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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扇馬達使用注意事項

原文刊載於一丞通訊 VOL.5/6 1996.8./9.

一、前言

    隨著夏季氣溫的㆖升，許多氣冷式散熱器的風扇馬達開始發生故障。風扇馬達是

氣冷式散熱器的熱傳心臟，㆒但風扇馬達發生問題，就等於宣告整個冷凍系統故障，

因此在選購氣冷式冷凝器，就不得不㊟意風扇馬達品質的好壞。面對著市面㆖各式各

樣的風扇馬達，在外觀形式幾乎大同小異的狀況㆘，如何去購買到品質㊝良的風扇馬

達，對使用者而言的確是㆒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在本文㆗除了介紹㈲關風扇與馬達的

搭配問題外，並介紹標準的馬達設計製造過程㆗的相關事㊠。希望透過本文的淺顯介

紹，能提供各位讀者在選購氣冷式散熱器時，㆒個參考的指標。

二、如何選用合適的風扇馬達

    風扇馬達是氣冷式熱交換器用來產生強制氣流的主要工具，在㆒般氣冷式系統㆗

常用的扇葉可概分為軸流扇、離心扇兩大類。離心扇與軸流扇比較，在相同的風量㆘，

所能產生的靜壓值較高，㆒般應用於長管路的空調系統㆗。相較於空調系統，在冷凍

冷藏系統㆗，通常空氣在㆒個較小的封閉空間循環，因此壓力損失不若空調系統大，

且風量需求大，所以大多採用螺旋槳式軸流扇（propeller axial fan）。冷凍冷藏系統㆗，

由於空間較小，因此系統㆗所㈲的空氣動力來源，大多全由氣冷式熱交換器本身的風

扇來產生氣流（急速凍結系統㆗，為講求高風速，會再增加軸流扇以輔助提高氣流風

速。），所以扇葉與馬達搭配的成敗不但關係到熱交換器本身能力的發揮，還牽涉到系

統㆗氣流的分佈問題。

    本文主要是探討冷凍冷藏系統㆗風扇馬達的問題，因此僅就螺旋槳式軸流扇與馬

達的搭配作㆒探討。

    早期台灣的冷凍冷藏技術開始萌芽時，對於馬達與風扇的搭配並無深入的研究，

因此只要是能夠轉動，可以吹出風的扇葉就拿來當作氣冷式熱交換器的扇葉。所以初

期經常㈲㆟將通氣用的排風扇使用於熱交換器㆖，雖然表面㆖似乎可以用，但實際㆖

卻是相當浪費能源。排風扇設計使用的目的是將空間內的空氣抽出，在使用時風扇的

進出口處都沒㈲風道阻礙，因此其設計靜壓值並不大。但是在熱交換器的管排㆖使用

時，在風扇的吸風口或出風口處會㈲管排存在，風扇在設計㆖就必須考慮這些管排所

形成的阻抗。以往將排風扇葉使用於氣冷式熱交器㆖時，㈲㆟會誤以為風量不足，只

要增加風扇馬達的馬力數應該就可以彌補風量的不足，但實際㆖排風扇原本就不是設

計給進出口㈲東西阻礙的狀況，本身的性能根本無法滿足實際使用的需求，因此即使

不斷的加大風扇馬達的馬力數也是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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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即為相同尺寸之螺旋槳扇與排風扇在同㆒馬達㆖所表現的㈵性曲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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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㆒㆗，我們可以明顯發現到，在相同的靜壓值時，熱交換器所使用的螺旋槳

扇葉較㆒般排風扇要來得大。表㆒為在相同的管排㆘，排風扇與蒸發器專用風扇的風

量與馬力比較表，由表㆖可發現排風扇雖較專用風扇多大約㆒成的風量，但是馬達所

需的馬力數卻足足大了㆒倍，相當浪費能源。且排風扇並不是在其最㈲效率的條件㆘

工作，因此部份能量變成馬達的發熱，造成無謂的能源浪費。

表㆒

排風扇 蒸發器專用風扇

風量（cmm） 206 186
馬達馬力數（HP） 1/2×2 1/4×2

使用管排 5/8"，4 排×12 支×5.5'，5FPI

    ㆒般在設計氣冷式熱交換器的風扇馬達時，會決定所要設計的能力值、管排的尺

寸，然後決定出管排的表面風速、風量。當管排的表面風速、風量㆒但決定以後，通

過管排的壓降便可以決定出來。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風量，計算出此㆒管排的各種壓

降，這時候熱交換器的系統曲線便可以決定出來，如圖㆓所示。如果，圖㆓的 A 點，

是我們想要的操作點，此時我們可以依照所要選用的扇葉尺寸，找出該扇葉的性能曲

線，然後將扇葉性能曲線疊在系統性能曲線圖㆖，如圖㆔所示。此時由 A 點即可對應

出使用此㆒風扇所需要的馬達轉速以及馬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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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搭配方式是在設計時的㆒個考慮流程。通常扇葉的供應商都會提供扇葉的性

能曲線圖，給使用者作為選購搭配馬達的依據。而對於熱交換器製造商㉂製的扇葉，

通常是針對本身熱交換器的需要，不斷的嘗試錯誤與實驗測試，找出最佳的扇葉條件

後，再進行開模製造。

    在實際應用㆖，扇葉的選用較為簡單，除了計算所需要的風量與靜壓外，在使用

前必須要進行㆒㊠重要的校正工作，就是角度校正與動態平衡校正。如果扇葉沒㈲進

行角度校正，容易在運轉時發生㊧㊨晃動的現象，容易造成馬達固定機座遭受破壞。

當進行完角度校正的工作以後，必須接著進行動態平衡校正。當扇葉角度校正完成後，

扇葉運轉不會發生㊧㊨晃動的問題，但是如果扇葉的重量不平均，在運轉時容易發生

偏心運轉，對馬達的心軸造成影響，長久運轉將容易造成馬達的損毀。標準的氣冷式

熱交換器製造商在使用扇葉前，㆒定會進行角度校正與動態平衡測試以保證扇葉在動

態運轉㆘能保持平衡。

    其實只要扇葉選出來後，由㆖述的步驟，我們不難選出㊜合設計條件的馬達，但

是這樣就是否就可以找到㊜合氣冷式風扇馬達？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使用風扇馬達所

處的環境也必須要列入考慮，才能夠選用到合㊜的馬達。在散熱器㆖所使用的馬達就

必須要考慮以㆘幾個因素：

1. 必須要能在高溫㆘長時間運轉。

2. 防㈬、防塵。

而在低溫冷凍的應用場合使用的馬達所考慮的因素除了防㈬問題以外，還必須包含耐

低溫的條件要求。此部分將在後面的文章㆗加以討論。

    由於散熱器所處的環境溫度較高，

因此馬達必須要能在高溫㆘運轉而不㉃

損壞。馬達在驅動扇葉轉動時，由於負

載的關係部分的能量會變成線圈的發

熱，這些熱量將會積存於馬達內部，這

些熱量如果㆒直累積在馬達內部㆗，將

造成馬達溫度㆖升，效率㆘降，對於線

圈的絕緣會㈲相當程度的減損。高溫除

了會對線圈發生影響外，對於馬達的軸

承也會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如圖㈤所

示，在㆒般的馬達操作溫度㆘（60〜95
℃），軸承的壽命在 35000〜90000 小

時，但是㆒但溫度㆖升到 120℃時，軸

承的壽命僅剩㆘ 1000 小時，因此馬達

的溫度㆖升必須要控制良好，否則將造

成壽命的短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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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㈤、 馬達軸承壽命與溫度的關係

因此在馬達設計時，必須考慮馬達內部熱量排除的問題。通常為了要將這些熱量消

除，製造商會在殼體㆖留部分的通氣孔，以利熱量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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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通氣孔卻容易造成馬達的另㆒個嚴重問題。在台灣，由於空氣污染相當嚴

重，空氣㆗的塵埃、懸浮粒子多，㆒但採用通氣孔式的外殼設計，塵埃很容易經由通氣

孔進入馬達內部，再加㆖台灣㆞區屬於高溼的海島型氣候，溼氣與灰塵進入後，將造成

軸承失效、甚㉃線圈銹蝕的情形，最後導致馬達損毀。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採用通氣孔

式馬達的進口散熱器，在台灣使用㆒段時間後便經常發生故障的問題。由於國外的空氣

品質較佳，空氣㆗的懸浮粒子少，不易㈲灰塵進入馬達㆗，所以採用通氣孔式外殼的馬

達不易發生問題。

   

圖㈥、 開放式外殼馬達  圖㈦、 全密式外殼馬達

為克服空氣污染問題，全密型外殼的馬達就在這種情形㆘被開發出來。此種全密式

機殼的散熱方式是利用外殼㆖鰭片，將馬達內部產生的熱量經由殼體鰭片擴散到大氣

㆗，使內部溫度保持在安全的溫度範圍㆘，維持馬達效率。全密型機殼的㊝點是，外殼

採取密封式，灰塵與溼氣不易進入，因此可以完全避免空氣污染所造成的馬達損壞。

儘管馬達製造商的製造測試㈾料顯示馬達的性能沒㈲問題，但是在氣冷式熱交換器

㆗，其系統的壓力阻抗會隨著運轉時間㈲所變化，而且其所處的環境溫度也會㈲所變

化，所以風扇馬達選用後，還必須要進行實際的「匹配測試」，以了解在實際的應用場

合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實際應用㆗，冷凝器會因使用時間久造成管排被灰塵堵住，

而致使管排的過風通道減少，造成系統壓力阻抗㆖升。同樣的，在蒸發器的應用場合時，

霜的形成，也將造成管排的過風通道減少，管排的壓力阻抗提高。因此為使風扇馬達在

實際應用時，避免發生負載過大而燒燬的情形，氣冷式熱交換器製造廠會針對每㆒種應

用於管排的風扇馬達事先進行㆒連串嚴苛的測試，以確保風扇馬達的可靠性。除了實際

量取風量外，並會在馬達線圈㆖安裝溫度量測裝置，使管排在各種條件㆘進行㆒連串的

測試，確保馬達線圈的溫度可以維持在安全的範圍內。圖㈧即為氣冷式熱交換器製造廠

對新開發的風扇馬達所進行的測試結果。

在圖㈧㆗所顯示的狀況是風扇馬達安裝於散熱器的管排㆖，置於大氣㆗，此時管排

的回風面完全不加以遮蔽，開始通電運轉，觀察馬達線圈溫度㆖升的情形。當溫度達到

穩定以後，再逐次將回風面積減少，模擬管排被堵塞的狀況。如此將風扇馬達的線圈溫

度完全記錄㆘來。由圖㈧可以發現，此㆒風扇馬達即使在最惡劣的狀況時（亦即管排完

全被堵塞的狀況㆘），其線圈的最高溫度仍低於 80℃，如果使用於冷凝器，考慮通過馬

達的外氣溫度在 45℃的情形，線圈的最高溫度仍不會高於 110℃，低於線圈絕緣材質的

劣化溫度（130℃），所以此風扇馬達使用於對應的管排，即使在最惡劣的狀況㆘仍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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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風扇馬達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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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㈧、馬達溫升測試

說明：

Ⅰ：正常負載  （模擬管排正常使用狀況）

Ⅱ：異常負載 1（模擬管排輕度異常狀況）

Ⅲ：異常負載 2（模擬管排㆗度異常狀況）

Ⅳ：異常負載 3（模擬管排重度異常狀況）

而對於應用於冷凍系統㆗的馬達，必須要考慮在低溫㆘的運轉狀態。因此使用於低

溫環境的馬達必須要進行低溫測試。其測試步驟如㆘：

1.低溫耐用測試是將所要測試的馬達放入低溫環境室㆗，在-40℃的低溫㆗連續冷凍 12 小

時後，測定啟動電壓、電流、轉速等㈾料。

2.於-40℃的環境㆗，連續運轉 1〜2 小時後量測各線圈溫度，並記錄其電壓、電流、轉速

㈾料。

3. 於-40℃的環境㆗，停止馬達運轉 3〜4 小時，再啟動馬達，並記錄其電壓、電流、轉速

㈾料。

4.重複 2,3 步驟計㆔次。

通過以㆖低溫測試的馬達才可以使用於低溫環境㆗。

當然馬達在製造過程㆗的精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後的運轉性能與壽命。馬達的製

造㊠目㆖可以分結構、電氣與壽命等方面討論，以㆘將就製造的考慮要㊠進行說明。

馬達的製造馬達的製造馬達的製造馬達的製造

    馬達是屬於旋轉電機，是將電能轉換成機械能的㆒種裝置。利用電磁原理將電能轉

變為機械能，其主要包含電系統、機械系統、定子轉子間的耦合。當然在這㆒連串的轉

換過程㆗會㈲能量的損失，這些損失包含了電阻損失、摩擦與風阻損失、能量場的損失。

這些損失會以熱量的形式逸散於大氣㆗。馬達性能的表現全在於如何將損失降到最低，

除了設計佔㈲極重要的因素外，製造技術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以㆘將就設計製造

對性能的影響做㆒簡單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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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由於馬達是將電能轉換產生機械能，

因此結構對於運轉順暢與否以及機械損失

佔㈲極重要的因素。

圖㈨為馬達結構圖。馬達是利用電磁感

應原理來轉換動力，在殼體內具㈲㆒漆包線

圈纏繞的定子，用以產生推動位於馬達㆗央

的轉子，轉子與軸連接，形成機械動能輸

出。在殼體的前後兩端都㈲用以支撐軸的軸

承。

軸轉子

定子

軸承
軸承

線圈

圖㈨、馬達結構圖

A.真圓度

為獲得良好的轉換效率，轉子與定子間的距離通常單邊維持在 0.3mm 的距離，在

這麼狹小的距離要能高速轉動，如果轉子本身的真圓度不佳，很容易造成轉子與定子間

的摩擦，造成馬達故障的問題。因此，轉子與定子真圓度對於馬達性能㈲相當大的影響。

為使定子與轉子間的磁阻變化減少，並維持運轉平順與減少雜音，轉子表面會作成

斜型溝槽。當斜型溝槽加工過後，如果不將轉子表面進行精密車削的加工，轉子的真圓

度與表面粗糙度在狹小的空間㆗運轉，將對馬達造成極大的損害。

標準的馬達製造商都會對轉子本身的真圓度進行品管，將轉子表面進行精密車削，

獲得良好的真圓度與表面粗糙度，以確保馬達的性能。除了轉子本身的真圓度外，前後

蓋軸承座的真圓度也是重要的品管㊠目。

B.同心度

由於馬達靠電磁產生轉動動作，而轉動的平順與否將直接影響到性能，因此整個馬

達各部分的同心度必須要經過嚴格的品管。如果定子的㆗心點、轉子的㆗心點、軸承、

前後蓋間的同心度誤差過大時，經過長時間運轉很容易因偏心運轉而發生故障。

C.軸承

軸承在運轉過程㆗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軸承的精度如果不佳，馬達運轉不順

暢，無形㆗增加馬達本身的負載，降低效率。因此選擇精度良好軸承是良好馬達的必備

要件之㆒。軸承良窊將直接影響到馬達的機械損失，如選用品質低劣軸承，很容易縮短

使用壽命。

尤其使用在冷凍冷藏系統蒸發器的軸承更必須要具備耐低溫的㈵性，如前所述，低

溫用途的馬達必須經過低溫反覆停止運轉操作，確定軸承在低溫㆘運轉不致發生問題。

D.外殼

馬達外殼最主要是用來安裝與保護馬達內部的機件。由於馬達在運轉過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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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與能量損失的關係，線圈會產生熱量。因此外殼的散熱性要良好。

為降低馬達的重量，增加安裝時的簡便性，外殼多採取鋁合㈮材質。採用鋁質外殼，

除了降低重量外，也可以利用鋁合㈮易於加工的㈵性，與外殼㆖製造出增加散熱效果的

鰭片。

置於室外的馬達必須要㊟意防㈬措施，以防止㈬進入內部造成故障。

E.震動

馬達運轉時，如果本身的震動大，不但容易引起噪音，在長期運轉㆘，也會造成

固定結構的強度疲乏。因此，新開發馬達的單體震動測試，在結構㆖是相當重要的測試

㊠目。

將馬達放置於震動儀㆖，通電使其運轉，記錄其 X、Y 方向的位移偏離量。㆒般

來說，氣冷式熱交換器馬達單體的震動必須小於 30µ以㆘，否則即容易造成噪音與馬

達固定結構的損壞。許多氣冷式熱交換器為減輕產品重量，採用鋁合㈮殼體，如果馬達

本身的震動過大，容易造成固定結構的損壞。因此，氣冷式熱交換器製造商在選用新馬

達時，都會㊟意馬達是否通過震動測試。

F.結構強度

馬達在運輸搬運過程㆗免不了受到碰撞與衝擊，因此設計完成的馬達必須要經過落

㆘衝擊試驗。此種試驗是將馬達依照出廠的包裝方式包裝完全，然後將其由㆒米高度㉂

由落㆘。然後進行各㊠檢查，看是否㈲所損壞。通過此種測試，才能確保㈰後馬達在正

常的運輸過程㆗，不㉃因搬運而導致故障損壞的情形。

馬達的供電導線在配線過程㆗，經常會遭受到拉扯等動作，因此導線必須要通過引

張強度試驗，才可以避免配線過程㆗，因拉扯的動作，致使導線斷落發生故障的情形。

在單相電源的馬達㆗，出口的兩條線必須要承受 4kg 的拉力 1 分鐘，不發生斷落的情形

才算合格。

電氣電氣電氣電氣

電氣㈵性對於馬達的耐久運轉、噪音、震動與安全性㈲極大的影響。㆘面就各㊠電

氣㈵性來探討對於馬達性能的影響。

A.磁場平衡

用於氣冷式熱交換器大多為使用單相與㆔相電源的感應電動馬達，使用單相電源的

感應馬達利用電容器切割成 A、B 兩相，使其相位差成為 90 度，建立旋轉磁場而使馬

達運轉。由於產生的磁場屬於脈動磁場，因此如果 A 相、B 相所產生的磁場發生不平衡

現象時，很容易使馬達運轉過程㆗發生震動與噪音的情形，致使效率低落，減損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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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溫度保護裝置

    如前所述，馬達在能量的轉換過程㆗會㈲

能量的損失，這些能量的損失將轉換成熱能形

態表現，由內部發散出來。雖然馬達都㈲散熱

裝置（通氣孔、散熱風扇或具㈲鰭片的散熱外

殼），但是如果發生散熱不良的情形，將使得熱

量不斷聚積在馬達內部，致使溫度㆖升，發生

悶燒現象。當發生這種情形時，容易使馬達內

部的絕緣材料因高溫而劣化，縮短壽命，而且

容易發生危險。因此為防止溫度的提升，標準

馬達必須裝㈲溫度保護開關，以防止馬達因溫

度過高而發生危險。

室溫

溫

度

℃

時間（分鐘）

線圈

圖㈩、馬達過負載測試

使用於氣冷式熱交換器的風扇馬達，如果沒㈲㈵別要求，通常使用的線圈絕緣等

級為 B 級，最高容許溫度為 130℃，因此溫度保護開關在 120℃時就必須開始動作，將

馬達的電源切斷，防止溫度繼續升高，以免發生危險。圖㈩即為馬達溫度保護開關的測

試情形。

在這個測試㆗，我們將負載逐漸增加，使馬達過負載，因此線圈的溫度逐漸升高。

由圖㆗可以發現，在 170 分鐘的時候，線圈溫度到達約 120℃時，保護開關即開始動作，

切斷電源，避免線圈溫度繼續㆖升。當線圈溫度㆘降到安全範圍時（在 190 分鐘約 75
℃），溫度保護開關又使電力恢復，馬達再繼續進行運轉。如不將負載除去，同樣的馬

達線圈溫度又再繼續㆖升，㉃溫度保護開關動作，將電源切斷。

此㆒測試最主要是要確保當馬達發生過載，溫度㆖升超過安全極限時，溫度保護

開關能㈲效動作。在氣冷式熱交換器製造廠為預防馬達過載時發生危險，新開發馬達機

種時會進行如㆖所述之㆒連串過載測試，以確保溫度保護開關遇狀況時能正確動作。

C.線圈之凡立㈬塗佈

馬達線圈組裝後，標準的作業程序必須在線圈㆖塗佈凡立㈬，提高線圈的絕緣程度

並具㈲固定線圈的效果。

標準的凡立㈬塗佈方式，是將線圈定子部分完全浸入凡立㈬㆗，使凡立㈬徹底包圍

線圈的每㆒個部分，當滲入完成後，必須要將其送入烘乾爐㆗，以定溫方式將其烘乾。

此㆒烘乾過程㉃少要 10 小時才可以使凡立㈬乾燥。

經過㆖述的塗佈程序後，凡立㈬才能均勻㆞將線圈包裹，達到絕緣的功效。

早期的馬達製造設備不足，因此凡立㈬的塗佈是利用㈬瓢將凡立㈬澆在馬達㆖，然

後利用㈰晒方式將凡立㈬乾燥。此種方式凡立㈬無法滲入線圈的每㆒部份，無法提高線

圈的絕緣性。同時採用㈰晒方式，灰塵容易進入，故障率提高。且由於㈰晒的溫度不均

勻，無法控制，因此乾燥效果與品質皆無法掌控，造成故障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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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電氣測試

  1.絕緣測試

馬達的絕緣性是否良好，關係到安全性與耐久運轉。因此㆒個良好的風扇馬達在設

計製造過程㆗，必須經過絕緣測試，確定無誤後才能正式生產，當然在生產過程㆗亦必

須對產品依照規定進行抽檢動作。

絕緣測試必須要針對馬達進行耐電壓的測試，通常進行絕緣測試時，將馬達通以

1800 伏㈵的高壓交流電 1 秒鐘，線圈與殼體的絕緣電阻要在 100MΩ以㆖才算合格。

2.拘束測試

  新設計完成的馬達必須要再進行拘束測試，此㊠測試的目的與過載測試相同，主

要是確保風扇馬達的安全性。拘束測試遠比過負載測試的條件來得嚴苛，其測試方式是

將馬達軸心拘束固定，使其完全無法轉動。馬達持續通電 24 小時，測試結果必須無發

煙發㈫的情形，且線圈溫度必須低於 150℃，通過如此嚴苛的測試條件才能確定此㆒新

開發的馬達，其安全性無問題。當然，對於已經正式生產的馬達，亦必須遵循品管原則，

對馬達進行拘束品保測試！

3.電容器端電壓與安裝

  如前所述，使用單相電源的馬達，利用電容器產生相位差。而所使用的電容器都

㈲其耐壓極限，為避免供電來源不穩定，造成電容器發生爆炸危險，因此對於新開發馬

達必須進行電容器的端電壓測試。其測試條件將馬達置於正常運轉狀態，以 110%額定

電壓供電，其電容器的端電壓值必須要低於電容器的電壓極限。

  為確保安全性，電容器與馬達的殼體必須㉃少要㈲ 3mm 以㆖的距離（CNS 國家

標準），並做好絕緣措施。部分馬達製造時為節省成本，僅使用牛皮紙作為電容器與殼

體的隔絕，此㆒方式很容易發生安全性㆖的問題，在選購具㈲電容器馬達時必須要㈵別

㊟意！

長期壽命與可靠度長期壽命與可靠度長期壽命與可靠度長期壽命與可靠度

㆒個品質穩定的馬達必須要通過耐久壽命測試，以確保其品質與可靠度。通常標

準的馬達設計完成後，通過㆖述的種種結構性與電氣方面的考驗，接㆘來必須要進行長

期壽命的測試。

㆒般長期壽命的測試分為兩階段，第㆒階段為 0 ㉃ 12000 小時的連續運轉，第㆓

階段為 12000 ㉃ 24000 小時的連續運轉。當第㆒階段結束後，必須要進行拆解分析，

了解馬達的老化情形。同樣的，第㆓階段結束以後，也必須要進行拆解分析，檢查馬達

的各種狀況，以作為確保品質的依據。

同時，專業的馬達製造廠會針對所生產的產品進行可靠度統計。目前在加工技術的

進步與改良，馬達的可靠度已經高達 99.7%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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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氣冷式熱交換器主要是利用空氣側的強制氣流來達到熱交換的目的，因此產生氣流

的心臟元件---扇葉與馬達相當的重要。扇葉與馬達的搭配不當，不但無法發揮應㈲的效

能，同時還造成能源損耗與噪音的問題。而馬達更是㆒門專業的製造技術，如果馬達的

品質不良，很容易發生故障問題，影響到熱交換器的正常運轉。

本文僅就選用風扇馬達應㊟意的事㊠進行研究探討，也希望此㆒淺顯的討論能提

醒大家在選購氣冷式熱交換器時，必須要㊟意到風扇馬達的重要性！最後提供幾點使用

氣冷式熱交換器的㊟意事㊠供大家參考，以防止因疏忽造成馬達發生故障的情形：

1.經常清潔冷凝器的回風面，減少灰塵阻塞的機會，防止馬達過負載。

2.使用於室外的風扇馬達，雖然具㈲防㈬結構，但最好仍應避免直接淋雨或噴㈬。

3.散熱器應置於通風良好的㆞方，以維持散熱器的能力，並避免馬達過熱。

4.蒸發器如因除霜不足，導致結冰的情形時，應儘快將冰清除，並檢討除霜時間，以免

結冰導致馬達過載。

5.當扇葉㈲抖動現象時，應立即更換扇葉，避免長時間震動導致破壞性故障。

6.必須遵守廠商的規定，不可任意變更風扇與馬達的匹配，造成馬達過負荷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