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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4/5Formosa 1 Formosa 2

376 MW
128 MW

(25% 股權)

4,400 MW

與離岸風電台灣隊共同開發

運維 興建中 開發階段

CHINA

TAIWAN

Formosa 1

Formosa 2

Formosa 4

台灣最具前瞻性的浮動式離岸風場
計畫建置台灣第一座大型浮動式離岸風場項目

SRE在各項目的角色

• 項目發起人
• 主開發商(兩階段) 

• 風場運維
• 資產管理

Formosa 1

• 項目發起人
• 主投標商
• 共同開發商
• 風場運維
• 資產管理

Formosa 2 Formosa 4/5

• 項目發起人
• 主開發商
• 資產管理

離岸風電項目簡介

（以裝置容量計算）

Formosa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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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綱要

離岸風電基礎防蝕設計考量

影響防蝕設計之環境因素

防蝕材料之本土產業鏈與產能概觀

規範、標準與現況

製造與品管



離岸風電防蝕設計考量

• 發生於欄杆、支撐、踢腳板、墊片底部等之腐蝕實例

• 防腐蝕保護是避免金屬材料因腐蝕破壞引起的結構破壞的重要
方法，其係採取適當的控制工法進行保護。例如採用耐腐蝕材
料、腐蝕餘裕度、陰極防蝕及塗敷材料及上述工法之組合等。

• 為達成經濟性及最有效之防腐蝕設計，離岸風場於開發初期，
亟需了解場址環境特性、設計服務年限、可採用材料及其限制
等條件，以選用合適之防蝕工法。

Source: www.abfad.co.uk

轉接段發生的腐蝕實例



離岸風電防蝕設計考量

• 防蝕工法
• 腐蝕餘裕(Allowance)

• 陰極防蝕(Cathodic Protection)

• 塗料(Coating)

• 結構類別
• 塔架/轉接段內部 (通常設計具濕度調節)

• 塔架/轉接段外部 (自然暴露)

• 套筒腿架內部 (依據是否浸水設計)

• 斜撐內部 (假設密封)

• 腿架及斜撐外部 (自然暴露)

• 基樁外部 (自然暴露)

• 基樁內部 (假設密封)

• 防蝕分區
• 大氣段(Atmospheric Zone)

• 飛濺段(Splash Zone)

• 浸沒段(Submerged Zone)

• 泥線段(Mudline Zone)

• 埋設段(Embedded Zone)

• 腐蝕成因
• 氧化、氫蝕、材料活性差等化學反應

• 反覆荷載等物理性反應造成之裂隙

• 微生物腐蝕(Macrobacteria Induced Corrosion, MIC)

• 表面破壞或缺損

• 其他原因



離岸風電防蝕設計考量

• 腐蝕餘裕度：
• 因影響結構物重量甚大，以盡量降低為原則

• 陰極防蝕：
• 犧牲陽極法(SACP)

• 需考慮結構物之電壓分布，合理配置陽極位置

• 因其影響重量及荷載，其數量以盡量降低為原則

• 須配合維護檢查，確保陽極塊之腐蝕速率

• 外加電流法(ICCP)

• 需額外電力輸入，需有配套措施因應電力中斷狀況

• 通常配備可即時監控之監測系統

• 塗料
• 通常以多層不同材質及厚度之塗料組合進行設計

• 需考量塗料之使用年限；較易遭受物理性破壞

• 塗敷時之環境控制十分重要，其製造上之限制須於設計時考量

• 水下部分較難以檢測及修補

• 近年來，由於塗料技術之進步，設計上漸有增加塗敷面積以降低餘裕度及陰極防蝕數量之趨勢
SACP電壓分布數值模擬例



影響防蝕設計之環境因素

• 海水溫度

• 溶氧量

• 導電度

• 氯鹽

• 硫酸鹽

• 海流

• 潮汐

• 海洋附生物

• 淺層土壤細菌

• 其他

• 腐蝕分類 (ISO 9223 & ISO 12944-2)

• 大氣環境
• C1: 極低腐蝕性

• C2: 低腐蝕性

• C3: 中等腐蝕性

• C4: 高度腐蝕性

• C5: 非常高腐蝕性

• CX: 極端腐蝕狀況

• 水中及土壤環境
• Im1: 浸沒在淡水中之結構

• Im2: 海水下不具陰極保護之結構

• Im3: 埋於土中結構物

• Im4: 海水下具陰極保護之結構



影響防蝕設計之環境因素

• 各離岸風場在開發時，通常均會針
對前述環境進行調查，但因尚無長
期觀測資料，防蝕設計多趨保守方
式進行設計
• 自然環境下之腐蝕速率並非目前設計
規範假設之固定值，其系因溫度、水
深以及環境化學成分之變化而異

• 塗料在紫外線下之劣化尚須長期觀測
驗證

• 海洋附生物對水下塗料之影響

• … …



防蝕材料之本土產業鏈概觀

圖片來源 https://www.offshorewind.biz/2021/11/02/first-made-in-
taiwan-jacket-foundation-all-done/

防蝕本地產業鏈

1. 塗裝:

台船防蝕、台周

2. 陰極防蝕：

匯茂、中鋁



規範、標準與現況

• 防蝕的重要性:

• 設計25年

• 海上環境複雜多元的腐蝕因子

(Corrosion Stress)

• 專案認證(Project Certification)需求

• 標準需求

• 防止日後不正常停機

• 海上修補費用是陸上修補的100倍

(NACE統計)

型式認證

轉子/機艙組件設計

評估

風機/轉子機艙組件

製造評鑑

運輸和安裝評鑑

試運轉評鑑

專案特性測量

最終評鑑

專案認證證書 運轉運維評鑑

設計基礎評估

綜合負載分析

現場環境條件評估

其他安裝設計分析

其他安裝製造評鑑

必要的模組 選擇性模組

評估支撐結構設計

支撐結構製造評鑑

防腐蝕要求

IECRE OD-502 專案認證流程



規範、標準與現況

1
3

幾種可能的腐蝕:

*資料來源:

1. Protective coatings for offshore wind energy devices (OWEAs) a review, A. W. Momber, T. Marquardt



規範、標準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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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可能的腐蝕因子:

一般腐蝕,點蝕, 電化

學腐蝕,間隙腐蝕, 應

力腐蝕,疲勞腐蝕*1

撞擊

內部冷凝*2

*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3602417
*2 https://einpart.com/files/catalogs/WTG_components/Cotes-On-Shore.pdf

圖片來源: https://www.mdpi.com/

General Corrosion

(一般腐蝕)

Pitting Corrosion

(點蝕)

Galvanic Corrosion

(電化學腐蝕)

Crevice Corrosion

(間隙腐蝕)

Stress Corrosion

(應力腐蝕)

Fatigue Corrosion

(疲勞腐蝕)

https://einpart.com/files/catalogs/WTG_components/Cotes-On-Shore.pdf


規範、標準與現況

幾種可能的腐蝕因子:

沖刷

微生物附著

海生物附著

圖片來源: https://www.mdpi.com/



規範、標準與現況

1
6
1
6

一般製造標準

DNVGL-OS-C401 Fabrication and Test of offshore structure 離岸鋼結構的測試與製造

EN 1090-2
Execution of steel structures and aluminium structures - Part 2: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steel

structures.鋼結構和鋁結構的施工第2部分：鋼結構的技術要求

表面清潔度

EN ISO 8501-1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Visual 

Assessment of Surface Cleanliness. Part 1: Rust grades and preparation grades of uncoated steel 

substrates and of steel  substrates after overall removal of previous coatings. 塗料和相關產品使用

前鋼材表面的製備 - 表面清潔度的目視評估。第1部分：先前塗層後的未塗覆鋼基材和鋼基材的防銹等級和準備

等級

EN ISO 8501-3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Visual 

Assessment of  Surface Cleanliness. Part 3: Preparation grades of welds,  edges and other areas with 

surface imperfections. 塗料和相關產品使用前鋼材的製備 - 表面清潔度的目視評估。第3部分：銲縫，邊緣和其

他表面缺陷的準備等級

ASTM D 4285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Indicating Oil or Water in  Compressed Air. 在壓縮空氣中顯示油或水的標準

試驗方法

離岸風電常用防蝕標準



規範、標準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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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清潔度判定

EN ISO 8502-3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Test for the 

Assessment of  Surface Cleanliness – Assessment of Dust on Steel  Surfaces Prepared for Painting, 

Pressure Sensitive Tape  Method.塗料和相關產品使用前鋼材的製備 - 表面清潔度評定試驗 - 噴塗鋼表面粉塵評

估，壓敏膠帶法

EN ISO 8502-4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 噴漆前的鋼鐵表面處理

EN ISO 8502-6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Test for the 

Assessment of  Surface Cleanliness – Sampling of Soluble Impurities on  Surfaces to be Painted –

The Bresle Method.塗料和相關產品使用前鋼材的製備。表面清潔度評定試驗 - 表面可溶性雜質的取樣 - Bresle法。

EN ISO 8502-9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Test for the 
assessment of surface cleanliness – Part 9: Field method for the conduct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water-soluble salts 在塗裝油漆和相關產品前鋼材預處理表面清潔度評定試驗第9部分：水溶性鹽的電導法測定



規範、標準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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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

EN ISO 8503-1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Surface 

Roughness  Characteristics of Blast Cleaned Substrates. Part 1:  Specifications and definitions for 

ISO surface profile  comparators for the assessment of abrasive blast-cleaned  surfaces.塗料及相關產

品施工前鋼基材的製備 - 噴砂清潔基材的表面粗糙度特性。第1部分：用於評估噴砂清理表面的ISO表面輪廓比較儀

的規格和定義。

EN ISO 8503-2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Surface 

Roughness  Characteristics of Blast Cleaned Substrates. Part 2:  Method for the grading of surface 

profile of abrasive blast- cleaned steel -- Comparator procedure塗料及相關產品施工前鋼基材的製備 - 噴

砂清潔基材的表面粗糙度特性。第2部分：噴砂清理鋼的表面輪廓分級方法 - 比較程序

EN ISO 8503-4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Surface 

Roughness  Characteristics of Blast Cleaned Substrates. Part 4:  Method for the calibration of ISO 

surface profile  comparators an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urface profile -- Stylus instrument

procedure塗料及相關產品施工前鋼基材的製備 - 噴砂清潔基材的表面粗糙度特性。第4部分：ISO表面輪廓比較儀

的校準方法和表面輪廓的測定 - 手寫筆儀器程序
EN ISO 8503-5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Surface 

Roughness  Characteristics of Blast Cleaned Substrates. 塗料及相關產品施工前鋼材表面的準備 - 噴砂清潔

基材的表面粗糙度特性。



規範、標準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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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處理方法

EN ISO 8504-1, -2, -3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Surface 

preparation methods –表面處理方法

油漆系統標準

ISO 20340 (被以下標準
取代)

Paint and Varnishes-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or  Protective Paint Systems for Offshore and 

Related  Structures. 油漆和清漆 - 海上和相關結構防護塗料系統的性能要求。

EN ISO 12944-9 Paint and Varnishes – Corrosion Protection of Steel  Structures by Protective Paint Systems.油漆

和清漆 - 鋼結構防腐漆系統

NORSOK M-501 Surface Preparation and Protective Coating.表面處理和保護塗層

噴砂材料

ISO 11125-6
Preparation of steel substrates before application of pai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 Test methods 

for metallic blast-cleaning abrasives — Part 6: Determination of foreign matter

油漆缺陷

EN ISO 4628-1 to -7 Paints and Varnishes – Evaluation of Degradation of  Coatings – Designation of Quantity and Size 

of Defects, and of Intensity of Uniform Changes in Appearance. 油漆和清漆 - 塗層破壞狀況評估 - 缺陷數

量和尺寸以及外觀均勻強度的改變



規範、標準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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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鋁熱噴塗相關 (TSM)

ISO 2063
Thermal spraying — Metallic and other inorganic coatings — Zinc, aluminium and their alloys熱噴塗-金

屬與非有機塗層-鋅,鋁和其他合金

ISO 14923
Thermal spraying - Characterization and testing of thermally sprayed coatings

陰極防蝕 CP

EN 12473
General principles of cathodic protection in seawater. 

EN 12495
Cathodic protection for fixed steel offshore structures

EN 12496
Galvanic anodes for cathodic protection in seawater and saline mud 

NORSOK M 503
Cathodic Protection

DNV-RP-B401
Cathodic protection design



供應鏈產能

•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
局之2021年8月公
開”離岸風力發電區
塊開發場址容量分
配作業要點”

• 到2024年，由
2026~2031年每年
釋放1.5GW區塊開
發風場(共9GW)

*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組長陳崇憲博士於2022/07/06台日韓離岸風電交流研討會可公開簡報檔



供應鏈產能

• 經濟部工業局產已將塗
料以及陰極防蝕納入”
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
產業關聯政策”

• 2026~2031併網的
9GW的風場，預估使
用油漆： xx公升，xx
噸陰極防蝕塊

• 大型風機14MW，日後
到20MW，對塗裝都是
挑戰。

*來源：網路Google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水下基礎選商要求

› 品質系統:

− ISO 9001 (基礎的品質系統),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統), ISO 
45001 (勞工安全管理系統)

ISO 
45001

ISO 
14001

ISO 9001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水下基礎選商要求

› 製造/檢驗法規 :

−供應鏈簽約前是否熟悉相關製造程序法規,所需要的測試以及相關的油
漆程序? EN ISO 12944-1~-9 

−定義防腐蝕環境 CX~C4; Im2, Im4

−相關的鋅鋁噴塗程序ISO 2063,陰極防蝕 EN 12473, EN 12495, 
NORSOK M503, DNV-RP-B401?

−相關的表面處理程序Norsok M501, ISO 8501 series, ISO 8502 
series, ISO 8503, EN 13507?

−相關防蝕表面塗層檢驗ISO 4524, ISO 2808

− Painting System 選用 (Norsok M501 7A, 7B)

−溫溼度控制RH 85% 30〫C 或其他油漆廠商建議值。

−足夠的噴塗空間 (水下基礎越來越大型化)

−無氣噴漆 (Airless Spray)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水下基礎選商要求

› 製造/檢驗法規 :

−供應鏈簽約前是否熟悉相關製造程序法規,所需要的測試以及相關的油
漆程序? EN ISO 12944-1~-9 

−定義防腐蝕環境 CX~C4; Im2, Im3, Im4

*圖面來源：台灣離岸腐蝕防護運轉及維護策略說明林景崎博士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ITP (Inspection and Test Plan檢驗計畫書),程序書

−以上標準的ITP和程序書(ITP需核准,程序書需依照ITP定義為Review 
或Review and Approval Point (R/A),銲接與防蝕塗層接受標準程序,
程序書內核准的檢驗報告格式

−防腐塗層ITP

− ITP內定義相關活動

− Monitor Point (M), Witness Point (W), Hold Point (H), Review 
Point (R), Review and approval Point (R/A),

−相關活動參與者 (Manufacturer, Contractor, Employer, 
Certification Body, PE)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ITP (Inspection and Test Plan),程序書

−防蝕塗層接受標準程序

−鋼板 Rust Grade B (ISO 8501-1)

−防蝕塗層表面處理

(EN ISO 8501 series: P2或P3表面),

*來源：網路Google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ITP (Inspection and Test Plan),程序書

−防蝕塗層接受標準程序

−鹽分測試 (EN ISO 8502-9 series: 30mg/m2)

−表面粗造度測試 (EN ISO 8503 series G coarse)

*圖面來源： https://www.elcometer.com/en/elcometer-135c-bresle-
test-patches.html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ITP (Inspection and Test Plan),程序書

−防蝕塗層接受標準程序

−鋅鋁塗層TSM 表面處理 (EN ISO 13507), DTF乾膜測試 (ISO 19840)
Adhesion Test (ISO 4624)

−防蝕塗層(EN ISO 12944-1~9) , DTF乾膜測試 (ISO 19840)

− 80/20法則

*來源：網路Google



製造與品管

品質系
統

製造/檢驗
法規

ITP, 程序書

相關人員資格

› 相關人員資格

-塗裝檢驗人員三級,二級NACE/AMPP/FROSIO, 塗裝人員場內驗證
CPT TEST

*圖面來源：網路Googl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