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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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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 
2030年累計容量超過4.2GW。 

 

 預計彰化地區申設之離岸風力
裝置容量可達10GW。 

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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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岸風電併網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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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量大且具高度集中性 

 併網點系統衝擊變高。 

 出力變動更為劇烈。 

 造成輸電系統壅塞。 

 系統穩定度與可靠度降低。 

 運轉情境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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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岸風電併網之挑戰 

暴風期間，風場
原出力接近滿載，
因瞬間風力過大，
超過風機最大出
力cutout，風場
出力在30分鐘內
急降載至近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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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ISO為例 

（06.10.2008） 

• 造成電力平衡調度困難 

• 其他電源需要配合快速升載/降載 

• 風電占比越高，劇烈事件發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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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經驗_ 以NYISO為例 

為使可併網容量最大化，要求風機需符合下列特性 

 併接點（POI）之電壓調整能力 

 低電壓穿越（LVRT） 

 功率降載能力（Power Curtailment） 

 可設定之升/降載率（Ramp Rate） 

 調速機功能（Governor） 

 備轉容量功能(Reserve) 

 零功率電壓調節（Zero Power Voltag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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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經驗_ NERC 可靠度要求 

2007年NERC成立IVGTF小組，對於再生能源提出之規劃相關議題。 

TASK1.3 併聯程序及標準 

• 實工/虛功率控制 

• 頻率及慣量反應 

• 電壓及頻率穿越 

TASK1.7 既有低電壓穿越要求與配電系統之防孤島（IEEE1547）要求應                                 

              當協調。 

TASK2.2 要求有足夠的通訊設備用以監視及傳輸調度訊號至可變化電源。 

註：IVGTF小組已於2016完成階段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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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經驗_ NERC 可靠度要求 

 虛功率及電壓控制 

 穩定度分析要求（目前標準是75MW以上，朝10-20MW方向修正） 

 實功率控制 

 諧波及次同步反應（目前非NERC強制項目，但電網公司可自行要求） 

 併網分析之設備模型 

 風場與電網調度員間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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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經驗_ NERC 可靠度要求 

低電壓穿越及防孤島設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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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經驗_ ERCOT 可靠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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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電作為 
 投入先期研究：「因應再生能源大量推廣之併聯規劃技術與運轉安全

等議題研究」、「EPRI P173B Operational Reserves」等研究。 

 配合綠電優先政策，塑造友善併網環境，尋求併網容量最大化。 

 因應專區之併網需求，調整併聯審查內容及增加技術上可行之併網點。 

 配合專區之電網擴建計畫。 

 修訂併聯技術要點，兼顧系統運轉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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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電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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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17家風力籌備處已提供系衝檢討資料 

開發商 籌備處 開發區塊 裝置容量(MW) 

永傳 

彰芳 27 552 

福芳 28 552 

西島 27東側 400 

台灣綠色 
海峽 27 600~800 

海能 28 600~800 

中鋼 中能 29 704 

台電 再生處 26 720~800 

崴華 宇騰 26北側 240 

上緯 

海鼎一 11 736 

海鼎二 16 760 

海鼎三 17 760 

丹能 

大彰化西北 12 587.4 

大彰化東北 13 560.7 

大彰化西南 14 631.9 

大彰化東南 15 605.5 

玉山 
海龍三 18 468~512 

海龍二 19 612~696 

目前已提供系衝檢討之裝置容量約10GW 

預計於114年提供6.5GW併網容
量，另外3.5GW則後續規劃引接
至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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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電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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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kV 

161kV 

WTG 

114年 

往彰濱 

往中港 

往彰林 

往彰濱 

彰光 
彰一甲 

彰一乙 彰工 

彰工 
彰埤 

永興 

彰工升壓站 
彰一開閉所 

永興開閉所 

彰埤開閉所 

彰工併網點 永興併網點 

WTG 

WTG 

WTG 

WTG 

可併:1GW 可併:1.5GW 可併:2GW 可併:2GW 

(累計可併:6.5GW) 

電網規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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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併聯審查、電網擴建計畫僅可確保在特定情境下，可符合各項系統安全
準則。並無法保證系統可於任何時間點，皆可滿足所有風電之電力傳輸
需求。 

1.系統運轉仍須考量 

 輸電系統某設備發生壅塞，系統需要重新調度。 

 因應大型風場發電之不確定及變動性，增加風電預測、增加備轉需求
量、風電接受調度指令運轉。 

 增設儲能設備。改善出力穩定性或改善系統運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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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調度中心之SCED程序，係根據機組成本
曲線，最佳化決定各機組最適發電量，同
時滿足輸變電設備不超載狀況。 

 風場受區域天氣因素大幅下降出力，經由
SCED可更有效的產出運轉排程結果。 

 FREC認為當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在1GW以
下時，應放寬再生能源未按預定排程運轉
之懲罰性;當系統裝置容量達到20GW時，
再生能源應當符合各項要求。以避免系統
運轉成本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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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壅塞重新調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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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3.風電調度管理策略 

調度中心之SCED程式根據所有風電及其他機組之報價，決定系統之即
時運轉出力，並同時確保風電輸出可同時滿足安全性及經濟性之要求。
其優點為： 

 以5分鐘為調度週期，降低風力遭指令降載週期及降載量。 

 避免調度人員介入處理高風電滲透區之可靠度問題。 

 提高輸電線路之可靠度。 

 減少風電極端（負報價）報價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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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4.集中式風電預測 

ERCOT、NYISO等ISO以集中預測介面，預測未來2日每小時風電出力
預測，使風電之變動性、間歇性對系統造成之影響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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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予日前排程以及即時之SCED使用，
改善系統整體運轉效率。 

 減少輕載或重載情況下，升降載率之限
制。 

 各風場須提供風速及風向等氣象資料，
並分擔風力預測系統之運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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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5.準備充裕之系統備轉容量 

 由於風力短時間預測具高度不確定性，NYISO或CAISO皆以提高調頻備
轉予以因應。風電滲透率增加後，調頻備轉需求量顯著增加。 

 調頻備轉需求量增加，必須尋找新的供應源，如：大型儲能（電池、飛
輪）或需量反應等。 

 某些區域，如丹麥風電裝置容量已大於離峰負載量，因此風電必須提供
調頻或即時備轉。丹麥電業法更規定風電必須提供 ”Delta control”，亦
是限制風電出力，以提供增加或減少功率輸出之調節能力。 

 依據台電公司委託美國電力研究院(EPRI)之研究結果，需額外準備再生
能源裝置容量10%之備轉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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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風場/風機接受調度 

 風場應當接受由調度單位發送出之調度訊號。 

 正常無安全限制運轉期，採優先調度方式，無特別限制。 

 當有安全限制期間，若該風場可用以舒緩安全限制，風場出力需重新
調度。 

 風場需配合調度指令直至可靠度問題被解決為止。 

 建議未來風場需配合提供一經濟性報價（價量曲線），使SCED經由
一最佳化程序，決定各風場最適降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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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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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電源開發及法規配合修訂 

 長期電源開發規劃需大量增加快速起停、運轉範圍大及頻控範圍大之
燃氣複循環機組。 

 再生能源併聯技術法規面需配合修訂，例如：管制再生能源於責任分
界點的負載變動率(∆𝑃) 等(如美國、德國、紐西蘭及中國大陸等之併
網規範)，透過費率機制鼓勵再生能源業者備妥適當之儲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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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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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精進系統調度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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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精進與展望 

採購建置

「再生能源

管理系統」 

積極推動

「需量反應」 

修訂「電力

調度規則及

相關作業程

序」 

建立「輔助

服務市場及

相關機制」 

因應再生能

源發展及負

載變動情境，

加強相關人

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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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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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未來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將持續增加，為使得以順利加入系統及
順利調度，需要： 

 調度程序（SCED）-風場/風機接受調度 

 Forecast, Monitoring, Active/Reactive Power Control 

 合適的再生能源併聯技術法規 

 燃氣複循環機組的開發 

 儲能系統的建置 

 系統調度控制技術的精進 

為創造友善併網環境，電網增設計畫正積極辦理中；調度單位亦將
持續竭盡所能，提出適合當下之各項調度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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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恭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