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編號：B12091                                                                                        課程類別:中級設計實務班 

■歡迎來電洽詢TEL:03-591-7880/573-2865 何小姐/林小姐 FAX:03-5820275 工業技術人才培訓 

課程名稱：切換式電力轉換器之分析、設計、模擬與實作     
(使用PSIM軟體) 

上課日期：112年3月16日至17日(週四至週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00~4:00 
上課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興路7-1號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費 用：8,800元 (同公司三人以上(含)報名享7,800元/人) 

課程簡介：本課程以PSIM軟體及各式電力電子教具，探討AC-DC、DC-DC及DC-AC等電路及

其控制方法，並將之應用至綠能發電、蓄電池儲能、微電網、電動車充電、交流馬

達驅動、交直流電源供應器等用途，並藉由一些電路模擬與教具實作來驗證設計。

課程提供9套教具(可作59實驗，使用TI F28335 DSP)： 

 PEK-110 Single-phase DC-AC Inverter 
 PEK-120 Buck DC-DC Converter 
 PEK-130 Three-phase DC-AC Inverter 
 PEK-190 永磁同步馬達 (PMSM)驅動器 
 PEK-510 單相光伏並網逆變器 
 PEK-520 永磁同步風電逆變器 
 PEK-530  微電網逆變器 
 PEK-540  三相四線式蓄電池儲能系統 
 PEK-550  三相光伏並網逆變器 

本課程將從59個實驗中挑選其中6個典型實驗再加入2個模擬實驗，涵蓋AC-DC、

DC-DC及DC-AC等電路，總計8個實驗，從原理、分析、設計、模擬到實驗，讓學

員學習電路原理、電路模型、控制器量化設計、電路模擬、硬體規劃與實作驗證等

技巧。本課程採用兩人一機方式上課(原廠提供全功能PSIM軟體，請自備NB並安

裝TI Code Composer Studio V6.0以上版本)，提供全套教具及實驗設備(DC及AC電
源供應器、電子式負載、數位示波器等)，課間並有助教協助教學，保證學習成

效。 

本課程規劃如下： 

(1) PSIM軟體進階使用教學。 

(2) PSIM與DSP、FPGA等結合之數位控制器設計與模擬。 

(3) 各式AC-DC、DC-DC及DC-AC等電路之分析、設計模擬與實作。 

(4) 考慮功率半導體元件切換損、導通損、效率等之Thermal及EMI (conduction部分) 

分析與模擬。 

(5) 教具硬體介紹及實驗。 

課程目標： 
1. 熟悉設計電源電路所需之控制理論、電路小信號模型、類比與數位控制器設計

等。 
2. 熟悉各式電源電路類型，包括 DC-DC、AC-DC Rectifier、DC-AC Inverter等之原

理、分析、設計與模擬。 
3. 熟悉使用PSIM驗證磁路設計及功率半導體之Thermal分析。 
4. 熟悉利用  PSIM建立所需之類比控制器、數位控制器 (SimCoder for DSP或

ModelSim Verilog for FPGA)及其驗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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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收穫： 
1. 精熟 PSIM 提供之電力電子模擬、設計與驗證功能。 
2. 深入了解包括各式 DC-DC、AC-DC、DC-AC電路之工作原理、模型推導與控制

器設計。 
3. 熟悉如何利用 PSIM 進行 Thermal 及 EMI 分析、磁路設計等。 
4. 培養電力電子電路之類比、數位及數位與類比混合控制之技術。 

講師簡介：江炫樟教授，現任：國立聯合大學電機系教授 
專長：電力電子、切換式電源供應器、電機控制、新能源電能轉換 

 

日   期 內 容 大 綱 時    數 

 

 

 

112/3/16 
 

 

 

 

 

至 

 

 

 

 

 

112/3/17 

1. PSIM 電路模擬軟體使用。 
2. 控制理論(轉移函數、波德圖及SmartCtrl工具使用)及 C-script 
輔助控制器設計。 

3. Lab1: CRM Boost PFC電路及控制器設計、Magnetic Element
電感設計、ModelSim Verilog控制程式設計  、PSIM結合

ModelSim電路模擬、EMI Filter設計。 
4. Lab2: LLC電路及控制器設計，Magnetic Element變壓器設

計、考慮功率半導體元件損失之Thermal 元件使用與效率之

分析等。 
5. Lab3: 單相獨立式Inverter，探討多迴路控制Inverter模型及控制方

法，並以AC sweep驗證控制模型，最後以教具進行實作。 
6. Lab4: 三相獨立式Inverter，學習空間向量PWM及軸轉換方式，探

討大型UPS採用之多迴路控制Inverter模型及控制方法，並以AC 
sweep驗證控制模型，最後以教具進行實作。 

7. Lab5: 單相無橋式PFC，探討多迴路控制無橋PFC模型及控制方

法，並以AC sweep驗證控制模型，最後以教具進行實作。 
8. Lab6: 單相兩級式PV-Inverter，探討並網Inverter之控制與保護，包

含單相鎖相迴路、電流控制、孤島偵測、Boost Converter之控制與

MPPT，最後以教具進行實作。 
9. Lab7: 三相PCS Inverter，探討並網Inverter之控制與保護，包含三相

鎖相迴路、P-ω及Q-V下垂控制、低壓穿越(LVRT)、孤島操作、無

縫切換等，最後並以教具進行實作。 
10. Lab8:，探討雙向DC-DC之模式化與控制器設計，應用於電池充

放電與能源回收應用，最後並以教具進行實作。 
11. 時間有限，將視學員進度及需求增加教具其他實驗。 

 以上學員需自備NB，以利教學與實作。 

12 小時 

適用產業：再生能源發電轉換器、電源供應器、UPS、電源IC設計、電子產品電源部分設計、

功率半導體元件、電源產品應用等相關產業 

研修對象：研發工程師 產品設計師 生產製造工程師 教師及研究生 研究

員 

技術背景：具電子學及電路學理論基礎 

教育程度：專科電機電子領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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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方式：原理講解、模擬與電路實作。 



 

工業技術人才培訓課程報名表 

     編      號:                                                   填表日期: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或服務項目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傳      真  

部      門  行動電話  

職      稱  E-Mail  

連  絡  人  連絡人/E-Mail  

參      加      課       程   費   用 座號免填） 

☐B12031 2050碳排淨零綠商機與關鍵技術   $4,800               . 

☐B12041 工業配電系統設計實務及PV新法規解析   $4,800               . 

☐B12051 全數位化控制電力轉換器之分析、設計與硬體在環(HIL)驗證   $8,800               . 

☐B12061 電源供應器時域與系統分析儀器量測操作實務   $4,800               .           

☐B12071 電力電子基礎(1) Buck, Boost, BuckBoost轉換器分析與設計   $6,800               . 

☐B12081 併網下多項電力電子設備之諧波與超諧波管理應用(全英文授課)   $4,800               .           

☐B12091 切換式電力轉換器之分析、設計、模擬與實作 (使用PSIM軟體)   $8,800               . 

☐B12101 電子產品可靠度工程設計應用   $6,800               . 

☐B12111 順向式電力轉換器分析模擬與設計   $6,800               . 

☐B12121 電源供應器元件與安規儀器量測操作實務   $4,800               . 

☐B12141 太陽能優化器及微型變頻器之設計   $8,800               .           

☐B12151 電子產品散熱設計   $4,800               .           

☐B12161 電源系統設計驗證實務   $4,800               .           

☐B12171 電動車馬達驅動系統及其G2V/V2G移動式儲能應用   $7,500               .           

☐B12221 電源電路架構與系統設計應用實務   $7,500               . 

繳費方式: 

1.恕不受理現場報名與繳費，敬請事先完成報名

繳費手續為荷。 
2.可使用支票、匯票、匯款或ATM轉帳及郵政

劃撥等方式付款 
3.支票/匯票抬頭「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匯款戶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付 款 行：台灣土地銀行工研院分行 
帳    號：156-005-000025(銀行代號：005) 
(匯款後，請回傳收據並註明課程及姓名，俾便銷帳) 

5.郵政劃撥帳號：19614561 
郵政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劃撥單通訊欄處請註明課程，回傳收據，俾便銷帳) 
6.上課前10日若因故退訓，將退還70%課程費用，課程 

開課後恕不退費或轉課。 

發票抬頭:                           . 

 統一編號:                           . 

■ 開立方式: ⃞  三聯式(公司)  

                     ⃞  二聯式(個人) 

 ⃞中興院區住宿單人套房每晚1,260元(含稅)；雙人

套房(尺寸5*6.2呎一床)每晚1,785元(含稅)，欲借

宿者請即早告知，以利申請。 

■報名請填妥此表後，傳真至:03-5820275 或 E-Mail至: shho@itri.org.tw 或 vickylin@itri.org.tw 
■連絡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工研院綠能所64館410室 

■洽詢電話:03-5917880 何小姐 或 03-5732865 林小姐 

mailto:shho@itri.org.tw
mailto:vickylin@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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