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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燃料電池、生質能或燃油發電機等分散式

一、前言

發電系統在發電過程中所產生的廢熱可透過

由於「再生能源」與「能源自主觀念」

結合熱電共生系統（CHP, Combined Heat and

的推行，分散式電力系統逐漸受到重視。分散

Power）
，提高系統整體效能。供電中斷時，

式電力系統是由許多小型模組化的發電系統和

分散式電力系統則可對家庭或鄰近區域，利用

對應之配電系統所組成，這些系統大部份設置

儲存電力在一定時間內持續供電。從電力投資

在電力需求所在地，除了能獨立運作外，也可

者的觀點而言，分散式電力系統有其誘因，例

併聯電力網路。燃料電池、汽電共生、太陽光

如較易覓得開發地點，且短期內即可生產電力

電、小型風力發電與生質能發電等都可視為分

出售，可較快速的回收投入成本。在資金利用

散式發電系統。傳統的電力多是使用化石燃料

方面，分散式發電系統可視電力需求逐步投入

（煤炭、石油、天然氣）
，水力及核能發電等

資本，因此在資金的利用效益與風險上都較集

大型集中式發電系統所產生，再從供應端透過

中式電廠有利。在自由化的電力市場中，分散

電力網路長距離輸送後配送至消費端，系統僅

式電力的供應者可充份利用電價獎勵條件，提

能單向傳輸電力（圖 1）
。這樣的系統有其缺

升其競爭力。例如在離峰時購入電力，然後在

點，例如對輸入燃料的依存度高、溫室氣體和

電力需求高峰時賣出，因此分散式電力系統可

其他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輸配電損失、需要
電力配送與交換設備等（新エネルギー技術開
。
発部，2006）

二、分散式電力優點與應用
相較於傳統的電力系統，分散式電力系統
有許多優勢。分散式發電系統由於多設置於電
力需求所在地（On-site production）
，可減少電
力輸配損失和成本（電力輸配成本約占總電力
成本的 30 %）
（European Commission, n. d.）
，
圖1

並可延緩電網電力傳輸負荷成長，延後電力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配電系統升級或增建的時程。和集中式電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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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對於電力價格波動之實體性防範措施。當

grid）
；
（二）支援資通訊技術的互動網路系

然，再生能源和其它分散式電力系統（例如燃

統；
（三）先進電力通訊系統。以下對此概念

料電池等）的運用，有助於降低能源進口量及

進行說明：

提升電力供應安全，促進能源供應的多元化。

灱 微型網路系統 （micro grid）

由於分散式電力系統之優勢，因此各國

微型網路系統是由數個小型發電與儲電單

多大力投入分散式電力系統的研究和示範計

元、電力需求者與低電壓配電系統所組成之獨

畫。美國首先針對預備電源與緊急用電源等

立或聯網的電力系統。微型網路系統主要的特

多數分散型電源，提出以通信網路及軟體等

色在於單日整體電力需求在數度（kWh）之譜

之控制及管理平台，以解決電源傳輸中斷之

（新エネルギー技術開発部，2006）
。

累積風險。現階段以分散式電力網路管理系

牞 支援資通訊技術的互動網路管理系統

統架構為主，使用多種能源、多點、小規模

互動網路管理系統概念除利用資通訊技術

分散型電源（500kW 以下）
，並結合電力儲存

控制區域內之微型網路系統外，最大之特色在

裝置等系統組合，主要用於滿足區域能源需

於利用遠端控制協調整體電力網路內個別區域

求（CEC/DOE, n.d.）
。日本則參考美國分散式

電力系統。如果某地區電力不足的話，為了維

電力網路管理系統架構，由新能源產業技術

持系統電力平衡，可停止對特定需求端停止供

綜合開發機構（NEDO）執行「新能源等地域

電或增加發電量。這樣的系統將有助於提高電

集中實證研究」五年專案（2003-2007 年）
，

力系統的可靠性。

2006 年投入 27.1 億日圓，已導入運行。歐盟

犴 先進電力通訊系統

Cluster “integration of RES+DG” 四年專案，針

先進電力通訊可建立互動網路管理系統，

對可能用於分散型電源之再生能源導入與促

有助於改善能源管理、防範竊電、建立電力公

進，以及分散型電源使用之能源儲存裝置及

司與使用者間溝通等工作，亦可協助電力系統

系統開發等進行研究。此專案總投入經費為

管理資訊網路化，完成分散式負載管理、緊急

3.4 億歐元，一般民間企業、電力 / 瓦斯業者

事件反應及自動抄表等。

及研究機關共 100 個單位以上參加（Schmid,

四、結語

2003）
。

推動再生能源成為國家能源供應來源之一

三、智慧型分散式電力概念

為我國既定政策。2005 年 6 月全國能源會議

由於分散式的電力系統未來將逐漸普及，

規劃，至 2010 年我國推動再生能源占電力系

配送電力網路設計需考慮配電網路中所併聯的

統發電總裝置容量 10 %，2025 年占 12 %（經

附加供電系統。分散式的電力系統除了發電與

濟部能源局，2006）
。當大規模的再生能源被

儲電系統外，管理和通訊系統不可欠缺。未來

納入電力供應體系時，由於太陽光電、小型風

的電力系統構造中，需要對越來越複雜的系統

機或生質能發電系統等多為不穩定之小型分散

進行管理，整合系統上所有設備，三個重要概

發電系統，對現有的電力系統會造成一定程度

念因此蘊育而生－（一）微型網路系統 （micro

之衝擊，例如併聯電力網路易造成電網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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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高電力系統負載管理
的困難度。此外，為因應其
不穩定性，為穩定整體電力
供應往往需另外建置備用電
力設備。因此如何透過分散
式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
能設備、電網管理系統與先
進通訊網路系統之整合，建
構 區 域 能 源 最 有 效（ 最 佳
化）運用環境，對我國而言
是目前相當重要的課題（圖
2）
。未來在「再生能源發展
條 例 」 與「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圖2

結合分散式發電設備、儲能設備、電網管理與先進通訊網路
之電力網路概念

法」的推動下，預計將會有
更多的分散式發電系統需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納入電力網路中。建議短期
可研發建立區域分散式電

經濟部能源局（2006）
。全國能源會議具體行動

力網路管理系統與分析模式。在系統完成後可

計畫 。台北市：經濟部。

選擇大學或公共設施，建立最佳化分散式再生

CEC/DOE. (n. d). Micro grid energy storage

能源利用示範系統，並進行效率性、環境性、

demonstration. Retrieved Jan. 10, 2007,

經濟性與產業化整體評估。未來如果能順利將

from http://www.energystoragedemo.net/cec/

「分散式電力網路管理系統」於國內推廣，不

microgrid/microgrid.asp

但智慧型能提升再生能源的使用效率，減少電

European Commission. (n. d.). Key advantages of

力傳輸損失，更能促進國家整體能源利用效能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Retrieved Jan.

與安全。

10, 2007, from http://ec.europa.eu/research/
energy/nn/nn_rt/nn_rt_dg/article_1159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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