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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國際能源與氣候議題持續

發酵下，各國大力推動智慧電網

建設，期望能透過先進讀表系統

(AMI)雙向傳輸用電數據及某些

條件下做控制及需求端管理搭配

智慧電網，促進電力系統最佳化

配置與運行，進而達到節能減碳

目標。而為了達成節能減碳目標

及電網電度更加健全及穩定，必

須仰賴電力資訊蒐集與分析，故

具備雙向通訊功能AMI是智慧電

網中基礎建設之根基，透過AMI 

中結合再生能源之儲能系統使其

電網之調度更加具有彈性化，也

可使用戶端用電可隨時間自主應

用節省對電網供電之負荷。再生

能源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中利

用智慧型逆變器再加上儲能電池

使其再生能源具有儲能效益，並

透過AMI中做資料雙向傳送至電

網端及用戶能源管理系統端都是

對電網用電及供電數據做即時之

掌握並可彈性調度。電力電子元

件應用於再生能源之智慧型逆變

器及儲能電池系統之設計，AMI   

透過時間電價及需量反應可使尖

峰用電瓶頸現象改善，這都是智

慧電網之所推動之方向及成效。  

關鍵字  

智慧電表、再生電源、智慧逆變器、

儲能電池、時間電價、需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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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了提高輸配電的電力穩定度及可靠

度使其電網能穩定運轉並在偶發事件中能立

即知道所在位置及縮短復電時間並減少到最

低損失及能做立即性電力調節，因此在智慧

電網中，建立了強化微電網之功能性使其立

即性之事件、用電資料、調度等資料經由微

電網管理平台呈現出立即性之資訊及分析並

在智慧電網中建制AMI使AMI具有雙向通訊

的機制將用戶之用電資訊及用電趨勢除了傳

回電力公司之AMI管理系統外也同時用戶可

以知道用戶之用電資訊而AMI利用先進資通

技術精確的標示出用電量並透過網路回報資

訊及建立資安系統使AMI在智慧電網中成為

重要之環節。 

而在智慧電網中智慧家庭及建築管理

系統中也導入AMI並配合時間電價及需量反

應等作法做為用戶之節費節電之作法，並達

成減碳之目標。  

因應智慧電網中再生能源之綠電能源

供給使其減少電網之用電量及尖峰用電之可

彈性電力調度，再生能源中導入AMI之應用

也是對於用電管理中有幫助。由於再生能源

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系統中會視氣候與地

理條件影響到發電容量，使其發電量可能有

不易掌握用電及併網之使用及調度，且不易

準確預測再生能源發電量，有可能造成許多

地方常有同時段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量與負載

需求量不一致的問題，如離峰負載時段，其

再生能源發電量卻過剩，尖峰時段電網供應

用電不足，此種不一致性將會增加電力調度

的困擾。因此結合儲能電池並透過AMI搭配

智慧電網，可以作為動態掌握相對供應量及

併網量電力，使其健全智慧電網再生能源及

AMI之整合性應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6%85%A7%E9%9B%BB%E7%B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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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架構 

1. 智慧電表(AMI)介紹  

智慧電表基礎設施簡稱AMI，主要由智

慧型電表 (Smart Meter)、通訊網路及控制中

心所組成，如圖1和圖2所示，是實現智慧電

網目標的重要建設，而AMI 架構，搭建範圍

從使用端的小家戶用電到用電量極大的工

廠、大樓、高壓用戶等都包含其中，AMI可

連結用電、發電、儲能系統、再生能源及充

電車 (EV)，進行多方間的資料蒐集，達成電

網資訊的即時傳達與溝通，並藉由數據監控

分析結果達到能源最適使用效率。做為智慧

電網的神精網絡，AMI及通訊技術的發展，

是目前發展智慧電網國家的主要投入項目。  

AMI主要優點在於促成節能減碳目標實

現、改善供電品質以及提升經濟效率，因此

在國家面、產業面、用電戶面三方面各能提

供多方面的效益。  

智慧電表系統主要可分為智慧電表、通 

訊傳輸、電表資料管理系統及用電管理四大

部份 [1]。  

 

2. 智慧電表系統介紹  

2.1 智慧電表  

智慧電表 :指可進行較複雜電力運算邏

輯之電子電表，再加上雙向通訊功能 [2]。智

慧型電表可以即時把用戶用電量的資料傳回

電力公司，讓電力公司能更有效地管理進行

電力調度及電力供應，智慧型電表搭配時間

電價中可以用來監測用電量及費用給予用戶

在電能使用上更大的控制權。  

例如 :用戶可將一些電力消費轉移到價

格便宜的離峰時段、電動混合汽車可以在用

電需求較低的晚間充電，或在電價較低的用

電離峰時段使用洗衣機等電器設備。而智慧

型電表搭配時間電價並配合需量反應中在用

電較大用戶可以減少電價較高的用電尖峰時

段的用電量，減少電費支出，或在電力瓶頸

時或是夏日尖峰用電時能使得電網電力獲的

較舒緩調度並達到節能減碳之智慧電網方

針。  

圖1 AMI一般用戶流程圖  

圖2 AMI高壓用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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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訊傳輸 

通訊傳輸主要是論及集中器組成的通訊

網路，主要收集數個到百個的電表用電資

料，再將此資訊往上回傳至電力公司的電表

資料管理系統。因 AMI 屬於雙向傳輸，除了

將用電數據及警報等資料傳送制電力公司電

表資料管理系統，也可傳輸到用戶端用電平

台。依通訊階段可區分為家庭網路 HAN、區

域網路 LAN 和廣域網路 WAN 共三部份[3]。

如表 1 所示。  

1.廣域區域網路 (Wid Area Network,WAN)：

此部分需採用可長距離通訊的通訊技術，

通常會以行動通訊技術為優先，如 GSM、

GPRS、4G 等。  

2.區域網路(Local Area Network,LAN)：一般

會以免付費之有線無線通訊技術為優先考

量，如 PLC、RF、Zigbee 等。  

0 家 庭 區 域 網 路 (Home Area Network, 

HAN)：可分為有線及無線兩種。有線網路如

Ethernet網路和電力線通訊PLC技術。無線網

路則為ZigBee、Wi-Fi等。  

表 1 通訊傳輸比較圖  

WAN 

連接不同地區區域網路或都會網

路電腦通訊的遠端網。跨接很大

的距離範圍，它能連接多個地

區、城市和國家，並能提供遠距

離通訊，形成國際性的遠端網路。 

LAN 

一個可連接住宅、社區、醫院、

實驗室、大學校園、辦公大樓或

建築管理大樓等有限區域內電腦

的電腦網路。  

HAN 

涵蓋一個單一地點，例如家庭、

圖書館、便利商店、學校等單一

區域內的網路。  

2.3 電表資料管理系統 (MDMS) 

電表資料管理系統簡稱為MDMS 主要

技術涵量在於軟體之開發。AMI 系統架構

下，資訊全透過通訊系統傳遞，電表所收集

到的資訊透過通訊系統存入MDMS ，同時必

須支持多項後端應用系統，如帳務系統、停

電管理系統等、客服系統等。AMI 系統下之

MDMS 主要功能簡述如下：  

1.可接受來自不同AMI 架構、廠商、電表型

態之資料，並依據電力公司標準對讀取到

的資料進行資料確認。  

2.資料來源判斷與編輯處理。  

3.記錄讀表過程的狀態和事件，以及透過分

析與歷史資料比對。  

4.支援用戶資訊系統 (Customer Information 

System,CIS)、計費系統等後端應用系統。  

2.4 用電管理  

用電管理係由能源顯示器、用電管理系

統組成，可顯示目前用電資訊、電價、電力

公司服務公告等，如圖3所示。  

圖3 智慧電表流程圖  

2.5 AMI架構及應用  

智慧電表為AMI 中的核心，與傳統電表

不同，具有通訊功能，讓用戶與供電方透過

資料雙向溝通。智慧電表架構圖如圖4  所

示，智慧電表會主動紀錄用電習慣與用量，

並持續監控用電系統，在偵測不正常電壓與

電流時進行斷電及修復，改善過去需要消耗

人力才能達到的目標，並更進一步達到即時

性與智能性的用電升級，達到節能減碳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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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智慧電表架構圖  

智慧電表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別：  

低壓單相：為一般住宅用戶所使用，多

數為機械式電表，用戶數 1200 萬戶，用電量

占全系統的 42%[4]。採用技術為 Wi-Fi 及 PLC

技術通訊方式，電表之部分沿用 CNS1159-46

電子表標準，規範其工作溫度範圍、濕度、

突波、振動等與機構的規範。低壓用戶逐年

增加 AMI 佈置量，並可使用每 15 分鐘等讀

取一次之資料模式，正式還是要以電力公司

之 AMI 準則為主。  

高壓三相：三相式智慧電表則以特高壓

(69kV 以 上 ) 及 高 壓 (11kV~22.8kV) 用 戶 為

主，共約2.3萬戶，使用電子式電表 (適用時

間電價)，用電量占全系統的58%，如商用大

樓及工廠。採用技術為點對點傳輸之GPRS

技術通訊方式，因為高壓實施時間電價，所

以電表要具有時間電價及需量功能，台電已

有高壓讀表標準的電子式電表及配件規範系

統，記錄於讀表介面 (meter interface unit, 

MIU)，讀表資料包含用戶電號、電表日期、

時間、總用電量、尖離峰需量等資訊。  

2.6 時間電價計算方式  

電價可分為非時間電價及時間電價之不

同模式，時間電價中又可分為兩段式電價及

三段式電價等區別 [5]。  

2.7 智慧電表優點  

智慧電表與傳統電表不同，具有通訊功

能，取代人工抄表，藉由數據監控分析，可

達到能源最適使用效率，且會主動紀錄用戶

的用電習慣與用量智慧電表，比較傳統電表

於表2所示，智慧電表優點如下：通訊讀表、

動態電價、即時資訊、遠端控制、品質監測、 

事件回報、遠端韌體更新  

 

表2 電表比較圖  

傳統電表  智慧電表  

中間有圓盤，面板

上5個指針表示用

電量。  

需每兩個月人工

抄表，以記錄用電

量。  

面 板 顯 示 阿 拉 伯 數

字，可透過網路傳輸

或設備連線，上網查

詢每小時用電量，每

月用電量。  

只能知道每兩個

月用電量，以夏季

與非夏季用電計

費，6至9月計費較

貴。  

具有用電資料量立即

傳輸功能，並可累積

每小時用電量和每月

用電量，加上可用於

離尖峰用電計費並具

有電力事故異常之警

報及智慧電表安全性

管理功能，智慧電表

之數值等都可在AMI

管理平台中儲存並列

出每日、每月、每年

等用電趨勢圖等多種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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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智慧電表疑慮  

1.如何計費？  

智慧電表安裝後是採取時間電價計

費，而時間電價的平日離峰時間是晚上10:30

到早上7:30，也是家用戶大部分人的休息時

間，似乎比較難在離峰時間使用電器省電。  

2.能節省多少電費？  

一般社會大眾對智慧電表普遍認知不

足，可能會以為智慧電表本身就是節能裝

置，如果沒有搭配能源管理系統，又沒有改

變用電習慣，那麼節省電費的效果將會大打

折扣。  

3.用電資料是不是會外洩？  

智慧電表透過傳訊方式將用電資料傳送

至電力公司，凡是各種資料傳輸的過程都有

先天的不安全性存在。駭客的入侵、隱私外

洩、用電量遭竄改都是可能發生的疑慮，或

者駭客可以從用電量判斷家裡是否有人，種

種疑慮都應該重視，因此電力公司制定相關

通訊安全性規則並會產生警報加以防止並了

解情況發生。  

2.9 需量反應 

當電力系統供電不足或突發事件，透過

尖峰電價或獎勵措施，請用電戶於指定時

間，減少指定用量，實施用戶卸載之作法，

避免電網運轉及穩定性受到影響，維持電網

可靠度運作為目的，稱為需量反應並導入需

量反應聚合商作法，架構如圖4所示。  

當尖峰負載或電網發生區域瓶頸時，電

力公司可發出指令，直接通知已簽約大型用

戶，或透過AMI或用戶全群代表發出指令，

通知中小型用戶減少用電，如圖5所示，電力

公司依事前協議內容以發生次數或減少用電

量等依據，提供電費優惠補貼用戶。  

圖4 需量反應架構圖  

圖5 需量反應指令傳輸圖  

2.10 台電需量反應措施  

台電公司自 68年起推動需量反應措施

引導用戶管理用電，以提供價格或電費扣減

為誘因，促使用戶改變原本用電習慣，減少

尖峰用電或將尖峰用電轉移至離峰時間，達

到避免電力系統超載、維持供電可靠之目

的，如表3所示。  

表3 台電需量反應措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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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智能家庭節能 (HEMS)&智慧商辦節能

(BEMS)介紹  

HEMS 是指將家電設備包括冷氣、冰

箱、電腦、照明設備等的能源感測裝置，透

過通訊網路相互連結，蒐集家電的電力使用

資訊，達到能源視覺化及最佳控制系統，除

了做為能源控管，還可將資料傳送至雲端，

針對各系統狀態進行分析，可做為電力控管

的參考基準 [6]。  

BEMS為住商節能網路系統技術之重要

一環，公司應用通訊網路技術針對大樓建築

開發以節能為主之BEMS系統，利用與大樓

現有資訊網路系統之整合，依據大樓各承租

戶實際使用情形來達到節能控制。  

2.12 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介紹  

用戶群代表是指一家公司，集結眾多用

戶成為一個虛擬的大用戶，可配合於尖峰時

段或供電瓶頸時調度其用戶降低負載，藉由

與不同類型用戶進行簽約，並透過資通訊技

術整合簽約用戶的需量，以用戶群代表的身

分參與電力公司推行之需量反應方案，並在

需量調度的其間確保提供穩定的需量。  

用戶群代表制 (Aggregator）在電力公

司、用戶、商業大樓或工廠間扮演著中間協

調者，而這個用戶群代表制的新商業模式，

具有下列優點：  

1.提供更可靠的電力卸載量。  

2.讓小用戶也可以參與需量反應。  

3.組合用戶負載提供卸載模式。  

4.分散需量反應違約風險。  

5.促進需量反應多元化、客製化與智慧化。  

三、 智慧型逆變器與儲能系統

之結合對AMI效益 

再生能源兩大電量併入電網中為太陽能

發電及風力發電，而太陽能發電及風力發電

會視氣候與地理條件，不易準確掌握發電

量，對電網之調度會有限制，而對於太陽能

發電及風力發電併入電網中所擔心之電壓瞬

間變化之問題，研究出以智慧型逆變器來取

代原本逆變器之功能，並可追蹤最大功率點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智慧型逆變器依太陽能模組的資料 (V-I

曲線）計算輸出最大功率，透過智慧型逆變

器調控到對大功率點以符合對負載端電力功

率相符合供電，並對儲能電池中也可追蹤對

電池之充放電功能使其達到最大充放電之效

能，而智慧型逆變器可以達到控制電壓及虛

功之成效，對於併網中之暫態現象有加以改

善之模式併可以達到遠方控制併網及控制逆

變器調整虛功亮來對電壓進行電壓調整 (Q-V

關係)，因此導入智慧型逆變器在再生能源中

是進一步的發展。  

以再生能源太陽能為例，太陽能利用光

伏效應，將光能轉換成電能，如圖6所示，可

以假設太陽能產生一獨立電流提供給負載，

其中電流源
pvI 用來表示太陽能板之內部等

效電流源， iD 表示為P-N接面二極體， 為二

極體之理想因子， sR 和Rp則分別代表太陽能

內部的等效串聯電阻 ( sR )及等效並聯電阻

(Rp)[7]， sI 為太陽光之逆向飽和電流， oV 為太

陽能板之輸出電壓， I 為太陽能板之輸出電

流，因此，太陽能輸出電流與電壓關係以方

程式(1)表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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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太陽能板等效電路圖  

 

(1) 

 

太陽能電流
pvI ，會隨著太陽的日照量G

和溫度的變化而改變，
nG ：參考的日照量，

T ：太陽能電池之表面溫度，
rT ：太陽能電

池工作表面溫度，
iK 為太陽能短路電流的溫

度係數，Isc 為短路電流，如方程式 (2)所示 [9]。 

 

(2) 

 

根據上述數學式利用 (1)式可以計算出

太陽能模組之輸出功率Pmax=Vo*I而得出太

陽能模組之輸出功率。  

日照輻射G（ 2W / m ）對於每個不同的時

間點，日照輻射會有不同之連續變化，太陽

能輸出 I-V關係曲線、P-V曲線，可經由控制

太陽光電於不同日照輻射、溫度、端電壓的

輸出範圍做調控，因此，太陽能日照輻射的

輸出功率也會有連續性的不同變化，而導入

智慧型逆變器於再生能源中，智慧型逆變器

可控制實功、控制虛功、調控匯流排電壓、

調控功率因數等功能並可以在遠方電力調度

中心中做遠方併聯時之控制智慧型逆變器相

關數值以平衡併聯區域電網之穩定度，因此

智慧型逆變器所具有之特色及遠方調度控制

功能是進一步要推廣在再生能源併聯系統中

穩定動態及暫態現象。  

而再生能源中儲能電池是應用於將多餘

之再生能源發電量儲存，以在尖峰是離峰用

戶負載用電時可做調控，同時可將尖峰電網

電量不足之餘可利用用戶端再生能源發電或

是電網端再生能源發電來補足發電廠之發電

機供電不足之瓶頸，以作為電網調度之彈性

使用或是區域電力平衡之用途。對於智慧逆

變器連接儲能電池串組中，透過儲能系統電

池DC/DC升壓電路設計中，DC升壓後要與智

慧逆變器在DC Bus端做連接，此DC Bus端電

壓高，因此調控DC Bus端電壓穩定是很重要

設計，DC Bus端電壓不穩定時有可能會造成

智慧逆變器電力電子元件，如絕緣閘雙極電

晶體 (IGBT)所設計之逆變器之R、S、T相甚

至N相電力功率會受影響，但智慧逆變器是

可設計為模組式之電力功率元件，有問題之

否相電力電子功率元件受損，可由另一組模

組式之電力功率元件做瞬間電力功率轉移使

負載或對電網之併聯無受影響。而智慧型逆

變器電力電子元件 IGBT受控制板所調控脈

衝寬度調變 (PWM)併搭配濾波電路 (LC)使其

智慧型逆變器輸出之功率具有較佳之電力品

質，以圖7所式， IGBT電力電子元件趨動以

PWM正半波分析中得知，經PWM正半波調

變後所顯示之弦波還是未達正弦波狀態，因

此調控 LC濾波將諧波做改善後，如圖 8所

式，智慧型逆變器輸出之功率就具有較佳之

電力品質。  

圖7 IGBT PWM正半波及輸出弦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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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IGBT PWM經由濾波後所對輸出正弦波

分析  

對用戶端而言，經由AMI並透過時間電

價及需量反應做法中透過再生能源，以太陽

能發電為例，如圖9所示，儲能電池在尖封用

電時透過儲能電池電量功給用戶端負載使

用，減輕電網尖峰用電及結省用電量，用戶

端及供電端都可經由用戶端AMI得到用戶端

用電數值，對於用戶及電網管理中心而言都

是對電力調度中有助益。儲能系統搭配AMI

可將再生能源發電平滑化，及提供緊急快速

放電能力及最佳充放電策略等功能，以維持

電力品質及電力系統供電穩定度如圖 10所

示。  

圖9 太陽能結合AMI示意圖  

 

圖10 太陽能結合儲能系統及EV搭配AMI 

示意圖  

四、結論 

近年來能源成本直線上升的情況下，節

能變成全球重要挑戰，透過通訊整合用電資

訊的應用模式及智慧電網技術的導入來提升

整個電網效率、進而達到電力系統可靠度與

滿足安全規範，並藉由智慧電表導入時間電

價和需量反應來改變用戶用電行為，再者對

用戶用電的資訊收集及分析以達到最佳調度

達到對電能之供需平衡調度及節能減碳之目

標。智慧電網的相關技術持續演進及開發，

如再生能源中，智慧逆變器及儲能電池組DC

升壓電力電子元件等也應用於智慧電網中，

先進電力電子元件設計更精隼之控制邏輯及

控制回朔訊號等訊號處理將引領智慧電網電

力系統推向更有效率、安全、可靠及智慧化

的電網先進及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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