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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單相變壓器 Hz60V,/2202200kVA,01 ，其最大效率發生於 80% 額定負載下，為 
=maxη 0.98，求： 

鐵損 cP 及滿載下之銅損 cuP 。（6 分） 
滿載及功因 8.0cos =θ 落後下之效率。（4 分） 
執行無載測試時，如功因為 2.0cos =θ 落後，求此變壓器之磁化電抗。（5 分） 

二、如圖示之電磁裝置，其磁路視為線性且電感成分為： ；)H10( ) 2cos3( 3−×+= θssL  
；)H( cos1.0 θ=srL  )H( ) 2cos1020( θ+=rrL 。兩線圈電流為  A,1=si A01.0=ri ： 

寫出此電磁裝置之儲能表示式。（3 分） 
求其產生轉矩 eT 。（8 分） 
如將轉子之線圈除去，求此時之電磁產生轉矩 eT 。（4 分） 
 
 
 
 
 

 

三、一部三相鼠籠式感應馬達（440 V, 60 Hz, 6-pole），由三相交流電源供電，運轉於下列

狀態：50 kVA， 8.0cos =θ 落後，轉差率 s = 0.025，靜子電樞銅損 =1P 0.5 kW，旋轉

損失 rotP = 2.5 kW。求： 
氣隙功率及轉子銅損。（4 分） 
軸輸出功率。（3 分） 
效率。（4 分） 
軸輸出轉矩。（4 分） 

四、有一部三相 Y-接隱極式（Non-salient pole）同步馬達：1 MVA, 60 Hz, 2300 V, 10-pole。
將其接至三相 60 Hz, 2300 V 之無窮匯流排。其同步電抗為 8.0=sX  pu，所有損失均

忽略之。此馬達之軸輸出功率為 1000 hp（= 0.746 MW），輸入之功因為 85.0cos =θ 越

前。求此同步馬達之（均以標么值表之）： 
線電流及激磁電壓 ffE δ∠ 。（8 分） 
最大功率。（4 分） 
馬達之軸輸出功率保持 1000 hp 不變，將激磁電流降低至馬達失步，求此時之

ffE δ∠ ；而比較狀態，此時之功因如何？（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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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一並激直流機（24 kW, 240 V, 1000 rpm），其電樞電阻 Ω= 12.0aR ，並激場繞組

600=fN /每極， Ω= 150fR 。今將其接成它激式直流發電機，原動機驅動轉速為

1000 rpm，如圖示。當激磁電流為 A8.1=fI 時，其無載端電壓為 V402=tV ；而當在

滿載時，端電壓減至 V225=tV 。求： 
滿載下之電樞電壓 aE 及電磁產生轉矩。（6 分） 
由於電樞反應所造成之電樞電壓減少量 AR,aEΔ 。（4 分） 
如旋轉損失 rotP =1 kW，求此發電機之效率（含它激場損失）。（5 分） 
如欲將滿載下之電樞電壓調成與無載之電樞電壓相同，需 A2.2=fI 。此亦可由加

裝串激場繞組達成（ A8.1=fI ），求此串激場繞組之匝數/每極。（5 分） 

 

六、有一部三相感應電機被並激直流馬達帶動，感應電機之參數為： 
   pole-4 Hz,60 V,208 kVA,5 ,3φ  
   Ω=Ω=Ω=Ω=Ω= 38 ,1.1 ,0.35 ,0.55 ,25.0 2211 m

'' XXRXR  
感應電機接至 Hz60 V,208 ,3φ 三相交流無窮匯流排，直流馬達由 220 V 直流電源供

電，將感應電機帶動轉在 1890 rpm，主要變數如圖中所標示， tI  = 35 A, shaftP  = 6600 W, 
A1568.171

°−∠=I 。求： 
感應電機之轉差率及工作模式。（4 分） 
三相交流電源側之（ acac QP , ）。（5 分） 
整系統之轉換效率。（3 分） 
感應電機之轉子銅損。（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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