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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劃為整合型計劃「電動機車整合型控制器之研究與發展」

之一個子計劃。主要的目標是建立一套設計電動機車馬達控制驅

動電路的方法，以奠立國內工業界在這方面的技術基礎，並作為

未來提高整個驅動電路的效率的基石，使電動機車的能量使用效

率能夠逐漸提高，以改善行駛里程短的缺點。

  本計劃預計分三年來執行，第一年為構想設計、控制驅動線

路的製作以及馬力試驗機台上的靜態測試。第二年則進行實車的

路試，以檢驗其效能，並加入煞車時之電流回充系統與子計劃二

之電池充放電系統進行整合，以回收煞車時車子的動能。第三年

則預計完成與子計劃三的電池殘電量監視器的整合工作，以建立

一套完整的電動機車能量管理系統。

  目前本研究已完成電動機車用直流碳刷馬達之控制驅動電路

之設計製作及直流無刷馬達控制驅動電路之設計製作，已完成部

份測試並仍將持續進行改良。

關鍵詞：電動機車、驅動電路、電池殘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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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one part of the main projec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ed Controller for Electric Automobiles.”  
The major target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a method to design the 
control and driver circui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driver circuit.  This can increase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ies 
of electric automobiles and improve the driving mileage of them.

     This project will be executed in three years.  The first year 
will be given to the concept design and prototyp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and driver circuit.  The built circuit will be tested on a 
dynamometer.  The second year will be given to the road test of the 
developed circuit on an electric automobile. A recharge system when 
the automobile is braking will be developed and incorporated with 
the battery charge/discharge system which i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main project. The purpose of the recharge system is to recover the 
kinetic energy of the automobile while on braking.  In the third year,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battery residual 
electricity, which is the third part of the main project, will be done.  
A complet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of electric automobiles will 
be set up.       

Currently, this study has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the control and driver 
circuit for a DC motor and for a DC brushless motor. Some tests has 
been conducted and more improvements will be made.

Keywords：Electric Automobile, driver circuit, battery residual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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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地區由於經濟繁榮，汽機車的數量快速成長，其所排放

的廢氣，已成為城市區的主要污染源，進而使得國民生活環境的

品質急速的惡化。由於機車目前仍為民眾的主要代步工具，因此

推廣使用電動機車，不僅在騎乘時不污染環境，也可減輕交通運

輸對汽油的依賴，還可以利用離峰電力，提昇能源利用的效率。

所以電動機車可以說是一種極佳的環保交通工具。

  對於推廣使用電動機車，國內產官學及工業界均有共識認為

應積極的進行。環保署已在車輛污染排放法規中明定民國八十九

年電動機車需佔機車銷售總數的百分之二以上，並以空污費補助

一般民眾購買電動機車。經濟部將電動機車列為主導性新產品，

獎勵並補助業者進行產品開發的工作。目前國內對於電動機車的

開發，已有初步的結果，除了上暐、康陽、光陽、工研院等公司

或單位已開發出來外，尚有其它的公司陸續加入開發的行列。其

中較有系統從事各次系統研發者，首推工研院。在經濟部能源委

員會的贊助之下，工研院於民國八十一年起開始從事電動機車整

體及各個次系統的研究開發，並於民國八十四年完成雛型機車之

設計製造，然而其性能應尚有值得改進的地方。

整體而言，電動機車由於電池所儲存的能量及所能提供的能

量密度不足，使其行駛的速度和距離受到很大的限制。這是阻礙

民眾購買電動機車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有效率的使用這有

效的能量，以提高車速及行駛里程，就成為電動機車設計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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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重要的課題。在行駛時，要增進能量的使用效率，除了要使用

一個能量轉換效率高的馬達之外，馬達控制驅動電路的設計亦極

為重要。馬達控制驅動電路的主要功能是將駕駛者的速度指令（或

者是油門訊號）轉換成電壓或電流的訊號，並加以功率放大，以

提供足夠的電能給馬達以達成轉速或扭力變化的需求。

除了以上的基本功能外，控制驅動電路還必需包含保護裝置，以

備必要時限制或切斷電流的輸出。電動機車所用的保護裝置有兩種，

第一種為電流過載保護，當輸出至馬達的電流超過馬達或電路設計的

額定值時，需啟動此保護線路，以截斷或限制電流的輸出。第二種保

護線路為溫度保護線路，其目的主要是在於保護馬達本體以及功率元

件，避免因溫度過高影響其輸出效率甚而燒毀。在速度的控制方面，

一般而言，由人所駕駛的電動車輛一般皆採取開迴路控制。亦即由駕

駛者轉動油門握把，依其轉動角度的大小產生等比例之驅動電壓或電

流，以驅動電動馬達使車子前進。目前最常使用的驅動方式為脈波寬

度調變方式（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其工作原理是將每一

個電源電壓分成連續的工作週期。每一個工作週期都含有電源開

（ON）和關（OFF）的部份。調整每一週期中電源開和關的時間比

例，即可調整其等效電壓的高低，進而控制馬達的轉速。此種驅動方

式優點為整體線路的構造簡單，製造成本不高，且能源使用效率極

佳，但缺點為易產生高頻諧波，且馬達及功率元件處於高頻切換的環

境工作，設計不當會對元件的使用壽命產生影響。

馬達驅動器切換元件的選擇關係到整個驅動電路的效率。一般而

言，驅動電路的功率元件有三種可以選擇：BJT（Bipolar 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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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stor）、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以及 MOSFET

三種。BJT 用作功率元件時可以承受高電壓，並可控制大電流，但其

缺點為開關的速度較慢。IGBT 的構造可視為一個 BJT 與一個

MOSFET 以達靈頓的方式連結。因此它可以類似 MOSFET 的方式開

關，且又具有 BJT 耐高電壓及大電流的優點，其開關速度雖較 BJT

迅速，但因其結構中仍含有雙極（bipolar）的設計，因此其關的速度

仍比不上 MOSFET。與 IGBT 比較，MOSFET 的開關速度一般較為

迅速，但在溫度昇高時，MOSFET 的導通阻抗特性會較 IGBT 為差，

而且在電壓大於約 100 伏特時，IGBT 的導通電流密度可達 MOSFET

的 2 到 3 倍。在比較上述各功率元件的特性，配合整個驅動裝置的電

源特性及脈波寬度調變的頻率後，本研究採用 MOSFET 作為驅動的

功率元件，詳細的原因及比較結果將在第二章中介紹。

目前市面上銷售的電動機車品牌很多，某些車種的控制驅動器部

份仍由國外採構，足見此項技術在國內仍有待開發與改良。本整合計

劃「電動車整合型控制器之研究與發展」是針對目前國內對於電動機

車技術能力的不足而提出的三年技術研發計劃，希望能開發出一套完

整的電動機車的能量管理系統。在本計劃下面分為三個子計劃，子計

劃〈一〉即是本計劃書所提的「電動車整馬達控制驅動器之研究與開

發」，是針對電動車所最常用的無刷馬達及碳刷直流馬達分別設計控

制驅動電路，並測試其性能，子計劃〈二〉及子計劃〈三〉則分別是

針對電池充放電系統及殘電量顯示進行的開發計劃，此三個方向是電

動機車能量管理系統中最重要的部份，亦是關鍵技術之一。

控制驅動電路的設計方式基本上可驅分為以單晶片或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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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構成之程式化驅動控制線路，以及以傳統運算放大器等類比

零件所設計控制驅動線路，前者早於民國七十年就已由清華大學

的王小川教授等設計出來，並應用於清華大學所開發的電動機車

上。後者則由工研院於八十二年製作完成，事實上，由於電動車

的發展已成為世界的驅勢，再加上目前直流馬達的控制泰半皆採

用脈波寬度調變的方式，因此已有很多脈波寬度調變的專屬 IC 如

SG3524 以及 MOTOROLA 公司的 MC33033 等問世，使設計的工

作更為簡化。然而本研究的目的使希望建立一套詳細的設計流

程，以使本技術能夠易於被瞭解及推廣，因此本研究仍採用基本

運算放大器及比較器設計的方式，並詳述其設計原理，以達到技

術推廣的效用。

本研究的目標是建立一套原始的電動機車直流馬達及直流無

刷馬達控制器的設計程序，使得未來業界在做設計時能夠有所參

改，並很容易地依照不同的規格及標準作修正，以達到提高電動

機車性能，降低研發成本的目標。

本研究所採用的元件儘量以市面上常用為主，以降低整體的

成本，唯有些物件採購耗時且經費核撥似嫌太晚，致整體可運用

的試作及實驗時程僅及七個月，致有些測試仍在進行中，無法於

報告中顯示，此為美中不足之處。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電動機車研發雖由來已久，但以往並不興盛，因此其相關文

獻甚少。但對於無刷馬達及碳刷式直流馬達的驅動電路設計，坊

間已有許多書籍探討。由於電動機車所需的馬達控制為開迴路控

制，且功率不同、使用的情況不同、安全考量也不同，因此，一

般書籍所敘述的設計方法，不能完全套用。

一般商用的直流馬達以及無刷馬達控制技術己非常的成熟，並已

有許多現成的積體電路晶片可用，有的積體電路甚至已將功率元件包

含進去，因此使用極為簡易，目前已知對三相無刷馬達而言，其驅動

的積體電路元件即有下列多種[8, 9, 10, 11]，如 LB1620，LB1622，

LB1624，UDN2936W，HA134849，HA13483MP，HA13480NT，

HA13464MP，HA13457NT，HA13441N，HA13406W，AN6631S，

AN3830K，AN3824K，AN3821K，AN8281S，AN8245K，AN830K，

AN3810K，TA7712，TA7736，LB1689，TA7245… … 等。其中包

含了電壓驅動型、電流驅動型、有回授鎖相控制等各種不同的類

型，常用的脈波寬度調變 (PWM)的積體電路亦有 MC3420，

MC33033，LM3524 以及 TA7649… ..等，對於一般常用的碳刷式

直流馬達，其控制晶片亦有 LA5527，LA5528，LA5536，LA5550，

LA5586，LB1609，LB1630，LB1631，LB1644，LB1650，M545432，

M54543AL ， M54546L ， M54547P ， M54548L ， M54549AL ，

M54642L，M54649L，AN6610，AN6612，AN6650，AN6651，

AN6386，AN6662，分別包含了速控全橋式雙向、數控… … .等功

能[8, 9, 10, 11]。一般而言，大部份這些小型馬達的速控驅動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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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包含了一個比較器及一些功率晶體，因此能提供足夠的電

流去驅動小型的直流馬達，較特殊的是 AN6386，內部附有脈波

寬度調變線路，以產生脈波寬度調變的脈波輸出。

以上所述的這些晶片雖然已提供了完善的控制及驅動功能，但大

都不適用於電動機車的馬達控制驅動線路，除電源的規格不符外，在

電動機車的驅動線路中，能源的效率是特別需要要求的重點，這些現

成的功率控制元件，在此方面不一定合乎要求。

在電動車的控制方面，國內最早見諸文獻的研究應屬民國六十八

年至七十年由清華大學王小川教授等人所作的研究[16, 17]。他們以

8748 單晶片產生觸發訊號，並以二個 SCR 作截波器（chopper），以

產生 PWM 訊號驅動一串激式直流馬達，作為電動車的電力來源。這

是以數位單晶片作電動車馬達驅動控制的典型範例。以單晶片作驅動

控制的好處在於，因為其為可程式化，因此規格的修改極為方便，此

外其它的功能亦可附加其上，如電池能量監測，以及異常運轉訊號的

監測等，因此，如此的組合提供了一套功能極強的電動車控制驅動系

統。民國八十一年工研院所提的電動機車技術研究報告中提出了電動

機車控制驅動器的完整架構[4, 5, 6]。其中對直流碳刷馬達以及直流無

刷馬達的控制驅動線路都提出了一些設計理念。民國八十三年成功大

學蔡明祺及孫育義教授[18]則針對無刷同步電動機從學理上著手，研

究其控制方式及效應，並以 H∞理論設計一強健性質之控制器，其實

驗之控制平台則是建立在以德儀公司生產之數值訊號處理器晶片

上。1995 年 Valentine[1]等人曾對電動車的馬達驅動系統作了設計

分析。基本上對於大功率的車用電力馬達驅動系統，他們是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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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IGBT 作為驅動的功率晶體，因為根據他們的分析，一般而

言 250 伏特的 IGBT 其在直流馬達的功率控制上較 200 伏特的

MOSEFT 技術為佳。然而，由於電動機車之電源電壓較低。可供

挑選的大功率低電壓 MOSFET 元件較多，因此上述的結論並不一

定適用於電動機車。除此以外，他們還針對了脈波寬度調變的頻

率進行研究，並建議其最好小於 16K HZ。雖然切換頻率高於 16K

HZ 可減少可聽範圍內高頻噪音的產生，但這卻會嚴重影嚮到功率

元件的可靠度，而且開關的頻率過於頻繁也會使得功率元件開關

時能量的損失增加，進而影嚮到驅動電路整體的效率。另外，它

們也有針對整個元件的電容電感效應進行探討，並建議功率元件

較佳排列方式。

上述的各種早期的研究成果和結論對於本研究極有幫助，在下兩

章中將提出本研究所作的設計以及基本的設計理念，以期對此技

術的發展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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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直流碳刷馬達控制驅動電路設計

第一節  簡介

本研究所採用之直流碳刷馬達為康陽公司電動機車所用之馬

達，其主要的規格如下：

l 額定電流 80 安培

l 最大電流 100 安培

l 瞬間最大電流 150 安培

l 最大輸出功率 1.6 匹馬力

在設計中，是以馬達之額定電流來考慮，整個直流碳刷馬達之系

流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直流碳刷馬達系統架構

PWM 
電路

閘極驅
動電路

功率元
件驅動
電路

電池
速度訊
號輸入

電流限
制電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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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電動機車直流碳刷馬達的控制程序，是由握把旋轉產生一個

電位訊號送入脈波寬度調變線路，以調整脈波開（ON）的時間，此

脈波再送入閘級驅動電路以控制功率元件的導通與否。功率元件導通

時，電流由電池送入馬達而產生扭力。為了防止電流過大損及馬達及

驅動線路，必須加上一電流限制電路，使得電流過大時能夠將脈波寬

度調變的訊號截止，以防止控制驅動電路或馬達受到破壞。在本章

中，整個直流碳刷馬達的設計理念及電路圖將在各節中分別介紹。除

本節作整個概念性的述外，第二節介紹速度訊號輸入電路，第三節介

紹脈波寬度調變線路的設計方法，第四節介紹電流限制電路及閘極驅

動線路，包含了電流的過載時，如何限制電流的大小。第五節則介紹

功率元件的選擇及驅動。第六節則介紹溫度過高時，如何以簡單而有

效的方式限制電流。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與一般機車所用的電源相同以減少直流到直

流電源轉換器（DC-to-DC converter）所需要的成本，計劃執行中所

採用的各種運算於大器都是可使用單電源的元件，如 LM324 和

LM339。由於其運作的電源範圍頗大。因此雖然本研究一律採用 12

伏特的直流電源，但亦可依實際的需求改採 6 伏特之單電源，一般般

而言，使用之電源電壓越低，整個控制驅動電路的消耗功率亦會隨之

降低。

第二節  速度（油門）訊號輸入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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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命令是由機車騎士轉動右手握把所控制，握把所聯接的是一

個電位計，其所輸出的電壓比例於握把旋轉的位置，整個速度命令輸

入電路之設計如圖 3.2 所示。

圖 3.2  速度（油門）訊號輸入電路

其中電容 C1 作為電源穩壓，電容 C2 及 C3 除了構成一低通濾

波器以濾除速度命令電路上所可能產生的突波外 ，亦可形成電動

機車加速度的限制器，因為電容的充電作用，使得輸出電壓增加

之速率受到抑制。但為了讓速度可以不受抑制而迅速地降低，一

個二極體 D1 被加在 C2 和 C3 之間以保証 C3 可以迅速地放電，使

得輸出電壓可以迅速地降低。這樣可以使得機車騎士在紅燈前可以

迅速地降低馬達轉速以增加安全性並降低能源的消耗。

為了達到上述的功能，各電阻值及電容值的挑選須仔細地加以選

擇。其中 R1、R2、R3 的比值關係到輸出電壓的範圍，必須和後面脈

波寬度調變電路的鋸齒波振盪電壓幅度相配合。在圖 3.2 的電路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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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輸出範圖約為 1.7 伏特至 10.3 伏特之間。C2、C3和 R1、R2、R3、

R4合起來構成了一個二階的低通濾波器，對於高頻的突波有較佳的濾

除效果，因此可以使得機車馬達運轉的更平順，但付出的代價是系統

反應較為遲緩，尤其是加速時更是如此，如何挑選適當的電阻和電容

值恐需作實際的騎乘實驗才可求得。若欲增加系統嚮應的速度，則需

增高此濾波器的截止頻率，這可經由降低電阻及電容值達成，但降低

R1、R2、R3的電阻值會增加電路的靜態電流，因此應該儘量以減小電

容的方式為之。

第三節  脈波寬度調變線路

脈波寬度調變線路的功用，主要是依照第二節中所設計的速度訊

號電路送出的電位大小去切割一鋸齒波，並依照兩者的電壓的大小送

出高低兩種電位，若鋸齒波的頻率一定則每個週期中送出高電位的時

間會正比於速度訊號電位的大小。

脈波寬度調變的產生線路可自行以運算於大器和比較器設計，亦

可用市面現有之脈波寬度調變的專 IC 如 SG35424、MC33033 等。採

用基本元件設計具有更改功能設定容易的優點，但採用現成的 IC 可

使電路模組化，簡化電路的設計。圖 3.3 為本研究中所設計之脈波寬

度調變線路，其中 U1:A 為一積分器，R3為電容 C1放電時的限流電阻

R4 為電容 C1 充電的限流電阻。不同的電阻值會使得電容升壓和降壓

所需的時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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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脈波寬度調變線路

U1:A 的積分器和 U1:B 此一具有遲滯的比較器兩者串起來，即構成一

鋸齒波產生電路。在 U1:A 和 U2:B 皆為理想運算放大器的情況下，此

鋸齒波的輸出電壓 VB的振幅在下列的範圍之內

其中  VA：A 點的參改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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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C：電壓源

      VB：B 點（鋸齒波）的輸出電壓

      Vlow：U1:B 運算放大器輸出的最低飽和電壓

      Vhigh：U1:B 運算放大器輸出的最高飽和電壓

而鋸齒波每一個週期所花的時間為

其中  VC：C 點的參考電壓，

因此鋸齒波的振盪頻率可由下式算出

         
T

f 1
=                                         (3 – 5)

（3-5）式的頻率也就是脈波寬度調變的頻率，（3-1）式和（3-3）式

詳細的計算過程請見附錄 A。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運算放大器並非理想且一般非高速的運算放

大器其輸出電壓的昇降所花的時間足以影嚮到整個鋸齒波線路的效

率，因此在設計時須考量此因素並適時修正（3-1）式和（3-3）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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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出之公式。

U2:A 為一單純之比較器，其功能在於將速度命令之電位訊號與鋸

齒波訊號作比較，並送出高低兩種不同的電壓，以構成脈波寬度調變

的訊號，送至閘極驅動電路來開關功率晶體，以推動馬達。這裏要注

意的是，為了與電流過載保護電路的訊號作比較，本研究將脈波寬度

調變訊號的輸出電壓調整至約 0 伏特至 4.9 伏特之間，電阻 R9和 R14

即是作此種調整之用。

前述之（3-4）式和（3-5）式已推導出如何設計所需之脈波寬度

調變的頻率，但如何選擇則所需考的因素就需考量噪音、元件的可靠

度以及效率的問題。一般而言，脈波寬度調變的頻率若超過 16K HZ

則產生的音頻噪音就已超過了聽覺的範圍，但是這種以上的開關頻率

卻會嚴重影嚮到功率元件的可靠度以及增加它們的能量損失[1]。一個

典型的功率元件其功率消耗隨著開關頻率增加的關係可由圖 3.4 看

出。因此必須在頻率、功率元件熱損失以及開關速率三者之間找

圖 3.4  功率元件開關速率與能量損失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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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最佳的平衡點。當然由圖 3.4 來看選擇一種開關迅速的元件似

乎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這也很容易衍生其它新的問題，譬如說電磁

干擾（RFT ,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因此，如何尋求最佳的設

計，似乎很難找到一個通用的規則，只能依考量的因素來作設計，並

儘量減少其它不利的影嚮。

第四節  電流限制電路及閘極驅動電路

電流限制電路主要是在碰到電流過載時限制電流繼續增加或降

低輸出電流以保護馬達及功率元件避免損毀。圖 3.5 為本研究所設計

之電流過載保護線路。

圖 3.5  電流過載保護與閘極驅動電路

在電流過載保護線路中，通過馬達的電流是以一 0.001 歐姆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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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串聯在馬達與功率元件之間，並將其兩端的電壓饋入 U1:A 運算放

大器所構成的差動放大器，由於 R1 與 R2、R3 與 R4 的電阻值相等，

因此其放大倍率會為 R3 / R2倍。得到的放大電壓值最後經過一由 C2

和 R5所構成的低通濾波器由放 Va
+和 Va

-兩端輸入的電壓雜訊很多，

因此此低通濾波器必須要能將這些雜訊濾除，它的截止頻率為

從另一個觀點來看，這個低通濾波器可將微電阻兩端的電壓降

(Va
+ - Va

-)予以〝平均〞，以找出通過馬達的平均電流是否超出我們的

設計值。二極體 D1在此處的功能是防止電容器放電時〝倒灌〞回 U1:A

的運算放大器。U2:A 的比較器是將〝平均〞過後的微電阻兩端電壓

與參考電壓作比較，此參考電壓之值需為設計電流乘上微電阻值，再

乘上述差動放大器的放大倍率來求得。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微電阻在

製造時誤差很大，因此參考電壓必須依照實際的情況逐個作調整。在

本研究中雖以 3.3V 的齊納二極體作參考電壓，但以一精密可變電阻

替代似乎更合乎實際需要。

但電流過載的情況發生 U2:A 會送出一個高電壓的訊號。在無過

載時，U2:A 會送出一個低電壓訊號，但為了在下一級與脈波寬度調

變線路所送出來的脈波訊號作比較，本研究在 U2:A 的比較器輸出後

方增加一個 R7 的電阻。這個電阻並不會影嚮電流過載時高電壓的訊

號，但卻可以將無過載時低電壓的訊號由接近 0 伏特提昇至 1 伏特以

上。

252
1

CR
fC π

=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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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B 除了是一個比較器外，亦是一個閘極的驅動電路。其主要的

功能是當脈波寬度調變訊號處於高電位且，電流無過載的情況下送出

一個高電位，以推動功率元件，而在其它情況下，送出一個零電位以

切斷功率元件，阻止電流通過馬達。為了便於說明整個設計的邏輯觀

念，現將本設計的相關電壓列於下：

l 脈波寬度調變訊號高電壓：5 伏特

l 脈波寬度調變訊號低電壓：0 伏特

l 電流過載時輸出電壓：約 10 伏特

l 電流無過載時輸出電壓：約 1~2 伏特

因此當把脈波訊號置於比較器之非反相端，而電流過載訊號置於

反相端時，只有在脈波訊號處於高電位，且電流無過載時，U2:B 的

比較器非反相端輸入電壓才會比反相端輸入電壓高，使得比較器輸出

高電壓。其它的情況，則非反相端輸入電壓一定會比反相端輸入電壓

低，而使得比較器輸出為低電位，在這裏，本研究利用 R14、R!5的電

阻阻值匹配，將最終輸出電壓定在 5 伏特及 0 伏特。並將此電位去控

制功率元件的閘極。這些電壓值的設定與後面功率元件所設計的導通

電流有關。這一點，將在下一節討論。比較要注意的是這裡 R14、R!5

採用較小的電阻，以提供較大的輸出電流，這樣可減少負載所造成的

影嚮。

第五節  功率元件驅動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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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元件驅動電路的功能是依照前述脈波寬度調變的訊號以及保護

裝置的需求來開關功率晶體。在工研院的研究中是採用 IR 公司的

IR2110 閘級驅動 IC (Gate Driver) 搭配 Fuji 公司的 2MBI1002-060 

IGBT 來作匹配。在本研究中我們以較 2MBI1002-060 IGBT 更新的

2MBI100N-060 作基準與其它的功率晶體比較，決定採用 Harris 公司

所生產的 RFP70N06 MOSFET 作為驅動的功率晶體，兩者的規格如

表 3.1 及表 3.2 所示。經過比較，除了持續電流 2MBI100N-060 達 100

安培，以及耐壓達 600 伏特，較 RFP70N06 的 70 安培 60 伏特為以及

功率較大外，其它方面，尤其是開關時間，RFP70N06 都較

2MBI100N-060 為優。整個功率元件驅動電路如圖 3-6 所示。

圖 3.6  功率元件驅動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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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Harris 公司之 RFP70N06 MOSFET 基本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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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Fuji 公司之 2MBI1002-060 IGBT 基本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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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的實驗中，為減少 RFP70N06 被燒毀的機

率，我們是以兩顆並聯的方式，並限制每一顆之最大導通電流為 40

安培。由圖 3.7 中 RFP70N06 閘極電壓與汲極-源極導通電流的關係圖

來看，所需的閘極電壓約為 5 伏特。

圖 3.7  RFP70N06 閘極電壓與汲極-源極導通電流的關係圖

這也是在圖 3.5 的電流過載保護電路中，為何我們要選取輸出之

閘極驅動訊號高壓電在 5 伏特的原因。當然在實際的商業產品設計

中，該電壓可依實際的導通電流需求而作調整。而只需改變圖 3.5 中

R11 和 R14 兩個電阻的比例即可完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Harris 另外以新製程所生產的 HUF75345 系

列的 MOSFET 可耐較高的操作溫度，也有較 RFP70N06 更低的導通

電阻。可惜目前國內市場沒有現貨，而因時程所限來不及由國外採

購，因此本研究中無法進行實驗。圖 3.8 和圖 3.9 分別顯示這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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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FET 的汲極電流和溫度的關係。

圖 3.8  RFP70N06 MOSFET 之汲極電流與溫度的關係圖

圖 3.9  HUF75345 MOSFET 之汲極電流與溫度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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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3.6 的閘極驅動電路架構中，除了微電阻 R1外，比較要注意

的是 D5二極體。D5二極體的功能是在於疏導馬達線圈因脈波寬度調

變控制使功率元件關閉時所產生的感應電流，因此規格的選擇必需是

其瞬間電流置少能耐到功率原件最高的導通電流以上。否則有可能會

被燒毀，若無 D5 這顆二極體，馬達在功率元件關閉的瞬間會產生一

個極大的感應電動勢，可能會將功率晶體破壞。

第六節  溫度保護線路

由於溫度昇高會對馬達及驅動電路的運作及效率造成很大的影

響，因此在溫度昇高時，有必要對輸入馬達的電流作出限制。在前述

的電路中，本研究並沒有將溫度保護線路納入。但要將其納入極

為簡單，最簡單且經濟的作法如圖 3.10 所示，將原圖 3.6 中最後一

圖 3.10  電流過載及溫度保護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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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比較器，亦即產生閘極驅動訊號之比較器其原來 R11的電阻部份改

由一個由溫度開關所控制的繼電器來選擇。使當溫度超過某一固定溫

度時，譬如 800C 時，閘級輸出電路會將輸出之高電位降低。反應

在功率元件上就會將輸出電流限制在某個安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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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直流無刷馬達的驅動器設計

第一節  簡介

目前市面上所出售的電動機車，如台詮、上暐及新出廠的光陽等

多家大都採用無刷馬達作為驅動的動力源。與直流碳刷馬達相較，永

磁式的無刷馬達其最主要的優點之一是不需碳刷換向，因此適合於持

續高速運轉的環境下工作。且因為少了碳刷磨損的因素，其可靠度亦

較高。但其換向的工作，也因必需由霍爾原件或其它感測裝置來偵測

轉軸角度，以適時導通不同的線圈改變磁場的方向，使得控制驅動的

電路變的較為複雜。圖 4.1 為電動機無刷馬達驅動電路的系統架構圖。

     磁極感測訊號

圖 4.1 電動機無刷馬達驅動電路的系統架構圖

與第三章圖 3.1 的直流碳刷馬達控制驅動電路相較，直流無刷馬

PWM 
電路

閘極驅
動電路 換流器 電池

速度訊
號輸入

電流限
制電路

MM

M

分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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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控制驅動電路多了一個分相器及換流器。而第三章各節所介紹的

速度（油門）訊號輸入電路、脈波寬度調變電路、電流限制電路以及

閘極驅動電路的結構皆維持不變。所不同的是需在電流限制電路和閘

極驅動電路之間加入分相器，以及將原功率元件驅動電路換成更複雜

的換流器。在第二節中，將首先介紹換流器的電路設計；在第三節中

再介紹相關分相器電路的設計。在實驗中，我們採用的直流無刷馬達

的規格如下：

l 接線方式：三相 Y 接

l 額定電壓：48 伏特直流

l 額定電流：14.5 安培

l 輸出馬力：0.58 仟瓦

本章的電路設計都是針對此一直流無刷馬達。必須注意的是，此馬達

的額定電流不高，因此閘極驅動電路的輸出電壓必須作相應的修改。

第二節  換流器

以三相直流無刷馬達而言，其驅動方式有半波及全波兩種。圖 4.2

顯示這兩種驅動方式各有不同的功率原件和線圈接法。由於三相全波

驅動方式之馬達線圈利用率較佳，因此本研究採用三相全波驅動的方

式，由圖 4.2 可知，以此架構設計之驅動裝置共需六個功率元件，而

每個元件導通的時間各是 1200電機角，而且每一個時間只有兩個

導通，以圖 4.2（b）的全波整流方式其 UU 和 UD 兩個 MOSFET 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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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2  直流無刷馬達功率元件和線圈的接線方式。（a）半波驅動（b）

全波驅動

的相差為 600，且導通的順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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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組功率晶體，不可同時導通否則會造成短路。這一

點，在設計分相器和閘極驅動電路時必需注意。以上述之導通順序，

由於同一組之上(U)下(D)兩個功率晶體的導通時期永遠不重疊且相

差 600，因此不會造成短路。

第三節  分相器及閘極驅動電路

除了上一節所述功率元件的分相器及閘極驅動電路必需依照霍

耳元件或磁環所傳遞的角度訊號適時地推動換流器上各個功率元件

外，它還必需配合脈波寬度調變電路以及電流限制電路的訊號，送出

適當的驅動訊號給換流器。本研究中所設計的分相器及閘極驅動電路

如圖 4.3 所示。其中 U1:A、U1:D 以及 U2:A、U2:D 兩組比較器是用來

偵測相關霍耳元件送出之訊號，其導通的邏輯完全按照上一頁和本頁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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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順序並配合這些相關的霍耳元件訊號來使相關的 MOSFET 導

通。圖 4.3 所示的電路即是在編號 PU 的霍耳元件為高

圖 4.3  分相器（一極）及閘極驅動電路

電位及編號 PV 的霍耳元件為低電位時，使控制 U 線圈和電池電源相

接的 MOSFET-UU 導通。而在編號 PV 的霍耳元件為高電位及編號

PU 的霍耳元件為低電位時，使控制 U 線圈接地的 MOSFET-UD 導

通。兩個 MOSFET 的導通時間皆為 1200電機角，而導通時差亦為 1200

電機角（亦即兩者中間必需有 600 電機角的時間差）。控制轉速的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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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寬度調變訊號是由 U1:C 和 U2:C 的比較器的正相端輸入，此比較器

的功能在於當馬達的旋轉軸轉至適當位置時且脈波寬度調變訊號為

高電位時，使得 MOSFET 的閘極導通。



36

第五章 研究結果

本計劃中所有的電路設計成果已分別於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介紹

過，本章僅顯示直流碳刷馬達和無刷馬達之測試結果。

第一節 直流碳刷馬達之測試結果

第三章中所設計之直流碳刷馬達的測試結果記錄於圖 5.1 和圖

5.2，圖 5.1 顯示鋸齒波的波形，圖 5.2 顯示閘極驅動電路輸出之脈波

寬度調變訊號，其電壓對時間的變化圖。

圖 5.1 鋸齒波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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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閘極輸出之脈波寬度調變訊號

從實驗的結果可發現，當閘極驅動電路之輸出在開路時，是一個

漂亮的方波波形。然而，如圖 5.2 所示，當 RFP70N06 MOSFET 一

加上去當負載，閘極的波形就有一些扭曲的現象發生。由實驗得知，

加大閘極驅動電路的輸出電流可以改善此一情況。此外，在某些設計

情況下，加裝一光耦合器（設計圖上並無顯示）以隔開驅動電路與馬

達亦是可考慮的作法。在實驗當中，當以大電流驅動馬達時。功率晶

體 RFP70N06 MOSFET 會快速地發燙，因此需以強制對流的方式予

以散熱。實驗中，馬達的轉速完全由脈波寬度調變訊號的導通時間予

以控制。。

第二節 直流無刷馬達之測試結果

第四章中所設計之直流碳刷馬達的測試結果記錄於圖 5.3 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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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圖 5.3 顯示三個霍耳元件之一的 PU 的輸出波形，其中橫軸為時

間，單位為秒，縱軸為電壓，單位為伏特。圖 5.4 則顯示閘極驅動電

路輸出之脈波寬度調變訊號至 UU 這棵功率晶體，其電壓對時間的變

化圖。

圖 5.3 霍耳元件 PU 的輸出波形

由圖 5.3 可知每一個霍耳元件的輸出波形都是有 1800電機角在高

電位，另外 1800 電機角在低電位。而如前所述，三個霍耳元件的輸

出波形兩兩皆有相差為 1200 電機角，因此可利用這些訊號來作功率

晶體的控制訊號。圖 5.4 顯示這些控制訊號經脈波寬度調變過的閘極

輸出波形。由圖上可看到脈波寬度調變切換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

與圖 5.3 對照，此閘極導通的訊號只有 1200電機角。為了便於觀察脈

波寬度調變的情況，此實驗是以波形產生器產生脈波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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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經脈波寬度調變過的閘極輸出波形

調變的訊號。實驗的結果亦驗證此無刷馬達之制驅動電路工作情

形良好，其轉速完全可由脈波寬度調變的訊號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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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對空污防制之具體貢獻

及應用之可行性分析

機車由於價格便宜、體積輕巧、操縱靈活，早已成為一般民眾

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然而機車雖然引擎排氣量不高，但其所造成的

空氣污染卻極嚴重。基於此，以電動機車取代內燃機機車就成為降低

空氣污染的一個很重要的步驟。然而，電動機車先天上的缺點限制了

它的推廣。主要的缺點包括價格太高以及因電池儲存能量的不足而使

得行駛的哩程數太小。因此如何改進電動機車的能源使用效率以及降

低系統成本就變的非常重要。

本計劃即針對了電動機車馬達驅動控制器的設計作研究。因為

馬達的驅動器控制電路不僅與電動機車的能源使用效率有很大的關

係，且其成本亦佔整個驅動系統很大的一部分。因此，驅動器的設計

理念和方法對於有意進入此工業進行研發的廠商是極為重要的。

在本研究中針對市面上電動機車最常用之直流碳刷馬達和直流

無刷馬達分別設計了驅動控制電路。為了闡述基本的設計理念及提供

基本的技術基礎，研究的過程中並不採用市面上商用之特殊功能晶片

或專用晶片，而採用運算放大器、比較器、功率晶體、… 等最基本的

主、被動元件來作設計並分析其設計的方法以及設計的結果。

    

在直流碳刷馬達的驅動器部份，報告的第三章中提出了速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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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訊號輸入電路、脈波寬度調變電路、電流限制電路及閘極驅動電

路、功率元件驅動電路、及溫度保護電路的設計，並詳述其設計理念

及各主要元件的功能，以便設計開發人員能夠很輕易地依照不同車輛

的特性進行修改。此外，由於功率元件攸關整個驅動電路的效率，而

脈波寬度調變頻率則與功率元件的效率與驅動電路的噪音有極大的

關係。因此，在第三章中亦詳細介紹了在作選擇時所需考率的因素。

所有在該章中所設計的線路都經過實地的測試驗證。

    在直流無刷馬達的設計部份，其泰半電路之設計理念與方法皆與

直流碳刷馬達相同。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換流器及分相器的設計，

這也是無刷馬達驅動電路中較為複雜的部份。在這份報告的第四章中

詳述了分相器的設計理念及設計圖。同樣地，這些設計並不採用商用

的控制晶片及功率晶片，而採用最基本的比較器、功率元件、… 等基

本的電路元件來設計，以便完整地說明電動機車無刷馬達驅動器的設

計理念，整個電路設計亦於實際的測試中獲得驗證。

    綜合言之，本報告中所提出對電動機車控制驅動器的設計理念及

設計電路，基本上已具有相當的完整性。對於有意要從事這方面研發

的人員及廠商應可提供一個技術基礎，可由此繼續改良成為一個成熟

的商品，相信，這份研究結果應可對我國建立自主性的電動機車工業

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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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鋸齒波電路設計

以圖 3.3 中的脈波寬度調變線中之鋸齒線路為例，其構造如圖 A.1

圖 A.1 鋸齒波產生電路

如第三章所述，第一個運算放大器是作為積分器，第二個運算放

大器是作為比較器。在分析其電路的運作時，可將兩者分開來分析。

（一）比較器電路分析

圖 A.2 為從圖 A.1 分離出來之比較器。若不考慮暫態比較器的輸

出只有兩種。一為高飽和電壓 Vhigh，一為低飽和電壓 Vlow。因此當非

反相端之電壓 V+高於反相端之電壓 V-時，比較器會輸出高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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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 比較器電路

電壓 Vhigh。否則就輸出低飽和電壓 Vlow。亦即

Vco = Vhigh      若  V+ > V-

   = Vhigh      若  V+ < V-                      (A-1)

令從 B 端輸入的電壓為 VB，由圖 A.1 可知，VB即是鋸齒波的輸

出電壓。假設鋸齒波的最高電壓為 VB , high，最低電壓為 VB , low，則下

列關係式亦成立，

                                                  

                                                  (A–2)

當輸出電壓由高電位轉為低電位時，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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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輸出電壓由低電位轉為高電位時

因此

因此（3-1）式即可由（A-4）式和（A-6）式得到。

（二）積分器電路分析

圖 A.3 為從圖 A.1 分離出來之積分器

圖 A.3 積分器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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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反饋之反相端之電壓 VCO = Vhigh時，流經電阻 R6 的電流為

其中 Vc為非反相端 C 點之參考電壓。且積分器輸出之電壓 VB變化率

為

但當 VCO = Vlow< VC時，電流由電容器 C1 經電阻 R5 流出，

且

由（A-4）式和（A-6）式可知 VB 的振盪範圍，則每一週期的時間可

由其電壓上昇所需的時間加上電壓下降的時間求出。

（一）電壓上升的時間Δ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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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壓下降的時間Δtf

所以整個週期的時間可由(A-12)式和(A-14)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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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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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很感謝各評審委員的意見。本計劃規畫時即是以建立基本技術能

力為主。在建立之後，當遵循審查意見，戮力創新，以提高技術層次。

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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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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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意見回覆表

感謝各位評審委員的意見。茲將有關的指正回覆如下：

1.有關進度落後的問題現已趕上，原本於初稿中尚在進行之無刷

馬達驅動電路測試及修改，已經完成，此可由第四章的電路設

計及第五章的實驗結果看出。

2.有關結果分析及執行成果的完整性，在本報告中已予以補強。

請詳見第五章及第六章。

3.感謝評審委員對本人有關直流馬達控制驅動電路設計結果方面

的認可。有關其結果，已於第六章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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