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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兩個功率相近但結構差異大的四極直流馬達分別改裝成風力發電機與渦輪

發電機。首先，量測發電機的基礎物理量，包括：漆包線徑、線圈電阻及其圍繞的

截面積、鐵氧磁鐵大小、並估算線圈數；其次，線圈端點接上反向並聯的紅光 LED

及藍光 LED，在家用風扇不同風速與水龍頭不同水流速下，以示波器測量端點電

壓與交流頻率；最後，以法拉第感應電動勢公式得知鐵心磁通量密度發生在少於

飽和磁通量密度三分之一處，並隨轉子頻率增加而減少。此外，藉由發電機的實

作與探究，可具體理解發電機的電磁學原理與技術，包括：轉子與定子的組成、

磁通量變化與感應電動勢發生、磁滯曲線造成的電磁能損失及各種不同型態發電

機的結構。 

 

關鍵詞：直流馬達、四極交流發電機、法拉第感應電動勢、磁通量密度 

 

 

 

 

壹、前言 

電可說是生活中最方便與乾淨的能源，然而，面對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及其對極端氣

候的影響，能源永續是今天人類面臨的課題之一，再生能源的推動與其在教育上的推廣，是

極為重要的，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陽光、風力、水力等，除了陽光是藉由太陽能板的光伏特

效應產生電力外，風力與水力，甚至太陽光的加熱皆是以電磁效應來產生電能；在科普教育

的推廣方面，風力發電是容易做到的，國內的風力發電教育在近十年來也甚為蓬勃，大型風

電競賽、論文發表、中小學的科普活動[3-4]，不一而足。但是，面對電磁學理論的生澀與電

磁相關技術的困難（例如：電線的繞組、磁鐵選擇、軸承組合等），風力發電推廣多著重在扇

葉如何取得高比率風能的設計，或如何藉由機械構件將渦輪的動能傳到發電機的轉軸上。本

論文希望藉由作者多次將四極直流馬達改為同步交流發電機的製作經驗，讓發電機的電磁學

理論在實務上應用的理解更為容易，並藉此從不同角度提供再生能源推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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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流馬達的改裝方面，各式的 12 伏特四極直流馬達具有容易獲得，且讓 LED 發亮的

效果，因此，我們選擇兩個對比明顯的直流馬達：一個是體積小、線徑細、線圈數多，另一

個則是體積大、線徑粗、線圈數少，兩者都具有 6 瓦多的功率，一個是轉速極快的渦輪散熱

馬達，另一個是轉速相對稍慢的風扇散熱馬達，如圖 1，左側的渦輪馬達改裝為以風力驅動

的發電機，右側的風扇馬達改裝為以水力驅動的渦輪發電機。 

 

   
圖 1：兩個直流馬達，左側為渦輪風扇，右側葉片風扇 

 

四極直流馬達主要有三組構件：轉子由扇葉、環形磁鐵與軸組成，定子由鐵心、線圈與

電路板組成，框架則包含支架、軸承與軸承外框。其中，藉由軸承的應用，轉子幾近無阻力

的在定子上轉動；定子上的線圈端點焊接在電路板上，藉由電路板的控制，四個線圈產生相

應的磁力讓轉子同步加速。我們將前述的零件一一拆解，首先是讓轉子脫離軸承，並細心的

將扇葉、環形磁鐵與軸分離，為了讓風力發電機的扇葉更加顯眼而更動框架，裝有軸承的外

殼以斜口鉗脫離框架，再以焊槍將電路板與線圈分離，重新架構好的風力發電機，如圖 2 所

示。渦輪發電機的製作則相對簡單，運用原有的框架，將轉子的軸更換為 9 公分的長桿，並

裝上自烤箱拆得的渦輪即可。 

   
圖 2：兩個發電機的完成圖，左為風力發電機，右為渦輪發電機 

 

在未發電前，我們在基礎電磁學理論架構下，以半定量的方式測量並觀察基本物理量；

線徑細、線圈數多的風力發電機線圈數約 3000 圈，電阻近 100 歐姆，說明發電過程中的阻抗

大，電流的產生較小；線徑粗、線圈數少的渦輪發電機線圈數約 800 圈，電阻近 6 歐姆，說

明發電過程中的阻抗小，電流的產生較大；其次，渦輪發電機鐵氧磁鐵無論就磁鐵的厚度，

或是環的直徑都較風力發電機為大，線圈內鐵心的截面積也大，顯示渦輪發電機線圈內會有

較大的磁通密度與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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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電過程的測量，首先，將風力發電機置於家用 16 吋電扇前 15 公分處，並以強、

中、弱三個段數為基準對著發電機啟動電扇，發電機的扇葉很輕易的便快速轉動，紅光 LED

也立即亮起，不同段數的風力，無論是扇葉轉速、紅藍光的亮度皆有顯著的不同，我們以示

波器分別測量不同段數下的風力，發電機在有負載（LED 接上）或無負載情形的波形，得到

交流電頻率與感應電動勢，而無負載情形下的波形是一個不錯的弦波，負載的出現，弦波即

遭破壞，顯示即使是耗電極少的 LED 都會影響風力發電機所產生的交流電；其次，將交流電

頻率與感應電動勢帶入法拉第感應電動勢公式中，得到線圈內的平均磁通密度約為 1000 高

斯，但是，隨著轉速越快，平均磁通密度有逐漸變小的趨勢，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渦輪發電

機中。 

渦輪發電機則以紅藍光 LED 的亮度飽滿為基準，我們將發電機置於水槽的水龍頭下方，

讓水直接沖擊渦輪的一側，直到紅光飽滿，而藍光未亮的情況，由示波器得到交流頻率、感

應電動勢與波形，此時，剪斷 LED 負載，可另外得到無負載下的交流頻率、感應電動勢與波

形；同樣的方式讓藍光 LED 的亮度飽滿，獲得負載與無負載下的交流頻率、感應電動勢與波

形；我們看到交流電的波形，無論負載是否出現，變化都不顯著，說明 LED 負載對發電機而

言並不是負擔，而由法拉第感應電動勢公式中得到平均磁通密度達 3000 高斯左右，轉速越

快，平均磁通密度也有逐漸變小的趨勢。 

此外，關於電磁學在電動機與發電機的教學裡，教科書內容是磁不動、線圈動的圖形解

說[5]，公式中亦強調磁場強、轉速快、圈數多、電流的產生越大。然而，透過實作與探究的

過程，我們了解：為了避免發電機在磁通量變化過程，磁滯消耗太多的轉動動能，磁通密度

實際不及飽和磁通密度的三分之一，亦即，鐵心的磁通密度不大；轉速與線圈數則配合發電

機的規格給予適當的配置；電動機與發電機也多以磁動、線圈不動製作，甚至是以激磁轉動

（即不需磁鐵的發電）設計；發電機與電動機間相互間對應的認識也更為具體。 

 

貳、文獻探討 

關於電動機與發電機的電磁學教學[4]，在物理學教學方面都以線圈在靜磁中的轉動，輔

以電樞的協助達到直流驅動馬達或發出直流電的目的，但是，隨著線圈的轉動，線圈截面取

得的磁通量是變化的，線圈上的端點是正負不斷變化的交流電，線圈的連續轉動與電樞的作

用讓我們對發電機的說明好像可以簡化為直流電，這樣的直流電卻依舊有著弦波的樣貌。 

在關於發電機實務上的教學，例如電工機械（高職）[2]與電機機械（大學）[6]，也會在

物理學的電磁學基礎下作簡單的介紹，但為了進一步說明工業用電機的型態，四極同步交流

發電機的教學就成為基本實用，也是可推展出各式電機原理的好教材之一。 

以下是我們對四極同步交流發電機發電的電磁學原理做進一步敘述，包括：定子線圈與

轉子磁鐵同步作用、鐵心磁滯現象與感應電動勢的發生。 

如圖 3，左方為轉子環形鐵氧磁鐵，一個圓周上分布著兩對 NS 的磁極，形成一個四極

環形磁鐵，右方為由兩條漆包線繞成四組串聯的線圈線，線圈緊缚著鐵心，線圈的繞法會讓

轉子中的四極磁鐵經過時，產生同步的弦波電動勢，好比四個串聯的電池，讓電壓增加；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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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除了讓磁力線儘可能的進入線圈，鐵心的強磁化率，也可增加線圈的磁通密度，此時，鐵

心內的磁通密度，可簡化的寫成 

                                B=μH                                   （1） 

其中 B 為鐵心內的磁通量密度，H 為環形鐵氧磁鐵給予的外加磁場，μ則為鐵心的磁化

率，式（1）用於強磁材料內磁通量密度的表示，而由於強磁性材料μ值隨外加磁場 H 的變

化是複雜的，特別在下一段說明[11-13]。 

 

 
圖 3：左側為轉子的環形磁鐵、右側線圈與線圈內緊缚鐵心 

 

當轉子上的磁鐵藉由轉動經過鐵心時，鐵心的磁化過程是一個如圖 4 的經驗過程，亦即，

鐵心內磁通量密度 B 會隨外加磁場 H 的變化而自有它的經驗過程，當外加磁場 H 增加的初

期，鐵心感應的磁通密度 B 會增加得較快，當 H 的增加達到一個階段時，B 的值就不如開始

那麼大，直到磁通量密度 B 達到一個飽和值，鐵心內感應的飽和磁通量密度大約為 1.2 特斯

拉，這是曲線中 a 到 b 的過程；當外加磁場 H 由大變小時，鐵心磁通密度 B 也會逐漸變小，

當外加磁場 H 為零時，鐵心內仍會留下一定的磁場，這是曲線的 c 點，外加反向磁場 H 到達

曲線的 d 點時，鐵心內磁通量密度才會變為零；因此，當轉子上的四極磁鐵不斷的經過線圈，

線圈內磁通密度變化就會有如圖 4 曲線的變化，圖 4 曲線稱之為磁滯曲線，曲線包圍的面積

會消耗發電機原有的動能。由磁滯曲線的變化也知道，鐵心的磁化率式μ是一個隨著 B 與 H

變化的數。 

 

 
圖 4：磁滯曲線 

對於一個磁通量變化的線圈，其感應電動勢可寫為 

                                E = - n ∂Ф/∂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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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為線圈圈數，Ф 為磁通量，∂t 為變化時間，負號為楞次定律的敘述，線圈會因應

磁場的變化產生一反向磁場的電流，我們稱式（2）為法拉第方程式，藉由四極環形磁鐵轉動

的發電機中，式（2）可寫為 

                             E = - 4×n×f×B×A                            （3） 

其中 f 為磁極通過線圈的頻率，B 為磁通密度，A 為線圈面積，式（3）中的常數 4，則

是因一個完整的 NS 二極磁鐵經過所費的完整時間為一周期，磁通量最大變化值則可取四分

之一周期的變化，即∂t=T/4=1/4f，如圖 5，亦即 1/∂t=4f。 

 

 
圖 5：線圈內磁通量密度的時間變化曲線 

 

論文中，我們測量兩個發電機的鐵心截面積、線徑、估算線圈的總數與磁鐵的大小，以

示波器測量兩種發電機在不同風力與不同水力下的發電波型，得到感應電動勢與交流頻率，

代入式（3）中，可得到兩個發電機鐵心內的平均磁通量密度，探究兩個發電機發電過程的電

磁學理論應用與實務上的設計需求。 

 

參、直流馬達拆解與交流發電機製作 

在此，我們介紹四極直流馬達的拆解與兩個同步交流發電機的製作。 

一、 直流馬達拆解 

12 伏特直流馬達普遍存在於桌上型電腦、投影機及伺服器散熱機制裡，它由三個部分組

成：扇葉（環形磁鐵）與軸、基座與軸承、線圈鐵芯與電路板，他們皆以非常密合的方式卡

在一起，拆解過程都需要耐心和時間。這裡說明他們拆解過程，表 1 說明拆解需要的工具。 

（一） 扇葉與軸拆解：扇葉軸穿過軸承在直流馬達背面以一個塑膠圈卡住，以小的一字起子

可將它挑起後保留（若損壞也沒關係），再以一字起子對著 3mm 軸，將扇葉推出。 

（二） 軸與扇葉分離：軸與扇葉的分離，不能有絲毫的偏離，扇葉的軸穿過孔徑小的套筒，

並以套筒作為扇葉支撐，再以 2.5mm 圓鐵桿扣住 3mm 的軸，以鐵鎚敲落軸，這個步

驟需要小心施作，因為夾在軸的鐵框孔徑，不能有些微的變形。 

（三） 磁鐵與扇葉分離：以小一字起子可將磁鐵鐵框挖出，可將環形磁鐵與扇葉分離。 

（四） 線圈鐵芯與電路板拆解：線圈鐵芯與電路板結實的卡在硬質塑膠的基座，以較大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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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子卡入電路板與基座的空隙，以轉動起子慢慢將他們鬆動卸下，這是所有過程裡最

需要時間與耐心的，以焊槍與吸錫器溶解線圈接點，再將鐵芯線圈與電路板分離。 

（五） 最後，可得到軸、環形磁鐵與鐵框、扇葉、線圈鐵芯、軸承與支架等幾個主要部件，

在風力發電機製作時我們捨棄原有的渦輪機支架，以斜口鉗將軸承架、線圈鐵芯與電

路板部分套件與外框分開，如圖 6，並取出一顆軸承。 

（六） 12 伏特四極直流馬達的應用面甚廣，即使品牌不同，但僅有幾個規格與類型，前面拆

解的幾個部件常可相互套用，我們使用了兩個種不同規格且容易點亮 LED 燈的馬達

製作發電機，作為理解發電的電磁學原理與過程探究。 

 

表 1：拆解需要的工具 

編號 類別 說明 

1 一字起子 小於 2mm 

2 一字起子 大於 5mm 
3 銲槍 60W 

4 不鏽鋼桿 小於 3mm 

5 小套筒 孔略大於 3mm 

6 小鐵鎚 不可太大 

7 斜口鉗 不可太大 

 

 
圖 6：軸承架、線圈鐵芯與電路板部分套件，中央的軸承被取出一個 

 

二、 風力發電機製作 

（一）表 2 說明製作風力發電機所需的主要材料。 

壓克力塊中心以鑽床鑽一個 3mm 的孔，並穿過壓克力，以孔為中心，鑽床鑽一個 8mm

的孔，將拆解馬達敘述（四）中所得的軸承以 AB 膠黏合在 8mm 孔內，讓壓克力塊成

為風力發電機的支撐架。 

（二） 以直徑 3mm、6cm 長的不鏽鋼桿穿過壓克力塊軸承，同時，不鏽鋼桿也穿過前述拆解

敘述（四）的軸承座裡的軸承，並以 AB 膠將軸承座黏合在壓克力塊上，線圈鐵芯卡

入軸承座。 

（三） 不鏽鋼桿一端嵌入風扇扇葉，另一端則嵌入環形磁鐵及其鐵框，可以 AB 膠強化它們

的接合，為了讓風力順利由右側流入，磁鐵鐵框外以 AB 膠黏一個半圓形的乒乓球，

圖 2 為完成的樣貌。 



 四極同步交流發電機的實作與探究  

 

- 7 - 

 

（四） 將端點以兩條電線拉出後，與兩個反向並聯的 LED 串聯，反向並聯的 LED 如圖 7。 

（五） 壓克力塊底部鑽一個 5mm 的孔，深 0.5cm，將 30cm 桿插入成為支架。 

 

表 2：製作風力發電機的材料 

編號 類別 數量 說明 

1 不鏽鋼桿 1 外徑 3mm 長 6cm 

2 壓克力塊 1 2cm *3 cm* 3cm 

3 電線 若干  

4 不鏽鋼桿 1 外徑 5mm 長 30cm 

5 風扇葉 1 由電腦桌機拆得 

6 鋁座 1 電腦 CPU 散熱塊取得 

7 LED 2 紅藍光各一 

註：工具有尺、AB 膠、鑽床。 

 

 

圖 7：LED 與線圈的串並聯 

 

三、 渦輪發電機製作 

（一） 渦輪發電的框架未改變，僅將軸更換為直徑 3mm 長 9cm 的不鏽鋼桿。 

（二） 9cm 不鏽鋼桿穿過軸承，一端嵌入磁鐵鐵框，另一端嵌入渦輪（渦輪來自烤箱）。 

（三） 線圈上的端點，以兩條電線拉出後，與兩個反向並聯的 LED 串聯，如圖 7。 

（四） 被線圈包覆的鐵芯會主動吸住環型磁鐵，讓環型磁鐵很自然地繞著鐵芯轉動，也因此

當軸與磁鐵鐵框分開或再度結合與轉動（鐵框中央的孔不能有任何的形變）。 

 

     
圖 8：渦輪發電機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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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物理量量測與磁通量密度計算 

一、 發電機基礎物理量量測 

（一） 量測發電機各項物理量需要的工具為游標尺、三用電表及示波器。 

（二） 以三用電表的歐姆檔，分別測量兩條串聯線圈的電阻。 

（三） 以游標尺測量鐵芯直徑、環形磁鐵厚度、漆包線線徑、被線圈包圍的鐵芯寬度與厚度、

線圈包覆在鐵芯寬度與深度。 

（四） 以鐵芯寬度與厚度計算線圈包圍的截面積，以線圈包覆在鐵芯長度與深度及線徑估算

線圈的圈數。 

（五） 鐵氧磁鐵產生的磁場強度與磁鐵製作所用的材料、大小有關，可於參考資料 1 及 8 的

廠商網頁認識，馬達用的磁鐵為注塑鐵氧磁鐵，有塑膠成分，且因環狀被分為四極，

表面的磁通密度較小，估計約為 500 高斯（風力發電機）到 1500 高斯（渦輪發電機）。 

 

表 3：兩個發電機的基本物理量 

編號 類別 風力發電機 渦輪發電機 

1 漆包線徑 0.1mm 0.4mm 

2 漆包線電阻 48.6Ω* 2 3.2Ω* 2 
3 鐵心寬度厚度 6.5mm * 5.0mm 12.0mm * 8.0mm 

4 截面積 3.25 * 10-5 m2 9.6 * 10-5 m2 

5 線圈寬度深度 4.0mm * 2.0 mm 10.0mm * 3.6mm 

6 線圈圈數估算 800*4=3200 225*4=900 

7 鐵心直徑 25.5 mm 45.0mm 

8 磁鐵厚度與寬度 3mm * 10 mm 4mm* 20 mm 

     註：1.截面積由鐵芯寬度厚度相乘。 

         2.線圈圈數分別線圈包圍鐵心寬度除線徑及線圈深度除線徑再相乘而得。 

 

二、 示波器測量 

（一） 示波器對風力發電機的測量 

1. 將示波器的縱坐標設定為 2V/div，即每格 2 伏特，時間間隔設定為 2msec/div，即每

格 2 毫秒。 

2. 將風力發電機負載（LED）剪斷，並將其放置在離風扇 15 公分處，以家用風扇的三

個段數吹發電機，示波器測得的端電壓是為開路電壓，示波器測得的圖形，如圖 9。 

3. 將風力發電機負載（LED）接合，並將其放置在離風扇 15 公分處，再將示波器的縱

坐標設定為 1V/div，重複步驟 2 的測量，此為負載端電壓，示波器測得圖形，如圖

10。 

4. 在視覺上可以看到風力發電機的扇葉，即使在風扇弱風時，轉速頗快，弱風時，紅

光 LED 即已很亮，藍光 LED 則微微發亮，強風時，紅藍光 LED 都極亮。 

5. 由示波器圖形的顯示得知：交流電在無負載的條件下確實為弦波的形式，LED 加入

成為負載，弦波波型即遭破壞。 

6. 表 4：風力發電機運轉時測得的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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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弱風。             （b）中風。              （c）強風 

圖 9：示波器在風扇不同強度時開路電壓圖形 

 

       
（a）弱風。              （b）中風。             （c）強風 

圖 10：示波器在風扇不同強度時的負載電壓圖形 

 

 

表 4：示波器對風力發電機的量測數據 

編號 類別 端電壓 V 交流頻率 Hz 扇葉轉速 rpm 

1 開路（弱） 3.8 83.4 2500 

2 開路（中） 4.6 108.6 3261 

3 開路（強） 6.1 156.2 4688 

4 負載（弱） 2.6 75.6 2273 

5 負載（中） 2.8 106.4 3191 

6 負載（強） 2.9 151.6 4548 

註：1.風力以 16 吋家用風扇的三個段數（弱中強）為基準。 

2.扇葉轉速 rpm 為頻率除以 2，再乘 60 秒/分。 

 

（二） 示波器對渦輪發電機的測量 

1. 將示波器的縱坐標設定為 1V/div，即每格 1 伏特，時間間隔設定為 10msec/div，即每

格 10 毫秒。 

2. 在水槽底部置放一個小鉆板再將渦輪發電機平整放在上方。 

3. 水龍頭水柱對著渦輪邊緣將水龍頭逐漸打開，直到紅光 LED 很亮，如圖 11，但是，

藍光 LED 並未亮起，拍下示波器影像，如圖 12（a）。 

4. 持續步驟 3，以斜口鉗剪開紅光與藍光 LED 的一端，讓發電機呈現無負載狀態，拍下

示波器影像，如圖 12（b）。 

5. 重新接回 LED 負載，水龍頭水柱對著渦輪邊緣將水龍頭逐漸打開，直到紅光 LED 與

藍光 LED 很亮，再重複步驟 3 與 4 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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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視覺上可以看到發電機渦輪轉速並不快，紅藍光 LED 都很亮，讓操作者有成就感，

示波器波型無論在有負載或開路下，皆無顯著變化。 

7. 表 5 為渦輪發電機運轉時測得的物理量。 

 

 
圖 11：紅光很亮時 

 

        
（a）負載時                          （b）開路時 

圖 12：紅光很亮時示波器圖形 

 

 
表 5：示波器對渦輪發電機的量測數據 

編號 類別 端電壓 V 交流頻率 Hz 渦輪轉速 rpm 

1 紅光很亮 2.0 20.8 625 

2 紅光斷開 2.5 21.3 638 

3 藍光很亮 2.5 27.8 833 

4 藍光斷開 3.2 28.6 857 

註：1.分別以紅光 LED 及藍光 LED 為量測的基準。 

2.渦輪轉速 rpm 為頻率除以 2，再乘 60 秒/分。 

 

 
圖 13 紅藍光很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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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負載時                      （b）開路時 

圖 14 紅藍光很亮時示波器圖形 

 

 

三、 平均磁通量密度計算 

（一） 由於發電機在具 LED 負載所測得的端電壓實際是迴路中之分段電壓，為了簡化對於

線圈內磁場的了解，兩種發電機的平均磁通密度皆以無負載時之開路電壓計算得知。 

（二） 將表 3 中截面積與估算的線圈數，表 4 與表 5 兩種發電機所得到的開路電壓的感應電

動勢及交流頻率帶入式（3）裡，可得到鐵芯內平均磁通密度。 

（三） 表 6 為風力發電機在不同風力下得到的平均磁通密度，表 7 為渦輪發電機以紅藍光

LED 亮度下，截斷負載得到的平均磁通密度。 

（四） 風力發電機與渦輪發電機發電過程中，鐵心磁通量密度隨頻率增加而減少的趨向。 

 

 
表 6：風力發電機平均磁通量密度 

編號 類別 端電壓 V 交流頻率 Hz 平均磁通量密度 Gauss 

1 開路（弱） 3.8 83.4 1095 

2 開路（中） 4.6 108.6 1018 

3 開路（強） 6.1 156.2 940 

           註：1.風力以 16 吋家用風扇的三個段數（弱中強）為基準。 

 

 

 

表 7：渦輪發電機平均磁通量密度 

編號 類別 端電壓 V 交流頻率 Hz 平均磁通量密度 Gauss 

1 紅光斷開 2.5 21.3 3396 

2 藍光斷開 3.2 28.6 3226 

    註：1.分別以紅光 LED 及藍光 LED 為量測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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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線圈數的估算是以漆包線包圍的空間除以線徑得到，實際的線圈數應該較理想數字少

些，而線圈纏繞會擴大線圈截面積，因此實際的截面積要大些，因此平均磁通量密度

的計算會有些誤差，但不會影響結論中幾個定性的說明。 

（二） 由示波器在測量過程中產生波形得知：線徑細、線圈數多、外加磁場小的風力發電機，

即使 LED 所需要的電流很小，負載仍舊影響發電品質，反觀線徑粗、線圈數較少、外

加磁場稍大的渦輪發電機，LED 亮度飽滿，弦波不論負載是否出現，皆無太大變化。 

（三） 外加磁場是由環形鐵氧磁鐵提供，而由法拉第感應電動勢計算出兩個發電機鐵心內的

平均磁通密度分別約為 1000 高斯與 3000 高斯，符合我們對兩個環形鐵氧磁鐵體積大

小的測量，即較大磁鐵會產生較大的磁場，並對鐵心產生較大的磁通密度，而鐵心內

遠較飽和磁通量密度小的磁通量密度，也說明減少磁滯耗損是製作電動機與發電機的

重要考量。。 

（四） 兩個發電機鐵心的磁通密度皆有隨頻率增加而有減少的趨勢，可以鐵心（強磁材料）

磁塊（magnetic domain）隨磁場快速變化而顯得遲鈍解釋，也說明扇葉或渦輪轉速的

增加，除了磁滯的耗損增加，也無法相應產生較高的電動勢，也會因較高的轉速對機

械構件產生耗損。 

（五） 在此次論文的示波器測量下，風力發電機的扇葉最快可達 4000rpm，渦輪發電機的渦

輪最快可達 800rpm，在實際的觀察下，速率也是如此（可與光碟機馬達 1800rpm 比

較），是轉子與軸承再利用的好結果。 

（六） 教科書中常將電動機與發電機的表現視為電生磁與磁生電的一體兩面，在完成兩個發

電機的實作與探究過程，更可體會這樣的說法，我們也可以表 4、表 5 與結論（五）

敘述的推論，未改裝為風力發電機的渦輪馬達在 12 伏特（測量電壓的兩倍）供電下轉

速可達 8000rpm，未改裝為渦輪發電機的扇葉馬達在 12 伏特（測量電壓的四倍）供電

下轉速可達 3200rpm。 

 

二、 建議 

（一） 本文雖然較偏向電磁學理論的探究，但在實作上，則希望有興趣的老師能與學生利

用廢棄 3C 產品的 12 伏特直流馬達，讓製作發電機成為隨手可得的過程，並經過多

次練習後，可就生活中取得的馬達，改裝成一個品質好的發電機。 

（二） 12 伏特四極直流馬達產品不論是結構組裝或零件材質要求皆非常嚴格的，因此，鐵

心線圈與軸承支架的分離需要耐心與時間；因轉子磁鐵是不允許偏移的，軸的更換

難度較高，教師可由不更動扇葉軸承開始製做，就是一個很好耐用的發電機。圖 13

即為一個可簡單製作的風力發電機，以吹氣的方式紅藍光 LED 便可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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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一個以電腦桌機風扇改裝的發電機 

 

 

（三） 對發電過程的理解，作者初期也是以三用電表量測感應電動勢，數值的跳動讓數據的

取得顯的不便，示波器顯示出發電弦波的穩定性，讓教師更具信心，也更有成就感。 

（四） 四極同步電動機與四極同步交流發電機在實務教學上是很好教材，一方面以四組線圈

同步串聯提高電壓值，另一方面，扇葉或渦輪轉動可讓交流頻率增加為轉動頻率的兩

倍，以提高電壓；此外，藉由四極同步交流發電機實作與探究的瞭解，可推展到更多

樣電機的認識，圖 14 是一個八極十二組線圈組成的三相四線非同步交流發電機。 

（五） 市面上有許多不錯的激磁交流馬達（小馬力），例如：小型果汁機，無須更動轉軸，

僅需稍加更改定子與轉子原有的電路，可改裝為激磁交流發電機，藉由供電電流控制

磁通量密度，是一個很好的探究題目，提供教師參考，也作為作者努力的方向。 

 

 

 
圖 14：三相四線非同步交流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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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four-pole DC motors with similar power but large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were converted 

into wind generator and turbine generator. First, we measure the basic physical quantities of the 

generators, including: wire diameter, resistance, cross-sectional area around the coil, size of ferrite 

magnet, and estimate the number of turns of the coil; secondly, connect the red LED and blue LED 

in reverse parallel to the ends of the coil, and use an oscilloscope to measure the voltage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alternating current 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s of fan and different water flow rates 

of the fauce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araday’s law of induction, it is known that the ferrite magnetic 

flux density occurs at less than one third of the saturation density an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otor frequency. By the means of hands-on and inquiry of generators,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lectromagnetic principles and technologies of generators, includ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otor 

and the stator, the change of magnetic flux and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the loss of 

electromagnetic energy caused by the hysteresis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various types of generators. 

 

Key words: DC motor, four-pole alternator, the Faraday’s law of induction, magnetic flux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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