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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在本篇論文，提出以渦電流方程式理論，並應用近似非線性之磁滯

曲線分析、設計與製作分解式定位感測器。本文，首先一近似分解式定位

感測器的長圓柱低碳鋼，以渦流方程式建立數學模型，用以驗證渦電流方



程式理論與近似非線性之磁滯曲線之可行性，其作法為；一次側通入時變

電流源並由二次側感應電壓以分析其功率耗損、集膚深度與二次側輸出感

應電壓之相位與大小。依模擬結果所獲得長圓柱低碳之電氣參數與實驗數

值相當接近。同時，更進一步針對不同特性之物件的軸向不均勻場建立渦

電流方程式理論，以分析、設計與製作分解式定位感測器。 依本文推導

理論與實驗所獲得之結果；分解式定位感測器之輸出電壓相位與大小、功

率耗損、與集膚深度，可配合其線圈排法精確掌握。所以，對此種可靠性

高、經濟效應大、可在多種複雜環下工作的感測元件，輔以一個具有快速

運算能力、高解析 AD 轉換器即可作為高精度定位之用;廣泛地應用於各種

工具機、液位檢測、光電檢測品管校正、伺服控制等系統中，大幅地提高

了各個系統性能。  

摘要

(英) 

ABSTRACT In this thesis,a new method developed for studying the eddy current is 

used to analyze design a position sensor. At first, a simple model for attiring a 

straight-line approximation to approach the nonlinear hysterical curve includes eddy 

current effect. For a resolving magnetic position sensor, this model is simplified to 

be composed of a law carbon steel bar. And outer-winding coils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bar. According to the inductance output voltage of the secondary 

coils, which is resulted from a time-variable current source, the waveform and 

power loss of the output voltage and the depth of the material, can be clearly 

obtained from this model verified by the experiment measurement.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 a good approximation with the numerical data base on the model is very 

useful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ation of a magnetic position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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