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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

(英) 

Switching Power Supply R&D Strategy th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摘要

(中) 

近年來產業設備與民生設備之電子產品隨著經濟發展而快速成長，大部

分電子產品又必須有電源供應器產品提供運作；全球暖化及環保問題日

益高昇，全球各產業無不對地球盡一份貢獻之力，我國電源供應器產業

規模居世界第一，遍佈全球的產銷體系，過去這些環保節能規範普遍為

獎勵及告誡方式，現在為一個重要執行事項，一個產品的成敗，從研發



設計階段即要導入，才能克服企業常遇到之問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電源

供應器產業概況及研發策略，透過深度訪談個案公司、其他電源供應器

廠商研發單位主管、核心元件控制 IC 廠商、產業相關人員及收集資料分

析，從研發技術面結合產業面，了解產業及個案公司研發策略及環保節

能發展趨勢。深入探討此研究主題，進而對電源供應器廠商及個案公司

因應快速變化的環境提出建議與改善。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th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the electronic products for the 

livelihood equipment grew fast along with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he 

majority of electronic products must have the switching power supply, to provide 

the operation; the whole world warm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question 

rise high day by day, and the global various industries are all to strength of the 

Earth contribution. The power supplies from our country are the world first in the 

industry scale and are sold in worldwide. In the past th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standard are the reward and the warning way, but 

now executing those is important and a must. To consider that a product is success 

or failure, the enterprises have to implement this from the stud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stage, and this could overcome the question that enterprises 

often meet. This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d that the industry survey of the 

switching power supply and R&D Strategy. By the 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case 

company, the RD manager of the other switching power supply, manufacturer, the 

core part control IC manufacturer, the relevant industrial personnel and the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Combining the industry aspect from R&D Strategy aspect, we 

can understand the RD strategy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ase company and also can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By discussing this subject thoroughly,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proposal and the improvement to the switching power supply manufacturer and the 

case company in accordance to the fast chang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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