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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電壓 69kV(含)以上   持壓 2小時以上 

 

2.42.42.42.4        油浸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油浸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油浸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油浸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    

油浸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之施工項目與注意事項如下： 

 

2.4.12.4.12.4.12.4.1  變壓器交貨前一個月，須先提出現場安裝計劃書供業主審核認可。現

場組裝前，應先依規定提出作業申請，經確認核准後方可開始施作。 

 

2.4.22.4.22.4.22.4.2  設備、零件檢查： 

 

2.4.2.12.4.2.12.4.2.12.4.2.1  設備、零件檢查應由製造廠商與安裝廠商會同業主共同進行，並做

成記錄。 

 

2.4.2.22.4.2.22.4.2.22.4.2.2  依設備清單、施工圖面及技術文件，核對變壓器本體、附屬配件及

備品規格型號符合設計圖面要求，所有設備應齊全無損壞。 

 

2.4.2.32.4.2.32.4.2.32.4.2.3  變壓器本體外觀檢查無損傷及變形，油漆完好無損傷。 

 

2.4.2.42.4.2.42.4.2.42.4.2.4  油箱密封良好，無漏油、滲油現象，油面計油位正常，發現問題應

立即處理。 

 

2.4.2.52.4.2.52.4.2.52.4.2.5  絕緣套管無損傷、缺陷及裂痕。 

 

2.4.32.4.32.4.32.4.3  變壓器搬運： 

 

2.4.3.12.4.3.12.4.3.12.4.3.1  運輸時，電力變壓器要求須安裝振動記錄器(使用後由廠商收回)，

配電變壓器要求須張貼振動記錄紙(振動大時會變色)，以便監測運輸過程中是

否遭受嚴重撞擊。 

 

2.4.3.2.4.3.2.4.3.2.4.3.2222  變壓器搬運與安裝應由合格專業人員作業，並依公司工安規定進行

，以確保施工安全。最好使用吊車或卡吊，必要時亦可採用吊鏈吊裝。距離較

長時以車輛運輸，運輸時必須用鋼索固定牢固，行車應低速平穩，盡量減少振

動，大型變壓器可裝設振動監測裝置，以記錄運輸過程變壓器本體之振動狀況

；距離較短且道路良好時，可用捲揚機、滾輪等器具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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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4.3.2.4.3.2.4.3.3333  變壓器吊裝時，吊掛工具必須檢查合格，鋼索必須掛在吊掛專用的

吊耳上，油箱頂部吊環僅供吊掛鐵心使用，不得使用該吊環吊掛整台變壓器。 

 

2.4.3.2.4.3.2.4.3.2.4.3.4444  變壓器搬運時，應特別注意絕緣套管，應採取適當之保護措施，使

其不受損傷。 

 

2.4.3.2.4.3.2.4.3.2.4.3.5555  變壓器搬運過程中，不應有重壓、振動或衝擊情況。利用機械牽引

時，牽引的施力點應在變壓器重心以下，以防止傾斜。搬運傾斜角不得超過 15

度，以防止內部結構變形。 

 

2.4.3.2.4.3.2.4.3.2.4.3.6666  用千斤頂頂升變壓器時，應將千斤頂放置在專用部位。 

 

2.4.3.2.4.3.2.4.3.2.4.3.7777  變壓器在搬運前，應先核對高、低壓側方向與位置，以免安裝時發

生錯誤，致需再調換方向。 

 

2.4.42.4.42.4.42.4.4  變壓器安裝： 

 

2.4.4.12.4.4.12.4.4.12.4.4.1  變壓器應依據圖示，安裝於預製之基礎台上，其安裝方向應配合進

出線的接線位置。 

 

2.4.4.22.4.4.22.4.4.22.4.4.2  若變壓器的進出線使用匯流排，應特別注意匯流排連接點高程的配

合。 

 

2.4.4.32.4.4.32.4.4.32.4.4.3  匯流排和變壓器連接，應使用可撓性連接片，以免匯流排上的應力

作用於變壓器套管上。 

 

2.4.4.42.4.4.42.4.4.42.4.4.4  變壓器若需要在工地組裝配件，如散熱片或儲油槽等，其施工步驟

及細節應依據廠商的指示進行。 

 

2.4.4.2.4.4.2.4.4.2.4.4.5555  絕緣油須先試驗其破壞電壓，試驗合格的絕緣油，才能抽真空後灌

注入變壓器。 

 

2.4.4.2.4.4.2.4.4.2.4.4.6666  變壓器定位可用吊車直接吊進變壓器室內，或用棧木搭設臨時軌道

，以吊鏈吊至臨時軌道上，再用吊鏈拉入室內合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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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4.4.2.4.4.2.4.4.7777  變壓器定位時，注意其方位和距離應與圖面相符，允許誤差為±25mm

。 

 

2.4.4.2.4.4.2.4.4.2.4.4.8888  變壓器基礎的軌道應水平，軌距與輪距應配合。並應採取抗地震措

施。 

 

2.4.4.2.4.4.2.4.4.2.4.4.9999  變壓器的安裝，應考慮在帶電的情況下，便於檢查儲油槽、套管中

的油位、上層油溫及布氏電驛等。 

 

2.4.4.102.4.4.102.4.4.102.4.4.10  進行變壓器相關作業須攀爬至高處有墜落之虞時，作業人員須依工

安規定配戴安全帶，並確實勾掛使用，以防意外發生。 

 

2.4.52.4.52.4.52.4.5  附屬配件安裝： 

 

2.4.5.12.4.5.12.4.5.12.4.5.1  布氏電驛安裝： 

 

a.a.a.a.  布氏電驛安裝於本體與儲油槽之間，其配管路應向往儲油槽方向有

1~1.5%(或依廠商安裝說明書要求)的上升斜度，觀察視窗應裝在便於檢查之一

側，箭頭方向應指向儲油槽，與連通管的連接應密封良好，關斷閥應位於儲油

槽和布氏電驛之間。 

 

b.b.b.b.  變壓器送電前，緩慢打開排氣栓，慢慢放出空氣，直到有油溢出時將排氣

栓關閉，確保布氏電驛檢出功能正常，以免空氣滯留造成布氏電驛誤動作。 

 

c.c.c.c.  當控制電源為直流時，必須將電源正極接到水銀側的接點上，以免接點斷

開時產生電弧。 

 

2.4.5.22.4.5.22.4.5.22.4.5.2  呼吸器安裝： 

 

a.a.a.a.  呼吸器安裝前，應檢查矽膠是否失效，淺藍色矽膠變為粉紅色，即表示失

效。選用不規則形狀矽膠且平均直徑大於 5mm 者較佳，可避免矽膠吸濕後阻塞

呼吸器，造成布氏電驛誤動作。 

 

b.b.b.b.  呼吸器安裝時，應檢查玻璃筒是否破裂，接著將呼吸器底部集油杯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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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密封用的密封墊圈使其暢通，集油杯注入適量的絕緣油後重新裝上以產生

油封、濾塵作用，最後檢查密封是否良好避免漏氣。 

 

2.4.5.32.4.5.32.4.5.32.4.5.3  溫度計安裝： 

 

a.a.a.a.  溫度計應直接安裝在變壓器的預留孔上，刻度方向應便於檢查。 

 

b.b.b.b.  溫度計安裝前應進行校正，溫度計一次元件應安裝在變壓器測溫體保護管

內，二次儀表固定在變壓器外殼之預留板上，溫度計毛細管不得有壓扁或死彎

，毛細管多餘部份應盤圈並固定在溫度計附近。 

 

2.4.5.42.4.5.42.4.5.42.4.5.4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安裝： 

 

a.a.a.a.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各分接點與繞組的接線應正確牢固，且接觸緊密良好，

轉動點應正確停留在各個位置上，並與指示器位置一致。 

 

b.b.b.b.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的傳動桿，分接頭的凸輪、軸銷等應完整無損，轉動盤

應動作靈活，密封良好。 

 

c.c.c.c.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的傳動機構固定應完整牢靠，傳動機構的磨擦部份應有

足夠的潤滑油。 

 

d.d.d.d.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轉動到極限位置，接觸點間應有足夠的壓力(一般為

8~10kg)。 

 

e.e.e.e.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轉動到極限位置時，應有機械連鎖裝置帶有極限開關的

電氣連鎖。 

 

f.f.f.f.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之控制箱應配合切換器安裝在油箱適當位置，並應配設

遙控信號線路至控制室或指定之操作地點供遠方控制，連線應正確無誤，並應

調整好手動、自動控制，檔位指示正確。 

 

2.4.5.52.4.5.52.4.5.52.4.5.5  變壓器配線： 

 

a.a.a.a.  變壓器一、二次側引線施工，不應使變壓器的套管直接承受壓力或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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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變壓器一、二次側之輸入、輸出為大電流時，如 600V 以上之高壓系統達

2000A(含)以上，或 600V 以下之低壓系統達 3000A(含)以上，建議使用耐燃型

匯流排槽（busway）取代多條電纜並聯之配線方式，避免因電纜重量導致套管

承受過大力量而漏油。 

 

c.c.c.c.  額定電流大於 2000A 之變壓器導口箱（含螺栓及支撐架）應選用 SUS 304(

含)以上非導磁性材料，以避免磁場切割鐵板產生渦流損而發生過熱異常。 

 

dddd....  變壓器一、二次側電纜導口箱為避免電纜拉扯致絕緣套管漏油，需設計絕

緣套管及電纜(或匯流排)支撐架，支撐方式應由下往上，並由變壓器、電纜(

或匯流排)廠商雙方會同以軟銅帶連結施工。螺栓鎖緊後螺牙凸出螺帽 2~3 牙

，避免影響相間安全距離。 

 

eeee....  導口內電纜穿過支持物件及有折彎處須加強絕緣，避免電纜因摩擦破損對

支持物件微量放電，進而劣化引起接地。 

 

ffff....  變壓器一、二次側電纜以 PVC 管埋設於地下，應加強 PVC 管定期檢查，避

免白蟻啃食致電纜故障。 

 

gggg....  變壓器導口以下進線設計為佳，上進線有進水之虞；上進線無法避免時須

做好防水措施，避免水氣侵入。 

 

hhhh....  變壓器外殼接地線與中性點接地線應分別配設，外殼接地線應使用綠色

PVC 絕緣導線。 

 

iiii....  變壓器中性點接地的接地回路中，靠近變壓器處，宜做一個可拆卸的連接

點。 

 

jjjj....  變壓器附屬配件的控制線路，應採用具有耐油性能的絕緣導線，靠近箱壁

的導線應使用不銹鋼金屬導線管配線，導線管與器具銜接處 300mm 內使用防水

可撓金屬導線管保護，且須由下部進線。 

 

kkkk....  附屬配件接線盒與配線中間接線盒均須採用密閉防水型(IP55 以上)，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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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管路銜接處與盒蓋均須鎖緊，以免水氣侵入。配線管路及中間接線盒最

底部應裝設排水栓。 

 

2.4.5.62.4.5.62.4.5.62.4.5.6  其他： 

 

a.a.a.a.  變壓器搬運路線整地及施工後復原。 

 

b.b.b.b.  變壓器基礎周邊整地及施工後復原。 

 

c.c.c.c.  絕緣油搬運及廢油桶清運。 

 

d.d.d.d.  油浸式變壓器抽真空、注油及濾油。 

 

e.e.e.e.  變壓器外殼補漆。 

 

f.f.f.f.  工程及生活廢棄物分類整理、清運。 

 

g.g.g.g.  施工場所標示、工地管理及物料管理。 

 

h.h.h.h.  氮封型變壓器氮氣補充、壓力調整。 

 

iiii....  確認每一個相關的閥(valve)開定位與關定位完成。 

 

jjjj....  變壓器控制箱採用密閉防水型(IP55 以上)，以避免鼠類或異物進入箱內造

成異常，且應採用底部進線方式配線。 

 

kkkk....  變壓器高度較高時，如有熱影像量測或預防保養需求時，應安裝檢視口及

巡檢架台，便於日後保養作業執行，確保變壓器運轉安全。 

 

llll....  電纜配線於轉角處需以防護墊保護，避免電纜表皮磨損。 

 

mmmm....  變壓器匯流排之外部配管應加設警告標示，避免廠商當作電焊引弧使用。 

 

nnnn....  變壓器本體與電纜導口箱之連接法蘭兩端應加裝跨接線，以確保電纜導口

箱有良好接地；導口箱宜裝設破裂板，以避免異常發生時，電弧爆炸力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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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設備安全。 

 

oooo....  變壓器安裝時，應與其它設備保持適當距離，使有足夠之保養作業空間。 

 

pppp....  變壓器室環境溫度，應低於 40℃(日均溫 30℃，最高溫度不得超過 40℃)

，若環境溫度過高，需設置通風裝置及溫控開關，以降低環境溫度。 

 

qqqq....  變壓器重要異常信號(如布氏電驛、衝擊油壓電驛、釋壓裝置、油溫及油

位等)除連鎖跳脫控制線路，進行必要之故障隔離外，並應連線至控制室，使

操作人員能立即獲知訊息，依據 SOP 做適當處理。 

 

rrrr....  變壓器安裝與配線作業時，所有螺栓須依標準扭力值確實鎖固。 

 

ssss....  廠區變壓器安裝時，應特別注意變壓器四週、變壓器室入出口及其四週應

有「沉陷量測點」的設置，便於日後進行定期沉陷量測。 

 

2.5 2.5 2.5 2.5     油浸式變壓器測試油浸式變壓器測試油浸式變壓器測試油浸式變壓器測試、、、、送電及驗收送電及驗收送電及驗收送電及驗收    

所有量測作業須詳細記錄量測值並彙總存查。 

 

2.5.12.5.12.5.12.5.1  油浸式變壓器出廠試驗： 

詳「附件七  油浸式變壓器試驗」。 

 

2.5.1.12.5.1.12.5.1.12.5.1.1  變壓器出廠試驗前與試驗後 12 小時須分別實施本體絕緣油油中氣體

分析檢測（依請購規範書要求）。試驗方法為 ASTM D3612，管制基準為：總溶

解可燃性氣體(TDCG)小於 10ppm、C2H2＋C2H4＝0。 

 

2.5.1.22.5.1.22.5.1.22.5.1.2  變壓器出廠試驗前須實施本體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依請購規範書

要求）。依 IEC 60422-2013，管制基準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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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油浸式變壓器出廠試驗前油品特性分析管制基準 

電壓等級 

檢測項目 
≦69kV 161kV 345kV 

外觀(ASTM D1524) 澄清無沉澱物 

破壞電壓(kV) 

(IEC 60156 間隙2.5±0.05mm) 
55 以上 60 以上 60 以上 

含水量(ppm 氮封或密封型) 

(ASTM D1533) 
20 以下 10 以下 

總酸價(mg KOH/g) 

(ASTM D974) 
0.03 以下 

界面張力(dynes/cm 25℃) 

(ASTM D971) 
35 以上 

 

 

2.5.1.32.5.1.32.5.1.32.5.1.3  出廠試驗時，電力變壓器須實施「極化指數」試驗，配電變壓器須

實施「介質吸收比」試驗，以建立背景值。 

 

2.5.22.5.22.5.22.5.2  油浸式變壓器送電： 

變壓器於現場組裝完成後，送電前，應依下列項目檢查與測試(竣工試驗)，以

確保送電後之運轉安全。 

 

2.5.2.12.5.2.12.5.2.12.5.2.1  送電前檢查： 

 

a.a.a.a.  外觀構造檢查，表面應清理擦拭乾淨，上蓋處無遺留雜物，本體及附件無

缺損，且無滲油。 

 

b.b.b.b.  外殼接地線鎖固良好。 

 

c.c.c.c.  各式操作、警告標示牌依規定吊掛完成。 

 

d.d.d.d.  通風設施工作正常，事故排油設施完好，消防設備齊全。 

 

e.e.e.e.  變壓器一、二次側引線相位正確，絕緣良好。 

 

f.f.f.f.  油位指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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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g.g.  電壓分接頭切換裝置切換至正確檔位。 

 

hhhh....  比流器試驗 

 

iiii....  控制回路及絕緣電阻量測 

 

jjjj....  現場控制盤動作試驗(如冷卻風扇自動起動、繞組過熱警報、繞組過熱跳

脫等) 

 

kkkk....  連同主斷路器與保護裝置進行主回路保護功能跳脫動作試驗 

 

llll....  油浸式變壓器，油溫達 50℃時第一段冷卻風扇起動，油溫達 75℃時第二

段冷卻風扇起動，油溫達 90℃時過溫警報接點輸出，油溫達 120℃時過溫跳脫

接點輸出(使用者視負載重要性來決定是否跳脫變壓器)。 

 

m.m.m.m.  保護裝置、保護電驛依電力送審圖保護協調計算核定值設定，操作及連鎖

控制線路測試正常。 

 

2.5.2.2.5.2.2.5.2.2.5.2.2222  竣工試驗： 

 

a.a.a.a.  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第 401 條規定，高壓用電設備在送電前，應由下

列單位之一作竣工試驗。 

 

(a)(a)(a)(a)  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 

 

(b)(b)(b)(b)  登記合格之電氣技術顧問團體、原監造電機技師事務所或原施工電器承

裝業。 

 

b.b.b.b.  竣工試驗期間須配合試驗需要實施去磁作業，消除鐵心上之剩磁，以避免

影響試驗的準確性；竣工試驗結束後亦須實施去磁作業，以避免送電時產生過

高之激磁湧流。 

 

cccc....  電力變壓器竣工試驗前與試驗後 12 小時須實施本體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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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依請購規範書要求）。試驗方法為 ASTM D3612，管制基準為：總溶解可

燃性氣體(TDCG)小於 10ppm、C2H2＋C2H4＝0。 

 

dddd....  變壓器送電後，於 1、3、6 個月實施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依請購規範

書要求，管制基準詳「第四章  保養篇」） 

 

eeee....  變壓器竣工試驗前須實施本體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依請購規範書要求）

。管制基準，如表 2-3 所示。 

 

ffff....  變壓器送電後 1 個月須實施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依請購規範書要求）。

管制基準，如表 2-3 所示。 

 

gggg....  變壓器竣工試驗實施變壓器無載投切試驗 3 次時，須於試驗後 12 小時取

樣實施糠醛含量分析，以確認繞組狀況。（依請購規範書要求） 

 

hhhh....  變壓器送電運轉後 6 個月實施糠醛含量分析，以建立背景值。（依請購規

範書要求） 

 

iiii....  匝比及極性試驗 

 

jjjj....  繞組絕緣電阻量測 

 

kkkk....  鐵心絕緣電阻量測 

 

llll....  激磁電流試驗 

 

mmmm....  電介質頻率響應(dielectric frequency response, DFR)試驗 

 

nnnn....  繞組電阻量測 

 

oooo....  繞組變形（SFRA）試驗：為確認變壓器於運輸、吊裝及安裝過程中，未遭

受外力衝撞而產生繞組變形或位移現象。 

 

pppp....  送電前商頻交流耐壓試驗[69kV(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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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5.2.2.5.2.2.5.2.3333  送電注意事項： 

 

aaaa....  送電投入時量測並記錄激磁湧流(inrush current)與電壓波形，保護電驛

為數位式者，可運用電驛內建波形記錄功能。 

 

bbbb....  變壓器第一次投入送電後，持續時間應大於 10 分鐘無異常情況。 

 

cccc....  變壓器試運轉要量測激磁電流、空載電流、一、二次側電壓、溫度，並做

詳細記錄。 

 

dddd....  冷卻風扇轉向要正確 

 

eeee....  若有異常不平順的噪音，須進一步檢查可能相關的螺栓是否鬆脫，並進一

步取油做分析，檢視電源的電壓波形及電流波形是否異常失真。 

 

ffff....  不得有滲油情況，若漏油時在進行補焊的過程中可能會影響到變壓器內部

絕緣油的油中氣體成份，故建議補焊前、後須取油做油中氣體分析。 

 

gggg....  新製變壓器於現場安裝完成後，需靜置以下時間讓絕緣油中的氣泡消失，

方可進行竣工試驗及後續作業，以確保送電安全。 

額定電壓 35kV(含)以下   需靜置 12 小時以上 

額定電壓 69kV 與 161kV   需靜置 24 小時以上 

額定電壓 345kV          需靜置 48 小時以上 

 

hhhh....  變壓器若送電失敗經確認無其他異常後，或變壓器停電後欲再次送電時，

至少需間隔 5 分鐘（或依廠商規定之時間）以上才可再度送電，且投切次數不

得連續超過 3次，以免對變壓器造成不良影響。 

 

iiii....  首次送電變壓器須先空載運轉 24 小時，無異常情況時，才可繼續投入負

載。 

 

jjjj....  變壓器高、低壓套管，應有防碰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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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kk....  變壓器表面須保持清潔乾淨，油漆碰撞損傷時，應修補使其復原。 

 

llll....  在變壓器上方進行與變壓器無關之作業時，工作人員不得直接踩踏變壓器

，並不得攜帶工具袋，以防工具或材料掉落損傷變壓器。 

 

mmmm....  變壓器發現漏油、滲油時應及時處理，防止油面太低，濕氣侵入，降低繞

組絕緣性能。 

 

nnnn....  安裝完成的電氣管線及其固定支架應注意保護，不得碰撞損傷。 

 

oooo....  變壓器室門應加鎖，未經管理部門許可，閒雜人員不得入內。 

 

pppp....  若油品分析或油中氣體分析報告異常，須請負責檢驗的廠商及變壓器製造

商共同檢討，並採取因應對策，另委託經業主同意之專業廠商取樣複驗(由變

壓器製造商支付費用)。 

 

2.5.32.5.32.5.32.5.3  變壓器試驗廠商須通過 TAF 認證，進行各項試驗前應先提供試驗之標

準作業程序(SOP)與操作人員、試驗儀器之合格證明文件供業主確認，包含資

料如下： 

 

2.5.3.12.5.3.12.5.3.12.5.3.1  試驗標準作業程序（SOP） 

 

2.5.3.22.5.3.22.5.3.22.5.3.2  試驗引用之規範代號 

 

2.5.3.32.5.3.32.5.3.32.5.3.3  試驗作業現場接線圖 

 

2.5.3.42.5.3.42.5.3.42.5.3.4  試驗中各階段施加電壓之「電壓-時間曲線圖」（若有） 

 

2.5.3.52.5.3.52.5.3.52.5.3.5  試驗結果判定標準 

 

2.5.3.62.5.3.62.5.3.62.5.3.6  試驗儀器操作人員認證資料 

 

2.5.3.72.5.3.72.5.3.72.5.3.7  試驗儀器校正合格證明文件 

 

2.5.42.5.42.5.42.5.4  實施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油品特性分析及糠醛含量分析之合格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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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要求如下： 

 

2.5.4.12.5.4.12.5.4.12.5.4.1  須取得 TAF 實驗室認證。 

 

2.5.4.2.5.4.2.5.4.2.5.4.2222  檢測廠商須提供試驗之標準作業程序(SOP)與檢測人員、分析儀器之

合格證明文件供業主確認，包含資料如下： 

 

a.a.a.a.  檢測標準作業程序（SOP） 

 

b.b.b.b.  檢測引用之規範代號 

 

c.c.c.c.  檢測結果判定標準 

 

d.d.d.d.  檢測人員認證資料 

 

e.e.e.e.  分析儀器校正合格證明文件 

 

2.5.4.32.5.4.32.5.4.32.5.4.3  實施油中氣體分析之合格廠商，其製作檢量線所使用之標準氣體，

其所出具的標準氣體之出廠濃度證明文件內容須註明：有效期限、分析校正值

(實際濃度)與分析誤差百分率(準確度)等資料。 

 

2.5.4.42.5.4.42.5.4.42.5.4.4  實施油中糠醛含量分析之合格廠商提供糠醛含量分析報告時，須一

併提供前處理之「糠醛標準品萃取效率報告」給業主審查後，方可驗收結案。 

 

2.5.2.5.2.5.2.5.5555  驗收： 

 

2.5.2.5.2.5.2.5.5555.1.1.1.1  請購規範書要求之所有資料(含所有技術資料、YES/NO FORM)。 

 

2.5.2.5.2.5.2.5.5555.2.2.2.2  安裝圖面(竣工圖面)等技術文件。 

 

2.5.2.5.2.5.2.5.5555.3.3.3.3  若有變更設計，須提供變更設計證明核准文件。 

 

2.5.2.5.2.5.2.5.5555.4.4.4.4  試驗報告書(包含出廠試驗與竣工試驗)，如「附表二  油浸式變壓

器試驗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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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6666  變壓器投入時之激磁湧流(inrush current，或稱突入電流) 

詳「附件八  變壓器之激磁湧流」 

 

2.5.2.5.2.5.2.5.7777  變壓器的差動保護電驛(87T)應用 

詳「附件九  變壓器的差動保護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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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保養保養保養保養篇篇篇篇    

    

預知保養、定期保養及故障檢修時，應進行之檢測項目，如表 4-1 所示。所有

量測作業須詳細記錄量測值並彙總存查。 

    

表 4-1  油浸式變壓器檢測項目實施時機 

項目 預知保養 定期保養 
故障檢修或保

護電驛動作 

絕緣耐壓試驗   (註1) 

絕緣電阻量測  ✓ ✓ 

繞組電阻量測  ✓ ✓ 

電介質頻率響應試驗(註2)  ✓ ✓ 

介質電力因數量測(註2)  ✓ ✓ 

激磁電流試驗  (註1) ✓ 

匝比試驗   ✓ 

繞組變形試驗   ✓ 

感應電壓試驗(容量≦

3,000kVA之配電變壓器) 
 (註3) (註3) 

布氏電驛、衝擊油壓電驛、

釋壓裝置功能測試 
 ✓  

有載切換器測試  ✓  

油品特性分析(破壞電壓、水

份、總酸價、界面張力) 
✓  ✓ 

油中氣體分析 ✓  ✓ 

糠醛檢測 ✓   

部份放電試驗   ✓ 

註 1.視狀況：與變壓器製造廠商檢討後決定是否施作。 

2.定期保養時，電介質頻率響應(DFR)試驗與介質電力因數(tanδ)量

測，視需要選擇其中一項施作即可。 

3.依 4.3.2.3、4.3.2.4 節之規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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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1 .1 .1 .1     預防保養預防保養預防保養預防保養    

    

4.1.14.1.14.1.14.1.1  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項目包含呼吸器、溫度電驛、氮氣壓力、

分接頭切換器、散熱器、冷卻風扇及本體外觀等項目，應將其納入設備預防保

養檢查，依據預防保養週期進行檢查，並將檢查結果記錄於「預防保養檢查記

錄表」，異常項目則開立修復單安排檢修。 

 

4.1.24.1.24.1.24.1.2  每月至少進行一次預防保養作業，保養項目及保養基準，參考「附表

三  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 

    

4.2 4.2 4.2 4.2     預知保養預知保養預知保養預知保養    

    

4.2.14.2.14.2.14.2.1  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 

 

4.2.1.14.2.1.14.2.1.14.2.1.1  檢測時機 

 

aaaa....  變壓器送電運轉後，本體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每年檢測一次，但傳統加工

廠可延長為每二年檢測一次，不會影響生產之非製程用變壓器可依現場實際負

載高低調整檢測週期；為達趨勢管理之目的，檢測報告須附加趨勢分析圖表，

以掌握其變化趨勢。 

 

bbbb....  變壓器因二次側外部短路或接地故障致跳脫時，應於重新送電後一週取油

分析，以確認其內部狀況。 

 

cccc....  變壓器因本身內部故障致跳脫時，應於跳脫後六小時始可開始取油分析，

以協助判斷可能之異常原因。若是檢測出乙炔氣體則不可再送電，應通知變壓

器製造廠商協助處理。 

 

dddd....  變壓器檢修後重新送電、濾油(或換油)及開蓋後，應於送電前及送電後七

天取油實施油品特性分析與油中氣體分析，以確認是否正常，並建立背景資料

。 

 

4.2.1.24.2.1.24.2.1.24.2.1.2  儘可能由同一家合格檢測廠商進行檢測，以建立數據資料庫，供趨

勢管理及長期分析追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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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2.1.4.2.1.4.2.1.3333  電弧爐、靜電集塵器及陰極防蝕所使用之變壓器，因具放電或整流

之負載特性，致絕緣油中易產生乙炔，另以趨勢管理及油品特性分析追蹤管制

，不受限於變壓器本體油中氣體分析管制基準。 

 

4.2.1.4.2.1.4.2.1.4.2.1.4444  變壓器本體油中氣體濃度「須注意」管制基準，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變壓器本體油中氣體濃度「須注意」管制基準     單位：ppmv 

(1) 
TDCG H2 CH4 C2H6 CO CO2 

≧1000 ≧600 ≧500 ≧600 ≧500 ≧10000 

(2) C2H4≧50ppm，同時 TDCG≧500ppm。 

(3) C2H2≧0.5ppm 

(4) CO2/CO≦7，同時 CO＞350ppm。 

(5) TDCG 月增加量≧30ppm 

符合上列(3)(4)任一項，或 

(1)(2)任一項與(5)同時發生，均屬「須注意」。 

註：1.本管制基準係比照台電標準訂定。 

2. TDCG：Total Dissolved Combustion Gases(總溶解可燃性氣體) 

 

 

4.2.1.4.2.1.4.2.1.4.2.1.5555  變壓器本體油中氣體濃度「異常」管制基準，如表 4-3 所示。 

 

表 4-3  變壓器本體油中氣體濃度「異常」管制基準 

(1) C2H2≧5ppm 

(2) C2H4≧100ppm，同時月增量≧30ppm。 

(3) CO2/CO≦3，同時 CO＞500ppm。 

(4) C2H4≧500ppm，同時 TDCG 月增量≧70ppm。 

(5) CO2≧10000ppm，同時 CO2月增量≧1000ppm 或 CO≧570ppm。 

符合上列任一項，均屬「異常」。 

註：本管制基準係比照台電標準訂定。 

 

    

4.2.1.4.2.1.4.2.1.4.2.1.6666  分析結果異常之處理方式： 

分析結果為「須注意」或「異常」時，應通知變壓器製造廠商會同取樣，另送

合格檢測廠商進行複驗；確定為「須注意」或「異常」後，依檢測廠商建議之

檢測週期追蹤，並擬定處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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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2.1.4.2.1.4.2.1.7777  油中氣體種類與異常類別，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油中氣體種類與異常類別 

故障氣體成份之特徵 可能之故障氣體來源 

氫、乙炔甚多 油中電弧 

氫、甲烷、乙烯甚多 導體過熱 

CO、CO�、甲烷較顯著 膠木熱破壞 

CO、CO� 較顯著 壓紙板熱破壞、機械強度破壞 

CO� 較顯著 絕緣紙熱破壞 

氫氣��主導類型 

氣體類型 圖樣 異常說明 

�� − � 

 

1.部份放電及電弧放電。 

2.圖樣 D圖所示，����的比率發

生量大，推測為電弧放電情形

較多，而發生量較少時則推測

為部分放電。 

3.圖樣 A、D圖所示，從 OLTC 切

換開關筒滲入變壓器中。 

4.只有��氣體時的異常判定，推

測可能是變壓器中不銹鋼或鍍

鋅鋼板散熱器所含之水份分解

後產生氫氣。 

 

異常案例如下： 

1.OLTC 操作不當、接觸不良、接

點間短路。 

2.繞組絕緣破壞、層間短路。 

3.鐵心循環電流。 

4.接續部的鬆弛。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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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
主導類型 

氣體類型 圖樣 異常說明 

���
 − � 

 

1.接觸不良，洩漏電流等產生過

熱情形較多(高溫過熱)，因過

熱發展成部份放電及電弧放電

，會如圖樣 D圖所示��、����

的比率變大。 

 

異常案例如下： 

1.OLTC 接點接觸不良。 

2.鐵心循環電流，多點接地之局

部過熱。 

3.鐵心層間短路。 

4.接續部(引出線等)接觸不良。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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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主導類型 

氣體類型 圖樣 異常說明 

���� − � 

 

1.電弧放電。 

2.	����發生量較少時，推測為部

份放電。 

 

異常案例如下： 

1.繞組短路。 

2.OLTC 切換器接點間閃絡。 

甲烷��
主導類型 

氣體類型 圖樣 異常說明 

��
 − � 

 

與���
類似。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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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2.1.4.2.1.4.2.1.8888  油中氣體分析異常時，不可貿然實施濾油、再生或換油作業，應持

續觀察異常氣體的成長趨勢，以便掌握變壓器的異常情形，並會同變壓器廠商

研判異常原因及檢討處理對策。 

    

4.2.1.4.2.1.4.2.1.4.2.1.9999  相關參考資料，詳「附件三  油浸式變壓器油中氣體分析」。 

 

4.2.1.4.2.1.4.2.1.4.2.1.11110000  絕緣油線上油中氣體分析 

 

a.a.a.a.  於定期取樣送實驗室檢測期間以外之空窗期，往往可能長達一年，此期間

變壓器之運轉狀況無法得知，可藉由安裝線上油中氣體分析儀，對變壓器的運

轉狀況進行連續監測。 

 

b.b.b.b.  線上油中氣體分析儀可分為分量型與總量型兩種，分量型可監測各種氣體

個別的濃度值，總量型可監測各種氣體的總合濃度。電力變壓器可依製程需求

安裝線上油中氣體分析儀，進行油中氣體濃度變化之趨勢管理，一旦有警報發

生時立即取樣送實驗室分析確認之，以達長期且不間斷監測之目的。 

 

c.c.c.c.  總量型線上油中氣體分析儀無法得知個別氣體濃度加以比對，故不建議採

用；電力變壓器可視需要安裝監測兩種代表性氣體 氫氣(��)、一氧化碳

(��)及油中含水量(���)之分量型分析儀。 

 

4.2.1.114.2.1.114.2.1.114.2.1.11  OLTC 切換開關室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每年檢測一次，其管制基準如

表 4-5 所示，檢測結果須做趨勢管理，以掌握其變化趨勢。 

 

表 4-5  OLTC 切換開關室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管制基準 

 正常 待觀察 異常 

甲烷+乙烷+乙烯

乙炔
 ＜0.5 0.5~＜1 1~＜3 3~＜5 ≧5 

試驗週期(月) 12 3~6 1~3 ＜1 儘速停機檢查 

試驗結果說明 無過熱 縮短試驗週期，持續觀察 局部過熱 

註：乙炔氣體含量＜500ppm 時，此管制基準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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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2.24.2.24.2.2  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 

 

4.2.2.14.2.2.14.2.2.14.2.2.1  檢測時機： 

電力變壓器送電運轉後，本體油品特性分析每年檢測一次，但配電變壓器及傳

統加工廠可延長為每二年檢測一次，不會影響生產之非製程用變壓器可依現場

實際負載高低調整檢測週期；為達趨勢管理之目的，檢測報告須附加趨勢分析

圖表，以掌握其變化趨勢。 

 

4.2.2.4.2.2.4.2.2.4.2.2.2222  依據 IEC 60422-2013，油品特性分析管制基準，如表 4-6、表 4-7

所示： 

 

表 4-6  變壓器本體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須注意」管制基準 

電壓等級 

檢測項目 
≦69kV 161kV 345kV 

破壞電壓(kV) 

(IEC 60156 間隙2.5±0.05mm) 
30～40 40～50 50～60 

含水量(ppm 氮封或密封型) 

(ASTM D1533) 
30～40 20～30 15～20 

總酸價(mg KOH/g) 

(ASTM D974) 
0.15～0.3 0.1～0.2 0.1～0.15 

界面張力(dynes/cm 25℃) 

(ASTM D971) 
20～25 

    

 

表 4-7  變壓器本體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異常」管制基準 

電壓等級 

檢測項目 
≦69kV 161kV 345kV 

破壞電壓(kV) 

(IEC 60156 間隙2.5±0.05mm) 
30 以下 40 以下 50 以下 

含水量(ppm 氮封或密封型) 

(ASTM D1533) 
40 以上 30 以上 20 以上 

總酸價(mg KOH/g) 

(ASTM D974) 
0.3 以上 0.2 以上 0.15 以上 

界面張力(dynes/cm 25℃) 

(ASTM D971) 
2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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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2.2.4.2.2.4.2.2.3333  分析結果異常之處理方式： 

 

a.a.a.a.  分析結果超出管制基準時，應通知變壓器製造廠商會同取樣，另送合格檢

測廠商進行複驗。 

 

b.b.b.b.  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確定為「須注意」時，表示絕緣油特性已開始降低，

但無須立即採取改善對策，應先會同變壓器製造商追查油品性能降低原因，並

依四種檢測項目之趨勢變化，研判是否需要縮短檢測週期。 

 

c.c.c.c.  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確定為「異常」時，表示絕緣油已劣化，應先追查油

品劣化原因，並設法加以改善後，再以下列方式處理： 

 破壞電壓或含水量異常時，實施活線真空濾油。 

 總酸價或界面張力異常時，油量少之變壓器可直接安排停電更換絕緣油，

油量多之變壓器可評估停電更換絕緣油或活線再生絕緣油，選擇最適合現

場條件之方式進行改善。 

 

4.2.2.4.2.2.4.2.2.4.2.2.4444  實施真空濾油作業時，濾油後變壓器本體絕緣油之驗收基準，如表

4-8 所示。 

 

表 4-8  絕緣油真空濾油後之驗收基準 

電壓等級 

檢測項目 
≦69kV 161kV 345kV 

外觀(ASTM D1524) 
澄清 

無沉澱物 

澄清 

無沉澱物 

澄清 

無沉澱物 

破壞電壓(kV) 

(IEC 60156 間隙2.5±0.05mm) 
40以上 50以上 60以上 

含水量(ppm)(ASTM D1533) 30以下 20以下 15以下 

油中溶解氣體(ppmv) 

(ASTM D3612) 

TDCG：50以下 

C2H2＋C2H4：5以下 

 

 

4.2.2.4.2.2.4.2.2.4.2.2.5555  OLTC 切換開關室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每年檢測一次，其管制基準如

表 4-9 所示，檢測結果須做趨勢管理，以掌握其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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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OLTC 切換開關室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管制基準 

 繞組分接頭 

△接線 

繞組分接頭 

Ｙ接線 

破壞電壓(kV) 

(IEC 60156 間隙2.5±0.05mm) 
40 以上 30 以上 

含水量(ppm)(ASTM D1533) 30 以下 40 以下 

總酸價(mg KOH/g)(ASTM D974) 0.4 以下 

 

 

4.2.34.2.34.2.34.2.3  絕緣油油中糠醛含量分析 

 

4.2.3.4.2.3.4.2.3.4.2.3.1111  檢測時機： 

 

aaaa....  變壓器送電運轉後，每 6 年檢測一次，並做趨勢管理，一旦檢測值經複驗

確實有突升（非穩定增加）之異常現象時，則須依檢測廠商之建議縮短檢測週

期，並擬定處理對策。 

 

bbbb....  針對未曾實施糠醛含量分析之既設變壓器，則需儘速安排實施檢測分析，

以確認變壓器纖維質絕緣材料之狀況，並藉此建立背景資料。 

 

cccc....  油中��濃度大於「須注意」值、���濃度＞10000ppm、且C��/��比值超

出 3~10 範圍時，則須增加檢測一次。 

 

dddd....  不會影響生產之非製程用變壓器可依現場實際負載高低調整檢測週期。 

 

4.2.3.4.2.3.4.2.3.4.2.3.2222  糠醛檢測需包含下列五種成份： 

 

a.a.a.a.  5-氫氧甲基-2 糠醛(5-HMF) 

 

b.b.b.b.  2-糠醇(2-FOL) 

 

c.c.c.c.  2-糠醛(2-FAL) 

 

d.d.d.d.  2-乙醯基夫喃(2-A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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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e.  5-甲基-2-糠醛(5-MEF) 

    

4.2.3.4.2.3.4.2.3.4.2.3.3333  糠醛含量分析「須注意」管制基準，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糠醛含量分析「須注意」管制基準    

運轉時間 1~5年 5~10年 10~15年 15~20年 

糠醛含量 

(ppb) 
100 200 400 750 

註：糠醛含量＞4000ppb 時，判定為「異常」。 

 

 

4.2.3.4.2.3.4.2.3.4.2.3.4444  分析結果異常之處理方式： 

 

a.a.a.a.  分析結果為「須注意」或「異常」時，應通知變壓器製造廠商會同取樣，

另送合格檢測廠商進行複驗；確定為「須注意」或「異常」後，依檢測廠商建

議之檢測週期追蹤，並擬定處理對策。 

 

b.b.b.b.  糠醛含量＞4000ppb 時，判定為「異常」，代表纖維質絕緣材料老化比較

嚴重，須通知原廠排定檢修計劃。 

 

4.2.44.2.44.2.44.2.4  變壓器絕緣油分析試驗報告須註明變壓器額定電壓、額定容量、製造

廠商、製造號碼、製造日期、絕緣油量、分析方法、取油時之油溫、周溫與負

載電流、取樣人員。 

 

4.2.4.2.4.2.4.2.5555  針對未曾實施腐蝕硫分析之既設變壓器，須儘速安排實施檢測分析，

確認變壓器絕緣油中無腐蝕硫成分，以避免對銅導體造成腐蝕，長期運轉將導

致溫升與絕緣破壞；實施絕緣油腐蝕硫分析後，以後每隔 25 年檢測一次。分

析結果為「異常」時，應通知變壓器製造廠商會同取樣，另送合格檢測廠商進

行複驗；確定為「異常」後，應與變壓器廠商研判異常原因及檢討處理對策。 

 

4.2.4.2.4.2.4.2.6666  實施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油品特性分析及糠醛含量分析之合格檢測

廠商資格要求，詳「第二章  工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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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7777  變壓器絕緣油取樣時，若發現有相當量的氣泡產生，須立即關閉取油

閥，趕快離開現場(恐有爆炸發生)，並通知相關部門緊急停電檢查。 

 

4.2.4.2.4.2.4.2.8888  一、二次側皆為低壓之變壓器與油浸式電抗器無需實施絕緣油油中氣

體分析、油品特性分析及油中糠醛含量分析（設備廠商另有規定者除外）。 

 

4.2.4.2.4.2.4.2.9999  紅外線熱影像量測每半年一次，同一電源回路三相間之溫度差須小於

10℃，其餘管制基準依據 IEC 62271-1，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紅外線熱影像量測溫度管制基準 

量測點 溫升限制(K) 容許溫度(℃) 

接點(空氣中) 

裸銅或裸銅合金 35 75 

鍍銀或鍍鎳 65 105 

鍍錫接觸 50 90 

導體用螺栓互相

連接(空氣中) 

裸銅或裸銅合金 50 90 

裸鋁合金 50 90 

鍍銀或鍍鎳 75 115 

鍍錫接觸 65 105 

端子用螺栓與導

體連接(空氣中) 

裸銅 50 90 

鍍銀或鍍鎳 65 105 

鍍錫 65 105 

油中開關元件用之絕緣油 50 90 

除接點外與油接觸之金屬或絕緣物

的任意部位 
60 100 

    

    

4.2.4.2.4.2.4.2.10101010  變壓器本體內部部份放電(PD)量測 

 

4.2.4.2.4.2.4.2.10101010.1.1.1.1  高壓變壓器（電力變壓器）因材料瑕疵、施工不良及長期使用致絕

緣劣化等因素，造成內部絕緣不足異常放電，最終導致絕緣崩潰損壞。 

 

4.2.4.2.4.2.4.2.10101010.2.2.2.2  既設變壓器可於變壓器洩油閥伸入超高頻（UHF）感知器以量測其

內部是否有部份放電現象，但是此法只能檢出放電現象無定位功能；另可於變

壓器本體表面安裝部份放電量測感知器，用以監測變壓器內部放電現象，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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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位功能，此法缺點是易受干擾，無法準確判斷放電現象。 

 

4.2.4.2.4.2.4.2.10101010....3333  新設變壓器可視需要安裝內嵌式超高頻（UHF）感知器（至少 4 組

），用以監測變壓器內部放電現象，且具有定位功能。 

    

4.2.4.2.4.2.4.2.11111111  變壓器套管部份放電量測 

 

4.2.4.2.4.2.4.2.11111111.1.1.1.1  69kV(含)以上之套管，可選用內建部份放電量測引出點，以監測套

管是否有部份放電現象。 

 

4.2.4.2.4.2.4.2.11111111.2.2.2.2  35kV(含)以下之套管，可外加部份放電量測耦合器，以監測套管及

電纜是否有部份放電現象。 

 

4444....3333        定期保養定期保養定期保養定期保養    

 

4.3.14.3.14.3.14.3.1  油浸式變壓器應依據繞組及有載分接頭切換器運轉狀況，訂定定期保

養項目、基準與週期，依據「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之項目與管制基準，執行

定期保養並做記錄。保養項目及管制基準，參考「附表四  油浸式變壓器定期

保養執行記錄表」。 

 

4.3.24.3.24.3.24.3.2  繞組電氣試驗： 

 

4.3.2.14.3.2.14.3.2.14.3.2.1  變壓器試驗廠商進行各項試驗前應先提供試驗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與操作人員、試驗儀器之合格證明文件供業主確認，包含資料如下： 

 

a.a.a.a.  試驗標準作業程序（SOP） 

 

b.b.b.b.  試驗引用之規範代號 

 

c.c.c.c.  試驗作業現場接線圖 

 

d.d.d.d.  試驗中各階段施加電壓之「電壓-時間曲線圖」（若有） 

 

e.e.e.e.  試驗結果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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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  試驗儀器操作人員認證資料 

 

g.g.g.g.  試驗儀器校正合格證明文件 

 

4.3.2.24.3.2.24.3.2.24.3.2.2  包含絕緣電阻量測、繞組電阻量測、電介質頻率響應(DFR)試驗或介

質電力因數(tanδ)量測、激磁電流試驗(與變壓器製造廠商檢討後決定是否施

作)，配合定檢(每六年)實施。 

 

4.3.2.34.3.2.34.3.2.34.3.2.3  實施絕緣電阻量測時，電力變壓器須一併實施「極化指數」試驗，

而配電變壓器須一併實施「介質吸收比」試驗；試驗結果須做趨勢管理，以掌

握其變化趨勢，管制基準如表 4-12 所示，「極化指數」須≧1.25，「介質吸

收比」須≧1.30。 

 

表 4-12  「極化指數」及「介質吸收比」管制基準 

極化指數 

(R10/R1) 
絕緣狀態 

介質吸收比 

(R60/R15) 
絕緣狀態 

小於 1 危險 小於 1 危險 

1.0~1.1 不良 1.30 正常 

1.1~1.25 須注意 2.0 以上 良好 

1.25~2.0 尚佳 — — 

2.0 以上 良好 — — 

註：「極化指數」管制基準依 IEEE C57.125-1991(R2005)訂

定，「介質吸收比」管制基準則依變壓器製造廠商慣用

之基準訂定。 

 

 

4.3.2.4.3.2.4.3.2.4.3.2.4444  容量 3,000kVA(含)以下之配電變壓器，若 DFR 試驗結果合格，可視

需要實施感應電壓試驗（從低壓側加額定電壓 1.6 倍，額定頻率 1.6 倍，持續

60 秒），以便檢出繞組層間短路異常。 

 

4.3.2.4.3.2.4.3.2.4.3.2.5555  配電變壓器於現場洩油實施維護保養致使繞組暴露在空氣中時，洩

油前及注油靜置後須實施 DFR 試驗以確認繞組是否因接觸空氣吸濕致 DFR 試驗

結果升高；容量 3,000kVA(含)以下者，若注油後之 DFR 試驗結果合格，則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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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感應電壓試驗（從低壓側加額定電壓 1.6 倍，額定頻率 1.6 倍，持續 60 秒

），以便檢出繞組層間短路異常。 

 

4.3.2.4.3.2.4.3.2.4.3.2.6666  變壓器於現場洩油實施維護保養致使繞組暴露在空氣中時，為避免

繞組長時間接觸空氣吸濕，故繞組暴露在空氣中的時間應越短越好，原則上配

電變壓器不可超過 12 小時，電力變壓器不可超過 8 小時，實際之可暴露時間

依廠商規定為準。此項保養作業應在天候佳的情況下實施，空氣中的濕度不可

過高，必要時須做好避免水氣侵入之防護措施。 

 

4.3.2.4.3.2.4.3.2.4.3.2.7777  進行繞組電氣試驗時須配合試驗需要實施去磁作業，消除鐵心上之

剩磁，以避免影響試驗的準確性；試驗結束後亦須實施去磁作業，以避免送電

時產生過高之激磁湧流。 

 

4.3.34.3.34.3.34.3.3  電力變壓器於現場注油時，須實施抽真空注油。配電變壓器有條件時

（視油箱壁機械強度而定）也可以採用抽真空注油，但不一定在全真空狀態下

。抽真空注油應遵守製造廠商的規定。透過抽真空注油也可以檢查油箱的機械

強度，一般按標準不允許有永久變形，即使是局部彈性變形也不應超過箱壁厚

度的 2 倍。透過抽真空注油還可檢查真空系統的嚴密性，即也可反映出變壓器

的密封性能。 

 

4.3.44.3.44.3.44.3.4  油浸式變壓器於現場維護保養而注油、換油或濾油時，需靜置以下時

間讓絕緣油中的氣泡消失，以確保送電安全。 

額定電壓 35kV(含)以下    靜置 6小時以上 

額定電壓 69kV 與 161kV    靜置 12 小時以上 

額定電壓 345kV           靜置 24 小時以上 

 

4.3.4.3.4.3.4.3.5555  有地坪下陷問題之場所，地坪下陷會使電力線路與變壓器之間連接元

件間距改變，當沉陷量超過設計裕度時，會發生供電異常，所以變壓器室每年

應進行沉陷量測，以追蹤沉陷情形(初期每半年一次，如沉陷量穩定則可延長

週期)。 

 

4.3.4.3.4.3.4.3.6666  布氏電驛、衝擊油壓電驛及釋壓裝置應配合定期保養進行功能測試，

測試方法參考「附件四  布氏電驛、衝擊油壓電驛、釋壓裝置功能測試規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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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4.3.4.3.7777  油浸式有載分接頭切換器(OLTC)須配合定檢(每六年)或切換 100,000

次(或依廠商規定次數)，視何者先達到，執行內部檢查一次，檢查方法參考「

附件五  開放油浸式有載分接頭切換器(OLTC)保養檢查規範」。如有安裝活線

濾油機則每六年或切換 150,000 次(或依廠商規定次數)，視何者先達到，實施

內部檢查一次。 

活線濾油機濾材出廠前須於 80~90℃的溫度下乾燥兩小時以上，再放入注滿同

規格絕緣油之油桶內浸泡載運至現場使用。 

 

4.3.4.3.4.3.4.3.8888  為避免變壓器漏油或漏氣，變壓器本體與外部器具(如散熱器、套管等

)相接之密封材料(墊片、墊圈、O 型環等)保養時拆卸過後必須更新，不得將舊

密封材料回裝。 

 

4.3.4.3.4.3.4.3.9999  模鑄式銅匯流排槽(busway)之定期保養： 

 

4.3.4.3.4.3.4.3.9999.1.1.1.1  變壓器之模鑄式銅匯流排槽(busway)因散熱需求而有散熱孔設計，

灰塵及污染物容易進入堆積，絕緣表面因此容易放電致絕緣破壞，故應利用變

壓器定期保養時一併進行保養及絕緣檢測，保養方法參考「附件六  模鑄式銅

匯流排槽(busway)保養」。 

 

4.3.4.3.4.3.4.3.9999.2.2.2.2  為了進一步確認模鑄式銅匯流排槽之絕緣狀況，可視需要實施 DAC

試驗以確認有無部份放電現象，及實施 DFR 試驗以量測 tanδ與電容值，並做

趨勢管理。 

 

4.3.4.3.4.3.4.3.10101010  執行保養工作前，應先參考原廠保養手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與本規

範之「附件十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保養規範」，訂定廠內適用之保養規範。 

 

4.3.4.3.4.3.4.3.11111111  電力變壓器附屬配件之建議更新週期，如表 4-13 所示；使用時間已

達建議更新週期時，應配合定期保養實施功能測試，功能正常者經設備部門主

管同意則可繼續使用。惟使用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25 年，達 25 年者必須排定計

畫及時更新。配電變壓器亦應比照辦理。 

 

4.3.124.3.124.3.124.3.12  電力變壓器運轉 25 年以上者，可視需要委託專業廠商進行剩餘壽命

評估，並依評估結果研擬適當之延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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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電力變壓器附屬配件之建議更新週期 

重要性區分 附屬配件 建議更新週期 預估作業天數 是否停電 

A-1 

早期檢出本體異常

，且故障時對本體

機能有重大影響。 

絕緣油(繞組)溫度計 10年 1天 是 

釋壓裝置 10年 1天 是 

布氏電驛 10年 1天 是 

衝擊油壓電驛 10年 1天 是 

A-2 

故障時對本體機能

有重大影響之附屬

配件 

套管 15年(1) 2天 是 

冷卻器(包含自冷、風

冷…) 
15年 3~5天 是 

送油泵 15年 2天 是 

冷卻風扇 15年 1天 是 

B 

故障發生時對本體

機能影響較小之附

屬配件 

針盤油面計 15年 1天 是 

氣體檢出電驛 15年 2天 是 

油流指示器 15年 2天 是 

壓差電驛(水冷式冷卻

器用) 
15年 1天 否 

水流電驛(水冷式冷卻

器用) 
15年 2天 是 

洩漏電驛(水冷式冷卻

器用) 
15年 1天 否 

複式壓力計 15年 1天 是 

儲油槽空氣袋 15年(2) 2天 是 

吸濕呼吸器 15年(3) 1天 否 

閥類 15年 4天 是 

C 

附屬配件之主要零

件 

軸承(免給油式) 3年 1天 是 

軸承(給油式) 10年 1天 是 

襯墊(NBR襯墊) 15年 依使用之場所

及位置而定 

是 

襯墊(軟木合成橡膠) 10年 是 

註(1)：如在第15年時實施大修，即可延長其壽命。但使用在匯流排管溝及IPB內者，建議

更新週期修正為10年。 

註(2)：使用在負載變動大的變壓器時，建議更新週期修正為10年。 

註(3)：只表示吸濕呼吸器的更新週期，但其中之吸濕劑要適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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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  4.4  4.4  維護保養後送電注意事項維護保養後送電注意事項維護保養後送電注意事項維護保養後送電注意事項    

 

4.4.14.4.14.4.14.4.1  電力變壓器定期保養後重新送電前應維持鐵心無剩磁狀況，以免因激

磁湧流過大而跳脫，並可降低激磁湧流對變壓器的衝擊。 

 

4.4.24.4.24.4.24.4.2  定期保養送電後一週應實施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以確認變壓器狀況

是否正常，並與定期保養前做比較。 

 

4.4.4.4.4.4.4.4.3333  其餘依照第二章工程篇 2.5.2.3 送電注意事項作業（g、i、j 三項除外

）。 

 

4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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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5555.1.1.1.1  變壓器的事故區分為外部及內部事故，外部事故處理方式大部份均在

事故位置或異常處加以處理；若發生內部事故，則處理上並不容易，必須進行

內部檢點。 

 

4.4.4.4.5555.2.2.2.2  若釋壓裝置、布氏電驛、衝擊油壓電驛等油流檢知裝置與各種電流檢

知的保護裝置(如過電流電驛、差動電驛等)二者同時動作時，大部份為繞組的

事故較多，此時變壓器必須立刻切離電源。若二者之一發生動作，則變壓器須

評估進行以下電氣試驗(如匝比試驗、激磁電流試驗、介質電力因數量測或電

介質頻率響應試驗、繞組絕緣電阻量測、繞組電阻量測、百分比阻抗量測、感

應電壓試驗等)，以及保護裝置是否有誤動作均須詳細檢查。 

 

4.4.4.4.5555.3.3.3.3  若布氏電驛的第一段警報動作，必須檢查氣室內是否有空氣，或是其

接點線路絕緣不良，最好將變壓器的電氣特性及油中氣體同時加以分析。如係

誤動作，必須檢查確定後才可加入運轉。 

 

4.4.4.4.5555.4.4.4.4  布氏電驛第一段誤動作，大部份發生於密閉氮封型變壓器以及在冬天

負載較輕氣溫劇降之情形，其膨脹箱內大部份呈負壓的情形。油劣化防止裝置

之呼吸器阻塞時，亦會有負壓的情形產生，使布氏電驛誤動作。 

變壓器內部產生負壓，油中的氣體會溶出(氮氣、氧氣、二氧化碳)產生小氣泡

，造成變壓器絕緣油的破壞電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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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5555....5555  繞組變形(SFRA)試驗： 

 

4.4.4.4.5555....5555.1.1.1.1  變壓器外線發生短路故障時，其衝擊電流極高且持續時間短，相關

保護裝置無法適時隔離，繞組會產生很大的機械力，可能造成繞組破壞或變形

。若線圈變形其線圈百分比阻抗也會跟著改變，亦可實施百分比阻抗量測。 

 

4.4.4.4.5555....5555.2.2.2.2  因短路故障發生次數不多，但若發生電力系統重大短路事故時，則

應立即施作。既設電力變壓器若於出廠時未實施 SFRA 試驗者，應利用最近一

次之定期保養時實施首次試驗，以建立背景資料。 

 

4.4.4.4.5555....5555.3.3.3.3  繞組變形試驗實施前，須實施去磁作業，以消除鐵心上之剩磁，避

免影響試驗的準確性；試驗結束後亦須實施去磁作業，以避免送電時產生過高

之激磁湧流。 

 

4.4.4.4.5555....5555....4444  繞組變形試驗發現異常時，應縮短試驗週期或安排檢修。 

 

4.4.4.4.5555....5555....5555  變壓器繞組變形試驗之異常判斷須比較其測試曲線之趨勢變化，故

每次試驗之曲線資料須確實保存。 

 

4.4.4.4.5555.6.6.6.6  油中氣體分析報告判定變壓器內部有部份放電之可能時，應視需要實

施變壓器本體內部部份放電(PD)量測，以確認實際放電狀況及異常部位，以供

研擬後續異常處理對策。 

 

4.4.4.4.5555....7777  詳細的變壓器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參考「附件十  油浸式變壓器設

備保養規範」。 

 

4.4.4.4.6666        油浸式變壓器延壽油浸式變壓器延壽油浸式變壓器延壽油浸式變壓器延壽    

 

4.4.4.4.6666.1.1.1.1  關於變壓器壽命，依 JEC-204-1978 標準，係指「繞組最熱點溫度為 95

℃連續運轉」時，可期待的正規壽命為 30~40 年，溫度每高出標準值 6~8℃，

則變壓器壽命將減半。 

 

4.4.4.4.6666.2.2.2.2  變壓器的壽命亦取決於「絕緣紙水份」，非「絕緣油水份」。絕緣紙

水份管制基準如表 4-14 所示，超出管制基準時建議回原廠真空乾燥處理、實



台塑關係企業規範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4-20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4 日第 2 次修訂 

施「低頻乾燥除水」或「絕緣紙活線除水」作業，以延長其使用壽命。 

 

表 4-14  絕緣紙水份管制基準 

新製變壓器 使用中變壓器 

≧69kV 1.0％以下 ≧230kV 1.25％以下 

≦33kV ≧5000kVA 1.25％以下 69kV~230kV 2.0％以下 

≦33kV ＜5000kVA 1.5％以下 ≦69kV 3.0％以下 

註 使用中變壓器管制基準係依 IEEE C57.106-2002 訂定。    

    

    

4.4.4.4.6666.3.3.3.3  由上述可知，「絕緣電力因數(tanδ)」在新變壓器的管制值為 0.5%以

下，但是其「絕緣紙水份」是否低於管制基準未知。因此，僅依「絕緣電力因

數」來診斷絕緣性能是不足的，建議增加「絕緣紙水份」管理。 

 

4.4.4.4.6666.4.4.4.4  電介質頻率響應(dielectric frequency response, DFR)試驗： 

 

4.4.4.4.6666.4.1.4.1.4.1.4.1  變壓器絕緣油的導電度受水份、溫度及污染物等影響，此導電度直

接關係到絕緣油的電力因數，纖維質絕緣物之電介質特性亦受絕緣物中水份影

響，因此，在量測電力因數時，無法分辨是受絕緣油導電度影響或是絕緣物中

水份影響。 

 

4.4.4.4.6666.4.2.4.2.4.2.4.2  如圖 4-2 所示，使用掃頻式的 DFR 量測兩台變壓器，一台是低水份

老化的絕緣油，另一台是水份稍高全新的絕緣油。由圖可知，使用商用頻率量

測電力因數，所得結果相同，無法預測水份是來自絕緣物或是絕緣油。事實上

，藉由電力因數值即認定為高水份可能會造成誤判，它可能是壞的絕緣油導電

度所造成。 

 

4.4.4.4.6666.4.3.4.3.4.3.4.3  另一方面，DFR 試驗可以提供資訊讓我們同時預測絕緣油的導電度與

纖維質絕緣物所含之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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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兩個不同 DFR 電力因數量測結果比較 

 

 

4.4.4.4.6666....5555  油品特性分析可以了解變壓器絕緣油之物理、化學和電氣性質狀況，

以評估絕緣油的電氣絕緣、冷卻散熱能力和劣化程度，做為定檢時是否濾油或

換油的決策依據。 

 

4.4.4.4.6666....6666  油中糠醛類化合物是由電氣設備中絕緣材料纖維質劣化而生成，劣化

產生之糠醛類化合物會溶入絕緣油中，藉由分析其高濃度與不正常增加，以研

判絕緣材料老化程度或設備不正常使用，做為變壓器汰舊換新之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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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油浸式油浸式油浸式油浸式變壓器變壓器變壓器變壓器新油新油新油新油油品檢測管制基準油品檢測管制基準油品檢測管制基準油品檢測管制基準    

特性試驗項目 新油 試驗標準 

ASTM 項次 內容 油桶中 

01 外觀 澄清無沉澱物 D1524 

02 顏色 0.5 以下 D1500 

03 比重 15℃ 0.91 以下 D1298 D4052 

04 閃點(℃) 145 以上 D92 

05 流動點(℃) -30 以下 D97 D5950 

06 

黏度(100℃，cSt) 3.0 以下 

D445 黏度(40℃，cSt) 12.0 以下 

黏度(0℃，cSt) 76.0 以下 

07 
界面張力 

(dyne/cm，25℃) 
40 以上 D971 

08 總酸價(mg KOH/g) 0.03 以下 D974 

09 腐蝕硫 無檢出 D1275 

10 抗氧化劑(%) 0.08 以下 D2668 D4768 

11 含水量(ppm) 35 以下 D1533 

12 

氧化安定性試驗  

D2440 

72 小時 

油泥(% m/m) 

總酸價(mg KOH/g) 

 

0.15 以下 

0.5 以下 

164 小時 

油泥(% m/m) 

總酸價(mg KOH/g) 

 

0.3 以下 

0.6 以下 

13 
破壞電壓(kV) 

(VDE電極，間隙2.0±0.03mm) 
35 以上 D1816 

14 

功率因數 

(25℃，60Hz，％) 

(100℃，60Hz，％) 

 

0.05 以下 

0.3 以下 

D924 

15 多氯聯苯(mg/Kg) 無檢出(註1) D4059 

16 2-糠醛含量(μg/L) 5以下 D5837 

註：1.多氯聯苯無檢出為檢測極限值不得高於 2ppmw。 

2.新油檢測值超過基準值時判定為不合格，應予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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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油浸式變壓器試驗報告書油浸式變壓器試驗報告書油浸式變壓器試驗報告書油浸式變壓器試驗報告書((((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會同試驗(廠測)     □竣工試驗 

客戶名稱 南亞塑膠公司 

製造號碼 1220038 

台數 1 

試驗依據標準 IEEE C57.12 

型式 ONAN/ONAF 

容量 50/60 MVA 

相數 三相 

頻率 60 Hz 

接線及相位移 YNyn0d 

一次側電壓 161000 V ± 10% (17 taps) 

二次側電壓 33000 V 

一次側絕緣等級 BIL 750 kV  一次中性點 BIL 550 kV 

二次側絕緣等級 BIL 200 kV  二次中性點 BIL 150 kV 

試驗日期 2014 年 01 月 18 日～2014 年 01 月 19 日 

                        主管：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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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報告書目錄(範例) 

 

項次 試 驗 項 目 頁次 

1 電壓比試驗 1 

2 相序試驗 2 

3 繞組電阻量測 3 

4 無負載損及激磁電流試驗 4 

5 絕緣電阻量測(耐壓前) 5 

6 絕緣電阻量測(耐壓後) 6 

7 負載損及阻抗電壓試驗 7 

8 75℃全損失計算 8 

9 75℃阻抗換算值 9 

10 效率 10 

11 電壓調整率 11 

12 負載損 12 

13 滿載容量全損失 13 

14 冷卻系統損失試驗 14 

15 商用頻率耐壓試驗 15 

16 感應電壓試驗 16 

17 絕緣電力因數量測 17 

18 電介質頻率響應試驗 18 

19 激磁電流試驗 19 

20 噪音試驗 20~22 

21 溫升試驗 23~31 

22 部份放電試驗 32 

23 外觀構造檢查 33 

24 繞組變形試驗 34~39 

25 絕緣油油品特性分析報告 40 

26 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報告 41 

27 絕緣油進廠試驗報告 42 

28 控制線路試驗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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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三三三三        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1/2)(1/2)(1/2)(1/2)    

項次 保養項目 檢查基準 數據/檢查結果 

1 本體外觀檢視 1.設備編號標示明顯，外觀無漏油。  

2.無銹蝕，若有須進行局部除銹油漆。  

3.無異音  

4.電纜防護網無破損、防火填塞無空隙或變形。  

5.集油坑無積水  

2 呼吸器檢視(隔

膜式或氣袋式) 

1.乾燥劑粉紅色部份不超過 2/3  

2.油杯油位高於呼吸口  

3 油溫檢視 1.室內溫度 40℃以下  

2.大於 50℃啟動冷卻風扇，且管制於 75℃以下。  

4 氮氣壓力檢視(

氮封型) 

1.壓力表無破損  

2.壓力在「氮氣壓力-油溫」曲線之範圍內  

5 現場盤體檢視 1.power 指示燈亮  

2.不應有空隙，以免鼠類進入。  

6 油位檢視 油位在「油位-油溫」曲線之範圍內  

7 接地線檢視 本體、NGR 盤及避雷器之接地線無鬆脫斷線  

8 套管(露出型) 無髒污、無裂痕  

9 週邊照明燈具 無破損，照度正常。  

10 SF6壓力檢視 1.NGR 於標準值內(   ~   bar)  

2.GIB 匯流排於標準值內(   ~   bar)  

3.避雷器於標準值內(   ~   bar)  

11 OLTC 檢查 1.活線濾油機控制箱內部檢查，盤內透明玻璃管

不可有氣泡產生。 
 

2.連桿無銹蝕  

3.記錄動作次數  

12 冷卻風扇 1.無異響  

2.配線固定良好  

3.風扇護罩無銹蝕、無積塵  

13 散熱器 1.外觀無漏油  

2.無銹蝕  

3.無異音且散熱片無異常晃動  

14 閥類 1.外觀無漏油  

2.無銹蝕  

15 絕緣油循環泵 1.外觀無漏油  

2.無銹蝕  

3.從流量指示器確認是否在運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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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三三三三        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2/2)(2/2)(2/2)(2/2)    

項次 保養項目 檢查基準 數據/檢查結果 

16 消防水霧系統 無銹蝕、洩漏  

17 保護裝置 1.布式電驛無銹蝕、洩漏  

2.衝擊油壓電驛無銹蝕、洩漏  

3.釋壓裝置無銹蝕、洩漏  

 

 

備 

註 

 
 

 

1.檢查結果：正常V、異常X、未運轉△；異常已修復完成於備註欄內說明。 

2.檢查時有明確數據基準者，需記錄檢查數據。 

3.若有異常時，檢查人員應於備註欄詳述異常狀況(部位、異常狀況、處理方式)，保養主

管亦須說明其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復單、修復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4.本記錄表應與製造廠商確認，不足部份應予增列保養項目。 
 

                               主管：                   檢查人員： 

 

 



台塑關係企業規範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A4-1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4 日第 2次修訂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四四四四        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1/2)(1/2)(1/2)(1/2) 

部位 項次 保養項目 基準 數據/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預完日 

繞組(線圈) 1 絕緣電阻量測 試驗電壓：高壓 1000V，低壓 500V 

66kV 以上 1200MΩ    22kV：1000MΩ 

11kV：800MΩ        6.6kV：400MΩ 

3.3kV：200MΩ       600V：10MΩ 

   

2 電介質頻率響應

(DFR)試驗 

≧230kV：1.25％以下 

69kV~230kV：2.0％以下 

≦69kV：3.0％以下 

   

3 介質電力因數 

(tanδ)量測 

1.0%以下(at 20℃) 
   

4 繞組電阻量測 三相電阻值與平均值的誤差在±5%以內    

5 激磁電流試驗 與竣工試驗值比較±30%以內(超過時先檢討試驗

電壓值及剩磁問題) 
   

OLTC 1 外部及內部檢查 詳「附表五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OLTC)檢查表」    

套管 1 套管檢查 1.無龜裂、破損、無污染變黑    

2.檢視管套內絕緣油位須高於中心標線    

3.接線端子無鬆脫    

2 套管量測(≧69kV) 1.絕緣電阻量測    

2.介質電力因數(tanδ)量測    

3.靜電容量量測    

匯流排 1 匯流排檢查 1.接續端無發紅、變形，無銅綠腐蝕    

2.螺栓鎖緊、無鬆脫變黑異常    

現場盤體 1 外部檢查 指示燈正常、標示正常、無灰塵、無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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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四四四四        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油浸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2/2)(2/2)(2/2)(2/2) 

部位 項次 保養項目 基準 數據/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預完日 

 2 內部檢查 1.無灰塵、無潮濕    

2.接線端子無鬆脫、接線與元件無過熱變黑    

3.控制線路控制功能正常    

冷卻風扇 1 功能檢查 動作試驗正常、運轉無異音    

保護電驛 1 布氏電驛檢查 布式電驛是否有氣體累積，如有要加以排除並調

查原因。 
   

2 控制線路 布氏電驛、衝擊油壓電驛、釋壓裝置之連鎖跳脫

與警報試驗良好 
   

溫度計 1 外觀及功能檢查 1.無破損、霧化(模糊)，接點無腐蝕    

2.油溫 50℃第一段冷卻風扇起動，油溫 75℃第

二段冷卻風扇起動，油溫 90℃過溫警報接點輸

出，油溫 120℃過溫跳脫。 

   

2 控制線路 過溫連鎖跳脫與警報試驗良好    

接地線 1 接地電阻量測 10Ω以下    

2 接地線檢查 無鬆脫    

導口箱 1 導口箱檢查 1.電纜固定裝置無鬆脫且固定良好    

2.電纜密封填料無破損及滲水    

3.軟銅帶無拉直情形    

4.絕緣套管無漏油    

5.不可逆型溫度指示貼紙無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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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項次 保養項目 基準 數據/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預完日 

備  註 

 

 

1.檢查結果：正常 V、異常 X、未運轉△；異常已修復完成於備註欄內說明。 

2.檢查時有明確數據基準者，需記錄檢查數據。 

3.若有異常時，檢查人員應於備註欄詳述異常狀況(部位、異常狀況、處理方式)，保養主管亦須說明其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復單、修復

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4.本記錄表應與製造廠商確認，不足部份應予增列保養項目。 

                                                                        主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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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五五五五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有載分接頭切換器有載分接頭切換器有載分接頭切換器(OLTC)(OLTC)(OLTC)(OLTC)檢查表檢查表檢查表檢查表    

廠牌  製造年月  變壓器容量 MVA 電壓 kV 

型式    TAP 總數  電流 A 

檢查項目 撿查方式及標準 
檢查結果 

狀況說明 
正常 異常 

外
部
檢
查 

驅動馬達絕緣電阻 以高阻計500V檔位量測(＞2MΩ)    

電動操作機構 目視檢查齒輪、軸承磨耗情形及檢

查各螺栓、鎖梢是否鬆脫。 

   

手動操作機構 以手搖操作是否順暢    

分接頭位置指示器 以手動操作升降二個分接頭正常後

，再以電動試操作。 

   

極限開關 電動操作運轉至上限及下限位置，

改以手動至末端，確認極限開關動

作。 

   

濾油機壓力電驛 將出口側之油閥關閉，使壓力增加

至4kgf/cm
2
確認警報器鳴叫。 

   

保護設備(繼電器) 壓下測試鈕(in service)確認斷路

器是否有跳脫訊號 

   

AVR控制盤 乾淨無灰塵，接點鎖緊確認。    

內
部
檢
查 

FRP 筒壁目視檢查 外壁雜質是否可清除、無焦黑現象    

FRP 筒壁固定接點檢查 檢視筒壁接點狀態    

等電位銅排檢查 檢查銅排外觀、固定螺絲尺寸、固

定螺絲磅數 

   

位置指示盤齒輪組及吸

油管檢查 

檢查外觀是否有損傷及運轉狀態    

有載切換開關、選擇開

關 

檢查各部位螺絲是否鎖緊及清潔    

接觸子 厚度 4mm 以上    

續能彈簧 彈簧有無變形、損傷    

限流電阻 12.7Ω±10%    

判
斷
與
建
議 

動作次數累計：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原因： 

 監工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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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六六六六        模鑄式銅匯流排槽預防保養模鑄式銅匯流排槽預防保養模鑄式銅匯流排槽預防保養模鑄式銅匯流排槽預防保養檢查檢查檢查檢查記錄表記錄表記錄表記錄表    

項次 保養項目 保養基準 
保養

週期 

檢查

結果 

異常說明與 

改善對策 

1 外觀檢查 器具是否劣化，外觀破

裂，材質變色。 

每月   

2 紅外線熱影像量測 

(預知保養) 

1.導體銜接處溫度不可

超過105℃(假設周溫

40℃)。 

半年   

  2.金屬外殼溫度不可超

過80℃(假設周溫40

℃)。 

半年   

3 支撐架外觀檢查 支撐架是否變形、支撐

架與壁板固定螺栓是否

鬆脫。 

每月   

4 氣味及聲音檢查 無臭味及異常聲音。 每月   

 

 

備 

註 

 

 

     

1.檢查結果：正常V、異常X、未運轉△；異常已修復完成於備註欄內說明。 

2.檢查時有明確數據基準者，需記錄檢查數據。 

3.若有異常時，檢查人員應於備註欄詳述異常狀況(部位、異常狀況、處理方式)，保養主

管亦須說明其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復單、修復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主管：                   檢查人員： 

 

 



台塑關係企業規範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A7-1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4 日第 2 次修訂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七七七七        模鑄式銅匯流排槽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模鑄式銅匯流排槽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模鑄式銅匯流排槽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模鑄式銅匯流排槽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    

項次 保養項目 保養基準 
保養

週期 

檢查

結果 

異常說明與 

改善對策 

1 變壓器及配電盤接頭清

潔 

是否有破裂、污染、變

色，表面灰塵擦拭。 

   

2 匯流排清潔及檢查 1.打開蓋板進行匯流排

表面清潔 

   

  2.檢查匯流排表面有無

樹枝狀、點狀、尖端

放電等情形 

   

  3.檢查蓋板及吊架是否

變形及生銹 

   

  4.匯流排表面與蓋板絕

緣淨空間大於75mm 

   

3 接頭螺栓扭力檢查 M8   25±2.5 N-M 

M10  49±4.9 N-M 

M12  85±8.5 N-M 

M16  210±21 N-M 

   

4 支撐架外觀檢查 支撐架是否變形，支撐

架與壁板固定螺栓是否

鬆脫。 

   

5 絕緣電阻量測 1.高壓以1kV量測，絕

緣電阻100MΩ以上。 

2.低壓以500V量測，絕

緣電阻10MΩ以上。 

   

6 接地線檢查 是否鬆脫、銹蝕，接地

電阻10Ω以下。 

   

7 Off-line PD量測 無部份放電現象    

 

備 

註 

 

     

1.檢查結果：正常V、異常X、未運轉△；異常已修復完成於備註欄內說明。 

2.檢查時有明確數據基準者，需記錄檢查數據。 

3.若有異常時，檢查人員應於備註欄詳述異常狀況(部位、異常狀況、處理方式)，保養主

管亦須說明其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復單、修復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主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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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油浸式變壓器油中氣體分析油浸式變壓器油中氣體分析油浸式變壓器油中氣體分析油浸式變壓器油中氣體分析    

 

1. 1. 1. 1. 油中油中油中油中氣體產生原因氣體產生原因氣體產生原因氣體產生原因    

 

1.11.11.11.1  油浸式變壓器在運轉中，「鐵心」與「繞組」均會發熱，變壓器絕緣材

料受熱後，會造成劣化或老化情形，因此在正常負載下或異常情形下絕緣材料

皆會產生氫氣(��)、甲烷(��
)、乙烷(����)、乙烯(���
)、乙炔(����)、一

氧化碳(��)與二氧化碳(���)等氣體。 

 

1.21.21.21.2  變壓器發生重大異常時會產生大量上述氣體，而正常老化產生的氣體量

則極少，因此所造成的濃度會有相當差異。而這些氣體部份會溶解於絕緣油中

，濃度越高則溶解於絕緣油中的氣體含量就越高。 

 

2. 2. 2. 2. 油中油中油中油中氣體種類氣體種類氣體種類氣體種類    

 

2.12.12.12.1  一般分為「可燃性氣體」與「非可燃性氣體」兩大類，因異常發生時會

產生大量的「可燃性氣體」，且「可燃性氣體」有燃燒、爆炸等問題，故檢測

時會著重於「可燃性氣體」產生量為主。 

 

2.22.22.22.2  「可燃性氣體」主要分為「放電型氣體」如氫氣與乙炔，比對其濃度進

而推估運轉中變壓器的物理狀況如電弧、閃絡、火花放電、電暈；或是因熱故

障所產生之「過熱型氣體」如甲烷、乙烷與乙烯等氣體，比對其濃度進而推估

故障程度，以便即時採取改善措施，防止異常範圍擴大。 

 

2.32.32.32.3  「非可燃性氣體」部份，通常以一氧化碳與二氧化碳氣體含量來判斷變

壓器絕緣材料之良劣，油中��濃度大於「須注意」值、���濃度＞10000ppm、

且C��/��比值超出 3~10 範圍時，則絕緣油或纖維性絕緣材料會有發生故障之

可能。 

 

2.42.42.42.4  參考法規及標準 

評估變壓器運轉是否正常的各種檢測方法中，在不停電的前提下，絕緣油檢測

極具代表性。各項檢測所引用之方法如美洲系統之 ASTM(美國材料試驗協會)或

歐洲系統之 IEC(國際電工委員會)，其相關標準如下： 

ASTM D3612 

IEEE C57.104、IEC 60567、IEC 60599、IEC 61181、IEC 6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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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 . . 檢測原理檢測原理檢測原理檢測原理    

 

3333.1.1.1.1  從樣品油中分離氫氣、氧氣、氮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乙烷

、乙烯及乙炔等九種氣體，再將其送入氣體色層分析儀來進行氣體分析。 

 

3333.2.2.2.2  氣相層析儀之原理主要是以載氣(carrier gas)將氣體帶入分離管柱

(column)進行各項氣體成份分離，然後通過偵測器(FID/TCD)檢測。過程中因

各氣體成份對分離管柱內填充物各具不同吸附力而產生移動速度之差異而分離

。藉由各成份通過偵測器時間之不同，可判定氣體種類及數量，並可由記錄器

之波峰面積來計算濃度。 

 

3333.3.3.3.3  依各氣體濃度及其比率[如乙炔/乙烯(���� ���
⁄ )、甲烷/氫(��
/��)、

乙烯/乙烷(���
/����)]判定是否有異常及異常原因。 

 

4444. . . . 取樣作業取樣作業取樣作業取樣作業    

在進行油中氣體分析之前，如何使用適當的採樣容器與進行正確之採樣方法相

當重要，惟有如此才能取得具有代表性之樣品，以免不當取樣作業或方法，導

致樣品遭受污染，影響檢測結果及判讀。 

 

4444.1.1.1.1  取樣容器及工具 

取樣過程中須考慮安全性及污染問題，因此須使用專用取樣容器及取油管，且

應注意下列事項： 

 

4444.1.1.1.1.1.1.1.1  取樣容器攜帶容易，運送方便且不易破損。 

 

4444.1.2.1.2.1.2.1.2  取樣容器必須密閉良好，使油中氣體無法穿透而逸散。 

 

4444.1.3.1.3.1.3.1.3  取樣容器應可從外部辨識內部油樣之液位。 

 

4444.1.4.1.4.1.4.1.4  取樣容器不可因油溫變化而產生空隙。 

 

4444.2.2.2.2  取樣作業注意事項 

除了選擇適當的取樣容器之外，如何取樣才能確保所採油樣可以代表該變壓器

之油品，進而得到正確之分析結果，故油品在取樣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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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2.1.2.1.2.1.2.1  取樣容器必須十分乾淨，以防止外在污染，故取油前應以絕緣油清洗

取樣容器、取油管及取樣口。 

 

4444.2.2.2.2.2.2.2.2  樣品油應自變壓器緩慢的流出，避免產生氣泡，故取樣口應加裝小尺

寸之閥體，以便與取油管連接；取油過程應將取油管與取樣容器妥善連接，避

免與空氣接觸，導致檢測數據不準確。 

 

4444.2.3.2.3.2.3.2.3  取油前須將前段約 500cc 之絕緣油捨棄排放掉，以避免取到變壓器排

油閥與配管內殘留未循環之絕緣油(作業前後應確認絕緣油油位是否正常)。 

 

4444.2.4.2.4.2.4.2.4  取樣時將取油管伸入取樣容器底部，慢慢打開閥門，勿使油中產生氣

泡。取樣油品開始流入取樣容器，取油管口應保持在取樣容器液面下緣，不可

高出液面。 

 

4444.2.5.2.5.2.5.2.5  取油時油樣須充滿整個取樣容器內，不能有殘留之空間，並迅速蓋上

取樣容器，勿使空氣滲入。 

 

4444.2.6.2.6.2.6.2.6  除非緊急事件必須立即進行油品分析，否則避免在雨天或相對濕度大

於 85%時進行取樣，以防止油樣吸入過多的水氣。 

 

4444.2.7.2.7.2.7.2.7  取樣後應於一週內分析。 

 

4444.3.3.3.3  取樣容器標示 

 

4444.3.1.3.1.3.1.3.1  絕緣油取樣後，需記錄變壓器使用部門、變壓器名稱、廠牌、製造日

期、製造號碼、電壓等級、油量、油溫、運轉電流、乾燥劑是否變色、採樣日

期與時間、採樣原因(如初試、例行檢測、故障追蹤)等。 

 

4444.3.2.3.2.3.2.3.2  因變壓器濾油、換油、重大落雷或大範圍焊接等，會使變壓器油中氣

體濃度(大幅)變動，為避免檢測結果產生誤判，檢測時應一併記錄其發生時間

。避免檢測結果產生誤判的方法就是濾油或換油後，應立即實施油中氣體分析

，重新建立檢測分析判定之背景值。 

 

4444.4.4.4.4  變壓器絕緣油取樣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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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1.4.1.4.1.4.1  使用設備及儀器： 

4444.4.1.1.4.1.1.4.1.1.4.1.1  扳手 

 

4444.4.1.2.4.1.2.4.1.2.4.1.2  轉接法蘭與考克閥 

 

4444.4.1.3.4.1.3.4.1.3.4.1.3  塑膠軟管(取油管) 

 

4444.4.1.4.4.1.4.4.1.4.4.1.4  盛油盤(盛裝廢油) 

 

4444.4.1.5.4.1.5.4.1.5.4.1.5  吸油布 

 

4444.4.1.6.4.1.6.4.1.6.4.1.6  玻璃針筒用三通閥 

 

4444.4.1.7.4.1.7.4.1.7.4.1.7  100cc 玻璃針筒(油中氣體分析用) 

 

4444.4.1.8.4.1.8.4.1.8.4.1.8  500cc 玻璃瓶(油品特性分析用) 

 

4444.4.1.9.4.1.9.4.1.9.4.1.9  100cc 玻璃瓶(油中氣體分析用) 

 

4444.4.1.10.4.1.10.4.1.10.4.1.10  30cc 玻璃瓶(糠醛分析用) 

 

4444.4.1.11.4.1.11.4.1.11.4.1.11  標籤(標示樣品用) 

    

4444.4.4.4.4.2.2.2.2  使用玻璃瓶取樣程序，如表 B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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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1  玻璃瓶取樣程序 

步驟 圖片 說明 

1 

 

安裝轉接法蘭與考克閥，然後

接上取油管。 

（取油閥與考克閥均在關閉位

置） 

2 

 

確認考克閥在關閉位置後，打

開取油閥，觀察轉接法蘭是否

有油滲漏。 

3 

 

取油管口對準盛油盤，打開考

克閥，排放取油閥與配管內未

循環之絕緣油(約 500cc)，之

後關閉考克閥。(若有負壓現

象致油無法流出，則不可取油

，須先處理負壓問題) 

4 

 

將取油管伸入玻璃瓶，打開考

克閥將絕緣油裝約半滿，蓋上

瓶蓋旋緊，搖晃玻璃瓶後將絕

緣油倒出。以上動作重複三次

，用以清洗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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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圖片 說明 

5 

 

使玻璃瓶口朝下，取油管朝上

，慢慢打開考克閥(不可太快)

，使油穩定緩慢進入玻璃瓶，

以徹底清洗玻璃瓶內壁與消除

取油管內氣泡。 

6 

 

再將玻璃瓶口朝上，取油管伸

入瓶底至絕緣油滿溢出玻璃瓶

口，慢慢抽出取油管，立即蓋

上瓶蓋旋緊，將玻璃瓶外部擦

拭乾淨。(絕緣油滿溢出玻璃

瓶口若有氣泡，則繼續讓其滿

溢直到氣泡消失為止) 

7 

 

立即貼上標籤(不可累積數瓶

後再一起貼標籤)，填寫變壓

器相關資料後，裝入盒子或箱

子(確保不會撞破)送驗。 

 

 

5.4.35.4.35.4.35.4.3  使用針筒取樣程序，如表 B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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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2  針筒取樣程序 

步驟 圖片 說明 

1 

 

安裝轉接法蘭與考克閥，然後

接上取油管。 

（取油閥與考克閥均在關閉位

置） 

2 

 

確認考克閥在關閉位置後，打

開取油閥，觀察轉接法蘭是否

有油滲漏。 

3 

 

取油管口對準盛油盤，打開考

克閥，排放取油閥與配管內未

循環之絕緣油(約 500cc)，之

後關閉考克閥。(若有負壓現

象致油無法流出，則不可取油

，須先處理負壓問題) 

4 

 

將取油管接至針筒出口之三通

閥。 

5 1 取油管；2三通閥；3針筒 1.依(a)圖轉動三通閥，打開

考克閥，讓油流入針筒內。 

2.依(b)圖轉動三通閥，排空

針筒內的油。 

3.重複(a)、(b)步驟三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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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針筒。 

4.依(c)圖轉動三通閥，讓油

流入針筒內，取油 30cc 以

上。 

5.依(d)圖轉動三通閥，封住

針筒出口，關閉考克閥，拆

下取油管。 

6.將針筒出口朝上約 1~3 分鐘

，讓氣泡集中在上部，轉動

三通閥讓氣泡及油排出。 

6 

 

將針筒外部的油擦拭乾淨，立

即貼上標籤(不可累積數個針

筒後再一起貼標籤)，填寫變

壓器相關資料後，裝入盒子(

確保不會撞破)送驗。 

 

 

6. 6. 6. 6. 檢測分析檢測分析檢測分析檢測分析    

 

6.16.16.16.1  油中氣體分析 

 

6.1.16.1.16.1.16.1.1  油中氣體分析油樣脫氣方法 

 

6.1.16.1.16.1.16.1.1.1.1.1.1  取樣後的油品送至最低偵測濃度能夠符合 ASTM D3612 公告方法的要

求，並經 TAF 認證之實驗室，此一分析是先將溶於絕緣油中的氣體自油中趕出

匯集後，再導入氣相層析儀中進行氣體種類辨識及濃度定量。 

 

6.16.16.16.1.1.1.1.1.2.2.2.2  依據 ASTM D3612 公告方法，油中氣體分析之脫氣有三種方法，每種

方法有不同的脫氣技術要求，且有不同的最低偵測濃度要求，如表 B3-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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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3  油中氣體分析脫氣方法最低偵測濃度要求 

氣體種類 
方法 A 

(method A) 

方法 B 

(method B) 

方法 C 

(method C) 

氫氣(ppm) 5 20 0.6 

碳氫氣體(ppm) 1 1 0.06 

氧碳氣體(ppm) 25 2 0.1 

氧氮氣體(ppm) 50 500 11.2 

方法 A：Vacuum extraction 

方法 B：Stripper column extraction 

方法 C：Headspace sampling 

 

 

6.1.26.1.26.1.26.1.2  製做檢量線所用之標準氣體要求 

標準氣體之出廠濃度證明文件內容須註明：有效期限、分析校正值(實際濃度)

與分析誤差百分率(準確度)等資料。 

 

6.26.26.26.2  糠醛分析前處理方法萃取回收率要求 

 

6.2.16.2.16.2.16.2.1  糠醛分析時，為了避免絕緣油去除不徹底導致干擾，依據 ASTM D5837

公告之兩種前處理方法，每種方法各有不同的回收率技術要求，如表 B3-4 所

示，必須符合此一技術要求才可進行實際樣品的分析，藉以避免在前處理時將

糠醛一併除去而不知，致檢測值失真。 

 

表 B3-4  糠醛分析前處理萃取回收率要求 

糠醛成份 液體/液體萃取法 固相萃取法 

5-氫氧甲基-2 糠醛(5-HMF) 97~100% 97~100% 

2-糠醇(2-FOL) 76~ 83% 95~100% 

2-糠醛(2-FAL) 71~ 77% 88~ 96% 

2-乙醯基夫喃(2-ACF) 66~ 72% 89~ 97% 

5-甲基-2-糠醛(5-MEF) 63~ 68% 93~ 99% 

液體/液體萃取法：Liquid/Liquid Extraction (method A) 

固相萃取法：Soid Phase Extraction (SPE) (metho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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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2.26.2.26.2.2  通常當 2-糠醛(2-FAL)濃度達到 100ppb 時，即代表變壓器壽命只剩一

半，因此若變壓器已運轉很多年，然而糠醛濃度卻很低，問題可能出在萃取回

收率，須請廠商提出說明。 

 

6.2.36.2.36.2.36.2.3  檢測廠商提供糠醛分析報告時，須一併提供糠醛標準品前處理之「糠

醛標準品萃取效率報告」（如表 B3-5 所示）給業主審查後，方可進行驗收結

案。當絕緣油前處理採用 method B 時，則 VE需小於 2.5mL。 

 

表 B3-5  ASTM D5837 糠醛標準品萃取效率報告書 

糠醛名稱 
Blank oil 

新品絕緣油 

Standards in oil 

(      ppb) 

Standards in Solvent 

(      ppb)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Intergarted 

peak area 

Intergarted 

peak area 

EE % = 

(Ro/Rs) × (VE/10) ×100 

Ro  Rs EE（%） 

5-HMF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2-FAL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2-FOL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2-ACF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5-MEF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積分面積  

 
VE＝         mL 

1. Intergarted peak area稱為「積分面積」或是「訊號強度」。 

2. VE稱為「固相萃取管流洗液之收量」（單位：毫升）。 

3. Ro代表絕緣油（oil）中各糠醛的積分面積。 

4. Rs代表溶劑（solvent）中各糠醛的積分面積。 

 

 

6.6.6.6.3333  檢測值管制基準 

詳「第四章  保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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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布布布布氏氏氏氏電驛電驛電驛電驛、、、、衝擊衝擊衝擊衝擊油壓油壓油壓油壓電驛電驛電驛電驛、、、、釋壓釋壓釋壓釋壓裝置裝置裝置裝置功能測試規範功能測試規範功能測試規範功能測試規範    

 

1. 1. 1. 1. 保護保護保護保護電驛基本說明電驛基本說明電驛基本說明電驛基本說明，，，，如表如表如表如表 BBBB4444----1111 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表 B4-1  油浸式變壓器本體保護電驛基本說明 

項次 電驛名稱 代號 動作說明 

1 布氏電驛 96B 
第一段：氣體聚集量達 250~300cc 時動作 

第二段：油流速達約 75cm/sec 時動作 

2 衝擊油壓電驛 96P 

變壓器內部壓力達 0.25kg/cm2 ±20%以上，

且上升率 0.02kg/cm2/sec ±25%以上時動

作。 

3 釋壓裝置 96D 變壓器內部壓力達 0.7kg/cm2時動作 

 

 

2. 2. 2. 2. 布布布布氏氏氏氏電驛電驛電驛電驛    

 

2.12.12.12.1  外觀部位說明，如圖 B4-1 所示。 

 

1 接線盒
2 檢查閥、檢查鈕
3 盲封螺栓
4 檢查鈕操作說明
5 接地點
6 接線端子
7 接線盒蓋板
8 接線圖
9 電線管接續導口

 

圖 B4-1  布氏電驛外觀部位說明 

 

 

2.22.22.22.2  內部裝置說明，如圖 B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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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4-2  布氏電驛內部裝置說明 

 

 

2.32.32.32.3  動作原理說明，如表 B4-2 所示。 

 

表 B4-2  布氏電驛動作原理說明 

圖示 說明 

 

氣體累積 

故障：在絕緣油中有氣體存在。 

反應： 

1.油中氣體上升，聚集在布氏電驛內並

擠壓絕緣油。 

2.隨著液面下降，上浮子也一同下降。 

3.透過上浮子的運動，帶動磁簧開關，

啟動報警信號。 

4.下浮子不受影響，因為一定量的氣體

可以經由配管向儲油槽流動。 

 

絕緣油流失 

故障：由於滲漏造成絕緣油流失。 

反應： 

1.隨著油位下降，上浮子也同時下降，

發出報警信號。 

2.當絕緣油繼續流失，儲油槽、配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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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說明 

布氏電驛被排空。 

3.隨著油位下降，下浮子下降。 

4.透過下浮子的運動，帶動磁簧開關，

跳脫變壓器。 

 

絕緣油故障 

故障：由於突發性異常，產生了向儲油

槽方向運動的油流。 

反應： 

油流衝擊擋板，油流的流速超過擋板的

動作靈敏度，擋板順著油流的方向運動

，帶動磁簧開關，跳脫變壓器。 

 

 

2.42.42.42.4  測試程序說明，如圖 B4-3 所示。 

 

2.4.12.4.12.4.12.4.1  測試前將連接變壓器開關盤之控制線拆除，避免警報或開關誤動作。 

 

2.4.22.4.22.4.22.4.2  將壓縮空氣軟管接頭與檢測栓連結，打開檢測栓，注入空氣。 

 

2.4.32.4.32.4.32.4.3  當氣體累積約 250~300cc 時，以三用電表量測開關接點是否導通。 

 

2.4.42.4.42.4.42.4.4  量測完畢，須打開排氣栓，排空氣體後再關閉。 

 

 

圖 B4-3  布氏電驛測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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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衝擊衝擊衝擊衝擊油壓油壓油壓油壓電驛電驛電驛電驛    

 

3.13.13.13.1  外觀部位說明，如圖 B4-4 所示。 

 

1 上部蓋 11 伸縮試驗囊

2 輔助彈簧 12 試驗囊
3 間隔板 13 凸緣

4 微動開關伸縮囊 14 隔離伸縮囊

5 微動開關 15 均衡器
6 本體 16 乾燥劑

7 試驗棒 17 接頭
8 接頭室 18 空氣室

9 配線口 19 油室
10 水平支座

本體油面下方1~3m

 

圖 B4-4  衝擊油壓電驛外觀部位說明 

 

 

3.23.23.23.2  內部構造及動作原理說明，如圖 B4-5 所示。 

 

3.2.13.2.13.2.13.2.1  變壓器正常運轉時，來自變壓器本體之絕緣油油壓少量變化，僅迫使

矽油自孔口緩慢溢流出浮體上方，但浮體不致上升移動。 

 

3.2.23.2.23.2.23.2.2  當事故發生時，絕緣油油壓突升並壓縮伸縮囊，矽油因孔口阻力不能

瞬間排出浮體上方，致浮體往上頂升，並碰觸微動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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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動開關
孔口

浮
體

伸
縮
囊

矽油

變壓器油

自變壓器本
體傳送過來的油壓

伸縮囊試驗桿

 

圖 B4-5  衝擊油壓電驛內部構造說明 

 

 

3.33.33.33.3  測試程序說明，如表 B4-3 所示。 

 

表 B4-3  衝擊油壓電驛測試程序 

程序 圖示 說明 

1 

 

1.測試前將連接變壓器開關盤之控

制線拆除，避免警報或開關誤動

作。 

2.取下測試用試驗棒 

2 

 

1.將上部蓋拆除 

2.將試驗棒旋入上方孔內 

3.旋入長度須適當，避免微動開關

動作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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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圖示 說明 

3 

 

關閉隔離閥 

4 

 

1.操作桿向下快速且用力押(操作桿

下押速度不足時，微動開關將無

法動作)。 

2.以三用電表量測微動開關接點是

否導通。 

 

 

4. 4. 4. 4. 釋壓釋壓釋壓釋壓裝置裝置裝置裝置    

 

4.14.14.14.1  內部構造及動作原理說明，如圖 B4-6 所示。 

 

1 主體

2 襯墊

3 閥體

4 襯墊環

5 襯墊環

6 上蓋

7 彈簧裝置

8 指示

9 警報開關

10 復原桿
 

圖 B4-6  釋壓裝置內部構造說明 

 

 

4.1.14.1.14.1.14.1.1  變壓器正常運轉時，內部壓力低於 0.7kg/cm2，壓縮彈簧平均作用於閥

體及襯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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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1.24.1.24.1.2  當事故發生時，內部壓力突升作用於閥體上，彈簧受擠壓並開啟閥

體，內部氣體及絕緣油向外排放，待內部壓力下降與大氣壓力平衡時，閥體恢

復閉合狀態。 

 

4.24.24.24.2  測試程序說明，如圖 B4-7 所示。 

 

4.2.14.2.14.2.14.2.1  測試前將連接變壓器開關盤之控制線拆除，避免警報或開關誤動作。 

 

4.2.24.2.24.2.24.2.2  壓下復原桿(如圖 B4-7)，以三用電表量測開關接點是否導通。 

 

 

圖 B4-7  釋壓裝置測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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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油浸式油浸式油浸式油浸式有載分接頭切換器有載分接頭切換器有載分接頭切換器有載分接頭切換器(OLTC)(OLTC)(OLTC)(OLTC)保養檢查規範保養檢查規範保養檢查規範保養檢查規範    

 

1. 1. 1. 1.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油浸式油浸式油浸式油浸式 OLTCOLTCOLTCOLTC 定期保養週期定期保養週期定期保養週期定期保養週期    

開放油浸式 OLTC 定期保養週期，如表 B5-1 所示。 

 

表 B5-1  開放油浸式 OLTC 定期保養週期 

部位 檢查項目 檢查週期 注意事項 

切換裝置 1.切換器及選擇開關 1.無活線濾油機者，6

年或100,000次切換

，視何者先達到。 

2.有活線濾油機者，6

年或150,000次切換

，視何者先達到。 

參考主變壓器有載分

接頭切換器OLTC檢查

表 

2.活線濾油機 1.6年更換濾芯 

2.油壓升高時 

1.建議每切換一次即

自動過濾30分鐘 

2.油壓超過4kg/cm
2

更換濾芯 

OLTC切換開關室

絕緣油 

1.破壞電壓試驗 

2.含水量試驗 

3.酸價試驗 

6.油中氣體分析 

7.絕緣油更新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趨勢管理) 

每次定期保養內檢時

，皆須更新絕緣油。 

1.依據廠商手冊規定

判斷量測值。 

2.廠商無規定，則參

考CIGRE第12-13號

報告(1982)： 

a.繞組分接頭Δ接：

破壞電壓40kV以上

，含水量30ppm以

下。 

b.繞組分接頭Y接：

破壞電壓30kV以上

，含水量40ppm以

下。 

3.總酸價0.4mg 

KOH/g以上時需換

油。 

油劣化防止裝置 1.儲油槽、油袋 6年 儲油槽焊道防銹、油

袋無滲漏。 

2.呼吸器 3年 OLTC、呼吸器管路配

件不可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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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電阻式電阻式電阻式電阻式 inininin----tank type OLTCtank type OLTCtank type OLTCtank type OLTC 與變壓器配置圖與變壓器配置圖與變壓器配置圖與變壓器配置圖，，，，如圖如圖如圖如圖 BBBB5555----1111 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圖 B5-1  電阻式 in-tank type OLTC 與變壓器配置圖 

 

 

3. 3. 3. 3. 常用之三種油浸式常用之三種油浸式常用之三種油浸式常用之三種油浸式 OLTCOLTCOLTCOLTC 分接頭切換器分接頭切換器分接頭切換器分接頭切換器，，，，如圖如圖如圖如圖 BBBB5555----2222 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圖 B5-2  常用之油浸式 OLTC 分接頭切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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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封閉真空油浸式封閉真空油浸式封閉真空油浸式封閉真空油浸式 OLTCOLTCOLTCOLTC    

 

4.14.14.14.1  封閉真空式 OLTC，因 OLTC 分接頭切換開關接點設計皆包覆在真空室中，

當接點動作過程中產生的電弧與火花氣體不會直接於絕緣油接觸，相對的也不

會產生過多的電弧與火花的氣體(乙炔、乙烷、乙烯、氫氣…等)，運用在 OLTC

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時對於分析數據之異常研判較具參考性。 

 

4.24.24.24.2  切換開關動作時，電弧在真空滅弧室產生，絕緣油中無電弧、無碳粒子

，不需裝設活線濾油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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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七七七七        油浸式變壓器試油浸式變壓器試油浸式變壓器試油浸式變壓器試驗驗驗驗    

 

1. 1. 1. 1. 匝比試驗匝比試驗匝比試驗匝比試驗(ratio test)(ratio test)(ratio test)(ratio test)    

 

1.11.11.11.1  試驗目的： 

 

1.1.11.1.11.1.11.1.1  量測電壓是否正確。 

 

1.1.21.1.21.1.21.1.2  得知繞組是否已經有匝間短路，或由激磁電流了解繞組是否有異常。 

 

1.21.21.21.2  試驗接線圖： 

通常匝比測試器(TTR)之電壓輸出端定義為高壓側，接於變壓器之高壓側相對

應端子，使低壓側感應出之電壓永遠低於設備輸出電壓，可以保護人員及設備

安全，試驗接線圖如圖 B7-1 所示。 

 

 

圖 B7-1  變壓器匝比試驗接線圖(以 Dyn1 為例) 

 

 

1.31.31.31.3  試驗程序： 

 

1.3.11.3.11.3.11.3.1  分別量測 H1-H3/X1-X0、H2-H1/X2-X0 及 H2-H3/X3-X0 比值(Dyn1)，變

壓比誤差以百分率表示，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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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壓比誤差% =
變壓比量測值−變壓比標準值

變壓比標準值
× 100% 

1.3.21.3.21.3.21.3.2  匝比誤差依 IEEE C57.12.00 標準，須在銘牌電壓值的±0.5%以內。 

 

2222....    極性及相序試驗極性及相序試驗極性及相序試驗極性及相序試驗((((ppppolarity and phase relation test)olarity and phase relation test)olarity and phase relation test)olarity and phase relation test)    

 

2.12.12.12.1  試驗目的： 

可以確認三相變壓器的極性、相序、相位角差及相量群組，當變壓器並聯運轉

時，才不致產生同相間的電位差而無法使用。 

 

2.22.22.22.2  試驗接線圖： 

以三相變壓器 Dyn1 接線為例，如圖 B7-2 所示。 

 

 

圖 B7-2  極性及相序試驗接線圖(以 Dyn1 為例) 

 

 

2.32.32.32.3  試驗程序： 

 

2.3.12.3.12.3.12.3.1  試驗方式為三相交流電源法，首先將 H1 及 X1 套管端子接在一起，由

高壓側加入約 220V 左右電壓，再量測高壓繞組及低壓繞組間的電壓關係。 

 

2.3.22.3.22.3.22.3.2  分別量測下列各端子間電壓，如果符合下列判定式，則相序及相位角

差即為 Dyn1 之相量群組。 

H3－X2 ＝ H3－X3 ＝ H2－X2 

H2－X2 ＜ H2－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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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鐵心絕緣電阻量測鐵心絕緣電阻量測鐵心絕緣電阻量測鐵心絕緣電阻量測((((corecorecorecore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    

 

3.13.13.13.1  試驗目的： 

量測鐵心對夾件及外殼間的絕緣電阻，確保其不因絕緣破壞，造成循環電流而

發生局部過熱或熔蝕的異常。 

 

3.23.23.23.2  試驗程序： 

使用 DC 1,000V 的試驗電壓，量測鐵心對接地間的絕緣電阻，量測時間 1 分鐘

，新品須大於 1,000MΩ以上(at 20℃)，量測值為日後維護保養的參考基準。 

 

3.33.33.33.3  試驗相關位置： 

 

3.3.13.3.13.3.13.3.1  鐵心對外殼 

 

3.3.23.3.23.3.23.3.2  鐵心對夾件 

 

3.3.33.3.33.3.33.3.3  鐵心及夾件對外殼 

 

3.43.43.43.4  鐵心絕緣電阻跟溫度成反比，故量測時要記錄溫度，並換算為 20℃之值

。 

 

4444. . . . 繞組絕緣電阻量測繞組絕緣電阻量測繞組絕緣電阻量測繞組絕緣電阻量測((((wwwwinding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inding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inding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inding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    

 

4.14.14.14.1  試驗目的： 

本項為非破壞性的絕緣特性試驗，可以確認絕緣介質材料之洩漏電流，避免在

施行耐壓試驗或加入系統時產生故障。 

 

4.24.24.24.2  試驗接線圖(以 CNS 標準為例)： 

 

4.2.14.2.14.2.14.2.1  HV-LV 繞組之間絕緣電阻量測接線圖，如圖 B7-3(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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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3(a)  HV-LV 繞組之間絕緣電阻量測接線圖 

 

 

4.2.24.2.24.2.24.2.2  HV-E 高壓繞組與接地之間絕緣電阻量測接線圖，如圖 B7-3(b)所示。 

 

 

圖 B7-3(b)  HV-E 高壓繞組與接地之間絕緣電阻量測接線圖 

 

 

4.2.34.2.34.2.34.2.3  LV-E 低壓繞組與接地之間絕緣電阻量測接線圖，如圖 B7-3(c)所示。 

 

 

圖 B7-3(c)  LV-E 低壓繞組與接地之間絕緣電阻量測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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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2.44.2.44.2.4  不同國際標準之相關試驗位置，如下所示： 

 

4.2.4.14.2.4.14.2.4.14.2.4.1  CNS 與 JIS：HV-LV、HV-E、LV-E。 

 

4.2.4.24.2.4.24.2.4.24.2.4.2  IEEE：HV-LVE、LV-HVE。 

 

4.2.4.34.2.4.34.2.4.34.2.4.3  IEC：HV-LVE、LV-HVE、HVLV-E。 

 

4.34.34.34.3  試驗程序(以 CNS 標準為例)： 

 

4.3.14.3.14.3.14.3.1  如圖 B7-3 所示，將一、二次側三相端子個別短接在一起，並將外殼接

地，以 DC 500V~2500V 的試驗電壓，分別量測 HV-LV、HV-E 及 LV-E 之絕緣電

阻，量測時間為 60 秒，並換算為 20℃時之絕緣電阻，量測後繞組應對地短路

放電，避免感電事故發生。 

 

4.3.24.3.24.3.24.3.2  介質吸收比：量測於 60 秒及 30 秒時絕緣電阻之比值。 

 

4.3.34.3.34.3.34.3.3  量測結果容易受天氣溫度、濕度及套管表面污染物之洩漏路徑等影響

，所以量測前須先將套管表面擦拭乾淨及將表面濕氣去除(先將套管表面污染

洩漏排除，結果才會正確)，且在較低濕度之環境下量測。 

 

4.3.44.3.44.3.44.3.4  通常絕緣電阻量測時，其總洩漏電流有三種成份： 

 

4.3.4.14.3.4.14.3.4.14.3.4.1  電容特性之充電電流，此充電電流將會快速下降至零。 

 

4.3.4.24.3.4.24.3.4.24.3.4.2  絕緣介質吸收電流(介質充電的變化)，此電流下降速度要慢。 

 

4.3.4.34.3.4.34.3.4.34.3.4.3  洩漏電流(對絕緣的真實傳導電流)，但也可能是表面洩漏，特別是

表面受污染而引起的洩漏電流，所以量測前要先將表面擦拭乾淨避免誤判。 

 

4.3.54.3.54.3.54.3.5  對於繞組絕緣電阻目前國際規範並無一致判斷標準，因此量測值僅供

參考，需以其他試驗輔助判斷變壓器良否，例如配合絕緣電力因數(tanδ)量

測、極化指數量測及絕緣油的含水率與破壞電壓試驗等。 

 

4.3.64.3.64.3.64.3.6  絕緣電阻溫度換算係數(日本電機工業會變壓器技術)，如圖 B7-4、表



台塑關係企業規範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B7-6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4 日第 2 次修訂 

B7-1 所示： 

 

0.1

1

1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油溫(℃ )  

圖 B7-4  絕緣電阻油溫換算係數曲線(半對數表格) 

 

 

表 B7-1  絕緣電阻溫度換算係數 

油溫(℃)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係數 0.36 0.50 0.72 1.00 1.98 3.95 7.86 15.85 31.75 63.50 

 

 

4.3.74.3.74.3.74.3.7  絕緣電阻判定基準參考(日本電機工業會變壓器技術)，如圖 B7-5 所示

；絕緣電阻量測值做為前、後比較時，有關接線、試驗電壓都要一樣，同時要

換算為 20℃時之值(晴天或相對濕度 60%以下的環境)。或參考表 B7-2 變壓器

絕緣電阻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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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5  絕緣電阻判定基準參考曲線 

 

 

表 B7-2  變壓器絕緣電阻標準值 

繞組額定電壓(kV) 油溫 20℃ 油溫 30℃ 油溫 40℃ 油溫 50℃ 油溫 60℃ 

345 kV 1600 MΩ 800 MΩ 400 MΩ 200 MΩ 100 MΩ 

161 kV 1600 MΩ 800 MΩ 400 MΩ 200 MΩ 100 MΩ 

69 kV 1200 MΩ 600 MΩ 300 MΩ 150 MΩ 75 MΩ 

22-44 kV 1000 MΩ 500 MΩ 250 MΩ 125 MΩ 65 MΩ 

11-19 kV 800 MΩ 400 MΩ 200 MΩ 100 MΩ 50 MΩ 

5.7-6.9 kV 400 MΩ 200 MΩ 100 MΩ 50 MΩ 25 MΩ 

3.45 kV 以下 200 MΩ 100 MΩ 50 MΩ 25 MΩ 12.5 MΩ 

 

 

5555....    絕緣電力因數絕緣電力因數絕緣電力因數絕緣電力因數(tan(tan(tan(tanδδδδ))))量測量測量測量測((((iiiinsulation powernsulation powernsulation powernsulation power----factor test)factor test)factor test)factor test)    

 

5.15.15.15.1  試驗目的： 

為非破壞性的絕緣特性試驗，可經由量測絕緣材料之介質損失，研判絕緣材料



台塑關係企業規範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B7-8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4 日第 2 次修訂 

水份殘留情況，惟僅依絕緣電力因數(60Hz 定頻)可能無法掌握絕緣紙水份含量

，必要時可採用電介質頻率響應(dielectric frequency response, DFR)試驗

，以進行精確之絕緣紙水份量測與管理。 

 

5.25.25.25.2  試驗原理： 

絕緣物質若施加交流電壓時，會產生洩漏電流及能量損失，如圖 B7-6 所示的

等效電路圖(圖 1)及向量圖(圖 2)。 

 

 

��：充電電流					��：損失電流					��：介質電流 

�	：功因角										�	：損失角									�	：試驗電壓 

圖 B7-6  絕緣電力因數(tanδ)量測等效電路圖及向量圖 

 

 

損失因數公式如下： 

���� =
��

��
=
 

!
 

由於絕緣介質損失 = ! × ����，損失與 ���� 呈比例關係，通常以 ���� 的

數值來表示一個絕緣材料的品質，因此 � 的角度稱為損失角，而 ���� 則稱

為損失因素(電容器的損失也採用 ����)。 

 

電力因數公式如下： 

 " = #$%� =
��

��
=
 

&
 

電力因數 #$%� 和損失因數 ���� 間的差異： 

歐洲使用 ���� 進行絕緣損失的量測，而美國使用的是電力因數 #$%� 來量測

及計算，在北美(ANSI、CSA)採用電力因數 #$%� 來界定絕緣材料的功率損失

；其不論採用 ���� 或 #$%� 計算後的數值差異甚微，因此不論採用何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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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都可以被接受。 

 

5.35.35.35.3  試驗程序(以雙繞組變壓器為例)： 

 

5.3.15.3.15.3.15.3.1  試驗電壓為 2.5kV~10kV，電力變壓器通常以 10kV 為基準。 

 

5.3.25.3.25.3.25.3.2  變壓器一、二次側繞組對地等效電容電路圖，如圖 B7-7 所示。 

 

 

CH：一次側繞組對地等效電容 

CL：二次側繞組對地等效電容 

CHL：一、二次側繞組間等效電容 

圖 B7-7  變壓器一、二次側繞組對地等效電容電路圖 

 

 

5.3.35.3.35.3.35.3.3  依下列表 B7-3 之順序進行試驗。 

 

表 B7-3  繞組對地之等效電容量測順序 

順序 加壓繞組 
接地繞組 

（ground） 

防護繞組 

（guard） 
等效電容 

1 高壓側 低壓側 － (CH+CHL) 

2 高壓側 － 低壓側 (CH) 

3 低壓側 高壓側 － (CL+CHL) 

4 低壓側 － 高壓側 (CL) 

說明： 

1.拆除所有與套管端子相連之導線，清潔及乾燥套管端子，避免加壓時

套管表面洩漏電流產生。 

2.變壓器高壓側、低壓側各端子應分別短路，被試變壓器及電力因數測

試器必須確實接地。 

3.防護繞組(guard)：套管最上層導體，以裸銅線緊繞三匝以上做為

guard，並將所有套管連接起來，接於電力因數測試器的 guard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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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5.3.45.3.45.3.4  依上述等效電容電路，電力因數以百分率表示，將試驗所得之 mVA 及

mW 依下列公式計算，可得出當時油溫之電力因數。 

 "% =
'(

')�
× 100% 

 

5.3.55.3.55.3.55.3.5  所有絕緣物之電力因數均會隨著溫度而變化，為了比較不同溫度下量

測的結果，必須換算至 20℃做為絕緣性能判斷之基準，如表 B7-4 所示。 

 

表 B7-4  絕緣電力因數溫度換算係數表 

溫度(℃) 換算係數 溫度(℃) 換算係數 溫度(℃) 換算係數 

1 1.54 16 1.09 31 0.78 

2 1.50 17 1.07 32 0.76 

3 1.47 18 1.05 33 0.75 

4 1.44 19 1.02 34 0.73 

5 1.41 20 1.00 35 0.71 

6 1.37 21 0.98 36 0.70 

7 1.34 22 0.96 37 0.69 

8 1.31 23 0.94 38 0.67 

9 1.28 24 0.92 39 0.66 

10 1.25 25 0.90 40 0.65 

11 1.22 26 0.88 41 0.63 

12 1.19 27 0.86 42 0.62 

13 1.16 28 0.84 43 0.60 

14 1.14 29 0.82 44 0.59 

15 1.11 30 0.80 45 0.57 

 

 

5.3.65.3.65.3.65.3.6  一般油浸式變壓器絕緣電力因數必須低於 0.5%(at 20℃)，做為判斷之

標準。 

 

5.3.75.3.75.3.75.3.7  案例說明： 

某被試變壓器 28℃時，絕緣電力因數量測值如表 B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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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5  變壓器 28℃時絕緣電力因數量測值(28℃時係數 0.84) 

順序 試驗電壓(kV) mVA mW 量測值(PF%) 20℃(PF%) 

1 2.5 10200 42 － (CH＋CHL) 

2 2.5 2250 15 0.67 0.56(CH) 

3 2.5 19650 63 － (CH＋CHL) 

4 2.5 11700 36 0.31 0.26(CL) 

 

 

表 B7-5 中 CH 與 CL 可直接算出，但是 CHL 的絕緣電力因數須由順序 1 減去順

序 2 的 mVA 與 mW 值求出(亦可由順序 3 減去順序 4)。CH、CL、CHL 的值如表

B7-6 所示，其中 CH 為 0.56%，超出管制基準。 

 

表 B7-6  絕緣電力因數 CH、CL、CHL 值 

項目 試驗電壓(kV) mVA mW 量測值(PF%) 20℃(PF%) 

CH 2.5 2250 15 0.67 0.56 

CL 2.5 11700 36 0.31 0.26 

CHL 2.5 7950 27 0.34 0.29 

 

 

6666....    繞組電阻量測繞組電阻量測繞組電阻量測繞組電阻量測((((wwwwinding resistance measurement)inding resistance measurement)inding resistance measurement)inding resistance measurement)    

 

6.16.16.16.1  量測目的： 

驗證製程能力及比較量測值與設計值的差異，做為銅損試驗與溫升試驗計算用

，並於現場安裝後供日後維護保養參考使用。 

 

6.26.26.26.2  量測接線圖： 

 

6.2.16.2.16.2.16.2.1  △接線(相當於兩相串聯再與另一相並聯)，如圖 B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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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 2*
=
2

3
* 

∴ R =
3

2
*+ 

圖 B7-8  △接線變壓器繞組電阻量測接線圖 

 

 

6.2.26.2.26.2.26.2.2  Y 接線(相當於兩相串聯)，如圖 B7-9 所示。 

 

 
*+ = * + * = 2* 

∴ R =
1

2
*+ 

圖 B7-9  Y 接線變壓器繞組電阻量測接線圖 

 

 

6.36.36.36.3  量測程序： 

 

6.3.16.3.16.3.16.3.1  可使用低阻計或直流壓降法設備，電力變壓器量測電流至少要 10A 以

上。 

 

6.3.26.3.26.3.26.3.2  量測時為避免直流電流引起繞組溫度上升，量測之直流電流最好在額

定電流的 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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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6.3.36.3.36.3.3  可以高、低壓繞組串聯量測，也可以高、低壓繞組分開量測，但未量

測之繞組須保持開路。 

 

6.3.46.3.46.3.46.3.4  量測值必須換算至 75℃或 85℃(為規範繞組溫升值＋20℃之參考溫度)

，做為往後計算及判斷之基準，例如 55℃溫升換算至 75℃，65℃溫升換算至

85℃。 

*0 = *1 	
20 + 23

21 + 23
 

*0：所要換算之溫度	75℃或 85℃的電阻值(Ω) 

*1：21	油溫下量測之電阻值(Ω) 

20：所要換算之溫度	75℃或 85℃ 

21：量測時之油溫	(℃) 

23：絕對溫度，	234.5℃(銅)或 225℃(鋁)		(ANSI) 

 

6.3.56.3.56.3.56.3.5  三相電阻值與平均值的誤差應在±5%以內。 

 

7777....    無載損失及激磁電流試驗無載損失及激磁電流試驗無載損失及激磁電流試驗無載損失及激磁電流試驗((((no load losses and no load losses and no load losses and no load losses and excitation current excitation current excitation current excitation current 

test)test)test)test)    

 

7.17.17.17.1  試驗目的： 

驗證無載損失及激磁電流的設計值，及製造品質是否符合規範要求，同時驗證

變壓器鐵心的品質。 

 

7.27.27.27.2  試驗接線圖： 

為了方便性及安全，均由低壓側加入額定電壓、額定頻率，高壓側保持開路，

如圖 B7-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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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ra

ra

(HV. OPEN)

 

圖 B7-10  三相變壓器鐵損試驗回路接線圖 

 

 

7.37.37.37.3  無載損失是變壓器激磁時產生在磁路(鐵心)上的損失，又稱為鐵損。 

 

7.47.47.47.4  因鐵心所使用之矽鋼片磁滯飽和曲線並非線性，所以通常加壓到 110%的

額定電壓，來測試鐵心之過激磁能力。 

 

7.57.57.57.5  鐵損包含二種成份，分別為磁滯損失及渦流損失。鐵心是由一片一片的

矽鋼片疊積而成，每片矽鋼片的表面有絕緣皮膜，鐵心使用薄矽鋼片疊積的原

因是為了降低渦流損失。 

 

7.67.67.67.6  鐵損跟溫度成反比，理論上變壓器在使用上跟負載損失一樣，應計算到

85℃才合理，因為溫度效應換算後差異不大，所以往往被忽略而不予換算。 

 

7.77.77.77.7  至少要量取額定電流的 90%－100%－110%時之無載損失及激磁電流(諧波

含量)。 

 

7.87.87.87.8  激磁電流是鐵損測試時，加壓至額定電壓時產生的電流，此回路電流表

所讀取之值即是激磁電流，通常保證值都是以額定電流的百分比為單位。 

 

7.97.97.97.9  三相三腳鐵心其三相激磁電流不會一樣，通常中相最小，其餘兩側腳電

流相近，原因為三腳鐵心的中相磁路比較短，而兩側腳磁路一樣長。激磁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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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計算公式如下： 

I?% �三相激磁電流平均值

額定電流
� 100% 

 

7.107.107.107.10  變壓器鐵心之激磁電流： 

 

7.10.17.10.17.10.17.10.1  使鐵心產生磁通所流過的電流稱為激磁電流，激磁電流之波形因鐵心

(矽鋼片)有磁飽和及磁滯現象(非線性負載)，如圖 B7-11 之 B-H 曲線，所以激

磁電流(@?)並非正弦波。 

 

7.10.27.10.27.10.27.10.2  激磁電流通常是全載額定電流的 10%以下，大容量變壓器約 1%以下。 

 

7.10.37.10.37.10.37.10.3  激磁電流會有各次諧波成份所以波形非正弦波，主要諧波為 3、5、7

次諧波。 

 

 
B-H 曲線                      @?激磁電流 

圖 B7-11  變壓器鐵心之激磁電流波形 

 

 

8888....    噪音試驗噪音試驗噪音試驗噪音試驗((((aaaaudible sound udible sound udible sound udible sound level test)level test)level test)level test)    

 

8.18.18.18.1  試驗目的： 

驗證變壓器鐵心的品質及鐵心夾具跟外殼的機械強度，可以有效防止鐵心噪音

傳導到外部，以符合規範要求。 

 

8.28.28.28.2  噪音量測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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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試變壓器外形高度低於 2.4m 時，只量測 1/2 高位置。大於 2.4m 時，量測

1/3 高及 2/3 高位置。各量測點相距 1m，無風扇處與變壓器相距 0.3m，有風扇

處相距 2m，如圖 B7-12 所示。 

 

 

圖 B7-12  變壓器噪音量測位置圖 

 

 

8.38.38.38.3  量測程序： 

 

8.3.18.3.18.3.18.3.1  變壓器在無負載狀態下，施加額定電壓、額定頻率，油泵、風扇均起

動情況下，量測噪音(試驗回路與無載損失試驗相同)。 

 

8.3.28.3.28.3.28.3.2  噪音量測 vs 修正曲線： 

 

8.3.2.18.3.2.18.3.2.18.3.2.1  依頻率修正特性，以耳朵對頻率之感受度不同來做決定，如圖 B7-13

所示，以權重 A 量測為噪音位準，以權重 C 量測即近似為音壓位準，FLAT 特性

則全無修正。 

 

8.3.2.28.3.2.28.3.2.28.3.2.2  噪音計設定於權重 A 位置，表示量測頻率響應是一頻域而非單一頻

率，一般至少由 31.5dB 的兩倍數累進到 4kHz 左右之量測點數做加權平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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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頻率噪音 dB 值修正後之加總平均噪音值，以 dB(A)表示)。 

 

 

圖 B7-13  噪音量測頻率修正曲線 

 

 

8.3.38.3.38.3.38.3.3  由於環境影響評估之需求，變壓器經常被要求保證之噪音值，因此廠

測時必須實施噪音測試，量測人耳聽感「權重 A噪音位準(A-weighted sound 

level)」，單位：分貝 dB(A)之噪音值。計算公式如下： 

AB � 10 � C$DE? F1GH 10IJKE?LM
NOE P 

AN：在權重 A下量測的噪音值 G：總共量測點數 

 

若各個量測點噪音差異不大時，一個算術平均的量測噪音值，可以使用在變壓

器的平均噪音位準計算(目前國內採用此法計算)。 

 

8.3.48.3.48.3.48.3.4  依照 IEEE 規定，周圍噪音須少於被試變壓器噪音 5dB 以上，最好是

10dB，否則需依表 B7-7 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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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7  變壓器噪音試驗修正係數 

量測後被試變壓器 

與周圍噪音差 
5 6 7 8 9 10 10 以上 

修正 dB 值 -1.6 -1.3 -1.0 -0.8 -0.6 -0.4 0.0 

    

    

9999....    負載損失及阻抗電壓試驗負載損失及阻抗電壓試驗負載損失及阻抗電壓試驗負載損失及阻抗電壓試驗((((lllload losses and impedance oad losses and impedance oad losses and impedance oad losses and impedance vvvvoltage test)oltage test)oltage test)oltage test)    

 

9.19.19.19.1  試驗目的： 

驗證變壓器繞組及引線等接續的品質，同時驗證負載損失及阻抗電壓是否符合

規範。 

 

9.29.29.29.2  試驗接線圖： 

為了方便性及安全，均由高壓側加入額定頻率之額定電流，低壓側短路，如圖

B7-14 所示。 

 

 

圖 B7-14  三相變壓器銅損試驗回路接線圖 

 

 

9.39.39.39.3  負載損又稱銅損，其包含繞組電阻之 ��* 損失(電阻損)、負載電流產生

之渦流損及漏磁產生在夾件、外殼側板上之雜散損失。 

 

9.49.49.49.4  變壓器繞組所產生的阻抗電壓，是由電流流經繞組之電阻的電阻性，與

洩漏磁通所產生之電感性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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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電抗百分比 

IX% � R7�S%8� − 7�*%8� 
IR% �電阻百分比 � 銅損 kW

容量 kVA � 100 
IZ% �阻抗電壓百分比 

 

9.59.59.59.5  變壓器的正相序阻抗等於負相序阻抗。 

 

9.69.69.69.6  大型變壓器試驗時，阻抗容量大部份都是電抗性 IX％，所以需要相當容

量的電容器加以抵消，以降低試驗設備的容量及電力的損耗。 

 

9.79.79.79.7  試驗匹配用補償電容器，通常補償容量等於變壓器容量(MVA) × 阻抗百

分比(IZ％)，如圖 B7-15 所示。 

 

   

圖 B7-15  變壓器銅損試驗匹配用補償電容器原理說明 

 

 

9.89.89.89.8  溫度換算依 IEEE C57.12.00 規定，須將所量測之值換算到平均繞組溫度

加 20℃之參考溫度 T(以 65℃溫升為例，須換算到 85℃)。 

 07218 �  7218 −  X7218 
 07218 �雜散損7watts8      在測試溫度 21 時  7218 	�測試之銅損7watts8  在測試溫度 21 時  X7218 � ��*損7watts8       在測試溫度 21 時，* 為繞組電阻量測值



台塑關係企業規範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B7-20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4 日第 2 次修訂 

，� 為額定電流 

 

 X728 �  X7218 � ] 23 + 223 + 21^ 
 0728 �  07218 � ] 23 + 223 + 21^  728 �  X728 +  0728 

 728 	�變壓器銅損7watts8  換算到溫度 2 (85℃或 75℃)  X728 � ��*損7watts8       在溫度 2 (85℃或 75℃)  0728 �雜散損7watts8      在溫度 2 (85℃或 75℃) 23：234.5℃(銅繞組)，225℃(鋁繞組) 21：量測時油溫 2：參考溫度(85℃或 75℃) 

 

9.99.99.99.9  變壓器(18MVA，67/12.47kV)負載損案例說明： 

 

9.9.19.9.19.9.19.9.1  試驗回路圖，如圖 B7-16 所示： 

 

 

圖 B7-16  雙繞組變壓器銅損試驗回路圖 

 

 

9.9.29.9.29.9.29.9.2  銅損計算： 

已知資料： 

HV 電阻→(0.7065＋0.7063＋0.7063)Ω×1.5＝3.1787Ω 

XV 電阻→(19.79＋19.76＋19.77)mΩ＝0.05929Ω 

電阻量測時溫度＝19℃ 

銅損量測值＝71.34kW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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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18_)� `√3 � 67c)d � 155�⁄  �� � 155� √3 � 89.5�⁄ 		7相電流8 �f � 18_)� `√3 � 12.47c)d � 833�⁄  t � 7234.5 + 218 7234.5 + 198⁄ � 1.0079 t � 7234.5 + 758 7234.5 + 218⁄ � 1.2114 
 

計算： (gh � ���*gh � 789.58� � 3.1787 � 25462( (+h � �f�*+h � 78338� � 0.05929 � 41141( (i7Ejk8 � (gh +(+h � 25462 + 41141 � 66603( (i7�Ek8 � 66603 � 1.0079 � 67129( (雜散損 � 71340 − 67129 � 4211( (i7lmk8 � 67129 � 1.2114 � 81320( (i雜散損7lmk8 � 4211 1.2114⁄ � 3476( (i銅損7lmk8 � 81320 + 3476 � 84796( 

 

9.109.109.109.10  變壓器效率(transformer efficiency)： 

效率 � c)�c)� +總損失
 

總損失 = 鐵損 ＋ 銅損 

鐵  損 = 無載損 

銅  損 = 負載損 

輸  出 = 額定容量 kVA 

 

 

10101010....    溫升試驗溫升試驗溫升試驗溫升試驗((((ttttemperature rise test)emperature rise test)emperature rise test)emperature rise test)    

 

10.110.110.110.1  試驗目的： 

驗證變壓器在實際運轉時，不會造成外殼局部過熱及繞組溫度過熱，並能符合

規範。 

 

10.210.210.210.2  變壓器在全負載狀態下，量測頂部油溫、繞組平均溫度，來驗證是否符

合絕緣材料之耐熱特性，一般採短路等效試驗法來測試(試驗回路與負載損試

驗回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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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  油溫升的量測： 

量測時，施加全損失電流 �i，將鐵損轉由銅損來取代成為全損失電流 �i，到達

全損失電流後穩定 3 小時，且 3 小時內溫度上升不大於 2.5%(或 1℃)，如圖

B7-17 所示，讀取頂部油溫及冷卻器上部及下部溫度，計算公式如下： 

�i � �� �n(o +(�(�  

�i：全損失電流 ��：最低 Tap電流 (o：鐵損 (�：銅損 

 

頂部油溫升 = 頂部油溫 - 周圍溫度 

平均油溫升 = 頂部油溫升 - r`冷卻器上部溫度−冷卻器下部溫度d 2⁄ s 
 

 

圖 B7-17  變壓器溫升試驗，時間－電流曲線 

 

 

10.410.410.410.4  繞組溫升的量測： 

全損失電流 �i 溫度穩定 3 小時後，電流降為銅損之額定電流 �� 保持 1 小時

，然後讀取頂部油溫度及冷卻器上、下部溫度，接著迅速切斷電源，量測熱繞

組電阻，量測第一點電阻之時間規定如下，接著每隔 1 分鐘量測一次，持續至

20~30 分鐘為止。 

 

10.4.110.4.110.4.110.4.1  變壓器容量＜100MVA，停電後 2分鐘內量測第 1點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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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10.4.210.4.210.4.2  變壓器容量 100MVA~500MVA，停電後 3分鐘內量測第 1點電阻。 

 

10.4.310.4.310.4.310.4.3  變壓器容量＞500MVA，停電後 4分鐘內量測第 1點電阻。 

 

計算公式如下： 

2 � **? 723 + 2?8 − 23 
2：換算到熱電阻*時溫度7℃8 2?：冷電阻*?量測時的油溫7℃8 23：234.5℃7銅8、225℃7鋁8 *?：冷電阻7Ω8 R：熱電阻7Ω8 

 

使用半對數表格，將時間推算到斷電瞬間 7�?8 之溫度，如圖 B7-18 所示。 

 

 

圖 B7-18  繞組溫度量測，斷電時間－溫度曲線 

 

 

繞組溫升 = 全損時平均油溫升＋(斷電時之繞組溫度–斷電時之平均油溫度) 

最熱點溫升計算： 

�0 � 2?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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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繞組最熱點溫升(℃)(≦80℃) 2?：頂部油溫升7�i8(℃) �：1.1～1.3 (：平均繞組溫升7��8(℃) �：平均油溫升7��8(℃) 

 

 

11111111....    衝擊電壓試驗衝擊電壓試驗衝擊電壓試驗衝擊電壓試驗((((llllightning impulse test)ightning impulse test)ightning impulse test)ightning impulse test)    

 

11.111.111.111.1  試驗目的： 

驗證設計及製造的能力，當雷擊時，是否能承受此異常暫態高電壓。 

 

11.211.211.211.2  試驗接線圖： 

如圖 B7-19 所示，SV、SI 為電壓波形及電流波形的量測信號，一般截斷波可以

不用記錄電流信號，因為時間短易受雜散電容干擾，沒有比較之意義。試驗設

備如圖 B7-20 所示。 

 

 

圖 B7-19  衝擊電壓試驗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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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20  衝擊電壓試驗設備 

 

 

11.311.311.311.3  變壓器現場使用時，為求長期可靠運轉，須對雷擊突波做保護措施，如

加裝避雷器或 RC 突波吸收器(中壓系統)。 

 

11.411.411.411.4  試驗電壓有二種基本波型，每相共需測試 4 次，分別為半波(RFW)1 次(

全波之 50%~70%)、截斷波(CW)2 次、全波(FW)1 次，測試極性為負極性，tap

位置放置於最低 tap，高、中、低壓繞組均要試驗。試驗高壓時，中、低壓繞

組三相短路後接地，餘類推。高壓側試驗時，低壓側不得開路，如開路因移行

電壓將使低壓側承受過高電壓而故障。 

 

11.511.511.511.5  全波(full waves)試驗： 

如圖 B7-21 所示，說明如下： 

 

11.5.111.5.111.5.111.5.1  T1(波頭時間)：1.2μs±30%，最大不得超過 2.5μs(但低電壓大容量

或高電壓大容量不在此限)。 

 

11.5.211.5.211.5.211.5.2  T2(波尾時間)：50μs±20%，可串聯 450Ω以下電阻來提升波尾時間，

但如中性點直接接地則試驗時也必須直接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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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21  衝擊電壓試驗全波波形 

 

 

11.611.611.611.6  截斷波(chopped waves)(波尾截斷)： 

如圖 B7-22 所示，依 IEEE C57.12.00-2010 標準，BIL 110kV 以上，其截斷時

間(Tc)必需大於 3.0μs。 

 

 

圖 B7-22  衝擊電壓試驗截斷波波形 

 

 

11.711.711.711.7  波前波試驗(Front waves)(波前截斷)： 

如圖 B7-23 所示，依 IEEE C57.12.00-2010 標準，絕緣基準 ClassⅠ，69kV(含

)以下電力變壓器才試驗，每相各試驗三次，試驗波形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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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23  衝擊電壓試驗波前波波形 

 

 

11.811.811.811.8  衝擊電壓試驗，各種波形電壓跟時間之關係曲線，如圖 B7-24 所示。 

 

 

圖 B7-24  衝擊電壓試驗，各種波形電壓跟時間之曲線 

 

 

11.911.911.911.9  故障波形判讀： 

 

11.9.111.9.111.9.111.9.1  波形被截斷突然暴跌到零，如表 B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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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8  波形被截斷突然暴跌到零之故障情形說明 

 
 

 

11.9.211.9.211.9.211.9.2  想像中之波形變歪了，如表 B7-9 所示。 

 

表 B7-9  想像中波形變歪了之故障情形說明 

 
 

 

12121212....    開關突波電壓試驗開關突波電壓試驗開關突波電壓試驗開關突波電壓試驗(s(s(s(switching impulse testwitching impulse testwitching impulse testwitching impulse test))))    

 

12.112.112.112.1  試驗目的： 

驗證變壓器受到開關突波電壓襲擊時能夠承受，並確認變壓器的絕緣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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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212.212.2  試驗接線圖： 

如圖 B7-25 所示，SV、SI 為電壓、電流波形的量測信號，50%電壓及 100%電壓

均要記錄，做為開關突波試驗的結果判定，未試驗之另一側繞組須開路。 

 

 

圖 B7-25  開關突波電壓試驗接線圖 

 

 

12.312.312.312.3  開關突波係指變壓器在打開或投入電力系統時，由於啟閉動作使電力系

統內部引起的異常電壓。現今的高壓電力開關，很多都裝有抑制突波的閉合電

阻，來限制開關突波的振幅。 

 

12.412.412.412.4  開關突波(BSL)波形如圖 B7-26 所示，每相共需測試 3 次，分別為半波 1

次，全波 2次。 

 

 

圖 B7-26  開關突波(BSL)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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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512.512.5  由於波形時間較長，會引起變壓器鐵心飽和，所以每次負波後，必須改

測正波，依此反複施加，以避免鐵心磁飽和。 

 

12.612.612.612.6  測試極性：可選擇使用正極性或負極性，或二種極性都實施。 

 

12.712.712.712.7  tap 位置：所有繞組都要包含的 tap，通常置於最高 tap 位置。 

 

12.812.812.812.8  可以直接由高壓側加壓試驗，也可以由低壓側加壓感應到高壓側。 

 

12.912.912.912.9  試驗波形分析，如圖 B7-27 所示： 

 

     
典型的正常波形             鐵心飽和(非異常)           典型的開關突波 

圖 B7-27  開關突波電壓試驗之波形分析 

 

 

13131313....    ACACACAC 耐壓試驗耐壓試驗耐壓試驗耐壓試驗(a(a(a(applied pplied pplied pplied vvvvoltage testoltage testoltage testoltage test))))    

 

13.113.113.113.1  試驗目的： 

驗證設計的絕緣強度及製程能力是否可以承受規範所規定的耐壓能力。 

驗證變壓器繞組間及繞組對地間的絕緣能力。 

 

13.213.213.213.2  試驗接線圖： 

如圖 B7-28 所示，施加頻率 60Hz，時間 1 分鐘，試驗電壓依設計規範絕緣等級

而定。高、中、低壓均要試驗，試驗高壓時，中、低壓繞組均要接地。例如： 

系統電壓 69kV，BIL 350kV，AC 耐壓 140kV。 

系統電壓 161kV，BIL 650kV，AC 耐壓 275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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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28  AC 耐壓試驗接線圖 

 

 

13.313.313.313.3  施加試驗電壓前，須計算被試變壓器之靜電電容值與試驗回路之 LC 值

，是否會產生共振現象，應予避開且小心監視電壓、電流變化情形。 

 

13.413.413.413.4  Y 接線變壓器由於使用遞減絕緣設計(中性點通常比線路端子絕緣低)，

試驗時需依中性點絕緣等級施加電壓。    

 

14141414....    感應電壓及部份放電試驗感應電壓及部份放電試驗感應電壓及部份放電試驗感應電壓及部份放電試驗(i(i(i(induced nduced nduced nduced vvvvoltage test and partial oltage test and partial oltage test and partial oltage test and partial 

discharge (PD) measurementdischarge (PD) measurementdischarge (PD) measurementdischarge (PD) measurement))))    

 

14.114.114.114.1  感應電壓試驗： 

 

14.1.114.1.114.1.114.1.1  試驗目的： 

驗證變壓器在過電壓下不會產生部份放電，並確認設計及製造能力可達到規範

要求之耐壓能力。 

測試同一相繞組內各部位間之絕緣(例如匝間、區分間、層間等)，以及繞組對

地間、繞組對繞組(異相)間之絕緣。 

 

14.1.214.1.214.1.214.1.2  試驗接線圖： 

 

14.1.2.114.1.2.114.1.2.114.1.2.1  單相試驗接線圖，如圖 B7-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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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29  感應電壓試驗單相試驗接線圖 

 

 

14.1.2.214.1.2.214.1.2.214.1.2.2  三相試驗接線圖，如圖 B7-30 所示，： 
 

 

圖 B7-30  感應電壓試驗三相試驗接線圖 

 

 

14.1.314.1.314.1.314.1.3  試驗時間(依 IEEE C57.12.90-2010 標準)，如圖 B7-31 所示，說明如

下： 

 

14.1.3.114.1.3.114.1.3.114.1.3.1  電壓 E1 試驗時間：約 5分鐘以內。 

 

14.1.3.214.1.3.214.1.3.214.1.3.2  電壓 E2 試驗時間(短時感應電壓試驗時間)： 

T =
120 �被試體頻率

試驗頻率
 

例如：被試體頻率 60Hz，發電機產生試驗頻率 240Hz。 

T =
120 � 60Hz

240Hz
� 307se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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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31  class Ⅱ變壓器感應電壓試驗時間 

 

 

14.1.414.1.414.1.414.1.4  依 IEEE C57.12.00-2010 標準，電力變壓器絕緣基準分為 classⅠ及

classⅡ兩級。classⅠ為高壓繞組電壓 69kV(含)以下，classⅡ為高壓繞組電

壓從 115kV 至 765kV。 

 

14.1.514.1.514.1.514.1.5  通常由低壓側加壓，使高壓側感應出高電壓。 

 

14.1.614.1.614.1.614.1.6  試驗同一相繞組內各部位間之絕緣(例如匝間、區分間、層間等)，以

及繞組對地間，繞組對繞組(異相)間之絕緣。 

 

14.1.714.1.714.1.714.1.7  為避免鐵心激磁感應到 1.6~2.0 倍之過高的額定電壓，必須使用頻率

大於 60Hz 的高週波發電機(M-G set)，如此鐵心磁路才不會過飽和。ANSI 規定

三相電力變壓器須使用三相電源激磁。 

 

14.1.814.1.814.1.814.1.8  如果是特三相(三個單相變壓器組成)變壓器，因為沒有繞組對繞組(

異相)間之絕緣關系，一般業主可以接受單相電源激磁。 

 

14.214.214.214.2  部份放電試驗： 

絕緣體中部份區域發生放電，但未達到兩電極間的閃絡放電稱為部份放電。 

 

14.2.114.2.114.2.114.2.1  依 IEEE C57.12.00-2010 標準，classⅡ電力變壓器才需實施部份放

電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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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14.2.214.2.214.2.2  部份放電試驗與感應電壓試驗同時進行，量測 1 小時，每 5 分鐘記錄

一次量測值。 

 

14.2.314.2.314.2.314.2.3  目前變壓器部份放電試驗有兩大主流，說明如下： 

 

14.2.3.114.2.3.114.2.3.114.2.3.1  ERA(electr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 England)法：為歐洲與日

本經常使用之 IEC 標準，量測部份放電脈波之放電電荷量，以 pC 值表示。1.1

倍電壓時，部份放電應小於 100pC；1.5 倍電壓時，部份放電應小於 500pC。 

試驗頻率為 10kHz~400kHz 之寬頻帶法，如圖 B7-32 所示： 

 

 

圖 B7-32  部份放電試驗頻率 10kHz~400kHz 之寬頻帶 

 

 

14.2.3.214.2.3.214.2.3.214.2.3.2  RIV(radio influence voltage)法：為美國與加拿大多使用之 NEMA

標準，以 RIV 計量測無線電干擾電壓，以μV 值表示；同時 IEEE C57.12.00-

2010 規定，classⅡ電力變壓器於感應電壓施作時，同時施作部份放電。無線

電干擾而言，1.1 倍電壓時，應小於 5000μV；部份放電而言，1.5 倍電壓時，

應小於 100μV。 

試驗頻率為 1MHz 之窄頻帶法，如圖 B7-33 所示： 

 

 

圖 B7-33  部份放電試驗頻率 1MHz 之窄頻帶 

 

 

14.2.414.2.414.2.414.2.4  無線電干擾試驗(RIV)頻率為 1MHz(1000kHz)，即在了解設備之放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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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頻率的干擾程度是否符合規範，試驗時通常對高壓端子不做遮蔽(除非運

轉時有遮蔽環)。目前 69kV 以上電力變壓器，高壓側通常直接使用 GIB 或

Cable 跟 GIS 連結，實際使用時已不產生干擾問題，所以試驗時試驗套管端子

做遮蔽是合理的。 

 

14.2.514.2.514.2.514.2.5  部份放電試驗(PD)，為了不受無線電廣播頻率的干擾，所以要避開此

一頻域，所以 PD 試驗頻率為 10~400kHz。因為要驗證變壓器心體內部絕緣的放

電，試驗時要排除外部高壓端子放電的影響，所以對套管頂部高壓端子要做遮

蔽，防止尖端放電影響。 

 

14.2.614.2.614.2.614.2.6  部份放電試驗前的校正(無加壓狀態)，使用標準的 pulse 產生器跟被

試物並聯輸入 100pC，經由耦合電路到 PD 量測儀讀取量測值。 

 

15151515....    頻率響應試驗頻率響應試驗頻率響應試驗頻率響應試驗((((繞組變形試驗繞組變形試驗繞組變形試驗繞組變形試驗)(s)(s)(s)(sweep weep weep weep ffffrequency requency requency requency rrrresponse esponse esponse esponse aaaanalyzernalyzernalyzernalyzer, , , , 

SFRASFRASFRASFRA))))    

 

15.115.115.115.1  試驗目的： 

變壓器因搬運、移動或使用中因系統上的短路所引起的機械力可能造成繞組變

形或位移。利用 SFRA 試驗可以由出廠前、送電前兩次 SFRA 試驗曲線判斷搬運

、移動時是否有繞組變形或位移之異常。系統使用中因短路而使變壓器承受大

電流，藉由 SFRA 試驗曲線與送電前之 SFRA 試驗曲線比較，可以判斷繞組是否

變形或位移。 

 

15.215.215.215.2  試驗接線圖： 

SFRA 試驗接線方式，以 Dyn1 變壓器為例，通常可分別實施開路及短路試驗，

如圖 B7-34、圖 B7-35、圖 B7-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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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34  低壓側開路試驗圖與典型試驗曲線 

 

 

 

圖 B7-35  低壓側短路試驗圖與典型試驗曲線 

 

 

 

圖 B7-36  高壓側開路試驗圖與典型試驗曲線 

 

 

15.315.315.315.3  將輸入與輸出響應建立函數關係並描繪，可得到變壓器繞組特性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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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曲線。如變壓器結構一定時，其內部的參數和函數曲線也會為定值，當發

生異常時，參數會改變，對應的函數曲線也會隨之改變。 

 

15.415.415.415.4  SFRA 試驗設備應使用相同廠牌型號，以利前、後試驗曲線之分析判讀。 

 

15.515.515.515.5  試驗頻率與分析故障部位之關係： 

 

15.5.115.5.115.5.115.5.1  f＜2kHz (分析鐵心部份繞組)： 

主要由繞組的分佈電感決定，諧振點少，對分佈電容變化較不敏感，對鐵心、

開路、匝間短路及剩磁異常感測度較高。 

 

15.5.215.5.215.5.215.5.2  2kHz＜f＜20kHz (分析部份繞組及端部與連接部位)： 

繞組分佈電感被分佈電容所旁路，諧振點減少，對電感變化較不敏感，隨試驗

頻率增加，雜散電容影響也逐漸明顯，對繞組與夾件構造間位移感測度較高。 

 

15.5.315.5.315.5.315.5.3  20kHz＜f＜200kHz (分析繞組主體變形)： 

繞組分佈電容及電感均發生作用，頻率響應有較多諧振點，能有效反應出繞組

分佈電感及電容的變化情形，對主繞組或 tap 繞組感測度較高。 

 

15.5.415.5.415.5.415.5.4  200kHz＜f＜1MHz (分析繞組主體、tap 繞組及引線)： 

繞組分佈電容及電感均發生作用，也有較多的諧振點，能反應主繞組、tap 繞

組接地阻抗產生變化。 

 

15.615.615.615.6  歷史資料比較法(具有較高的檢測靈敏度和判斷精確度)： 

對同一台變壓器、同一相、同一 tap(通常置於最高 tap)、同一試驗方法及同

一廠牌型號試驗設備，在不同期間所做的 SFRA 頻率響應進行比較，分析繞組

變形的程度。 

 

15.715.715.715.7  類似產品比較法(排除同台變壓器，但具有三相差異的情形，本方法判

定精確度低於歷史資料比較法)： 

同一台變壓器、同等級之繞組與其它相做比較，或同一時期、同規格、同系列

之變壓器做比較，分析繞組變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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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16. 16. 電介質頻率響應電介質頻率響應電介質頻率響應電介質頻率響應(DFR(DFR(DFR(DFR    ,,,,dielectricdielectricdielectricdielectric    ffffrequency requency requency requency rrrresponseesponseesponseesponse))))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16.116.116.116.1  試驗目的： 

此試驗是使用 0.001Hz~1kHz 量測功率因數（或稱損失因數,tanδ)，再運用分

析程式內建之計算模型加以配對，以求得變壓器內部固態絕緣物（如絕緣紙、

壓紙板、油道及壓環等）之含水量，以判斷變壓器絕緣好壞及老化程度，對於

變壓器絕緣進行分析及趨勢管理，掌握變壓器心體絕緣物乾燥程度，及絕緣物

之含水量是否合乎管制基準。因水分對絕緣物的影響會降低絕緣材料之耐電壓

強度及加速絕緣紙的纖維老化，並降低絕緣物產生氣泡致部份放電的溫度。 

 

16.216.216.216.2  試驗接線圖： 

DFR 試驗接線方式，如圖 B7-37 所示。 

 

 

圖 B7-37  DFR 試驗接線圖 

  



台塑關係企業規範 
油浸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B7-39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4 日第 2 次修訂 

16.2.116.2.116.2.116.2.1  雙繞組變壓器 分別將高壓側（HV）端子及低壓側（LV）端子各自短

接在一起，使成兩電極，再如圖所示連接到量測設備，主要是量測 CHL 層間含

水量。 

 

16.2.216.2.216.2.216.2.2  三繞組變壓器 分別將各側（HV、LV、TV）端子各自短接在一起，再

如表 B7-8 所示連接到量測設備。 

 

表 B7-8  DFR 試驗時三繞組變壓器之接線方式 

量測設備輸出端子 連接到變壓器之對應端子 量測到的層間含水量 

Hi HV 

CHL Lo LV 

Ground TV & Tank & Core 

Hi TV 

CTL Lo LV 

Ground HV & Tank & Core 

 

 

16.316.316.316.3  操作程序  

 

16.3.116.3.116.3.116.3.1  建立一個新檔案，如圖 B7-38 所示，操作步驟如下  

選擇「含水量」測試 

選擇「測試對象」 

輸入「環境溫度」 

輸入「試品溫度」（實際絕緣油溫度） 

按下「建立設定」鍵 

 

16.3.216.3.216.3.216.3.2  如圖 B7-39 所示，按下右下角之「開始」鍵開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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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38  建立一個新檔案之操作畫面 

 

 

 

圖 B7-39  開始測試之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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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6.416.416.4  試驗結果  
 

16.4.116.4.116.4.116.4.1  如圖 B7-40 所示，會顯示「功率因數％PF」、「絕緣紙含水量」及「

絕緣油電導率」，並以顏色區分等級表示其分析結果。 

 

 

圖 B7-40  DFR 試驗結果顯示之畫面 

 

 

16.4.216.4.216.4.216.4.2  管制基準 

詳「第四章  保養篇–4.5 油浸式變壓器延壽」 

 

16.4.16.4.16.4.16.4.3333  報告製作，如表 B7-9 所示。 

 

表 B7-9  IDAX Measurement Report - Moistur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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