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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32.3.4.132.3.4.132.3.4.13  電池不可長時間存放，電池製造日期須為交貨日前 6 個月內之產品

，最好於交貨後 1 個月內安裝完成。 

 

2.3.4.142.3.4.142.3.4.142.3.4.14  VRLA 電池庫存期間補充電之週期取決於環境溫度，依表 2.3-1 之

環境溫度與週期，以浮充電壓補充電 8 小時。 

 

表2.3-1  庫存期間補充電之溫度與週期關係 

環境溫度 補充電週期 

20℃以下 6 個月 

30℃以下 3 個月 

35℃以下 2 個月 

 

 

2.3.4.2.3.4.2.3.4.2.3.4.11115555  當 VRLA 電池長期庫存時，除依上項規定實施定期補充電外，使用

前必須再實施補充電，施加之電壓及時間如下(或依原廠建議)： 

 

a.  庫存時間 1 年以下： 

 

(a)  施加電壓 2.23V/cell → 充電時間 3 天以上 

 

(b)  施加電壓 2.28V/cell → 充電時間 2～3 天 

 

(c)  施加電壓 2.35V/cell → 充電時間 2 天 

 

b.  庫存時間 1～2 年： 

 

(a)  施加電壓 2.23V/cell → 充電時間 6 天以上 

 

(b)  施加電壓 2.28V/cell → 充電時間 5 天 

 

(c)  施加電壓 2.35V/cell → 充電時間 4 天 

 

2.2.2.2.4444        直流充電機直流充電機直流充電機直流充電機安裝安裝安裝安裝、、、、送電試車送電試車送電試車送電試車及驗收及驗收及驗收及驗收    

 

2.4.12.4.12.4.12.4.1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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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4.1.2.4.1.2.4.1.1111  檢查盤體內部元件是否完整，充電機及分電盤接線是否鎖緊，盤體

外殼須密封完整，防止灰塵及異物(小動物)進入。 

 

2.4.1.22.4.1.22.4.1.22.4.1.2  盤內電纜進出之開口處必須設置防火阻絕，詳企業「FGES-T-EEE05

電氣防火工程規範」規定。 

 

2.4.1.2.4.1.2.4.1.2.4.1.3333  若充電機盤體排風口向上，則須有適當的防水滴入保護措施。 

 

2.4.1.2.4.1.2.4.1.2.4.1.4444  石化廠、公用廠及半導體等高產值、高風險製程，可加裝充電機監

控設備與 BMS 電池管理系統，並連線至中央監控系統，以便隨時掌握直流充

電機與電池運轉狀況。 

 

2.4.1.2.4.1.2.4.1.2.4.1.5555  檢查電池外殼是否破裂或變形，數量是否與訂購相同，電池是否同

一批號。 

 

2.4.1.2.4.1.2.4.1.2.4.1.6666  電池須串聯連接；電池與充電機連接極性要正確，電池正極接充電

機正極(電池負極接充電機負極)，且須先連接好充電機的正、負極，再依序連

接電池的正、負極。 

 

2.4.1.2.4.1.2.4.1.2.4.1.7777  電池組數量多時應設置電池室，電池安裝建議採用電池架存放，以

利電池散熱並延長電池壽命，除特殊原因才可使用電池箱存放，且電池單體不

宜橫式放置。 

 

2.42.42.42.4.1..1..1..1.8888  電池組採用電池箱存放時，其上方應保留 30cm 以上保養空間，電池

列與列之間至少應有 10mm 之散熱間隙。 

 

2.4.1.92.4.1.92.4.1.92.4.1.9  電池串聯連接時每顆電池之間不可緊密接觸，需有 5mm～10mm 間

隔，以利散熱及電池異常過熱時不會影響到緊鄰之電池。 

 

2.4.1.2.4.1.2.4.1.2.4.1.10101010  電池串聯連接時，接線端子與極柱連接須依照廠商規定之扭力值，

使用扭力扳手進行鎖固。廠商無規定時，則依「FGES-T-EEE00 電氣工程規範

」規定之螺栓扭力值標準進行鎖固。 

 

2.4.1.112.4.1.112.4.1.112.4.1.11  所有固定螺栓之長度須配合設備實際需要，原則上螺栓鎖緊後，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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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出螺帽 2～5牙，凸出長度不可過短或過長，以確保安全距離及施工品質。 

 

2.4.1.12.4.1.12.4.1.12.4.1.12222  電池接線完成後，所有接線端子應覆蓋廠家提供的絕緣蓋板。 

 

2.4.1.12.4.1.12.4.1.12.4.1.13333  電池架(箱)須確實接地。 

 

2.4.1.12.4.1.12.4.1.12.4.1.14444  電氣室與電池室之環境要求，詳「FGES-T-EEE00 電氣工程規範」

。 

 

2.4.1.12.4.1.12.4.1.12.4.1.15555  電池室須設置排風扇，將電池釋出之氣體排至屋外。 

 

2.4.1.2.4.1.2.4.1.2.4.1.11116666  系統文件與配件檢查 

 

2.4.1.2.4.1.2.4.1.2.4.1.11117777  相關檢查項目，詳「附表二  直流充電機安裝檢查記錄表」。 

 

2.4.22.4.22.4.22.4.2  送電前檢查 

 

2.4.2.12.4.2.12.4.2.12.4.2.1  送電前，應先檢查盤體周圍環境是否符合送電要求、固定螺栓、接

線端子鎖固情形、盤內是否有異物、通風是否良好、設備規格標示與圖面是否

相符。 

 

2.4.2.2.4.2.2.4.2.2.4.2.2222  確認所有 NFB 置於 OFF 位置 

 

2.4.2.2.4.2.2.4.2.2.4.2.3333  確認交流輸入(AC INPUT)電源接線正確 

 

2.4.2.2.4.2.2.4.2.2.4.2.4444  確認連接電池線路極性正確 

 

2.4.2.2.4.2.2.4.2.2.4.2.5555  確認直流輸出(DC OUTPUT)電源至負載線路極性正確 

 

2.4.2.62.4.2.62.4.2.62.4.2.6  線路絕緣量測正常 

 

2.4.2.72.4.2.72.4.2.72.4.2.7  確認全部 DC 負載輸入 NFB 置於 OFF 位置 

 

2.4.22.4.22.4.22.4.2.8.8.8.8  確認充電機及電池架(箱)接地線連接良好，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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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4.32.4.32.4.3  送電試車 

 

2.4.3.12.4.3.12.4.3.12.4.3.1  AC INPUT NFB 外部電源送電 

 

2.4.3.22.4.3.22.4.3.22.4.3.2  確認 AC INPUT NFB 一次側之交流輸入電壓正常(額定值±10％) 

 

2.4.3.32.4.3.32.4.3.32.4.3.3  AC INPUT NFB 扳至 ON 位置 

 

2.4.3.42.4.3.42.4.3.42.4.3.4  確認電池 NFB 一、二次側電壓正常，接線極性正確。 

 

2.4.3.52.4.3.52.4.3.52.4.3.5  電池 NFB 扳至 ON 位置 

 

2.4.2.4.2.4.2.4.3333.6.6.6.6  確認 DC OUTPUT NFB 一次側電壓正常 

 

2.4.2.4.2.4.2.4.3333.7.7.7.7  DC OUTPUT NFB 扳至 ON 位置 

 

2.4.2.4.2.4.2.4.3333.8.8.8.8  自動和手動充電模式檢查 

 

2.4.2.4.2.4.2.4.3333.9.9.9.9  指示計讀值測試 

 

2.4.2.4.2.4.2.4.3333.10.10.10.10  充電機保護及警報功能測試 

 

2.4.2.4.2.4.2.4.3333.11.11.11.11  電池實施 2 次充電與 1 次放電測試 

 

2.4.2.4.2.4.2.4.3333.12.12.12.12  紅外線熱影像量測 

 

2.4.2.4.2.4.2.4.3333.13.13.13.13  直流充電機送電試車檢查項目，詳「附表三  直流充電機送電試車

記錄表」。 

 

2.4.2.4.2.4.2.4.3333.14.14.14.14  電池單體電壓與放電量測，詳「附表四  電池放電測試記錄表」。 

 

2.4.42.4.42.4.42.4.4  驗收 

 

2.4.4.12.4.4.12.4.4.12.4.4.1  直流充電機主機安裝配線完成，必須要求廠商依請購規範內容，確

實做好各項性能測試後，方可驗收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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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2.4.4.22.4.4.22.4.4.2  電池安裝配線完成，必須要求廠商依請購規範內容，確實做好充電

及放電以確認電池容量，有電池管理系統(BMS)者，亦須確認其功能正常後，

方可驗收結案。 

 

2.4.4.32.4.4.32.4.4.32.4.4.3  確實填寫「附表五  直流充電機設備驗收檢查表」，詳細核對驗收

檢查項目避免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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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保養篇保養篇保養篇保養篇    

 

4.1  4.1  4.1  4.1  保養作業規定保養作業規定保養作業規定保養作業規定    

 

4.1.14.1.14.1.14.1.1  保養作業規定，依「M00501 設備保養管理規則」之規定實施。 

 

4.1.4.1.4.1.4.1.2222  保養作業電氣相關安全規定，依「N00004 電氣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

實施。 

 

4.4.4.4.2222        預防保養預防保養預防保養預防保養    

 

4.2.14.2.14.2.14.2.1  充電機主機需有綜合警報移報接點，將警報信號移報至中控室，利於

中控室監視充電機運轉狀況，當異常發生時可立即處理。 

 

4.4.4.4.2222....2222  直流充電機須具有高度可靠性，可由實施預防保養，使直流充電機運

轉更安全可靠。直流充電機預防保養檢查項目包含直流充電機本體檢查、冷卻

風扇、電壓表、電流表、警報指示檢查及電池環境溫度檢查、外觀檢查、電池

液位(鎳鎘電池)檢查等，依據「附表六  直流充電機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每

月實施檢查 1 次，並記錄檢查結果，異常項目如無法立即處理則開立修復單進

行檢修，以免設備異常影響生產。 

 

4.4.4.4.2222....3333  電池環境溫度高於設計溫度每上升 10℃，則使用壽命減半，電池應避

免受陽光直射以免外殼劣化。電氣室與電池室之環境檢查記錄表，詳「FGES-

T-ESG00 高壓配電盤設備規範」。 

 

4.4.4.4.3333        預知保養預知保養預知保養預知保養    

 

4.4.4.4.3333.1.1.1.1  電池可使用電池管理系統(BMS)作為預知保養之線上(on-line)監視，以

自動化方式量測電池組中之總電壓、總電流、單顆電池電壓、系統環境溫度等

各項參數，並提供完整之歷史監視資料庫供查詢，以協助保養人員快速判斷電

池組中各單顆電池之優劣狀況，並適時發出警報。 

 

4.4.4.4.3333.2.2.2.2  直流充電機盤內電力元件接線或電池接線接觸不良時，會產生接點局

部過熱，對於電力元件壽命及其絕緣破壞影響甚大，所以直流充電機主機及電

池組應每半年實施紅外線熱影像量測，以提早發現過熱異常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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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3333.3.3.3.3  為避免鉛酸電池發生開路情形，鉛酸電池與鎳鎘電池應每季以 0.5 級直

流電壓表進行單顆電池浮充電壓量測，一般鉛酸電池之浮充電壓為 2.20～

2.27V/cell，鎳鎘電池之浮充電壓為 1.35～1.45V/cell。各電池電壓應在基準值

±0.05V 以內。若浮充電壓異常，則進一步量測內阻值或電導值(不含鎳鎘電池)

，以判斷電池好壞。 

 

4.4.4.4.3333.4.4.4.4  為進一步確認電池狀況，鉛酸電池(不含鎳鎘電池)應每半年使用電導

計量測單顆電池之電導值或使用內阻計量測單顆電池之內阻值： 

 

4.4.4.4.3333.4..4..4..4.1111  電池線上電導量測： 

 

a.  電導是表示物質傳輸電流能力強弱的一種測量值，採用國際單位西門子

(siemens)或美國單位姆歐(Mhos)做為測量單位。 

 

b.  檢測器產生一個已知頻率和振幅的小信號交流電壓加到電池的兩端，然後

量測交流電流的反應，以換算出交流電導值，而電導值將顯示出該電池極板好

壞及該電池能輸出多少能量。 

 

c.  因電導量測方法將已知頻率及振幅的交流電壓施加到該電池的二個端子上

，然後量測所產生的交流電流，而分析時只考慮到同相的電流分量，對於異相

電流分量的寄生電容(容抗)及寄生電感(感抗)之干擾作用可減少至最低。 

 

d.  如果極板表面附著硫酸鹽(硫化物)或流出放射性物質將對電池產生不良影

響，會降低電池功率及減少其壽命。 

 

e.  電導量測一定要固定在電池極柱接頭，不可在銅排或電纜端子量測。新品

於送電使用後 2～4 週內應量測電導以做為背景值。 

 

f.  電池隔板之瑕疵、短路、開路，會造成電池之損耗，故當量測之電池電導

值介於新品的 60～70％之間即代表須注意，低於新品的 60％時就判定電池異

常(即電池容量低於 80％，電壓約為 1.8V/cell)。 

 

g.  使用中之電池無電導基準值時，應以下列方式設定基準值：使用 1 年以內

者取最高前 30％電導平均值做為基準值，使用 1～3 年者取最高前 20％電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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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做為基準值，使用 3～5 年者取最高前 10％電導平均值做為基準值，使用

5 年以上者取最高前 5％電導平均值做為基準值。與基準值比較，於基準值 70

％以下者即判定為異常。 

 

4.3.4.24.3.4.24.3.4.24.3.4.2  電池線上內阻量測： 

 

a.  檢測儀器內部有一個穩定的 AC 電流源會送出一個 AC 電流，由檢測儀器

量測出電池二端之交流電壓，以換算出 AC 阻抗值(依歐姆定律計算 E=iz，E 等

於 AC 電流通過該電池所引起之電壓降)。 

 

b.  本項檢測採用比較性量測，於一串電池組量測完成後，儀器自動計算出整

串電池的平均值，並將每一顆電池與此平均值做比較，與平均值比較偏差越多

者，表示電池內部產生故障的機率越高。 

 

c.  儀器會自動與電池組建立的基準值(或第 1 次量測時的平均值)及上次的量

測值做比較，若電池之阻抗值的偏差越大，表示電池越不健康。應視電池的種

類，於偏差達到特定值的時候，進一步實施放電測試以得知實際電池容量，或

予以更新電池。 

 

d.  分析電池優劣會因為電池型式而有所不同，如為閥調式鉛酸電池，原廠建

議偏離額定內阻值±30％即需要做放電測試以確認電池容量，偏離額定內阻值

±40％即為不良電池且建議更換。 

 

e.  若以電池容量低於 80％作為異常標準(電壓約為 1.8V/cell)，則以偏離平均

內阻值±10％做為判定標準。 

 

4.3.54.3.54.3.54.3.5  電池使用時間達到設計壽命的一半時(例如 15 年等級電池使用了 8 年)

，為了更準確判斷電池的好壞，可以委外實施單顆電池的線上容量檢測(大電

流瞬間放電)。 

 

4.4.4.4.3333.5.1.5.1.5.1.5.1  電池線上容量量測： 

 

a.  由瞬間(0.5 秒)固定大電流放電，記錄動態電壓變化曲線，換算直流內阻、

電池起電力，並量測浮充電壓及瞬間固定大電流放電之終止電壓，經比對後找

出低於 80％容量的電池及其劣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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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瞬時最低放電電壓」主要為測試電池實際大電流放電能力，以確保停電

時系統能順利起動，並評估容量劣化狀態(放電能力檢測)。 

 

c.  「直流內阻」主要分析極板腐蝕劣化程度、極柱端子斷裂假焊等問題。 

 

d.  「起電力」主要分析電解液劣化、正負極板間短路、充電不足等問題。 

 

e.  「浮充電壓」主要分析充電電壓最佳化及均衡性等問題。 

 

f.  「電池放電動態曲線」可提供充電機漣波異常分析及確認測試數據有效性

。 

 

g.  一般以電池容量低於 80％視為異常電池(電壓約為 1.8V/cell)，以本技術量

測出電池容量低於 80％時，則該電池判定為異常。如果要比較嚴謹檢出異常電

池，則放電電流 1C 以下(電壓約為 1.6V/cell)，以 70％為異常判定標準；1C＜

放電電流≦2C，以 80％為異常判定標準；2C＜放電電流≦3C，以 85％為異常

判定標準。 

 

4.4.4.4.4444        定期保養定期保養定期保養定期保養    

 

4.4.14.4.14.4.14.4.1  直流充電機設備除實施預防保養檢查外，應每年停電保養一次，但經

評估後認為可延長保養週期者，須經主管核准後始可為之，惟最長不可超過 3

年。依「M00501 設備保養管理規則」於 ERP 電腦系統輸入之保養項目與基準

實施定期保養作業並記錄，詳「附表七  直流充電機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

執行重點如下： 

 

4.4.4.4.4.24.24.24.2  整流器、變壓器、電抗器、DC 濾波電容器、冷卻風扇、保險絲、控制

電路基板、電源基板及其它開關元件等之清潔及檢查。 

 

4.4.4.4.4.34.34.34.3  測試直流充電機功能是否正常，超出管制基準時，即應檢修與更換零

組件。 

 

4.4.4.4.4.44.44.44.4  各項警報、跳脫、回路切換功能等須確實測試，以確保其正常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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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54.54.54.5  冷卻風扇應動作正常且無異音，盤內冷卻空氣循環路徑順暢，濾網應

清潔無阻塞不得影響主機散熱，以利延長主機內部電子零件使用壽命。 

 

4.4.4.4.4.64.64.64.6  主機內部 DC 濾波電容器不得發生變形、漏液等情形。 

 

4.4.4.4.4.74.74.74.7  單機直流充電機主機零組件更新週期如表 4.4-1 所示，若廠商有建議

更新週期則以廠商建議週期為準。 

 

表4.4-1  單機直流充電機主機零組件更新週期表 

零組件名稱 
充電機 

主機 
冷卻風扇 

DC濾波 

電容器 
保險絲 電源基板 

更新週期 

(年) 

詳4.4.9、

4.4.10 
3 詳4.4.8 6 6 

註：充電機主機使用年限最長不得超過 25 年。 

 

 

4.4.4.4.4.4.4.4.8888  DC 濾波電容器更換週期依電容器表面溫度高低而定，負載越小使用壽

命越長。依據 DC 濾波電容器表面溫度，計算其預估使用壽命，公式如下： 

�� = � × 2

����

	
  

��：電容器預估使用壽命(小時) 

�：電容器設計使用壽命(小時) 

�：電容器設計額定溫度(℃) 

��：電容器運轉表面溫度(℃) 

 

以 200kVA 之 UPS 為例，依據 DC 濾波電容器表面溫度，計算其預估之使用壽

命，如表 4.4-2 所示。 

UPS 容量：200kVA (100％、75％、50％、25％) RL Load 

周溫：35℃ 

輸入電源：480V△/60Hz 

輸出電源：480V△/60Hz 

DC 電容器：85℃、6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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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2  DC濾波電容器預估使用壽命 

Parts Load 

 

(％) 

Rated Temp. 

 

T(℃) 

Cap. Surface 

Temp. 

Tn(℃) 

Cap. Life 

 

L(Hr) 

Estimated 

Life 

Ln(Hr) 

Estimated 

Life 

Ln(Year) 

DC Cap. 100 85 55.5 5000 38637 4.41(4) 

DC Cap. 75 85 53.6 5000 44076 5.03(5) 

DC Cap. 50 85 46.8 5000 70616 8.06(8) 

DC Cap. 25 85 44.4 5000 83397 9.52(9) 

 

 

4.4.94.4.94.4.94.4.9  併聯模式架構之充電機主機更新週期： 

 

4.4.9.14.4.9.14.4.9.14.4.9.1  充電機主機須進行歲修定期保養，運轉達 15 年者須實施「15 年總體

檢」保養作業，進行整機之詳細檢查與測試，以確認其整體健康狀況，並由原

廠依總體檢報告結果提出是否須更新之建議，供設備部門確認是否更新；若評

估結果無須更新者，第 15 年以後至少每隔 3 年再進行一次「總體檢」保養作

業，並提出是否須更新之建議，供設備部門確認是否更新。惟主機設備使用年

限最長不得超過 25 年。 

 

4.4.9.24.4.9.24.4.9.24.4.9.2  零組件不需定期更新，於定期保養時由原廠或維修廠商實施功能測

試，測試結果功能正常者得繼續使用。 

 

4.4.104.4.104.4.104.4.10  單機架構之充電機主機更新週期： 

 

4.4.10.14.4.10.14.4.10.14.4.10.1  主機更新週期與「併聯模式架構之充電機主機更新週期」相同。 

 

4.4.10.24.4.10.24.4.10.24.4.10.2  零組件則須依原廠建議或表 4.4-1 規定之週期進行更新。 

 

4.4.4.4.4.14.14.14.11111  閥調式鉛酸(VRLA)電池使用壽命，如表 4.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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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3  閥調式鉛酸(VRLA)電池使用壽命參考表 

環境溫度 25℃時之 

設計壽命 
5 年等級 10 年等級 15 年等級 

電池室環境溫度 35℃ 45℃ 35℃ 45℃ 35℃ 45℃ 

更換週期(年) 2.5 1.25 5 2.5 7.5 3.75 

若電池室環境溫度維持在 25℃以下，且電池使用保養得宜，10 年等

級電池應可使用 7 年以上，15 年等級電池應可使用 10 年以上。 

 

 

4.4.4.4.4.14.14.14.12222  電池放電測試，以確認電池的老化情形，判斷電池組的剩餘容量(備

援時間)。電池容量確認須持續放電至終止電壓(final voltage)，放電時間須大於

預定需要的時間。終止電壓依 NEMA PE 5 定義，鉛酸電池為 1.75V/cell，鎳鎘

電池為 1.00V/cell。 

 

4.4.4.4.4.14.14.14.13333  電池容量確認放電至終止電壓前，須量測單顆電池之電壓及電導或內

阻(鎳鎘電池不需量測電導及內阻)，以判斷個別電池是否有劣化情形。 

    

4.4.4.4.4.14.14.14.14444  更新電池後，針對電池組應進行 2 次充電及 1 次放電行程，以確認新

電池的好壞，並記錄每顆電池之電壓及電導(或內阻)以做為背景基準值。 

 

4.4.14.4.14.4.14.4.15555  鎳鎘電池無法由內阻(或電導)判斷其好壞，可深度放電，一年至少須

均充 1 次，損壞後其內部呈短路狀態(VRLA 電池損壞後內部呈開路狀態)。 

 

4.4.4.4.4.14.14.14.16666  電池充電回路： 

 

4.4.4.4.4.14.14.14.16666.1.1.1.1  整流器的輸出電壓須與浮充及均充電壓值相等，浮充電壓之穩定度

為±0.5％，均充電壓之穩定度為±1％。 

 

4.4.4.4.4.14.14.14.16666.2.2.2.2  定檢期間進行電池充放電測試時，可一併量測負極端子的溫度，以

確保遇到緊急救援過程中電池組放電的穩定度。 

 

4.4.4.4.4.14.14.14.16666.3.3.3.3  定檢期間進行整流器的直流電壓漣波量測，在額定負載未連接電池

的狀況下，漣波因數 r％≦1％。 

 



台塑企業規範 
直流充電機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4-8                  2019年05月10日第1次修訂 

4.4.174.4.174.4.174.4.17  絕緣電阻管制基準如下： 

主電路：10MΩ 以上（使用 500V 高阻計量測） 

控制電路（不含電子元件）：1MΩ 以上（使用 250V 高阻計量測） 

電子元件：依製造廠商標準 

絕緣電阻不符合管制基準者，須追查絕緣電阻降低之原因，若經確認屬正常狀

況，可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之規定，低壓電路之導線間及導線與大地

間的最低送電絕緣電阻標準管制（詳表 4.4-4）。 

 

表4.4-4  低壓電路之最低絕緣電阻 

電路電壓 絕緣電阻(MΩ) 

300V以下 
對地電壓150V以下 0.1 

對地電壓超過150V 0.2 

超過300V 0.4 

註：使用500V及250V(220V以下電路用)高阻計量測 

 

 

4.4.4.4.5555        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    

 

4.4.4.4.5555....1111  若異常狀況無法立即判定發生原因，應依異常狀況參考原廠之設備保

養手冊，確認異常發生原因及處理方式，並聯絡原廠檢討改善對策，藉以縮短

異常處理時間。 

 

4.4.4.4.5555.2.2.2.2  異常發現人員，須詳細記錄異常發生情形，以利後續處理人員做異常

判斷及檢修。 

 

4.4.4.4.5555....3333  直流充電機可能的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如表 4.5-1 所示。 

 

表4.5-1  直流充電機可能的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 

項次 異常狀況 發生原因 處理對策 

1 OC過電流 直流輸出電源過載或短路 1.切離負載 

2.檢修設備短路故障點 

負載分路開關過載或短路 1.切離故障分路之負載 

2.檢修設備短路故障點 

直流電路短路致高速熔絲熔 1.檢修直流電路短路故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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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異常狀況 發生原因 處理對策 

斷 2.更換高速熔絲 

過載致閘流體控制器積熱電

驛動作 

1.切離負載 

2.閘流體控制器故障檢修 

2 GROUND 

接地 

直流電源(＋)或(—)接地 檢查充電機直流電源接地點

並修復 

3 OV過電壓 直流輸出電壓過高 調整控制電路板直流輸出電

壓 

4 UV低電壓 電池電壓過低 將充電機充電電壓轉至均等

充電實施補充電 

5 單顆電池 

電壓過低 

過放電、逆向充電、極板彎

曲、格子體折損伸長。 

更換損壞之電池 

6 充電電壓 

過高 

充電電壓： 

1.鉛酸電池超過2.40V/cell 

將充電電壓調低 

(依製造廠商標準設定) 

2.鎳鎘電池超過1.55V/cell 

1.陽極板格子板腐蝕 更換損壞之電池 

2.陰極板作用物質脫落、過

度氣體產生。 

7 充電不足 浮動充電電壓： 

1.鉛酸電池低於2.20V/cell 

將充電電壓調高 

(依製造廠商標準設定) 

2.鎳鎘電池低於1.35V/cell 

1.極板彎曲 

2.Sulfation硫酸鉛化 

更換損壞之電池 

8 電解液異常 電池液位過低 添加蒸餾水於上、下限之間 

電解液濃度過高，誤加稀鹼

液(鎳鎘電池)。 

將電解液吸出，添加蒸餾水

。 

9 電池內部 

短路 

1.隔離板破裂 

2.兩極板接觸 

3.金屬物混入 

4.槽底沉澱物沉積於極板下

端 

更換損壞之電池 

10 電解液比重 

過低 

1.長期鹼霧發散 

2.陰陽極板發生作用 

實施均等充電或個別補充電

到比重恢復為止 

沉澱物與KOH結合 補充電解液達規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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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異常狀況 發生原因 處理對策 

11 浮動充電 

電壓過低 

1.比重低下 先實施均等充電使電池電壓

比重恢復後，調整浮動充電

電壓。 

2.各電池浮動電壓差距產生 

3.各電池電壓比重不一樣 

4.沉澱物之色澤呈灰色、白

色。 

12 浮動充電 

電壓過高 

1.陰陽極板氣體產生呈繁盛

現象 

調整降低浮動充電電壓 

2.電解液消耗快 

3.被護式極板心金腐蝕顯著

護管表皮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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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直流充電機廠驗記錄表 1/3 
設備型號  設備序號  

輸入電源  3φ3W AC______V±10％ 60Hz±5％ 輸出電源  DC______V±____％ _____A 

項次 檢驗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值 檢查結果 

1 外觀檢查 

設備外觀檢查 無變形無脫漆  □合格□不合格 

設備尺寸檢查 
(W)x(D)x(H) 

____x____x____ 

(W)x(D)x(H) 

____x____x____ 
□合格□不合格 

箱體顏色檢查 □5Y 7/1 □  □合格□不合格 

2 構造檢查 設備構造檢查 牢固 □牢固 □鬆脫 □合格□不合格 

3 
進出線孔 

檢查 

上方出線孔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下方出線孔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4 
基座螺絲孔 

檢查 

基礎座螺絲孔 有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基礎孔徑尺寸 符合 □符合□不符合 □合格□不合格 

5 
銘牌標示 

檢查 

銘牌標示 有 □符合□不符合 □合格□不合格 

主要元件代號標示 符合 □符合□不符合 □合格□不合格 

6 
線號標示 

檢查 

線號標示 有 □符合□不符合 □合格□不合格 

線路顏色標示 符合 □符合□不符合 □合格□不合格 

7 
接線銅排 

檢查 
接線銅排尺寸檢查 符合 □符合□不符合 □合格□不合格 

8 
浮充效率 

測試 

輸入總功率 AC( R + S + T) _____KW 

□合格□不合格 

R 相 _____KW 
_____％ 

(＞85％) 
S 相 _____KW 

T 相 _____KW 

輸出功率 DC(V x A) _____KW 

9 
均充效率 

測試 

輸入總功率 AC( R + S + T) _____KW 

□合格□不合格 

R 相 _____KW 
_____％ 

(＞85％) 
S 相 _____KW 

T 相 _____KW 

輸出功率 DC(V x A) _____KW 

10 
浮充電壓穩 

定度測試 

浮充電壓可調整

範圍 

Max.：_____V 

Min.：_____V 

Max.：_____V 

Min.：_____V 

□合格□不合格 0％負載輸出 

浮充電壓±0.5％ 

 

50％負載輸出  

100％負載輸出  

11 
浮充輸出 

限流測試 
浮充輸出量測 ■有 _____A □有□無____A □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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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直流充電機廠驗記錄表 2/3 
項次 檢驗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值 檢查結果 

12 
浮充漣波 

測試 

浮充漣波量測 

(100％負載輸出

未連接電池) 

Vdc：_____V 

Vr(rms)：____V 

漣波因數≦1％ 

Vdc：_____V 

Vr(rms)：____V 

漣波因數=___％ 

□合格□不合格 

13 
均充電壓穩 

定度測試 

均充電壓可調整

範圍 

Max.：_____V 

Min.：_____V 

Max.：_____V 

Min.：_____V 

□合格□不合格 0％負載輸出 

均充電壓±1％ 

 

50％負載輸出  

100％負載輸出  

14 
均充輸出 

限流測試 
均充輸出量測 ■有 _____A □有□無____A □合格□不合格 

15 
均充漣波 

測試 

均充漣波量測 

(100％負載輸出

未連接電池) 

Vdc：_____V 

Vr(rms)：____V 

漣波因數≦1％ 

Vdc：_____V 

Vr(rms)：____V 

漣波因數=___％ 

□合格□不合格 

16 噪音測試 在 1m 處量測 ＜65dB(A) _____dB(A) □合格□不合格 

17 絕緣量測 
主回路 DC500V 100MΩ _______MΩ □合格□不合格 

控制回路 DC250V 10MΩ _______MΩ □合格□不合格 

18 
保護及警報 

功能測試 

緩起動功能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直流過電壓關機 ■有 □無___V □有 □無___V 
□合格□不合格 

警報乾接點 ■有  □無 □有  □無 

直流低電壓警報 ■有 □無___V □有 □無___V 
□合格□不合格 

警報乾接點 ■有  □無 □有  □無 

充電機故障關機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警報乾接點 ■有  □無 □有  □無 

直流正極接地警報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直流負極接地警報 ■有  □無 □有  □無 

警報乾接點 ■有  □無 □有  □無 

整流器保護熔絲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充電機防逆二極體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負載側防逆二極體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停電 5 分鐘以上

復電者，可自動

由浮充切換為均

充。 

■有  □無 
□有  □無 

______min. 
□合格□不合格 

共同警報乾接點 ■有  □無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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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直流充電機廠驗記錄表 3/3 
項次 檢驗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值 檢查結果 

19 
指示計讀值 

測試 

交流輸入電壓 _______V _______V □合格□不合格 

交流輸入電流 _______A _______A □合格□不合格 

直流輸出電池電壓 _______V _______V □合格□不合格 

直流輸出負載電壓 _______V _______V □合格□不合格 

直流輸出總電流 _______A _______A □合格□不合格 

直流輸出電池電流 _______A _______A □合格□不合格 

備註 

 

 

 

 

 

業主會驗人員  
廠商試驗 

部門主管 
 

廠商試驗 

人員 
 

會驗日期  確認日期  會驗日期  

註：本表之試驗項目為一般試驗項目，得依廠商建議與製程需求增加試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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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直流充電機安裝檢查記錄表 1/3 
設備型號  設備序號  

輸入電源  3φ3W AC______V±10％ 60Hz±5％ 輸出電源  DC______V±____％ _____A 

項次 檢查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狀態 檢查結果 

1 包裝檢查 
木箱外觀檢查 完整無毀損  □合格□不合格 

木箱件數檢查 應有件數______件  □合格□不合格 

2 盤體檢查 
設備外觀檢查 

完整無變形無脫漆  □合格□不合格 

充電機標示銘牌與請購

規範相符 
 □合格□不合格 

內部元件檢查 穩固無掉落、接點鎖緊  □合格□不合格 

3 定位檢查 

基礎座尺寸位置

檢查 
實際開孔與基礎圖相符  □合格□不合格 

盤體排列順序 

檢查 

盤體排列順序與設計相

同 
 □合格□不合格 

基礎螺栓 

鎖固檢查 
使用螺栓鎖固於基礎上  □合格□不合格 

盤體外殼 需盲封  □合格□不合格 

4 
系統內部 

接線檢查 

充電機接線 

檢查 

交流輸入電源開關接線

完成 
 □合格□不合格 

負載側輸出接線完成  □合格□不合格 

充電機與電池側 NFB 接

線完成 (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合格□不合格 

分電盤接線 

檢查 

接線螺絲鎖緊，無熔絲

開關須有相間隔板。 
 □合格□不合格 

接地線檢查 設備接地線鎖固良好  □合格□不合格 

5 
電池組 

檢查 
電池外觀檢查 

表面無積塵  □合格□不合格 

外殼無破裂無變形  □合格□不合格 

端子無銹蝕無銅綠  □合格□不合格 

電解液無外漏  □合格□不合格 

電池排氣塞子應打開  □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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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直流充電機安裝檢查記錄表 2/3 
項次 檢查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狀態 檢查結果 

5 
電池組 

檢查 

電池數量檢查 與請購數量相符 □合格□不合格 

電池接線檢查 電池與電池連接鎖緊 □合格□不合格 

電池液位檢查 液位不可低於下限 □合格□不合格 

電池標示檢查 各電池有標示號碼牌 □合格□不合格 

電池極性檢查 串聯極性檢查 □合格□不合格 

電池充電線檢查 

電池組與電池側保險絲

接線完成（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合格□不合格 

電池架 外觀檢查無變形無脫漆 □合格□不合格 

電池架接地檢查 接地線鎖固良好 □合格□不合格 

6 
輸入/輸出

電源檢查 

交流輸入電源 

檢查 

R-S：_____V±10％ R-S：____V □合格□不合格 

S-T：_____V±10％ S-T：____V □合格□不合格 

T-R：_____V±10％ T-R：____V □合格□不合格 

直流輸出電源 

檢查 

浮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負載電壓：_____V _____V 

均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負載電壓：_____V _____V 

7 
系統文件 

檢查 

設備型錄及 

規格對照表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竣工圖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操作保養說明書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原廠出廠證明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出廠試驗報告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現場測試報告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進口證明文件 

(若為進口品)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SID 電壓補償 

計算書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本案填寫完成 

之請購規範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竣工資料電子 

檔光碟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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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直流充電機安裝檢查記錄表 3/3 
項次 檢查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狀態 檢查結果 

7 
系統文件 

檢查 

主機2年保固書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電池3年保固書 4 份 ___份 □合格□不合格 

8 配件檢查 
閥調式鉛酸 

電池配件 

電池串連用電纜或銅排 

：_____PC 
_____PC □合格□不合格 

電池極柱絕緣護蓋 

：_____PC 
_____PC □合格□不合格 

9 BMS 檢查 
配件 所有配件齊全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功能測試 所有功能正常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備註 

閥調式鉛酸電池：浮充電壓 2.25V/cell，均充電壓 2.35V/cell。 

 

 

 

 

業主人員  廠商主管  
廠商檢查 

人員 
 

檢查日期  確認日期  檢查日期  

註：本表之檢查項目為一般檢查項目，得依廠商建議與製程需求增加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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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直流充電機送電試車記錄表 1/2 
設備型號  設備序號  

輸入電源  3φ3W AC______V±10％ 60Hz±5％ 輸出電源  DC______V±____％  _____A 

項次 檢查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狀態 檢查結果 

1 
輸入/輸出 

電源檢查 

交流輸入電源 

檢查 

R-S：_____V±10％ R-S：_____V □合格□不合格 

S-T：_____V±10％ S-T：_____V □合格□不合格 

T-R：_____V±10％ T-R：_____V □合格□不合格 

直流輸出電源 

檢查 

浮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負載電壓：_____V _____V 

均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負載電壓：_____V _____V 

2 
充電電壓 

檢查 

自動充電檢查 
浮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均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手動充電檢查 
浮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均充電壓：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3 
市電停電 

模擬測試 

電池放電數據 

量測 

放電起始電壓 

：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放電終止電壓 

：_____V 
_____V □合格□不合格 

放電電流：_____A _____A □合格□不合格 

運轉現象 無異響無異臭無過熱 □有   □無 □合格□不合格 

4 指示計讀值 
指示計讀值 

測試 

以校驗有效期限內之

數位電表量測，與指

示計顯示值應相同。 

□相同 □不同 □合格□不合格 

5 電池量測 單顆電池量測 

充電電壓±0.05V 平均_____V □合格□不合格 

內阻±10％ 平均_____mΩ □合格□不合格 

電導高於新品 80％以

上 
平均_____μs □合格□不合格 

6 
紅外線熱 

影像量測 

充電機接點及 

電路板量測 
無異常高溫 最高溫度____℃ □合格□不合格 

電池量測 
常態下電池表面溫度

40℃以下 
最高溫度____℃ □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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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直流充電機送電試車記錄表 2/2 
項次 檢查項目 項目內容 基準值 實際狀態 檢查結果 

7 

充電機保護 

及警報功能 

測試 

自動模式自動 

切換測試 

自動充電模式下，當

市電停電後再復電時

，充電機應能自動轉

為均充，當電壓恢復

後，即自動切回浮充

。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電池自動供電 

測試 

切斷交流輸入電源（

模擬停電），負載必

須經由電池供電，負

載側電壓正常。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直流電源警報 

測試 

模擬直流電壓過高，

必須跳脫並送出警報

。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模擬直流電壓過低，

必須送出警報。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接地故障測試 
模擬接地故障，必須

送出警報。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充電機故障 

測試 

模擬充電機故障，必

須送出警報。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警報靜音功能 

測試 
功能正常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乾接點動作確認 動作正常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面板指示燈確認 指示正常 □正常□異常 □合格□不合格 

備註 

 

 

 

 

 

業主人員  廠商主管  
廠商測試 

人員 
 

測試日期  確認日期  測試日期  

註：本表之檢查項目為一般檢查項目，得依廠商建議與製程需求增加檢查項目。 

 



台塑企業規範 
直流充電機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A4-1                  2019年05月10日第1次修訂 

附表四  電池放電測試記錄表 

測試日期：                環境溫度：                充電機名稱： 

電池標稱容量：            電池廠牌型號： 

放電前電池組電壓：        放電後電池組電壓：        電池啟用日期： 

放電電流：                放電開始時間：    ：      放電結束時間：    ： 

電池

編號 

電壓(V) 內阻(mΩ) 電導(μs) 
電池

編號 

電壓(V) 內阻(mΩ) 電導(μs) 

放電

前 

放電

後 

放電

前 

放電

後 

放電

前 

放電

後 

放電

前 

放電

後 

放電

前 

放電

後 

放電

前 

放電

後 

1       26       

2       27       

3       28       

4       29       

5       30       

6       31       

7       32       

8       33       

9       34       

10       35       

11       36       

12       37       

13       38       

14       39       

15       40       

16       41       

17       42       

18       43       

19       44       

20       45       

21       46       

22       47       

23       48       

24       49       

25       50       

                                   主管:                    測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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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直流充電機設備驗收檢查表 
公司：          廠別：                 請購編號：           設備規格：                              驗收日期： 

項次 檢查項目 合格標準 檢查結果 異常處理對策 備註 

1 主機請購規範書各項要求 主機符合廠商決購報價 YES/NO FORM 所有要求    

2 電池請購規範書各項要求 電池符合廠商決購報價 YES/NO FORM 所有要求    

3 出廠前驗收測試 所有測試項目符合驗收標準    

4 現場安裝測試 所有測試項目符合驗收標準    

5 驗收資料四份 1.充電機、電池型錄及規格對照表    

2.竣工圖(設備外型尺寸圖、單線圖、詳細線路

圖，單線圖及詳細線路圖須詳細標示各元件

規格) 

   

3.SID 電壓補償計算書    

4.本案填寫完成之請購規範    

5.原廠出廠證明    

6.出廠試驗報告    

7.現場測試報告    

8.進口證明文件(若為進口品)    

9.充電機、電池操作保養說明書    

10.竣工資料電子檔光碟    

12.電池初充電完成每個電池開路電壓與內阻值    

13.年度保養備品清單及零件使用年限    

14.提供教育訓練教材並完成教育訓練    

15.主機與電池保固書    

                                                                         主管：                  驗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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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直流充電機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 
公司：               廠別：                       設備編號：                                    保養週期： 

保養部門：                                        設備名稱：                                    修復單號：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結果 異常處理對策 預完日 

1 設備運轉檢查 無異聲、無異臭、無變色、無腐蝕、無振動    

2 冷卻風扇檢查 轉動正常、無異聲、異臭及濾網乾淨無灰塵    

3 面板及指示燈號顯示檢查 無破損、無異常指示    

4 盤內電纜線進出之開口處 防火阻絕完整無脫落    

5 面板上整流器輸入電壓檢查 額定電壓(______V)±10％    

6 面板上整流器輸入電流檢查 額定電流(______A)以內    

7 面板上整流器輸出電壓檢查 浮充電壓(______V)±0.5％ 

均充電壓(______V)±1％ 

   

8 面板上整流器輸出電流檢查 額定電流(______A)以內    

9 面板上輸出負載端電壓檢查 _______V±_____％    

10 電池組外觀檢查 無積塵、無破裂、無變形、無銹蝕、無銅綠    

11 電池液位檢查(鎳鎘電池) 高低液位線內    

備註 
 

檢查結果：正常、異常×、未運轉△；異常已修復完成於「備註」欄內說明。 

檢查時有明確數據者，需記錄檢查數據。 

若有異常時，檢查人員應於「異常處理對策」欄說明異常狀況(部位、異常狀況、處理方式)，保養主管亦須說明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

復單、修復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本表之檢查項目為一般檢查項目，得依廠商建議與製程需求增加檢查項目。 

                                                                         主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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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直流充電機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 
公司：               廠別：                       設備編號：                                    保養週期： 

保養部門：                                        設備名稱：                                    修復單號： 

部位 項次 保養項目 保養基準 檢查結果 異常處理對策 預完日 

直 

流 

充 

電 

機 

1 盤內(外)清潔及內部檢查 無積塵、零件無變色、零件無腐蝕、接點

鎖緊無脫落，濾波電容器無變形無漏液，

濾網清潔或更換。 

   

2 整流器輸入電壓電流量測 額定電壓(______V)±10％ 

額定電流(______A)以內 

R:_____V____A 

S:_____V____A 

T:_____V____A 

  

3 整流器輸出電壓電流量測 浮充電壓(______V)±0.5％ 

均充電壓(______V)±1％ 

負載電壓(______V)±____％ 

額定電流(______A)以內 

浮充:______V 

均充:______V 

負載:______V 

電流:______A 

  

4 整流器輸出電壓調整 調整後浮充電壓(______V)±0.5％ 

調整後均充電壓(______V)±1％ 

浮充:______V 

均充:______V 

  

5 漣波因數量測 漣波因數 r％≦1％ (額定負載下無連接電

池) 

   

6 指示計指示功能測試 指示計顯示值正常    

7 警報功能及指示燈測試 警報功能正常、指示燈指示正常    

8 充電模式切換測試 浮充、均充切換功能正常    

9 模擬市電異常測試 轉由電池組供電正常    

10 絕緣電阻量測 主回路：10MΩ以上 

控制回路：1M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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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送電之最低絕緣電阻： 

電路對地電壓＜150V：0.1MΩ以上 

電路對地電壓≧150V：0.2MΩ以上 

電路電壓≧300V：0.4MΩ以上 

使用 500V 及 250V(220V 以下電路用)高阻

計量測 

11 接地電阻量測 10Ω 以下    

電 

池 

1 電池極柱端子螺絲檢查 鎖緊無鬆脫、無銹蝕、無銅綠    

2 電池外觀檢查 無灰塵、無變形、無漏液    

3 單顆電池電壓及內阻量測 浮充及均充電壓依廠商標準為基準值 

浮充電壓：_______V±0.05V 

均充電壓：_______V±0.05V 

平均內阻值±35％以內 

   

4 電池組放電測試 放電至需要的時間，電池組電壓仍大於終

止電壓，且單顆電池之電壓及內阻正常。 

   

5 電池溫度量測 充、放電期間，以紅外線熱影像儀量測電

池表面溫度須 40℃以下，接點溫度須 60

℃以下。 

   

6 電池液位檢查(鎳鎘電池) 高低液位線內    

7 電解液比重量測(鎳鎘電池

) 

溫度 20℃之鹼性電池電解液標準比重為

1.2±0.0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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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正常、異常×、未運轉△；異常已修復完成於「備註」欄內說明。 

檢查時有明確數據者，需記錄檢查數據。 

若有異常時，保養人員應於「異常處理對策」欄說明異常狀況(部位、異常狀況、處理方式)，保養主管亦須說明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

復單、修復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本表之保養項目為一般保養項目，得依廠商建議與製程需求增加保養項目。 

                                                                         主管：                  保養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