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Matrix公司提供的訓練設備是為了

汽車產業基礎訓練與大專技職汽車相關科

系所設計的.電路元件模組化讓學生在建立

電路系統時,可以對系統架構、故障排除有

更深入的了解.

    針對電動車動力系統,我們提供自動化

的電機機械訓練系統及混合動力示範系統,

讓學生可以了解油電車及電動車的核心動

力元件運作原理.

電動車馬達、通訊、電子訓練設備

總代理：傳亞實業有限公司   02-23635044      airex@ms10.hinet.net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四號 14 樓          www.labvolt-taiwan.com

使用英國Matrix公司產品做為

教育訓練設備的車廠客戶有：

實驗設備包含 :

    初級 基本電學與磁學

    中級 基本電學與整流電路

         數位電子 -邏輯電路

         馬達與發電機

    高級 CAN Bus 訓練系統

         電機機械訓練系統

         汽車感測器與控制應用

         混合動力車示範系統



汽車CAN Bus訓練系統

CAN bus 訓練系統
(CAN bus training system)

- Arduino 或 PIC 為核心的應用

- 使用 Flowcode 流程圖式語言撰寫程式

- CAN Bus 協定架構與網路

- CAN Bus 的傳送與接收

- 包含錯誤插入模組 ,學生可以學習故障排除

- CAN Bus 的汽車應用範例 :儀錶板、指示燈、

  開關及感測器

- 包含封包分析儀及封包產生器

- 課程規劃教材 :20 小時

學習目標 / 實驗內容:

•  CAN 技術、接線、拓樸與網路

•  CAN 封包架構與物理層傳輸

•  了解 CAN bus協定

•  CAN 系統的緩衝

•  使用CAN 傳送與接收訊息

•  CAN系統的錯誤訊息

•  CAN系統的程式技巧

•  CAN系統的遮罩與過濾器

•  上層通訊協定

•  使用微處理器開發完整的CAN系統

CAN Bus 系統包含四個 node,模擬儀表板、
引擎溫度計、光感測器、旋轉角度感測器、
煞車踏板、方向燈

透過流程圖式語言撰寫傳送訊號程式

CAN Bus 封包分析儀讀取訊號 , 可以完整
解讀封包內容



基本電學與磁學
(Electricity, magnetism and materials)

This kit provides is ideal for those who are studying 
science and electricity . 
The kit is supplied with a set of worksheets that 
cover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and 
introduce electricity.

Learning objectives / experiments:
•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	 Simple circuits
•	 Heat and magnetism
•	 Basic	circuit	symbols	and	Current	flow
•	 Series and parallel circuits
•	 Patterns of voltage and current
•	 Electrical sensors
•	 Relays and electromagnets

基本電學與整流電路
(AC principles for automotive technicians)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AC electrical 
principles. 
A set of worksheets deliver experiments to 
illuminate the theory behind much of the automotive 
electrical technology.

Learning objectives / experiments:
•	 Batteries and their properties
•	 AC signal fundamentals
•	 DC equivalent, peak and RMS values
•	 Reactance, inductance and suppression
•	 Diode and zener diode behaviour
•	 Half	and	full	wave	rectifiers
•	 Battery charging systems

馬達與發電機
(Motors,generators and hybrid)
This course investigates the electrical principles 
behind motors and generators. 

Learning objectives / experiments:
•	 Magnetic	fields,	field	strength	and	flux	density
•	 Electromagnets
•	 Fleming’s left-hand motor rule
•	 DC motor principles
•	 Fleming’s right-hand dynamo rule
•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magnitude 

of the induced current
•	 AC generator principles
•	 Transformer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	 Electrical energy storage

汽車電子(初級與中級)



數位電子-邏輯電路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electronics)
This course covers the basics of digital 
electronics, a core topic in modern 
automotive electrical technology.
It focuses on the use of logic functions and 
shows how these can be delivered through 
conventional discrete gates and through 
programmable logic systems. 
It is accompanied by a comprehensive set 
of curriculum worksheet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Learning objectives / experiments:
•	 Analogue and digital signals
•	 Binary and hexadecimal number systems
•	 A simple logic probe
•	 Truth tables for AND, OR, NOT, NAND, 

NOR
•	 NAND gates and circuits
•	 Microcontroller circuits and logic systems

汽車感測器與控制應用
(Sensors and control in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This kit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le of an Electric Control Unit. Students 
use pre-written programs for the MIAC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 to enable 
them to construct a wide variety of Input - 
Process - Output circuits using sensors and 
actuators typically found in vehicles. 
A full curriculum pack is provided.

Learning objectives / experiments:
•	 DC motors with speed control
•	 Stepper motors
•	 Temperature sensor
•	 Light sensor
•	 Potential dividers and their use
•	 Transistors as switches
•	 Use of relays
•	 ECU action and function
•	 Automotive control systems
•	 Sensor and actuator waveforms and 

signals
•	 Sensors and motor faults

汽車電子(中級與進階)



電動車馬達特性(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訓練系統
(Modern Electrical Machines)

電機機械教學系統透過數位化的控制與量測來
讓學生熟悉各種馬達的特性,連接與操作過程
都具有安全的設計,讓學生不會碰觸到運轉的
元件.

系統特色:

• 安全的操作:所有移動零件都有保護裝置

• 包含六種馬達

• 自動繪製扭力/轉速圖(T/N curve)
• 馬達運轉電壓為24V, AC 或 DC
• 手動控制或是透過電腦控制

• 系統自動量測電流、電壓與功率

• 系統包含電源供應器,提供可變頻率交流電源.
• 六種馬達皆為低功率小型馬達,適合實驗室操作

• 模組化設計,收納及儲存方便簡易

• 可使用Matlab擷取馬達量測資料

• 包含4本實驗教材

Compatibility with Matlab and LabView, allows 
the user to capture data.

系統包含:

• 動力計,具整合負載單元與編碼器

• 直流永磁馬達(可作為直流永磁發電機)

• 直流並激馬達(可作為直流並激發電機及         
直流分激馬達)

• 直流串激馬達(也可作為交流/通用馬達)

• 直流無刷馬達(也可作為交流三相永磁同步

  馬達/發電機)

• 交流單相感應馬達

• 交流三相感應馬達(Δ接及Y接)

• 整合式電源供應器與控制器

• 電腦應用程式介面提供進階馬達控制

三相感應馬達電腦操作
介面 ,內建示波器功能

自動繪製三相感應
馬達 T/N 曲線

內建示波器功能 使用 Matlab 繪製直流馬
達 10V 時的 T/N 曲線

動力計使用鋁合金支架承載 ,右側滑軌設計讓六種不同馬達
可以簡易快速的定位與固定 .耦合連接處具有透明保護套 ,
確保運轉時不會有異物捲入 .

馬達轉速

外接電壓表

外接電流表 電容箱

電容箱開關動力計阻抗

動力計接點

狀態指示燈
直流馬達
電壓控制

直流馬達
接點

交流馬達
電壓控制

三相馬達接點

單相馬達
接點

直流無刷馬達
回授訊號

控制器特色:

• 可選擇直流、單相交流或三相交流輸出

• 整合電壓與電流及功率量測功能

• 可調整動力計負載電阻與串聯繞組

• 可切換啟動與運轉電容



混合動力車示範系統
(Hybrid vehicle demonstration system)

系統使用 PIC 單晶片作為油電系統的控制器 ,
讓學生了解油電混合車馬達、發電機、引擎
及電池之間的控制及電源管理

學習目標 / 實驗內容:
• 串 -並聯油電混合車的電源模式

• 煞車電力回充

• 煞車電力回充的優點

• 影響汽車加速的原因

• 電池電壓、內部電阻、電池容量及 

   充電狀態

• ECU 控制器在各種電源模式切換中的角色

總代理：傳亞實業有限公司   02-23635044      airex@ms10.hinet.net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四號 14 樓          www.labvolt-taiwan.com

混合動力車示範系統

油電混合系統包含馬達 (M)、發電機 (G) 及引
擎 (ICE), 三個元件透過齒輪箱連接 , 飛輪則模
擬汽車輪胎的轉動狀態 .

控制器顯示 :

1. 運轉模式 :引擎、油電、純電、輔助及

   煞車回充

2. 加速狀態及轉速

3. 電池狀態及充放電狀態

4. 碼表功能

能源傳遞路徑 :
A: 引擎消耗的能源
B: 發電機產生的電能回充到電池
C: 馬達從電池汲取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