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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當今科技發達的時代，我們已經變得非常依賴於電力的持續供應。在大多數國家和地
區，商業用電是擁有許多的發電廠組成的國家級電網提供的電力輸出。電網不僅能夠滿
足政府、工業、金融、商業、醫療和通訊行業的關鍵需求，同時也必須能夠滿足住宅、
照明、製冷、空調和運輸的基本國民需求。商業用電真正支撐著當今快節奏的現代化世
界的運行。高科技已經深深融入到了我們的家庭和事業，而電子商務的出現使得高科技
正在不斷地改變著我們與外界進行交流的方式。
智慧型科技要求電源不受電力中斷或擾動現象的影響。大規模電力事故的後果已經記錄
在案。最近在美國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工業企業和數碼廠商每年因為電力中斷損失達
457 億美元1 。縱觀所有的商業部分，由於電力中斷造成的損失估計有 1040 億美元到
1640 億美元另外，因為其它電力品質問題造成的損失，也高達 150 億美元到 240 億美元。
在工業自動化加工中，所有生產線將失去控制，導致現場工作人員面臨危險狀況，並造
成嚴重的物料浪費。在大型金融機構中，處理中斷會造成每宕機一分鐘高達數千美元無
法挽回的損失，隨之而來還有數小時的恢復時間。由於電力中斷導致的程式中止和資料
損壞可能使軟體恢復操作出現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需要花費幾周時間才能解決。
許多電力問題的根源都在於商業用電網路，其蔓延數千英里的輸電線路會受到各種天氣
狀況的影響，比如颱風、雷雨、大雪、冰凍、洪水以及隨之而來的設備故障、交通事故
以及主要的轉換操作。，影響當今的高科技設備的電力問題還經常是某個樓宇內各種各
樣的狀況，比如土建、重負荷啟動、劣質的配電部件，甚至是常有的背景電干擾。

在處理電源擾動時，首當其衝是採用一致的術語
從家用電子產品到大規模控制設備中電子產品的大範圍的應用以及高耗能的工業加工行
業，已經提高了人們對電能品質的關注度。電能品質電源品質通常被定義為電力能的任
何變化，如電壓，電流和頻率的變化，會干擾電子設備的正常工作。
電力公司、大型工業公司、企業甚至是家庭用戶都在關注著電源品質的研究以及控制電
源品質的方法。更進一步的研究表明，設備已經變得甚至對電源電壓、電流和頻率中的
瞬間變化都越來越敏感。但遺憾的是，在描述許多現有的電力擾動現象時使用了許多不
同的術語，這些術語造成了概念混淆，並且使對當今電源品質問題的討論、研究和改進
變得更為困難。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 (IEEE)透過制定了包含電力擾動定義在內的標準，
已經嘗試解決此問題。該標準（IEEE 標準 1159-1995“IEEE 關於監測電源品質的操作規程
建議”）描述了許多電源品質問題，本白皮書將討論其中最常見的一些問題。

如何看待電力？
電是由電磁感應產生。商業用電是以交流電 (AC) 的方式提供的一種無聲的、似乎取之
不盡的能量源，由發電廠發電，變壓器升壓，並傳輸數百英里之遠到達區域中的任何地
點。瞭解電能在一小段時間內發揮的作用，有助於我們理解簡單平穩的交流電對於我們
所依賴的精密系統的穩定運行有多麼重要。透過示波器，我們可以看到電能的波形。在
理想的環境中，商用交流電顯示為一種平滑對稱的正弦波，根據您所處的地區，每秒變
化 50 或 60 個週期（即，50 或 60 赫茲 Hz）。圖 1 顯示出普通 AC 正弦波在示波器上的
波形。
1 白皮書“The Cost of Power Disturbances to Industrial & Digital Economy Companies”，版權所有 2001
年，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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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正弦波的示波器波形

上圖所示的正弦波形表示從正值到負值的電壓變化（每秒 60 次）。當此流動波形的大
小、形狀、對稱性、頻率發生變化或者出現缺口、脈衝、振盪或降到零（不過是暫時的）
時，這些就是電力擾動。在本白皮書中，我們將透過上述理想正弦波的簡單的圖示變化
來展開本文中討論的七類電源品質擾動。
正如所述，在整個電力行業和企業界中，電力擾動術語的使用是含糊不清的。。例如，
在某個工業部門看來，術語“突波”意味著電壓的瞬間升高，通常由於重負荷斷開導致。
另一方面，術語“突波”指的是持續時間從微秒級到毫秒級具有極高峰值的瞬變電壓。後
者通常與閃電擊中以及觸點開關產生的瞬間放電或電弧放電。
IEEE 標準 1100-1999 已經指出術語含糊不清的問題，並且建議在專業報告或參考資料中
不要使用許多術語的俗稱，因為它們無法準確地描述問題的特性。同時 IEEE 標準 11591995 也將協同專業團體提供關於電源品質一致性的術語作為目標來解決該問題。下面
是一些模糊的術語：
斷電
乾淨能源

變暗
突波

變亮
中斷

功率突波
閃爍

電網污染
原始電源

頻率偏移
原始市電

干擾
暫態閃爍

尖峰

舉例如果能夠有效地理解電力，比如說知道中斷和暫態振盪之間的不同，那麼在購買電
力校正設備是，決策可能完全不同。如果購買了的不當的電力校正設備，該錯誤可能會
導致嚴重的後果，其中包括宕機、錢財損失，甚至會造成設備損壞。
本白皮書中 所列舉的 IEEE 定義的電源品質擾動，根據波形劃分為類：
1. 瞬變現象
2. 中斷
3. 電壓暫降/欠電壓
4. 電壓暫升/過電壓
5. 波形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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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壓波動
7. 頻率抖動
本白皮書將對以上類別分別加以說明並給出圖示便於闡明不同電力擾動之間差別。

1. 瞬變現象

瞬變現象有可能是最具破壞性的電力擾動類型，它分為兩種子類別：
1. 脈衝型
2. 振盪型

瞬變脈衝
瞬變脈衝電壓是電壓和/或電流正向或負向急遽升高的現象。根據這些脈衝瞬變發生的
速度（快、中、慢），可以對這些類型的現象進一步加以劃分。脈衝瞬變變化是在很短
的持續時間內（不到 50ns）變化的非常快（在 5ns 內從穩定狀態到脈衝峰值）。
注：[1000 納秒（ns） = 1 微秒（µs）] [1000 微秒 = 1 毫秒（ms）] [1000 毫秒 = 1 秒]
中由靜電放電 (ESD) 現象導致的正脈衝瞬變，如圖 2 所示。

瞬變脈衝
(ESD)

上升時間

圖2
正瞬變脈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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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變脈衝即是大多數人所知的突波或尖峰。許多不同的術語已經用來描述瞬變脈衝，如
衝擊、毛刺、電突波和尖峰。
造成瞬變脈衝的原因包括閃電、接地不良、感性負載切換、市電故障排除以及 靜電放
電（ESD），其結果可能會造成資料遺失（或損壞）甚至設備的損毀。而其中以閃電破
壞性最強。
雷暴天氣時，由於閃電造成的電力問題很常見。敏感設備毫無疑問可以被蘊含著巨大能
量足以照亮整個夜空的閃電所摧毀。此外，這樣的破壞並非閃電直接擊中所致。如圖 3
所示 ，附近的導電部件因閃電生成的磁場所產生的感生電流，會帶來大量的潛在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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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閃電生成的磁場

當遇到脈衝瞬變時，兩種最可行的保護方法是：消除潛在的 ESD，以及使用突波抑制設
備（通常稱為瞬變電壓突波抑制器 TVSS 或突波保護設備 SPD）。
儘管 ESD 可以在您的手指上產生電弧而不會對您造成傷害，但有點出人意料的是，這
麼一點靜電卻足以使整塊電腦主機板損毀，並且再也無法工作。在資料中心、印刷電路
板生產機構或者人員直接接觸 PCB 的任何類似環境中，消除可能的 ESD 是至關重要的。
例如，幾乎任何資料中心環境都會對室內的空氣進行調節。空氣調節不僅僅是冷卻空氣，
説明帶走資料中心內設備產生的熱量，而且能夠調整空氣濕度。保持空氣濕度在 40 55% 之間將減少 ESD 發生的幾率。如果在冬天（空氣非常乾燥的），您有將鞋底和地毯
摩擦後，開門時握門把手被電弧電到，或者您故意惡作劇式用手去碰別人的耳朵的經歷，
那麼您就能明白濕度對 ESD 的影響有多大。在 有 PCB 的環境中，如任何小型電腦維修
公司，您會看到將人體接地的設備，包括手腕帶、防靜電地墊和台墊以及防靜電鞋等。
大多數這種設備透過導線接地這樣可以保護人員不會受到電擊，並且還可以將潛在靜電
泄放到地。
SPD 已經使用了很多年。如今這些設備仍然在電力系統，大型設施和資料中心的設備，
以及小型企業和家庭使用；隨著金屬氧化物變阻器 (MOV) 技術的完善，這些設備的性能
也日漸提升。利用 MOV 能夠可靠地抑制瞬變脈衝、電壓暫升以及其它高電壓狀況，而
且可以將 MOV 與熱觸發設備，如斷路器、熱敏電阻，以及其它元件，如電子管和晶閘
管，結合使用。某些情況下，電氣設備本身就內置了 SPD 電路，比如內置有抑制功能
的電腦電源。更常見的情況是，當緊急電池供電時或者當電力供應超出標稱範圍，或安
全範圍，或供電條件時，SPD 可單獨作為突波抑制裝置使用，或者配備在 UPS 裡提供突
波抑制。

資源連結

第 85 號白皮書
資料線瞬變電壓的產生與保護

SPD 和 UPS 設備串聯使用是保護電子設備免受電源擾動影響的最有效方法。此方法將
SPD 裝置將放在線路入口處，並且根據能量吸收能力的大小來選型。將暫態過壓限制在
隨後的電氣子板以及敏感設備的所能承受或免予干擾的水準。特別注意的是選擇電壓等
級和能量吸收能力以及調節該裝置使其有效工作。還需注意突波抑制設備的容量防止
MOV 失效。儘管 MOV 的突波抑制能力隨時間是一致的，但它的抑制能力仍然會隨著使
用而退化，或者，如果超出了其額定的有效抑制能力，MOV 也可能會失敗。如果 MOV
超出臨界值而不再有用時，SPD 應能夠中斷電路，並防止任何會造成損壞的異常電進入
它所保護的設備，這一點非常重要。有關此主題的更多資訊，請參見的 第 85 號白皮書
《資料線瞬變電壓的產生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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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態振盪
暫態振盪是信號電壓和/或電流在穩態時的突然變化，在正向和和負向信號防護區段處
發生，並按系統自然頻率振盪。簡而言之，瞬變電壓會使電力信號以非常快的速度交替
放大縮小。暫態振盪經常會在一個週期內衰減到零（衰減暫態振盪）。
暫態振盪發生在關閉感性負載或容性負載時，如馬達或電力電容器，負載阻抗發生變化
導致的暫態振盪。這類似於突然關閉水流很急的水龍頭時，聽到管道中敲擊聲一樣。流
動的水試圖對抗該變化，因此水就發生了相當於暫態振盪的流動。
例如，在關閉旋轉馬達時，它在斷電時可簡單的看作是一個發電機，產生電能並傳輸至
配電系統。在打開或關閉電源時，較長的配電系統就像是一個振盪器，因為線路上的固
有電感和分佈電容形成阻尼振盪。
當帶電線路上出現了暫態振盪，通常是由於市電開關操作引發，尤其是在電力電容器自
動接入系統，，將會對電子設備造成很大的破壞。如圖 4 所示，由於電容充電而引起的
典型的低頻暫態振盪。
市電在電容中轉換
而引起的暫態振盪

圖4
暫態振盪

與電容切換及其暫態振盪有關的最常見問題是變速驅動器 (ASD) 跳閘。相對較慢的瞬變
會導致 直流電壓（用以啟動 ASD 運轉）升高，使得驅動器根據過電壓指示而斷路。
解決容性跳閘的一種常見方法是安裝電容器交流接觸器或扼流線圈，它們可將暫態振盪
抑制到一個可控的水準。這些感測器可以安裝在驅動器之前或安裝在直流電路上，並且
作為大多數 ASD 上的標準配件或選擇型配件件提供。（注：將在下面的“中斷”一節中進
一步討論 ASD 設備。）
另一種越來越多人使用的解決電容器切換瞬變問題的方法是電壓開關。當正弦波的弧形
下降並到達零電平（在變為負之前）時，如圖 5 中所示為零電壓。電容器切換的發生位
置離正弦波的過零點越遠，其產生的瞬變電壓幅度就越大。零電壓開關，透過監測正弦
波以確保電容器切換發生在離正弦波的過零點盡可能近的位置的即可解決該問題。

圖5
零交叉
過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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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使用 UPS 和 SPD 系統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暫態振盪可能造成的危害，特別在
常見的資料處理設備（比如網路中的電腦）之間。不過，SPD 和 UPS 設備有時無法防
止跨系統發生的暫態振盪，而零交叉開關和/或扼流器類型的裝置則可以在專用設備上
來防止這類問題，如生產車間機械設備及控制系統。

2. 中斷

中斷（圖 6）的定義是供電電壓或負載電流的完全消失。視其持續時間而定，中斷可分
為暫態中斷、暫時中斷、短時中斷或持續中斷幾類。各種中斷類型的持續時間範圍如下
所示：
暫態中斷
暫時中斷
短時中斷
持續中斷

0.5 到 30 個週期
30 個週期到 2 秒
2 秒到 2 分鐘
2 分鐘以上

圖6
短暫中斷

中斷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通常是某種類型的電力供電網損壞造成的，比如閃電、動物、
樹木、車輛事故、有害天氣（強風、線路上積雪或結冰太厚等）、設備故障或者基本斷
路器跳閘。儘管市電基礎設施在設計上可以自動校正許多此類問題，但它並不一貫正確
可靠。
舉例來說，在商業用電系統中普遍導致中斷的許多常案例之一是市電保護設備，比如輸
電線路自動重合閘。自動重合閘決定了大多數中斷的時間長度，具體情況取決於故障的
性質。自動重合閘是電力公司使用的用於察覺由於市電基礎設施中的短路引起的電流升
高，並在故障發生關閉供電。自動重合閘會在一個設定的時間後輸電給供電線路，並嘗
試燒毀造成短路的物體（此物體通常是跨接在火線和地之間的樹枝或小動物）。
如果您曾經遇到過房屋中供電停止，而在幾分鐘之後當您拿出蠟燭時又都恢復正常，那
麼您就可能體驗過電力中斷。當然，您的家中停電甚至停一晚上都可能僅僅是不方便，
但對於企業而言則還可能造成很大的損失。
不管是暫態中斷、暫時中斷、短時中斷還是持續中斷可能會對小到家庭用戶大至工業用
戶造成破壞、損壞和宕機。家庭或小型企業電腦使用者由於設備掉電資訊損壞可能會遺
失重要的資料。工業客戶由於中斷面臨的將可能是更大損失。許多工業流程都依賴於某
些機械元件持續不斷的運轉。如果這些元件由於中斷而突然停止，將可能會造成設備損
壞、產品報廢，並且還會帶來與停機、清理和重新啟動相關的花費。舉例來說，如果一
家生產紗線的工業用戶遇到短暫中斷，則可能會導致抽紗過程“停止”，從而造成極大的
浪費並引起停機。必須按特定的速度和密度抽紗才能確保最終產品的品質和類型達到預
計要求。必須將不合格的紗線從紡紗機中清理出來並且必須重新拉直絲條。正如您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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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到的，這樣將花費很多的精力，並且會造成長時間的停機。同時的浪費還有已經毀壞
了的一定數量的紗線。
應對中斷的解決方法多種多樣，有效性各有千秋，費用也有高有低。首先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消除或降低潛在問題發生的可能性。用電系統的良好的設計和維護當然是必不可
少的。工業使用者的系統通常與用電系統一樣，應用廣泛且脆弱因此也需要良好設計和
維護。
降低了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後，就需要採用額外的設備或設計方法以使使用者的設備或工
藝具備承受能力，即在電源品質擾動期間保持持續運行，或者具備在不可避免的中斷之
後、和中斷期間重新開始運轉的能力。使用最為廣泛的緩解設備是不斷電供應系統
(UPS)、發電機，以及採用冗餘系統和能量存儲的系統設計技術。在掉電時，這些形式
的替代電源將可以接管。筆記本電腦就是使用者類似的例子。將筆記本電腦插上電源後，
它從牆上插座上獲得電力，同時電力將緩緩地給筆記本電腦內部電池充電。拔掉筆記本
電腦的電源後，電池將立即接管並向筆記本電腦提供電力。開關技術的應用已經允許在
不到半個週期內使用能量存儲系統。
術語“持續中斷”描述了這樣一種情況：在商業用電系統中，自動保護設備由於故障性質
的原因而無法重新供電，並且需要人工干預。用此術語描述這種情況更為準確，而不是
常用的術語“斷電”。術語“斷電”實際上是指系統中的元件未能按預期方式工作（IEEE 標
準 100-1992）。
如果電力中斷超過兩分鐘以上，那麼或許可以肯定地說，您遇到了持續中斷。稍後您會
看到來修復室外的電力線路電力公司的卡車出現。

3. 電壓暫降
/欠電壓

電壓暫降(圖 7)是指給定頻率下， 交流 電壓下降，經歷半個 週期到 1 分鐘的短暫持續期
後恢復正常。電壓暫降通常是因系統故障造成的，或當啟動電流過高的負載開啟時也常
會發生。

圖7
電壓暫降

電壓暫降的常見原因包括啟動重負荷（比如首次啟動大型空調設備）以及遠端電力設備
故障排除。同樣，啟動工業廠房內大型電機也可能導致電壓顯著降低（電壓暫降）。電
機在啟動時的電流是正常運行電流的六倍還多。如果突然有大的電力負載，很可能會使
電機所在電路的電壓明顯降低。可以想像一下，當您正在淋浴時，有人打開了您房屋中
的所有水龍頭，情況將會是怎樣。水將可能變冷，並且水壓會降低。當然，要解決此問
題，您可能要有另一台專用於淋浴的熱水器。對於啟動負載很大會消耗大量起動電流的
電路而言，道理是一樣的。
儘管針對重負載的啟動，增加專用電路可能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但這種方法並非總是
經濟實用的，特別是一個工廠有許多重負荷設備需要啟動時。解決啟動重負荷的其它方
法包括使用替代啟動電源，這些電源在電機啟動時不帶載電氣基礎設施的其餘負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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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帶有自耦變壓器或星形-三角形配置的降壓啟動器就是這種電源。還可以使用固態類
型的軟啟動器，它可以有效地緩解電機啟動時的電壓暫降。最近可調速驅動器 (ASD)，
可根據負載或其它使用者改變電機速度，則更為經濟有效地控制生產過程，另一個好處
是解決了大型電機啟動的問題。
正如在“中斷”章節中提到的，電力基礎設施嘗試消除遠端故障的過程可能會為最終用戶
帶來問題。如果這種問題較明顯，就會被看作是中斷。不過，對於消除較快或快速恢復
問題，也可能表現為電壓暫降。用於解決中斷問題的一些方法也可以用來解決電壓暫降
問題：UPS 設備、發電機以及系統設計技術。但是，電壓暫降所造成的損壞知道看到後
果（設備損毀、資料破壞、工業加工過程中出錯）才顯示出來。
作為一項增值服務，一些電力公司現在向客戶提供生產過程的電壓暫降分析服務，儘管
這項服務仍然處於起步階段。電壓暫降分析可用來確定在什麼電壓暫降水平時，設備可
以或無法運行。在進行研究並確定薄弱點後，對資訊進行收集、分析並報告給設備生產
商，以便它們能夠改進其設備的承受能力。

欠電壓
欠電壓(圖 8)是長期的電壓暫降問題。曾經常用於描述此問題的術語是“掉電”，該術語已
被術語“欠電壓”所取代。“掉電”一詞的意義模糊，也指為了應付商業用電高峰而採取電
力管制。欠電壓可能導致電機過熱，也可能造成非線性負載（如電腦電源）故障，。解
決電壓暫降的方法也適用於欠壓。然而使用電池電力前如果 UPS 具有用逆變器調整電
壓的能力不需要頻繁地更換 UPS 電池。更重要的是，如果欠電壓狀態持續保持，則可
能是嚴重設備故障、配置問題或者需要解決電力供應問題的徵兆。

圖8
欠電壓

4.電壓暫升
/過電壓

電壓暫升（圖 9）正好與電壓暫降相反，是指 交流 電壓暫時上升，經歷持續半個週期
到 1 分鐘時間短暫持續期後恢復正常。電壓暫升通常是因零線阻抗過高、負荷（特別是
重負載）急遽下降，以及三相系統發生單一相位故障所致。

圖9
電壓暫升

結果導致資料錯誤、電燈閃爍、電氣觸點剝蝕、電子產品中的半導體損壞以及絕緣。常
用的解決方法包括使用電力線調節器、UPS 系統以及鐵磁諧振變壓器。
與電壓暫降很像，電壓暫升直到看到後果才顯現出來。透過使用 UPS 和/或同時對輸入
電力事件進行監控和記錄的電力調節設備，將有助於衡量這些事件將在何時發生，以及
多久發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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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壓
過電壓（圖 10）可能是長期電壓暫升的問題。過電壓想像為拉長期、的電壓暫升。過
電壓通常是因電源供應變壓器接頭設定不正確並且負載下降所致。這種情況常見於季節
性的地區，淡季時居民的用電量會減少，但卻仍然提供為用電高峰季節設定的輸出電力，
即使電力需求少了很多。它就像將您的拇指按在澆水軟管的末端一樣。儘管流出水管的
水量保持不變，但因為出水口變小了，所以壓力將會增大。過電壓狀況可能造成高電流，
並導致下游斷路器不必要地斷開，以及設備過熱。

圖 10
過電壓
由於過電壓實際上只是持續的電壓暫升，因此適用於電壓暫升的相同 UPS 或調節設備
將也適用於過電壓。但是，如果輸入電力持續保持過電壓狀態，則可能也需要對進入設
備的市電進行校正。過電壓同樣也有與電壓暫升相同的徵兆。由於過電壓可能持續時間
更長，過熱可能是過電壓的外部表現。對於在正常環境條件和使用情況下會產生一定熱
量的設備而言，過電壓引發其輸出熱量突然增大。在密度高的資料中心環境中，這樣會
造成損害。對於 IT 企業而言，非常大的顧慮就是熱量以及其對當今帶有很多緊密封裝
的刀片式伺服器的資料中心的影響。

5. 波形畸變

有五種主要類型的波形畸變：
1. 直流偏置
2. 諧波
3. 諧間波
4. 毛刺
5. 雜訊

直流偏置
之所以交流配電系統中可能會感生出直流電 (DC)，原因通常是遍佈于現代設備中的交流
轉直流的整流器出現了故障。直流電流過交流電系統，使已按運行在額定電平裝置中流
過不必要的電流。直流電的流動會導致變壓器過熱和飽和。當變壓器飽和時，它不僅僅
會變熱，而且將無法向負載傳輸充足的電力，而隨之產生的波形畸變進一步會使電子負
載設備運行不穩定。直流偏置的示意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直流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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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直流偏置的方法是更換導致問題的故障設備。模組化、可更換的設備大大簡化了解
決故障設備所導致的直流偏置問題，並且降低了需要專業維修人員維修人力成本。

諧波
諧波畸變（圖 12）是指基波的倍頻正弦波造成的波形畸變。（例如，180Hz 是基波為
60Hz 的三次諧波；3 X 60 = 180）。
諧波問題的徵兆包括變壓器、零線以及其它電力傳輸設備過熱，還包括斷路器動作以及
依賴於乾淨的正弦波過零點觸發的時間同步電路失效。
過去由於開關電源 (SMPS) 的特性，IT 設備帶來的諧波畸變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非線性
負載以及許多容性設計僅在電壓的每個正向和反向峰值附近“吸吮”電力，而不是在每個
全半週期吸收電流。開關電源一般使用配電系統中三相中的某個單相，其大約三分之一
週期的導通產生的電流流過零線。所有開關電源的回流在零線迭加而不是抵消，產生非
常高的零線電流，理論上是最高是最大相電流的 1.73 倍。超負荷的零線會導致配電的
路線上出現極高的電壓，導致連接其中的設備嚴重損壞。同時，這麼多的開關電源每個
電壓半週期的峰值吸收能量，由此導致變壓器飽和以及隨之而來的過熱現象。造成此問
題的其它負載包括變速電動機驅動器、燈具鎮流器以及大型的傳統 UPS 系統。用於緩
解此問題的方法包括加粗零線、安裝 K 級變壓器以及諧波濾波器。
過去十年來 IT 行業引人注目的發展的驅使下，IT 設備的電源設計已經透過國際標準加
以改進。在不久的過去，主要的改進用以補償系統內產生過多諧波電流的大量 IT 設備
電源還會對電氣基礎設施造成的壓力。許多新的 IT 設備電源設計有功率因數校正電路，
使其以以線性、無諧波負載方式運行。這樣的電源不會產生多餘的諧波電流。

圖 12
典型的諧波畸變

諧間波
諧間波（圖 13），通常是由電氣設備，如靜止變頻器、感應電動機和電弧裝置，施加
於供電電壓上的信號一種波形畸變。控制滾軋機、攪拌機和礦山設備中使用的大型線性
馬達的周波變換器會造成一些最顯著的諧間波電源問題。這些設備可將供電電壓轉換為
頻率低於或高於供電頻率的 交流 電壓。
諧間波最明顯的影響是可以透過顯示器和白熾燈閃爍注意到，並且可能會導致變熱以及
通信干擾。

圖 13
諧間波波形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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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諧間波的方法包括使用濾波器、UPS 系統和線路調節器。

毛刺毛刺（圖 14）是一種由電子設備，如變速傳動裝置、調光器和弧焊機，在正常運
行條件下導致的週期性電壓擾動。此問題可能會被描述為暫態脈衝問題，但是，由於毛
刺在每半個週期上呈週期性出現的，因此毛刺被認為是波形畸變問題。毛刺的常見後果
是系統停機、資料遺失和資料傳輸問題。

圖 14
毛刺

解決毛刺問題的一種方法是盡可能將負載遠離以上電子設備。如果無法移動設備的位置，
那麼 UPS 和濾波器也是可行的解決毛刺問題方法。

雜訊
雜訊（圖 15）是迭加在電力系統電壓或電流波形上的多餘電壓或電流。雜訊可能是由
電力電子設備、控制電路、弧焊機、開關電源、無線電發射機等所產生的。不良接地使
系統更易受到雜訊的影響。雜訊可導致諸如資料錯誤、設備失效、元件長久失效、硬碟
故障和視頻顯示失真等問題。

圖 15
雜訊
有多種不同的雜訊控制方法，有時必須要結合使用多種不同的方法才能達到所需的效果。
下面是其中一些方法：
 透過 UPS 隔離負載
 安裝接地的遮罩的絕緣變壓器
 移動負載使其遠離干擾源
 安裝雜訊濾波器
 遮罩電纜
雜訊最常見的後果之一是資料損壞。如圖 16 所示，EMI（電磁干擾）和 RFI（射頻干擾）
可能會在傳輸資料線上產生感應電流和感應電壓，。由於資料是數位信號（電壓有無分
別用 1 和 0 表示）傳播的，因此，資料線上的額外電壓可能會導致出現不匹配或相反資
料。典型案例是當網路佈線穿越吊頂上的螢光燈時，網線就會有感應的雜訊。螢光燈會
產生明顯的 電磁干擾，如果網路佈線的距離過近，將可能會導致資料出錯。當網路佈
線位置離高負載輸電線路的距離過近時，通常也會發生這種情況。在裝有高架地板的資
料中心內，電線線路通常與網路佈線並排放在一起，因此會增加出現雜訊的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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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線

資料線

圖 16
電磁感應

引發電流

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將資料傳輸設備和/或佈線遠離 EMI/RFI 源的位置，或者為資料設備
和/或佈線加上額外的遮罩以減輕或抵消 EMI/RFI 的影響。
電壓波動與其它波形異常有著根本的不同，因此電壓波動將它們放在獨自的類別中。如
圖 17 所示，電壓波動是指電壓波形連續的改變，或是一連串小幅度的電壓隨機變動，
即按電壓變動頻率低於 25 Hz 頻率電壓有效值為標稱值的 95% 到 105%。

圖 17
電壓波動
任何負載的明顯電流變化會導致電壓波動。在輸配電系統上，導致電壓波動的最常見原
因是電弧爐。此問題的表徵之一是白熾燈閃爍。解決電壓波動的方法有：移去造成問題
的負載，重新部署敏感設備，或者安裝電力調節器或 UPS 設備。

7. 頻率抖動

頻率抖動（圖 18）現象在穩定的電力系統中極為罕見，尤其是透過電力網互連的系統。
在配有專用備用發電機或電源基礎設施不齊全的地方，如果發電機負荷過重，就特別容
易發生頻率抖動。IT 設備具有適應頻率抖動的能力，通常不會受到局部的發電機頻率輕
微變化的影響。任何依賴於電力系統中平穩的週期信號電機或敏感設備會受頻率抖動的
影響。頻率抖動可能會導致電機按輸入電力的頻率較快或較慢速度運行，這樣將會使電
機的運行效率低，並且/或者電機速度的提高和/或額外的電流消耗的增加會導致電機變
熱和性能降低。

圖 18
頻率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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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頻率抖動的問題，應對導致頻率抖動的所有發電設備及其它電源進行評估，然
後修復、校正或更換。

電壓不平衡
電壓不平衡不是一種波形畸變。但是，由於在評估電源品質問題時必須注意電壓不平衡，
因此應該在本白皮書中對其加以討論。
簡而言之，電壓不平衡，如其名稱所示，是指供電電壓不相等。儘管外部的市電供電可
能導致這些問題，但電壓不平衡的常見根源在內部，由設備負載所導致的。更具體地說，
在三相配電系統給三相負載供電的同時，其中的某一相也會給某些單相設備供電，就發
生電壓不平衡問題。
通常，這些不平衡表現為發熱，特別是對於固態電機尤為如此。較嚴重的不平衡可能會
導致電機部件過熱，和電機控制器出現間歇性故障。
判斷電壓不平衡的一種快速方法是取三相供電電壓之中最高和最低電壓差不應超過最低
供電電壓的 4%。下面舉例介紹這種快速簡單的判定方法。
舉例：
A 相供電電壓：
B 相供電電壓：
C 相供電電壓：
最低相電壓：

220 V
225 V
230 V
220 V

220V 的 4% = 8.8V
最高電壓和最低電壓的差：10V
10V > 8.8V – 過於不平衡！
糾正電壓不平衡的方法包括重新配置負載，或者讓電力公司改變輸入電壓（如果不平
衡不是由內部負載造成的）。
表 1 匯總了上述討論的各種電源擾動，並提供了可能的解決方法以緩解這些問題可能對
業務運營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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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種擾動問題及解決方法的匯總

擾動類別

波形

影響

可能的原因

可行的解決方法

1. 瞬變現象
瞬變脈衝
暫態振盪

資料遺失、或資料損
壞、系統停機
數據遺失、
或資料損壞

閃電、ESD、開關切換

TVSS，保持濕度在

、市電故障排除

35-50% 之間

切換感性負載或容性負載

TVSS、UPS、感測器/扼流
器、零電壓開關

2. 中斷
資料遺失、或資料損
壞、宕機

開關切換、市電故障、斷路

器跳閘、部件故障

UPS

3. 電壓暫降 / 欠電壓
電壓暫降

系統停機、資料遺失、
宕機

啟動負載、故障

電力調節器、UPS

欠電壓

系統停機、資料遺失、
宕機

市電故障、負載變化

電力調節器、UPS

電壓暫升

令人討厭的跳閘、設備
損壞/壽命縮短

負載變化、市電故障

電力調節器、UPS、鐵磁諧振
變壓器

過電壓

設備損壞/壽命縮短

負載變化、市電故障

電力調節器、UPS、諧振變
壓器

直流偏置

變壓器發熱、接地故障
電流、令人討厭的跳閘

整流器或電源故障、

問題排查並更換有
故障的設備

諧波

變壓器發熱、系統停機

非線性負載電子負載

重新配線、安裝 k 級變壓
器、使用 帶 PFC 的 電源

諧間波

電燈閃爍、發熱、通信
干擾

4. 電壓暫升 / 過電壓

5. 波形畸變

控制信號、故障
設備、周波變換器、變頻器、
感應電

電力調節器、濾波器、UPS

機、電弧裝置

毛刺

系統停機、資料遺失

雜訊

系統停機、資料遺失

變速傳動裝置、

重新配線、移動敏感負載的
位置、安裝濾波器、UPS

弧焊機、調光器
無線電發射機、
故障設備、
不可靠接地、靠近 EMI/RFI 源

移走發射機、重新配置接
地、遠離 EMI/RFI 源、加強遮
罩、濾波器、隔離變壓器

無線電發射機、

6. 電壓波動

系統停機、資料遺失

故障設備、
不可靠接地、靠近 EMI/RFI 源

7.頻率抖動

系統停機、電燈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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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設備運轉
斷斷續續

重新配線、移動敏感負載的
位置、電源調節器、UPS

重新配線、移動敏感負載的
位置、電源調節器、UPS

第 18 號白皮書

版本 1

16

七種類型的電源問題

結論

電子產品的廣泛使用，已經喚起了人們對電源品質及其對企業使用的關鍵電子設備所造
成影響的關注。商業運作越來越依賴於小型微處理器，而這些微處理器對很小的電力波
動都非常敏感。這些微處理器可以控制速度極快的自動化機械設備，以及不能宕機的包
裝生產線。因此本文介紹了一些經濟的解決方法來限制或消除電源品質擾動的影響。但
是，為了便於行業溝通並瞭解電力擾動以及如何防止電力擾動，需要採用通用的術語和
詳細說明來描述不同的現象。本白皮書嘗試詳細說明和闡釋了 IEEE 標準 1159-1995“IEEE
關於監測電源品質的操作規程建議”中概述的電源品質擾動。
不管企業規模如何，其目標都是縮短設備停機時間和降低生產費用，提高利潤。透過對
電氣環境以及設備易受電源品質擾動的程度加以瞭解=溝通，將有助於找到實現業務目
標的更好方法。

關於作者
Joseph Seymour 是位於 West Kingston, RI 的 Schneider Electric 索賠部門的首席索賠
分析師。他負責對災難性瞬變電壓事件引起的損壞進行評估和檢查，並根據
APC 設備保護策略裁定客戶索賠問題。
Terry Horsley 是 Schneider Electric 的獨立電能品質顧問。他曾涉足工程管理、關
鍵基礎設備支援、培訓、課程開發、技術文檔編寫以及在歐洲、東南亞和美國
執行現場調查等各個領域，迄今已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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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電源抗
干擾能力

因為已經確定和描述了各種各樣的電源擾動，所以有必要瞭解現代設備所能容許的電源擾動限度。
並非所有電源擾動都會對現代設備造成影響。現代設備電源在短時間內能夠容許的交流電壓變化
和擾動有一個可接受的範圍。
大多數高科技設備都由低電壓直流供電，而低壓直流電是由重量輕，容忍度高的開關電源 (SMPS)
將標稱的交流電轉換為正的和負的直流電壓。電源給敏感電子部件提供了最有效的屏障以阻隔了
帶有其背景雜訊交流供電電壓對其的影響。
國際標準 IEC 61000-4-11 中的規定開關電源可承受的電壓擾動的大小和持續時間。同樣，基於行
業中 CBEMA 電源品質曲線，最初由電腦和行業製造商協會 (Computer and Busines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制定，（）單相 IT 設備電源的使用說明提供性能曲線闡明開關電源對電力擾動最低的
抗干擾能力。資訊技術產業協會（ITIC，前身是 CBEMA）最近對原有曲線進行改進，如圖 A1 中
所示。曲線及應用說明可訪問以下網址 www.itic.org/technical/iticurv.pdf

圖 A1
ITIC 曲線

相比於額定電壓的百分比 (RMS 或等效峰值)

ITI(CBEMA)曲線

禁止區域

適用於單相 120V 設備的電壓容許範圍

連續界限

無損區

持續時間 (以週期和秒表示)

圖 A1 橫軸為時間軸，從初始開始，至直流電源供電後 10 秒。豎軸代表單相 IT 設備的額定電壓。
此設計最常見的額定電壓是 120V/60 Hz 交流電壓或 240V/50Hz 交流電壓。零電壓線可以看到電源
在交流供電電壓降到零後還需工作 20 毫秒，這意味著直流輸出在交流電源掉電後仍需持續 1/50
秒。此曲線的另一個特徵是，如果輸入交流電壓應降低到其額定值的 80%，則電源的直流輸出仍
將連續工作至少 10 秒。在 100% 線的以上，電壓升高 至額定值的 200%，電源必須持續時間至少
1 毫秒。在交流周波的 0.01 週期處（例如，60 Hz 系統中的 1.6 微秒，以及 50 Hz 系統中的 2.0 微
秒），電源將容許電壓升高 500%，輸出不會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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