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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由於非線性負載的使用快速成長，其所產生之大量諧波電流造成配電系統之
污染，甚至造成電力中斷及工安事故，特別是對電力電容器的影響尤其嚴重。因此，本計
劃擬提出一諧波污染下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保護方法之研究。本計劃擬分三年來進行，本年
度為第二年計劃，以第一年所發展之自動功因修正系統為基礎，繼續強化自動功因修正系
統中電力電容器組之保護技術，擬發展之電力電容器組保護技術為一種新的開關架構及控
制方法來抑制電容器投入瞬間之湧入電流及切離時之暫態高壓，以延長電力電容器及開關
設備之壽命；並利用諧振頻率偏移技術，使諧振頻率偏離主要諧波頻率，以保護電容器組
免於諧振破壞，提高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之可靠度。
關鍵詞：湧入電流，諧波，諧振
Abstract

The power electronic related equipment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its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has resulted in the problem of harmonic pollution. The harmonic pollution
will degrade the power quality, and it may result in the power interruption even industry
accidents. The harmonic pollution has a serious effect to the power capacitor. In this
project, the method to improve the harmonic effect to the power capacitor will be
proposed. This project is divided into three years. The project of first year is to implement
an automatic power factor regulator (APFR). The project of second year is to develop the
protection technology. A new switch module for protecting the power capacitor form
inrush current has been developed. Besides, a new protection method for protecting the
power capacitor from harmonic resonance was also developed. The basic concept of
harmonic resonance protection is to avoid the power capacitor resonance by changing the
parameters capacitor to deviate the resonance frequency.
Keywords：inrush current, harmonic,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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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及文獻探討
電力系統中大部分的負載為電感性，而
該電感性負載會吸收虛功率而造成落後功
因，使得需以較大之電流才能傳送相同預期
之實功率，因而降低輸配電系統的傳輸效
率，並增大負載端之電壓調整率，所以台電
公司的“營業規則”中規定功率因數以百
分之八十為基準，低於百分之八十則每低百
分之一，該月分電費增加千分之三，所以工
業用戶為了滿足台電公司的規定，以降低電
費，均會裝置虛功補償系統，目前虛功補償
系統包含電容器組，靜態虛功補償器，同步
調相機等，在成本考量下，工業界大多採用
以電容器組為主的虛功補償技術，若採用固
定電容器組來補償虛功，因為補償的虛功量
無法隨負載變動，將造成在輕載時過補償，
而使功率因數反而降低，且造成過電壓而可
能破壞鄰近之用電設備，所以目前工業界大
都採用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使用多組電容器
利用電磁開關來決定投入之電容器數目，它
的虛功補償量是分段調整的，無法線性調
整，因此補償後無法達到單位功因;另外又
有將電容器組再配合閘流體(thyristor)來作
為虛功補償量調整之技術，其中包含閘流體
切 換 電 容 器 (Thyristor-Switched Capacitor
TSC) 、 閘 流 體 控 制 電 抗 器 (ThyristorControlled Reactor TCR)、固定電容閘流體
控 制 電 抗 器 (Fixed Capacitor, ThyristorControlled Reactors FC-TCR)及閘流體切換
電 容 閘 流 體 控 制 電 抗 器 (TSC-TCR) 等
[1-3]，閘流體切換電容器與自動功因修正
系統類似，只是開關元件由電磁開關改為閘
流體；而閘流體控制電抗器，固定電容閘流
體控制電抗器及閘流體切換電容閘流體控
制電抗器雖可線性調整補償虛功量，但卻由
於控制電抗器之閘流體沒有導通整個週期
而將產生諧波電流，綜合以上技術，無論開
關設備為何，虛功補償均需採用電容器，根
據研究，在電力系統中使用電力電容器的容
量約佔電力系統的 25%至 35%，在某些系統

甚至高達 50%[4]。
另一方面，近年來由於輸配電系統上非
線性負載的使用快速成長，如不斷電系統
(UPS) ， 整 流 器 (rectifier) ， 變 頻 器
(cycle-converter)及馬達驅動器等，這些
負載將產生大量的諧波電流回饋到輸配電
系統，造成配電系統之諧波污染，因而導致
系統電壓波形畸變，影響供電品質，而電容
器的阻抗隨頻率增大而下降，因此在輸配電
系中虛功補償電容器將成為諧波電流的低
阻抗路徑，更甚的是虛功補償電容器可能與
系統電抗產生串 並聯諧振，若其諧振頻率
等於或接近諧波電流頻率，則將造成諧波放
大，產生非常大的諧波電壓及電流，可能破
壞電容器及鄰近之電力設備[4-14]，近年來
由於諧波汙染嚴重，在工業界造成電容器的
破壞頻傳，因此電容器的裝設必須非常小
心，以免造成嚴重的破壞。
近年來，另外一種靜態虛功補償技術被
發展出來[15-17]，它是利用純粹電力電子
元件組成之電力轉換器(power converter)
來產生所需之虛功，它可依據負載隨時調整
虛功補償量，且無被動式電容器所可能產生
與系統電抗諧振之缺點，但它卻受限於電力
轉換器之容量及損失，且價格昂貴，而限制
其實用性。另外一種一樣以電力轉換器為基
礎之技術為主動式電力濾波器[18-20]，它
除了可解決虛功補償問題外，尚可濾除非線
性負載所產生之諧波電流，但它一樣受限於
電力轉換器之容量及損失，且價格昂貴，而
限制其實用性。
因此如何發展一價格合理，而性能優
越的虛功補償系統以滿足工業界所需，是
目前重要的研究課題。
二、目的
本研究計劃之目的在發展一套具有諧
振保護及抑制湧入電流之功因修正系統,
能使補償後之系統功因接近單位功因,並
防止電容器投入時產生過大之湧入電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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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本年度將提出一新開關架構來
解決湧入電流問題，該電路架構如圖 2 所
示，係採用以電磁開關為主，再並聯一閘流
體開關與一電阻串聯之分路，在電容器投入
瞬間利用閘流體電阻分路先投入，由於閘流
體可精確控制在電容電壓為零時投入，且串
有一小的電阻器，因此可有效抑制單獨電容
器或串有電抗器之電容器之湧入電流，由於
加入一小的電阻器在閘流體開關迴路，因此
即使無法精確控制在電容電壓為零時投
入，亦不會產生過大之湧入電流，且在電容
器串有電抗器時，小電阻器之存在更可縮短
湧入電流之暫態時間；在電容器藉由閘流體
開關投入後可再投入電磁開關，投入電磁開
關後電容器電流將全部流經電磁開關，此時
閘流體開關迴路自動關閉，因此可大幅降低
整體開關之功率損失，以避免加裝散熱裝置
來散熱，而減少開關體積，提高系統效率。
由於當電容器切離時，若只使用電磁開
關時，由於電磁開關無法精確控制該電容器
之電流在等於零時切離，因而切離時在電磁
開關接點上會造成電弧，該電弧將縮短該電
磁開關之壽命，因此 本年度計劃所提之新開
關架構在切離電容器時將先開啟電磁開
關，此時由於電容器電流可流經閘流體開關
迴路，所以電磁開關開器開啟時將不會產生
電弧，在電容器電流接近零時閘流體開關迴
路將自然截止而切離電容器，因此可延長該
電磁開關之使用壽命。由於閘流體開關不論
在電容器投入或切離時均只導通數毫秒到
數十毫秒，依所並電磁開關之動作速度而
定，因此本計劃所提新開關架構之閘流體可
選用容量小於單獨使用閘流體開關之閘流
體之容量，且由於電容器投入之湧入電流已
被有效抑制，因此本計劃所提新開關架構之
電磁開關可選用容量稍小於單獨使用電磁
開關時之電磁開關容量，且由於閘流體迴路
雖然串聯一小電阻，然而其導通時間甚短，
因此不須考慮散熱問題。由於自動功因修正
系統內電容器必須常常投入或切離，因此本
方法將可有效提升電容器及開關設備的使
用壽命。圖 4 所示為本計劃所提新開關之三
相電容器投入暫態之模擬結果，由圖中可看
出本計劃所提新開關架構在三相電容器投
入瞬間幾乎沒有湧入電流。
另外，由於電容器投入配電系統後，易與
系統電抗產生諧振而放大諧波電壓與電
流，造成電容器之破壞，圖 5(a)所示為一

諧波環境下所造成之破壞。本計畫第一年
將發展一套單晶片微處理器控制之自動功
因修正系統，第二年將發展電容器投入湧
入電流之抑制技術及諧振保護技術。
三、研究方法
本年度將以第一年所發展之自動功因
修正系統為基礎，再加強電容器之保護，主
要包含藉由自動功因修正系統開關設備之
控制以抑制電容投入時之湧入電流及防止
電容器諧振破壞，以延長電容器之壽命，提
升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之可靠度，以下將分別
描述。
一般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中電容器組之
開關設配均採用電磁開關，然而電磁開關動
作時間需要數毫秒到數十毫秒，因此無法精
確控制電容器投入或切離時間，而電容器之
電壓與電流之關係為
dv
i=C
(1)
dt
由式 (1)可發現電容器電流與跨在電容器
之電壓微分值成正比，因此若電容器之投入
時間不在其電壓為零時，則電容器在投入瞬
間將產生相當大的湧入電流，它可能高達電
容器常態電流之數十倍到數百倍，視投入相
角及配電系統之阻抗及鄰近負載而定，若投
入相角愈接近 90 度，則由於投入瞬間電容
器之電壓差愈大，因此投入瞬間之湧入電流
將愈大；此外系統電抗愈小則電容器之湧入
電流愈大，且若同一匯流排有其它已投入之
電容器時則湧入電流將更大，因此自動功因
修正系統之湧入電流問題將非常嚴重，此湧
入電流將縮短電容器壽命，且必須選用特殊
之電磁開關以承受較大暫態電流。另外當切
離電容器時，若其電流不等於零，則切離時
在電磁開關接點上會造成電弧，此電弧將縮
短電磁開關之壽命。圖 1 所示為三相電容器
投入暫態電流之模擬結果，由圖中可看出電
容器投入暫態時會有數百倍於穩態電流之
湧入電流，一般為了抑制湧入電流，會在電
容器上串聯一電抗器，此電抗器可能為 6%
或 13%，圖 2 所示為串入電抗器 6%時電容器
之投入暫態電流之模擬結果，由圖中可明顯
看出電容器的湧入電流被大大的抑制，且其
抑制效果正比於串聯電抗器值，但串入電感
後在電容器切離時將產生更大之電弧，將更
可能破壞電磁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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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再考慮加入虛功補償電容器時不得不
慎。
綜合以上分析，在諧波污染下之配電系
統中加入虛功補償電容器將可能引發串/並
聯諧振，而造成電容器上諧波電壓及電流之
放大，根據 IEEE871-1、IEEEC.37.99.1991、
IEEE std19-1992、IEEE std 1036-1982 及
CNS 1372-C7005 上之規定，可歸納為電容
器長期操作下電壓必須限制在其額定值的
1.1 倍以下，電流必須限制在其額定值的
1.3 倍以下，因此當電容器與系統電抗產生
諧振時，電容器上的電壓或電流之均方根值
均可能超過安全之規定值而破壞電容器，因
此，在諧波污染日益嚴重的今天，電容器事
故頻傳。本計劃第二年部分除了解決電容器
在投入時之湧入電流及切離時之開關電弧
外，亦將提出改善電容器在諧波污染下可能
的破壞，由式(3)可發現電容器與系統電抗
產生之諧振頻率與電容值有關，因此，本計
劃所採用之方法為系統諧振頻率偏移法，檢
測出電容所在匯流排電壓送入數位信號處
理器內分析出其電壓及電流諧波成分之均
方根值，以判別是否發生諧波放大現象，若
發生諧波放大現象，則改變投入之電容器數
目，由式(3)可看出電容器變化後可改變系
統之諧振頻率，避開諧波放大現象，如此，
可使電容器避開諧波破壞問題。圖 8 所示為
系統諧振頻率偏移之模擬結果，圖中自動功
因修正系統之電容器與系統電抗產生諧
振，其諧振頻率約在 300Hz，因此相控整流
器所產生之 5 次諧波電流被放大，所以在圖
8(a)與(c)之市電電流及電容器電流含有大量
的 5 次諧波電流，其中電容電流之均方根
將大於其額定電流之 1.3 倍，因此判斷為諧
振，所以圖中在 0.31 秒時加入一段電容器
以使系統諧振頻率偏離 300Hz，由圖中可發
現在加入一段電容器後在市電電流及電容
器電流之 5 次諧波放大現被有效的抑制，電
容器電流回到其額定電流之 1.3 倍以下，使
電容器能安全的操作。因此初步證明本計劃
所提之諧振頻率偏移技術能有效使諧振頻
率避開負載的主要諧波電流頻率，以防止自
動功因修正系統對負載諧波電流之諧振放
大，確保自動功因修正系統能安全操作。
本年度計劃中之電容器之保護，主要包
含藉由自動功因修正系統開關設備之控制
以抑制電容投入時之湧入電流及防止電容
器諧振破壞，防止電容器諧振破壞之功能將

簡單之配電系統單線圖，它含有一圖中虛功
補償用電容器，為了討論電容器受諧波之影
響，我們假設負載為一非線性負載，以一諧
波電流源等效之，而市電電壓常因鄰近用戶
之非線性負載而產生畸變，以一諧波電壓源
等效，圖 5(b)所示為此簡單配電系統之諧
波頻率等效電路，首先考慮非線性負載的影
響，將諧波電壓源短路，由圖中我們可推得
電容器電流為
Z sh
i ch ( t ) =
i (t )
(2 )
Z ch + Zsh Lh
由於系統阻抗一般均呈電感性，因此式(1)
中的分母在某一頻率下將會接近零而發生
並聯諧振，在諧振時將使電容器迴路之諧波
電流放大，它的振幅將可能是諧波電流源的
數倍到數十倍，而且，諧振時電容端電壓亦
含有大量諧波量，因此整個配電系統電力品
質將嚴重惡化，甚至影響鄰近用電設備正常
操作。其並聯諧振頻率為
1
ωp =
(3)
LsC
其中 Ls 為系統電抗。圖四所示為電容器在
非線性負載下的模擬結果，圖 6 中之模擬是
假設電容器與系統電抗之諧振頻率約在
420Hz，由圖中可看出電容器電流之七次諧
波被放大，其電流之有效值將由正常之
53.8A 增加到 80.6A，諧振將使電容電流增
加到正常值之 1.5 倍。
另一方面，若考慮諧波電壓源產生之影
響，則將諧波電流源開路，因此，流入電容
器電流為
1
i ch ( t ) =
v sh ( t )
(4)
Z ch + Z sh
與式(2)一樣，再某一頻率時分母將趨於
零，而產生串聯諧振，諧振時電容器上的諧
波電流及電壓亦將被放大數倍到數十倍，其
串聯諧振頻率與式(3)相同。圖 7 所示為電
容器在市電電壓失真下的模擬結果，圖 7 中
之模擬亦是假設電容器與系統電抗之諧振
頻率約在 420Hz，而市電電壓含有 5%的七次
諧波，由圖中可看出電容器電流之七次諧波
被放大到比基波還大，其電流之有效值將由
正常之 53.8A 增加到 138A，諧振將使電容
電流增加到正常值之 2 倍以上。在配電系統
中，鄰近負載的特性難以掌握，因此，當加
入虛功補償電容器時，將可能引入大量諧波
電流，且將使得供電品質進一步惡化，因
5

利用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中之數位信號處理
器晶片來完成，在數位信號處理器晶片中依
計算出之諧波量來決定要切入或切離之電
容器數目。而開關之控制則利用較簡單之單
晶片微處理器來完成，其控制電路架構如圖
9 所示，開關電壓經檢出後經一脈波信號產
生器，脈波信號產生器將在開關電壓接近零
時產生一脈波，此脈波信號送入單晶片微處
理器作為開關投入之同步信號，另一輸入信
號則來自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中之數位信號
處理器晶片，該信號決定該段電容器投入與
否，而單晶片微處理器有兩組輸出信號，分
別送到閘流體開關驅動電路及電磁開關驅
動電路。當單晶片微處理器接收投入控制信
號時，在等到脈波信號產生器產生之脈波信
號時，同時送出高準位信號到閘流體開關驅
動電路及電磁開關驅動電路，由於閘流體導
通速度較快，因此閘流體開關迴路儘可能在
開關電壓為零瞬間導通，而電磁開關則由於
響應速度較慢，則在稍後導通；當單晶片微
處理器接收切離控制信號時，則先送出低準
位信號到電磁開關驅動電路，截止電磁開
關，經一段時間差後再送出低準位信號到閘
流體開關驅動電路，閘流體開關將在電容器
電流接近零交越時自動截止。

實能有效偏移系統的諧振頻率，而使系統不
會產生諧波放大，因此它證明本計畫所提系
統諧振頻率偏移法能有效藉由改變自動功
因修正系統所投入之電容器段數來避開系
統的諧振頻率，而抑制諧振所引起之諧波電
流放大。
五、結果與討論
由以上之原理介紹及實測結果可發現本
計畫所提之電容器開關架構在投入三相電
容時能有效抑制電容器投入瞬間之湧入電
流及切離時之暫態高壓，以延長電力電容器
及開關設備之壽命；並利用諧振頻率偏移技
術，能有效藉由改變自動功因修正系統所投
入之電容器段數來避開系統的諧振頻率，而
抑制諧振所引起之諧波電流放大，以保護電
容器組免於諧振破壞，提高自動功因修正系
統之可靠度。
六、計畫成果自評
由於電力系統諧波污染日益惡化，而自
動功因修正系統廣泛的被使用在工業界以
補償虛功，而自動功因修正系統內之電容器
易因諧振產生過載而破壞，本計畫完成一高
可靠度的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以避免自動功
因修正系統因湧入電流及諧振過載產生的
破壞，以增加配電系統的穩定性，由實測結
果可驗證本計畫所提開關架構在投入三相
電容時能有效抑制湧入電流，而諧振頻率偏
移技術可確實避開系統的諧振頻率，而抑制
諧振所引起之諧波電流放大，以保護電容器
組免於諧振破壞，因此證明本年度計畫之執
行可確實提高自動功因修正系統之可靠度。

四、實測結果
圖 10 所示為三相電容器利用傳統電磁
開關投入時之實測結果，由圖中可發現三相
電容電流在投入瞬間會產生一相當大的湧
入電流，由於實驗室之配電系統之系統阻較
大，所以湧入電流較小，只有大約正常電流
值之 5 倍。圖 11 所示為改用本計畫所提開
開架構投入三相電容時三相電容電流之實
測結果，由圖中可發現三相電容在投入瞬間
幾乎不會產生一湧入電流，因此可驗證本計
畫所提開開架構在投入三相電容時能有效
抑制湧入電流。
圖 11 所示為系統諧振頻率偏移法之實
測結果，圖中可發現在自動功因修正系統投
入兩段電容器後發生諧振，數位信號處理器
晶片計算出諧波電過大後，決定再投入一段
電容器以避開系統諧振頻率，由圖中可發現
投入第三段電容器後，三段電容器之電流均
可有效縮小，它代表投入第三段電容器後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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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1

三相電容器投入暫態之模擬結果。

圖3
7

串聯 6%電抗器時之三相電容器
投入暫態之模擬結果。

本計劃所提新開關架構

圖4

新開關用於三相電容器投入暫態之模
擬結果。

圖7

市電電壓失真下電容器上之電流及頻
譜。

圖8

採用諧振頻率偏移法之模擬結果, (a)
市電電流, (b)負載電流, (c) 電容
器電流。

(a)

圖 5

(b)
含電容器之簡單配電系統,(a)單線
圖，(b)諧波頻率等效電路。

圖9

圖6

非線性負載下電容器上之電流及
頻譜。
8

新開關之控制方塊。

圖 12 系統諧振頻率偏移法之實測結果，(a)
市電電流，(b)第一段電容器電流，(c)
第二段電容器電流，(d)第三段電容器
電流。

圖 10 三相電容器投入暫態之實測結果。

圖 11

新開關用於三相電容器投入實測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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