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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智慧化技術應用在離岸風電產業主要應

用範疇涵蓋兩大層面，一為離岸風場建置所需主

體發電設備產品之智慧化技術，即打造智慧化工

廠，透過智慧製造降低產品生產成本；另一個則

為離岸風場建置及營運過程中可透過智慧化技術

應用降低建置、運轉及維護成本。  

為提高生產力及降低成本將迫使廠商聚焦在

工業 4.0 生產技術，包括現有製造場域的數位化

(3D列印 )、強化資通訊科技 (大數據資料、自動檢

測 )、採用智慧自動化設備 (機械手臂 )及模組化生

產以降低產品供應成本。  

不只離岸風場主體設備製造需採用智慧化技

術生產，舉凡風場建置生命週期所需如探勘、施

工、安裝及運維階段，未來皆需積極導入智慧化

技術服務。不僅介面需進行高度系統整合，也需

透過人工智慧及大數據技術應用，使整體離岸風

場創造高營運效率、減少海上運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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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離岸風電產業智慧化  技術應用範疇  

根 據 全 球 風 電 產 業 知 名 研 究 機 構 Wood 

Mackenzie 指出，隨著離岸風力機單機容量增大，

低成本及智慧化技術成為驅動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鏈

進行創新投資及技術發展重要關鍵因  素。  

由於離岸風電涉及介面繁雜，可視為一個龐大

系統整合。目前智慧化技術應用在離岸風電產業主

要應用範疇涵蓋兩大層面，一為離岸風場建置所需

主體發電設備產品之智慧化技術，即打造智慧化工

廠，透過智慧製造降低產品生產成本；另一個則為

離岸風場建置及營運過程中可透過智慧化技術應用

降低建置、運轉及維護成本。  

離岸風場主體發電設備供應鏈包括風力機、塔

架、水下基礎含轉接段、海纜、陸海域變電站等硬

體產品。隨著離岸風電市場持續成長，未來 10 年

的年複合成長率約 15-20%，預期未來新供應鏈投

資將會配合在地化要求、採用低成本策略性零組件，

智慧製造將成為發展主軸。  

相較離岸風場建置所需主體發電設備產品之智

慧化技術以智慧製造為主，離岸風場生命週期係以

風場系統整合服務作考量，在智慧化技術應用則較

為多元，且主要著重在人工智慧及大數據之議題。

舉凡包括各項設備加裝智慧監控系統、施工安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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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設備連線、運轉維護階段之設備智慧檢測等，

甚至在海事工程服務提供各項軟體加值服務，皆可

視為離岸風場智慧化技術應用。  

二、  離岸風場主體設備智慧製造技術應用現況  

（一） 3D 列印離岸風力發電零組件 

1. 塔架及水下基礎 

目前離岸風電發展至今，單機裝置容量與設備

體積越來越大，對製造商與安裝商來說，製造及運

輸設備配置困難度與日俱增。因此美國新創團隊

RCAM Technologies 欲利用  3D 水泥列印技術，直

接在運輸港口建設風力機塔架與水下基礎，大大減

少運輸費用與材料成本。  

RCAM Technologies 在  2017 年底獲得加州能

源委員會 125 萬美元補助，開發和測試  3D 列印風

力機技術。RCAM Technologies 與 JC Solutions LLC

共同獲得美國能源局  STTR 15 萬美元贊助，為離

岸風電測試此概念與評估經濟可行性。所有施工都

會在港口或碼頭完成，就像一般的混凝土工廠一樣，

這些工廠可說是遍布全美各地。所需的混凝土只要

由一般水泥車運到現場，或是可直接現場準備，運

送與材料成本十分低廉。團隊將打造由混凝土與玄

武岩鋼筋纖維組成塔架與水下基礎，預估每噸 100 

美元，3D 水泥列印則可減少 80% 建設成本。而為

了突顯與傳統製造差異，美國羅德島離岸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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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Island 每座 6MW 風力機之套筒式水下基礎

價格約 1,000 萬美元，採用  3D 列印技術的話，每

座只要 200 萬美元。而一般得花 135 天才能生產適

用於歐洲淺水海域的混凝土或鋼筋塔架，如果採用

兩台 3D 列印機，或許可以在一週到兩週之內完成。  

由於成本效益比較高，混凝土塔架已經迅速取

代鋼筋架構塔架， 120 公尺高的塔架也越來越多是

由混凝土技術製成。採用 3D 水泥列印技術將可減

少運輸費用與材料成本，進一步提升離岸風電優勢。  

2. 葉片及鑄件 

  離岸風力機葉片造價昂貴且設計具獨特性，美

國能源部先進製造辦公室 Advanced Manufacturing 

Office(AMO) 研 究 使 用 積 層 製 造 技 術 (Additive 

manufacturing)製作離岸風力機葉片原型產品，減

少材料耗費、縮短前置時間及提供設計階段更多彈

性。3D 列印也可以直接建立葉片模具【圖 1】，整

體製程時間及成本可以減少 35%。 3D 列印允許內

部流道開發、降低重量及整合多重功能，未來加入

標準化感測器來偵測壓力，以診斷出因材料疲勞而

造成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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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 在西班牙的鑄造廠，成功以 3D 列印技術製

作單機容量 12MW 的 Haliade-X 機組 55%縮小比例

鑄件，後續將採用積層鑄造及複雜分析方法完成全

尺寸鑄件製造。  

 

 

 

 

 

 

資料來源：OWI Application Lab 

圖 1：積層製造葉片模具  

（二） 離岸風力機零組件製造導入工業 4.0  

中國大陸包括江蘇、福建、浙江、廣東等風電

製造商皆於生產線不同環節投入工業 4.0。2018 年，

上海電氣投資 15 億元人民幣於福建莆田建置離岸

風力發電機組智慧製造基地，占地面積 98,000 平方

米，主要生產單機容量 6-8MW 離岸風力機，工廠

對標歐洲智慧製造標準，引入發電機磁鋼安全機器

人系統、扭力機械手臂，進行磁鋼的檢驗、充磁、

輸送的全自動化，同時具有配備有恒溫恒濕的風力

機整機組裝、調試車間和完整的機組品質檢測系統。  

水下基礎製造方面，單樁式因製程單純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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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而套筒式因節點眾多不易自動化生產，然

丹麥業者 Bladt 開始採用模組化節點方式生產，與

傳統逐一節點進行銲接方式減少 6-8%成本，加上

透過銲接機械手臂進行點銲技術、自動化或半自動

化切割及組裝等方式，皆可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三、  離岸風場生命週期智慧化技術服務現況  

（一） 風力機商提供風場設計及運維智慧化服務 

目前國際大廠推出智能風力機，透過雲端運算

確保可靠性，把發電機、葉片等關鍵次系統的狀態

量化，定期安排風力機零組件檢修。 Siemens 與

SkySpecs 簽署無人機葉片檢測合作，使用無人機檢

查葉片，透過大數據資料分析，可預知診斷葉片健

康狀況及即時進行相關維修。  

MHI Vestas 為使風場開發商在風場設計及運維

階段掌握風力機產品狀況，提供四項產品智慧化服

務：  

1. 智 慧 水 下 基 礎 負 載 系 統 (SMART Foundation 

load)：提供水下基礎設計前期之最適化軟體，

在開發商未採用整體負載評估之前提供整合型

負載設計模擬系統。  

2. 智慧阻尼器 (SMART Damper)：透過主動智慧阻

尼器減少塔架的左右和前後移動，以減少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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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設計載荷。  

3. 智 慧 快 速 資 料 (SMART Fast Data) ： 比 傳 統

SCADA 方法增進快 600 倍資料流量傳輸，能增

強診斷能力及提供最適化營運及維修服務。  

4. 智慧化效能監督 (SMART Performance Monitor)：

透過手持設備隨時監控風力機營運狀況，提供

發電效能即時資訊。  

（二） 施工船舶智慧化監測服務 

荷蘭知名施工船舶製造公司 GustoMSC 的母公

司 National Oilwell Varco 為施工船舶提供智慧雲端

儀表板監測系統，能隨時監控正在施工營運狀況、

船舶硬體設備的健全與否及預測需要的維修服務等。

藉由蒐集這些大數據資料，可作為未來 GustoMSC

進行施工船舶設計之考量。  

四、  結語  

未來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鏈，無論在硬體製造或

技術服務上，勢必擁抱創新技術及具備創新及未來

成長之概念。  

中國大陸、英國及德國基於龐大的內需市場將

成為大型離岸風電產業製造樞紐，部份具後勤競爭

力的陸域風電零組件製造設備將被應用於生產離岸

風電產品，智慧化技術的應用將是各國勝出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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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為提高生產力及降低成本將迫使廠商聚焦在

工業 4.0 生產技術，包括現有製造場域的數位化 (3D

列印 )、強化資通訊科技 (大數據資料、自動檢測 )、

採用智慧自動化設備 (機械手臂 )及模組化生產以降

低產品供應成本。  

不只離岸風場主體設備製造需採用智慧化技術

生產，舉凡風場建置生命週期所需如探勘、施工、

安裝及運維階段，未來皆需積極導入智慧化技術服

務。不僅介面需進行高度系統整合，也需透過人工

智慧及大數據技術應用，使整體離岸風場創造高營

運效率、減少海上運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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