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達設計軟體及發展系統  
State-of-the-art motor design System  

  

 
 
 
 
 
 
 
 
 
 
 
 
 
 
 
 
 
 
 
 
 
 

SPEED 設計軟體 

 
對電機馬達設計來說，SPEED 軟體使用簡單且運

算快速、效率高。主要如下:  
 
1. 大小及初步的設計 
2. 性能上的研究及快速存取參數改變的效能評估 
 
 
這個程式包含幾個常用特性: 
 
1. 以圖形摘要編輯矽鋼片的堆疊及軸向的規格 
2. 非結構參數之樣板編輯 
3. 包含電力電子控制器之性能分析 
4. 數值資料、圖形及波形的輸出 
5. 實用方面：例如材料之資料庫，連結到有限元素

軟體及繞組編輯器 
 
   
用 SPEED 軟體作馬達設計是即時互動且快速的。

不過，SPEED 軟體並不能取代工程師的工作。它

沒有判斷力及自動調整的功能。它是協助電機工程

師作特殊計算的工具。 
  
 
SPEED 軟體是由 Glasgow 大學 SPEED 實驗室花費

十年研究時間開發出來的產品，數百種新型馬達設

計已可由 SPEED 軟體來發展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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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DC  
無刷永磁式直流馬達及其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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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DCM  
永磁式直流馬達及其控制 -- 

 有效率之使用者介面 
 技術說明資料的幫助 
 圖形摘要編輯器、樣板編輯器的使用 
 有超過 150 多種輸出參數之設計表 
 轉矩、效率、電流波形及重量、轉動慣

量之計算 
 四種槽位模型的選擇 
 繞組型式有：疊繞、波繞、前進式繞法

及後退式繞法 
 磁石、鐵心、刷子之資料庫之建立 
 轉矩與速度特性曲線圖的取得 
 直流電壓、半導體轉換器、全波整流器、

截波器之驅動 

PC-IMD  
單相及三相感應馬達 -- 

 有效率之使用者介面 
 技術說明資料的幫助 
效率之使用者介面 
術說明資料 
形摘要編輯器、樣板編輯器 
超過 200 多種輸出參數之設計表 
個控制模型，包含弦波、方波和 AC
壓驅動選擇 
夠做出快速磁路之計算 
開路狀態時，可以減少齒部受鏈波影

所增加的損失 
感操作時之反電勢偵測波形 
個標準轉子型式的選擇 
組編輯器：4 個標準的繞組型式、使

者自訂、分數繞之自動繞線 
似氣隙繞組之計算 
形之諧波分析 
限元素之連結 
心與磁石之資料庫之建立與指定 
慮電流諧波注入 
計算出轉換器之切換損失 
流電容分相馬達之平衡操作 
電感與互感及同步電抗之計算 
擬波形包含電流、反電勢和轉矩波形

LT+1，ALT+2…..為快速播放設計圖形
-SRD  
式磁阻馬達及其控制 -- 

過 100 多種參數的輸出設計表 
幾何結構中可自動作磁路之計算 
流與轉矩波形之計算及能量轉換迴路

組上轉矩、效率、電流之計算及控制器

之電晶體、二極體之損失計算 
入及匯出外接磁路曲線 
限元素之連結 
制之範疇，如電流調整..... 
般/短磁通路徑; 單相  

anging (batch design); 鐵心材料之資料

庫之建立 
lt+1, Alt+2… 為快速播放設計圖形 

 圖形摘要編輯器、樣板編輯器的使用 
 有超過 180 多種輸出參數之設計表 
 設計表計算器的應用 
 12 種可完全編輯轉子槽部形式的選擇

 繞組之編輯器；速度與轉矩之特性曲線

 能夠做到動態模擬分析 
 等效電路編輯器；相位圖之設定 
 轉矩、效率、功率因素、電流、及等效

電路之計算，在任何滑差值之電路參數

 能夠考慮長條式(銅條)效應 
 漏磁通與電抗之飽和計算 
 Split-phase motors: apacitor-start / 

capacitor run, permanent split capacitor 
motors ,resistance start/capacitor run etc.
分相式馬達、永磁電容式分相馬達、起

始電容電抗 



 

PC-FEA  
有限元素分析整合 SPEED  

 可以直接地從 SPEED 馬達設計軟

體輸入幾何結構-能即時存取超過

200 種基本馬達結構，包含切換式

磁阻馬達，無刷永磁直流馬達與感

應馬達等 

 自動化網格分析產生器-在使用者

控制下能進行集中節點分析切割

 快速靜磁分析引擎能針對電動機

問題作最佳化分析 

 能把磁場分布情形以圖表與數值

統計圖表示出來 

 只需要按鍵輸入就可輕鬆計算出

您所要的馬達參數與馬達的性能

New SPEED Programs  

即將完成  
 PC-WFC  

繞線式萬用馬達 
 PC-LPM  

永磁式線性馬達  
 

最新功能 
 Scripting/Automation  

 
SPEED 全部的軟體皆可支援微軟的可編輯

與自動化程式，因此 SPEED 能與 MATLAB 
�、Visual Basic �或是其他 Windows �應用

軟體結合使用。 

SPEED 能應用於許多新計算式與不同規劃

設計的程式。 

最佳化演算法能應用在 SPEED 週遭以及相

關程式。而具體用戶的程式能變成完全的

專利。 

能存取全部 SPEED 的輸入輸出參數與步

驟。 

 
SPEED 研發中心致力發展 Flexible
Controllers 已有十多年的時間。目前

應用在航太，汽車與裝備等方面，而

且他們為評估電動機或者完整的驅

動系統的性能提供一個平台， 並且

也被用來發展最佳化驅動產品。 
 
第三代控制器，FCIII，已經被發展

成控制多種不同的電動機類型，並都

具備了廣泛的控制模式可供選擇。

 
它為電動機評估與不同的電動機技

術的比較來提供馬達設計工程師一

個獨特的試驗平台。 

萬用馬達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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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化控制介面,與SPEED馬達設計軟體整合

於一個容易使用的 PC 界面， 一個

建的數據獲取系統與簡易的操作

程，操作人員不需要詳細的控制與

子學知識來讀取關鍵電動機性能

據。 對驅動工程師來說多種控制

擇為驅動性能評估提供了一項特

工具。. 



 

萬用馬達控制器 

 

  

 
 
 
 
 
 

FCIII 整合馬達測試平台 

FCIII 是電動機性能評價的一個試驗平台。其

主要的功能是提供電動機工程師在剛開始的

產品研發循環週期中能快速評估和比較馬達

模擬特性與特殊應用。 
 
FCIII 提供嚴格的靜態和動態的理想測試平

台: 
 
 能直接運算控制全部的內部迴路參數  
 直覺式的使用者介面縮短了學習曲線 
 簡化操作流程,不需複雜控制理論,即可獲

得所需資料報表 
 內建的數據讀取即時監視馬達與系統資

料 
 具被控制負載的力矩與轉速的能力 

為了提供一個完整並整合的馬達設計、模擬與測試

平台與一個連結靈活控制器與 SPEED 馬達設計軟

體，現在正在設計中。由於 SPEED 和 FCIII 界面軟
1. 獨特的靈活性:  
• 不同的電動機技術:它支援下列馬達種類 
     * 交換式磁阻馬達 
     * 直流無刷馬達 
     * 交流永磁馬達 
• 它適應的位置傳感器的範圍: 
     * 解析器  
     * 增數型編碼器 
     * 霍爾效應 
• 運轉模式: 
     * 內部迴路控制 
     * 轉速控制 
• 內部迴路控制選項: 
     * 數位式電流控制  
     * 電壓式脈波寬度調變 
     * 圖表示電流控制 
     * 交換式控制 
• 多功能 I/O 設備: 
     * 5 個類比輸入 
     * 4 個類比輸出 
     * 12 個數位輸入(包含光學與 TTL) 
     * 12 個數位輸出(包含光學與 TTL) 
 
2. 內建的數據讀取模組:  
此模組使得更容易來讀取、顯示與後來分析

的任何參數或是額外的系統參數來輸入

FCIII 使用多功能的輸入。  
  
3. 直覺式使用者介面:   
它發展於 Windows 個人電腦平台具有最大的

便利使用性而且具有保留輸入參數選項，使

一個標準化的測試過程變得更為容易。參數

名稱與專有名詞也與SPEED馬達設計軟體中

的名詞相符。 

體在相同的電腦介面上發展，然後 
 
 

 SPEED 要計算的控制參數能直接從控制器下載

(例如:用於計算最佳射擊角度) 

 即時控制數據能被輸入到 SPEED 軟體裡 (例如: 
建立線上磁性曲線) 

總代理: 傳亞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labvol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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