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範類別 
 

台塑企業規範 

規範編號 

電氣類 FGES-T-ETR01 

 

 

 

 

 

 

 

 

 

 

 

 

 

乾乾乾乾式變壓器式變壓器式變壓器式變壓器設備規範設備規範設備規範設備規範    

（廠商專用） 

制定日期 2015 年 06 月 24 日 制定部門 總管理處規範組 

修訂日期 2019 年 06 月 03 日 修訂版次 第 1 次 

 



台塑企業規範 
乾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2019年06月03日第1次修訂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章    頁 

  別    次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1.1 目的  1 － 1 

 1.2 適用範圍  1 － 1 

 1.3 作業部門及工作職掌  1 － 1~ 3 

 1.4 參考資料  1 － 3 

 1.5 名詞解釋  1 － 3~10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工程篇工程篇工程篇工程篇        

 2.1 乾式變壓器型式及特性  2 － 1 

 2.2 乾式變壓器選用說明及請購  2 － 1~ 3 

 2.3 乾式變壓器收料及倉儲  2 － 3~ 4 

 2.4 乾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  2 － 4~11 

 2.5 乾式變壓器測試、送電及驗收  2 －11~15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生產操作篇生產操作篇生產操作篇生產操作篇        

 3.1 教育訓練  3 － 1 

 3.2 生產操作須知  3 － 1 

 3.3 乾式變壓器運轉注意事項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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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養作業規定  4 － 1 

 4.2 預防保養  4 － 1~ 2 

 4.3 預知保養  4 － 2 

 4.4 定期保養  4 － 3~ 5 

 4.5 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  4 － 5~ 7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改善案例篇改善案例篇改善案例篇改善案例篇        

 5.1 改善案例  5 － 1 

   

附附附附    表表表表            

 附表一 乾式變壓器試驗報告書 A1－ 1~ 2 

 附表二 乾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 A2－ 1~ 2 

 附表三 乾式變壓器外觀檢查表 A3－ 1 

 附表四 乾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 A4－ 1~ 3 

 附表五 模鑄式銅匯流排槽預防保養檢查記錄表 A5－ 1 



台塑企業規範 
乾式變壓器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2-4                   2019年06月03日第1次修訂 

損傷可能使變壓器受到影響。 

 

2.3.2.3.2.3.2.3.4444  變壓器應存放於乾燥而無水滴掉落之室內，避免鄰近人員、車輛行進動

線，以及可能遭受外物撞擊之處。 

 

2.3.2.3.2.3.2.3.5555  整具變壓器以塑膠布等覆蓋，以防止塵埃、雜物及小動物侵入。 

 

2.3.2.3.2.3.2.3.6666  變壓器上不可堆置其他物品。 

 

2.3.2.3.2.3.2.3.7777  變壓器不可橫倒或傾斜放置。 

 

2.3.82.3.82.3.82.3.8  周圍溫度低至-25℃時，仍適合運送及儲存。 

 

2.42.42.42.4        乾乾乾乾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式變壓器安裝及配線    

 

2.4.12.4.12.4.12.4.1  變壓器室之位置選定、建築防火等級、設備防火措施、空間通風要求、

維修空間要求等事項，應於建廠前規劃設計作業階段通盤考慮，並依相關規定

辦理。 

 

2.4.2.4.2.4.2.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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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准後方可開始施工。 

 

2.4.2.4.2.4.2.4.3333  變壓器安裝場所選定： 

 

2.4.2.4.2.4.2.4.3333.1.1.1.1  乾式變壓器安裝地點如為鄰近海邊或石化廠區，易因空氣中的氯成份

與變壓器絕緣材料反應，將加速繞組產生部份放電而破壞絕緣。另所在環境散

熱不佳，將使絕緣材料使用壽命減短，故乾式變壓器建議安裝在空調室內。 

 

2.4.2.4.2.4.2.4.3333.2.2.2.2  乾式變壓器安裝地點如為非鄰近海邊或非石化廠區，所在環境如有較

多灰塵或散熱不佳之情形，若無法安裝在空調室內，則應安裝在無雨水入侵之

虞且防塵及通風良好之室內，加強其本體及環境散熱能力，以避免絕緣材料提

早老化。 

 

2.4.2.4.2.4.2.4.3333.3.3.3.3  最高周溫不得大於 40℃(若大於 40℃，訂購前應先說明)，最熱月分

之月平均溫度不得大於 30℃，年平均溫度不得大於 20℃；屋外型變壓器周溫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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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低於-25℃，屋內型變壓器周溫不得低於-5℃。乾式變壓器使用外箱時，其周

溫係指箱外溫度。 

 

2.4.2.4.2.4.2.4.3333.4.4.4.4  當周溫超過 40℃時，變壓器輸出容量將限制，如表 2.4-1 所示。 

 

表2.4-1  變壓器輸出容量與周溫關係 

最大周溫(℃) 容許負載 

40 P(額定容量) 

45 0.97 x P 

50 0.94 x P 

55 0.90 x P 

 

 

2.4.2.4.2.4.2.4.3333.5.5.5.5  應在無滴水、無飛沫之場所。 

 

2.4.2.4.2.4.2.4.3333.6.6.6.6  應在無浸水、無淹水之處。 

 

2.4.2.4.2.4.2.4.3333.7.7.7.7  應無外來之異常振動及衝擊之虞。 

 

2.4.2.4.2.4.2.4.3333.8.8.8.8  應有良好之通風，損失 1kW 約需 3m�/min 以上之通風。變壓器安

裝於室內須設置通風口，無法設置足夠通風口時，須安裝排氣風扇輔助通風或

安裝冷氣空調。 

 

2.4.2.4.2.4.2.4.3333.9.9.9.9  須有足夠之絕緣距離及保養檢查所需的空間。變壓器安裝時，應與牆

壁、其它設備預留適當距離，以避免影響到保養作業實施。 

 

2.4.2.4.2.4.2.4.3333.10.10.10.10  能承受變壓器總重量、振動及防止噪音之基礎及周圍環境。 

 

2.4.2.4.2.4.2.4.4444  設備、零件檢查： 

 

2.4.2.4.2.4.2.4.4444.1.1.1.1  在安裝場所開箱或解開包裝，此時應注意勿使變壓器受到損傷、變形

及污染。 

 

2.4.2.4.2.4.2.4.444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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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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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2.4.2.4.2.4.2.4.4444....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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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4444....4444  變壓器本體外觀檢查無局部變色、無損傷、無變形、油漆完好。 

 

2.4.2.4.2.4.2.4.4444.5.5.5.5  零配件無破損、無位移。 

 

2.4.2.4.2.4.2.4.4444.6.6.6.6  接續處無鬆脫、無移動。 

 

2.4.2.4.2.4.2.4.4444....7777  絕緣礙子無損傷、無缺陷及無裂痕。 

 

2.4.2.4.2.4.2.4.5555  變壓器搬運： 

 

2.4.2.4.2.4.2.4.5555.1.1.1.1  變壓器搬運應由專業起重工程人員作業，電工人員配合。最好使用吊

車或吊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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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較短且道路良好時，可

用卷揚機、滾輪等器具運送。 

 

2.4.2.4.2.4.2.4.5555.2.2.2.2  有多台變壓器裝運時，應避免緊鄰接觸，下夾件處應以木材隔離。 

 

2.4.2.4.2.4.2.4.5555.3.3.3.3  綑綁固定時，變壓器與纜索直接接觸部位，應以毛布等緩衝材料保護

之。 

 

2.4.2.4.2.4.2.4.5555....4444  變壓器吊裝時，吊掛工具必須檢查合格，4 條鋼索必須掛在變壓器上

部夾件之 4只吊耳，鋼索間之夾角應小於 60˚，如圖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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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1  變壓器吊裝圖 

 

 

2.4.2.4.2.4.2.4.5555.5.5.5.5  以堆高機搬運時，須穩定支撐於變壓器下夾件底部，並注意行駛速度

，禁止猛衝與急停等危險狀況，以避免變壓器傾倒受損。 

 

2.4.2.4.2.4.2.4.5555.6.6.6.6  以滾輪或變壓器所附之車輪移動變壓器時，可使用牽引孔來牽引。 

 

2.4.2.4.2.4.2.4.5555.7.7.7.7  因變壓器繞組、絕緣礙子等重要部份裸於外表，吊、搬運時應做適當

防護，以免受到鋼索、外物等碰傷損壞。 

 

2.4.2.4.2.4.2.4.5555....8888  變壓器搬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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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6666  變壓器安裝： 

 

2.4.2.4.2.4.2.4.6666.1.1.1.1  變壓器須於變電站基礎、室內地面及建築物構造等確實完成，方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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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廠商交貨安裝，避免變壓器定位後變電站仍繼續施工，造成變壓器受損或污

染；並宜以直卸現場方式，以減少二次搬運作業。 

 

2.4.2.4.2.4.2.4.6666....2222  變壓器安裝作業應由專業工程人員實施，變壓器應依據設計圖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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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台高度建議

於 100～300mm 之間。 

 

2.4.2.4.2.4.2.4.6666.3.3.3.3  變壓器安裝位置與牆壁、其他設備間需有適當空間，以利日後保養維

修作業。 

 

2.4.2.4.2.4.2.4.6666....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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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2.4.2.4.2.4.6666....5555  匯流排和變壓器連接，應使用編織軟銅帶，以免匯流排上的應力作用

於變壓器絕緣礙子上。 

 

2.4.2.4.2.4.2.4.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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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6666....7777  變壓器基礎的安裝面必須保持水平，其傾斜度必須在 3/1000 以下。 

 

2.4.2.4.2.4.2.4.6666....8888  安裝過程中嚴禁在變壓器上乘坐或踩踏。 

 

2.4.2.4.2.4.2.4.6666....9999  在變壓器上部及附近施工時，應將變壓器加以覆蓋，以防止異物掉落

及防塵。 

 

2.4.2.4.2.4.2.4.6666....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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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7777  變壓器配線： 

 

2.4.2.4.2.4.2.4.7777.1.1.1.1  變壓器一、二次側引線施工，應考慮電纜固定方式，不使變壓器的絕

緣礙子直接承受壓力或張力，以免絕緣礙子破裂損壞。 

 

2.4.2.4.2.4.2.4.7777.2.2.2.2  配線完成，所有帶電部份須以耐熱絕緣材料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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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4.2.4.7777....3333  所有螺栓須依「FGES-T-EEE00 電氣工程規範」規定之螺栓扭力值標準

進行鎖固。 

 

2.4.2.4.2.4.2.4.7777....4444  所有螺栓鎖固後，須畫上鎖緊標示線，以供日後定檢時檢查確認是否

鬆脫。 

 

2.4.2.4.2.4.2.4.7777.5.5.5.5  額定電流較大之變壓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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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匯流排槽(Busway)取代多

條電纜並聯之配線方式，避免每條電纜電流分佈不均之問題，以及可能因電纜

重量導致絕緣礙子承受過大應力而破損。高壓系統建議使用分相式匯流排槽

(Isolated Phase Busway)。 

 

2.4.2.4.2.4.2.4.7777.6.6.6.6  額定電流 2000A(含)以上之變壓器其銅排夾具固定螺栓及匯流排槽外

殼與箱體導口連接法蘭固定螺栓應選用 SUS 304 以上非導磁性材料，以避免磁

場切割螺栓產生渦流損而發生過熱異常。 

 

2.4.2.4.2.4.2.4.7777.7.7.7.7  變壓器匯流排槽之外部蓋板應加設警告標示，避免廠商當作電焊引弧

使用。 

    

2.4.2.4.2.4.2.4.7777....8888  變壓器一、二次側電纜為避免電纜拉扯致絕緣礙子破損，需設計絕緣

礙子及電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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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鎖緊後螺牙只能凸出螺帽 2～5 牙

，避免影響相間安全距離。 

 

2.4.2.4.2.4.2.4.7777....9999  電纜穿過支持物件及有折彎處須加強絕緣保護，避免電纜因長期緊靠

接觸破損對支持物件發生微量放電，進而絕緣劣化造成接地異常。 

 

2.4.2.4.2.4.2.4.7777....10101010  變壓器採下進線設計為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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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7777.1.1.1.11111  變壓器外箱導口與匯流排槽外殼之連接法蘭兩端應加裝 14mm� 跨

接線，以確保匯流排槽外殼有良好接地。 

 

2.4.2.4.2.4.2.4.7777.1.1.1.12222  變壓器一、二次側電纜以 PVC 管埋設於地下，應加強 PVC 管線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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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避免白蟻啃食電纜造成故障。 

 

2.4.2.4.2.4.2.4.7777.1.1.1.13333  高壓側設有分接頭或串並聯接頭時，應依銘牌上之標示，選擇最適

當之位置連接，且三相必須同步切換。 

 

2.4.2.4.2.4.2.4.7777.1.1.1.14444  變壓器設備接地線與中性點接地線應分別配設(接自同一個接地網)

，設備接地線應使用綠色 PVC 絕緣導線，變壓器建議配設兩條設備接地線。 

 

2.4.2.4.2.4.2.4.7777.1.1.1.15555  變壓器中性點接地的接地回路中，靠近變壓器處，宜設置一個可拆

卸的連接點。 

 

2.4.2.4.2.4.2.4.7777.1.1.1.16666  乾式變壓器不宜安裝於室外，其外箱防護等級應為 IP31 以上，以避

免水氣、灰塵、異物、鼠類等小動物進入箱內造成異常，且宜採用底部進線方

式配線。 

    

2.4.2.4.2.4.2.4.7777....11117777  銅與鋁連接時，需要放置一片庫柏板(cupal)可避免腐蝕。庫柏板一

面為銅質另一面為鋁質，銅鋁相接時須為銅板與庫柏板銅面相接，鋁板與庫柏

板鋁面相接，切勿銅板與庫柏板鋁面相接，或鋁板與庫柏板銅面相接。 

 

2.4.2.4.2.4.2.4.7777.1.1.1.18888  乾式變壓器電纜進出箱體開口處，以及電纜線架或匯流排穿過樓板

或防火分區牆壁時，應在施工完成後實施防火阻絕。 

 

2.4.2.4.2.4.2.4.8888  其他： 

 

2.4.2.4.2.4.2.4.8888.1.1.1.1  施工場所標示、工地管理及物料管理。 

    

2.4.2.4.2.4.2.4.8888.2.2.2.2  變壓器搬運路線整地及施工後復原。 

 

2.4.2.4.2.4.2.4.8888.3.3.3.3  變壓器基礎周邊整地及施工後復原。 

 

2.4.2.4.2.4.2.4.8888.4.4.4.4  工程及生活廢棄物分類整理、清運。 

 

2.4.2.4.2.4.2.4.8888....5555  變壓器高度較高時，如有熱影像量測或預防保養需求時，應安裝巡檢

架台，便於日後保養作業執行，確保變壓器運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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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2.5 2.5     乾乾乾乾式變壓器測試式變壓器測試式變壓器測試式變壓器測試、、、、送電及驗收送電及驗收送電及驗收送電及驗收    

 

2.5.12.5.12.5.12.5.1  乾式變壓器出廠試驗： 

 

2.5.1.12.5.1.12.5.1.12.5.1.1  依 CNS 14984-11 標準，新品乾式變壓器應實施下列試驗： 

 

a.a.a.a.  繞組電阻量測 

 

b.b.b.b.  電壓比量測及相位移檢查 

 

c.c.c.c.  短路阻抗及負載損失量測 

 

d.d.d.d.  無載損失及無載電流量測 

 

e.e.e.e.  商頻耐電壓試驗 

 

f.f.f.f.  感應交流耐電壓試驗 

 

gggg....  部份放電量測 

 

h.h.h.h.  鐵心絕緣電阻量測 

 

i.i.i.i.  噪音試驗 

 

jjjj....  雷衝擊試驗 

 

kkkk....  溫升試驗(型式試驗) 

 

2.5.1.2.5.1.2.5.1.2.5.1.2222  乾式變壓器之例行性試驗與型式試驗，詳「附件六  乾式變壓器試

驗」。繞組及鐵心（含夾件）絕緣電阻試驗標準依第四章保養篇「4.4 定期保養」

規定作業。 

 

2.5.1.2.5.1.2.5.1.2.5.1.3333  乾式變壓器製造完成後，廠商須先自行檢驗，並於出廠試驗(廠驗)前

通知請購部門(視需要會同相關部門)會驗，實施出廠前最後檢查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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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2222  送電前檢查： 

 

2.5.2.12.5.2.12.5.2.12.5.2.1  確認變壓器室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內環境已清理完畢。 

 

2.5.2.5.2.5.2.5.2222....2222  確認變壓器表面清潔乾燥無結露現象。 

 

2.5.2.5.2.5.2.5.2222....3333  確認變壓器一、二次側引線相位正確，分接頭端子接線位置正確。 

 

2.5.2.5.2.5.2.5.2222....4444  確認接線端子、分接頭端子及接地端子之接續已充份鎖緊。 

 

2.5.2.5.2.5.2.5.2222....5555  確認繞組無損傷、無龜裂、無變形及無污染。 

 

2.5.2.5.2.5.2.5.2222....6666  確認塗裝若有剝落已修補完成。 

 

2.5.2.5.2.5.2.5.2222....7777  確認配件固定良好無損傷。 

 

2.5.2.5.2.5.2.5.2222....8888  確認無遺留工具或螺絲等異物於變壓器內。 

 

2.5.2.5.2.5.2.5.2222....9999  變壓器室通風或空調設施運轉正常，消防設備齊全。 

 

2.5.2.5.2.5.2.5.3333  送電前測試(竣工試驗)： 

 

2.5.3.12.5.3.12.5.3.12.5.3.1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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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2.5.3.22.5.3.22.5.3.2  竣工試驗項目： 

 

a.a.a.a.  絕緣電阻量測 

 

b.b.b.b.  商頻耐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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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匝比試驗 

 

d.d.d.d.  繞組電阻量測 

 

e.e.e.e.  鐵心絕緣電阻量測 

 

ffff....  現場控制線路動作測試(繞組溫度達 90℃時橫軸風扇自動起動、繞組溫度達

110℃時送出過熱警報信號、繞組溫度達 130℃時送出過熱跳脫信號)。 

 

gggg....  確認外箱內通風風扇與橫軸風扇轉向正確。 

 

hhhh....  連同主斷路器與保護裝置，進行系統回路動作測試，主斷路器跳脫正常。 

 

iiii....  保護電驛依電力送審圖之保護協調計算核定值設定，連鎖控制線路測試正

常。 

 

2.5.2.5.2.5.2.5.4444  送電注意事項： 

 

2.5.2.5.2.5.2.5.4444.1.1.1.1  送電投入時，量測激磁湧流(inrush current)與電壓波形。激磁湧流

說明，詳「附件七  變壓器之激磁湧流」。 

 

2.5.2.5.2.5.2.5.4444....2222  變壓器試運轉要注意激磁電流、無載電流、一、二次側電壓、溫度，

並做詳細記錄。 

 

2.5.2.5.2.5.2.5.4444....3333  若有異常噪音，須進一步檢查相關的螺栓是否鬆脫，檢視電源的電壓

波形及電流波形是否異常失真。 

 

2.5.4.42.5.4.42.5.4.42.5.4.4  首次送電時，須特別注意檢查： 

 

a.a.a.a.  有無異常聲響、噪音和振動。 

 

b.b.b.b.  有無焦臭味等異常氣味。 

 

c.c.c.c.  有無局部過熱造成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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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通風、換氣情況是否良好。 

 

2.5.4.52.5.4.52.5.4.52.5.4.5  首次送電變壓器須無載運轉 8小時以上，且繞組溫升已達穩定，並再

次檢查確認運轉狀況全部正常後，才可開始投入負載。 

 

2.5.4.62.5.4.62.5.4.62.5.4.6  若送電失敗(斷路器跳脫)，經確認非變壓器內部異常(例如保護電驛

設定值錯誤)才可再度送電，避免變壓器嚴重損壞。 

 

2.5.2.5.2.5.2.5.4444....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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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4444....8888  變壓器室視需要可安裝 CCTV 監視系統，且應上鎖管制，未經管理部

門許可不得入內。 

 

2.5.4.92.5.4.92.5.4.92.5.4.9  項目 2.5 乾式變壓器測試、送電等作業應由變壓器製造廠商專業人員

與請購、生產、保養等部門具備乾式變壓器專業電氣人員配合實施。 

 

2.5.2.5.2.5.2.5.5555  驗收： 

廠商須提供下列資料，經確認符合要求後始得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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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乾式變壓器試

驗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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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二二二二        乾乾乾乾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式變壓器預防保養檢查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結果 異常處理對策 預完日 

1 本體外觀檢視 設備編號標示明顯    

夾件鐵心：無過熱變色、無灰塵、無銹蝕    

繞組表面：無過熱變色、無灰塵或粉末、無龜裂、

無放電痕跡 
 

  

絕緣礙子：無過熱變色、無灰塵、無破裂    

導線：絕緣無破裂、無變色、端子無過熱    

無振動、無異音、無放電雜音、無過熱異味    

2 溫度檢視 室內(或外箱內)溫度 40℃以下 ______℃   

繞組溫度 90℃以上橫軸風扇起動 R：______℃ 

S：______℃ 

T：______℃ 

  

3 箱體外觀檢視 指示燈顯示正常無破損、開關儀表無損壞    

無銹蝕、無變形    

不應有空隙，以免灰塵、異物進入。    

4 冷卻系統檢查 通風風扇手動運轉正常、無異音、無銹蝕、無灰塵    

濾網乾淨無灰塵    

橫軸風扇手動運轉正常、無異音    

5 接地線檢視 接地線無鬆脫、無斷線、NGR 接線無斷線    

6 箱內照明檢查 燈具無破損、無故障、照度正常    

7 運轉情形檢視 一次側電壓±5％ R：______V 

S：______V 

T：______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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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側電壓 R：______V 

S：______V 

T：______V 

  

一次側電流(小於額定電流) R：______A 

S：______A 

T：______A 

  

二次側電流(小於額定電流) R：______A 

S：______A 

T：_____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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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時有明確數據基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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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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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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四四四四        乾乾乾乾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式變壓器定期保養執行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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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組 1 外觀檢查 無過熱變色、無灰塵粉末、無龜裂、無放電痕跡、

絕緣墊塊無放電痕跡 
   

2 冷卻風道 無灰塵、無鹽份、無阻塞    

3 絕緣電阻量測 量測持續時間 1分鐘，修正為 20℃。 

一次側與二次側之間＞2,000MΩ 

高壓繞組對地＞2,000MΩ 

低壓繞組(600V以下)對地＞200MΩ 

繞組額定電壓600V以上者，使用2,500V高阻計量

測。 

繞組額定電壓600V以下者，使用1,000V高阻計量

測。 

   

4 介質吸收比量測 ＞1.25 (60 秒：30 秒之比值)    

夾件及鐵心 1 外觀檢查 無灰塵、無脫漆、無銹蝕、無鬆弛、零件無位移    

2 鐵心單點接地 

檢查 

鐵心只能單點接地，以1,000V高阻計量測鐵心對地

之絕緣須＞100MΩ(修正為20℃)。 
   

絕緣礙子 1 絕緣礙子檢查 無灰塵、無龜裂、無破損、無放電痕跡    

接線端子無鬆脫、無變色    

匯流排 1 匯流排檢查 無灰塵、絕緣無變色、絕緣無放電痕跡    

接續端無變色、無變形、無銅綠腐蝕    

螺栓鎖緊標示線正常、無鬆脫、無變色    

不可逆型溫度指示貼紙無變色    

外箱 1 外部檢查 指示燈正常、標示正常、無灰塵、無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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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檢查 無雜物、無灰塵、無潮濕    

接線端子無鬆脫、接線與元件無過熱變色    

控制線路控制功能正常    

風扇主回路絕緣電阻＞2MΩ(500V 高阻計)    

冷卻系統 1 功能檢查 變壓器室排氣風扇手動及自動(周溫＞40℃)運

轉正常、無異音、無銹蝕、無灰塵 
   

外箱通風風扇手動及自動(箱內溫度＞40℃)運

轉正常、無異音、無銹蝕、無灰塵 
   

清潔或更新濾網    

橫軸風扇手動及自動(繞組溫度＞90℃)運轉正

常、無異音、無銹蝕、無灰塵 
   

溫度計 1 外觀及功能檢查 無破損、無霧化(模糊)、接點無腐蝕    

繞組溫度達 90℃時橫軸風扇自動起動，繞組溫

度達 110℃時送出過溫警報信號，繞組溫度達

130℃時送出過溫跳脫信號。 

   

2 控制線路 過溫警報與過溫跳脫信號控制回路測試良好    

接地線 1 接地電阻量測 10Ω以下    

2 接地線檢查 無鬆脫、無斷線、NGR 接線無斷線    

中性點接 

地電阻箱 

1 開關箱內、外部 

清潔檢查 

無雜物、無灰塵、無銹蝕、螺栓(絲)無鬆脫、箱門

無變形閉合良好 
   

2 電阻量測 電阻值符合設計值、電阻器無過熱變色    

導口 1 導口檢查 接線端子無鬆脫、無變色    

不可逆型溫度指示貼紙無變色    

編織軟銅帶無拉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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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固定裝置無鬆脫且固定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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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時有明確數據基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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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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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