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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純石化燃料

與併入再生能源之電力調配與能源監控分

析。本研究利用所建置的LabVIEW軟體，

監控模擬的電力系統之發電、輸電到用電

過程，並進行嚴謹的系統分析與比較；

LabVIEW為一圖形化模擬軟體，擁有簡單

的操作方法、顯而易懂的人機介面與快速

上手的優點。設計上，分別調整發電系統

使用純石化能源與加入再生能源、輸電系

統有無使用變壓器做升壓以及用戶端輕載

與滿載各種情況，透過模擬分析軟體

LabVIEW進行分析與比較。本文完成能源

監控與智能電力調配系統之相關學術文

獻、技術建置、實驗模擬與分析，並建立

系統化之能源監控與智能電力調配之方

法，故研究成果可作為相關業界之參考與

應用。 

關鍵詞：能源、監控、智能調配、電力系

統、分散式電源 

Abstract 

In this reearch, green energy is merged 

into fossile fuel energy for better energy 

supply transmission system. Power 

monitering and intelligent power deployment 

control are also introduced in this distributed 

generation system. The system utilizes 

LabView to design a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including power transmission 

monitoring, consumption monitoring, power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furthermore, 

the intelligent power control is deployed for 

integrating green power into system. 

Labview that is a graphical language with 

possessing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and easy understanding is used to design the 

functions of monitoring, control and analisys 

for power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consuming status among differnt situiations 

including if using transformer and under 

different load. The completing of this 

research, the method, theroy and practical 

technique of power monitering and 

intelligent power deployment are 

understanded and constructed. The results of 

this reaserch shows this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echnique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into industry for decreaseing fossil fuel usage 

and protecting our enviroment.       

Key words: power, monitoring, control, 

intelligent, distributed generation 

 

1. 前言 

過去幾年，由於人為因素加劇地球溫室效

應造成全球暖化日益嚴重雨極端氣候現象。綜

觀相關研究報告與文獻[1-2]可獲知其主因乃

歸咎於工業革命後溫室氣體排放量更甚於過

去所導致，其中大量地使用煤、石油、天然氣

等石化燃料造成目前全球的二氧化碳以每年

約六十億噸的量增加，為加劇溫室效應的主要

氣體[3]。因此，緩和溫室效應的首要之務為安

定大氣，亦即抑制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然

若要顧及安全、廢棄物處理的問題、經濟發展

與生活品質的情況下，除了降低能源的使用量

及提高能源的效率外，大量使用潔淨無汙染的

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地熱、風力、水力

及潮汐等，一方面可避免二氧化碳的產生，另

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天然資源，盡可能達成使

用潔淨能源且零排放之目標[4]。 

電力需求的快速增長，消耗常規能源，在

電力電子技術的改進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發

電，便產生了分散式的電源[5-8]。這些技術正

在改變目前的電力系統從發電到輸電的結

構。隨著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增

加，潔淨和可再生的能源，受到了很大的關注

[9]。有鑑於此，國內外相關產官學界以及相關

研究分分針對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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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電源)併網制定相關規範以利分散式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有效管理與發展[10]。 

在此研究中，將利用虛擬儀控技術整合太

陽能能源及進行監控，達到有效能源運用之目

的。虛擬監控技術結合現有的電腦技術和創新

的高性能且靈活易於使用的軟體及模組化硬

體，在電腦上建立一個強大的測試、測量和控

制系統，模擬結果呈現出有效之能源監控與整

合的優勢[11]。 

 

2. 系統架構 

本系統使用 myGrid by Elenco 做為模擬

系統，並配合 NI myDAQ 作為訊號介面，可

利用 NI myDAQ 之內建虛擬儀器進行系統之

即時量測，其系統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系統架構圖 

2.1硬體：圖二為 NI MyDAQ之外型圖。 

(a)為電源，USB連接孔。 

(b)為正面，印有電路圖。 

(c)為訊號輸入/輸出接點。 

(d)為虛擬儀器之測量探棒連接孔。 

 
圖二.NI MyDAQ 

圖三為MyGrid by Elenco之電路。 

(a)為石化燃料發電端 

(b)為發電端變壓器 

(c)為負載端端變壓器 

(d)為三個模擬負載 

(e)為太陽能板 

(f)為兩個切換開關 

 
圖三. MyGrid by Elenco 

2.2 軟體：本系統利用 LabVIEW 作為監控與

電力智能往配之設計軟體，因其有功能由用戶

自己定義、功能全面且可與其他設備做連結、

功能多元開放可任意更改、技術更新快、價格

便宜可再利用及低廉的維修困難度與費用的

優點，更能提供強大的後續資料處理能力，設

置資料處理、轉換、儲存的方式將結果顯示給

用戶。 

圖四為本系統之人機介面圖與程式方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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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a).系統之人機介面圖 

 
圖四(b).系統之程式方塊圖 

 

3. 實驗結果 

3.1系統校正： 

圖五為本系統之連接測試頁面與進行系

統量測校正。 

 
圖五(a).系統之連接測試頁面 

 
圖五(b).系統之量測校正圖 

3.2模擬狀態：  

圖六為兩個切換開關，可設定變壓器是否

做升壓與控制輸入電源為純石化燃料或加入

太能能能源。 

 
圖六.系統之切換開關 

3.3.1 模擬狀態：無升壓，純石化燃料，用

戶端輕載。 

圖七為變壓器開關 OFF，能源開關 AUX，

用戶端輕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示發電端

電壓微高於負載端，證明輸電過程有損失。電

力調配上如圖七(b)所示，灰色部分為石化燃

料，綠色部分為太陽能，由圖可知並無加入太

陽能能源。 

 
圖七(a).系統之切換開關          

 
圖七(b).系統之模擬狀態 

3.3.2 模擬狀態：無升壓，純石化燃料，用

戶端滿載。 

圖八為變壓器開關 OFF，能源開關 AUX，

用戶端滿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示發電端

電壓高於負載端，證明輸電與用電過程中的消

耗。電力調配上如圖八(b)所示，灰色部分為石

化燃料，綠色部分為太陽能，由圖可知並無加

入太陽能能源。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IT 2013 
 

 
圖八(a).系統之切換開關 

 
圖八(b).系統之模擬狀態 

3.4.1 模擬狀態：有升壓，純石化燃料，用

戶端輕載。 

圖九為變壓器開關 ON，能源開關 AUX，

用戶端輕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示發電端

電壓低於負載端，證明輸電過程使用變壓器可

降低發電廠消耗的能源。電力調配上如圖九(b)

所示，灰色部分為石化燃料，綠色部分為太陽

能，由圖可知並無加入太陽能能源。 

 
圖九(a).系統之切換開關          

 
圖九(b).系統之模擬狀態 

3.4.2 模擬狀態：有升壓，純石化燃料，用

戶端滿載。 

圖十為變壓器開關 ON，能源開關 AUX，

用戶端滿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示發電端

電壓低於負載端，證明輸電過程使用變壓器可

降低發電廠消耗的能源。電力調配上如圖十(b)

所示，灰色部分為石化燃料，綠色部分為太陽

能，由圖可知並無加入太陽能能源。 

 
圖十(a).系統之切換開關 

 
圖十(b).系統之模擬狀態 

3.5.1 模擬狀態：無升壓，石化燃料加入太

陽能能源，用戶端輕載。 

圖十一為變壓器開關 OFF，能源開關

SOLAR，用戶端輕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

示發電端與負載端電壓皆高於純石化燃料

時，證明加入太陽能能源可產生更多的電力。

電力調配上如圖十一(b)所示，灰色部分為石化

燃料，綠色部分為太陽能，由圖可知加入太陽

能能源可產生更多的電力。 

 
圖十一(a).系統之切換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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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b).系統之模擬狀態 

3.5.2 模擬狀態：無升壓，石化燃料加入太

陽能能源，用戶端滿載。 

圖十二為變壓器開關 OFF，能源開關

SOLAR，用戶端滿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

示發電端與負載端電壓皆高於純石化燃料

時，證明加入太陽能能源可產生更多的電力。

電力調配上如圖十二(b)所示，灰色部分為石化

燃料，綠色部分為太陽能，由圖可知加入太陽

能能源可產生更多的電力。 

 
圖十二(a).系統之切換開關          

 
圖十二(b).系統之模擬狀態 

3.6.1 模擬狀態：有升壓，石化燃料加入太

陽能能源，用戶端輕載。 

圖十三為變壓器開關 ON，能源開關

SOLAR，用戶端輕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

示在發電端電壓同樣的情況下負載端電壓為

所有實驗情況中之最高電壓。電力調配上如圖

十三(b)所示，灰色部分為石化燃料，綠色部分

為太陽能，由圖可知加入太陽能能源可產生更

多的電力。 

 
 

圖十三(a).系統之切換開關 

          

 
圖十三(b).系統之模擬狀態 

3.6.2 模擬狀態：有升壓，石化燃料加入太

陽能能源，用戶端滿載。 

圖十四為變壓器開關 ON，能源開關

SOLAR，用戶端輕載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

示在發電端電壓同樣的情況下負載端電壓為

所有實驗情況中之最高電壓。電力調配上如圖

十四(b)所示，灰色部分為石化燃料，綠色部分

為太陽能，由圖可知加入太陽能能源可產生更

多的電力。 

 
圖十四(a).系統之切換開關          

 
圖十四(b).系統之模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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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本文首先，蒐集電力系統架構資料以及國

內外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制訂的相

關規範，透過所建置的LabVIEW軟體，監控模

擬電力系統的統發電、輸電到用電過程做監控

進行嚴謹的系統分析與比較，完成能源監控與

智能電力調配系統之研究。 

實驗結果得知，以純石化燃料加入太陽能

能源，在同樣的用電需求下能最有效地降低石

化燃料的消耗；而在輸電過程中搭配變壓器的

使用上，因功率等於電壓乘於電流(P=VI)，發

電機在同樣輸出功率下，提高電壓能降低電

流，由損失功率P=I^2*R得知，提高輸電電壓

能大幅減少輸電的損失，因此使用變壓器可降

低配電能源的消耗與損失且能供應出最充足

的電力。 

本文所建置的軟硬體技術能針對石化燃

料與再生能源之智能電力調配有效地達到能

源軟換利用以及建立之系統化能源監控與智

能電力調配系統之技術可作為相關業界之參

考與應用至現今之電力系統上。本文之完成，

將有助於政府推動潔淨能源政策，藉以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達到環境保護於電力智能調配技

術面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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