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二十六屆『自動化工程師』暨第十二屆『機器人工程師』證照考試－Level 2 / 機器人中階 電機機械 試卷 

考試日期:2022/12/03 

 
1/2 

 
注意事項: 1. 請以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2. 試題、答案卡及計算用紙均需繳回。 

一、 選擇題：(共 35題，每題 2分) 

1. 以 60Hz交流電源驅動下，何種電動機可能達到 4000rpm轉速？ (A)繞線式轉子感應 (B)永磁式同步 (C)鼠籠式感應 (D)串激式直

流 電動機。 
 

2. 三相感應電動機並聯進相電容器的目的為何？ (A)幫助啟動 (B)增加轉矩 (C)降低線路電流 (D)吸收突波。 
 

3. 有關改善步進馬達高速扭力下降對策，下列何者有誤？ (A)採用額定電流大的馬達，同時驅動器的驅動電流也加大 (B)採用額定

電流大的馬達，驅動器的驅動電流維持不變更 (C)相同額定電流馬達，使用直流電源時，將電壓源選用較大型號馬達&驅動器(例

如由原先 24V，改用 155V) (D)相同額定電流馬達，將原先使用交流電壓源&驅動器改用直流電壓源(例如由原先 AC 110V，改用 DC 

24V)。 
 

4. 有關轉矩馬達下列何者有誤？ (A)通常極對數(pole pair number)偏高 (B)多採中空設計(hollow shaft) (C)轉速動輒數十萬 rpm 

(D)使用者也可以自行設計外殼。 
 

5. 下列有關步進馬達之敘述何者錯誤？ (A)步進角極小，一般採開迴路控制 (B)可由數位信號經驅動電路控制 (C)在可轉動範圍內，

轉速與驅動信號頻率成正比 (D)當驅動信號停止時，馬達仍會繼續轉動，然後才慢慢停止。 
 

6. 三相、6極、Y接繞線式轉子感應電動機，若輸入電源為 60Hz及線電壓為 220V，試求轉子旋轉速度為 1120r/min時，其轉子導體

電流頻率為 (A)3.4 (B)4 (C)4.4 (D)5 Hz。 
 

7. 一每轉 200步之步進馬達，以每秒 1000步之速度旋轉，其角速度為 (A)5 (B)15.7 (C)31.4 (D)6.28 rad/s。 
 

8. 感應電動機的變頻驅動控制中，在額定頻率以下操作時，下列有關磁通控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A)保持磁通為最大的固定值 (B)

保持磁通為最小的固定值 (C)磁通隨電壓增大而變小 (D)磁通隨轉速增大而變小。 
 

9. 有一額定 280V、10HP、50Hz四極 Y接之感應馬達，滿載時之轉差率為 5%，則此馬達滿載時轉子的轉速為多少 rpm？ (A)1425 (B)150 

(C)75 (D)25。 
 

10. 已知一馬達驅動仰角 30度的輸送帶時，馬達的輸出轉矩為 100牛頓-米，假設荷重及速度不變，當仰角為 45度時，馬達的輸出轉

矩約為多少？ (A)100 (B)120 (C)140 (D)150 牛頓-米。 
 

11. 大型空調之冰水主機使用下列何種馬達？ (A)直流 (B)感應 (C)同步 (D)步進 馬達。 
 

12. 直流電機使用中間極的目的為 (A)增加轉矩 (B)減少鐵損 (C)減少銅損 (D)抵消電樞反應。 
 

13. 直流機低於基準轉速運轉。若欲降低電樞電流，可 (A)降低磁場電流且提高電樞電壓 (B)提高電樞電壓且提高磁場電流 (C)降低

電樞電壓且降低磁場電流 (D)降低電樞電壓且提高磁場電流。 
 

14. 一具 10馬力、220V、1200rpm、40A的他激式直流電動機由單相全控整流器所驅動。電動機的電樞電阻為 0.25、電壓常數

Ka=0.2V/rpm。當整流器輸入為 250V，觸發角=30°時整流器之輸出電流為 40A、連續且無漣波，則此時之轉矩約 (A)46.7 (B)68.5 

(C)76.4 (D)85.63 牛頓米。 
 

15. 以下何者不適合做為同步電動機啟動的方法？ (A)加裝阻尼繞組(amortisseur winding) (B)降低交流電源電壓 (C)降低交流電源

頻率 (D)外掛原動機(prime mover)。 
 

16. 三相感應電動機之定子旋轉磁場係由下列何種方式產生？ (A)定子繞組輸入平衡三相電源 (B)永久磁鐵 (C)由轉子磁場耦合得到 

(D)定子繞組輸入直流電源。 
 

17. 如果鐵心的磁通路徑中有氣隙(air gap)存在，則氣隙有效截面積應相較於氣隙兩端鐵心之截面積 (A)大 (B)小 (C)相等 (D)視鐵

心材料而定。 
 

18. 三相感應電動機以 Y-△繞組切換啟動，但因故障，切換失敗，仍以 Y接繞組運轉，最終會 (A)相當於降低電壓運轉，轉速降低 (B)

相當於提高電壓運轉，轉速增加 (C)相當於降低電壓運轉，轉速提高 (D)相當於提高電壓運轉，轉速降低。 
 

19. 有一台 6 極三相感應電動機，同步轉速為 1200rpm。若電動機之轉差率為 5%時，則轉子繞組中電流之頻率應為何？ (A)1 (B)2 (C)3 

(D)0 Hz。 
 

20. 若他激式直流電動機之機械負載轉矩固定不變，當電源電壓下降時，流入電動機的電流 (A)增大 (B)減少 (C)不變 (D)不一定。 
 

21. 10kW，200V直流分激發電機，已知電樞電阻為0.2歐姆，場繞電阻為100歐姆，當以額定電壓輸出，額定功率輸出時，轉速為1800rpm。

忽略電刷壓降，請求出輸出電流減半時，欲維持端電壓不變，則轉速應為 (A)1721 (B)1757 (C)1763 (D)1782 rpm。 
 

22. 關於步進馬達失步原因與改善，下列何者敘述有誤？ (A)將速度調慢，加減速時間拉長，確定初速有設定 (B)檢查保持力矩是否

足夠(RUN/STOP電流調整是否恰當) (C)信號入力端電流值是否足夠，電流是否在 10~20mA之間 (D)步進馬達運轉溫度是否過低。 
 

23. 下列何者不屬於無刷直流馬達之基本元件？ (A)永磁式轉子 (B)換向器 (C)轉子位置感測器 (D)三相、四相或多相繞組之定子。 
 

24. 對於同步機轉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凸極式轉子磁阻力大，不適合高速旋轉 (B)凸極式轉子磁阻力小，不適合高速旋轉 (C)

凸極式轉子其轉子轉軸較長，適合高速旋轉 (D)圓筒型轉子其轉子轉軸較短，適合高速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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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請以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2. 試題、答案卡及計算用紙均需繳回。 

25. 下列何類馬達較適合以弱磁操作(flux weakening)達到高速運轉？ (A)步進馬達 (B)內置永久磁鐵交流永磁同步馬達 (C)表貼式

永久磁鐵交流永磁同步馬達 (D)以上皆是。 
 

26. 某 1000馬力，3300V，6極，60Hz三相 Y接同步電動機，接於三相 60Hz之交流電源，則該電動機輸出轉速為 (A)1500 (B)1200 (C)1000 

(D)750 rpm。 
 

27. 馬達在使用交流電源時，何種因素可用來控制馬達之轉速？ (A)振幅 (B)相位角 (C)頻率 (D)以上皆可。 
 

28. 目前往返上海浦東機場與市區的磁浮式高速列車，是用下列那一種馬達進行驅動？ (A)直流馬達 (B)交流感應馬達 (C)伺服馬達 

(D)線性馬達。 
 

29. 不常使用於現今伺服馬達的回授元件有？ (A)編碼器 (B)解角器 (C)光學尺 (D)轉速發電機。 
 

30. 旋轉永磁伺服馬達用光學式編碼器回饋給馬達驅動器，下列何者不是常用的信號格式？ (A)TTL脈波訊號 (B)1伏峰對峰正/餘弦

類比訊號 (C)直流訊號 (D)數位串列訊號。 
 

31. 單相、110V、60Hz、4 極、90W之感應馬達，使用減速比 5：1減速機，則此系統之轉速為若干？ (A)360 (B)1,800 (C)1500 (D)1200 

rpm。 
 

32. 下列何者非伺服馬達控制的特性？ (A)閉迴路控制系統 (B)開迴路控制系統 (C)可做定位控制,速度控制，扭力控制 (D)需要

encoder(編碼器)回饋馬達狀態。 
 

33. 三相感應電動機之轉子構造，最常採用者是 (A)鼠籠式 (B)繞線式(C)鐵筒式 (D)以上皆非。 
 

34. 根據美國國家電機製造協會(NEMA)之標準，依感應電機的啟動和運轉特性設計分類，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A類設計：具有

正常啟動轉矩、正常啟動電流、低轉差 (B)B 類設計：具有正常啟動轉矩、低啟動電流、低轉差 (C)C 類設計：具有高啟動轉矩、

高啟動電流、低轉差 (D)D類設計：具有高啟動轉矩、低啟動電流。 
 

35. 如圖為繞有 N匝線圈的鐵心，鐵心之長度為 lc、截面積為 Ac，相對導磁係數為𝜇𝑟，真空中的導磁係數為𝜇0，則鐵心磁阻與下列何

者成正比？ (A)𝜇𝑟 (B)𝜇0 (C)Ac (D)lc。 

 
 
 

二、 填充題：<<以下為填充題，請用原子筆在答案紙作答，勿直接填入試卷的空格內>>(共 15題，每題 2 分) 

1. 馬達的繞組的導體損失(銅損)與其電流成 ________ 比，與繞組的等效電阻成 _____ 比。 
 

2. 單相雙電容感應電動機會在轉軸上裝置 ________________ 開關，用以切換電容值。 
 

3. 一部 250V他激式直流電機其電樞電阻為 2.5Ω，當驅動一定值轉矩負載其轉速為 600rpm時，其電樞電流為 20A。若選用一部工作

頻率為 400Hz、250V的截波器來控制此馬達，請問驅動此定值轉矩負載，若要讓轉速降為 400rpm，則須調整截波器的運轉比率比

(duty ratio)為 ___________________。 
 

4. 某一 4相步進馬達，其轉子凸極數為 18，請問其步進角為幾度？__________。 
 

5. 線性直流無刷馬達，如果動子是電樞繞組，則定子通常裝置 _____________。 
 

6. 安裝永磁直流電機之電動腳踏車，假設轉矩（Y軸）轉速（X軸），騎乘於上坡路段直流電機工作於第幾象限？ ________________。 
 

7. 單相感應電動機之起動法包括分相繞組法、電容起動繞組法與蔽極式起動法等三種，每種方法均可使電動機獲得 __________ 個

大小相同的旋轉磁場以驅動電動機朝某方向轉動。 
 

8. 220V、5hp、三相四極 60Hz鼠籠式感應電動機，若滿載轉速為 1720rpm，則其半載轉速約為 ___________ rpm。 
 

9. 分別以ωmc、ωm代表臨界角速度與電動機目前之轉速時，欲判斷直流外激式電動機之電樞電流是否連續，則當ωmc>ω時，可判斷

其電樞電流為 ___________________；當ωmc<ω時，可判斷電樞電流為 ___________________。 
 

10. 一三相 Y接同步馬達，具有 2000馬力，2100V，60Hz，20極，同步阻抗為 2.5，功率因數為 1，則其額定最大轉矩為 ______________。 
 

11. 直流馬達為消除電樞反應，會在主磁極表面加裝 _____________。 
 

12. 三相鼠籠式感應電動機為減少啟動電流，啟動時將鼠籠式感應電動機定子線圈接成Δ型接續或是 Y 型接續？________________。 
 

13. 欲使磁阻式電動機產生最大磁阻轉矩，則定子與轉子磁場應相差 ________ 度。 
 

14. 某一 PWM型直流-直流轉換器的工作頻率為 400Hz、300V，若調整 PWM轉換器的責任比(duty ratio)為 0.3，則 PWM轉換器的輸出

直流電壓為 __________。 
 

15. 當導線中有電流通過時，導線周圍會同時出現 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