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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phasePolyphase Systems Systems 1/21/2

單相系統（所供應的功率不甚穩定，對若干用途單相系統（所供應的功率不甚穩定，對若干用途
頗為不利）外，交流電路中尚有所謂的「多相系頗為不利）外，交流電路中尚有所謂的「多相系

統（統（PolyPoly--phase systemphase system）」）」。。

多相系統，係由多個相位不同的單相交流系統所多相系統，係由多個相位不同的單相交流系統所
組成。若以相數來區分，則可分成二相、三相、組成。若以相數來區分，則可分成二相、三相、

四相及六相等多種，其間的相角差為四相及六相等多種，其間的相角差為 360360°°//nn（（nn為為
相數）。相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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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phasePolyphase Systems Systems 2/22/2

效率高，每一瞬間的功率穩定度高。效率高，每一瞬間的功率穩定度高。

三相平衡，各相間相差三相平衡，各相間相差120120°°；若每相的電壓、電流大小與；若每相的電壓、電流大小與
某一單相相同，則某一單相相同，則視在視在功率功率（（apparent powerapparent power ））為單相的為單相的
三倍。三倍。

就相同額定的機械設備或控制設備而言，「三相者」遠比就相同額定的機械設備或控制設備而言，「三相者」遠比
「單相者」還小，重量也較輕，成本較低。「單相者」還小，重量也較輕，成本較低。

在輸配電系統中，就相同負載功率與線路損失而言，「三在輸配電系統中，就相同負載功率與線路損失而言，「三
相」的用銅量僅為「單相」的百分之七十五。相」的用銅量僅為「單相」的百分之七十五。

三相馬達的啟動較方便，具有穩定的轉矩，運轉情況也比三相馬達的啟動較方便，具有穩定的轉矩，運轉情況也比
單相馬達穩定。單相馬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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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hase Generator Three Phase Generator 1/21/2

 Each of the three ac voltage is 120Each of the three ac voltage is 120°° out of phase.out of phase.

In the phasor domain In the time domain

三相三相ac voltageac voltage間的間的
相位差為相位差為 120120∘∘



交流發電機交流發電機工作原理工作原理1/4

 電樞轉動式交流發電機電樞轉動式交流發電機：與直流發電機相似，電樞：與直流發電機相似，電樞
在靜止的磁場中旋轉，產生的交流電由電樞上的滑在靜止的磁場中旋轉，產生的交流電由電樞上的滑
環導出，易出現火花。環導出，易出現火花。

 磁場轉動式交流發電機磁場轉動式交流發電機：有一靜止的電樞繞組與一：有一靜止的電樞繞組與一
旋轉的磁場繞組；靜止的電樞繞組被旋轉的磁場所旋轉的磁場繞組；靜止的電樞繞組被旋轉的磁場所
切割，導致交流電壓由固定的電樞繞組輸出到負載切割，導致交流電壓由固定的電樞繞組輸出到負載
。。



電樞轉動式電樞轉動式vs.vs.磁場轉動式磁場轉動式



交流發電機交流發電機工作原理工作原理2/4

 直流電流進磁場線圈直流電流進磁場線圈（轉子），產生磁力線。（轉子），產生磁力線。

 當磁場線圈轉動一圈，靜子線圈（靜子）就產生一當磁場線圈轉動一圈，靜子線圈（靜子）就產生一
次交變的交流電。次交變的交流電。



交流發電機交流發電機工作原理工作原理3/4

 三組線圈可在轉子每轉一周產生三相交流電，且電三組線圈可在轉子每轉一周產生三相交流電，且電
壓高峰在轉子轉過時壓高峰在轉子轉過時，高峰處互隔，高峰處互隔120 120 °°。。

一對磁極



交流發電機交流發電機工作原理工作原理4/4

 增加磁極數，可使轉子每轉一周發電的次數增加。增加磁極數，可使轉子每轉一周發電的次數增加。
發電次數為發電次數為33××磁極對數磁極對數。。

三對磁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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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hase Generator Three Phase Generator 2/22/2

 Phase voltages of a threePhase voltages of a three--phase generatorphase generator

三相三相ac voltageac voltage有相同有相同
的的peak valuepeak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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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c Representation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YY--connectedconnected：把發電機的個別繞組看作是：把發電機的個別繞組看作是
一個一個獨立電源獨立電源，，與外界負載直接連接，為與外界負載直接連接，為
「「YY形接法」形接法」。。

△△--connectedconnected：將發電機的：將發電機的三線圈頭尾相連三線圈頭尾相連
，形成一閉合迴路，為「△形接法」，形成一閉合迴路，為「△形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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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Connected Connected 1/61/6

把三相交流發電機各相繞組看作是一個獨立電源並分別接把三相交流發電機各相繞組看作是一個獨立電源並分別接
上負載，需要用六根導線，這種接法並不符合經濟原則。上負載，需要用六根導線，這種接法並不符合經濟原則。
如果把三個相繞組的其中一端連接在一起，並引出一個公如果把三個相繞組的其中一端連接在一起，並引出一個公
共端子，稱為中性點（共端子，稱為中性點（Neutral pointNeutral point），用符號），用符號““NN””來表示來表示
，由中性點的引出接線稱為中性線，簡稱中性線（，由中性點的引出接線稱為中性線，簡稱中性線（neutral neutral 
conductorconductor），而餘下的三個端子稱為相繞組的端子。），而餘下的三個端子稱為相繞組的端子。

由這三個端子引出的接線稱為由這三個端子引出的接線稱為相繞組端線相繞組端線，簡稱，簡稱端線（端線（
line conductorline conductor），俗稱為火線），俗稱為火線。。

對平衡三相系統而言，中性點是否引出，並不影響系統的對平衡三相系統而言，中性點是否引出，並不影響系統的
工作。在一般情況下，常將中性點接地，以大地代替中性工作。在一般情況下，常將中性點接地，以大地代替中性
線以策安全。線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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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Connected Connected 2/62/6

A three-phase, four-wire, Y-connected generator

相電壓相電壓

線電壓線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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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Connected Connected 3/63/6

The voltage between terminals A, B, or C and the The voltage between terminals A, B, or C and the 
neutral point Nneutral point N（（EEANAN、、EEBNBN、、EECNCN））are called lineare called line--
toto--neutral voltagesneutral voltages（或稱為（或稱為相電壓相電壓），），and the and the 
voltages between A and B, B and C, or A and Cvoltages between A and B, B and C, or A and C（（
EEABAB、、EEBCBC、、EECACA））are called line voltagesare called line voltages（（線電壓線電壓
）；）；

另外，流通於另外，流通於terminals A, B, or C terminals A, B, or C 與與neutral point neutral point 
間的電流，如間的電流，如IINANA、、IINBNB、、IINCNC稱為稱為相電流相電流。。流通於流通於
導線中的電流，如導線中的電流，如IIAAAA、、IIBBBB、、IICCCC稱為稱為線電流線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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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Connected Connected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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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Connected Connected 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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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Connected Connected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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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Δ-- Connected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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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hase SystemsThree Phase Systems

將三相電源加上三相負載，即成為完整的三相系將三相電源加上三相負載，即成為完整的三相系

統（統（ThreeThree--phase systemphase system），若負載也是平衡，），若負載也是平衡，
即稱為三相平衡系統。即稱為三相平衡系統。

三相電源有三相電源有YY形接法與△形接法，而負載也有形接法與△形接法，而負載也有YY形形
接法與△形接法。接法與△形接法。

因此，三相系統可能有因此，三相系統可能有YY--YY系統、系統、YY--△△系統、△系統、△--
△△系統、△系統、△--YY系統與四線系統與四線YY--YY系統等五種。系統等五種。



三相系統三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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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Y Connected SystemsY Connected Systems

Source用E，Load用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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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8Example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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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8Example 5.8

強調：三相就是3個
獨立的相，每一相有
電壓源與負載，電壓
源與復在間可能還有
其他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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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Δ--ΔΔ Connected SystemsConnected Systems

If the impedances If the impedances 
of the of the connecting connecting 
wireswires are zeros.are z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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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9Example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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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9Example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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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Power of Three PhaseTotal Power of Three Phase

The total real, apparent, and reactive power to a The total real, apparent, and reactive power to a 
balanced load can be determined using the concepts balanced load can be determined using the concepts 
introduced. introduced. 注意：使用相電壓、相電流計算power

負載端每一個負載端每一個BranchBranch上的元件經串並聯整合後以上的元件經串並聯整合後以R+jXR+jX呈現呈現。。因因
此，其消耗與儲存的電能分別為此，其消耗與儲存的電能分別為PPTT與與QQTT。。

負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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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10Example 5.10

負載端的線電壓
負載端每個branch

線電壓相電壓

相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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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10Example 5.10

由 z = 4+j8即可推算power factor = 0.447 Lagging 

利用相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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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ΔΔ ConnectedConnected

 YY--YY系統與△系統與△--△△系統因電源側的電壓電流關係與負載側的系統因電源側的電壓電流關係與負載側的
電壓電流關係相似，在分析上比較簡便，但在電壓電流關係相似，在分析上比較簡便，但在YY--△△系統與系統與
△△--YY系統中，因電源側與負載側的關係不同，分析上比較系統中，因電源側與負載側的關係不同，分析上比較

複雜。因此，為了分析上的簡化起見，複雜。因此，為了分析上的簡化起見，可將負載由△形可將負載由△形
轉換成轉換成YY形，或將形，或將YY形轉換成△形，以配合形轉換成△形，以配合電源側電源側
的需要的需要。。

 Z
3
1ZY

YZ3Z 

改變負載端為原則



DeltaDelta--Delta ConnectionDelta Connection 1/2

（已知）

Source與load中間沒有其他元件

推算出load端的相電壓，且相電
壓就是線電壓。

電壓源

Source與load中間沒有其他元件



DeltaDelta--Delta ConnectionDelta Connection 2/2

負載端每一個branch或每一個相的負載

輕易的求出相電流

輕易的推出線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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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 EXAMPLE 1 

 A balanced positiveA balanced positive--sequence sequence wyewye--connected connected 6060--Hz Hz threethree--
phase source has linephase source has line--toto--neutral voltage of neutral voltage of VV=1000V.=1000V. This This 
source is connected to a balanced source is connected to a balanced wyewye--connected load. connected load. Each Each 
phase of the load consists of a 0.1phase of the load consists of a 0.1--H inductance in series with H inductance in series with 
a 50a 50ΩΩ resistanceresistance. . Find the line currents, the lineFind the line currents, the line--toto--line line 
voltages, the power, and the reactive power delivered to the voltages, the power, and the reactive power delivered to the 
load.load. Draw a Draw a phasorphasor diagram showing the linediagram showing the line--toto--neutral neutral 
voltages, the linevoltages, the line--toto--line voltages, and the line currents. line voltages, and the line currents. 
Assume the phase angle of Van is zero.Assume the phase angle of Van is zero.

負載端



3535

EXAMPLE 1EXAMPLE 1
0.10.1--H inductance + 50H inductance + 50ΩΩ resistance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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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1/2

負載的相電流naAN
IΦ

VAN=EΦ

負載端每一個branch上的Impe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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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2/2

Y組態（負載端）
相電壓線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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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

 Consider the circuit as shown. A deltaConsider the circuit as shown. A delta--connected source connected source 
supplied power to a deltasupplied power to a delta--connected load through wires having connected load through wires having 
impedances of              .                   The load impedancimpedances of              .                   The load impedance are .           e are .           

The source voltages are.The source voltages are.

Find the line current, the lineFind the line current, the line--toto--line voltage at the line voltage at the 
load, the current in each phase of the load, the power load, the current in each phase of the load, the power 
delivered to the load, and the power dissipated in the delivered to the load, and the power dissipated in the 
line.line.

 301000Eab  901000Ebc  1501000Eca

 4.03.0 jZline

630 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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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
630 jZ 

Source與load都轉成Y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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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1/4

YYY jXRZ 

由線電壓轉成相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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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2/4

LOAD端 Y型 線電流，也是相電流

LOAD端 Y型 相電壓

LOAD端 相電壓線電壓型 送到負載的送到負載的 real powerreal power？？

kW435.89P3P
kW812.29RIP

Atotal

YaA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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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3/4

型 線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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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4/4

Source與Load間的連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