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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證專利介紹§ 

 

Patent NO ：發明第 I591276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黃秀英、徐行廣、李建德、朱酉致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黃秀英 

系所職位 車輛工程系 / 副教授 

研究領域 車輛結構分析、最佳化設計、有限元素法、6-Sigma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7%A7%80%

E8%8B%B1/1638 

 

專利摘要： 

一種位移機構包含基座、三軌道、三搖臂組件、移動平台及三平行連桿組件。軌道豎立

於基座上。各搖臂組件具有第一端及第二端。第一端分別可滑動地連接軌道。搖臂組件

配置以於軌道之間的空間擺動。移動平台平行於基座。各平行連桿組件的兩端分別可多

向轉動地連接對應之搖臂組件之第二端與移動平台。各搖臂組件實質上由對應之軌道遠

離基座延伸，並且各平行連桿組件實質上由對應之搖臂組件之第二端朝向基座延伸。 

 

詳細介紹：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I591276 

位移機構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7%A7%80%E8%8B%B1/1638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7%A7%80%E8%8B%B1/1638
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5eI59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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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592287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蘇春熺、黃士益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蘇春熺 

系所職位 機械工程系 /教授 

研究領域 奈米磁性材料之製造檢測與應用、生醫材料之製造、微機電

系統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98%87%E6%98%A5%

EE%86%95/1387 

 

專利摘要： 

本發明係一種三維表面列印系

統，包括微處理器、噴頭移動組

件、噴頭指向組件、噴頭列印組

件及物件定位組件，且噴頭列印

組件含多個噴嘴，具特定顏色的

染料或塗料。微處理器控制噴頭

移動組件、噴頭指向組件、物件

定位組件及噴頭列印組件，其中

噴頭移動組件移動噴頭列印組

件至承載物件上的所需位置，噴

頭指向組件調整噴嘴之噴出方

向，而物件定位組件可移動、轉

動承載物件至適當位置、角度。

因此，本發明的三維表面列印系

統可將適當的染料或塗料噴出

到積層製造組件所噴出的堆疊

材料上，形成不同的顏色而達到

三維表面列印的上色功能。 

 

詳細介紹：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I592287

三維表面列印系統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98%87%E6%98%A5%EE%86%95/1387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98%87%E6%98%A5%EE%86%95/1387
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5eI59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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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590554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賴慶明、林原郅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賴慶明 

系所職位 車輛工程系/ 教授 

研究領域 電力電子、綠能電子與微電網、電動車電力轉換系統 

相關連結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mlaiexperiment/ 

專利摘要： 

 

 

一種可應用在各種需要搭配直流/交流轉換器或者是交流/直流轉換器的電能轉換系統中

的主動式電源補償系統，該主動式電源補償系統可藉由偵測電源或負載的直流或交流電

力以及該轉換器直流側的直流電力，輸出一 PWM 訊號控制一主動式電源補償器的開關

電路切換，使其輸出對應的補償電流，該補償電流係提供予該轉換器的直流側，藉以補

償該直流側的二次紋波成分，以穩定直流側的直流電力，進而提升電源轉換的品質以及

電源裝置的使用壽命，具有提升綠色能源轉換成本效益的有益效果。 

 

 

詳細介紹：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I590554 

 主動式電源補償系統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mlaiexperiment/
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5eI59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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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594488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王錫福、徐永富、劉怡心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王錫福 

系所職位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 教授 

研究領域 陶瓷薄膜、材料光電磁性質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7%8E%8B%E9%8C%AB%E

7%A6%8F/1330 

 

 

專利摘要： 

一種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的陶瓷陰極材料及其製備方法，係將含鑭的化合物、含鈷的化

合物、含鎳的化合物及含銅的化合物進行混合，以製備出中低溫型的固態氧化物燃料電

池的陶瓷陰極材料及其製備方法，該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的陶瓷陰極材料之化學式為

LaCozNiyCuxO3-δ，其中 x 為 0.01~0.3、y 為 0~0.89、z 為 0.1~0.99，而使用含鑭的化

合物、含鈷的化合物、含鎳的化合物及含銅的化合物進行混合後經製程方法所製備出的

陶瓷陰極材料能夠於操作溫度 500~800℃的範圍內係具有高導電率及降低熱膨脹係數的

特性。 

 

詳細介紹：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I594488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的陶瓷陰極材料及其製備方法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7%8E%8B%E9%8C%AB%E7%A6%8F/1330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7%8E%8B%E9%8C%AB%E7%A6%8F/1330
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5eI59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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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594491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王錫福、盧錫全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王錫福 

系所職位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 教授 

研究領域 陶瓷薄膜、材料光電磁性質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7%8E%8B%E9%8C%AB%

E7%A6%8F/1330 

 

專利摘要： 

一種雙極板，包含一陽極側及一陰極側。該陽極側具有一組流體燃料進口流道、一組流

體燃料出口流道及一流體燃料流場，該組流體燃料進口流道與該流體燃料流場連通處的

流道橫截面積大於該組流體燃料出口流道與該流體燃料流場連通處的流道橫截面積。該

陰極側具有一組含氧流體進口流道、一組含氧流體出口流道及一含氧流體流場。本發明

亦提供一種燃料電池堆單元，包含二如上所述的雙極板及一層合體。本發明可提高燃料

電池堆單元的最大功率密度、燃料利用率及發電效率。 

 

詳細介紹：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I594491 

雙極板及燃料電池堆單元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7%8E%8B%E9%8C%AB%E7%A6%8F/1330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7%8E%8B%E9%8C%AB%E7%A6%8F/1330
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5eI59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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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593529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李達生、林品志、賴俊豪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李達生 

系所職位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 教授 

研究領域 

DNA 體外增生反應 

精密溫控技術 

微機電系統 

相關連結 http://epf.ntut.edu.tw/ep/11167 

 

 

專利摘要： 

一種懸掛式機器系統包含一機器裝置及一導引裝置。該機器裝置包括四個四角排列的導

輪、四個分別驅動該等導輪的驅動馬達及一運算單元。該導引裝置包括四個滑輪、一繩

體收放單元、一張力感測單元及一導繩。該導繩的兩端連接於該繩體收放單元，且以一

特定順序地延伸於該等導輪及滑輪之間而定義出第一至第八段部。當該運算單元根據一

位移指令控制該等驅動馬達驅動該等導輪轉動時，該第一至第八段部的長度改變，且該

張力感測單元及該繩體收放單元維持該導繩的張力在一預設範圍之內，以使該機器裝置

在一移動範圍內移動至一目標位置。 

詳細介紹：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I593529 

 懸掛式機器系統及其控制方法 

http://epf.ntut.edu.tw/ep/11167
http://twpat7.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5eI59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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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596076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鄭大偉、李偉皞、陸意森、陳加能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鄭大偉 

系所職位 資源工程研究所 / 教授 

研究領域 資源處理工程、資源再生及廢棄物處理、採礦工程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84%AD%E5%A4%A7%

E5%81%89/1321.aspx 

 

 

 

專利摘要： 

一種用於營建材料的人造輕質骨材，係利用將鹼活化液與無機粉體反應後並造粒而得，

不僅製程簡單，且製得的人造輕質骨材可具有良好的單粒抗壓強度及筒壓強度。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I596076 

  

用於營建材料的人造輕質骨材及其製作方法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84%AD%E5%A4%A7%E5%81%89/1321.aspx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84%AD%E5%A4%A7%E5%81%89/1321.aspx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FR%5eI59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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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593387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張合、林宜勳、陳治豪、陳佳伸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張合 

系所職位 製造科技研究所/ 教授 

研究領域 奈米流體製備、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SSC)、奈米材料特性

與檢測、機械製造、壓力量測技術、高效能熱電產生器研發、

奈米生醫應用、氣壓缸動態特性量測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5%BC%B5%E5%90%88/

1288 

 

 

 

 

 

 

 

 

 

專利摘要： 

本發明有關於一種胸腔壓力檢測裝置，其包含一胸腔引流模組與一壓力檢測模組。胸腔

引流模組用於引導並排出胸腔內多餘之液體與空氣，胸腔引流模組包含一胸腔引流管。

胸腔引流管係用於引導液體與空氣排出之管體。壓力檢測模組設置於胸腔引流管之一側，

並連通於胸腔引流管。當進行胸腔引流的同時，可用壓力檢測模組進行檢測，得以即時

監控胸腔內壓力變化，有助於判定臨床狀況，以利於診斷與後續處理之依據。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106518917# 

胸腔壓力檢測裝置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10651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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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602164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高立人、房同經(國防醫學院)、 

吳秋南(中華民國愛加倍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蘇宛琳、余佩儒、魏新展、陳冠宇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高立人 

系所職位 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 

電子電路設計 

微處理機系統設計 

影像處理與編碼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AB%98%E7%AB%8B%E

4%BA%BA/1649 

 

專利摘要： 

 

聽語障礙人士在許多日常

的場合都面臨溝通的障礙，

例如：問路、購物、尋求幫

助等。由於聽語障礙人士大

多以手語作為溝通之管道，

不同於一般人以口語作為

溝通之管道，因此如何為聽語障礙人士建立一能夠與他人溝通之手語翻譯系統，且所使

用之手語翻譯系統亦能夠精準地判別手語手勢並即時地將該手語翻譯為語音便顯得相

當地重要。 

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期望發展出一套具備準確判別手語手勢與即時語詞發音之手語翻

譯系統。同時配合線上語詞資料庫之建立，我們也期待藉由嵌入式單晶片系統及肌電感

測裝置的設計與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來實現即時手語偵測與翻譯的目的。此外本專利採

用被聽語障礙人士廣為使用之自然型手語架構，使其毋需重新學習新的溝通模式即可透

過此研究裝置暢所欲言，也較能貼近聽語障礙人士的需求。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934732885# 

運用肌電與慣性感測裝置識別手勢之手語翻譯系統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AB%98%E7%AB%8B%E4%BA%BA/1649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AB%98%E7%AB%8B%E4%BA%BA/1649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93473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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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601867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郭霽慶、卓家榮、顧仁、江岱樺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郭霽慶 

系所職位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 
靜電紡絲奈米纖維技術 

光電高分子與感測元件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83%AD%E9%9C%BD%E

6%85%B6/1667 

 

 

 

 

 

 

 

 

 

 

 

 

 

專利摘要：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彈性導電纖維結構，其中包括：複數條經靜電紡絲織造之熱塑性彈性

體纖維；及金屬粒子，其中該金屬粒子係包覆於該熱塑性彈性體纖維之外層，且該複數

條熱塑性彈性體纖維係相互交纏成一纖維結構；此外，本發明亦關於一種包含如上述之

彈性導電纖維結構之光電元件。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24418394# 

  

彈性導電纖維結構及包含其之光電元件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83%AD%E9%9C%BD%E6%85%B6/1667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83%AD%E9%9C%BD%E6%85%B6/1667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2441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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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601541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李嘉甄、陳致賢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李嘉甄 

系所職位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Porous Microspheres、Micro Capsules、Li-ion Batteries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9D%8E%E5%98%89%E7

%94%84/1396#f8 

 

 

 

 

專利摘要： 

一種智能型高分子材包含一可形變的高分子包膜及一高分子支撐物。該可形變的高分子

包膜的厚度為該高分子支撐物的最大厚度的 20%以下且圍繞界定出一容置空間，並受環

境刺激而產生形變，繼而在一擴張狀態及一收縮狀態間可逆地轉換，在該擴張狀態時，

該容置空間的尺寸不小於該容置空間的初始尺寸，在該收縮狀態時，該容置空間的尺寸

不大於該容置空間的初始尺寸。該高分子支撐物設置於該可形變的高分子包膜的容置空

間內，並支撐該可形變的高分子包膜，以避免該可形變的高分子包膜因收縮而成團。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953262643 

  

智能型高分子材及製備智能型高分子材的方法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9D%8E%E5%98%89%E7%94%84/1396#f8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9D%8E%E5%98%89%E7%94%84/1396#f8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95326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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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601353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賴慶明、游憲鵬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賴慶明 

系所職位 車輛工程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 
車輛電力電子、切換式電源供應器/電動車電力轉換器、燃料

電池/太陽能/蓄電池混合動力車輛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B3%B4%E6%85%B6%E6

%98%8E/1728 

 

專利摘要： 

一種分散模組式併網轉換裝置供與電網電性連接，用以提供交流電力予電網，其包含有

一電池模組、一功率轉換模組以及一電源管理模組。該電池模組用以輸出一直流電力；

該功率轉換模組包含有至少二變流器，該些變流器之間並聯連接，該功率轉換模組用以

接收該電池模組所輸出的直流電力並轉換為一交流電力輸出，且所輸出之該交流電力係

供應予電網；該電源管理模組係依據電網的負載用電量，對各該變流器進行功率調控，

以輸出相應於該負載用電量的交流電力。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107063051# 

分散模組式併網轉換裝置及其控制方法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B3%B4%E6%85%B6%E6%98%8E/1728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B3%B4%E6%85%B6%E6%98%8E/1728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10706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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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發明第 I602693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楊重光、楊岳霖、潘冠廷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楊重光 

系所職位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教授 

研究領域 

穿戴式軟性材料開發及阻水氣膜技術 

紅外光材料開發和應用 

半導體製程及半導體構裝技術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A5%8A%E9%87%8D%E

5%85%89/1328 

 

專利摘要： 

一種高耐候熱致變色膜，包含經不鏽鋼摻雜的二氧化釩層；及形成在該經不鏽鋼摻雜的

二氧化釩層上的保護層，該保護層實質上由二氧化鈦及氧化鋅所組成。本發明亦提供一

種高耐候熱致變色膜的製法，包含在一基材層上形成一經不鏽鋼摻雜的釩金屬層；加熱

該經不鏽鋼摻雜的釩金屬層，使該經不鏽鋼摻雜的釩金屬層氧化形成一經不鏽鋼摻雜的

二氧化釩層；及在該經不鏽鋼摻雜的二氧化釩層上形成一保護層，該保護層實質上由二

氧化鈦及氧化鋅所組成。該高耐候熱致變色膜對於溫溼環境及高溫乾環境具有極佳的長

期耐候性。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507018574  

高耐候熱致變色膜及其製法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A5%8A%E9%87%8D%E5%85%89/1328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A5%8A%E9%87%8D%E5%85%89/1328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50701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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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新型第 M548598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胡石政、林迪、李哲瑋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胡石政 

系所職位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半導體廠潔淨室設計、半導體廠設備機台設計、微污染控制 

空調節約能源、室內空氣品質與氣流分析、建築設計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83%A1%E7%9F%B3%E6

%94%BF/1337 

 

專利摘要： 

 

本創作之導流結構包含：一上蓋，具有

一出氣孔；一導流板，具有一導流孔；

以及一下蓋，具有一進氣孔，其中，導

流板分別與上蓋和下蓋連接，且出氣孔

的軸心線與導流孔的軸心線互為平行直

線，導流孔的軸心線與進氣孔的軸心線

相互連接為一直線。 

 

 

 

 

 

 

 

詳細介紹：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148808691# 

 

導流結構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83%A1%E7%9F%B3%E6%94%BF/1337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83%A1%E7%9F%B3%E6%94%BF/1337
http://twpat-simple.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114880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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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美國發明第 US 9,744,404 B2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蕭耀榮、林廷諺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蕭耀榮 

系所職位 車輛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低耗能引擎技術、電/磁流變液系統 (ER/MR)、智慧型車輛

系統、車輛整合 3D 動態模擬與控制、電動車技術、軌道車

輛工程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95%AD%E8%80%80%E6

%A6%AE/1520 

 

專利摘要： 

A lat pulldown fitness device includes a base, a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MRF) resistance 

provider, a motor, a gear train, pulleys, a cable assembly, a pulldown bar and a controller. The 

MRF resistance provider and the motor provide a resistance functioning as a load weight of 

pulling down the pulldown bar. The controller controls a current input to the MRF resistance 

provider to change the strength of the resistance generated from the MRF resistance provider. 

During a workout, the re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lat pulldown fitness device is changeable 

precisely, conveniently, and quickly. Unlike its conventional counterparts which require 

bumper plates for use as weights, the lat pulldown fitness device is not limited to weight 

adjustment based on unit bumper plate but features plenty choices and controllable resolution 

in terms of strength of training. The MRF resistance provider is more compact and 

lightweight than its conventional counterparts. 

 

詳細介紹：https://www.google.com/patents/US9744404  

高拉滑輪健身裝置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95%AD%E8%80%80%E6%A6%AE/1520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8%95%AD%E8%80%80%E6%A6%AE/1520
https://www.google.com/patents/US974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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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美國發明第 US 9,718,192 B2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林顯易、黃于哲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林顯易 

系所職位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領域 機器人技巧學習、復健機器人研究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9E%97%E9%A1%AF%E

6%98%93/1654 

 

專利摘要： 

The present disclosure illustrates a system for automatically and precisely positioning a 

robotic arm and method thereof. A control computing apparatus of the present disclosure 

controls a probe of the robotic arm to touch one of the positioning devices, and acquires a 

moment variation of each of the axes from a moment sensing device of the robotic arm, and 

then computes the distance between a geometric center of the touched positioning device and 

a coordinate origin according to a geometric feature of the touched positioning device, and 

then positions the robotic arm according to the moment variations of the axes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geometric center of the touched positioning device and the coordinate origin. 

Therefore, the technical effect of quickly, precisely positioning the robotic arm without the 

error accumulation can be achieved. 

 

詳細介紹：https://www.google.com/patents/US9718192 

機器人系統精準定位之方法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9E%97%E9%A1%AF%E6%98%93/1654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6%9E%97%E9%A1%AF%E6%98%93/1654
https://www.google.com/patents/US971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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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美國發明第 US 9,772,197 B2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黃士嘉、焦名楷、周聖凱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黃士嘉 

系所職位 電子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數位視訊壓縮技術設計與實作、嵌入式即時視訊編碼系統、

高品質的多媒體無線網路傳輸系統、自動化視訊監控系統開

發與實作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5%A3%AB%E

5%98%89/1601 

 

專利摘要： 

A dispatch system for autonomous vehicle is provided. The dispatch system includes a 

plurality of autonomous vehicles respectively including a communication unit and a control 

unit. The communication unit obtains a vehicl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itself, and 

communicates with other autonomous vehicles. The control unit obtains a vehicle available 

information of itself. One of the autonomous vehicles is selected as a dispatch control center 

for controlling scheduling of all autonomous vehicles. When the dispatch control center 

receives a transportation request massage, the dispatch control center performs an optimized 

scheduling assignment and thus generates a scheduling signal. The scheduling signal is 

transmitted to the other autonomous vehicles by the communication unit, so as to assign one 

of the autonomous vehicles as a designated vehicle for transportation. 

 

  

自動駕駛車輛的派遣系統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5%A3%AB%E5%98%89/1601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5%A3%AB%E5%98%89/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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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日本發明 特願 2012-045532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陳裕仁、張文中、劉家源、陳金聖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張文中 

系所職位 電機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即時視覺追蹤與伺服控制、工業自動化組裝、智慧型空間、

醫療精密定位、機器人及自動化應用系統、系統理論與控制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張文中/1523 

 

專利摘要： 

 

PROBLEM TO BE SOLVED: To 

provides a radiotherapy system that 

monitors a target location in real time. 

SOLUTION: The radiotherapy system 

that monitors the target location in real 

time, comprise: combining a remote 

control system to actuate a real-time 

image capturing device to capture an 

image in real time for monitoring the 

target location; and matching an image 

registration system to perform image 

registration based on the image captured 

in real time and an image used for a 

radiotherapy plan, whereby it is confirmed whether the patient's tumor is in a preplanned 

beam's eye view. When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tumor is in the range of the preplanned beam's 

eye view, the accuracy of the treatment can be improved, which makes the treatment more 

effective, and the irradiated area of the radiotherapy can be reduced, which makes the 

radiotherapy safer. 

 

詳細介紹：

https://www4.j-platpat.inpit.go.jp/eng/tokujitsu/tkbs_en/TKBS_EN_GM301_Detailed.action  

即時監測標靶位置之放射治療系統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張文中/1523
https://www4.j-platpat.inpit.go.jp/eng/tokujitsu/tkbs_en/TKBS_EN_GM301_Detailed.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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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日本發明特願 2012-255306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湯華興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湯華興 

系所職位 機械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機電設備設計製作 

微電腦輔助運動控制及製程控制 

光電系統工程 

電腦輔助設計及製造 

光電系統應用 

相關連結 
http://www.me.ntut.edu.tw/introduction/teacher/%E6%B9%AF

%E8%8F%AF%E8%88%88.htm#label3 

 

專利摘要： 

PROBLEM TO BE SOLVED: To provide a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a three-dimensional 

base product without the need of a mold or a compression process. 

SOLUTION: A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a three-dimensional base product includes (a) a step 

of preparing a slurry composition containing an inorganic powder, a binder and a solvent, (b) 

a step of forming a slurry layer composed of the slurry composition, (c) a step of removing 

the solvent of the slurry layer from the upper surface of the slurry layer so as to form a base 

layer having two or more holes from the slurry layer, (d) a step of scanning the base layer 

with an energy beam having an output enough to evaporate or burn the binder so as to make 

the evaporated or burned binder flow out from the base layer through the holes and leave the 

inorganic powder unbound by the binder and (e) a step of repeating the steps (d) to (b). 

 

詳細介紹：

https://www4.j-platpat.inpit.go.jp/eng/tokujitsu/tkbs_en/TKBS_EN_GM301_Detailed.action  

具有三維立體輪廓之無機生坯的製法 

http://www.me.ntut.edu.tw/introduction/teacher/%E6%B9%AF%E8%8F%AF%E8%88%88.htm#label3
http://www.me.ntut.edu.tw/introduction/teacher/%E6%B9%AF%E8%8F%AF%E8%88%88.htm#label3
https://www4.j-platpat.inpit.go.jp/eng/tokujitsu/tkbs_en/TKBS_EN_GM301_Detailed.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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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O ：日本發明特願 2014-058622 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王多柏、陳映志、王釋右、顏永銘 

本校教師發明人介紹： 

發明人 王多柏 

系所職位 電子工程系 /教授 

研究領域 
射頻積體電路設計、毫米波積體電路設計、低耗電電路設

計、通訊積體電路設計 

相關連結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王多柏/1588 

 

專利摘要： 

 

PROBLEM TO BE 

SOLVED: To provide a 

detection device for a 

door handle that 

reduces an interference 

between a first sensor 

part and a second 

sensor part. 

SOLUTION: A first 

sensor part 11 includes 

a core 110 

manufactured by a 

material capable of 

increasing permeability in order to make a size small. A second sensor part 12 includes: plural 

bent parts including a first bent part 121 bending the second coil in such a manner to 

reciprocate in a state parallel to a stretching direction of the first coil 111 and to be superposed 

with each other in respect to the first coil 111 and at least second bent parts 122, 123 provided 

in such a manner to be located at one side and/or the other side in a stretching direction of the 

first bent part 121. The second bent parts 122 and 123 make up a densely winding structure 

for the first bent part 121. 

 

詳細介紹：

https://www4.j-platpat.inpit.go.jp/eng/tokujitsu/tkbs_en/TKBS_EN_GM301_Detailed.action 

供裝設於把手的感應裝置及車門把手 

http://ar.ntut.edu.tw/professor/王多柏/1588
https://www4.j-platpat.inpit.go.jp/eng/tokujitsu/tkbs_en/TKBS_EN_GM301_Detailed.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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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讓與§ 

編號 專利證書號 專利名稱 
領證
國別 

類型 
發明人 
(代表) 

專利權起
日 

專利權迄
日 

1 M495394 
具發電功能之綠化涼

亭結構 

中華

民國 
新型 蔡淑瑩 2015/2/11  2024/9/17 

2 I448200 
交流驅動的發光二極

體裝置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8/1  2031/9/5  

3 I448191 

回饋控制降低功率損

耗的發光二極體驅動

裝置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8/1  2032/1/9  

4 I448059 低電壓轉高電壓裝置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8/1  2032/1/16  

5 I448070 D類放大器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8/01  2031/9/12  

6 I446696 閘極驅動裝置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7/21  2032/7/3  

7 I458341 
用於顯示裝置之影像

品質提升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黃士嘉 2014/10/21  2031/8/09  

8 I455465 高增壓裝置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0/1  2032/1/16 

9 I381599 連接器 
中華

民國 
發明 李士修 2013/1/1  2030/6/17  

10 I446711 
帶通濾波裝置及電感

性模組 

中華

民國 
發明 王紳 2014/7/21 2031/3/15 

11 I432401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之新型敏化劑 

中華

民國 
發明 趙豫州 2014/4/1 2030/8/24 

12 I465952 
智慧型手機應用巨集

指令執行平台 

中華

民國 
發明 陳英一 2014/12/21 2031/5/4 

13 I465876 
具有負輸出及零電流

切換功能的分壓電路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2/21 2032/5/1 

14 I465020 

可產生三倍輸入電壓

的閘極驅動器及驅動

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2/11 203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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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利證書號 專利名稱 
領證
國別 

類型 
發明人 
(代表) 

專利權起
日 

專利權迄
日 

15 I465021 
具有高電壓增益之升

壓型轉換器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2/11 2033/3/20 

16 I463403 
迭代式智慧型手機應

用開發平台 

中華

民國 
發明 陳英一 2014/12/1 2031/5/4 

17 I463433 
一種地震資料視覺化

系統及其組成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謝東儒 2014/12/1 2030/11/25 

18 I460456 虛擬視覺化系統 
中華

民國 
發明 謝東儒 2014/11/11 2031/1/20  

19 I459407 
導電織物及其製備方

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王賢達 2014/11/1 2028/10/16 

20 I459703 高增壓轉換裝置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1/1 2032/4/25 

21 I459700 升降壓轉換裝置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1/1 2032/4/25 

22 I459766 

基於智慧型手機及訊

息導向中介軟體之社

群行蹤交換平台 

中華

民國 
發明 陳英一 2014/11/1 2031/5/4 

23 I457877 
顯示牆系統及高解析

度影像生成顯示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謝東儒 2014/10/21 2020/1/6 

24 I456425 

電壓轉換器之小訊號

模型產生方法及系

統、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0/11 2031/12/5 

25 I456881 改良型升壓轉換器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10/11 2014/10/11 

26 I455488 
高速ＢｉＣＭＯＳ雙

重取樣保持電路 

中華

民國 
發明 蔡舜宏 2014/10/1 2031/9/21 

27 I454455 

具有螢光基團之鄰羥

基苯甲酸衍生物及其

製造與使用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黃聲東 2014/10/1 2031/1/13 

28 I453466 
光斑雜訊降低方法及

使用其之設備 

中華

民國 
發明 徐巍峰 2014/9/21 2032/2/15 

29 I451052 
空調系統及其控制方

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姚立德 2014/9/1 20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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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利證書號 專利名稱 
領證
國別 

類型 
發明人 
(代表) 

專利權起
日 

專利權迄
日 

30 I446325 顯示控制裝置及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楊恆隆 2014/7/21 2031/7/21 

31 I443931 充電方法及充電電路 
中華

民國 
發明 胡國英 2014/7/1 2032/1/16 

32 I441086 
影像互動系統及其方

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曹筱玥 2014/6/11 2031/8/11 

33 I441096 
適用複雜場景的移動

偵測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黃士嘉 2014/6/11 2031/8/9 

34 
US 8,712,681 

B2 

HIGH SAFETY 

VEHICULAR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OPERATIONAL METHOD 

THEREOF 

美國 發明 黃士嘉 2014/4/29 2032/2/10 

35 I430830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敏化劑之純化方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趙豫州 2014/3/21 2030/8/24 

36 I403514 
光敏染料及其製造方

法 

中華

民國 
發明 蘇昭瑾 2013/8/1 2031/1/11 

37 
US 8,691,980 

B2 

Salicylic acid 

derivatives with 

fluorophores and 

method of making and 

using the same 

美國 發明 黃聲東 2011/3/30 2031/12/17 

38 
US 7,760,363 

B2 

即時同步產生干涉影

像之方法及其裝置與

解析相位之方法 

美國 發明 陳亮嘉 2010/7/20 2027/5/17  

39 
US 7,736,266 

B2 

Vehicle's active 

electrically 

controlled non-step 

speed change 

mechanism 

美國 發明 黃國修 2010/6/15 2027/7/25 

40 
US 6,977,732 

B2 
微型三維輪廓掃描器 美國 發明 陳亮嘉 2005/12/20 202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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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洽詢§ 

若您對本校專利項目有興趣，歡迎聯絡我們， 

產學合作處專利技轉組   

聯絡人：周明毅經理 

電話：(02)2771-2171分機1479   

 

 

 

§徵稿啟事§ 

《專利技轉電子報》各項短文專欄長期徵稿，誠摯邀請各界有識之士不

吝賜教，稿酬每字一元，文稿建議字數600至800字間，敬請Email電子檔

案至電子信箱christy@ntut.edu.tw。 

 

本報發刊時將同步寄發予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週知，並刊登於本校專利

技術網-電子報下載區 http://ntut.eipm.com.tw/epaper.asp，歡迎點閱下載。 

 

 

 

 

 

 

主  編：李達生產學長 

編輯群：江雅綺、周明毅、李思瑩

洪焌熔 

 

 

 

本電子報著作權均屬「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或授權「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使用之合法權利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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