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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融合混增實境及虛擬實境之教學系統及其方法

證書號：發明第I756944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李易叡

發明人 李易叡

系所職位 工業設計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 人因互動、智慧生活空間設計、擴增實境應用、醫療設計研究、職能訓練科技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6%9D%8E%E6%98%93%E5%8F%A1/1925

專 利 摘 要

本發明為有關於一種融合混增實境及虛擬實境
之教學系統及其方法，主要結構包括一顯示裝
置、一混增實境模組、複數工具機台、複數混
增實境影像、複數虛實整合影像、至少一虛擬
實境裝置、至少一虛擬實境影像。藉上述結構，
使用者持有一顯示裝置前往「校園傢俱類產線」
，即可看到混增實境影像疊合於產線環境及工
具機台上，進而形成虛實整合影像，而藉由虛
實整合影像，令使用者得以在工具機台停機或
部分加工時進行觀看與學習，同時亦可藉由虛
擬實境裝置產生之虛擬實境影像，來學習海外
「大型傢俱批量生產線」之生產流程，進而與
「校園傢俱類產線」進行比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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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動作判斷方法及系統

證書號：發明第I758749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練光祐,李振毅,陳孟廷

發明人 練光祐

系所職位 電機工程系/特聘教授

研究領域 智慧音訊處理、穿戴式裝置與IoT、智慧家庭技術、智慧型控制、非線性系統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7%B7%B4%E5%85%89%E7%A5%90/1410

專 利 摘 要

本發明係一種動作判斷方法及系統，係用
於偵測使用者的動作變化，並轉換為一組
由自定義動作代碼所組成的動作序列，再
將動作序列拆分成多個動作階段，並與另
一組由標準動作所轉換而成的標準階段比
較，計算動作階段與標準階段之間的相似
度，然後將相似度符合門檻值的動作階段
判斷為動作正確，反之則判斷為動作不正
確，藉以達到即時判斷使用者動作正確性，
並提供使用者有關將使用者動作的拆解及
視覺化資訊。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7%B7%B4%E5%85%89%E7%A5%9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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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平板變壓器

證書號：發明第I759247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明人：賴炎生,黃詠奕,張豪傑

發明人 賴炎生

系所職位 電機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變頻器控制、轉換器控制及馬達驅動器控制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8%B3%B4%E7%82%8E%E7%94%9F/1325

專 利 摘 要

平板變壓器的電路板包含第一柱孔、
第二柱孔及多個繞組層。至少一繞
組層包含串聯的第一繞線及第二繞
線。第一繞線環繞第一柱孔並具有
第一開口方向，第二繞線環繞第二
柱孔而具有第二開口方向，第一開
口方向相異於第二開口方向。藉此，
多層之間可適當以導孔串聯，以增
加繞線圈數。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8%B3%B4%E7%82%8E%E7%94%9F/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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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變壓器

證書號：發明第I759242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明人：賴炎生,黃詠奕,張豪傑

發明人 賴炎生

系所職位 電機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變頻器控制、轉換器控制及馬達驅動器控制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8%B3%B4%E7%82%8E%E7%94%9F/1325

專 利 摘 要

一種變壓器包含第一磁芯、第二磁芯、第一磁柱、第二磁
柱、及2N個繞組對。每一繞組對包含高壓側繞組及低壓側
繞組，每一繞組對環繞於該第一磁柱及該第二磁柱之一。
環繞於第一磁柱之高壓側繞組的環繞方向實質相反於環繞
於第二磁柱之該些高壓側繞組的一第二環繞方向。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8%B3%B4%E7%82%8E%E7%94%9F/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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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電液壓煞車系統

證書號：發明第I760195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陳柏全,柯人文

發明人 陳柏全

系所職位 車輛工程系系/教授

研究領域
自動駕駛、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車輛動態與控制、油電複合動力、電動車與引
擎控制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99%B3%E6%9F%8F%E5%85%A8/1362

專 利 摘 要

一種電液壓煞車系統包含一電液壓煞車模組及一控制單元，
該電液壓煞車模組包括一第一常開型主油閥、一第三常閉型
隔離閥、一第一止回閥、一第二止回閥、一馬達泵、一第五
常開型進油閥、一第三止回閥、及一第六常閉型出油閥。

該控制單元控制該電液壓煞車模
組操作在一增壓模式或一減壓模
式，並分別以一第五控制信號控
制該第五常開型進油閥通電或不
通電，而改變一煞車分泵所增加
的液壓大小，及一第一控制信號
控制該第一常開型主油閥通電或
不通電，以改變該煞車分泵所減
少的液壓大小。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99%B3%E6%9F%8F%E5%85%A8/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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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基於可與便攜式電子裝置配合的檢傷模組

進行檢傷的方法

證書號：發明第I759965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李仁貴,吳昭畿

發明人 李仁貴

系所職位 電子工程系/特聘教授

研究領域 醫療電子、行動照護、穿戴式技術、醫學資訊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6%9D%8E%E4%BB%81%E8%B2%B4/1370

專 利 摘 要

一種基於可與便攜式電子裝置配合的檢傷
模組進行檢傷的方法，其中，該檢傷模組
包含一獨立外殼，二設於該獨立外殼上並
顯露於一側的彩色攝像鏡頭，一設於該獨
立外殼顯露有該二彩色攝像鏡頭一側的熱
影像鏡頭以及一與一便攜式電子裝置資訊
連接的通訊介面。實施時，利用該二彩色
攝像鏡頭藉由攝距差而在對一傷口拍攝時
以取得至少二不同的彩色傷口圖像，同時
令該熱影像鏡頭對該傷口拍攝以取得至少
一傷口表面溫度分布圖像，於後透過該通
訊介面傳輸該些彩色傷口圖像及該傷口表
面溫度分佈圖像予該便攜式電子裝置以進
行該傷口的處置評估。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6%9D%8E%E4%BB%81%E8%B2%B4/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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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榫接結構及其製品

證書號：新型第M625408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陳殿禮

發明人 陳殿禮

系所職位 工業設計系/教授

研究領域 家具與室內設計、設計教育與創新思維、設計與文化、設計美學與素養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99%B3%E6%AE%BF%E7%A6%AE/1572

專 利 摘 要

本創作係一種榫接結構及其製品，所述之結
構主要係於一第一結合件之接合面上凹設有
一榫槽，榫槽一旁沿相鄰邊由接合面朝反向
之外表面凹設有一概呈V形之斜狀楔合槽，
並使該楔合槽與與榫槽間則形成有一道側牆；
一第二結合件則具有一可同時覆蓋住上述榫
槽與楔合槽區域之銜接面，並於該銜接面上
凸設有一能夠榫接於榫槽之凸榫，凸榫一旁
沿著銜接面邊緣凸設有能與V形楔合槽相互

對接之楔合塊，而楔合塊與凸榫間則形成有一凹溝供側牆嵌置，
藉由上述構件的組合，即可使兩結合件以榫接、楔接及嵌接等
多重形態之功效穩固的相互結合在一起，不僅使其所製之傢俱
製品可獲得更佳的穩固性，同時亦可提昇整體之質感。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99%B3%E6%AE%BF%E7%A6%AE/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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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Object appearance detection system with 

posture detection and control method thereof

證書號：發明第11205261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林顯易,黃于哲,法茲,薩特里奧維博沃,里斯瑪,瓦胡迪尤達

林顯易 林顯易

系所職位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教授

研究領域 人與機器人互動協作,機器學習,機器視覺與感測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6%9E%97%E9%A1%AF%E6%98%93/1654

專 利 摘 要

An object appearance detection system with
posture detection and a control method thereof
are provided. A controlling and computing device
uses a first sensor and a second sensor to
control a conveying production line, and
controls a robotic arm to move an object to be
detected to a posture detection position and a
surface detection position. When the object to
be detected is in the posture detection position,
the controlling and computing device receives a
posture detection image to perform posture
detection on the object to be detected. When the
object to be detected is in the surface
detection position, the controlling and
computing device controls the robotic arm to
adjust the posture of the object to be detected
according to the posture detection result and
receives images from a remote imaging device and
photographing devices to perform surface defect
detection on the object to be detected.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6%9E%97%E9%A1%AF%E6%98%93/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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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Power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ng 

method thereof

證書號：發明第11258277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黃國修
發明人 黃國修
系所職位 車輛工程系/教授

研究領域
綠色能源科技、複合電動車、金屬燃料電池、可回收內燃機廢能的複合氣動系
統及區域性空調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5%9C%8B%E4%BF%AE/1404

專 利 摘 要

A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es a battery charging system, a power supplying 
system, a first switching module, and a second switching module. The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is switched between the battery charging system and the power 
supplying system via the first switching module and the second switching module. 
With a charging electric energy generated by the waveform generating module, the 
battery charging system could restore the aging battery or the battery with 
degraded performance to a better state when the batteries are charging. By 
sensing a battery state of batteries, the power supplying system provides a 
supplementing power to the batteries, and the supplementing power and a power of 
the batteries could be supplied to a load together.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BB%83%E5%9C%8B%E4%BF%AE/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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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功率因數修正器

證書號：發明第I761945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唐丞譽,歐勝源,李仲宜

發明人 唐丞譽
系所職位 電機工程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 電力電子、再生能源、功率潮流控制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5%94%90%E4%B8%9E%E8%AD%BD/1937

專 利 摘 要

一種功率因數修正器包含一整流單元、一單端初級電感轉換器、
一電流感測器、一諧振單元、及一控制單元。該控制單元電連
接該整流單元以偵測該整流單元將一交流輸出電壓所轉換出的
一直流輸入電壓，並電連接該電流感測器以獲得流經該單端初
級電感轉換器的一第一電感的一第一電感電流的大小，且還電
連接一負載以偵測一直流輸出電壓，並還電連接該單端初級電
感轉換器及該諧振單元，以控制對應的一主開關及一輔助開關
達成零電壓切換，進而實現一種整體效率高且高功率因數的功
率因數修正器。

發明人 歐勝源
系所職位 電機工程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 電力電子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6%AD%90%E5%8B%9D%E6%BA%90/1630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5%94%90%E4%B8%9E%E8%AD%BD/1937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6%AD%90%E5%8B%9D%E6%BA%9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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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穿戴式裝置

證書號：發明第I762263號

專利權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明人：鍾明桉,許嘉醇

發明人 鍾明桉
系所職位 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 訊號完整度及電磁相容、電波傳播、高速連接器設計

相關連結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8D%BE%E6%98%8E%E6%A1%89/1994

專 利 摘 要

一種穿戴式裝置，包含一織物模組與一顯示模組，彼此電性連
接。上述織物模組係一疊層結構，包含第一織物層、一彈性材
料層、第二織物層以及一可撓式電極圖案層。上述第一織物層
係由尼龍與聚氨酯構成之複合材料層；上述第二織物層係由尼
龍與聚氨酯構成之網狀複合材料層。上述彈性材料層位於上述
第一織物層與上述第二織物層之間。上述可撓式電極圖案層鄰
接上述第二織物層，用於接觸使用者皮膚並量測生理訊號。

https://ar.ntut.edu.tw/professor/%E9%8D%BE%E6%98%8E%E6%A1%89/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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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讓 售專 利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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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號 證書號 專利名稱(中文) 年費到期日 專利權止日

101134366 I480816 處理零錢之方法 2022/5/10 2032/9/18

105205423 M530583 可拆裝浮動結構家具 2022/10/20 2026/4/17

105205424 M530588 家具組及其第一椅子 2022/10/20 2026/4/17

105302018 D179738 容器 2022/11/30 2031/4/17

98102818 I414748 同步色相相移轉換方法以及其三維形貌量測系統 2022/11/10 2029/1/22

104109875 I564647 全景動態網路攝影機的影像轉換運算方法 2022/12/31 2035/3/26

98102152 I376133 SIP通訊協定之NAT穿越法 2022/10/31 2029/1/20

104119807 I607860 降低下照式三維列印裝置成型過程之拉拔力的方法 2022/12/10 2035/6/17

105137711 I602674 3D薄殼結構的製造設備 2022/10/20 2036/11/16

101140225 I412734 可置於鞋內的足底壓剪力量測裝置 2022/10/20 2032/10/30

98131704 I412733 足壓量測裝置及其量測方法 2022/10/20 2029/9/20

15/397,441 10164537
使用在切換式調節器的零電流檢測方法
SWITCHING REGULATOR

2022/6/25 2037/2/2

107124745 I677514 修飾劑、聚醯胺共聚物及聚醯胺共聚物的製備方法 2022/11/20 203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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