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研究計畫 

[1] 獨立型微電網系統技術發展與應用(1/2) ，科技部，104.1.1 ~ 104.12.31，共

同主持人 

[2] 大功率併網型轉換器開發(1/2)，科技部，104.1.1 ~ 104.12.31，共同主持人 

[3] 單線相位型電力載波之 LED 系統研製，能源科技計畫，104.1.1 ~ 104. 12.31，

主持人 

[4] 節能型智慧無線監控系統平臺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應用之研究-子計畫:

無線感測智能監測網路系統之設計與研製(III)，科技部，103.8.1 ~ 104.7.31，

共同主持人 

[5] 大功率併網型轉換器開發，科技部國家能源型計畫，103.4.1 ~ 103. 12.31，

共同主持人 

[6] 獨立型微電網技術發展，科技部國家能源型計畫，103.4.1 ~ 103. 12.31，協

同主持人 

[7] 新型交流-交流轉換器應用於動態電壓恢復器之研製，科技部，103.8.1 ~ 

104.7.31，主持人 

[8] 具能量回充與不斷電功能之電梯系統研製，科技部，103.6.1 ~ 104.5.31，主

持人 

[9] 新型交流穩壓器之評估與分析，經濟部工業局即時輔導計畫，103.3.1 ~ 

103.7.31，主持人 

[10] 預測型數位控制之寬輸出降壓-升壓功率因數修正器研製，國科會，102.8.1 ~ 

103.9.30，主持人 

[11] 節能型智慧無線監控系統平臺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應用之研究-子計畫:

無線感測智能監測網路系統之設計與研製 (II) ，國科會， 102.8.1 ~ 

103.10.31，共同主持人 

[12] LED 緊急照明燈之研製，國科會應用型產學，102.6.1 ~ 103.8.31，主持人 

[13] 剎車回充與 CANopen 控制之雙向轉換器於電動車研製，能源科技研究計

畫，102.1.1 ~ 102.12.31，主持人 

[14] 直流智慧微電網研究(3/3)，國科會，101.12.1 ~ 102.11.30，協同主持人 

[15] 太陽光電能之微型隔離式最大功率追蹤器研製，國科會，101.7.1 ~ 102.9.30，

主持人 

[16] 智慧型無線感測監控系統平臺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應用之研究-子計畫:

無線感測智能監測網路系統之設計與研製(I) ，國科會，101.8.1 ~ 102.10.31，

共同主持人 

[17] 具無線感測之植物燈系統研製，國科會應用型產學，101.6.1 ~ 102.7.31，主

持人 

[18] 分散式之太陽光電能系統研製，能源科技研究計畫，101.1.1 ~ 101.12.31，主

持人 

[19] 智慧型電梯節能技術研發(3/3) ，國科會，100.10.1 ~ 101.9.30，共同主持人 

[20] 四旋翼無人航空載具之非線性動態研究與飛行控制器研製，國科會，100.8.1 

~ 101.9.30，共同主持人 

[21] 分離式變壓器於 LLC 轉換器之應用與分析，中國鋼鐵，100.4.1 ~ 101.3.31，

共同主持人 



[22] 新型交流截波器應用於感應馬達系統之研製，國科會，99.11.1 ~ 100.10.31，

主持人 

[23] 智慧型電梯節能技術研發(2/3) ，國科會，99.10.1 ~ 100.9.30，共同主持人 

[24] 太陽能直流供電系統-最大功率追蹤器之精緻化研究，國科會，99.8.1 ~ 

100.7.31，主持人 

[25] 電源系統建模與整合研究，中科院，99.7.1 ~ 99.11.30，主持人 

[26] 低磁損失及 EMI 鐵芯之實際應用與分析，中國鋼鐵，99.1.1 ~ 99.12.31，共

同主持人 

[27] 再生煞車與低漣波轉矩控制之雙向轉換器研製，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8.11.1 

~ 99.10.31，主持人 

[28] 電能處理系統之精緻化與加速壽命測試研究-子計畫二: 太陽能直流供電系

統—最大功率追蹤器之精緻化研究，國科會，98.8.1 ~ 99.7.31，主持人 

[29] 電能處理系統之精緻化與加速壽命測試研究-總計畫，國科會，98.8.1 ~ 

99.7.31，共同主持人 

[30] 再生能源交流/直流雙向轉換器系統開發，核研所，98.4.1 ~ 98.12.31，共同

主持人 

[31] 汽車網路通訊系統協定之研製與實測，中科院，98.4.1 ~ 98.12.31，共同主持

人 

[32] 電動釘槍於電路設計之實務考量，旭吉，98.2.1 ~ 98.7.31，主持人 

[33] 太陽光電能應用於 LED 與植物生長之監控系統研製，國科會能源計畫，

98.01.01 ~ 98.12.31，主持人 

[34] 高頻磁性元件於直流/直流轉換器應用研究，中國鋼鐵，97.11.1 ~ 98.10.31，

共同主持人 

[35] 電動汽車輪型馬達能源回充，中科院，97.7.7 ~ 97.11.31，共同主持人 

[36] 模糊控制之自發電磁控健身車，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7.8.1 ~ 98.10.31，主持

人 

[37] 具最佳生態環境控制之水族系統，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6.11.1 ~ 97.10.31，

主持人 

[38] 微米級衛星系統與酬載實驗(II)，國家太空中心，96.8.1 ~ 97.1.31，共同主持

人 

[39] 混合式電動機車研製，益通動能，95.8.1 ~ 96.7.31，共同主持人 

[40] 微米級衛星系統與酬載實驗(I)，國家太空中心，95.2.1 ~ 96.7.31，共同主持

人 

[41] 高效率之微衛星電源系統研製(II)，國科會，95，主持人 

[42] 可控焦度之智慧型烤麵包機，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5，主持人 

[43] 微米級衛星系統與酬載實驗計畫，國家太空中心，94.2.1 ~ 96.1.31，共同主

持人 

[44] 高效率之壓電陶瓷驅動器研製，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4，主持人 

[45] 高效率之微衛星電源系統研製，國科會，94，主持人 

[46] 低成本/高品質之萬用型吊扇系統之研製，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3，主持人 

[47] 主動電力濾波器及並聯式換流器研製(2/2)，國科會產學，93，共同主持人 

[48] 低成本氣象衛星及其星系之關鍵技術研究--總計畫(2/2)，國科會，93，共同

主持人 



[49] 小型衛星之電源轉換器特性分析與性能改善研究(II)，太空計畫室，92.7.16 ~ 

93.7.15，主持人 

[50] 具 PPT 之多組輸入電力處理/轉換系統於衛星應用之研製，太空計畫室，

92.7.1 ~ 93.7.31，主持人 

[51] 主動電力濾波器及並聯式換流器研製(1/2)，國科會產學，92，共同主持人 

[52] 低成本氣象衛星及其星系之關鍵技術研究--總計畫(1/2)，國科會，92，共同

主持人 

[53] 磁控之腳踏車與跑步機系統研製，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2，主持人 

[54] 以太陽光電能或燃料電池為能源之市電併聯系統研製，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92，主持人 

[55] 具權重電流控制之不斷電並聯及監控系統研製，國科會應用型產學，91，主

持人 

[56] 太陽能與風能發電系統之整合研究--子計畫三：太陽能與風能整合發電系統

之強健模糊控制不斷電子系統研製，新進人員研究計畫，90，主持人 

[57] 太陽能與風能發電系統之整合研究--總計畫，國科會，90，共同主持人 

[58] 太陽光電能系統之具最大功率追蹤及電力監控系統之研製，新進人員研究計

畫，89，主持人 

 

 

 

(二) 專利 

[1] 陳裕愷,吳永駿,宋朝宗,吳財福,數位化前饋型寬輸出電壓之功率因數校正器

及其方法,中華民國 I473406,2015/2/11 

[2] 陳裕愷；宋朝宗；吳永駿；陳建志,具防結霜散熱結構之發光二極體燈具及
其控溫方法, 中華民國 I461635,2014/11/21 

[3] 陳裕愷 ,直流對直流轉換電路與其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 ,中華民國 
I458239,2014/10/21 

[4] 陳裕愷；宋朝宗；張進雄,標靶裝置及偵測彈著點位置的方法,中華民國 
I440816,2014/6/11 

[5] 宋 朝 宗 ； 陳 裕 愷 ；江 進 隆 , 辨 識 定 位 之 追 蹤 系 統 , 中 華 民 國 
I440877,2014/6/11 

[6] 陳裕愷；吳永駿；李安謙,雙向換流電路及電動載具驅動系統,中華民國
I439008, 2014/5/21 

[7] 陳裕愷,宋朝宗,馬達控制與煞車回充系統, 中華民國 I436578, 2014/5/1 
[8] 陳裕愷,張進雄,低雜訊的交流截波電路,中華民國 I435536, 2014/4/21 
[9] 吳財福,張智豪,林力群,陳裕愷,三相換流器的控制方法,中華民國 I434506, 

2014/4/11 
[10] 陳裕愷,具多組輸出之太陽能電源轉換系統及其轉換電路,中華民國

I412200, 2013/10/11 
[11] 宋朝宗,陳裕愷,射頻識別互動學習模組、系統及方法,中華民國 I403994, 

2013/8/1 
[12] 陳裕愷 ,張進雄,單線式訊號控制系統及其方法,中華民國 I400001, 

2013/6/21 
[13] 陳裕愷,邱信維,張進雄,一種具充電功能之健身車電源管控系統及其低功

率損失運作方法,中華民國 I392526, 2013/4/11 
[14] 吳財福 ,張永東,陳裕愷,李坤彥,昇壓型轉換裝置,中華民國 I387184, 

2013/2/21 
[15] 陳裕愷,宋朝宗,實際路況模擬系統及其方法,中華民國 I369223, 2012/8/1 
[16] 陳裕愷,郭至達,水族箱生態之控制系統及方法,中華民國 I387184, 2011/5/11 



[17] 陳裕愷, 張進雄,個人資料記錄裝置之功能擴充方法,中華民國 I338223, 
2011/3/11 

[18] 陳裕愷, 張進雄,具資訊顯示功能之電扇,中華民國 I335386, 2011/1/1 
[19] 陳裕愷,張進雄,具溫度補償自我比較之濕度感測器及其製造方法,中華民國

314989, 2011/3~2020/2. 
[20] 陳裕愷, 張進雄,洪啓仁,饒明惠,控制恆定焦度之烘烤裝置及其烘烤方法,

中華民國 I295557, 2008/4/11 
[21] 張伯任,陳裕愷,吳永駿,張進雄,以肢體行為操作之遙控裝置及其操作方法,中

華民國 288534, 2007/5~2026/4. 
[22] 吳財福,陳雅嬿,粘弘壽,陳裕愷, 多模組主動電力濾波器系統及其負載資訊

傳輸方法, 中華民國 275225, 2006/5~2025/4. 
[23] 陳裕愷,張進雄,吳財福,吳永駿,王文揚, 具有調速裝置之砂盤砂帶機, 中華

民國 224035,2004/9 ~2023/8. 

[24] Y.-K. Chen, Y.-C. Wu, Bruce Chang, Compact Single-Stage Electronic Ballast 

Circuit for Emergency Lighting Applications, US 6624599,2003/8 ~2022/7. 

[25] 陳裕愷,吳財福,吳永駿,張進雄,兼具緊急照明功能之單級電子安定器電路, 

中華民國 174383.2003/2/21 

[26] Chin-Hsiung Chang,Yu-Kai Chen, Humidity Sensor Capable of 

Self-Regulating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and Manufacturing method thereof, 

US 7552635, 

[27] Y.-K. Chen, Y.-C. Wu,Bruce Chang, Belt-Disc Sander Having Speed Adjuster, 

US 6949006,2005/6 ~2024/6. 
[28] Y.-C. Wu,Y.-K. Chen, Bruce Chang, Electronic ballast system for emergency 

lighting applications, US 6876159,2006/9 ~2025/9. 
[29] Y.-K. Chen,T.-F. Wu, Bruce Chang, Self-sourcing Exercise Bike with a Linear 

Digital Control Magnetic Resistance Braking Apparatus, US 7094184,2006/9 
~2025/9. 

[30] Y.-K. Chen, T.-F. Wu, Y.-C. Wu, Bruce Chang, Motor Speed Variator and a 
Driving Method Thereof, US 7102326,2006/10~2025/10. 

[31] Chen Yu-Kai, Chang Chin-Hsiung, Alternating current chopper circuit with low 
noise, US 20120126734 A1, May 24, 2012. 

[32] Wu Tsai-Fu, Chang Chih-Hao, Lin Li-Chiun, Chen Yu-Kai , Method for 
controlling three-phase current converter, US 20120224403 A1, Sep 6,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