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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氣量，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勢必

益發重要。太陽能為台灣不可或缺的綠能之一，民營太陽能電廠將發電售給台

電為其目前營運模式。太陽能設備難免故障，未能及時發現及修護，將影響電

廠售電收益。本研究提出方法即時偵測太陽能發電設備故障，並診斷故障類

型，適時通知工程師進行維修。我們透過資料探勘技術，根據日照數據預測當

下合理發電量，比較實際量測到的發電量與預測的發電量，偵測可能故障的裝

置，再進一步確認及判斷故障類型。在異常偵測模型中，取得當下的日照值

後，我們使用最近鄰居演算法，利用歷史資料的日照數據及發電量，預測當下

合理的發電量，分析實際與量測值之間的差異，偵測異常裝置。在診斷故障類

型模型中，我們比較正常與異常裝置的直流電壓與電流兩者各自之間差異，利

用設定之門檻，判斷異常類型。實驗結果證明，所提方法具可行性。本異常偵

測診斷模型不需額外硬體設備，成本低廉。此外，提供良好的監控頁面，通過

網路傳輸可即時掌握發電裝置狀況。 

關鍵字：發電量預測、異常偵測、診斷類型、光伏系統、併網型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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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論 

1.1 動機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對電力的需求與日俱增，在過去幾年，全球還以化石能源

為主，但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在 2015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通過了氣候協議，

主要目的在於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氣量，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因此，包括再生能

源中的風力發電、潮汐發電以及太陽能發電將代替化石能源。其中又以太陽能為

環境中獲得的最佳的途徑 (Madeti & Singh, 2017)，太陽能是非常乾淨的能源，但

目前面臨的瓶頸是發電的時間不長，且容易受到種種因素導致發電不連續。 

目前台灣所推動的太陽能預計在 2025 年由原先的 13GW 提升至 20GW，截止至

2015 年 10 月，台灣目前的累積安裝量為 728MW，就 2015 當年台灣安裝量僅僅

222MW，為了響應政府的 2025 年累積安裝量到達 20GW，往後每年安裝量必須

高於 3 到 4GW (TechNews, 2016)。然而，準確的預測太陽能對發電勢必重要，此

外太陽能板發生的異常必須及時處理，因為太陽能板發生無預警故障，導致無法

發電，可能造成電力公司配電發生問題，同時更嚴重會產生故障電弧，一旦發生

故障，可能會導致火災發生 (Yen, 2011)。 

在預測太陽能發電量方面，有學者提出利用類神經網路預測短期太陽能發電量 

(Izgi, Oztopal, Yerli, Kaymak, & Sahin, 2012)，文章使用往前四個時間點的發電量帶

入類神經網路，產生下一個時間點發電量，但以台灣天氣與空氣品質來說，算出

來的發電量與實際發電量兩者之間的誤差率會過高。在太陽能故障分類中，包含

整場不發電、逆變器故障、保險絲燒壞、遮陰、老化、熱降等等，目前已經開發

了各種異常檢測的技術 (Ando, Baglio, Pistorio, Tina, & Ventura, 2015)，這些技術被

分別歸類為視覺(visual)、熱能(thermal)和電氣(electrical)，但是在視覺與熱能方面，

都須要在太陽能板旁加裝攝影機才有辦法識別，以至於成本過高，反之在電氣方

面，則是利用電流電壓判斷太陽能板的異常與否。同時也有學者利用氣象和衛星

所收集的數據來診斷太陽能板 (Tadj, Benmouiza, Cheknane, & Silvestre, 2014)，也有

不使用氣象與衛星資料 (Dhimish & Holmes, 2016)，利用發電功率與電壓準確地辨

別故障類型，該方法可透過 LabVIEW 來實現。  

到目前為止，針對台灣的相關研究非常稀少，由於文獻的缺乏導致無法比較。此

外，國外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可能不適合台灣的環境，因此，本研究必須因地制宜，

考量地域因素進行參數設定。	

1.2 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太陽能電廠裝置異常的即時偵測與異常類型診斷。在異常

裝置偵測方面，我們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最近鄰居法，利用歷史資料推估當下

該有的發電量，並比較量測到的發電量，判斷異常否。在異常類型診斷部分，利

用電流確認發電裝置的好壞，再利用電壓診斷異常的類別，觀察電壓以及電流的

變化，能協助分類異常事件。同時，我們也提供線上監控數據，方便維修工程師

進一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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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組織 

本研究架構如下：第二節呈現文獻探討，第三節描述方法使用，第四節列出了資

料及介紹以及討論，第五部分為結論及未來工作。 

2. 文獻回顧 

2.1 預測發電量分析 

現階段已經有許多預測發電量的方法，Izgi 等人使用歷史發電量帶入類神經網路

(ANN)預測短期發電量 (Izgi, Oztopal, Yerli, Kaymak, & Sahin, 2012)，Chen 使用徑

向基函數（RBF）神經網路和聯合天氣類型分類來提高 24 小時預測結果的準確

性 (Chen, Duan, Cai, & Liu, 2011)，Long 考慮了 ANN、SVM、KNN 與多元線性迴

歸進行分析 (Long, Zhang, & Su, 2014)，Cococcioni 使用時間序列分析和類神經網

路（ANN）預測了 24 小時發電量 (Cococcioni, D′Andrea, & Lazzerini, 2011)，念

祖使用最近鄰居法計算出發電量，利用當下日照量找出歷史 k 筆最接近的日照

量，平均所對應的發電量作為預測結果(李念祖, 2016)，Wolff 利用 SVM 回歸與

KNN 分析一小時的發電預測 (Wolff, Lorenz, & Kramer, 2013)，下面列出通常使用

以及上面所提及的方法。(行距與其他段落不一致) 

2.2 異常類型判斷 

在國外期刊中，已有許多異常類型的診斷方法，例如利用 I-V curve 判斷遮陰現

象 (Kawamura, Naka, & al., 2003)，以及利用發電量 (Platon, Martel, Woodruff, & Chau, 

2015; Bai, et al., 2015; Ahmed & Salam, 2017)，以及利用電壓電流 (Silvestre, Mora-

López, Kichou, Sánchez-Pacheco, & Dominguez-Pumar, 2016; Harrou, et al., 2017)，以及

利用發電產量 (Chine, Mellit, Pavan, & Kalogirou, 2014; Chouder, Silvestre, Taghezouit, 

& Karatepe, 2013)，同時也有評估系統穩定度 (Yan, et al., 2016)，下面列出相關作

者所提出的方法。 

2.2.1 Santiago 等人所提出的異常檢測方法 

Santiago 等人提出了併網型太陽能系統的自動故障檢測 (Silvestre, Chouder, & 

Karatepe, 2013)，主要利用電壓及電流進行評估，電壓𝐸"以及電流𝐸#誤差顯示於公

式(1)跟(2)： 

𝐸# = ｜𝐼&'_)*+, − 𝐼&'_,#)｜	 	 	 	 	 	 	 	 	 	 	 	 	 	 	 	 	 	 	 	 	 (1)	

𝐸" = ｜𝑉&'_)*+, − 𝑉&'_,#)｜	 	 	 	 	 	 	 	 	 	 	 	 	 	 	 	 	 	 	 	 (2) 

𝐼&'_)*+,與𝑉&'_)*+,分別代表實際的電流與電壓，𝐼&'_,#)與𝑉&'_,#)分別代表模擬的

電流與電壓，將算出來的誤差電壓𝐸"以及誤差電流𝐸#帶入圖 1，先判斷𝐸#再由	𝐸"
正確判斷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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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電壓電流異常判斷流程圖	

 

3. 方法 

3.1 系統架構 

 
圖	 2：太陽能電廠裝置異常及時偵測與診斷架構	

圖 2 為完整即時系統的架構圖，本架構以資料探勘中的技術：最近鄰居演算法(K-
nearest neighbors or KNN)為核心。為了達到即時的裝置異常診斷及通知，必須每

五分鐘執行一次整個系統。太陽能板每五分鐘將即時電壓、電流、發電量、日照

量等等上傳至雲端資料庫，KNN 預測系統每五分鐘執行一次， KNN 預測系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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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時日照量預測當下合理的發電量，計算與實際發電量之間的差異，並存於異

常資料表。 

在診斷類別模型中，利用異常資料表如果連續三點異常，則視該裝置為異常裝置，

同時分析該裝置的電壓及電流確認異常類型。確認為異常裝置後，透過網路網頁

呈現，並且寄發簡訊以及電子郵件，通知工程師維修。 

以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異常偵測模型，架構引用李念祖(2016)的為基礎，

加以修改。第二部分為本研究進一步擴充架構，提出裝置異常類型診斷模型。 

3.2 裝置異常偵測模型 

3.2.1 最近鄰居法 

最近鄰居法式是機器學習的其中一種方法，主要想法是在歷史資料集中找最近 k

個資料點，並決定目標點代表性的值或類別。目標點類別可透過指示函數確定（如

公式 3），�̂�是目標點的類別，I(·)是指示函數，如果結果是對回傳 1 否則回傳 0，

(xi, yi)是歷史資料集，其中 xi是來自最近 k個鄰居集合𝐷7，其類別為𝑦#。 

�̂� = argmax
"
∑ 𝐼(𝑣 = 𝑦#)(@A,CA)∈EF                       (3) 

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最近鄰居法預測光伏陣列的太陽能發電量，從光伏陣列的

歷史資料集中，找出 k個最接近的日照量 xi，平均 xi分別對應之發電量，通過計

算得出目標發電量（如公式 4）。公式 5 為曼哈頓距離函數，𝑥是目標點日照量，

𝑥#是歷史資料集中的日照量，通過函數計算歷史資料點和目標點之間的距離。找

出最接近的 k個資料點。 

�̂� = H
I
∑ 𝑝#(@A,JA)∈EF 	 	 	 	 	 	 	 	 	 	 	 	 	 	 	 	 	 	 	 	 	 	 	 	 	 	 	 	 	 (4)	

𝑑(𝑥, 𝑥#) = 	 |𝑥 − 𝑥#|                            (5) 

3.2.2 異常偵測流程 

在異常偵測模型中，讀取日照計的日照數據後，利用歷史資料帶入最近鄰居演算

法，估算出當下該有的發電量(如圖 3)，計算實際發電量𝑝#與估算發電量�̂�之間的

差異如公式(6)，差異門檻設定在-25%，當差異少於-25%，我們視為正常裝置，反

之進行下一步的連續 t 點異常判斷。從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知道在連續三點異常

的情況下有 0.9937 正確率，在連續五點情況下有 0.9969 的正確率，隨著連續點

的增加正確率隨之上升，誤判率下降，不過可能造成漏判。對於即時的異常診斷

來說，必須盡量降低漏判。與李念祖(2016)不同之處，其沒考慮陰天日照量過低，

發電量下降，易造成差異過大。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加入日照量低於 120(W/m2)

且誤差小於 70%之條件，降低誤判。 

error = 
JANJO
JO
	× 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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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太陽能電廠裝置異常偵測流程	

3.3 診斷類別模型 

3.3.1 發電異常現象整理 

整理太陽能公司提供的所有異常類型，分別列出以下項目： 

1.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以及整場不發電：如圖 4，電壓再發生異常時會急劇上

升，電流因跟發電量有正相關，所以歸零。 

2. 保險絲燒毀一（多併）：如圖 5，發生異常時電流會因壞的併數而有所損失，

但因為尚有發電量，所以電壓維持不變。 

3. 保險絲燒毀二（單併）：如圖 6，因為太陽能板只有一併，僅存一併的保險絲

燒壞後固然沒有發電，電壓電流皆歸零。 

4. 遮陰：如圖 7，發生異常時電壓電流同時下降。 

5. 熱降：如圖 8，發生異常時電壓上升，電流則是下降。 
 

圖	 4.逆變器故障電壓電流，左圖為電壓，右圖為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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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保險絲燒壞一電流	

圖	 6.	 保險絲燒壞二電壓電流，左圖為電壓，右圖為電流	

圖	 7.遮陰電壓電流，左圖為電壓，右圖為電流	

圖	 8.	 熱降電壓電流，左圖為電壓，右圖為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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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設定異常門檻 

分析前述異常類型下的電流及電壓值，我們提出利用直流電流的損失，進一步確

認真正異常的裝置，再透過直流電壓的變化判斷裝置異常的類別。具體而言，我

們利用異常與正常裝置的電流比值及電壓比值判斷，見公式(7)與(8)，在擁有多併

數的太陽能板中，能依照電流的損失判斷出保險絲燒壞的個數，詳見公式(9)： 

𝐼𝑅 = 	 ∑ @̅A
xA
	T

#UH 𝑇⁄                          (7) 

𝑉𝑅 = 	∑ @̅X
xX
	T

"UH 𝑇⁄                          (8) 

𝑓𝑢𝑠𝑒𝐶𝑜𝑢𝑛𝑡＝𝑟𝑜𝑢𝑛𝑑((1 − IR) × 併數)                (9) 

其中𝐼𝑅為平均電流異正比，�̅�#與x#各別表示異常與正常裝置的電流值，𝑇表示異

常期間的總比數，𝑉𝑅為平均電壓異正比，�̅�"與x"各別表示異常與正常裝置的電壓

值，𝑓𝑢𝑠𝑒𝐶𝑜𝑢𝑛𝑡為保險絲燒壞個數，併數會依照太陽能板連接方式而有所不同。 

分析歷史資料及歸納異常情況下的電流及電壓值，我們提出如圖 9 的裝置異常類

型判斷流程，以及設定𝐼𝑅與𝑉𝑅分別對應的門檻，值得注意的是，在異常診斷模

型診斷出的異常裝置，能夠透過𝐼𝑅在診斷類別模型裡，再次確認該裝置是否真正

異常。根據以下幾個條件可以確認異常並診斷各種故障類型： 

(a) 當 𝐼𝑅 > 0.9：代表疑似異常裝置的電流趨近正常裝置電流甚至超過，那

我們將裝置視為一正常裝置。 

(b) 當 0.9 ≥	 𝐼𝑅 > 0.35：代表異常裝置電流小於正常裝置電流並且不為零，

在這種情況下，有三種可能異常類型：如果 0.1 ≥	 𝑉𝑅 ≥	0.9 時，表示存

在陰影，如果𝑉𝑅	 ≥	1.1 時，表示該裝置發生熱降，然而如果𝑉𝑅 = 1±10%
時，判斷該裝置是否為多併裝置，如果是多併裝置則利用𝑓𝑢𝑠𝑒𝐶𝑜𝑢𝑛𝑡計算

保險絲燒壞個數，如果不是則為未知異常。	

(c) 當 0.35 ≥	 𝐼𝑅：代表該異常裝置電流趨近於零，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可

能異常類型：如果𝑉𝑅 ≥	1.1 時，異常類型可能為整場不發電、逆變器故

障或晚開機，如果 0.1 ≥	 𝑉𝑅時，則表示保險絲燒壞。	

 
圖 9.	 疑似裝置異常確認及診斷異常類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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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 

4.1 資料集 

l 資料集一 

太陽能發電資料集是來自台灣某綠色能源企業，在實驗中有 20 個案場 121 個發

電裝置進行異常監測，本實驗時間區間為 2017/03/09 到 2017/05/10 兩個月共 62

天，在記錄中的每個數值都是從上午 6 點到下午 6 點，每五分鐘讀取數據一次。

所以每天每個裝置應有 145(12 * 12 + 1)筆資料，但實際上因網路問題有些資料會

遺失，本實驗忽略該些遺失值。實驗中使用的屬性包含：日照輻射值、日期時間、

發電量、電流及電壓；使用 Python 開發系統，使用 Django 以網頁呈現結果。 

l 資料集二 

資料集二屬於驗證資料集，包含 20 個案場對 1205 個發電裝置進行異常監測，實

驗時間區間分別為 2018/3/10、3/12、3/14、4/07、4/11、4/14、4/15、4/16、4/19 共

9 天，記錄中的每個數值都是從上午 6 點到下午 6 點，每五分鐘更新數據一次。

因為是即時系統，網路傳輸不穩定容易造成部分數值遺漏。 

4.2 修正異常偵測模型之實驗結果 

表 1 為利用資料集一進行異常偵測所得到的異常裝置，礙於篇幅顯示部分資料。

模型修正前有許多誤判，將低日照量下的誤差比調高到-70%之修正後，結果有 45

筆誤判被歸類成正常裝置，大幅降低誤判率。 

表 1資料集一：異常偵測模型修正前後之連續三點異常裝置判斷比較 

裝置 修正前 修正後 實際狀況 日照量 誤差比 

TDXXX11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103 -31.91 

TDXXX12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103 -31.18 

TDXXX21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103 -33.33 

TDXXX22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103 -29.41 

TFXXX21 異常裝置	 異常裝置	 晚開機	 118 -100 

TFXXX22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8 -45.45 

TFXXX22 異常裝置	 異常裝置	 晚開機	 118 -100 

TJXXX11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7 -53.12 

TJXXX12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7 -45.45 

TJXXX21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7 -45.71 

TJXXX21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62 -31.82 

TJXXX22 異常裝置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7 -47.06 

TJXXX22 異常裝置	 異常裝置	 保險絲燒掉	 953 -100 

TJXXX22 異常裝置	 異常裝置	 保險絲燒掉	 811 -100 

TJXXX22 異常裝置	 異常裝置	 保險絲燒掉	 8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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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診斷異常類型之實驗結果 

接續修正過後的異常偵測模型所得到的結果，再進一步診斷異常類型，透過診斷

類型模型得到的結果如表 2、3。 

表 2 資料集一：診斷連續三點異常之裝置異常類型 

裝置 預測狀況 實際狀況 日照量 誤差比 

TJXXX22 保險絲燒壞	 保險絲燒掉	 460	 -100	

TJXXX22 保險絲燒壞	 保險絲燒掉	 843	 -100	

TJXXX22 保險絲燒壞	 保險絲燒掉	 836	 -100	

TJXXX1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95	 -36.67	

TJXXX11 整場不發電、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晚開機	 110	 -100	

TJXXX1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95	 -30	

TJXXX12 整場不發電、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晚開機	 110	 -100	

TJXXX2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95	 -27.59	

TJXXX2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1018	 -38.62	

TWXXX11 正常裝置	 設備異常	 80	 -26.09	

TWXXX12 正常裝置	 設備異常	 80	 -26.25	

TWXXX8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68	 -31.25	

TWXXX8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68	 -36.71	

TWXXX9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68	 -33.33	

TWXXX9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68	 -33.75	

TWXXX0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3	 -40.91	

TWXXX0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3	 -40.91	

TWXXX0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5	 -27.78	

TWXXX1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100	 -26.32	

TWXXX1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56	 -46.15	

TWXXX11 整場不發電、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故障	 409	 -100	

TWXXX1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73	 -45	

TWXXX12 整場不發電、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故障	 409	 -100	

TZXXX1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82	 -27.59	

TZXXX1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62	 -55.56	

TZXXX21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82	 -64.52	

TZXXX22 正常裝置	 正常發電	 82	 -68.97	

 

表 2 結果顯示，不論是在低日照以及高日照量下，修正過後的模型皆有效地判斷

裝置的好壞以及異常的類型，目前準確度已高達 97%，但在結果顯示有兩筆誤判

裝置，該兩筆誤判裝置為設備異常，此異常發生在逆變器的直流電轉交流電。本

研究範圍局限於觀察直流電的的變化，交流電的變化為包含在內，可列為未來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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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資料集二：診斷連續三點異常之異常裝置類型結果 

裝置編號 異常區間	 預測狀況	 實際狀況	 是否正確	

TJXXX22 0:30: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JXXX11 5:00:00	 保險絲燒壞	 已更換保險絲	 是	

TWXXX01 5:00: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WXXX02 5:00: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JXXX22 2:25:00	 保險絲燒壞	 Inverter 故障(低電流)	 否	

TWXXX91 1:40:00	 異常裝置	 Inverter 故障(無電流)	 否	

TJXXX51 2:50: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JXXX52 2:50: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WXXX91 1:15:00	 異常裝置	 Inverter 故障(無電流)	 否	

TFXXX52 0:20:00	 壞幾個保險絲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否	

TJXXX21 1:50: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JXXX22 1:50: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JXXX21 0:40:00	 保險絲燒壞	 已更換保險絲	 是	

TJXXX91 0:45:00	 保險絲燒壞	 已更換保險絲	 是	

TZXXX21 5:00:00	 保險絲燒壞	 已更換保險斯	 是	

TWXXX91 0:35:00	 異常裝置	 Inverter 故障(無電流)	 否	

TJXXX22 1:25:00	 保險絲燒壞	 Inverter 故障(低電流)	 否	

TJXXX11 0:50:00	 保險絲燒壞	 已更換保險絲	 是	

TJXXX62 0:25:00	 保險絲燒壞	 已更換保險絲	 是	

TJXXX51 1:45: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供電不穩	 是	

TJXXX52 1:45: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供電不穩	 是	

TJXXX62 0:50:00	 異常裝置	 保險絲熔斷	 否	

TJXXX21 0:45: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TJXXX22 0:45:00	 晚開機、逆變器故障	 逆變器暫時不穩定	 是	

 	 	 正確率 88.6% 

 

表 3 實驗結果有 62 筆識別正確裝置，8 筆誤判裝置，判斷正確率高達 89%。實驗

資料集二之異常包含保險絲燒壞及逆變器故障，逆變器故障類別又細分低電流及

不穩定，後續研究將進一步設計區分之規則。資料集二中有一些診斷錯誤，是因

為保險絲燒壞則與逆變器故障（低電流）的電壓電流圖類似，再者類別為異常裝

置的𝐼𝑅或𝑉𝑅被歸納到圖 9 的未知異常，導致誤判，未來需再研究判別的方法。 

5. 結論 

為監控太陽能發電案場，即時偵測故障裝置及診斷故障類型，以利即時修護，減

少因故障造成的發電量減損，本研究提出即時異常偵測模型及診斷類別模型，並

實作出雛型系統，透過 KNN 演算法預測發電量，並修正原有的異常偵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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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顯示，雛型系統已經能夠準確地找出異常裝置，同時透過電壓電流有效

辨別裝置異常類型。 

在實驗資料集二中，尚有些許類別診斷錯誤，但這些誤判的類別種類中是先前未

加入的條件判斷，這些異常類別存在與熱降與保險絲燒壞有類似的電壓及電流，

為了避免類別的誤判，可能需要設定更嚴謹的門檻值。 

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僅需要日照量預測發電量，以及電壓電流診斷異常類別，

以極低的成本，就能實現完整系統達到即時異常通知及診斷。然而太陽能即時上

傳至雲端資料庫過程中，容易有缺漏值及誤植，因而造成異常誤判是無可避免的，

未來必須針對缺漏值及誤植進行更嚴謹過濾，以降低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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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 effective approach is to promote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especially 
solar energy. To avoid break down of solar panels or equipment, leading to reduced 
productivity of power gener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ssue of monitoring solar 
power generation in real-time to detect and diagnose equipment fault as early as 
possible. Data mining techniques are used to analyze real-time data collected from 
onsite solar power plants. In particular, collected irradiation is used to retrieve historical 
data points with similar irradiations and then the average power production considered 
as the estimated value is calculated from those data points.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measured power production is made to determine the operation condition of the 
equipment. To determine the fault type of abnormal equipment, we propose to compare 
the currents and the voltages collected from the equipment in question with those from 
normal equipment. A prototype was developed and tested onsite. The result indicated 
the proposed system worked as expected. 

Keywords: Power prediction, PV systems, Grid-connected PV plant, Fault detection 
model, diagnosis type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