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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流組 

控制組 

固力組 設計組 

製造組 

概念設計 
智慧型車輛 

/ 

結構分析與動力 

破壞力學與波動力學 

太陽能車、風力發電系統 

微機電系統之機械特性 

金屬成型實驗與分析 

電腦與週邊設備相關力學 

結構/系統可靠度分析與安全性評估 

光測力學及非破壞性檢測 

振動實驗與分析 

疲勞分析與防治 

可靠度工程 

飛行控制 

韌性控制 

計算流體力學 

能源工程與冷凍空調 

空氣污染防治及廢棄物處理 

空氣污染警急應變之專家系統 
污染防治基本量測技術 

工業燃燒技術之研究 

旋轉機械之熱流量測技術與控制 

微機械之熱流研究 

製造技術相關之熱流研究 

電子熱傳冷卻與控制 

材料處理熱傳 
半導體廠務技術 

實體模型系統 

電子機械之設計與應用 

專利分析與迴避設計 
機械元件設計與分析 

機構設計與分析 
電腦輔助造形 

創意發展與發明 

致動器與感測器之設計與應用 
機械設計與製造之整合研究 

機械結構之最佳化設計 

微機械系統 

放電加工 

電腦整合製造 

精密量測與精密切削技術之研發 

模具與逆向工程 

微機電系統與生醫元件 

鑄造與焊接技術之研發 

材料製程之研究發展 

生產系統之研究 

工具機動態分析與控制 

CAD/CAM與光電量測系統

整合 

產品設計與方法之研究 

CIM系統整合 

精密系統控制 

機電整合與微處理機控制系統 

CAD/CAM/CAE之整合 

非線性系統分析、模擬與控制 

 

機器人與智慧型控制理論 

人工義肢與生物感測器 

太陽能系統控制 

控制在機械系統之應用 

精密機械之量測與控制 

RFID系統 

微機械系統 

生物晶片 

五、學術研究 

本系教師研究領域涵蓋所有傳統與現代機械工程相關議題；除了基礎研

究之外，亦持續執行多項政府與業界委託的研究計畫。此外，由於機械工程

之特性，許多教師也將研發成果以專利的形式呈現，並受邀參與專利之蒐尋、

審查、訴願、鑑定等業務，或提供相關之專業諮詢。近年來，更配合國家工

業發展與產業界之需求，積極參與工廠自動化、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精密

量測與加工、精密機械、機電整合、微機電系統、奈米工程、新能源開發、

能源管理、潔淨室技術、燃料電池應用、環保電動車輛開發、半導體製程設

備開發、生物力學、生物晶片製作、生醫輔具開發、機器人、RFID、軟性電

子、太陽能車、風力發電機、智慧型車輛等相關之研發，並獲有相當之成果。

本系（所）研究所各組研究主題摘錄如下： 

 

 

 

本系（所）長期以來一直與相關產學研機構之研發單位如工研院、中科

院、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精密機械研發中心、車輛測試中心、台電、環

保署、能委會、原子能委員會、國科會、凝態科學研究基金會、嚴慶齡工業

發展基金會、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華航基金會、台積電、華碩、華亞、

中華汽車、裕隆汽車…等單位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根據統計，本系教師近

五年來執行過的大型計畫包括新能源研究、微奈米科技研究、精密機械研究、

自動化研究、RFID 等，每年每項皆有千萬元以上的研究經費，這些研究反映

出本系近五年之主要研究發展方向。每年研究經費及其來源分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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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實驗室 

 

 

 

 

 

 

 能源與環境實驗室 

研究目的：能源技術(燃料電池)；透過新型驅動方式藉以提高整體發電效率；

利用燃燒合成觸媒發展太陽能光電技術；電子散熱；透過熱流專

長以發展微型幫浦使散熱更具效率。 

研究項目：電子散熱；水冷系統；微型幫浦；壓電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與燃料供應系統；燃燒；奈米材料；太陽光

電；數值模擬。 

 能源實驗室 

研究目的：開發電子散熱技術；節約能源技術與再生能源應用。 

研究項目：LED 照明系統；兩相熱虹吸管冷卻系統；電子散熱技術；空調系

統之最佳化控制；蒸氣腔體；熱電散熱技術；儲能系統。 

 洞道熱傳與冷凍實驗室 

研究目的：針對電纜線地下化後所衍生的電纜線在洞道內電阻產生熱，從而

引起輸配電效率降低及維修問題，研究其改善方式；以吸收式冷凍

系統利用車輛排氣中所含的熱能做為車輛冷氣系統的驅動力， 從

而節省車輛耗能的研究。 

研究項目：彎曲通道熱交換器研究；地下電纜線洞道之熱傳研究；吸收式冷

凍系統研究；公路隧道通風系統研究。 

 計算流體力學實驗室 

研究目的：以數值模擬方法探討熱流相關問題。 

研究項目：寬頻元素法；移動網格；流體與固體結構相互作用；潤滑。 

 

 

 

 

 

 熱流光束實驗室 

研究目的：以熱流為主軸之跨領域應用研發。 

研究項目：能環科技發展策略與政策、化學產氫系統、奈微米尺度熱流系統、

應用 DNA 鍵結與雜交技術之微生化反應器開發、生物運動機制探

索暨仿生系統設計、高速公路局紫斑蝶穿越國道分析、奈米粒子及

生化分子自組裝製作可控親疏水性介面晶片、雷射光電量測技術。 

 燃料電池實驗室 

研究目的：小型甲醇重組器之 CuO-ZnO-Al2O3、CuO-ZnO-Al2O3-Pt-Rh 及 Pt-Rh

觸媒性能之研究。 

研究項目：微型燃料電池重組器研究；碳氫化合物環保冷媒研究；太陽能光

電池之熱傳研究；生質燃料研究；不鏽鋼蜂巢擔體；反應溫度效應；

擾流器設計。 

 燃燒實驗室 

研究目的：瞭解各類燃料燃燒的行為模式，藉此組合燃料並以降低污染及增

進燃燒效率。 

研究項目：生質柴油；水和醇類直接乳化穩定性及燃燒現象研究；多組份柴

油液滴燃燒與微爆現象之研究；柴油/水/酒精乳化液在燃氣輪機上

可行性研究。 

 微機械熱流控制實驗室 

研究目的：研究微機電系統內的流場與熱傳物理現象及生醫晶片之開發。 

研究項目：奈米生醫技術相關研究；智慧型系統之微機電積體電路設計研究；

電子設備之熱管理；巨觀至微觀尺度之熱流控制；微機電系統之無

線射頻裝置；無線射頻識冸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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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流雷射量測實驗室 

研究目的：建立流力與熱傳量測相關之雷射設備及技術，並將其應用在不同

實驗上，以利解決各類熱流問題。 

研究項目：高溫熱流場之測試與分析；三維溫度場及濃度場全場測試技術之

研究；全像太陽能光學元件之製造與性能測試；具外罩及阻礙物同

步旋轉圓盤流場之研究；應用質點影像測速儀於同步旋轉圓盤流場

之研究；雷射二極體之溫度控制研究；迴路式熱管之設計、製造及

性能測試；具高分子雙孔徑毛細結構迴路式熱管之製作與性能測

試；高效率微流道蒸發器之研發；池沸騰熱傳增強研究。 

 

 理論與計算熱流實驗室 

研究目的：理論分析熱傳與流體力學方面各種物理現象，並開發相關數值方

法以進行模擬研究。 

研究項目：熱電科學；計算流體力學；燃燒；輻射熱傳；紊流理論。 

 

 動力穩定實驗室 

研究目的：系統動力和穩定性探討。 

研究項目：旋轉圓盤穩定性分析；拱樑挫屈現象之量測；微小結構(硬碟磁頭

支撐架及昆蟲翅膀)之振動模態量測；開發分析自動平衡系統、碎

形表面形態模擬；類鑽膜對薄膜音質的改善。 

 

 固液二相流實驗室 

研究目的：研究固體液體混合體的動態特性及所涵蓋的多尺度物理問題。並

探討固體顆粒與周圍流體運動的相互影響及耦合。 

研究項目：固液二相流體的動態運動；固液耦合距離之探討；固體顆粒分離

與間隙水的互動機制。 

 

 

 

 

 流體物理實驗室 

研究目的：研究常流體或反應流體的根本行為，進而應用至相關之科學或工

程領域。 

研究項目：流體物理；燃燒與能源；計算流體力學；噴射推進。 

 

 動態系統研究室 

研究目的：定性及定量分析動態系統行為，建立其模式，並將之應用於大自

然現象及科學上。 

研究項目：動態系統模式及數值模擬；時間序列分析；碎形應用。 

 

 破壞實驗室 

研究目的：以壓電材料的相關研究為主軸，並以跨領域的多場耦合問題為研

發特色，理論方面涵蓋層域問題的靜態解析、穩態振動特性探討及

暫態應力波傳。實驗量測方面，則發展了全域光學的電子斑點干涉

術、光纖光柵動態量測系統及表面聲波感測元件。 

研究項目：破壞及熱彈力學；異向性材料及電磁彈耦合問題；波動力學的分

析及應用；壓電材料的動態特性分析；光學實驗量測；超音波非破

壞檢測。 

 

 疲勞與斷裂實驗室 

研究目的：探討金屬與高分子材料破壞性質，開發相關的測試與感測技術，

並應用至結構完整性監測。 

研究項目：風機葉片材料非破壞檢測；牙科器材破壞、疲勞與切削能力研究；

牙科根管彎曲度感測器研究；高分子材料內埋式光纖感測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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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度工程實驗室 

研究目的：功能和可靠度是研發能力的兩個主要指標，只有具備足夠可靠度

的產品，才有長期的市場價值，因此可靠度工程也是競爭力強調的

關鍵之一。透過辨識、衡量(含預測)、監控、報告來管理風隩，採

取有效方法設法降低成本，並有計畫地處理風隩，以控制與管理企

業從生產製造到營運管理保障企業的風隩。 

研究項目：可靠度工程；固體力學；隨機振動；結構與設備安全評估；風隩

評估與管理。 

 

 電腦輔助材料成形製程設計實驗室 

研究目的：電腦輔助材料成形製程設計；金屬模具設計；CAE 於材料成形、

結構強度、高速撞擊之研究。 

研究項目：先進高張力鋼板於汽車結構件之沖壓成形研究；鎂合金板材於 3C

產品結構件沖壓成形研究；精微成形研究；鎂鋁合金非對稱薄壁結

構擠製成形研究；材料高速受力行為研究；CAE 模擬分析撞擊研究。 

 金屬成型實驗室 

研究目的：針對金屬之冷、溫、熱加工等所發生之技術問題加以研究，期能

提供金屬成型過程之製程設計及模具設計準則；對金屬成型過程中

之應力應變，以及機械性質之變化與顯微組織之關係，亦進行分析

及研究，以加強對金屬成型之了解。 

研究項目：模具鋼之最佳熱處理條件；模具鋼之加工等性；金屬在冷溫熱鍛

時最佳潤滑狀況與模具磨耗之關係；模具疲勞壽命之分析與預估；

金屬鍛件之顯微組織與機械性質之關係；金屬成型之電腦模擬；模

具與製程設計準則之研究。 

 

 

 

 

 

 太陽能車實驗室 

研究目的：本實驗室致力於各種再生能源與電動載具的研究與開發，並積極

整合學校與台灣業界資源，打造一個結合產、學雙方的研發平台。

並讓學生有更多方的資源，以及更廣闊的視野，訓練出兼具領導與

實務經驗的工程人才。 

研究項目：鋰電池電動車-車輛外型最佳化、車體結構分析/製造、底盤設計、

馬達/控制器研製、鋰電池系統研製、設計能量管理系統、各種車

用電子研製、電動載具 EMC 分析/防護；燃料電池機車-車輛外型最

佳化、車體結構分析/製造、底盤設計、馬達/控制器研製、鋰電池

系統研製、控制燃料電池系統、設計能量管理系統、各種車用電子

研製、電動載具 EMC 分析/防護；風力發電系統-風場量測、CFD

分析、扇葉研製、設計發電機、風機結構/外型研製、市場研究。 

 

 微型機械與力學實驗室 

研究目的：發展微機電系統整合技術與生物組織系統感測。 

研究項目：微型光學系統；接觸角量測；微流道透鏡；表面電漿共振；血漿

分離；表面改質系統；可撓式微流道。 

 

 微系統技術實驗室 

研究目的：發展微機電系統整合技術與生物組織系統感測。 

研究項目：壓電超晶格中的極子行為；矽基超音波霧化器；微型光學系統；

接觸角量測；微流道透鏡；表面電漿共振；血漿分離；表面改質系

統；可撓式微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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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微機構實驗室 

研究目的：微奈米機械性質研究；碳管/碳線圈材料成長與應用及精密機構定

位技術。 

研究項目：高效率 mm 等級之超長奈米碳管成長與應用；高產量奈米碳線圈

成長；可撓性應變感測器；奈米碳管叢拋光研究；奈米材料之機械

強度；電彈力學；多自由度奈米定位平台。 

 

 智慧資產分析與創新設計實驗室 

研究目的：藉由檢索、分析、整合專利與技術，建立完整專利網絡，洞察科

技競爭力，分析智慧資產。同時，觀察文獻與專利中的機構，以機

構設計之智識，發展系統性創新設計的定理、準則，促進機構的發

明、創造。 

研究項目：智慧資產分析；機構設計；生產自動化技術；科技競爭力分析。 

 

 創新設計實驗室  

研究目的：針對某種產品，設計一系列人體工學模型；利用表面肌電圖儀與

雙軸角度規測試何種外形、大小、重量的模型才最適合人們使用。 

研究項目：人體工學產品設計；用表面肌電圖儀與雙軸角度規測試產品。 

 

 精密工程實驗室 

研究目的：探討各種自然界效應，並從中找尋解決方案，同時利用致動器、

控制器和感測器實現功能整合的目的，達成系統緊緻化、新型系統

架構及元組件設計開發之目標。 

研究項目：微小型氣靜壓軸承；微小型氣渦輪；奈米級掃描探針顯微鏡；長

行程高精度致動器；磁黏滯阻尼裝置及致動器；自動檢測系統等；

跨領域系統整合方式進行各精細元件與精密系統之研發。 

 

 

 

 

 

 

 自動化設計實驗室 

研究目的：改良產品設計，提升產品設計自動化及促進產品綠色導向設計； 

 利用虛擬實境以及擴充實境科技促進人機互動。 

研究項目：自動化設計；虛擬實境；擴充實境；電腦輔助設計；人機介面；

穩健設計；產品生命週期設計；產品裝配/拆卸序列規劃；產品環

保設計。 

 工程評估實驗室 

研究目的：探討在工程實務運用中，電腦虛擬原型工具之可信度及技術提升

之途徑；在設計方法學中，建構新的「設計成本評估法」，以為工

程師在設計評估時系統取捨或最佳化的量化依據；車輛動力特性行

為解析。 

研究項目：虛擬原型之可信度分析；機械系統與設計程序之工程評估；車輛

底盤系統性能與動力學分析；光碟機及人體特殊機構之分析與合成

原理之應用。 

 電腦輔助設計實驗室 

研究目的：善用各種電腦輔助設計與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軟體，進行機械產品

之設計、性能分析與產品改良等產品研發流程；發展整合介面程

式，以連結不同之設計與分析軟體，達到整合設計與分析之目的，

加速產品之研發流程；另發展數位條紋投射法，以量測物品之三維

外形並建立物品之實體模型。 

研究項目：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工程分析；物品三維外形之非接觸量測

與實體模型建立；機械產品之概念設計及細部設計；最佳化設計；

專利侵害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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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模型實驗室 

研究目的：主要探討三維物體在電腦表示時之核心技術及相關技術應用。 

研究項目：實體邊界表示法之拓樸架構；組裝系統之架構；電腦輔助製程規

劃；三軸與五軸 CNC 加工模擬；網路協同設計系統；產品資料管

理系統下的零件搜尋；汽車鈑金件的特徵辨識；汽車鈑金件模具工

法的排序。 

 

 機構與機器原理實驗室  

研究目的：發展機構與機器之設計理論與方法，並結合理論與實務針對在車

輛工程與醫工等方面上之創新研發與工程應用。 

研究項目：多自由度機構(多連桿機構、齒輪機構與線驅動平台機構)之設計、

分析及應用；設計方法之發展；創造發明工程教育方面之相關研

究；車輛混合動力系統與車輛底盤設計。 

 機器與機電設計實驗室 

研究目的：就現有的機構與機器，發現規律，提供準則，歸納定理，以促進

新機構和機器的發明創造，並藉由機電整合技術增進機械的性能與

功用。 

研究項目：曲槽日內瓦輪之設計與實作；腱驅動機械臂之構造合成；撓性機

構之運動解析；撓性接頭之設計。 

 機能材料實驗室 

研究目的：主要從事機能材料之研發工作，包括形狀記憶合金，結構用介金

屬，高制振能材料等。 

研究項目：鈦鎳形狀記憶合金之合金設計與製造；形狀記憶合金性能測試—

例如制振能之研究；介金屬之表面改質研究；高制振能材料之研

究—例如鎂合金等；紅外線快速接合各種(機能)材料之研究。 

 

 

 

 

 

 生產系統模擬實驗室  

研究目的：利用模擬工具 eM-Plant，建構生產系統實驗模擬平台，以進行模擬

研究，例如建構晶圓廠，模擬晶圓之製造流程，探討可能發生的種

種問題，藉以改善。 

研究項目：晶圓製造之最佳排程研究；物料搬運系統研究；生產系統生產流

程研究；生產成本研究；倉儲策略研究；生產策略研究。 

 

 精微加工實驗室 

研究目的：因應新素材的出現與加工精度超精密化；加工尺寸超微細化；加

工形狀複雜化；針對加工表面高機能化所面臨之新挑戰與困難，進

行基礎與革新性研究。  

研究項目：精微放電加工；粉末放電加工；放電披覆加工；放電蒸著合成奈

米材料的技術開發；放電研磨拋光；奈米探管之刷光應用；複合微

細加工機的開發與研究；精微超音波振動加工；精密工具機加工之

創新技術。 

 

 熱傳實驗室 

研究目的：量測各種不同熱傳物件之熱傳速率。 

研究項目：電子元件散熱模擬量測；CPU 水冷式冷卻板研發；噴霧氣冷對空

調系統冷凝器之熱傳增強。 

 

 微機電實驗室 

研究目的：致力於微機電系統技術的研發工作，期能為微機電相關產業，建

立具有競爭力之技術平台。 

研究項目：光開關；人工皮膚；微幫浦；微致動器；微系統精簡模型；微控

制電路設計與開發；無線傳輸模組開發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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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量測實驗室 

研究目的：提供精密量測、精密機械、精密儀器之教學研究與產業服務。 

研究項目：微/奈米級三次元量測儀研製；微/奈米關鍵技術於光開關的研製；

小型環境腔研製；微三維光電量測技術；TFT/LCD 液晶滴入技術；

A+工具機精度衰減及熱變形抑制研究；高精度 AOI 機台精度檢測；

人工皮膚及陣列壓力與溫度感測器。 

 

 精密製造技術實驗室 

研究目的：發展微奈米元件加工技術，由初步著眼於 LCD 面板內部背光模組

中導光板製作，並持續探討工業界之延伸應用；開發與應用超精密

製程技術於半導體產業；將專利資訊系統化地導入研發創新流程，

以開創優質智權成果並掌握佈局先機。 

研究項目：飛秒雷射加工系統建置；微米級 3D 斜坡凹槽之製程開發；精微光

學模具製造技術；超精密研磨與矽晶圓再生技術；晶圓薄化技術開

發；CMP 製程鑽石修整器設計；微米級影像三維量測系統開發；

TRIZ 發明原則於系統化研發創新之應用。 

 

 鑄造及材料製程實驗室 

研究目的：鑄造合金研發(鑄鐵、鋁合金、鈦合金)及冶金和機械性質探討；鑄

造製程研發(消失模型鑄造法、轉爐熔煉技術)。 

研究項目：各種石墨鑄鐵之研發及製程研究(包含耐熱鑄鐵、耐磨鑄鐵、低熱

膨脹鑄鐵；鋁合金之鑄造製程和材質控制、凝固模式分析及冒口系

統設計；消失模型鑄造法(EPC)之製程研發；鈦合金之合金設計、

表面改質及生物相容性研究；薄件及厚件球墨鑄鐵鑄造技術研發。 

 

 

 

 

 表面改質實驗室 

研究目的：發展金屬材料及各種工具的表面改質處理技術。 

研究項目：金屬材料的熱處理、滲鉻、滲釩、滲碳、氮化、化合物批覆等表

面改質處理，以及各種工具的超冷處理、熔蝕反應和超高頻感應加

熱等。 

 

 塑膠加工實驗室 

研究目的：本實驗室主要係針對塑膠相關製程進行開發與研究，近年積極開

發微奈米尺寸的塑膠結構成型，並開發出多種不同之成型製程。更

針對光學用之塑膠成品進行製程開發，包括精密射出成型、熱壓成

型、氣體輔助微奈米熱壓成型、各種形式之微奈米轉印與壓印技

術、光學薄膜製程等。 

研究項目：擠出滾壓複合製程的開發研究；CO2 氣體輔助微熱壓製程開發研

究；軟模低壓滾輪式轉印製程的研發與應用；鈹銅模仁用於非球面

鏡片射出成型研究；創新微透鏡陣列製作應用於投影式微影技術開

發之研究。 

 

 傳統與非傳統製造實驗室 

研究目的：研究各項加工之學理與機制，開發新的加工技術，並改進國產加

工機之性能。 

研究項目：難切削材料加工；高速切削；工具機顫振與抑制；化學機械拋光

鑽石修整器之研究；綠色切削；硬脆材料之拋光；微細結構加工；

放電鑽孔；形險放電加工；線切割放電加工；放電銑削；微放電加

工；複合式加工(電化學放電加工、超音波輔助加工)；快速成型與

快速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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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能實驗室 

研究目的：研究太陽能應用技術。 

研究項目：太陽能冷氣；太陽能熱泵；太陽能熱水器；太陽能發電集熱器；

太陽能集光發電；太陽電池追日控制；太陽電池最高功率追蹤控

制；LED 太陽能照明。 

 機器人實驗室 

研究目的：發展機器人系統；工廠自動化；微奈米控制；運動控制；影像伺

服系統與無線識冸系統等技術發展。 

研究項目：即時定位及建地圖；運動規劃；人形機器人；人工義肢；工廠自

動化；微奈米控制；影像辨識；人臉追蹤；運動控制；無線識冸系

統應用。 

 

 推進控制實驗室 

研究目的：發展高效率、低污染之動力推進系統及其控制策略，以及以人為

本的生物技術醫療輔具工程設計與控制。 

研究項目：高效率直流無刷馬達設計與控制；電動車輛動力推進系統設計；

電子換檔；能量管理與整車操控的研究；車用電子系統；車用無击

輪電磁閥門設計與控制；燃料電池系統整合與控制；創新醫療輔具

開發。 

 

 仿生機器人實驗室 

研究目的：由瞭解生物系統出發，進行機器人（系統或相關元件）之設計製

造與控制整合研發。 

研究項目：動物運動行為探討；運動模型建立；仿生機器人設計製造與控制；

仿生材料研發。 

 

 

 

 

 

 

 精密系統控制實驗室 

研究目的：針對目標系統進行理解並推導精確之數學模型，進而設計高性能

之系統控制器。 

研究項目：多電子束平行掃瞄微影系統；奈米鑷子；智慧型太陽能追蹤集光

系統；蛇型仿生機器人；先進無線生醫保健監測系統；微電子束發

射源的研發；以干涉微影術於滾筒曲面製做次微米周期性結構；浸

潤式微影器材相關科技之研究；單層平面磁浮平台之設計與控制；

原子力顯微鏡之三維奈米微影技術。 

 

 系統整合控制實驗室 

研究目的：針對各類系統進行模型建立及分析，以進行控制器設計安裝及系

統整合，並且進行性能分析。 

研究項目：慣質機構設計及應用；燃料電池控制器設計安裝及效能評估；嵌

入式系統開發及在伴侶型機器人系統之整合應用；醫學工程系統控

制；人體運動模型建立及最佳化分析；光學及能源系統控制；強韌

控制理論及應用。 

 

 熱流控制實驗室 

研究目的：研究能源與熱流系統之動態特性與控制技術。 

研究項目：LED 照明驅動控制技術；LED 色彩照明控制技術；智慧型太陽能

LED 照明控制；LED 照明光學設計；LED 散熱技術；迴路熱管(LHP)

動態特性；低環溫熱泵電子控制技術；超低溫製冷機；電子冷卻控

制；高分子液晶製程控制；太陽電池追日控制；太陽電池最高功率

追蹤控制；熱電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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