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力安全保護器-----具革命性保護功能的電源延長線

保護你的生命，保護你的電器，延長你的電器的使用壽命，甚至保護你的財產安全，這是使用電源安全器所獲
得的強大功效，更難得的是它的操作非常簡單，完全是直譯式的顯示，就像是一般人所謂的 ABC，即插即用，不用
它的時候，它還會自動關電，免除有人觸電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家裏的電是從發電廠發電出來，經過升壓，輸送，降壓後送到你我的家裏給我們使用，在台灣一般
有 110V 給大部份的電器使用，如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等，另外有 220V 給消耗電力較大的電器使用，如冷氣機，
一般家裏當中一定有個電錶介接電力公司和住戶使用電的責任分界點，電錶當然會顯示出我們每個月要給電力公司
多少電費，在電錶之後有一個總開關箱，會安裝無熔絲開關(Breaker)(NFB, No Fuse Breaker)，一般都是一個主開
關，再分支給一些分路開關，主開關當然是負責全部的電力，分路開關則是負責部份的電線迴路，如廚房的電燈，
插座給一個開關負責，客廳的電燈，插座給另一個開關負責。

主開關的電流值會是最大，可能有 70、80 安培以上，而分路開關則可能是 20、30 安培左右而已。另外一般家
裏都會有各式各樣的電器，電器商品都會告訴消費者耗電的規格，大體而言，大部份的家電都在 10 安培以下，如
CRT 電視 1 至 2 安培，電扇小於 1 安培，電鍋 7 至 8 安培，洗衣機 3 至 4 安培，比較耗電的是冬天大家都會用的電
暖器，電流值都超過 10 安培以上，另外最為耗電的是冷氣機，故為了降低電流值，冷氣機大都使用 220V。

每個人都知道，電器的插頭插在插座上即可使電器正常工作，前面已經有談到，發電廠供電，通過電錶，總開
關箱的總開關，再經分路開關，最後經過插座送電給電器，所以插座在整個電力迴路位居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世界各國政府一定會對市售的插座做一些必要的檢驗，以符合最重要的安全保障，在台灣插座的額定電流為 15 安
培，

使用者可設定過電流保護點及短路保護功能:

一般來說，用電不當所造成的危害包括(1)人員感電；(2)毀損物品；(3)釀成火災；(4)引起爆炸:；(5)設備意外動
作。大體而言，這些危害，一般人是居於無辜的地位，一般人因為缺乏專業電力知識，故不知道這些可能的災害，
即使是大概知道，也不知道如何去防止。舉例來說，每個插座是 15 安培，分路開關是 30 安培，如果一個分路開關
控管 7 個插座，如果平均分配使用 3 安培，7 個插座共 21 安培，一切相安無事，但大部份的情況下不會平均使用,
家庭主婦在廚房中最常遇到的問題是插座數量不夠，像電冰箱，電鍋，烤箱，微波爐等家電都要插電，卻往往只有
兩個插座，只好改用轉接插頭，很容易用電過載，造成電流超過 15 安培，但還不到 30 安培，插座的額定電流是 15
安培，超過 15 安培的電流一直在插座上流動，一般而言，插座會變熱、發燙，塑膠會變形，甚至燃燒起來而釀成
火災。另外電器因某種原因故障，造成電流超過 15 安培，但不超過 30 安培，此時電力公司會無限制的供電給電器，
使電器受傷更重，本來是一點的損害，到最後變得不可收拾，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點，如果能得知而關閉電源，
一定可以把損害降小的程度。

電源安全器的過電流保護功能即是為此而設計的，一般而言，電器都有一些變動的使用電流值，如冰箱，除溼
機的壓縮機啟動與否，其電流值都不同，電扇因為風速的變動，故其電流值本來就會不一樣，電源安全器可以量測
過去所使用的電流值的最大、最小值，假如此風扇的最大電流是 1 安培，用戶可以設定保護點為 2 安培，假如此除
溼機最大電流是 4 安培，用戶可以設定 5 安培的保護點，如果風扇，除溼機有故障使其電流值上升，只要一超過 2
安培或 5 安培，電源安全器會在短短的 2 秒內切斷電源，且顯示紅燈並閃爍，蜂鳴器也會響，以告知用戶有問題發
生。電源安全器本身就是可調整切斷電流功能的延長線，對有些電器，如近日媒體報導的除溼機，一般的使用習慣
都是在長時間使用，這種的燒毀事件，如果在災害發生之初就能夠切斷電源，一定可以減少災害的發生，甚至可以
控制災害而不使除溼機燒毀。

市面上的無熔絲開關一定會經過國家相關單位的檢驗才可能銷售，品質一定沒有問題，這些無熔絲開關就是用
在你我家裏的總開關箱內，不過因先天機械特性的因素，必須要在屋內的迴路產生巨大電流時，(此時應該是發生短
路事件)，才會在 1 至 2 秒內切開電源。此巨大電流有可能要到額定電流的 6 倍之多，如果只是超過額定電流的 50%，
可能需要到一個小時才會切斷電源，大電流及長時間的情況下，比較容易發生災害，電源安全器在電流超過額定電
流(15 安培)2 秒內會切開電源，確保不會有過大電流及長時間的情形。

延遲 3 秒確保供電品質保護功能:

發電廠送電到你家，除非是特殊重要的單位，才會採用雙迴路送電，普通老百姓不可能有此待遇，所以是一區
一區的供電，一迴路有成千上百的用戶掛在一起，所以在靠近變電所端，電壓會高於 110V，末端當然是低於 110V，
另一個影響的因素是天氣，各位一定可以知道夏季中午用電和春、秋天氣怡人的用電量有巨大的差距，也許這樣講
各位還不是很明白，很簡單，把電源安全器插在你家的任何一插座，即可得知此時的電壓，過一陣子去看看便可得
知現在的電壓值，過去的最高壓及最低壓，便可得知你家是否靠近變電所，不過電源安全器不是單為這個特點而設
計的，因為配電迴路的先天特性，所以只要其中一點有風吹草動，如路邊的小電箱故障，或天氣惡劣時，某個迴路
點被雷打到，整個迴路便會因電力公司無熔絲開關 (斷電器，參考 www.taipower.com.tw 電力小辭典、電力圖書館之
用電安全) 斷電而停止供電，你家我家的電器便會停擺。所幸目前電力公司的無熔絲開關設計的不錯，只要迴路的
問題沒有了，便可馬上恢復供電，但家裏的電器就慘了，上一秒斷電，這一秒又復電，下一秒又斷電，再復電，電
器的設計很難忍受如此惡劣的供電情形，不壞也難。另一種情形是電力公司的無熔絲開關斷開後，因問題要電力公
司的技術人員去排除才能復電，最後終於復電了，但也弄壞了一堆電器。目前市面上的家電產品功能愈來愈佳，相
對產品內部亦更複雜精細，例如變頻式冰箱，變頻式冷氣，變頻式洗衣機等都使用相當多的電子元件來控制壓縮機，
若電源不穩定或不正常啟閉，很容易造成這些精密的電子元件損壞。因為大多數的人並不會在斷電的時候去把家裏
的電器關掉，插頭拔掉等待正常供電。電源安全器斷電時當然也是一起斷電，但復電時，不會馬上供電，會先偵測
真正恢復到正常電壓後，再延時大約 3 秒後再供電，確保電器是在正常市電下運作。

無火花,無干擾開關保護功能:

但可能有人會問，為什麼不預期的復電會有損害電器的可能？為什麼反覆供、斷電會損害電器？因為任何電器
都會有開關，不論是手動或遙控的方式，基本上是隨機的開及關，電力公司所供應的電，是交流電，為一正弦波形

式，如下圖：
一個所謂 110V 的交流電它的值為均方根值，故其最大值大約為 155V，在圖一中的 a,b 兩點皆為最大值，在 c,d
兩點為零值，其它的部份則介於最大，零值之間，因為開及關的動作是隨機的，故如果在 a,b 點開、關的話，會有
相當的大電流(湧浪電流)而產生火花，c,d 點則完全無電流及火花的可能，其它部份則或多或少都有火花產生，大電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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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電源安全器”開(送電)”的時候電壓波形.

圖三:一般延長線”開(送電)”的時候電壓波形.

圖二:電源安全器”關(斷電)”的時候電壓波形.

圖四:一般延長線”關(斷電)”的時候電壓波形.

及火花不一定會使電器受損，但壽命會減短是肯定的，當然比較高檔的電器供電部份廠商都會做這一項測試以
確保電器的品質，但不是所有電器都作的如此確實！電源安全器內具有對電器使用狀況自動偵測機能，當電器已接
到電源安全器，同時電器未使用的情況下，電源安全器會將輸出切掉，當電器被使用時，一開開關，電源安全器會
在 c, or d 點接源給電器，完全無火花產生，延長電器使用壽命，另外在某些特殊環境下，例如，空氣中有易燃物品，
瓦斯，化學溶液，火藥…等，火花的產生一定會釀成巨大災害，這些災害時常發生在我們的周遭生活中.

電壓異常警示及保護功能:

另外有可能會使電器壽命減少的因素是電力公司供應電壓的品質，任何電器都會標示使用電壓的範圍，一般而

言大約是+/- 10%，前面已有討論到供電迴路的佈置，你家可能是在靠近變電所所的那一端，電壓會偏高一些；或是
遠離變電所，電壓偏低一些，如果在中間的話，那就恭喜你了，因為有很多住戶掛在同一迴路上，每個住戶的電使
用情況不一定會相同，平常大部份的時間還好，但根據機率理論，總是會有同時使用電器及及同時不使用電器的情
形發生，電力公司當然事先會有一套機制來克服此種情形，但電力的供應，增，減不是想像中的那麼容易，電壓一
超過電器的使用範圍，不論過高或過低，對電器而言，不一定會壞掉，但壽命減短是避免不了，使用年限當然會打
折了！電源安全器對此的因應是在超過使用範圍再加一點容許額度即切掉電源，不用總是比壞掉來得好，一旦回到
使用範圍且穩定了至少 3 秒後自動會再恢復成斷電前的輸出狀態，以保電器身體健康。

漏電流保護功能:

大家都知道用電最怕遇水，容易因漏電而觸電，像浴室廁所，廚房及陽台，甚至某些高級住戶中的庭院，其環
境會比較潮濕，所使用的電器容易受潮，插座迴路也比較容易與水接觸，常會發生觸電事件。家裏的其它地方雖然
不是那麼容易有水，可是水是我們日常的必需品，很難限制家人只能在廚房喝水，在客廳中喝水，喝茶，飲酒，吃
飯喝湯，吃火鍋等都是相當平常的事情，尤其家中如有未成年小孩，一不小心客廳成水鄉澤國也是常見的事，如地
板上有延長線的話，那觸電的危險就更大了。有些專家也提到一般常見的問題包括插座位置太低易受潮，電氣迴路
未裝漏電斷路器，及電氣接地未確實連接，但即使住戶知道這些情況，除非買屋之前即已規劃好，否則除了漏電斷
路器比較容易安裝外(總開關箱還要有足夠的空間)，改善插座位置及接地可能會使用戶一個頭兩個大，電源安全器
的漏電流保護功能即是為此而設計的。電源安全器只要一偵測到漏電流高於安全值，便立即將兩條電力線斷電，同
時 LCD 顯示異常狀況並發出警告聲音，以確保人員安全。

電錶顯示功能:

電源安全器除了保護人身安全，電器產品的正常使用，壽命延長外，尚提供多種電力的使用資訊，例如，用電
度數，家裏每個月會收到電力公司提供的帳單，說明用電度數及每度電費是多少，總共要向住戶收取多少錢，那個
用電數是住戶的電錶上的數值，是住戶全部用電的總和，但如果你想知道你家那一個電器用電多少，當然你可以再
買個電錶，裝在電器前面來量即可，只是好像不甚實際。只要把電器的插頭插在電源安全器上即可這個電器的用電
度數，當然也同時會顯示此電器用電的時數，住戶可以用用電度數乘以電力公司給你的帳單上每度單價，即可得知
此電器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內，用了多少電費，例如，每度電是 2.1 元，用電度數是 10 度，用電時間 6 小時，則 10
度*2.1 元=21 元，同時用戶也可以預估此電器每週，每個月的電費：
預估周電費 = 2.1 元 * 10 度 * 24/6 * 7 (天) = 588 元
預估月電費 = 2.1 元 * 10 度 * 24/6 * 30 (天) = 2520 元
大家都了解能源會愈來愈稀少，會愈來愈貴，電價愈來愈高勢必是一種趨勢，尤其是燃燒所造成二氧化碳，使
得地球愈來愈熱，溫室效應每個人都會受害，我相信每個人都想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份心力，但想歸想，如何做呢？
很多電器商都適時的推出省電冷氣，但多省，省多少？沒有人知道，反正相信電器製造商就是了！主要的是我們缺
少一個＂簡單的電錶 ＂，一插即知所耗的用電度數，各廠牌比一比，省不省電大家會自己判斷，管他廣告打的多
大，在某些國家就有些基金會，財團法人從市面上買了各家的電器，照規格測試，把結果公佈給大家了解，這樣才
能避免劣幣逐良幣，好東西才能跟好朋友分享。

電器安全器除了告訴大家你家電器省不省電外，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量測項目，功率因素，這個是相當專業的
名詞，可是環境對保護有絕對的影響，簡單來說，電力公司的發電廠發電送到家裏，由於電器特性大都屬於電感性
的負載(功率因素 < 1)，而不是純電阻性的負載(功率因素 = 1)，故電氣特性會有所謂實功及虛功的部份，實功即是
電力公司跟大家收取的用電度數的部份，虛功則是由電力公司自己承擔下來，如果從比較自私的角度上來看，用戶
並沒有多付錢給電力公司，但如果我們都買了功率因素愈來愈接近 1 的電器，那電力公司就不需要送那麼多的虛功
出來，則其所燃燒的煤，油，核能便可降低，二氧化碳便可減少。各國並沒有統一的標準(環境保護、CO2 限制)，
且沒有強制功率因素要大於多少數值的電器才可以上市。但如果消費者注意到此問題，在買電器時使用電源安全
器，一插即知此電器的功率因素為多少，選擇高功率因素的產品，相信地球的暖化現象會比較遲緩，為環境盡一份
心力，又沒有增加負擔，相信大家配合的意願會提高才對。另外跟用戶本身比較有切身關係的是插座的容量使用效
率的問題，前面已談到電力公司主要是透過插座送電給電器，如電器的額定消耗功率為 1650W 當功率因素為 1，那
電器即可使用到滿載的容量(台灣插座的額定滿載容量是 15 安培)，如果電器的功率因素為 0.6，插座只能供應到 990W
給電器, 此時流過插座的電流為 15 安培，因為一個功率因素為 0.6 及功率為 990W 的電器，電力公司卻必須送出 15
安培的電流，雖然此時台電計費方式是依據 990W，但插座是無法分辨及分開實功和虛功的電流。
(註: 功率(W)=電壓(Vrms) x 電流(Arms) x 功率因素(P.F.))
1650W= 110Vrms x 15Arms x 1 (P.F.);
990W= 110Vrms x 15Arms x 0.6 (P.F.).
一般家電產品, 如電冰箱, 除濕機, 電扇, 抽風機, 洗衣機等功率因素約為 0.8~0.9.
一般電子產品, 如桌上型/筆計型電腦, 電視機, 列表機, LCD/CRT 監視器等功率因素約為 0.6~0.7.

接地,接線正常檢查,突波及電磁干擾保護功能:

電力的傳送基本上是二條線，火線及中性線，傳送到你我家裡後，理論上每個家庭都應該打個地線，所以才會
有三孔的插座：火線、中性線及地線。火線是傳送電力到電器，再從電器傳到中性線形成一個迴路，地線都是接到
電器的外殻，確保外殻是零(沒有電)地位，以防人員的觸電。某些國家由於對電力的認知比較沒有深入，所以可能
有沒有接地線的概念，似乎也沒有聽說有什麼大的災難，是的，但我們所謂的 110V 是指對地而言以上 110V，如果
沒有接地，110V 是會有浮動的情況，可能會昇高或略降。同時在某些電源供應器的設計上，火線到地線，中性線到
地線都是串接一個電容以防止電磁干擾，如地線沒有真正接地，即地線會存在 55V，且接到機殻上，也就是說機殻
上有 55V 的交流電存在，如果你摸到此處，可能會有感覺觸電，各位可以試試 PC 後面沒有烤漆鐵的部位，應該會
有所感覺。另外一種情形是火線和中性線相反，從交流電的理論上看，似乎沒什麼特別的，還是迴路一條，但所有
電器商對電器的設計都是遵守正確的電力輸入，所有安全規範的檢驗也是。他們不會去測試接線錯誤、沒接地線的
情況，所以會發生什麼狀況，只能說「天曉得」
。目前台灣的建築法規已規定需使用三孔式插座，電源安全器的功
能中有一項可以告訴用戶接地良好與否，和火線、中性線的接線是否正確，以確保電器正常使用及任何不預期的因
素產生。同時電源安全器當中也會有防突波保護及防電磁干擾功能，其目的便是為了防止雷擊，及任何突波的干擾，
以及從電源線來的電磁干擾。我們也是遵守正確火線、中性線和地線接線設計，如有不當的接線，保護的功能可能
會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