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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由於風能是無污染且可再生的能源，可以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
情形下產生電力，長期使用也不會對環境產生溫室氣體或放射性或
有毒廢物的問題。由此可知，風能的發展將助於減少全球暖化的問
題，逐漸取代化石燃料並成為全球主要電力來源之一。近幾十年來，
伴隨著風能開發技術及基礎設施日趨成熟，大大降低生產成本，各
國因而積極制定國家風能政策，並以國家總體資源全力推動離岸風
電開發計畫。根據一份 REN21(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最近發表的 2018 年度報告中顯示，2017 年全球風
力發電機(含陸域及離岸)裝置容量增加約為 52GW，占全球總電力
發電量 10.6％以上，故全球風力發電機總裝置容量來到 539.1GW。
我國政府在推行再生能源方面上，已將「綠能科技」列為「五
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之一，並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通過推動方案，
其中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作為最主要的發展能源，方能在 114 年
再生能源之發電占比可達到 20％，並兼顧能源安全、綠色經濟及
環境永續，穩健具體地落實政府推動再生能源及非核家園的目標。
此外，還針對風力發電發展政策制定「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
（106-109 年）
，規劃短期厚植推動基礎，預計在 4 年內達成風力發
電累計 1,334 MW（百萬瓦）設置量，並建立中長期治本措施，優
化設置環境，進而在 114 年達成 4.2 GW（陸域 1.2 GW、離岸 3
GW）的設置目標。最後希望藉此促進能源多元化及自主供應，並
帶動內需與就業，建構風力發電友善發展環境，展現我國積極推動
再生能源發展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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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期在推動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上，已於臺灣苗栗竹南
沿海地區設置離岸風力發電機示範場地，這不僅是臺灣風力發電的
創舉，更是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里程碑。從台電公司及中央氣象局
網站定期所公布的氣象資料得知，台灣西部沿岸地區每年平均風速
可達到 5 m/s~ 6 m/s 左右，非常具有發展風力發電的潛力。我們若
能充分將這些豐富的風能轉換為電能，則不僅可提高電力的供應能
力，有助於電力品質的穩定供應，而且可增加自主能源的比重，減
少對外的能源依賴程度。因此，利用風力發電來降低供電及輸電成
本，對臺灣而言將會是最佳的選擇。
但伴隨著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技術快速發展，風力發電機的葉片
長度從早期的 30 m 增加到 75 m，機艙(Hub)高度也從 60 m 增高到
200 m。這相對地造成位於雷暴活動強度高的風力發電機遭受雷襲
擊的機率大大的提高。由於風力發電機組內部結構非常緊湊，一旦
發生雷擊事故，雷電釋放的巨大能量通常會造成風力發電機組各部
位的損壞，特別是位於風力發電機組最高部位的葉片。因此，葉片
的防雷擊保護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另外，風力發電機的葉片也因長
期曝露在自然環境之下，容易被鹽份、煙塵、廢氣等微粒附著，且
在雨、霧、露水等濕氣條件下，因而使得葉片表面絕緣破壞，形成
不均勻電場而放電，情況嚴重時則會產生電弧造成更大接地事故，
這將會影響到風力發電機組的使用壽命。因此，為確保風力發電機
組長期穩定運轉，葉片的鹽污染效應亦為當前所急需克服的課題。
為進一步確定鹽污染效應對風力機葉片的影響程度，本文先在
高壓實驗室設置一組 1.5kW 小型風力發電機雷擊實驗系統，再參
考「IEC 60507 (2013) Artificial pollution tests on high-voltage ceramic
and glass insulators to be used on AC systems」、「IEC 60060-1 (1989)
General definitions and test requirements」及「IEC 61400-24 (2010)
Wind turbines – Part 24: Lightning protection」等 3 種 IEC 國際標
準，進行後續 4 種鹽污染葉片的雷擊浪湧試驗，並測得各種流過接
地線之雷擊電流波形。另外，為取代人工方式觀測葉片鹽污染狀態，
以求降低設備維護之變動成本，本文將提出模糊推論系統 (Fu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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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ence System, FIS) 與 機 率 類 神 經 網 路 (Probabilistic Neural
Networks, PNN) 演算法，應用在風力發電機葉片鹽污染等級預測
之研究上。本文所研究成果，期望成為本局制(修)定小型風力發電
機雷擊保護相關標準之參考依據，並幫助風力發電機相關驗證機構
有效評估雷害及鹽害可能帶來的威脅。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文的研究範疇將涵蓋「實驗系統建置」
、
「關鍵量測技術」及
「演算法程式運算」等三種面向。在「實驗系統建置」施行上，先
參酌國外國際期刊可行的相關作法，規劃在高壓實驗室內裝設
1.5kW 小型風力發電機雷擊實驗系統，再向國內相關法人機構，籌
借實驗項目所需的量測儀器，以維實驗實驗室研究能量。為模擬葉
片實際處於海岸的鹽污染環境，本文參考了 IEC 60507 (2013)標準，
以及台電公司所訂定絕緣礙子表面等效鹽沉積密度(Equivalent Salt
Deposit Density, ESDD)之污染區別等級，分別在風力發電機葉片表
面塗上四種不同程度的鹽溶液後，量測記錄鹽污染葉片上的鹽度及
等效鹽沉積密度等參數值，有助於下一階段的雷擊衝擊電流實驗及
鹽污染葉片預測結果。
另外本文專為雷擊衝擊電流試驗特地製作一組高壓拱形電極，
安裝 在 風 力 發 電機鹽 污 染葉 片 上 ， 並 施 以雷 電 衝 擊 電 流 波 形
1.2/50μs，以便於模擬真實的雷擊事件發生。然而，每次鹽污染葉
片進行雷擊衝擊電流試驗過程中，可藉由自製的高頻比流器（High
Frequency Current Transformer, HFCT）量測流過風力發電機接地線
(Grounding Line)之雷擊電流信號，並使用示波器(oscilloscope)紀錄
雷擊電流波形。由於這台高頻比流器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成功抓取
到訊號，比其他測量方法相對更直接和更安全。據悉這種量測方法
目前已廣泛用於電氣設備部分放電(Partial Discharge, PD)之量測，
如電力電纜、三相輸電線及變壓器。
由於模糊推論系統可依據專家經驗或實際數值資料，可推論出
輸入與輸出之模糊關係。另機率類神經網路屬於監督式學習網路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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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分類之應用，可用於驗證模糊推論系統之推論結果。前述兩種
演算法經常被用來對電力設備之間不同類型的部分放電進行分類。
所以本文將延續運用模糊推論系統與機率類神經網路演算法，對雷
擊後風力發電機葉片進行鹽污染預測。考量所測得雷擊電流波形屬
於非週期性訊號，再以功率頻譜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方法求取雷擊電流之平均功率(Average Power, AP)。另外，雷擊電
流波形之絕對峰值(Peak Absolute Values, PAV)可用示波器量快速測
出。最後，本文將依據雷擊電流波形之絕對峰值、平均功率、模糊
推論系統及機率類神經網路等 4 種預測方法，分別進行雷擊後之葉
片鹽污染狀態預測與驗證。
（三） 研究發現與建議：
經由葉片人造鹽污染試驗與雷擊衝擊電流實驗後，已了解鹽污
染效應對風力發電機葉片的影響。所以，本文第一個研究亮點在於
如何使用一台高頻比流器就可量測出接地線之雷擊電流信號。本文
第二個研究亮點，將著重於充分運用模糊推論系統與機率類神經網
路演算法之特性，並以接地線的雷擊電流之絕對峰值及平均功率作
為演算法特徵輸入向量，提出較可行的預測鹽污染方法來替代其他
監測方法。最後由推論結果得知，本文所使用模糊推論系統與機率
類神經網路演算法的確比一般傳統方式，將會獲得更佳的預測準確
率。
本文的葉片人造鹽污染試驗和雷擊衝擊電流試驗，雖在高壓實
驗室進行，而且葉片表面上的鹽溶液若有鹽度不同時，有可能會產
生不同的實驗結果。不過唯一可以確定是，本文所提的方法可以在
實驗室安全地進行，並且可以協助電氣工程師做出準確的統計判
斷，以及對風力發電機葉片提供預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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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應用模糊推論系統(Fuzzy Inference System, FIS)與機率
類神經網路(Probabilistic Neural Network, PNN)於風力發電機葉片鹽
污染狀態估測之研究。因此，本文擬在高壓實驗室建置一台 1.5kW 小
型風力發電機，便於進行鹽污染葉片、雷擊衝擊電流實驗及鹽污染狀
態 估 測 。 然 而 在 整 個 實 驗 過 程 中 ， 示 波 器 及 高 頻 比 流 器 (HighFrequency Current Transformer, HFCT)將會同步擷取並記錄接地線之
雷擊電流波形。考量所測雷擊電流波形屬於非週期性訊號，我們藉由
功率頻譜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方法，用來計算各種鹽污
染等級(Class)下雷擊電流波形之平均功率(Average Power, AP)。由於
模糊推論系統可依據專家經驗或實際數值資料，推論出輸入與輸出之
模糊關係。機率類神經網路屬於監督式學習網路適用於分類型應用，
可用於驗證模糊推論系統之推論結果。本文將使用雷擊電流波形之絕
對峰值(Peak Absolute Values, PAV)、平均功率、模糊推論系統及機率
類神經網路等 4 種方法，進行雷擊後之葉片鹽污染狀態估測與驗證。
最後，可由推論結果得知，本文所提方法能有效與準確地估測葉片雷
擊後之鹽污染狀態。

關鍵字：風力發電機葉片、高頻比流器、鹽污染、等效鹽沉積密
度、模糊推論系統、機率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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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pproach for monitoring the impact of lightning
strike on salt-contaminated wind turbine blade using a high-frequency
current transformer. Four different classes of equivalent salt deposit density
were simulated as salt contamination of wind turbine blade. Signals of
lightning strike on the salt-contaminated wind turbine blade were measured
using a high-frequency current transformer in the laboratory. Both peak
absolute values and average powers of the lightning strike signals were
adopted as input variables of fuzzy inference system and probabilistic
neural networks. Finally, experimental results validate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determine the class of equivalent salt deposit on
lightning strike occurrence.
Keywords: wind turbine blade, high-frequency current transformer, saltcontamination, equivalent salt deposit density, fuzzy inference system,
probabilistic neur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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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由於風能是無污染且可再生的能源，可以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情
況下產生電力，長期使用上不會產生溫室氣體或放射性或有毒廢物。
由此可知，風能的發展將有助於減少全球暖化的問題，已逐漸取代化
石燃料並成為全球主要電力來源之。近幾十年來，伴隨著風能技術及
基礎設施日趨發達，大量降低生產成本，各國紛紛制定國家風能政策，
並以國家總體資源全力推動離岸風電發展計畫。根據一份
REN21(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最近發表
的 2018 年度報告中顯示，2017 年全球風力發電機(含陸域及離岸)裝
置容量增加約為 52GW，占全球總電力發電量 10.6％以上，以致全球
風力發電機總裝置容量來到 539.1GW (如圖 1 所示) [1-2]。

圖 1 2001-2017 年全球風力發電機總裝置容量
1

我國政府在推行再生能源政策上，已將「綠能科技」列為「五加
二產業創新」計畫之一，並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通過推動方案，其中
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作為主要的發展項目，方能在 114 年再生能源
發電占比達到 20％的目標[3]，並兼顧能源安全、綠色經濟及環境永
續，穩健具體地落實政府推動再生能源及非核家園的目標。另針對風
力發電發展政策制定部分，已擬定「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106109 年），規劃短期厚植推動基礎，在 4 年內達成風力發電累計 1,334
MW（百萬瓦）設置量，並建立中長期治本措施，優化設置環境，進
而達成 114 年 4.2 GW（陸域 1.2 GW、離岸 3 GW）的設置目標，希
望藉此促進能源多元化及自主供應，並帶動內需與就業，建構風力發
電友善發展環境，展現我國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之決心。

另外近期在推動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上，已於臺灣苗栗竹南沿
海地區設置離岸風力發電機示範場地，這不僅是臺灣風力發電的創
舉，更是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里程碑。根據台電公司及中央氣象局網
站定期公布的氣象資料得知，台灣西部離岸地區每年平均風速可達 5
m/s~ 6 m/s 左右，非常適合設置 MW 等級的風力發電機。我們若能充
分豐富的風能，確能輔助加速台電電力統的智慧型電網之推動，以及
分散電力供應高、低壓用電用戶，進而減少長程輸電線系統之電力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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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發展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的過程，為了從潔淨風能中提取
最大限度的電力，風力發電機的容量和高度也隨著迅速增加。因此，
裝在風力發電機葉片的防雷擊設備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當風力發電機
葉片被雷擊中時，防雷擊保護裝置就變成雷電流洩放的路徑，這包括
所有金屬部件、電力系統及控制系統等。這樣嚴重的放電過程，勢必
會造成葉片嚴重的損壞，且當雷電流進入地面時，也會對塔架內部線
路和外圍附近的輸配電力設備，也會產生非預期故障風險。再者，風
力發電機也因長期曝露在自然環境下，葉片容易受到鹽份、煙塵、廢
氣等微粒附著，且在雨、霧、露水等濕氣條件下，造成風機葉片表面
絕緣破壞，形成不均勻電場而放電，情況嚴重時則會產生電弧造成更
大接地事故，以致影響到風力發電機的整體壽命。因此，在建立風力
發電機風場之前，應同時調查鹽害和雷害對風力發電機的衝擊影響。
圖 2 為國外某處風場風力發電機葉片發生雷擊事件情形。

圖 2 風力發電機葉片發生雷擊事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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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確定鹽污染效應對風力機葉片的影響程度，以及提出一
種方法能有效與準確地預測葉片雷擊後之鹽污染狀態，本文的結構將
規劃如下：在第 2 章中，對台灣各地區進行落雷次數與鹽害分布調
查。在第 3 章中，說明本雷擊實驗系統各部位組成功能，以及雷擊電
流信號採集方式。在第 4 章中，介紹模糊推論系統與機率類神經網路
等兩種演算法之運算規則。在第 5 章中，依實驗結果及預測結果進行
討論分析。最後，第 6 章總結本文的研究結果。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全球離岸風力發電機的裝置容量呈現高度成長，機型逐漸朝
大型化發展，這將大大提高被海風鹽分侵蝕和雷擊的機會。一旦風力
發電機葉片發生雷擊事件時，就會有一股強大的雷電流流入葉片內部
防護系統再排放至大地。這樣瞬間放電過程，有時將會導致各部位暫
態電位劇烈的變動，大地電位也因此而產生躍升現象，回擊電流對電
力設備造成絕緣破壞，不利於風場整個安全穩定運行[4-5]。

在目前研究文獻中[6-7]，僅對風力發電機葉片防雷擊保護進行了
探索，而且大部分數據與經驗都來自陸域風場，鮮有實際進行風力發
電機鹽污染葉片雷擊實驗之研究。為實際探討鹽污染葉片被雷擊後對
風力發電機的後續效應，本文使用了一組 1.5kW 小型風力發電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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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實驗系統作為所有研究基礎，再依據 IEC 60507 (2013)標準對 4 種
鹽污染等級的葉片進行雷擊衝擊電流實驗。由於模糊推論系統可依據
專家經驗或實際數值資料，推論出輸入與輸出之模糊關係；機率類神
經網路屬於監督式學習網路適用於分類之應用，可驗證模糊推論系統
之推論結果。最後，本文將利用所量測到雷電流波形之絕對峰值(Peak
Absolute Values, PAV)、平均功率、模糊推論系統及機率類神經網路
等 4 種方法，進行雷擊後之葉片鹽污染狀態估測與驗證。

由實驗結果可以驗證所提方法能夠有效地對不同的雷電流信號
進行分類，並準確預測雷擊發生時風力發電機葉片的鹽污染等級。因
此，本文研究成果，期望成為本局制(修)定小型風力發電機雷擊保護
相關標準之參考依據，並幫助風力發電機相關驗證機構有效評估雷害
及鹽害可能帶來的威脅。

第三節 文獻回顧
由於臺灣四面環海，屬於海島型氣候，每年 10 月份到翌年 3 月
份吹東北季風，位於沿海地區之風力發電機相關設備，就像架空輸電
線路及絕緣礙子一樣，容易受到鹽份、煙塵、廢氣等微粒附著，勢必
將危害到葉片使用壽命。另外臺灣也由於地處亞熱帶地區，每年 4 月
份至 9 月份是落雷發生好發期。所以，本文將依據台電公司官網[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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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中，調查臺灣各縣市行政區落雷次數及鹽害分布情形，從而
了解落雷較多的縣市，以及那些是鹽害較高的地區。最後調查結果可
作為本文後續研究參考指標。
葉片人造鹽污染試驗所施灑在葉片表面上的 4 種不飽和鹽溶液
的等效鹽沉積密度值分別為 47.9、94.2、203.2 及 338.9 μg⁄cm2 ，係
用以模擬風力發電機葉片的鹽污染情形。換言之，以上這 4 種不飽和
鹽溶液的等效鹽沉積密度值對應於台電公司所訂定的絕緣礙子表面
等效鹽沉積密度之污染區別等級分別為 Zone A、Zone B、Zone C、
Zone D。
本文所設置的 1.5kW 小型風力發電機雷擊實驗系統係參考[9]文
獻中作法，在風力發電機上方裝設了一組高壓拱型電極，真實在鹽污
染葉片上發生雷擊事件。另外再應用[10-12]文獻中作法，在風力發電
機接地線上安裝一台高頻比流器，有助於每次進行雷擊衝擊電流試驗
時，可以快速量測出流過接地線之雷擊電流波形，而不會造成該波形
失真。換言之，這種關鍵量測技術，可對風力發電機葉片上鹽污染狀
態達到即時監測的功能。由於所測得雷擊電流波形屬於非週期性訊
號，再以功率頻譜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方法，計算各種
鹽污染狀況下雷電流之雷擊能量。在科學與學術的研究上，模糊理論
提供一種邏輯系統以處理人類的邏輯推論過程，並可用來設計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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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以解析語意或分析描述性的語言。一般而言，完整的模糊推論系
統架構包括：(1)模糊化機制（fuzzifier）(2)模糊規則庫（fuzzy rule base）
(3)推論引擎（fuzzy inference engine）(4)解模糊化機制（defuzzifier）
等四大部分[13]。此外，D. F. Specht 在 1988 年所提出機率類神經網
路（Probabilistic Neural Network）的架構基本上[14]，是一個四層神
經元結構的網路模型，屬於前向式的神經網路架構的一種，機率類神
經網路主要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於貝氏決策上，應用範圍從資訊科技領
域、電機電子控制領域到社會科學與金融領用都有。此外，這兩種演
算法也被用於對電力設備之間不同類型的部分放電進行分類[15-16]。
在本文演算法運行方面，先依前述的實驗方法採集雷擊電流之絕對峰
值與其產生的平均功率數據之採集，再依照上述兩種演算法的運算規
則，對風力發電機葉片進行 4 種鹽污染等級預測。最後，本文可以在
安全無虞環境下順利完成葉片鹽污染狀態估測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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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落雷次數與鹽害分布調查
第一節 落雷次數調查
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地區，每年 4 月份至 9 月份是落雷發生最
高頻率的時期。每次落雷發生時，將產生幾百萬伏特的雷電流與數千
到數萬乃至數十萬安培的雷電流，不僅會造成電力系統架空輸電線路
重大災害損失，同樣的也會對風場中的風力發電機組構成最嚴重的威
脅。茲依據台電公司官網公開資訊[8]中，彙整臺灣各縣市行政區 97
年至 106 年落雷次數資料，詳如表 1 所示。且由該表統計得知，這 10
年來，臺灣南部地區發生落雷次數確實比北部、中部地區縣市來得多，
其中以高雄市、嘉義縣與屏東縣之落雷情形較其他縣市頻繁許多。
表 1 臺灣各縣市行政區 97 年-106 年落雷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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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鹽害分布調查
鹽霧是一種氣溶液，在海面上和濱海地區，由於浪花飛濺，致使
水沫霧化並隨氣流傳播而形成鹽霧；在陸地上，含鹽礦成份被風刮起
或伴隨水汽蒸發由大氣環流擴散而成，這是鹽霧的成因之一。然而，
鹽份具有高度的腐蝕性，成分過高時，將會使台電公司之絕緣礙子表
面絕緣劣化，發生閃路接地跳脫事故，引發停電或系統不穩定、電流
驟降等影響電力品質的情形，此種情況就如同夏季所常發生的雷害事
故一般，在系統事故裡佔有相當高之比例。
因此，目前台電公司依各地區空氣污染環境按絕緣礙子表面等效
鹽沉積密度(ESDD)之多寡分為 A、B、C、D 及 E 等五個污染區(ZONE)
等級(如表 2)，其中以 A 級最輕微，E 級最嚴重。另建立「台灣地區
鹽害程度分佈圖」(如圖 2)，並於 5 年更新一次，以供現場維護人員
於污染源或線路有變動時，相關設計及維護工作可配合隨時修正，並
可確保供電可靠。
表 2 絕緣礙子表面等效鹽沉積密度(ESDD)之污染區別等級
污染區別等級
A
B
C
D
E
(Zone)
ESDD

0.0625
以下

0.0625~
0.125

0.125~
0.25

0.25~
0.5

0.5 以上

離海岸線距離
(km)

30 以上

10~30

3~10

0~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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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地區鹽害程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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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設置和數據採集方法
第一節 實驗設置
本文在高壓實驗室內設置一台 1.5kW 水平軸式之小型風力機模
型之目的，係利於後續進行鹽污染葉片之雷電衝擊電流實驗，並且以
4 種不同等級的等效鹽沉積密度(ESDD)模擬在真實環境中的鹽污染。
圖 4 為小型風力發電機葉片鹽污染之雷擊實驗系統示意圖。茲將本實
驗系統設置說明如下：

圖 4 雷擊實驗系統示意圖
(一) 小型風力發電機模型 (Wind Turbine)
圖中所見小型風力發電機模型，輪轂高度為 1.6 公尺，葉片長度
為 1.2 公尺。其中，這 5 個葉片均由非導電增強尼龍玻璃纖維複合絕
11

緣材料而製成的。為了便於進行雷擊衝擊電流實驗，從葉片頂部表面
上使用矽樹脂粘合劑薄膜將金屬網粘貼到葉片根部。金屬網由總寬度
為 5 公分的鋼線製成。因此，當雷擊衝擊電流波形擊中葉片尖端的金
屬網時，雷擊電流將透過葉片上的金屬網迅速傳播到專門設計的主軸
球軸承和塔內的接地導體一起連接到主要接地系統。
(二) 高壓拱型電極 (Arc-shaped Steel Tube)
在研究風力發電機葉片之大氣放電特性時，高壓拱型電極扮演一
個很重要的角色。它是由直徑 3 公分的薄鋁圓柱製成的弧形鋼管，長
度為 4 公尺，並用 2 根絕緣尼龍繩固定，以防止其鬆脫移動。高壓拱
型電極內側雷擊針到葉尖的距離被設定為 5 公分。
(三) 雷擊衝擊電流產生器 (Lightning Surge Generator)
為了獲得符合 IEC 60060-1 的標準雷電電流波形，本文使用一台
200kV 高壓雷擊衝擊電流產生器，並將雷電衝擊電流標準波形施加到
高壓拱型電極上，足以產生閃路在葉片上。在實驗過程中，沿著高壓
拱型電極的電場大致上都是均勻分布，並可以容易地朝向葉片進行放
電實驗。
(四) 高頻比流器 (HFCT) 及示波器 (Oscillosocope)
在高壓設備中，高頻比流器通常用於檢測局部放電電流信號。因
此，為直接在接地線上量測雷擊電流波形，本文將採用這種方法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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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測量方法相對更直接和更安全。高頻比流器的頻寬範圍為 500
kHz 至 20 MHz，示波器的採樣率為 1 GSa/s。數據採集系統在 100MHz
下進行。圖 5 為高壓雷擊衝擊電流產生器分壓測試點波形及由接地線
上的高頻比流器檢測到雷擊電流波形。為了便於觀察，所有值均被標
準化(Per Unit, PU)。

圖 5 測試點電壓波形及接地線雷擊電流波形

第二節 葉片人造鹽污染試驗
由於風力發電機葉片屬於一種重要高壓關鍵組件，而且安裝在雷
暴活動強度和鹽沉積密度高的地區，勢必將無可避免遭受雷擊及鹽污
染之嚴重威脅。因此，本文所模擬為風力發電機葉片真實的鹽污染效
果係參採台電公司絕緣礙子表面等效鹽分附著量之污染等級(A、B、
C 及 D 級)而定。而試驗方法將根據 IEC 60507(2013) [17]對葉片進行
人造鹽污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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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風力發電機葉片的絕緣表面塗有一層各種電導率的鹽溶
液。其中，鹽溶液用商業純度的氯化鈉（NaCl）和蒸餾水製成。此外，
測量並記錄四種鹽溶液的電導率和溫度。然後使用以下公式將在不同
溫度下測量的電導率轉換成 20℃下的校正電導率：

 2 0    1  k   2 0  

(1)

其中，θ 是溶液的溫度(℃)，是在某一個溫度下的體積電導率(μS)，
20 是 20℃時的校正電導率(μS)，k 是取決於溫度 θ 的因子。另外，溶
液的鹽度 Sa(μg/𝑐𝑚 )由以下公式表示：

S a   5.7   20  10  4 

1.03

(2)

最終，利用以下公式求得等效鹽沉積密度(Equivalent Salt Deposit
Density, ESDD)

ESD D  Sa 

V
A

(μg/𝑐𝑚 )

(3)

其中 V 是溶液的體積，Sa 是溶液的鹽度，A 是乾淨表面的面積。
表 3 列出了葉片人造鹽污染等級量測結果，其中包括校正導電
率、鹽度及等效鹽沉積密度。為依實驗需求，本文依 IEC 60507 (2013)
調配四種等效鹽沉積密度值分別為 47.9、94.2、203.2 及 338.9 μg⁄cm2
[18]，並作為葉片鹽污染等級之指標。其中，ESDD 值為 47.9μg⁄cm2
和 338.9μg⁄cm2 分別代表風力渦輪機葉片上的最低程度和最高程度的
鹽污染。在表 4 中列出了四種等效鹽沉積密度等級(Class)設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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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葉片人造鹽污染等級量測結果
Class

θ



20

𝑆

ESDD

1

25.2

83.6

73.7

38.1

47.9

2

25.6

162.8

142.0

75.1

94.2

3

25.5

342.1

299.3

161.7

203.2

4

25.8

566.8

491.9

269.8

338.9

表 4 四種等效鹽沉積密度等級設定範圍
ESDD Class

ESDD ranges (μg/𝑐𝑚 )

1

50 and below

2

50 - 100

3

100 - 300

4

300 and over

第三節 雷擊衝擊電流實驗
本項實驗方法係參考 IEC 60060-1 (1989)及 IEC 61400-24 (2010)
[19-20] 等 2 種 IEC 國際標準，進行後續 4 種鹽污染葉片的雷擊浪湧
試驗。為了可以在高壓實驗室模擬實際雷電事件，特別在專門設計的
高壓拱形電極和靜止的風力發電機模型的葉片之間施加了雷電衝擊
電流波形 1.2 /50μs。圖 6 為雷擊衝擊電流實驗發生閃絡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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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雷擊衝擊電流實驗發生閃絡過程

第四節 雷擊電流信號之平均功率
由於雷擊被視為電流源，所以根據克希何夫電流定律(Kirchhoff
Circuit Laws, KCL)的概念，每次鹽污染的葉片直接被雷擊擊中時，就
會有部分的雷擊電流流通過接地線上。因此，本文將利用所測得雷擊
電流信號之平均功率及絕對峰值預測雷擊下葉片鹽污染的狀態。在
此，為導出平均功率方程式，雷擊電流信號"x(t)"以指數傅立葉級數表
示如下：
x (t ) 





n  

cne

j 2 nf0t

(4)

其中
cn 

1
T0



T0

x ( t ) e  j 2 nf 0 t dt

(5)

16

因此，cn 的功率頻譜密度可以被表示如下：
 P ( f ) | X ( f ) |2 



 |c

n

n 

|2  ( f  nf 0 )

(6)

其中
X(f )



 c  ( f  nf

n 

n

0

)

(7)

 (t ) 為單位脈衝函數。

根據 Parseval 定理，雷擊電流信號之平均功率被定義為
Pav 

1
T0



2

T0

x ( t ) dt 



|c

n  

n

|2

(8)

其中，“ T ”為整個雷擊持續時間。由於高頻比流器的頻寬介於 500 kHz
至 20 MHz 之間，我們可以利用公式(8)計算出每個鹽污染等級下雷擊
電流波形之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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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糊推論系統和機率類神經網路
第一節 模糊推論系統
模糊推論系統源自模糊集合、模糊”IF-THEN”規則、模糊推論等
理論基礎，可依據專家經驗或實際數值資料，推論輸入與輸出的關係，
常用於解決非線性或時變的控制問題。模糊推論系統的一般結構包括
模糊化(Fuzzifier)，模糊規則庫(Fuzzy Rule Base)，模糊推論引擎(Fuzzy
Inference Engine)和解模糊化(Defuzzifier)等四大部分(如圖 7 所示)。

圖 7 模糊推論系統之架構圖
模糊化係使用儲存在模糊規則庫中的隸屬函數將明確外界輸入
資料轉換成適當的語意式模糊資訊。換言之，將明確資料模糊化成模
糊資訊，以利後面模糊推論引擎能夠進行模糊推論。模糊推論引擎為
模糊演算法的核心，它可以藉由模糊輸入集合經由模糊邏輯推論，並
透過模糊規則庫結合所有”IF-THEN”規則映射到模糊輸出集合(或得
到結論)的過程，來模擬人類思考決策模式，以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解模糊化(Defuzzifier)與模糊化過程相反，其功能是將模糊推論引擎
18

的結果，由模糊的資訊，轉換為明確的輸出資訊。一般常見的方法有
重心法(Center of area, COA 或 Center of gravity, COG)、總和中心法
(Center-of-sums, COS)及最大值平均法(Mean of maximum, MOM)。
根據上述之基本概念，本文採用 Mamdani 型之模糊推論系統(如
圖 8 所示)，並以雷擊電流波形之絕對峰值（PAV）及平均功率(AP)作
為模糊推論系統(FIS)的輸入值(Inputs)，風力發電機葉片之等效鹽沉
積密度則設為模糊推論系統的輸出值(Outputs)，再依表 5 的運算規則
進 行 風 力發電 機葉片 鹽污染 狀態特 性 之 分 析 。因 此 ， 本 文 使 用
MATLAB 的模糊邏輯工具箱[13]。

圖8

Mamdani 型之模糊推論系統

當輸入 1（PAV）和輸入 2（AP）於 HIGH（H），MEDIUM（M），
LOW（L）和 WARN（W）相對權重為 W1，W4，W7 和 W9。由表
5 得知，模糊推論系統設有 9 組模糊規則，並採用三角曲線和質心法
的隸屬函數與解模糊化來獲得相對權重的輸出值。因此，輸入 1（PAV）
19

和輸入 2（AP）可透過“IF-THEN”規則決定從 W1 到 W9 的權重範圍，
進而推論出 0 和 1 之間的輸出。
表 5 模糊推論系統之運算規則
ESDD Class

Salt Contamination

Rule

1

LOW

Rule 1 : 0.8 < Weight < 1.0

2

MEDIUM

Rule 2 : 0.6 < Weight < 0.8

3

HIGH

Rule 3 : 0.4 < Weight < 0.6

4

WARN

Rule 4 : 0 < Weight < 0.4

第二節 機率類神經網路
機率類神經網路的主要架構建立在以貝氏分類法則（Bayes’
Mothed）為基礎的分類器上[14]。機率類神經網路是一種監督式
(Supervised)網路架構，其主要特點在於具有從一組訓練資料中快速學
習的能力，適用於實時故障診斷和信號分類問題。因此，本文所建構
的機率類神經網路(如圖 9 所示)是由三層構成的前饋式(Feedforward)
網路，第一層為輸入層(Input layer)，接受輸入資料，中間層為隱藏層
(Hidden layer)，存放每一筆訓練資料，第三層為輸出層(Output layer)。
在 信 號分 類 應 用中 ， 機 率 類神 經 網 路 將 根 據 機 率 密 度 函 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的分佈值對訓練態樣進行分類。經
過機率類神經網路訓練完成之後，我們將可透過此機率類神經網路用
來估測風力發電機葉片鹽污染狀態。因此，本文採用的機率密度函數
20

如下面的方程式(9)所示。
fk ( x) 

1
Nk

 x  xkj

exp


2 2
j 1

Nh


 .



(9)

圖 9 機率類神經網路之架構圖

第三節 等效鹽沉積密度等級之分類步驟
圖 10 為本文利用模糊推論系統和機率類神經網路原理擬定等效
鹽沉積密度等級之分類步驟，茲細部說明如下：
步驟 1）檢測來自高頻比流器的信號並記錄等效鹽沉積密度值。
步驟 2）確認有無發生雷擊事件。
步驟 3）選擇輸入值，包括測量信號的絕對峰值和平均功率，並對這
些量測信號值進行標準化。
步驟 4）開始帶入模糊推論系統和機率類神經網路。
步驟 5）依表 5 比較出模糊推論系統的權重。風力發電機葉片的鹽污
21

染等級分別表示為 LOW、MEDIUM、HIGH 和 WARN。機率
類神經網路也被用來對這四類進行鹽污染等級分類。
步驟 6）確定風力發電機葉片發生雷擊事件後，開始利用模糊推論系
統估測葉片上之等效鹽沉積密度屬於何種等級，並且使用機
率類神經網路再次確認該結果。

圖 10 等效鹽沉積密度等級分類之執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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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每當葉片發生雷擊時，本文可以透過設置於雷擊實驗系統之高頻
比流器及示波器監測雷擊電流波形的絕對峰值和平均功率。圖 11 為
各種鹽污染等級下於接地線所量測之雷擊電流波形。為便於分析與討
論，本文將對每種鹽污染葉片進行 10 次雷擊衝擊電流實驗。在圖 12
中，顯示了各種鹽污染等級(Class1、Class2、Class3、Class4)下接地線
雷擊電流波形之絕對峰值。其中，各種鹽污染等級之平均絕對峰值分
別為 0.90PU、0.81PU、0.74PU 及 0.66PU。圖 13 顯示了各種鹽污染
等級下接地線雷擊電流波形之平均功率值。其中，各種鹽污染等級之
平均功率值分別為 0.86PU、0.78PU、0.70PU 及 0.65PU。由圖 12 及
圖 13 中可觀察出，鹽污染等級愈高者，接地線雷擊電流波形之絕對
峰值及平均功率值相對較低。

圖 11 各種鹽污染等級下接地線之雷擊電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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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各種鹽污染等級下接地線雷擊電流波形之絕對峰值

圖 13 各種鹽污染等級下接地線雷擊電流波形之平均功率值
為得到比以上的方法更明確地推論結果，本文將使用同樣的雷擊
電流之絕對峰值及平均功率值，做為模糊推論系統與機率類神經網路
之鹽污染等級訓練樣本。因此，經過 40 次訓練後，Mamdani 型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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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系統之訓練模型，詳如圖 14 所示。圖 15 為使用機率類神經網路
之訓練結果。這些訓練樣本可以被訓練並分類為 Class1、Class2 以及
Class3、Class4 等四種結果。其中，在輸入向量之間採用典型的距離，
機率類神經網路中的擴展值等於 1。

圖 14 使用 Mamdani 型模糊推論系統之訓練模型

圖 15 使用機率類神經網路之訓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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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驗證所提出的方法，在相同的實驗條件下使用另一個同款的
風力發電機進行全部實驗，並且在每種鹽污染等級(Class1、Class2、
Class3、Class4)中採用重複發生的 20 次雷擊事件的數據。每種鹽污染
等級中選擇了 20 個驗證樣本。因此，本研究將獲得 80 個驗證數據。
表 6 為分別使用雷擊電流之絕對峰值(PAV)、平均功率(AP)、模糊推
論系統(FIS)與機率類神經網路(PNN)之驗證結果。由表 6 可以看出，
使用模糊推論系統和機率類神經網路獲得的預測準確率高於使用峰
值絕對值和測量電流信號的平均功率時產生的預測準確率。例如，當
使用雷擊電流之絕對峰值時，Class1 至 Class4 分別獲得 55.5％，55.0
％，60％和 65.0％的預測準確率。同樣地，當使用雷擊電流之平均功
率時，Class1 至 Class4 分別獲得 55.0％，60.0％，65.0％和 70.0％的
預測準確率。模糊推論系統的預測準確率分別為 80.0％，85.0％，90.0
％和 95.0％，而機率類神經網路分別對 Class1 至 Class4 的預測準確
率分別為 90.0％，90.0％，90.0％和 95.0％。相比之下，模糊推論系
統和機率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準確率都超過了使用測量電流信號的絕
對峰值和平均功率獲得的預測準確率。這些結果顯然表明，模糊推論
系統和機率類神經網路可以提高鹽污染的預測準確率。因此，模糊推
論系統和機率類神經網路演算法可以精確地預測不同的鹽污染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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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四種鹽污染估測方法之準確度
Accurate ratio (%)
ESDD Class Feature 1
Feature 2
FIS
Class 1
55.0%
55.0%
80.0%
Class 2
55.0%
60.0%
85.0%
Class 3
60.0%
65.0%
90.0%
Class 4
65.0%
70.0%
95.0%
Average
58.8%
62.5%
87.5%
‧Feature 1:量測雷擊電流信號之絕對峰值(PAV).
‧Feature 2:量測雷擊電流信號之平均功率(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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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N
90.0%
90.0%
90.0%
95.0%
91.3%

第六章 結論
位於沿海、平原及離島地區的風力發電機經常受海風鹽分侵蝕和
雷擊迫害而造成損失，甚至嚴重影響供電可靠度及供電品質。因此，
風力發電機在裝設前後必須審慎評估鹽污染和雷擊所帶來的衝擊。然
而，大部分防護措施上僅對葉片的雷擊防護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尚
未對葉片鹽污染偵測技術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為能提供一種估測鹽污染的方法，本文首先研究重點在於使用高
頻比流器量測接地線之雷擊電流，據以探討鹽污染效應對風力發電機
的影響程度。再運用模糊推論系統與機率類神經網路之優點，建立一
套藉由量測接地線的雷擊電流之絕對峰值及平均功率，預測葉片鹽污
染狀態的方法。使用這四種方法來估測葉片等效鹽沉積密度之等級，
其正確率比一般傳統方式將會獲得更佳的效果。模糊推論系統和機率
類神經網路的估測結果在所有類別中都很接近。模糊推論系統方法可
以由機率類神經網路重新確認。本文雖然在高壓實驗室進行了人工鹽
污染葉片試驗和雷擊衝擊電流試驗，而且葉片表面上鹽溶液的程度不
同時，也會產生不同的測量結果。但唯一可以確定是，本文所提的方
法，可以在實驗室安全地進行，並協助電氣工程師做出準確的統計判
斷以及對風力發電機葉片損壞的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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