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發電機作用原理簡介
蔡賜琳

汽車上必須裝置充電系統，利用發電機，將引擎的機械能轉換成
電能，供給電瓶充電，讓電瓶能隨時保持在充滿電狀態，且能供應汽
車上其他電器使用，也讓電瓶有足夠的電力供應起動馬達來轉動引
擎。汽車上若裝設充電系統，當起動引擎時，則由電瓶供給起動系統
與點火系統之用電；在引擎運轉後，若發電機之輸出電壓高於電瓶電
壓，則其輸出電流不但能供應汽車上之電器使用，也能供給電瓶充

心

電。發電機係由引擎經皮帶驅動，負責將引擎的機械能轉換成電能，
以供應汽車上各電器與電瓶使用，以下內容包含：發電機工作原理及

中

工作情形、橋式整流電路、交流發電機之整流等。

由於單導體在磁場中運動所

一、發電機工作原理

產生之電流非常小，所以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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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係由引擎傳動，負責

轉動磁場中的導線，或轉動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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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線中的磁場，使導線與磁場發
生相對運動，而在導線中產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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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勢(電壓)，其電動勢之方向可
藉由弗來明右手定則來判斷，大
姆指表示運動方向，食指表示磁

都利用多組線圈在磁場中運動，
或利用多組磁場在線圈內運動，
以產生較大的電量；其感應電動
勢 E = −N

∆φ
(－：為感應電動勢
∆t

之方向；N：為線圈匝數；

∆φ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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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時間磁通量變化率， 單位：

流方向，如圖1所示，導體在與磁

韋伯/秒)，即發電機之輸出電壓

力線垂直方向由內往外移動，則

與線圈匝數、磁場強度、轉速成

其電流會由右向左流出。

正比，如圖2所示為線圈匝數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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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線方向，中指表示電動勢或電

電量之比較。

(a)圈數少，發電量少

圖1 弗來明右手定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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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圈數多，發電量多

（c）

圖2 線圈匝數與發電量之比較〔1〕

圖3 線圈在磁場中運動，產生交流電

線圈在磁場中旋轉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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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若經由滑環與電刷輸出，
則會產生交流電，如圖3所示。在
回到B端；在後半圈，電流會由B
端流出回到A端。其電動勢與線圈

圖4 電動勢與線圈旋轉角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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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角度之關係，如圖4所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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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圈產生的電流會由A端流出

由於發電機之線圈會產生交

動方向與磁力線平行），其電壓

流電，但汽車上之電器用電為直

為零；當線圈與磁力線平行時（運

流電，所以，直流發電機係利用

動方向與磁力線垂直），其電壓

整流子將線圈之交流電整流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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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圈與磁力線方向成垂直時（運

流電後再輸出；而交流發電機則
利用整流粒(二極體) 將線圈之
交流電整流成直流電後再輸出。

南

最大。

二、交流發電機的工作情形
（a）

交流發電機係將磁極置於線
圈內，利用磁極旋轉，以磁力線
切割線圈，使線圈感應出電動
勢，為線圈在磁極旋轉一圈時所
產生之交流電變化情形，此稱為
單向交流電，如圖5所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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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6 三組線圈產生三相交流電

心

為了能有效控制發電機之發
電量，汽車用之發電機，都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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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磁鐵改用電磁鐵，電流由電瓶
進入經碳刷、滑環，再進入轉子
線圈(磁場線圈)，以建立磁場。

圖5 交流發電機基本原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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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之電流愈大，磁場愈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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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單線圈僅能產生單向交

流電，其電力太小；為了能有效
產生電力，汽車上之發電機都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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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組靜子線圈，彼此間隔為
120°，在磁極旋轉一圈時，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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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組交流電，稱為三相交流
電，其相位差為120°，如圖6所
示。

子線圈之發電量就愈大；通入之
電流愈小，磁場愈弱，靜子線圈
的發電量就愈小。
目前汽車用之交流發電機，
為了提高發電量，都將靜子線圈
的匝數增加；為了使輸出電壓較
穩定，則採用多對磁極，其磁極
對數愈多，輸出電壓愈穩定，如
圖7所示為6 對磁極式之交流發
電機，其每一組之靜子線圈由6
組小線圈串聯而成，所以在轉子
轉一圈時，能產生18 個週波之交
流電，平均每20°即有一個交流波
出現，若再經全波整流，則有36
個正半波，使其輸出電壓更穩
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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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橋式整流電路〔2〕

圖9 正半週工作及輸出波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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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交流電壓的負半週輸入

時，如圖10所示，對二極體D2與

圖7 6對磁極之交流發電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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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形成順向偏壓，而對二極體D1

與D3 則形成逆向偏壓。因此，電
流從次級線圈下端流經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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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橋式整流電路

D2、負載電阻RL、二極體D4，回到

圖8所示為一種全波整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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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於二極體接成電橋型式，
所以稱為橋式整流電路。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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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的正半週輸入時，如圖9所
示，對二極體D1 與D3 形成順向偏
壓，而對二極體D2與D4則形成逆向

次級線圈上端形成完整迴路。此
時負載電阻RL 兩端仍然獲得上
正下負的輸出電壓，如圖10所
示。結合正、負半週的輸出電壓
波形，得到如圖11所示的輸出波
形。

偏壓。因此，電流從次級線圈上
端流經二極體D1、負載電阻RL、二
極體D3，回到次級線圈下端形成
完整迴路。此時負載電阻RL 兩端
產生上正下負的輸出電壓，如圖9
所示。

圖10 負半週工作及輸出波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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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橋式整流的輸出波形〔2〕
圖13 第Ⅰ組線圈之全波整流〔1〕

四、交流發電機之整流

電流若由第Ⅱ組線圈流

出三相交流電後，須經3個正整流

出，第Ⅰ組線圈流回， 則其電
流流程如圖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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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發電機之靜子線圈感應
粒與3個負整流粒(共6個)作三相
負載，如圖12 所示，其作用情形

荷→D4 整流粒→ 第Ⅰ組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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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 第Ⅱ組線圈→D2 整流粒 → 電器負

中

全波整流後再輸出至電瓶與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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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第Ⅱ 組線圈之全波整流〔1〕

2.第Ⅱ、Ⅲ組線圈產生之交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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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若由第Ⅱ組線圈流出，第Ⅲ
組線圈流回， 則其電流流程如
圖15所示。

圖12 三相交流電之全波整流〔1〕
＊第Ⅱ組線圈→ D2 整流粒 → 電器負

1.由第Ⅰ、Ⅱ組線圈產生交流

荷→D6 整流粒→第Ⅲ組線圈。

電，電流若由第Ⅰ組線圈輸
出，第Ⅱ組線圈流回，則其電
流流程如圖13所示。
＊ 第Ⅰ組線圈→D1 整流粒 → 電器負
荷→ D5 整流粒 → 第Ⅱ組線圈。

圖15 第Ⅱ組線圈之全波整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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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Ⅲ組線圈→ D3 整流粒 → 電器負

電流若由第Ⅲ組線圈流

荷→D4 整流粒→ 第I 組線圈。

出， 第Ⅱ組線圈流回， 則其電
流流程會如圖16 所示。
＊第Ⅲ組線圈→ D3 整流粒 → 電器負
荷→D5 整流粒→ 第Ⅱ組線圈。

圖18 第Ⅲ組線圈之全波整流〔1〕

另外有些汽車為了使輸出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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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更為穩定，及防止輸出電壓之
脈動波干擾到較精密的電器，會

中

在發電機輸出端之B線頭與搭鐵

圖16 第Ⅲ組線圈之全波整流〔1〕

間並聯一個濾波電容器， 以便將
微量起伏之波形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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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第Ⅰ、Ⅲ組線圈產生之交流

電，電流若由第Ⅰ組線圈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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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第Ⅰ組線圈之全波整流〔1〕

電流若由第Ⅲ組線圈流
出，第Ⅰ組線圈流回，則其電流
流程如圖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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