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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訊息

■特集

東方馬達的速度控制馬達可以滿足這麼多需求！
▓ 服務體系

電動滑台選用軟體
線上下載SO EASY！

■教教我吧！馬姐

如何看懂AC調速馬達
轉速—轉矩特性圖?

● 薄型步進馬達

   2相步進馬達PKP系列

● 免SERSOR可高速原點復歸

  步進馬達組合             AZ系列
● 低耗電軸流風扇

  EMU系列

● 速度控制入門款最佳選擇

   AC調速馬達組合US2系列



更多產品特徵介紹，請連結官網

http://www.orientalmotor.com.tw/product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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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馬達的速度控制馬達可以滿足這麼多需求！

希望降低成本！ 希望小型化！ 希望速度穩定！

東方馬達的速度控制馬達
可以滿足這麼多需求！

功能

特
性

備有2種馬達，一為可利用低成本簡單控制的AC調速

馬達，另一為速度控制範圍寬廣、兼具輕巧與高效率

的無刷馬達。

由於皆為閉回路控制，因此即使設備有負載變動，仍

能保持速度安定的控制，實現高穩定性。

客戶可依功能、特性來選購符合需求的最佳產品。

速度控制馬達的產品種類

簡單控制高特性

可上下驅動、對應網路

可進行定位控制、轉矩控制

價格親民、簡單、簡易功能

速度控制

轉一轉

速度控制

轉一轉

US2系列
DSC系列

BMU系列 BLE系列
BXⅡ系列

無刷馬達 輕巧且速度比寬廣

AC調速馬達 簡單、低成本

小型控制器具多樣功能

特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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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馬達的轉子部使用永久磁鐵。

根據馬達內部的霍爾IC（磁氣檢知器）

檢知到的信號，將驅動回路的電晶體切換

ON/OFF，以進行運轉。

【構造】

■何謂無刷馬達？

BMU系列 BLE系列 BXⅡ系列

轉一轉、按一下，輕鬆進行速度控制 實現最高水準的速度控制

●旋鈕設定
●設定速度：4速

●可選擇速度設定方法

（內部、外部旋鈕／外部直流電壓）
●速度設定：16速
●可上下驅動（附電磁剎車）

建議售價（未稅）：7,680元起

建議售價（未稅）：15,720元起

轉 轉 按 輕鬆 最高水準的速度使用資料設定器，提升性能、功能

●可選擇速度設定方法

（內部、外部旋鈕／外部直流電壓）
●速度設定：8速（使用選購配件時）
●可上下驅動（附電磁剎車）

建議售價（未稅）：11,700元起

於馬達後端組裝轉速發電機。以速度控制器

比較轉速發電機的回授信號與設定速度，調

整馬達轉速。 將控制回路數位化後，即可使速度指令值與速度

檢知值的偏差趨近於零，可穩定進行速度控制。

【構造】 【特徵】
●速度控制範圍：90～1400r/min
●速度變動率：±1%（參考值）

●功能簡單易用
●雜訊發生量少
●小型控制器且低成本

●速度變動率：±0.5%以下
●薄型、高效率，有助於實現裝置
   小型化

●有助於節能

■何謂AC調速馬達？

US2系列 DSC系列轉一轉、按一下，

輕鬆進行速度控制 可多段速運轉和上下驅動

●旋鈕設定

●設定速度：1速

建議售價（未稅）：4,380元起

●可選擇速度設定方法

（外部旋鈕／外部直流電壓）

●速度設定：4速
●可上下驅動（附電磁剎車）

建議售價（未稅）：4,840元起

詳細內容請參閱

《大開眼界》系列

技術雜誌。

馬達 轉速發電機

馬達

轉子
霍爾IC

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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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轉矩

起動轉矩

轉速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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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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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続運転領域連續運轉範圍

短時間運転領域短時間運轉範圍

可利用寬廣的速度比進行速度控制。此外，

承受負載時，仍可以一定轉矩、一定速度驅動。

【特徵】
●速度控制範圍： 80～4000r/min

詳細內容請參閱

《大開眼界》系列

技術雜誌。

適用於負載變動的用途

速度變動率（對負載）± 1%※（參考值）
※0∼容許轉矩1000 r/min時



操作簡單
搭載數位顯示面板與設定旋鈕，

可實現「轉一轉、按一下」的直覺操作。

不需要手冊輔助，任何人皆可運用自如、簡單操作。

輸出　6W∼90W

調速馬達組合

US2系列

速度控制入門款最佳選擇

控制回路數位化

速度變動率提高至±1%
AC馬達搭載的轉速發電機會持續檢查轉速，

即使負載變動仍可保持設定速度。

此外，藉由控制回路的數位化，將速度變動

率從−5%提高到±1%（參考值）。

速度變動率（相對於負載）±1％※（參考值）
※0∼容許轉矩1000 r/min時

適用於負載變動的用途。

配線簡單
連接馬達與速度控制器，只要連接電源即可立即起動。

速度控制器內藏連接器和電容器，省去繁複的接線與配線作業。

電容器

異常顯示ALARM
馬達在異常發熱、接線異常、出力軸鎖死等時，

會顯示Alarm，以保護馬達‧速度控制器。

更多產品特徵影片介紹，請連結官網

http://www.orientalmotor.com.tw/products/sc/us2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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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安裝尺寸42mm、60mm後，轉矩更高的85mm全新上市！
並備有各種附電磁剎車的機種。

步進馬達組合

AZ系列

■特徵
●搭載小型、低成本、無需電池的機械式多圈數絕對式編碼器

　＜ABZO編碼器＞

●機械式編碼器，無需電池！

●採絕對式，無需外部檢知器！無需原點復歸！

內建絕對式編碼器（無需電池）

AC 電源輸入
　安裝尺寸85mm 標準型
　安裝尺寸90mm TS／PS／HPG／諧和式減速機型

安裝尺寸60mm，厚度：16mm

2相步進馬達PKP系列提供薄型設計產品種類。

●採薄型設計，有助於裝置薄型化、輕量化

●支援2相雙極接線
 （規格：4條導線、1.5 A/相）

■特徵

2相步進馬達

PKP系列 薄型設計

建議售價(未稅)：1,520元起
※亦提供諧和式減速機型安裝尺寸φ72mm。

產品種類追加

※與MU1238A-11B比較時

搭載無刷馬達，實現低消耗電力。

對應多種電壓，可在單相100-240 V（50/60 Hz）時使用。
無論使用的頻率如何，皆可得到相同特性。

□120mm－38mm厚度
　單相100-240V輸入

AC電源輸入 低耗電軸流風扇

EMU系列

■特徵
●附轉速降低Alarm機種可提早檢知送風能力不足
●消耗電力約減少68%
●壽命60,000小時（約6年）
●對應單相100-240 V（50/60 Hz）
●重量輕，僅0.29 kg

產品種類追加

建議售價(未稅)：22,730元起

標準型 諧和式減速機型

備有標準型、附轉速降低Alarm機種
建議售價(未稅)：980元起

建議售價(未稅)：25,290元起       

建議售價(未稅)：30,32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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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滑台選用軟體電動滑台選用軟體

您有馬達選用計算的煩惱嗎?�

東方馬達提供免費下載電動滑台選用軟體

只要輸入機構或運轉條件，即可快速幫您選出合適產品。

SO EASY !免費線上下載 !免費線上下載 ! SO EASY !

步驟(1) 於東方馬達官網首頁，點選『下載』

步驟(2) 點選『馬達選用軟體』

步驟(3) 點選『電動滑台選用軟體』

步驟(4) 點選『ORIENTALMOTOR LINEAR SLIDES SIZING
Ver.1.1.0 〔72MB〕』進行下載

步驟(5) 安裝

立即前往下載

http://www.orientalmotor.com.tw/service/softwaredl/sizing_slider/#download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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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體 系 電動滑台選用軟體線上下載 SO EASY !



為何原本應產生的轉矩無法使用呢？

這是因為若以使用界限線以上的轉矩運轉，將造成馬達過熱。

此使用界限線是表示『在不超過馬達容許溫度的狀態下可連續

運轉的界限』。這表示若在此範圍內，即使連續（可逆馬達為

30分鐘）使用，也不會形成導致故障的溫度（馬達外殼溫度為

90℃）。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在選用馬達時，『必須以使用界限線以

下的轉矩值選用』囉。那我要趕快來選用看看！

等一下，達弟！『減速機安裝時的容許轉矩』的說明還沒有結

束啊！你看一下圖4。

減速機安裝時的容許轉矩是指組合減速機後的馬達出力軸容許

轉矩值喔。若超過此值，減速機壽命將會縮短，或是容易損

壞。因此，AC調速馬達可使用的範圍是（C）喔。減速機出力

軸的容許轉矩依減速比而有不同，因此要參考目錄或網站內容

仔細確認喔。

好的！我已經知道要怎麼看轉矩特性圖了，我會再試著重新與

客戶的條件比對看看。

順帶一提，達弟你打算向客戶介紹什麼系列呢？不只是轉矩，

你能配合客戶的使用方便性進行提案嗎？

沒問題！這次客戶是希望選用可簡單連接、運轉，也能進行速

度控制的產品，因此我打算介紹US2系列或DSC系列。

你的確掌握到了重點嘛~有進步！

是的！我會帶著自信向客戶介紹！

嗯⋯⋯

怎麼了嗎？是來自客戶的洽詢嗎？

是啊。客戶要求我幫忙挑選AC調速馬達，我確認了轉矩特性圖

之後，發現看不太懂⋯⋯

看來你學得還不夠喔！那麼，來確認看看AC調速馬達的轉速－

轉矩特性吧。

這張特性圖的哪個部份看不懂呢？

老實說，線這麼多，根本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確認啊。

真拿你沒辦法。那麼，我來依序說明吧。首先，從圖1當中，只

將馬達原本可產生的轉矩特性抽出，就如同圖2所示（電源頻

率：60 Hz時）。

就圖2來看，若是在（A）的範圍內，就可以使用吧！？

你太天真了，達弟！確實，馬達可產生的轉矩是在（A）的範

圍，但如圖3所示，有所謂的『使用界限線』喔! 關於轉矩，必

須在此使用界限線以下的（B）範圍內使用喔。

教教我吧！馬姐教教我吧！馬姐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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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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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AC調速馬達的轉速－轉矩特性

圖2. 馬達原本的轉矩特性

圖3. 反映使用界限線的轉矩特性

圖4. 反映減速機安裝時容許轉矩的轉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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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歡迎免費索取 線上登錄 - 官網填寫聯絡資料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tw/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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