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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針對變頻控制下馬達電源端之
電力品質進行偵測與分析等相關研究工
作。馬達為眾多設備動力的主要來源，近 二、緣由與目的
年來為了高階化的控制及節約能源之目
的，大量採用變頻（Inverter）控制方式，
眾多工業或民生之設備機具要求精
或 稱 可 調 速 驅 動 （ Adjustable Speed 準的控制程序，這些作業程序大多利用馬
Driver）控制。變頻器對不良電力品質（如
達(Motor)來驅動，簡言之，馬達的轉矩
突波和電壓遽降）之忍受力較馬達本身微
弱，但另一方面變頻器所產生的電力品質 （Torque）及轉速（Speed）將直接影響整
問題如諧波，可能干擾其他電器設備。本 個系統控制效能。其中感應馬達（Induct
計畫將針對此種特定負載之電力品質相關 motor）具有結構簡單、成本低和免維護等
問題進行量測與分析，建立電力品質數據 優點已成為主要的動力來源，又因變頻器
資料庫，發展線上即時偵測系統。
（Converter）的性能越來越進步且價格越
來越便宜，使得工業應用上大都採用可調
關鍵詞：電力品質，量測與偵測，虛擬環
速驅動器（Adjustable speed drives）來控
境系統，可調速驅動器，馬達
制馬達的轉速或轉矩。可調速驅動器主要
元件為電力電子元件，而電力電子元件對
Abstract
電源條件較為嚴苛，任何不良的電力供應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均有可能影響甚至損毀電力電子元件，如
develop a new technique to measurements,
電壓驟降或突升等。因此有必要發展一套
analysis and diagnosis on the power
可供線上（On-line）快速而準確地分析
quality. Most of machine tools are
driven by the electric motors. To （Analysis）和偵測（Diagnostic）不良電
achieve advanced control and energy 力品質事件，以避免影響馬達之操作，而
conservation, many industrial use 導致使品不良。
adjustable speed drivers (ASDs) to
變頻器屬非線性負載（Non-linear
control the speed and/or torque of load）為諧波污染（Harmonic pollution），
electric motors. Any power transient
之主要來源[1,2]，對其他電力設備或通信
events such as voltage sags on the motor
and load can adverse effects on 設備產生相當的干擾與破壞[3-5]。有必要
建立其相關電力品質之用電特性資料庫，
operating performance.
以供電力品質相容或電力品質干擾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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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策略研究之用。
過去對電力品質事故的分析或判別，
l
大都依賴檢視法。從檢視事故的情況或現
l
場量測資料，而據以結論之。然而事故現
l
場所得資訊有限，而現場量測需要長時間
連續性的量測，資料量相當龐大。因此相
當耗時及耗費人力，然而電力品質干擾問
題有時間上之急迫性，故有必要發展一可
供及時快速而正確偵測電力品質事件，並
發出警訊之系統，以供操作人員採取必要
之措施，避免系統受損或影響產品品質或
產能。

B.2 電源干擾
欠電壓與過電壓
電源頻率改變
電源電壓改變
電壓突降、驟升與中斷

四、計畫進度
已完成之工作項目
A. 建立量測試驗系統，包含馬達控
制系統，量測儀表與介面及個人
電腦。
B. 量測數據，分別就馬達各種運轉
三、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模式及電源干擾情況，量測建立
本計畫主要目標在建立可變速度馬達
各項電力特性。
驅動器在(1)馬達各種運轉模式（如起動、
C. 分析數據，利用統計方法如平均
正反轉、變速和負載變動等等）和(2)電源
值、變異數及可信度區間等等分
干擾情況（如欠電壓、過電壓和頻率改變
析量測資料。
等等）下之電力品質相關特性。分別建立
這些運轉條件下之電壓對電流之特性曲
線，和電壓、電流、頻率對時間之特性曲 五、計畫成果自評
線等等之數據。主要工作及方法分述如下。
本計畫第一年進行量測及記錄變頻器
電源端在馬達各種運轉模式（如起動、正
反轉、變速和變載等）和電源干擾
(A) 建立量測試驗系統
量測試驗系統的架構如圖二所示，其 （Disturbance）情況（如低電壓、高電壓
和頻率改變等）下之用電特性，即電流對
中馬達控制系統以變頻器來驅動，其轉速
電壓之特性和電流、電壓及頻率對時間之
及轉矩之控制則利用動力計；量測部分則 特性等等。相關量測數據以統計方式歸納
包含電壓電流信號之量測、轉矩及轉速之 分析之。這些數據將供總計畫建立電力品
量測；整個量測系統並以一部個人電腦整 質資料庫和下二年計畫：模擬分析電力品
合之。個人電腦為一執行控制中樞，除發 質之虛擬系統及電力品質事件線上即時偵
出控制命令外，並執行記錄搜、集數據及 測器之用。此外本年度之計畫亦設計一模
糊類神經網路（Fuzzy-Neural Net）來分
分析等相關工作。
類或歸類電力品質事件。進度大致符合預
(B) 量測
期規畫之進度與目標。本研究應可依計畫
本計畫之量測旨在建立變頻控制下
完成。
馬達電力特性，預計將進行下述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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