相量計算速度。 

Ⅱ. 相量計算演算法推導 

如圖一所示之輸電線數位保護電驛所取樣之電流
訊號，其包括輸電線故障前與故障後之波形，其中故
障前電流訊號為一弦波，故障後電流訊號為一弦波加
上一指數衰減直流成分。 

window_ith

 
(圖一) 

假設故障前之訊號為 
f2,)tcos(Ax 11 π=ωφ+ω=  (1) 

其中 f 為弦波之頻率。以取樣率 (f×N) 取樣可得: 
)scos(Ax 11s φ+θ=   s = 0,1,2…， N/2π=θ  

其中 N 為每週期取樣點數。 
每個移動視窗(moving window)包含 N 個取樣點，

例如第 0 個移動視窗包含 x0~ xN-1、第 1 個移動視窗包
含 x1~ xN，對於第 w 與 w+1 個移動視窗的相量計算可
利用(2)及(3)式之遞迴式 DFT， 

∑
−+

=

θ−=
1Nw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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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 ex

N
2R  (2) 

)e)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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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Nw1w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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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移動視窗中僅含故障前之取樣點，RDFT 對於每個
移動視窗皆可計算出正確相量為 1j

1eA φ 。 
假設輸電線於 s=k-N-1 與 s=k-N 之間發生故障，即

故障後第一個取樣點之下標 s 為 k-N，設故障後之波形
之取樣值為 

)Nks(
22 Be)scos(A +−Ω+φ+θ ， 

Nks −≥ ， fN/α−=Ω , α/1  為指數衰減成分之時間常
數， 

故障後第一個取樣點為 xk-N，則故障後第一個只包
含故障後取樣點之移動視窗為 xk-N~xk-1，其利用遞迴式
DFT 所計算得到之相量為 Rk-N。故障後第二個取樣點
為 xk-N+1，則故障後第二個只包含故障後取樣點之移動
視窗為 xk-N+1~xk，其利用 RDFT 所計算得到之相量為
Rk-N+1。利用故障後之取樣點 xk-N~xk-1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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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利用故障後之取樣點 xk與 xk-N可得 

L)xx(
N
2

Nkk =− −  (5) 

由(4)與(5)式可得 

 ))M/L(1(e +=Ω  (6) 

由(4)與(5)式可知當移動視窗中無故障後之取樣值，M
與 L 之值為 0，當移動視窗中包含故障後之取樣值時，
M 與 N 不為零，此起因於指數衰減成分的產生。此
外，取樣信號中之整數諧波成分並不影響上述結果。 

對於故障後第一個與第二個移動視窗利用 RDFT
所計算得到之相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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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7)與(8)式可得 

)1ee(eAReeR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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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9)式可得故障後正確相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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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相量計算演算法硬體實現架構 

圖二為實現相量計算演算法之硬體架構，包含三
模組： 
(a) RDFT_ML 模組用以執行(4)、(5)、(7)、(8)式以產生

連續兩個相量及 M 和 L。圖中之相量分成實部與虛
部，分別以下標 re 及 im表示。 

(b) CLK_GEN 模組用以產生所需之各個時脈訊號，包
括 用 於 RDFT_ML 模 組 之 clk_a ， 用 於
PHASOR_COMP 模組之 clk_b、 clk_c、 clk_d 與
clk_e。 

(c) PHASOR_COMP 模組用以執行(10)式，其中利用 M
判定移動視窗中之取樣點是否包含有指數衰減直流
成分，如有則將(10)式中之 RK-N 以 RK-N+1 取代，則
(10)式所計算之結果為 RK-N+1。 
圖三為 CLK_GEN 模組所產生之時脈訊號，每個

取樣點於 clk_a 之正緣時讀入，其後利用 M 判定移動
視窗中之取樣點是否包含有指數衰減直流成分，其結
果於 clk_b 之正緣時載入轉存器，利用此結果以選擇是
否將 RK-N以 RK-N+1取代，其結果於 clk_c 之正緣時載入
轉存器，此後將(10)式切成 8 級加以計算，並利用
clk_d 加以控制，在計算的過程中需作兩次複數之直角
座標與極座標轉換，為共用一直角座標與極座標轉換
模組，故設計一 clk_e 以達成此目的，最後當計算完成
時發出一 ready 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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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為 RDFT_ML 模組之內部方塊圖，其中使用
兩個 ROM 儲存 cos 與 sin 的值，此為 RDFT 運算時所
需。本模組中所有延遲元件皆使用 clk_a 時脈並標示於
方塊圖下，其輸入為來自類比數位轉換器(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DC)之取樣值，其輸出為連續兩個
RDFT 計算之結果及 M 與 L。圖五為 PHASOR_COMP
模組之內部方塊圖，此模組輸出為正確相量的大小 Pk-

N+1,mag 及相位 Pk-N+1,ph，圖五(a)為利用 M 判定移動視窗
中之取樣點是否包含有指數衰減直流成分，並輸出一

sel 訊號以控制圖五(b)與圖五(c)中之多工器，圖五(b)中
當 sel 為 0 時將 RK-N以 RK-N+1取代，圖五(c)中當 sel 為
0 時將 M 之值以 1 取代，此時輸出之計算結果為 Rk-N+1
的大小與相位，圖五(c)為將(10)式切成 8 級加以計算，
並 利 用 clk_d 加 以 控 制 ， 圖 五 (d) 為 圖 五 (c) 中
Rectangular To Polar 區塊之內部方塊圖，其利用 clk_e
以產生 sel1 訊號以達成兩次複數之直角座標與極座標
轉換共用一直角座標與極座標轉換模組之目的。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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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演算法與硬體架構測試 

本計畫利用 VHDL 建置上述硬體實現架構之模
型，並利用 Modelsim 軟體模擬，模擬中使用之測試訊
號 s 如下 

s=s1+s2+s3;  
其中 

512k,0

512k),3/k
256*60

1260cos(15{1s
>

≤π+×π×= ;   

512k,0

512k),4/)513k(
256*60

1260cos(50{2s
≤

>π+−×π×=

 

512k,0
512k,e30{3s

)513k(
25660

150

≤
>=

−
×

×−

 
k=0, 1, 2, 3, 4……... 。 

以上之測試訊號表示取樣訊號頻率為 60 Hz，取樣
率為每週期取樣 256 點，故障發生於第 513 個取樣點，
故障後弦波訊號之大小及相位皆改變，且故障後訊號
含有指數衰減直流成分，測試訊號 s 之波形如圖八中測
試波形所示。 

圖六與圖七為此 VHDL 模型之時序模擬結果，圖
六中的第 257 個取樣點讀入表示已提供模型 257個取樣
點，此時 RDFT_ML 模組可輸出第一與第二個移動視
窗之相量計算結果，此時模型輸出之相量值大小為
15、相位為 1.0472，此為測試訊號中 s1 之正確相量值
(大小為 15、相位為 1.0472)，此後輸出之相量值保持此
正確值直到移動視窗中包含到故障後之取樣值。圖七
中第 769 個取樣點讀入表示此時之移動視窗為第二個
只含故障後取樣點的移動視窗，此時模型輸出之相量
值大小為 50.0045、相位為 0.7855，此為測試訊號中 s2
之正確相量值(大小為 50、相位為 0.7854)，此後輸出之
相量值保持此正確值。圖八為使用以上測試訊號之相
量大小計算結果的連續圖，圖九為相量相位計算結果
的連續圖，由圖六至圖九可看出對於故障前的訊號
(1~512 取樣點)，所提之演算法可計算出正確相量，當
故障發生(513 取樣點之後)後，所提之演算法亦可於故
障後一週加一點 (第 769 取樣點)後計算出正確相量。 

為測試不同參數的指數衰減直流成分對演算法的
影響，將以上測試訊號中之 s3 的時間常數由 20ms(1/50) 
更改為 100ms(1/10)，大小由 30 更改為 50，圖十與圖
十一為相量大小與相位的計算結果，由此二圖可得知
不同參數的指數衰減直流成分對演算法準確度不影
響。 

 
(圖六)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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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為測試取樣訊號中諧波成分對演算法的影響，將
以上測試訊號中之 s1 中加入大小為 5 之三次諧波，s2
中加入大小為 6 之三次諧波及大小為 3 之五次諧波，圖
十二與圖十三為相量大小與相位的計算結果，由此二
圖可得知取樣訊號中諧波成分對演算法準確度並不影
響。 

 
(圖十二) 

 
(圖十三) 

Ⅴ. 結論 

本計畫發展一相量計算演算法及其硬體實現架
構，此演算法保留 DFT 之優點，其利用連續兩個遞迴
式離散傅立葉轉換所計算之相量與兩數值 L 及 M 加以
運算，可消除指數衰減直流成分所產生的相量計算誤

差。本計畫中也發展此演算法之硬體實現架構並建置
VHDL 模型，利用 modelsim® 模擬器之模擬結果顯
示，此演算法對於取樣訊號中無論有無指數衰減直流
成分，皆可提供準確之相量。對於以相量為基礎之數
位保護技術，此演算法可提升其相量計算準確度，且
所提之硬體實現架構適合將演算法實現於 FPGA 上以
提升其相量計算速度。 

Ⅵ. 計畫完成情況 

本計畫之預期目標已達成，研究成果已投稿至
2005 年第二十六屆電力工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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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計劃針對多機電力系統提出一應用於偶發事件的新型

暫態穩定度控制器。一般之電力系統發生故障之後，由於無法預

先知道故障後電力系統的結構，為了簡化控制，均採用角速度的

控制法。但是如此之控制將無法保證穩定後系統的平衡點狀態。

若穩定後控制器的平衡狀態接近其邊界值，則系統之穩定區間將

變小。若有隨之而來的另一次故障事件發生，則暫態控制器將不

再有足夠的能力控制系統，並將導致系統的響應變差或不穩定。

本計劃以相量量測技術為基礎，以發展一種兼顧系統穩定區間的

暫態穩定度控制器。利用此一控制器，可以在不需要知道系統故

障後網路結構的狀態之下，仍能維持系統穩定後的狀態值，尤其

能維持控制器穩定後的設定點。如此將可以維持系統足夠的穩定

區間。以應付後續可能的再一次偶發事故。本計劃利用六機十四

匯排之多機電力系統測試所提出之演算法，由模擬的結果可知，

本計劃所提出之控制架構可以正確而有效的維持系統的暫態響

應，並提供系統足夠的穩定度區間。此外，利用所提出的改良型

最佳目標導向控制架構，亦能任意的調整系統收斂的響應，以維

持系統最佳的響應特性。 
關鍵字：偶發事件、暫態穩定度控制、穩定區間、最佳目標導向

策略。 
 
Abstract: This project presents a new transient stability 

controller for multi-machine contingent event control. For ease of 
designing, most of the power systems utilize the power angle speed 
for transient stability control. However, the post-fault equilibrium 
points can not be specified by that strategy. If the post-fault 
equilibrium points near the system stability boundary, the stability 
margin will be reduced. Then the post-fault system can not support 
enough capabilities for another contingent event. This project 
develops a phasor measurement units (PMUs) based transient 
stability controller. By using the proposed controller, although the 
post-fault power systems structure is not known, the stability margin 
can be kept. Thus, the proposed controller will have enough 
capabilities to deal the next contingent event. Six-machine 
fourteen-bus simulation system i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proposed 
controller.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controller. Meanwhile, via the proposed 
improved optimal-aim-strategy (IOAS) the system performance can 
be tuned to maintain the optimal performance. 

 Keyword : Contingent event, transient stability control, 
stability margin, optimal aim strategy 

 
緣由與目的 

 
  在電力系統之中，因為嚴重故障所引發在互連電力系統

之間的電機振盪，往往會嚴重的影響電力系統的可靠度並

會負出龎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近十多年來，利用大功率

電力電子元件所製成的彈性交流輸電系統(Flexible AC 
Transmission System, FACTS)，由於本身具有可於暫態事

件之中快速響應的特性，所以可提供電力系統暫態控制極

佳的響應。而其中的閘控開關電容器(Thyristor Controlled 
Switch Capacitors, TCSCs)，由於其可以快速的改變輸電線

的等效阻抗，所以可提供互連電力系統暫態穩定度控制極

佳的選用設備。 
    當電力系統發生偶發事件並進行暫態穩定度控制

時，非線性控制方法時常是必需的選擇。近年來有許多的

相關研究被發表 [1-8]。在[2]之中，作者提出時間最佳化

的 bang-bang 控制法，該方法可提供系統最快速的暫態響

應控制。但是為了達到時間最佳化的目的，電力工程師必

需針對電力系統各種可能發生的不同偶發事件進行離線

的分析與時間最佳化設計。如此才能在相對應的事件發生

之後，立即選用相對應的控制策略，以令系統達到時間最

佳化的響應。在[3]之中，作者則提出利用能量函數與能量

帶切換的方式，以解決故障事件後系統結構不確定性的問

題。此一控制法則必需另外配合一具有足有衰減能力的小

訊號動態穩定度控制器，方能達成系統較佳的響應特性。

在[4]之中，作者提出一適用於多機電力系統的可觀性解耦

狀態空間(Observation Decoupled State Space, ODSS)模型

法，以進行控制器設計。此一演算法利用不斷的改變平衡

點的方式，可以令系統到達區域(local)的平衡點 [4]。由於

此一控制方法類似於速度控制，所以其最終雖然能令系統

到達穩定，但是不能指定系統到達特定的平衡點。在論文

[5-7]之中，作者所提出的最佳目標策略 (Optimal Aim 
Strategy, OAS)演算法，則是藉由非線性的方式令系統的狀

態可達控制器所指定的目標。但是此一方法有以下兩缺

點，(1)系統收斂的響應特性無法控制，(2)若系統在故障後

的結構有改變，則最佳的目標將無法完全決定。因此僅能

進行速度控制。所以其結果將可能如圖一所示，雖然系統

最終可到達到穩定狀態，但是其故障後的設定點可能極為

接近控制器的邊界值。如此一但有另一暫態偶發事件發

生，暫態穩定度控制器將無法提供系統足夠的控制能力。 
    因此，本計劃提出一種以控制命令為導向，利用改良

型最佳目標策略 [7] 為基礎所設計的偶發事件控制器以

解決以上的問題。利用本計劃所提出之控制器，電力工程

師可以在不知道系統發生偶發事故之後的結構是否有改

變的狀況之下，仍能維持系統在故障後有足夠的穩定區

間。本控制方法基於自我調適兩機等效電路所設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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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傳統的偶發事件控制器設定 

 
由於其中包含可利用 FACTS 控制之參數，所以本計劃所

提出的控制方法非常適用於含有 FACTS 之電力系統的暫

態穩定度控制。因為在建立等效電路時僅需利用電壓相量

的大小與角度，所以本演算法非常適用於架構有相量量測

單元之電力系統。此外，因為此一控制方式具有即時線上

參數修正，所以具有適應性。本計劃利用六機十四匯流排

之電力系統驗證所提出之控制器，由模擬的結果可知，本

計劃所提出之演算法針對互連多機電力系統之偶發事件

之暫態控制，能夠有效而強健的達成其目標。 
 

 
結果與討論 

I. 考慮控制命令導向的兩機等效模型 

在本計劃之中，首先將利用之前所發展出的兩機等效

模型 [8] 為基礎，以發展一控制命令導向的暫態穩定度控

制模型。針對圖二之中所描述的多機互連電力系統，可將

其表示如下之兩機等效模型： 

Tie
T

COI

COICOI

P
M

1
Δ=ω

ω=δ

&

&

 (1) 

)sin(uVV)PP(P 21eq21specspecTie θ−θ−Δ+=Δ  (2) 

其中 COIδ 和 COIω 分別是在Group1與Group2之間的慣量

中心 (Central of Inertia, COI) 功率角和慣量中心角速度，

TM 是group1和group2之間的等效慣量，ΔPTie 是互連輸電

線上所流過功率的變量，ΔPspec是利用即時量測相量所計算

得到的自我調適量。以上所有變數的定義與論文[8]之中的

相同。 
 

為了定義控制命令導向的簡化模型，首先將(1)改寫為

如下之型式 
 

Group1 Group2
TCSC

equ

s
1ePΔ TiePΔ s

2ePΔ

11V θ∠ 22V θ∠

 
圖二、互連多機電力系統簡化圖 

( )
( )

Tie
T

k
COI

1k
COI

k
COI

k
COI

1k
COI

P
M

1
h

h

Δ=
ω−ω

ω=
δ−δ

+

+

 (3) 

其中h代表取樣時間，上標 k+1 與 k 分別代表第 k+1 與
第 k 次的取樣時間。定義一新的控制命令導向離散變數

1k+γ 如下 
k
eq

1k u=γ +  (4) 

由於新的離散變數代表控制命令單純的經過單位延遲所

得到的響應。所以，變數 1k+γ 的離散狀態方程式可表示成

如下之形式 

  ( ) ( )kk
eq

k1k
u

h
1

h
γ−=

γ−γ +
 (5) 

結合(3)與(5)的結果，我們就可以得到包含控制命令導向的

系統模型 
 

II. 最佳目標策略控制 

最佳目標策略(Optimal Aim Strategy, OAS)控制之基本

理論如圖三所示。考慮一具有狀態軌跡Γ的系統，OAS 命

令的目的就是希望導引系統之狀態 x(t)可以永遠朝向設定

的平衡點 )t(x 前進。如果所施加的命令可以限制系統狀態

的變化在區域Λ之內，則圖三之中所示的向量 )t(x& ，將是

系統朝向平衡點 )t(x 的最佳選擇。定義朝向真正平衡點的

方向向量為 
)t(x)t(x))t(x( −=ρ  (6) 

定義系統軌跡經控制後的方向向量為 
)t),t(u),t(x(fx)t( ==λ &  (7) 

定義如下之 2-norm 度量以表示兩向量(6)與(7)之間的差值 
)t())t(x()t,,,f(d λ−ρ=λρ 2 (8) 

其中 ⋅ 2 代表 2-norm 大小度量表示。 利用 OAS 策略可

以設計出一控制命令 u(t) 以最小化(8)的大小。 
採用 OAS 策略將(3)與(5)所定義之狀態方程式代入，(8)

的差值方程式將可表示成 
 

variation region of x(t)+f(x(t),u(t),t)

x(t)

)t(x&

)t(x
))t(x(ρΓ

)t,,,f(d λρ

Λ
 

 

圖三、最佳目標策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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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以上之差值最小化，控制命令 ueq 將可表示成如下

之方程式 

]
h
1)

M
U

[(

])1
h
1(u[

h
1)]PP(

M
1[

M
U

u

2
212

eqspecspec
TT

12

eq

T

+

γ−++Δ++ω
=

 (10) 
其中， U12= )sin(VV 2121 θ−θ 。如此一來，我們已經得到

控制命令導向的兩機等效模型，並可用以控制系統以達到

故障後指定的平衡點。 

III.系統響應的調整 

    由圖三中可觀察得知，以 OAS 為基礎之受控系統雖

然可以排除由故障所引進的擾動，並將系統之狀態導向預

先設定的平衡點，但是其結果將可能存在功率角 δ的穩態

誤差。其間最大的理由在於以 OAS 為基礎的 TCSC 控制

器本身並沒有將功率角 δ回授至控制器。所以，除非控制

器本身有很大的增益，否則此一穩態誤差將無法排除。為

了解決此一問題，在本計劃之中我們定義如下之改良型

式。 
    我們利用論文[7]之中所發表的改良型 OAS (IOAS) 
為基礎，定義如下之控制命令 
  )t())t(x(K)t,,,f(d λ−ρ=λρ  (11) 
其中增益 K=[K1, K2, K3] 可用以調整系統之響應，並進而

改善系統之響塵，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利用簡單的 PI 控制

概念，即可調整系統之響應，並排除原先存在的穩態誤

差。改良後的 IOAS 策略可利用圖四表示。 
 

同樣將(3)與(5)之狀態方程式代入，並取最小化運算。我們

可以得到含有調整參數 K 之控制策略如下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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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q3spec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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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region of x(t)+f(x(t),u(t),t)

x(t)

)t(x&

)t(x
))t(x(KρΓ

)t,,,f(d λρ

Λ

•

 
圖四、改良式 OAS 策略 

適當的設計參數K即可調整系統最終朝向狀態(包含控

制命令最終設定值)。設計K的方式很多，由於兩機整效模

型保留了系統非線性成分，所以一般可採用非線性的方式

設計參數K。例如回授線性化等方式。或可採用類神經網

路的方式學習得到。 

IV. 強健性分析 

   在電力系統偶發事件控制問題中，故障後系統的不確

定性是控制器是否能有效動作最重要的問題。而所謂的不

確定性則包含了系統網路結構不的確定性與系統參數的

不確定性。如不善加處理，將影響系統最終的響應。在本

計劃之中，我們在兩機等效模型之中加入了修正項

ΔPspec ，利用(10)與(12)可得到修正項的表示如下 

Tie1COI
s
T

2COI1COI
s
Tspec

PM

)(MP

Δ−ω=

ω−ω=Δ

&

&&
 (13) 

其中所有的變數均可利用即時線上量測可得到，所以此一

修正項可以即時計算並對系統進行即時的線上修正。利用

此一修正，IOAS 將可導向設定的平衡點前，所以系統之

強健性將可獲到改善。 

V. 模擬驗證 

圖五所示為本計劃所採用來驗證所提出之控制策略之

六機十四匯流排測試系統。其中所有的參數與論文[8]之中

相同，為了節省空間，在此不再詳列。以下的測試分為兩

大部分，首先利用一暫時性故障以驗證本計劃所提出之控

制策略的實用性。其後利用一永久性故障與一暫時性故

障，以分別驗證本控制策略的結構不確定強健性與參數不

確定強健性。 
為了以下描述的方便，我們定義如下的兩個群間 COI

變數如下：[8] 
 1COIδ = (COI angle of area 1 + COI angle of area 2)/2 – 

COI angle of area 3 
 2COIδ = (COI angle of area 2 + COI angle of area 3)/2 – 

COI angle of area 1 

 
 

圖五、六機十四匯排測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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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效性測試 – 暫時性偶發事件 
 
在本例之中，三相短路故障發生在匯流排 9 與匯流排

10 之間沒有架設 TCSC 的互連輸電線之上。故障發生在

t=0.167sec 的時間，故障在發生後 6 週排除，輸電線亦完

成複閉。 
圖六(a)與圖六(b)分別描述 1COIδ 與 2COIδ  的響應。值得

注意的是，以 IOAS 為基礎的偶發事件控制器自動將其控

制目標朝向ωCOI = 0 與 ueq = 0.4p.u。控制器事先並不知道

此為一暫時性的偶發事件或是永久性的偶發事件。很明顯

的，雖然控制器事先並不知道系統的平衡點 1COIδ 與 

2COIδ ，IOAS 為基礎的控制器仍能將系統之狀態依我們預

先設定的 K 參數而以預設的響特性朝向故障前的平衡點

前進。所以控制器的暫態穩定度控制能力能夠維持以應付

下一次可能的偶發事件。圖七(a)與圖七(b)則分別代表

COI1 與 COI2 的功率角與功率角速度所表示之狀態平

面軌跡圖之響應。由於此為一暫時性偶發事件，所以系統

之狀態將自動收斂至故障前的平衡點。 
 

  
圖六、暫時性偶發事件之 COI1 與 COI2 的功率角響應 

 

  
圖七、暫時性偶發事件 COI1 與 COI2 狀態平面軌跡圖 

 
B) 結構強健性測試 – 永久性偶發事件 

在本例之中，三相短路故障仍發生在匯流排 9 與匯流排

10 之間沒有架設 TCSC 之互連輸電線之上。故障發生時間

為 t=0.167sec。故障在發生後六週期被清除，故障輸電線

則在故障後維持斷開狀態。所以，針對控制器而言，本故

障後系統成為一結構未知的系統。 
圖八(a)與圖八(b)分別表示 1COIδ 與 2COIδ  之響應。值

得注意的是，以 IOAS 為基礎的偶發事件控制器可將系統

之狀態自動的朝向ωCOI = 0 與 ueq = 0.4p.u 加以控制。而

此一目標符合故障後之系統在保持控制器控制餘裕之

下，經由電力潮流方程式所求得的解(在圖八之中以虛線表

示)，但是本控制器是以即時控制的方式加以實現。此一偶

發事件控制器雖然事先並不知道此一故障的型態，但是仍

能將系統之狀態導向最終的目標點。所以，在論文[2]之中

必需事先針對不同偶發事件事先設計控制器的過程將可

免除。此外，系統之響應亦可將由調整參數 K 加以維持。 

  
圖八、 永久性偶發事件之COI1 與 COI2 的功率角響應 

 

  
圖九、永久性偶發事件之 COI1 與 COI2狀態平面軌跡圖 

 

  
圖十、暫時性偶事故並考慮參數不確定性之 ωCOI1 功率角速度

之暫態響應 
 

圖九(a)與圖九(b)分別代表 COI1 與 COI2 的功率角與

功率角速度所表示之狀態平面軌跡圖之響應。由於此為一

永久性偶發事件，所以系統之狀態將自動收斂至故障後新

的平衡點。 
 
C) 參數強健性測試 – 參數不確定性 

 
在本例之中為了簡化討論，我們利用兩個可變參數 kr 

與 cPQ 以代表整體電力系統的參數不確定性。兩參數 kr 
與 cPQ 的定義如下： 
1. kr = R/X, 代表輸電線電阻與電抗之比值 (在正常時

此值 kr=0.1)。 

2. 
)0cPQ(

. 0,  cPQ
 PQ  1,  cPQ

為正常狀況

表示 阻抗 代表負載為固定

表示代表負載為固定

=
⎩
⎨
⎧

=
=

 

參數的強健性測試包含 
 kr=0, 0.05, 0.1, 0.15, 0.2 與 cPQ=0, 1。 

所有在正常時系統的參數如論文[8]之所述相同。 
 在本計劃之中，在(13)之中所定義的修正項被用以修正

參數不確定性。以下之模擬將比較含有 ΔPspec.修正項與不

含修正項的結果。 圖十(a)與圖十(b) 分別代表功率角速度 
ωCOI1 在不同之參數不確定條件之下的暫態將應，其中所

有系統之參數 K 均採用相同的大小。圖十(a)代表沒有修

正項的響應結果(設定 set ΔPspec = 0)。圖十(b)則代表包含修

正項的響應結果(設定 ΔPspec = (13))。模擬的結果指出，由

於加入了修正項，所以系統之響應將不會受到參數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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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響應，而仍能將系統依預定的平衡點與響應特性而完

成收斂。 
  

成果自評 
 

本計劃研究內容與原計劃書目標相符，並達成預期之

目標。研究結果兼具實用及學術價值，未來應有應用於實

際台電系統之潛力。而研究成果亦有可能應用至其它之結

構/參數不確定之系統的非線性控制。相關之研究成果已投

稿至國際期刊部分已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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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計畫提出一特殊保護策略來防止電力系統因一連串

的保護電驛跳脫事故而造成電力系統崩潰。 
在一個中央電腦控制中心，我們使用 PMUs 監控電力系統中主

要的發電機組以及超高壓輸電線，並且提供預測電力系統不穩定及特

殊保護策略之演算法來避免保護電驛的連續跳脫事故而造成的電力

系統不穩定。當故障發生時，我們將所有一同搖擺發電機構成同一

群，進而簡化成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其中改善系統之行為包含負載

卸載以及發電機跳機，這個策略是以保護電驛設定限定等面積法則

(Relay Setting Limited Equal Area Criteria)來決定其控制行為。 
特殊保護策略是以台電系統來做為測試對象，模擬狀況為台電系

統在主要的超高壓輸電線有嚴重的事故，並且引起一連串的電驛跳脫

時，而導致類似1999年七月二十九日台灣北部及中部大停電情形。我

們所提出「特殊保護策略」，其確可防止超高壓輸電線路發生嚴重事

故所引起的暫態不穩定。 
關鍵字：相量量測單元（PMU），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保護電驛

設定限制等面積法則，電力防衛系統。 
 
Abstract: This project presents a special protection scheme to prevent 

power system blackout due to a sequence of relay trip events. In a control 
center, we use PMU’s to monitor the generators and the major EHV 
transmission lines of a power system, and apply an instability prediction 
algorithm for initiating a special protection schemes (SPS) to avoid a 
sequence of relay trip events whenever necessary. When a fault happens, 
we group the generators swinging coherently and reduce the system to 
One-Machine-Infinite-Bus (OMIB) system. The remedial control actions 
consist of load shedding and generation tripping. The strategy for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remedial control actions is a proposed relay 
setting limited equal-area criterion for OMIB.  

The proposed scheme is tested with Taipower system, which 
experienced a severe fault at a major EHV and caused a successive relay 
trips resulting in system north and center area blackout on July 
29,1999(729 event). We proposed a 「Special Protection Scheme」 which 
can against the transient instabilities caused by EHV transmission line 
failures. 

 
 Keyword : PMU, Blackout, Special Protection Schemes (SPS), 

Remedial Action schemes (RAS), Transient Stability. 
 

一、緣由與目的 
 

電力工業是台灣邁向科技島之重要基礎建設。電力之使用

必須經由輸配電網路將發電廠產生的電力分送給各用戶，發電

廠、輸配電網路與用戶構成一個龐大且複雜之電力系統。由於

台灣是屬於狹長型海島，輸電線縱貫南北，北部為工業、商業

以及住宅集中地，用電需求量往往比中、南部還大，而北部發

電廠所供應的電量不足以供應北區大負載，必須靠輸電線將

中、南部發電量往北送。台電系統主要特點簡述如下： 

 

(一) 台電系統為一單獨供電系統，大型機組單機容量較大，

水力機組容量較小且水源有限，遇負載或發電機容量有大

幅突變時對系統衝擊較大，易發生頻率驟降或低頻卸載之

不必要事故。 

(二) 台灣地區之天然氣候對於輸配電設備之環境條件比國外

系統較為嚴苛，如颱風、地震、鹽害等，對輸配電設備之

維護運轉較為不利。 

(三) 適用於大容量火力電廠，尤其核能電廠之廠址極為有

限，且偏於南北兩端，因而引起大容量電力長途輸送，故

障容量較大且系統穩定度較差。 

 

台灣電力系統於民國 88年 7 月 29 日，因 345kV 輸電鐵塔

倒塌，導致一連串的保護電驛跳脫，南北電力瞬間中斷[1] ，

呈現南北分離狀態，造成台灣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斷電，全台

約 83%的用戶斷電，導致工商業高達上百億元以上的損失；台

電系統若能發展出一套防禦系統，來防衛整個台電系統，避免

由極度偶發事故而導致的頻率崩潰及電壓崩潰，進而造成電力

系統崩潰，以使損失減至最低。所以，監控電力系統的穩定狀

態以及有效的防止電力系統崩潰，在現階段對台電系統而言是

一項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計畫主要針對類似發生 729 大停電之極端偶發事

故時，提出一套防止電力系統崩潰之防衛系統，此電力防衛系

統保護策略所採取的措施，可避免電力系統因極端偶發事故而

造成系統崩潰；其中亦配合保護電驛的設定，來作發電機跳

機、負載卸載等策略。此研究主題是以台電系統為研究目標，

以台電系統為模擬測試的對象，驗證所提防衛系統之特殊保護

策略，來防止類似 729 大停電之事故的發生。 
 

二、電力防衛系統架構與特殊保護策略演算法 
 

2.1 電力防衛系統架構 
 

由於台灣電力系統乃屬長條型輸電架構，主要可概分為

北、中、南三個區域，其輸電方式主要藉由 345KV 超高壓輸

電線來傳送電力。 
此防衛系統將包含三部份：即時監測系統，通訊系統和控制

中心處理系統。我們規劃相量量測單元 PMU 的數量與位置，

以建立可即時監測台電系統穩定度的系統，並利用通訊系統將

相量量測單元量測之量測值傳回控制中心處理電腦，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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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δδδ sincos CBP ++=
••                                                  (1) 

處理電腦將發展演算法以檢測系統穩定度並執行矯正控制動

作。 
 
由圖 1 所示，它是以相量量測單元 PMU 為基礎之電力系

統防衛架構，整個架構的功能如下： 
 
(一) 使用 PMUs 監控台電系統主要發電機以及超高壓輸

電線。 

(二) 發展一套估測電力系統不穩定與否之演算法，來決

定矯正量並實施矯正動作，以防止系統崩潰。 

(三) 當發生故障時，利用 PMU 將故障資訊即時傳回控

制中心，由控制中心決定控制行為。 

(四) 控制行為包含發電機跳機、負載卸載。 

 

圖1 電力防衛系統架構圖 
 

在此，我們提出一在特殊保護策略演算法，它能夠即時的

預測整個電力系統的穩定與否，並做適當的改善措施。其流程

圖如圖2所示。在圖2中，我們在控制中心使用PMUs 監控發

電機組以及主要的345KV超高壓輸電線，並且提供一預測電力

系統暫態不穩定之演算法來防止系統因極端事故（例如保護電

驛的連續跳脫）而造成系統崩潰。 
 
 

圖2 特殊保護策略流程圖 
 

當故障發生時，對於一個長條形的電力系統，例如台

電系統，我們可將所有同行搖擺發電機簡化成單機無限匯流排

系統(此步驟主要在離線時，針對系統所模擬結果)，並且使用

最小平方法來估測此系統參數；最後利用保護電驛設定限定等

面積法則來預先估測系統的穩定與否，在系統不穩定前做適當

的控制行為，以防止系統崩潰。 
 

2.2 最小平方參數估測 
 

在一個多機系統的發電機古典模型中，當一已知故障發生

時，可將系統簡化為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例如台電系統)如圖

3 所示；此時將多機系統解耦為兩個子系統，並以饋電線

(Tie-line)連接兩系統如圖 4 所示。兩機組等效模型的搖擺方程

式有 P、B、C 三個係數如式(1)所示： 
 

中央控制中心
GT: 發電機跳脫
LS:  負載卸載
PMU:相量量測單元

GT

LS

 

FAULT

PX δ∠aV
0∠bV

 
圖 3 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 

 

饋電線

子系統A 子系統B

臨界發電機組其餘發電機組

 
圖 4 同行機組簡化為兩子系統圖 

 
我們利用最小平方誤差法來估測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

（OMIB）中 P、B、C 參數，如(1)式，其中δ 表示兩機

組間轉子角度，以 表示在某取樣時間( tm∆
••
δ ) tm∆ 內，角度

中心的差，其中 Nm ,......0= ，且用以估計 P、B、C 三係

數。其二階導數可近似於： 
使用 P M U監控電力系統

使用故障偵測/定位系統
來精確偵測/定位故障點

將同行搖擺發電機簡化成單機無限匯流排

估測單機無限匯流排參數 P  ,B  ,C

使用保護電驛設定限制等面積演算法
估測系統

故障

無故障

不穩定

計算卸載量並卸載

是 否

穩定

系統是否進入穩態

系統是否穩定?

是否故障?

 
( ) ( )( ) ( ) ( )( )

( )2

121
t

tmtmtmtm
∆

∆−+∆−∆+
≈∆

•• δδδδ  
(2) 

 
其中  1,.....,2,1 −= Nm 　   
並且考慮誤差函數如(3)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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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式表示其誤差函數最小化，即選擇 P，B，C 值使(4)式誤

差最小；其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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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利用最小平方可得估測 P、B、C 參數以(7)式表示： 

 
 

 
 
 

2.3 特殊保護策略-保護電驛設定限制等面積法則 
 

在一個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若此系統發生故障或擾動

而使得無限匯流排上的發電機開始搖擺，此時保護電驛設定限

制等面積法則(Relay Setting Limited Equal-Area-Criterion) ，以

下簡稱 REAC，它能夠決定在暫態條件下，藉由求解搖擺方程

式來決定系統穩定度。在系統發生故障後，藉由估測系統參數

P、B、C 可得到電力角曲線。 
REAC 方法由傳統等面積法則修正而來；此法主要是在防

止當超高壓輸電線發生連續短路故障時，因保護電驛的連續跳

脫而造成電力系統崩潰所發展出的控制方法。 
 
其方法及概念如下所述：使用過電流電驛或測距電驛來防

止線路上的熱容量超過其線路額定，並且把饋電線(Tie-line)
上過電流電驛所設定的值等效轉換到區域間過電流電驛流量

設定的值，並選擇最小電驛設定值限制區域間流量，藉由

REAC 觀念來決定系統之穩定度。舉例而言，有一線路編號為

i， 為保護電驛電流設定值轉換的等效功率，其數學式由

(8)所示： 
isetP ,

 
                                                         

(8) 
 
對於等效區域間過電流電驛流量設定，所轉換的等效

功率如(9)式所示： 
 

 
其中 

iR,  ：第 i 條連接線(tie-line)等效區域間流量限制 P

coaP  ：介於兩區域間線路上所量測的總流量 

ilineP , ：第 i 條連接線上所量測的功率 

isetP , ：第 i 條線路功率電驛設定值 
 

REAC 中保護電驛設定的原則描述如下：由圖 5 所示，

計算最小保護電驛設定限制值的線路流量 ，並且從(7)式
估測 P 值。假如加速面積 大於減速面積 如圖 5 所示，則

此系統將會產生搖擺不穩定現象，更嚴重者可能引起保護電驛

的連續跳脫，而使整個系統更加惡化。此時我們將藉由調整圖

5 中 Pm 的量，其調整可由負載卸載以及發電機跳機來達成，

只要 小於

minRP

dAaA

aA dd AA ∆+ ，系統趨於暫態穩定且不會引起保護電

驛的連續動作；而負載卸載主要是以北部負載為主要卸載區

域，發電機跳機則以南部機組為主，但基載機組(如核能機組)
除外，以達到使系統穩定下之最少負載卸載量。 

mP

P

δ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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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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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RP

圖 5 保護電驛設定限制 REAC 方法概念圖 
 

三、台電系統特殊保護策略之探討 
 
3.1  94 年台電系統結構 
 

因 729 事故，台電加速輸電線興建工作，目前結構已與

88 年輸電系統大不相同。為研究所提方法在目前台電系統之

可行性，將以台電 94 年系統為研究對象，其結構圖如圖 6 所

示。表 1 為民國 94 年台電系統尖峰負載所有匯流排、發電機、

輸電線以及負載匯流排、變壓器等數量。 

 

 

( ) ( )settingcurrentvoltagelineratedP iset **3, =

圖 6  94 年台電 345K 輸電系統結構圖 
 

表 1 台電系統容量裝置 
 匯流排 發電廠 發電機 負載匯流排 輸電線 變壓器

尖峰負載 941 131 101 319 1646 852 
 

我們將利用先前所發展之電力防衛系統保護策略，採用電

力系統模擬器(Power System Simulator, PSS/E)，並引入所撰寫

之 FORTRAN 副程式來驗證其響應性能。首先，利用 PSS/E
計算其電力潮流，詳細列出台電系統主要 345KV 輸電線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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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潮流模擬結果；最後以類似 729 事故為模擬對象來驗證，並

說明特殊保護策略模擬結果。 
 

3.2 系統單線圖及保護電驛設定 
 

民國 94 年台電系統主要 345KV 輸電系統單線圖，共有三

個迴路六條饋線，如圖 7 所示。由此圖可看出整個系統大致可

區分為北、中、南三個主要區域，仍分別以龍潭、中寮、以及

龍崎為主要分界，括弧內之值為各條輸電線路之熱容量限制

(Thermal Limit Rating)單位為 MVA。我們在每條輸電線分別裝

置延時型過電流電驛以及姆歐型測距電驛來保護整個系統，其

中各電驛設定值如下所述： 
 

1.延時型過電流電驛：延遲時間為 0.6 秒(36 cycle)，1.1 倍線

路熱容量限制。 
2.姆歐型測距電驛：姆歐型測距電驛共有三個設定保護區

間，其分別設定為 92%，150%，220%線路阻抗值，跳脫

時間分別為 1.5、20、以及 60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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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台電系統94年345KV輸電線單線圖 

 
各個觀測點如下（括弧內為各發電機組或 BUS 匯流排編

號）： 
發電機角度：核一(11)、協和(101)、中火(531)、明潭(701)、

核三(1001)、興達(1081) 
系統頻率：核二(30)、核三(1000)、中寮(2480) 
區域間傳送功率： 
中區→北區 

峨嵋(2000) 龍潭南(1910)三條饋線、中寮南(2490) 龍

潭北(1900)、天輪 (2100)  龍潭北(1900)兩條饋線，共

六條 345kV 饋線功率總和。 
南區→中區 

龍崎北(2650) 南科(2600)二條饋線、龍崎北(2650) 天

輪(2100)、龍崎南(2660)  嘉民(2500)、龍崎南(2660) 
中寮南(2490)、龍崎南(2660) 天輪(2100)，共六條

345kV 饋線功率總和。 
 
 

3.3 電力潮流模擬結果 
 

經由 PSS/E 之電力潮流計算可得知各區域間傳送功率，如

表 2 所示。綜合電力潮流執行結果，可得在尖峰負載下，各區

域發電總量、負載、損失以及所剩餘電量，如表 3所示；由表

3中，可看出在尖峰負載時，北部由於發電量不足以供應北部

負載所用，故必須仰賴南部、中部多餘發電量往北部送。 

 

表2民國94年區域間傳送功率(MW) 
負載 中部 北部 南部 中部 

尖峰負載 5809 3810 
 

表3 民國94年尖峰區域間負載消耗及發電量(MW) 
 北 中 南 

發電量 7316 9332 11875
負載+損失 13142 7010 7842 

供需平衡狀態 -5826 2322 4033 
 
  

3.4 使用 94 年台電系統模擬特殊保護策略 
 
台電系統由原有之兩個迴路四條潰線增為三個迴路六條

饋線，輸電容量中區至北區由原來的 6672MVA 增至

11040MVA ； 南 區 至 中 區 由 原 來 的 6394MVA 增 至

11120MVA。目前台電因系統運轉安全考量（避免發生類似

729 事故），分別限制輸電線路傳輸功率，中區至北區為

5800MW；南區至中區為 3800MW。這些限制值約分別為額定

容量的 52.5%及 34.2%。首先，本研究利用 PSS/E 執行電力潮

流程式可得到台電系統在 94 年尖峰負載潮流如前節所述，並

以此為穩態工作點。而本節將模擬類似 729 停電事故，以類似

729 事故，發生在台電 94 年尖峰例子，來驗證台電系統之特

殊保護策略。模擬故障情況如表 4 說明。 
 

表 4  94 尖峰負載模擬狀況說明 

Case 1 在峨嵋(2000) 龍潭南(1910)三條 345kV饋線在時間 0秒發

生三相短路故障 

Case 2 
在天輪(2100)及中寮南(2490) 龍潭北(1900)三條 345kV 饋

線在時間 0 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 

Case 3 
在龍崎北(2650) 南科(2600)及天輪(2100)三條 345kV 饋線

在時間 0 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 

Case 4 
在龍崎南(2660) 嘉民(2500)、中寮南(2490)、天輪(2100)
三條 345kV 饋線在時間 0 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 

 
CASE 1：其模擬事故過程如下： 

在峨嵋(2000) 龍潭南(1910)三條 345kV 饋線在時間 0
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即連結於龍潭南(1910)的三條

345kV 饋電線均故障；其模擬結果如圖 8(a)、(b)、(c)、
(d)所示，分別為區域間傳送功率、發電機角度、系統頻

率、中遼北(2490)-龍潭(1900)-1 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由圖8(a)可看出，龍潭南(1910)三條饋線在時間0秒發生三

相短路故障，在3 cycle 之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36 cycle 
之後，時間為0.65秒，姆歐型測距電驛復歸，在0.7秒時復歸失

敗故障無法清除，因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隔離故障；同時

剩餘輸電線中遼南(2490)-龍潭北(1900)-1饋線，進入姆歐型測

距電驛後衛保護動作範圍，如圖8(d) 所示。此姆歐型測距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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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動作引起連續性測距電譯跳脫，各線路上的姆歐型測距電驛

在36 cycle 之後復歸，但一段時間後，饋線阻抗值仍進入姆歐

型測距電驛動作範圍，造成復歸失敗，因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

作，跳脫剩餘三饋線。此時中部至北部三回路六條饋線均跳

脫，因而造成系統崩潰，南北解聯。 
 

圖8(b)為各個主要發電機角度，由圖可看出，當發生連續

故障後，由於南部、中部機組發電量無法正常藉由345KV輸電

線傳送至北部，造成南部、中部機組轉子加速；北部機組由於

無足夠電量供給本身負載，使得轉子急速減速，因而轉子角度

銳減。 
 
圖8(c)為主要匯流排上頻率，由於台電系統額定頻率為

60Hz，發電機組可以允許連續運轉的最低頻率為59.5Hz。核

能機組運轉最低頻率限制為58.2Hz。因此，台電系統最低運轉

頻率為58.2Hz；由此可知，在圖中北部發電機在發生且復歸失

敗，及剩餘輸電線分別因測距電驛動作跳脫後，將相繼跳機；

因而造成南北頻率分別解聯。 
 

 
(a) 區域間轉移功率           (b) 發電機角度 

 
(c) 系統頻率        (d)2490-1900-1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圖8  94年台電系統Case 1模擬結果 

現在加入防衛系統，運用特殊保護策略，利用即時相量量

測單元測量，估測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參數，我們使用最小平

方參數估測法可得 P、B 與 C 各值。且利用 REAC 方法讓整

個系統執行改善措施，執行中部發電機跳機並配合北部負載卸

載，以使得整個電力系統達到暫態穩定，如圖 9(a)、(b)、(c)、
(d)所示。 

其矯正動作在故障發生後 0.5 秒時，跳台中火力電廠電機

532(515MW)、533(515MW)、534(515MW)、535(515MW)、
536(515MW)計五部發電機共 2575MW，且同時北部地區負載

卸載計 2593MW。經此矯正動作，系統卸載後穩定運轉。 
 

 
(a) 區域間轉移功率           (b) 發電機角度 

 
(c) 系統頻率         (d)2490-1900-1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圖9  94年台電系統Case 1 矯正動作模擬結果 
 
CASE 2：模擬事故過程如下： 

在天輪(2100)及中寮南(2490) 龍潭北(1900)三條

345kV 饋線在時間 0 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即連結

於龍潭北(1900)的三條 345kV 饋電線均故障；其模

擬結果如圖 10(a)、(b)、(c)所示，分別為區域間傳

送功率、發電機角度、系統頻率、中遼北(2480)-峨
嵋(2000)-1 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由圖10(a)可看出，天輪(2100)及中寮南(2490) 龍潭北

(1900)三條饋線在時間0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在3 cycle 之
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36 cycle 之後，時間為0.65秒，姆

歐型測距電驛復歸，在0.7秒時復歸失敗故障無法清除，因而

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隔離故障；同時剩餘輸電線中遼北

(2480)-峨嵋(2000)饋線，進入姆歐型測距電驛後衛保護動作範

圍，如圖10(d) 所示。此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引起連續性測距

電譯跳脫，各線路上的姆歐型測距電驛在36 cycle 之後復歸，

但一段時間後，饋線阻抗值仍進入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範圍，

造成復歸失敗，因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跳脫剩餘饋線。 
圖10(b)為各個主要發電機角度，由圖可看出，當發生連

續故障後，由於南部、中部機組發電量無法正常藉由345KV
輸電線傳送至北部，造成南部、中部機組轉子加速；北部機組

由於無足夠電量供給本身負載，使得轉子急速減速，因而轉子

角度銳減。 
圖10(c)為主要匯流排上頻率。 
 

 
(a) 區域間轉移功率           (b) 發電機角度 

 
(c) 系統頻率        (d)2480-2000-1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圖 10  94 年台電系統 Case 2 模擬結果 
 
現在加入防衛系統，運用特殊保護策略，利用即時相量量

測單元測量，估測單機無限匯流排系統參數，我們使用最小平

方參數估測法可得 P、B 與 C 各值。且利用 REAC 方法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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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統執行改善措施，執行南部發電機跳機並配合北部負載卸

載，以使得整個電力系統達到暫態穩定，如圖 11(a)、(b)、(c)、
(d)所示。 

其矯正動作在故障發生後 0.5 秒時，跳興達火力電廠電機

1082(468MW)一部發電機共 468MW，且同時北部地區負載卸

載計 450MW。經此矯正動作，系統卸載後穩定運轉。 

 

 
(a) 區域間轉移功率           (b) 發電機角度 

 
(c) 系統頻率        (d)2480-2000-1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圖11  94年台電系統Case 2 矯正動作模擬結果 
 

CASE 3：模擬事故過程如下： 
在龍崎北 (2650) 南科 (2600)及天輪 (2100)三條

345kV 饋線在時間 0 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即連結於

龍崎北(2650)的三條 345kV 饋電線均故障；其模擬結

果如圖 12(a)、(b)、(c)、(d)所示，分別為區域間傳送

功率、發電機角度、系統頻率、龍崎南(2660)-天輪

(2100)-M 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由圖12(a)可看出，龍崎北(2650)三條饋線在時間0秒發生三相

短路故障，在3 cycle 之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36 cycle 之
後，時間為0.65秒，姆歐型測距電驛復歸，在0.7秒時復歸失敗

故障無法清除，因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隔離故障。並未引

發其他電驛跳脫，系統持續穩定運轉。 

 
(a) 區域間轉移功率           (b) 發電機角度 

 
(c) 系統頻率        (d)2660-2100-M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圖12  94年台電系統Case 3模擬結果 

 
CASE 4：模擬類似 729 事故，其事故過程如下： 

 
在龍崎南(2660) 嘉民(2500)、中寮南(2490)、天輪(2100)

三條 345kV 饋線在時間 0 秒發生三相短路故障，即連結於龍

崎南(2660)的三條 345kV 饋電線均故障；其模擬結果如圖

13(a)、(b)、(c)、(d)所示，分別為區域間傳送功率、發電機角

度、系統頻率、龍崎北(2650)-天輪(2100)-S 饋線測距電驛阻抗

圖。 
由圖13(a)可看出，龍崎南(2660)三條饋線在時間0秒發生

三相短路故障，在3 cycle 之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36 cycle 
之後，時間為0.65秒，姆歐型測距電驛復歸，在0.7秒時復歸失

敗故障無法清除，因而姆歐型測距電驛動作，隔離故障。並未

引發其他電驛跳脫，系統持續穩定運轉。 
 

 
(a) 區域間轉移功率           (b) 發電機角度 

 
(c) 系統頻率       (d)2650-2100-S饋線測距電驛阻抗圖 

圖13  94年台電系統Case 4模擬結果 
 

四、結果與討論 
 

以民國94年台電尖峰負載共模擬類似729事故四個例子，

並以所提之特殊保護策略來有效防止系統崩潰，其結果顯示於

表5中。由模擬結果可知在CASE 1、2 兩個例子中，如不裝設

電力特殊保護策略，系統將崩潰。而加裝了電力特殊保護策略

經適當的矯正動作，執行中南部發電機跳機並配合北部負載卸

載，系統可恢復穩定運轉。而在CASE 3、4 兩個例子中，系

統原本即穩定，因而不需任何矯正動作。經模擬所提電力特殊

保護策略亦判定無需動作，系統即可穩定。由以上例子的模擬

結果，可初步判定所提電力特殊保護策略，確可防止電力系統

因極端事故所引起的一連串保護電驛跳脫事故，以避免電力系

統崩潰。 
表 5  94 尖峰負載模擬結果 

保護策略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無 
引起連串

電驛動作

而崩潰 

引起連串

電驛動作

而崩潰 

隔離故障

系統動作

正常 

隔離故障

系統動作

正常 

特殊保護

策略 

系統矯正

卸載

2593MW後

系統穩定

系統矯正

卸載

450MW後

系統穩定 

無須矯正 無須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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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目前成果雖提出一電力特殊保護策略，來防止超高

壓輸電線路因發生短路故障進而引起一連串電驛跳脫的事

故，以避免整個電力系統的崩潰，防止大規模停電事件發生。

由於近幾年來，電力需求不斷提高，而電廠的設立又因環保意

識抬頭，在一些人口密集，電力需求量大的地方，往往無法順

利的設立，導致電力系統的分佈非常不平均，需仰賴輸電線的

傳送；此外，由於電力民營化的聲浪不斷高漲，在可以預見的

將來，將會是各種不同電力系統互聯，運用長距離輸電線相互

支援電力的情況。在這些環境之下，若系統發生故障，將會引

起嚴重的系統震盪，甚至導致系統崩潰，例如729以及921大停

電事故。因此，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電力特殊保護策略來防止

類似事件的發生。期能繼續研究以增加電力系統防衛能力。 
 

成果自評 
 

本計劃研究內容與原計劃書目標相符，並達成預期之目標。研

究結果兼具實用及學術價值，未來應有應用於實際台電系統之

潛力。而研究成果亦有可能應用至其它電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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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為「電力防衛系統之研究」總計畫的一項子計

畫，主要目的在於應用電力系統廣域量測值於電力系統穩定

器的設計。 
由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科技的進步，使得大型電力系統

在大範圍區域之間的信號同步相量量測成為準確可行，並已

在電力系統的控制及監測領域中獲得有效的應用。本計畫主

要目的在運用電力系統的廣域量測值，來改進以往電力系統

穩定器大多仰賴於當地或局部的資訊而導致控制能力上的限

制。利用廣域量測到的遠端同步量測資訊，配合局部區域的

量測值，可提昇電力系統穩定器的控制能力，同時改善局部

區域及整體電力系統的穩定度。 
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在於將前期的研究經驗與結果應

用於大型電力系統，主要在於針對以擷取廣域訊號為輸入訊

號的電力系統穩定器，探討其設計過程與性能分析的相關議

題。本計畫採取小信號穩定度的觀點，利用特徵結構分析方

法，配合時域動態模擬來驗證所設計的電力系統穩定器的有

效性，並同時考量廣域訊號傳輸過程可能發生的延遲效應對

電力系統穩定器性能的影響及其產生的效應，最後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電力系統穩定度，相量量測單元，電力系統穩定器。 
 

Abstract 
 

Wide area measurements in large-scale power systems 
have become feasible due to the technology of GPS-based 
synchronized phasor measurement units. Synchronized phasor 
measurements have been proven useful for many control and 
monitoring applications in the power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study the improvement of 
system damping in a large-scale power system by installing 
power system stabilizers with wide area measurements as input 
signal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mall signal stability, this 
project employs the methods of eigenstructure analysis and time 
domain simulation to design and verify the proposed power 
system stabilizer. The effect of transmission delay of wide area 
measurem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power system 
stabilizer is also investigated.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concerning the installation of wide-area-signal stabilizers for 
power systems. 
 
Keywords: Power system stability, phasor measurement unit, 

power system stabilizer. 
 
 

I. 動機與目的 
 

現今電力系統由於電網互連規模龐大，輸電線加

長，各互連系統區域間電力潮流的交換或融通量加重

之後，世界各地許多電力公司陸續發現在無事故正常

運轉下的電力系統也會出現低阻尼或負阻尼的情形，

引起自發性低頻振盪(Low Frequency Oscillation)現象

[1-3]。此種低頻振盪，使系統中線路輸電能力下降，

常常造成系統不穩定及運轉困難，輕則導致跳線跳

機，重則系統解聯崩潰。 
近年來，台電系統因區域電力供應不平衡（北區供

電不足，中區及南區則電力過剩）以及長條型網路的

地理結構特性，大量融通電力由中、南部經由 345kV
輸電幹線系統送到北區，導致在民國 73 年、79 年、80
年以及 81年均曾因 345kV輸電幹線融通電力過大出現

低頻振盪，嚴重危害系統安全[4-11]，此為系統因阻尼

不足所引發之振盪型不穩定(Oscillatory Instability)。雖

然在裝設電力系統穩定器(Power System Stabilizer)之
後，低頻振盪現象已被有效抑制[7-9]。然而在輸電系

統仍為長條型架構、區域間仍有大量融通電力流動的

情形下，低頻振盪現象對台電系統的運轉安全性而

言，仍是一項潛在的威脅，系統的小信號穩定度情形

應加以持續密切分析與觀察。 
電力系統低頻振盪(Low-frequency Oscillation)現象

的起因為發電機關於機電功率平衡的轉子機電模式

(Electromechanical Mode)振盪，包括 (1)區域振盪模式

(Local mode)：此一振盪模式發生在若干發電機(廠)或
是一小部分的電力系統內， (2)區間振盪模式(Inter-area 
mode)：此一振盪模式為區域之間的若干發電機(廠)互
成群組與不同區域的另一群組相對應振盪，以及(3)控
制模式(Control Mode)：由於發電機組本身的參數調整

不當所造成的不穩定模式。相較之下，Inter-area Mode
的低頻振盪涉及數目較多的機組，影響範圍較大，振

盪頻率較低，往往形成低阻尼甚至不穩定的情形。台

電系統所出現過的低頻振盪即是 Inter-area Mode 的低

頻振盪。由整體系統穩定度觀點而言，Inter-area Mode
的低頻振盪比起 Local Mode 的低頻振盪應受到更多的

關注。 
電力系統穩定器(Power System Stabilizer，簡稱 PSS)

為一項輔助激磁控制(Supplementary Excitation Control)
設備[1-3,12,13]。以往的電力系統穩定器設計受制於通

信上的限制大都採用分散式(Decentralized)架構，量取

所配屬發電機組本身或當地 (Local)的信號，如轉子速

度、加速功率、匯流排頻率等信號，經過控制迴路的

轉移函數計算處理後，成為輔助激磁控制信號，回授

至激磁系統輸入端。如此所設計的電力系統穩定器可

有效地提供阻尼予 Local Mode 的振盪；而若經由適當

的控制器參數設定，亦可能在一定的負載潮流狀況下



為 Inter-area Mode 的振盪提供阻尼。Inter-area Mode 的

振盪較不易在局部地區的發電機信號上被觀測到而受

到電力系統穩定器的控制。因此為提昇 Inter-area Mode
振盪的可觀測性與可受控性，亦即為提昇電力系統穩

定器針對 Inter-area Mode 振盪的感知與控制能力，擷

取遠端(Remote)或廣域(Wide Area)的關鍵系統狀態量

測值（例如遠方不同區域其他機組狀態的資訊），作為

電力系統穩定器的輸入信號，以充分反應出 Inter-area 
Mode 的振盪對系統造成的影響。遠端或廣域系統狀態

的量測與擷取則有賴於同步相量量測(Synchronized 
Phasor Measurements)技術的發展[14-30]。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利用同步相量量測單元能提

供電力系統廣域量測的功能，從小信號穩定度的觀點著

手，並以台灣電力系統為實例分析對象，除了採用分散

式的當地輸入訊號外，亦同時擷取遠端的量測值作為輸

入信號，預期在加入遠端訊號後能更進一步增強電力系

統穩定器的能力，使得電力系統穩定器能夠同時改善

Local Mode 以及 Interarea Mode 的兩種機電振盪。 
 
 

II. 研究方法 
 

同步相量量測單元(Phasor Measurements Unit，簡稱

PMU)係依據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簡稱 GPS)所發展出的電力系統量測技術，利用全球定

位系統所發射的同步時間信號源，使得電力系統內各個

量測信號可以參考於同一時間源，各量測信號之間的時

間同步問題獲得解決。相較於以往利用負載潮流計算或

狀態估測方法來瞭解整個系統狀況的方法相比較，使用

同步相量量測單元作為量測工具後，電壓與電流等物理

量的大小及相角可以直接測量取得，這些資訊可以即時

地加以傳送，達到即時與準確的大範圍系統全域相量量

測效果，因而稱之為廣域量測。同步相量量測器的

架構如圖 1 所示 [19]。 
 
 

時脈
倍頻電路

類比/數位
轉換器

微處理機

GPS
接收機

比壓器
或 比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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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

測
量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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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訊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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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同步相量量測器架構圖 [19] 
 
 

傳統的電力系統穩定器大都只針對地區性模式振

盪來設計，受制於通信上的限制，採用分散式架構，量

取發電機組本身或局部區域的訊號，如轉速、功率、頻

率等訊號。為提昇 Inter-area Mode 振盪的可觀測性與可

受控性，利用廣域相量量測方式，擷取遠端或廣域的關

鍵系統狀態量測值（例如遠方不同區域其他機組狀態的

資訊），作為電力系統穩定器的輸入信號，以充分反應

出 Inter-area Mode 的振盪對系統造成的影響。由於同步

相量量測技術的發展，利用同步相量量測單元可以提供

電力系統廣域量測的功能，加強電力系統穩定器的輸入

訊號的擷取能力。可同時擷取局部（近端）與廣域（遠

端）量測值作為輸入訊號的電力系統穩定器，亦即為多

輸入的電力系統穩定器。 
本計畫採用特徵結構(Eigenstructure)分析與指定的

方法[31-34]、配合時域模擬為研究方法，設計以廣域訊

號為輸入電力系統穩定器，並進一步考量廣域量測值訊

號傳輸過程的訊號延遲(Delay)效應[35-37]，以比較分析

廣域量測值訊號傳輸延遲下與原設計穩定器的性能表

現。 
 
 

III. 研究系統 
 

本計畫所探討的系統為一規劃中（2006 年）的大型

電力系統，全系統發電機組數目達 118 部，總裝置容量

為 44462.5MVA，主要幹線單線圖如圖 2 所示。該系統

的輸電系統結構主要為南北走向，地理區域可分為北、

中、南、東、西五個區域。本計畫選定一尖載運轉工作

點為探討對象，其各區域的電力潮流如表 1 所示，而各

區域之間電力潮流融通量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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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系統單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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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區域電力潮流 
 

地理區域 發電量 負載量 
P (MW) 13883.2 15599.3 

北 
Q(MVAR) 3473.4 5121.6 
P (MW) 9519.1 8433.9 

中 
Q(MVAR) 1369.1 2689.0 
P (MW) 10281.4 9702.4 

南 
Q(MVAR) 1379.6 3413.3 
P (MW) 120.0 548.5 

東 
Q(MVAR) 23.9 199.3 
P (MW) 1155.0 750.0 

西 
Q(MVAR) 351.4 246.5 
P (MW) 34958.6 35034.1 總

數 Q(MVAR) 6597.4 11669.8 
 
 

表 2 各區域間電力潮流融通量 
 

To 
From 北 中 南 東 西 

P (MW)  -869 -15 -600  
北 

Q(MVAR)  401 -110 227  
P (MW) 869  -560 1025 -404

中 
Q(MVAR) -401  -212 -46 -44 
P (MW) 15 560  5  

南 
Q(MVAR) 110 212  0  
P (MW) 600 -1025 -5   

東 
Q(MVAR) -227 46 0   
P (MW)  404    

西 
Q(MVAR)  44    

 
 
 

IV. 系統分析與模擬 
 

本計畫以電力系統模擬軟體 PSS/E 為分析工具，探

討電力系統穩定器裝設地點與輸入信號選擇，設計以廣

域量測信號為輸入信號的電力系統穩定器，並分析廣域

訊號的延遲所導致的影響。研究過程以頻域分析為主，

並配合時域模擬加以驗證。 
首先分析系統未加裝電力系統穩定器時的機電模

式低頻振盪特性，計算其特徵值、阻尼比、振盪頻率，

其中影響範圍最大、阻尼最低者為區域間振盪模式

（Inter-area Mode），該振盪模式特性如表 3 所示，特徵

向量圖繪如圖 3，而參與因數較大的機組與狀態變數則

如表 4 所描述。 
觀察圖 3 的特徵向量圖可知區域間振盪模式頻率

低、阻尼亦較低、涉及較多發電機組，影響範圍較廣，

為南、北區域機組群之的低頻振盪。 
 
 

表 3  Inter-area Mode 特性 
 

特徵值 阻尼比 頻率 (Hz)

-0.14837 j 5.0977 ± 0.029094 0.8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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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Inter-area Mode 特徵向量圖 

 
表 4  Inter-area Mode 參與因數 
機組與狀態變數 參與因數 

核三#1 ( ω∆ ) 1.00000 

核三#1 (δ ) 0.99971 

核三#2 ( ω∆ ) 0.97253 

核三#2 (δ ) 0.97209 

大林#3 ( ω∆ ) 0.96904 

大林#3 (δ ) 0.96879 

大潭 CG#1 ( ω∆ ) 0.66484 

大潭 CG#1 (δ ) 0.66457 

大潭 CG#2 ( ω∆ ) 0.66026 

大潭 CG#2 (δ ) 0.65985 
 

接下來以時域模擬驗證 Inter-area Mode 的特徵結

構，模擬系統於 0 秒時在峨眉(#2000) 345kV 匯流排發

生三相短路故障，並於擾動發生 4 cycle 後清除故障使

線路復歸，並計算系統動態響應至 20 秒，觀察 Inter-area 
Mode 特徵向量較大的發電機：大潭 CS#1(#321)、大潭

CS#2(#321)、新桃 1C(#9113)、大林#3(#1103)、仁塑

G(#8606)、森霸 GT4(#9335)之輸出功率及轉子轉速變

化量，如圖 4、圖 5 所示。 
 

 
圖 4 系統未裝設 PSS 時之功率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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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系統未裝設 PSS 時之轉子轉速波形 

 
 

由圖 4、圖 5 可看出當系統於 4 cycle 故障清除後響

應波形開始收斂，但是一直到 20 秒系統都未能恢復到

原本無事故時候的狀態，而是以南北兩大群組相差近

180 度的振盪，顯示此時系統阻尼較低以致於無法在短

時間內收斂至穩定工作點。 
 

IV. 電力系統穩定器 
 

本計畫依下列步驟逐一分析電力系統穩定器裝設

情形及提供系統阻尼之改善響應，用以選擇良好之電力

系統穩定器設計與裝設地點：(1)發電機裝設電力系統

穩定器、(2)發電機裝設擷取廣域量測訊號之電力系統

穩定器、(3)綜合考量訊號傳輸過程延遲下之系統響應

分析、(4)分析移除具有嚴重訊號延遲之遠端訊號情況

下系統響應。 
 
(1) 發電機裝設電力系統穩定器： 
 

依 Inter-area Mode 的參與因數判斷，影響該模式最

主要的發機組依序為：核三# 1、核三# 2、大林# 3、大

潭 CG # 1、大潭 CG # 2。因此，將 PSS 裝設於這 5 部

不同的發電機，利用根軌跡圖形探討於不同發電機加入

PSS 對系統阻尼的改善程度，取其最佳的 PSS 參數值，

並計算加入 PSS 後的特徵值、阻尼比、及振盪頻率列

如表 5。 
 
 

表 5  不同地點裝設 PSS 後 Inter-area Mode 特徵值比較 
 

裝設位置 實部 虛部 阻尼比 頻率(Hz)

未裝設 -0.14837 5.0977 0.029094 0.81132 

核三#1 -0.29752 5.0646 0.058645 0.80605 

核三#2 -0.28192 5.0540 0.055695 0.80436 

大林#3 -0.25836 5.0911 0.050682 0.81027 

大潭 CG#1 -0.15110 5.1044 0.029589 0.81239 

大潭 CG#2 -0.15104 5.1044 0.029577 0.81239 
 

由表 5 可以發現，PSS 裝設在南部機組如：核三#1、
核三#2、大林#3 時，對於系統阻尼有明顯的改善，尤

其以裝設再核三#1 為最佳，而 PSS 裝設在北部機組如：

大潭 CG #1、大潭 CG #2 時，其改善系統阻尼之能力明

顯不如 PSS 安裝在南部機組。 
接著，以同樣的時域動態模擬來驗證 PSS 之有效

性。模擬系統 0 秒時於峨眉(#2000) 345kV 匯流排發生

三相短路故障，並於擾動發生 4 cycle 後清除使線路復

歸，觀察大潭 CS#1(#321)、大潭 CS#2(#322)、新桃

1C(#9113)、大林 #3(#1103)、仁塑 G(#8606)、森霸

GT4(#9335)之輸出功率及轉子轉速變化量，南部地區取

核三#1 為代表，北部地區則取大潭#1。模擬結果可發

現 PSS 裝設在南部機組時確實比裝設在北部機組更能

改善系統阻尼，系統發生事故後 20 秒的南北振盪幅度

確實更趨於收斂。 
 
(2)發電機裝設擷取廣域量測訊號之電力系統穩定器： 
 

採用多回授輸入輔助激磁控制型式，同時擷取廣域

信號，針對 Inter-area Mode，利用特徵結構分析，決定

電力系統穩定器裝設地點及遠端信號來源處。根據前一

節所提到傳統電力系統穩定器理想裝設地點作為穩定

器之當地信號，並且加入遠端信號（匯流排頻率變化），

此遠端訊號來源機組係根據 Inter-area Mode 之參與因

數決定，PSS 裝設於各發電機與不同遠端信號之特徵值

比較如表 6 所示。 
 
 

表 6 裝設具備廣域量測訊號 PSS 之特徵值比較 
 

裝設位置 

發電機 遠端訊號源
實部 虛部 阻尼比 頻率(Hz)

未裝設 無 -0.14837 5.0977 0.029094 0.81132 
核三#1 無 -0.29752 5.0646 0.058645 0.80605 
核三#1 大潭 CG#1 -0.35321 5.1026 0.069056 0.81210 
核三#1 大潭 CG#2 -0.35587 5.0789 0.069896 0.80833 
核三#1 核三#2 -0.29752 5.0646 0.058645 0.80605 
核三#1 大林#3 -0.30897 5.0768 0.060746 0.80799 
核三#2 無 -0.28192 5.0540 0.055695 0.80436 
核三#2 大潭 CG#1 -0.36424 5.1963 0.069925 0.82702 
核三#2 大潭 CG#2 -0.36777 5.1945 0.070623 0.82674 
核三#2 核三#1 -0.28192 5.0540 0.055695 0.80436 
核三#2 大林#3 -0.30030 5.0611 0.059231 0.80549 
大林#3 無 -0.25836 5.0911 0.050682 0.81027 
大林#3 大潭 CG#1 -0.29490 5.0847 0.057899 0.80926 
大林#3 大潭 CG#2 -0.29484 5.0849 0.057887 0.80928 
大林#3 核三#1 -0.28006 5.0811 0.055034 0.80868 
大林#3 核三#2 -0.27995 5.0803 0.055021 0.80855 
大潭#1 無 -0.15110 5.1044 0.029589 0.81239 
大潭#1 大潭 CG#2 -0.14911 5.1617 0.028772 0.82151 
大潭#1 核三#1 -0.15718 5.1926 0.030257 0.82643 
大潭#1 核三#2 -0.15623 5.1802 0.030145 0.82446 
大潭#1 大林#3 -0.16520 5.1726 0.031921 0.82324 
大潭#2 無 -0.15104 5.1044 0.029577 0.81238 
大潭#2 大潭 CG#1 -0.13448 5.1321 0.026194 0.81680 
大潭#2 核三#1 -0.15193 5.1835 0.029382 0.82498 
大潭#2 核三#2 -0.15087 5.1762 0.029134 0.82381 
大潭#2 大林#3 0.15207 5.1733 0.029297 0.8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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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可得知PSS裝設地點仍然是以南部機組為較

佳之裝設地點，而另一組輸入則是取不同區間之遠端信

號較佳，若是以同一振盪群組為第二組輸入信號，則

PSS 所提供阻尼改善程度僅稍微優於只有單一當地信

號為輸入之 PSS。分別取 PSS 裝設在核三#1 取大潭#2
之遠端訊號與 PSS 裝設在大潭#1 取大林#3 之遠端訊號

作時域模擬，模擬系統發生如前一節所模擬之事故以便

於比較加入遠端信號後 PSS 對於系統進一步改善的程

度，如圖 6 ~ 圖 9 所示。 
 

 
圖 6  PSS 裝設於核三#1 之轉子轉速響應 

 
圖 7  PSS裝設於核三#1取大潭#2遠端訊號之轉子轉速響應 

 
圖 8  PSS 裝設於大潭#1 之轉子轉速響應 

 

 
圖 9  PSS 裝設於大潭#1 取大林#3 遠端訊號之轉子轉速響應 
 

比較圖 6〜圖 9，當 PSS 裝設在參與因數較高的機

組上取遠端信號當作第二組輸入時，PSS 提供了更進一

步的阻尼改善，如裝設在核三#1 取大潭#2 作為遠端之

第二組輸入信號時，系統在事故發生後 20 秒，南北互

相振盪的幅度明顯比起只有單一當地信號為輸入之

PSS 還要更小，已趨近於無振盪之穩定工作型態。反觀

於大潭#1 裝設具遠端輸入之 PSS 其效果就不明顯，與

只有裝設單一當地信號之 PSS 時比較起來幾乎沒有差

別，由於大潭#1 之參與因數本來就比較低，所以能提

供系統阻尼改善之能力有限。 
以上之結果得知，於南部機組裝設具遠端信號之

PSS，更能增進系統阻尼改善的能力。 
進一步綜合以上所得之結果，證明了同時以當地與

遠端信號為輸入之 PSS 對於系統的區間振盪有更好的

改善能力，但是在實際上欲選擇遠端信號為 PSS 輸入

的同時，必須考量到遠端信號的傳輸延遲效應，因為些

微的信號延遲時間是不可避免的，若無法承受些微的時

間延遲，那此種具備遠端訊號的 PSS 終究是沒辦法在

實務上應用，所以將在下一節中探討當遠端信號傳輸過

程具有延遲時間的話，對於其效能是否有重大的影響。 
 
 
(3)綜合考量訊號傳輸過程延遲下之系統響應分析： 

 
考量利用遠端訊號為輸入，模擬遠端信號傳輸過程

的延遲效應，並比較分析系統在不同輸入信號延遲後，

穩定器的性能表現。在模擬系統中，訊號傳輸過程的延

遲在 0.02 ~ 0.3 sec 之間(一般合理的訊號延遲時間為

0.12 秒) [35-37]。觀察前一節所提到加入遠端信號後有

明顯效果的 PSS 裝設地點：核三#1 大潭#2、核三#2
大潭#2 對於遠端信號傳輸過程具有延遲時之響應結

果，各延遲時間之特徵值如表 7 所示。另依延遲時間遞

增繪出系統根軌跡如圖 10、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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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遠端信號傳輸過程具延遲時間之 Inter-area Mode 特徵值 
 

PSS 裝設 
位置 

遠端信號 
來源 

延遲 
(sec) 

實部 虛部 阻尼比
頻率

(Hz) 

核三#1 大潭 CG#2 0.02 -0.35064 5.0718 0.06897 0.80720
核三#1 大潭 CG#2 0.06 -0.33766 5.0456 0.06677 0.80303
核三#1 大潭 CG#2 0.1 -0.33658 5.0314 0.06676 0.80077
核三#1 大潭 CG#2 0.15 -0.32639 5.0168 0.06492 0.79844
核三#1 大潭 CG#2 0.3 -0.22764 4.9927 0.04555 0.79461
核三#2 大潭 CG#2 0.02 -0.36264 5.1938 0.06965 0.82661
核三#2 大潭 CG#2 0.06 -0.35899 5.1685 0.06929 0.82259

核三#2 大潭 CG#2 0.1 -0.35372 5.1521 0.06849 0.81998
核三#2 大潭 CG#2 0.15 -0.34578 5.1460 0.06704 0.81901
核三#2 大潭 CG#2 0.3 -0.21751 5.1156 0.04248 0.81417
 

-0.36 -0.34 -0.32 -0.3 -0.28 -0.26 -0.24 -0.22

4.99

5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Td = 0.02 sec 

Td = 0.3 sec 

 
圖 10 PSS 裝設在核三#1 取大潭#2 之遠端信號延遲根軌跡 

-0.38 -0.36 -0.34 -0.32 -0.3 -0.28 -0.26 -0.24 -0.22 -0.2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

Td = 0.02 sec 

Td = 0.3 sec 

 
圖 11 PSS 裝設在核三#1 取大潭#2 之遠端信號延遲根軌跡 

 
由表 7 與圖 10、圖 11 可觀察出，Inter-area Mode

之根軌跡隨著廣域訊號延遲的增加而越趨於右半平

面，振盪頻率下降，對系統所提供之阻尼不增反減，在

延遲時間 0.15 秒以後尤其明顯，由表 7 中可看到當延

遲時間為 0.3 秒時，不管是裝設在核三#1 或是核三#2，
其阻尼比都已小於裝設傳統單一輸入之 PSS 時之阻尼

比，這個結果顯示出，若信號傳輸過程的延遲時間過大

時，寧可選擇傳統的電力系統穩定器當做輔助激磁控制

設備，但是一般合理的訊號延遲時間(T  0.12 sec )
內，所以選用具遠端回授信號之電力系統穩定器可謂較

佳的選擇。 

d ≤

以時域模擬驗證上述之結果，模擬時間延遲由 0.02
秒〜0.3 秒，系統於 0 秒時發生峨嵋 345kV 匯流排三相

短路故障，4 cycle 後清除故障，模擬系統響應至 20 秒。

觀察實際各電廠之轉子轉速波形如圖 12〜圖 14。 
 
 

 
圖 12 PSS 裝設於核三#1 取大潭#2 遠端訊號且時間延

遲 0.02 sec 之轉子轉速響應 
 

 
圖 13 PSS 裝設於核三#1 取大潭#2 遠端訊號且時間延

遲 0.15 sec 之轉子轉速響應 

 
圖 14 PSS 裝設於核三#1 取大潭#2 遠端訊號且時間延

遲 0.3 sec 之轉子轉速響應 
 
 

 6



由時域響應圖形可知，當訊號延遲時間加大時，會

對系統產生負面影響。延遲時間在 0.15 秒以內時系統

響應圖形與理想無傳輸延遲時間之圖形相差甚小，但是

當訊號延遲時間加大到 0.3 秒時，所得之響應圖形已經

比系統裝設單一輸入之 PSS 時還要差，這顯示出具備

遠端信號之 PSS 當信號延遲時間加大時，所提供改善

系統組尼的能力反而不如只有單一輸入信號之 PSS。 
 
(4)移除具有嚴重延遲之遠端訊號情形下系統響應分

析： 
當得知遠端信號傳輸系統出現問題，即訊號傳輸延

遲時間過大時，嘗試著將遠端信號終止，期待 PSS 提

供阻尼改善的能力至少能維持單一輸入時之效能。為了

更突顯訊號傳輸出延遲時間對系統之影響，我們將延遲

時間加大至 1 秒，模擬 PSS 裝設於核三#1 取大潭#2 之

遠端信號，模擬條件與上一節相同，模擬結果如圖 27
所示。 
 
 

 
圖 15  PSS裝設於核三#1取大潭#2遠端訊號且時間延

遲 1.0 sec 之轉子轉速響應 
由圖 15 後半段波形可看出延遲時間對 PSS 的影

響，此時響應的阻尼已低於僅裝設單一輸入 PSS 的情

形，所以已經失去原來的用意。若發現訊號傳輸過程發

生問題時，捨棄遠端回授信號，而期待 PSS 至少能保

有原本單一輸入信號時之效能，因此接著模擬在不同時

間點將 PSS 的遠端輸入信號移除，只保留原本的當地

轉速信號為輸入，模擬之故障條件與上述相同。模擬結

果如圖 16、圖 17 所示。 
由圖 16與圖 17可知當遠端信號有嚴重的延遲時間

時，切離遠端信號使 PSS 回復成傳統單一輸入之 PSS，
PSS 提供阻尼改善的能力的確有回穩的趨勢，而且若能

及時發現訊號傳輸系統有問題，及早將遠端信號切離，

整個系統之響應會更加趨近於原本裝設單一輸入 PSS
時之響應，亦即至少能具備傳統電力系統穩定器的效

能。一般合理的訊號延遲時間為 0.12 秒，由前一節所

得之結果可知此一延遲時間為可接受之範圍。倘若通訊

系統發生狀況，而使得延遲時間加大，此時 PSS 確實

會對系統產生負面的影響，但可以及時切斷遠端回授的

信號來避免此一問題的發生。 

 
圖 16  PSS裝設於核三#1取大潭#2遠端訊號時間延遲

1.0 sec 並於 5 sec 時移除遠端信號之轉子轉速響應 

 
圖 17  PSS裝設於核三#1取大潭#2遠端訊號時間延遲

1.0 sec 並於 15 sec 時移除遠端信號之轉子轉速響應 
 

V. 結論 
 

本計畫主要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1. 本計畫分別模擬全系統未加 PSS 以及針對區間振盪

模式加入 PSS，結果顯示出加入 PSS 的確有效改善區

間振盪情形。 
2. 本計畫所研究的系統其區域間低頻振盪模式屬於南

北振盪形式，較佳之 PSS 裝設地點建議依照參與因數

數值決定，而遠端信號之來源則取決於不同於 PSS
安裝地點之另一振盪群組中參與因數較高者為佳。 

3. 具有遠端訊號輸入之電力系統穩定器其提供系統阻

尼的能力較優於一般裝設單一輸入訊號之電力系統

穩定器。 
4. 廣域訊號傳輸延遲時間的增加確實會降低 PSS 改善

阻尼的能力，尤其在延遲時間過大時。一般情況下合

理的時間延遲在 0.12 sec 內，結果顯示在此一時間之

內，具遠端輸入訊號之 PSS 對系統阻尼的改善的確有

加成的效果。 
5. 若訊號延遲時間過大時，建議可以將遠端輸入訊號移

除，使得 PSS 回復成傳統形式之 PSS，由時域模擬結

果顯示，選用具有遠端輸入訊號的 PSS 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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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由於電力電子、複合材料和磁浮軸

承等技術的進步，使飛輪儲能系統變成一種

可行和高效率的能量儲存電池。本研究計劃

第二年主要目的在於研究飛輪儲系統控制電

路之設計、數學模型建立、模擬及分析其效

能。目前本計畫以自激式感應機組成飛輪儲

能之驅動機構，並利用 PSIM 軟體設計及模擬

整個控制系統，測試其在電力系統發生事故

如斷電、電壓突降下，飛輪儲能系統對電力

系統之防衛能力，以評估未來實作飛輪儲能

系統時可能面臨之問題及經濟效益。 

 

關鍵詞：飛輪儲能系統、電力電子、電力系

統防衛。 

 
Abstract 

 
Due to the advances in power electrons, 

composite, and magnetic floating bearing, the 
flywheel energy storage system (FESS), flywheel 
battery has become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electrochemical batteries and attracted much 
resear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e second 
year, the project has completed some results that 
include control architecture design, mathematic 
model establish, control system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First, the project uses a self-exciting 
induction machines with flywheel to construct 
the core of FESS, then use the PSIM softwave to 
design the simulation model. Using the 
simulation model can analyse the effect of FESS 
when an accident happens in power systems.  
 
Keywords ： flywheel energy storage system, power 
electron,power system defence. 
 

一、計畫緣由與目的 

 

電力系統要提告防衛能力可朝兩方面著

手：其一是在電力系統上設置一套即時(real 

time)電力監控保護設備，使電力系統在未發

生崩潰之際，也就是系統運轉點接近崩潰臨

界點之前，預先產生預警信號，並立即使系

統啟動適當的防護機制，而達到即時阻止事

件惡化，避免發生大停電的結果[1]；其二是

提高系統發生事故時之回復能力，本文中所

提的飛輪儲能系統也是一種電力防衛裝置之

一，其方法是利用電力電子元件、發電機和

電動機組，達成電能和機械能的轉換。由於

飛輪儲能系統具有高速和大功率充放電之能

力，應用在電力系統時，平時可作為系統尖

峰電力控制[2,3]；發生事故時，可視為一大

型的不斷電系統或蓄電池，可大幅提高系統

運轉之可靠度和穩定度。 

 

二、飛輪儲能系統之基本原理 

 

飛輪儲能是一種將電能轉換成機械動能的

系統，其動作原理如圖 1 所示，其中發電機

和電動機可共用同一部電機。其控制方法是

利用電力電子元件、發電機/電動機組和飛

輪，達成電能和機械能之間的轉換[4]。最近

幾年，高功率電力電子控制技術日益成熟，

使得高功率飛輪(GW 以上) 飛輪儲能系統的控

制可具體實現；另外，高溫超導軸承和複合

材料的進步，使用複合材料製造的飛輪，已

兼具有高密度和高機械強度之特性，使得飛

輪儲能系統的體積大幅下降，同時已能忍受

高達 6 萬轉/分的離心力。磁浮和陶瓷軸承，

以及真空密閉室的發展，也大幅降低飛輪儲

能系統的損失，使得高速飛輪儲能系統已成

為一種高效率的電池，在性能上已能和傳統

蓄電池及超導儲能系統相抗衡。 

Power
in Motor Generator Power

out

Flywheel

圖1 飛輪儲能系統之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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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 所示為自激式感應發電機飛輪儲能系

統，是利用感應馬達並聯電容器連結飛輪所

組成。感應電動機之動態特性十分複雜，主

要是因為它是高階、非線性和時變的動態方

程式和變數間的彼此耦合。目前最常被用來

推導交流電動機動態數學模型之方法。二軸

法可將定子及轉子之電壓、電流及磁交鏈，

從三相軸間相差 120º的參考軸轉換成相差

90º參考軸，因兩軸間相差 90º，所以沒有互

感存在，故使得電感互感矩陣中有耦合效應

項得以消除。圖 3 為三相與二相間的轉換矩

陣及軸座標之間的關係圖。 

 

三

相
電
源

 
圖 2 自激式感應發電機飛輪儲能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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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三相與兩相軸向量圖 

 

   為了能正確使用二軸理論來建立感應馬

達的動態矩陣，須做下列基本假設:(1) 磁動

勢呈正弦波之分佈。(2) 圓柱狀的轉子，且

保持定值的氣隙。(3) 定子之繞線與轉子之

結構均呈對稱狀之分佈。(4) 磁飽合、磁

損、鐵損、渦流損、與槽效應均忽略不計。

由圖3三相與兩項軸向量圖的關係，經由計算

整理可求得感應電動機的動態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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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動態方程式矩陣，將三相感應機的

定子電壓與轉子電壓表示出來，而矩陣中每

小項皆隨時間變化，以控制而言是非常複

雜，所以將定子及轉子電壓藉由d-q 軸轉

換，以方便控制。 

    經由座標軸轉換之後，可得三相感應機

的電壓方程式矩陣及轉矩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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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為馬達所產生之電磁轉矩， T  

為 飛 輪 轉 矩 ， 為 轉 子 之 機 械 轉 速

（mechanical speed），  為轉子及飛輪的

轉動慣量（inertia）， 為黏滯摩擦係數

（viscousity）。 

eT L

mω

mJ

mB

 

三、飛輪儲能系統模擬測試及討論 

 

3.1 測試模型設計 

 

本研究利用 PSIM 軟體來設計整個控制電

路及自激式感應發電機所構成的飛輪儲電路

系統，模擬系統發生事故時，飛輪儲電路系

統即時作電力系統防衛之研究，本計畫設計

之模擬模型如圖 4 和 5 所示。其中，圖 4 電

力系統突然中斷之模擬電路圖；圖 5 電力系

統電壓驟降之模擬電路，由圖中可以得知，

當在電力系統正常供給之下，飛輪儲能系統

為充電狀態可視為一個大型的蓄電池；當電

力系統突然停電或是電壓驟降時，此時飛輪

儲能系統為放電狀態，經由開關、整流器以

及控制電路的控制，可視為一個大型的 UPS，

即時補償所供給的負載電壓，以降低系統發

生事故時所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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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擬結果與討論 

 

在圖 4 電力系統突然中斷之模擬中，系

統模擬時間為 0~10 秒，電力中斷時間為 4~10

秒，在 0~4 秒之間，電力系統對飛輪儲電路

系統為充電狀態，可視為一個蓄電池，當電

力系統突然中斷的時候(4~10 秒)，其結果如

圖 6 所示。當電壓發生中斷時(4~10 秒)，自

激式感應電動機經由控制電路、開關的切

換，此時的飛輪儲電路系統為發電狀態，立

即補償負載的端電壓的作電力系統防衛，其

模擬結果如圖 6至 9所示 

 在圖 5 電力系統驟降部份，其源電壓驟降

25%，驟降時間在 5 至 7 秒期間，在 0~5 秒之

間，電力系統對飛輪儲電路系統為充電狀

態，可視為一個蓄電池，當電力系統突然驟

降的時候，此時的飛輪儲電路系統為發電狀 

 
電力系統突然中斷

 
圖 6 電力系統中斷模擬圖 

 
飛輪儲能系統及
時補償負載電壓

(a) 負載電壓模擬結果 

 
(b) 負載電壓放大圖 

圖 7 系統電壓斷電加飛輪儲能系統時之負

載電壓 

 

 
(a)電壓 

 
(b)電流 

 
(c)轉速 

 
(d)轉矩 

圖 8 電力系統中斷時飛輪儲能系統電壓、

電流、轉速和轉矩 

 

態，經由控制電路整流、穩壓後即時補償負

載，此種狀態可視為一個不斷電系統，其模

擬結果如圖 9 至 11 所示。由圖中可以的知當

電力系統突然驟降 25%時。當電壓發生驟降時

(5~7 秒)，自激式感應電動機經由控制電路、

開關的切換，此時的飛輪儲電路系統為發電

狀態，立即補償負載端電壓的驟降，由模擬

結果可以得知，當系統發生事故(電壓驟

降)，飛輪儲能系統能立即作電力防衛，立即

補償負載電壓，以減少系統所造成的傷害。 

 
電力系統驟降25%

 
(a)實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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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基本波
電力系統驟降25%

 
(b)放大圖 

圖 9 電力系統電壓驟降 25%之模擬圖 

 
飛輪儲能系統及
時補償負載電壓

 
(a) 負載電壓模擬圖 

 
(b) 負載電壓放大圖 

圖 10 系統電壓驟降 25%且加飛輪儲能系統

時之負載電壓 
飛輪儲能系統啟動

電系系統突
然電壓驟降

 
(a) 電壓 

飛輪儲能系統啟動

電系系統突
然電壓驟降

 
(b) 電流 

飛輪儲能系統啟動

電系系統突
然電壓驟降

 
(c) 轉速 

飛輪儲能系統啟動
電系系統突然
電壓驟降

 
(d) 轉矩 

圖 11 電力系統驟降 25%時飛輪儲能系統電

壓、電流、轉速和轉矩 

 

五、結 論 

 

由於飛輪儲能系統具有高速和大功率充

放電之能力，文獻上已有多組儲能系統並聯

成一大型儲能場的研究，應用在電力系統

時，平時可作為系統尖峰電力控制；發生事

故時，可視為一大型的不斷電系統或蓄電

池，可大幅提高系統運轉之可靠度和穩定

度。根據美國電力研究中心(EPRI)統計，電

力事故或擾動有80%以上小於1秒，飛輪儲能

系統在類似事故之警急控制上極具潛力。本

研究以匯集成果投稿至國際知名期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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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輪儲能系統

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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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電力系統突然中斷之模擬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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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電力系統電壓驟降之模擬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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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內容係以第一年之成果為基

礎，將所規劃之智慧型代理人系統，以 Java
程式語言進行實作與模擬。運用 Java 語言

純物件導向及跨平台之特性，開發一套以

智慧型代理人技術為基礎，具圖形化介面

之電力系統故障診斷與復電系統。在模擬

驗證方面，我們以多台具網路通訊功能之

個人電腦，建立一個多代理人模擬平台，

驗證本研究架構之可行性。 

關鍵詞：智慧型代理人、電力系統、故障

診斷、復電決策 
 

Abstract 
This study, using Java technology, 

implements an intelligent agent system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ceding stage. We hav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GUI, agent-based fault 
diagnosis and restoration system for power 
system operation.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simulat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system, several PCs with network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have been adopted as 
the test platform in this study.  

Keywords: Intelligent agent, Power system, 
Fault diagnosis, Restoration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2.1研究動機 

對於社會上各種重要的經濟建設，安

全可靠的電力基礎建設扮演著一個非常

關鍵性的角色。由於電力網路遍及各個區

域，因此在輸送的過程中，難免會遇上一

些不可避免的故障因素，如雷擊、外物碰

撞或是設備老化等。當故障發生時，就可

能會造成電力供應上的中斷。如果是重大

的電力事故，所引發的經濟損失更是難以

估計，同時也會造成人們生活上的諸多不

便。例如，台電系統於民國八十八年發生

的七二九事件，造成全台約有 80%的電力

用戶受到波及，工商業損失更高達上百億

元。 
現今的電力系統大都結合了資訊與

通訊技術，朝向自動化方面發展。在此全

面監控下的電力系統，其即時運轉狀態等

數據資料，皆可透過電力 SCADA/EMS 系

統線上取得。若能運用時下蓬勃發展的資

訊技術，根據所監測分析的結果，發展一

些新的技術及工具，以期對於重要的電力

設施在遭受到干擾、設備故障及面臨一些

潛在性威脅時，能夠快速適時的調整，恢

復至穩定狀態，更顯得十分的迫切與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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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已有許多研究人員，研發出

許多的輔助電力調度用之計算機程式或

演算法，但大都是獨立的軟體模組，或獨

立系統。這樣的獨立模組在實際應用時，

存在著整合上的困難，無法線上完成協同

合作。究其原因，係在研究初期未對實際

SCADA/EMS 系統架構作整體規劃或缺乏

現場實際電力運轉經驗。 
由於電力網路具有高度互連且相互

影響的特性，資料來源散佈於各區域，在

控制行為上又必須對整體作考慮，因此非

常適合應用分散式架構之智慧型代理人

技術。如何根據實際 SCADA/EMS 系統架

構及監測所得之線上資料，發展一套即時

智慧化電力系統運轉輔助工具，是一個值

得深入研究的主題。 
 

2.2 計畫目的 

本研究係針對電力系統的特性與組態，根

據階層調度控制系統，規劃智慧型代理人

軟體模組及其整體架構。藉由智慧型代理

人技術，透過線上故障診斷與復電決策系

統，期望建立一套適用於台灣電力系統之

即時智慧型故障診斷與調度決策模型。在

故障發生時，提供電力調度員適切的協

助，以迅速判斷出故障發生之位置，並採

取適當之控制策略，進而使故障範圍及所

受之影響減到最小。  

三、結論與討論 

本計劃已依原先規劃，成功開發出應用於

電力系統運轉調度之多代理人系統。此系

統係以 Java 程式語言進行實作軟體模

組。所完成之代理人系統包括人工智慧核

心演算法，可結合既有電力 SCADA 系

統，動態連結資料庫軟體，應用於實際電

力系統之操作。各代理人軟體模組間透過

TCP/IP 協定作為底層網路通訊格式。處於

TCP/IP 網路環境下，遵循 FIPA-ACL 的

溝通協定標準，進行訊息之傳遞與交換。

本研究採用之 ACL 訊息內容格式如下: 

 
藉由相互協同合作之方式，達成整體之復

電目標。在達成最終的目標過程中，具

有和其他的代理人溝通的能力。圖 1 為

代理人透過合作模式詢問變壓器狀況。 

 

圖 1: 代理人透過合作模式詢問變壓器狀況 

 
本研究中，我們共設計三類代理人，

二十九個具分散式運算的代理人軟體模

組。本研究所設計之多代理人系統具有

以下特點： 
 具自主性行為可達成交付之目標。 
 具有對所處的環境做出反應之特點。 
 能認識它所處之環境，並且對環境中

的改變，在適當時間做出適當反應的

能力。 
 具智慧化快速推理機制。 

本研究復電決策模型採用灰模糊理

論作為各方案之優選排序之方法。實作方

面則以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的技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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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各元件之關係模型，並發展系統

化之故障推論演算法，部份流程以硬體實

作，以加速即時應用之目標。 
本研究所設計之多代理人之系統架

構如圖 2 所示，在每一個變電所中皆設

置有資料分析代理人(Data analysis 
agent)、控制代理人(Control agent)、監測

代理人(Monitoring agent)、資料庫代理人

(DB agent)等四種不同功能的代理人。其

中資料分析代理人係由信息傳送模組

(Messenger)、學習模組(Learner)及推理模

組所構成，圖 3 為部份代理人類別關係圖。 

 
圖 2:多代理人系統架構 

 
另外在台電調度控制系統中，區域

調度中心，設置一個目錄伺服代理人

(Directory Facilitator agent)，專司記錄在各

變電所中啟動之代理人之識別碼、位置及

提供之服務項目，並可透過網路提供查

詢。為了方便調度人員利用本代理人系

統，我們特別設計了國內第一套具跨平

台 ， 採 分 散 式 架 構 的 人 機 介 面

(Cross-platform GUI)，如圖 4 所示。 
 

 

 

 
圖 3: 代理人模組類別圖 

 

圖 4: 跨平台圖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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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發展一套現場可用之快速的

故障診斷機制，我們捨棄一些如規則庫式

的傳統作法，自行以 ALTERA 公司的產

品，將研究所發展之演算法開發出相關電

路，目前已完成雛型產品，該電路可整合

到電力控制設備，達成即時故障診斷之目

標，並可應用於台電現行規範中。成品如

圖 5 所示，目前專利申請中。 
 

  
圖 5 故障診斷晶片雛型產品 

 

在實際電力系統運轉中，完成故障診

斷程序後，即可根據故障之位置作故障區

域之隔離及進行轉供或復電策略。以使停

電區域減至最小。此階段重點在於發展一

套適用於復電決策調度之決策方法。 
本研究採用灰模糊理論，發展復電評

估模型。首先我們須建立整個調度方案之

評估因子，再透過電力潮流分析程式，算

出各調度方案之電力潮流分析值。其次是

將原始數據標準化，接著由各調度方案與

理想方案作比較，計算灰關聯係數與灰關

聯度，再由灰關聯度之大小作為各方案決

策之優選排序。圖 6 為本研究所發展之復

電程式執行部份畫面。 

 
圖6、復電程式執行部份畫面 

 

本研究所有程式均自行撰寫，部份

執行畫面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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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程式執行之部份畫面 

 
為驗證本研究架構之可行性，本研究

同時以個人電腦互聯方式建立一套多代

理人模擬平台，在平台上產生 29 個代理

人軟體模組，進行三階層系統連線模擬與

相關測試。 
本研究為二年期計劃，在第一年主要

針對系統進行設計與分析。第二年為系統

之實作與模擬。為了能讓整體計畫所完成

之成果可應用於實際系統，以期將研究成

果技轉業界，因此在軟體規格上之分析與

設計流程及系統開發方式完全遵循業界

之標準，部份成果以硬體技術作為實現。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以多代理人技術為基礎，規劃

及設計一套整合性、具跨平台特性之分散

式多代理人軟體系統，應用於電力系統故

障診斷與復電決策。本計畫執行的結果與

計劃書中所提之目標吻合。本計畫已成功

開發一套多代理人模擬平台及實作電力

運轉調度多代理人系統。所完成之系統其

整體開發遵循業界標準。主要之具體成果

條列敘述如下： 
1. 完成多代理人架構及相關軟體模組之

設計與實作。 
2. 完成故障推論演算法之設計與實作。 

3. 完成復電決策分析之設計與實作。 
4. 完成跨平台圖控介面之設計與實作。 
5. 建立多代理人模擬平台。 
6. 發表期刊論文四篇，研討會論文四篇。 
7. 培育研究生對電力系統故障診斷與復

電規劃、智慧型代理人及Java技術之專

業智能。 

五、參考文獻 
[1]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agent 

Systems” by Michael Wooldridge,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2002. 

[2] Robert B. Doorenbos, Oren Etzioni, 
Daniel S. Weld, A Scalable 
Comparison-Shopping Agent for the 
World-Wide Web,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nomous Agents (Agents'97), 1997 

[3] R.C. Luo, S.Y. Lin, and K.L. Su, “A 
Multiagent Multisensor Based Security 
System for Intelligent Building,” IEEE 
conference on multisensor fusion and 
integration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pp311-316, 2003. 

[4] T. Nagata, and H. Sasaki, “A 
multi-agent approach to power system 
restoration,” IEEE Trans. Power 
Systems, vol. 17, pp. 457-462, May 
2002. 

[5] J.Q. Feng, D.P. Bise, Q.H. Wu, and J. 
Fitch, “A Multi-agent Base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for Power 
Transformers in Distributed 
Substation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PowerCon), Vol. 3, 
pp1962-1965, Oct. 2002 

[6] D.P. Buse, P. Sun, Q.H. Wu, and J. 
Fitch, ”Agent-based substation 

5 

http://www.csc.liv.ac.uk/~mjw/pubs/imas/
http://www.csc.liv.ac.uk/~mjw/pubs/imas/


automation,” IEEE Power and Energy 
Magazine, Vol.1, pp50-55, Mar. 2003. 

[7] A. Rao, M. Georgeff, “BDI Agent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echnical Note 56, 
AAII, April 1995. 

[8] http://www.fipa.org/ 

6 

http://www.fipa.org/

	08-NSC 93-2213-E-019-005 (®ü¬v¤j¾Ç¶À°öµØ).pdf
	Wide Area Measurement Based Power System Stabilizing Controller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