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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展覽館 

線上展覽館將於每月 15 日更新資料，歡迎前往觀看 
2023.05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輪播動畫 

 (到達頁) 

XLG-DA2系列 LINK 主打新上市 DA2調光版 

高壓直流(HVDC) 

電源解決方案 

LINK 新增NCP-3200及開發中機型

SHP-30K 

產品展覽館 A1. 機殼型電源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新增開發中機型

LRS-N2系列、HRP-1000N3

與 SHP-30K) 

A2. LED驅動電源館 最新產品 新增 XLG-240320-48-ABV 

解決方案 新增 XLG-240320-48-ABV應

用圖 

A4. 基板型電源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新增開發中機型

LOP系列) 

B1. 適配器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B2. DC/DC轉換器館 解決方案 新增鐵道真空斷路器應用圖 

B3. 充電器和逆變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新增開發中機型

NTN-5K系列) 

C1. VFD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修改輸出分類) 

最新產品 更新規格書連結 

C2. 聯源精密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產品線整併、工

業機器人刪除部分系列) 

最新產品 新增 7.5/15 mm TS35 DIN 軌

道 

C3. 3+N 產品館 解決方案 新增質譜儀應用 

C4. 產品與技術服務

中心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新增 safety：IEC,EN,ANSI 

AAMI ES60601-1 Ed.3.2現

況與要求說明 

 新增 IA：IEC62368各國轉

https://led.meanwell.com/outdoor-lighting/XLG/indexCH.aspx
https://www.meanwell.com/Enclosed/HVDC/TW/index.html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4#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5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5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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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市場准入動態、中國 CCC

標準 GB17625.1-2022說明

與 CQC輔助散熱決議 

產業應用與

技術支援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新增 safety：IEC,EN,ANSI 

AAMI ES60601-1 Ed.3.2現

況與要求說明 

 新增 IA：IEC62368各國轉

證市場准入動態、中國 CCC

標準 GB17625.1-2022說明

與 CQC輔助散熱決議 

解決方案館 能源管理系統 集中電源 更新實景應用圖 

充電樁  更新實景應用圖 

 新增 UHP 系列連結 

B.A 控制技術 KNX 更新實景應用圖 

CANBUS 新增 NCP-3200連結 

PMBUS 新增 NCP-3200連結與應用圖 

製造自動化 BLDC馬達

驅動 

 更新連結 

 新增實景應用圖 

資通訊系統 數據中心 更新實景應用圖 

室內顯示屏  更新連結 

 新增實景應用圖 

集團介紹  公司新聞 新增北美經銷會報導 

 
2023.04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產品展覽館 A1. 機殼型電源館 最新產品 新增 NCP-3200系列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兩大主流新品介紹

及應用影片和講義 

解決方案 新增 NCP-3200應用圖 

A2. LED驅動電源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兩大主流新品介紹

及應用影片和講義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6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1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7
http://expo.meanwell.com.tw/index.html#intro_se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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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導軌型電源館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六利基新品介紹及

應用影片和講義 

A4. 基板型電源館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六利基新品介紹及

應用影片和講義 

B1. 適配器館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六利基新品介紹及

應用影片和講義 

B2. DC/DC轉換器館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六利基新品介紹及

應用影片和講義 

B3. 充電器與逆變器館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六利基新品介紹及

應用影片和講義 

C1. VFD館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六利基新品介紹及

應用影片和講義 

C2. 聯源精密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C3. 3+N 產品館 最新產品 新增 NCP-3200系列 

影音專區 新增技研會六利基新品介紹及

應用影片和講義 

解決方案 新增倉儲機器人充電應用 

C4. 產品與技術服務中心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新增 safety 3/20 歐洲 VFD法

令簡介 

產業應用與

技術支援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新增 safety 3/20 歐洲 VFD法

令簡介 

集團介紹  公司新聞 新增中國經銷會新聞 

 
2023.03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產品展覽館 A1. 機殼型電源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最新產品 新增 ERG-5000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ERG-5000應用圖 

A2. LED驅動電源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3#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4#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53#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tw/index.html#intro_se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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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最新產品 新增 SLD-150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SLD-150應用圖、DLC-

02-KN 數位照明、人因照明

與戶外照明應用案例 

A3. 導軌型電源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A4. 基板型電源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解決方案 新增 IRM-90應用圖 

B1. 適配器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B2. DC/DC轉換器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B3. 充電器與逆變器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B4. 醫療用電源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解決方案 新增 MPM-45/65/90、RPS-

120S、RPS-500、GSM、

GEM06I 系列應用圖 

C1. VFD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新增產品藍圖 

影音專區 新增蘇州智慧園區流水造景應

用案例 

解決方案 新增 VFD-350P-230、VFD-

350C-230應用圖 

C2. 聯源精密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新增產品藍圖 

最新產品 USB 3.1 GEN2 Type C充電/

傳輸線 

C3. 3+N 產品館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 

解決方案 新增燒機系統、粒子加速器、

DALI 智能燈控應用圖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3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4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4#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4#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8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8#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4#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53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5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53#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53#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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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產品與技術服務中心 本館介紹 新增館長聯絡方式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應用案例 移除 

影音專區 移除 

產業應用與

技術支援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2023.02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產品展覽館 DC/DC 

轉換器館 

最新產品 新增 DDRH-120/240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DDRH-120/240應用圖 

產業應用與

技術支援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2023.01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首頁   

 

 

 將 13則新品 Banner 輪播置頂 

 原 13館濃縮為 11館 
(移除 KNX 智慧建築館及系統電源館) 

 新增 3+N產品館、產業應用與技術

支援區塊 

 集團介紹置底 

 主選單新增「產品快選表」 

產品展覽館 DC/DC 

轉換器館 

最新產品 新增 SKM30-N/DKM30-N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SKM30-N/DKM30-N 應用圖 

聯源精密 最新產品 新增 PSC/PSD和 JM/JMD系列 

影音專區 新增 PSC/PSD和 JM/JMD影片 

3+N 產品館 產品介紹 新增 8份全系列產品介紹 PDF 檔 

集團介紹 

(原主題館) 
   新增蘇州新廠啟用新聞 1則 

 集團介紹連結至 SDG 永續發展網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A
http://www.sdg-mps.com/cn/about.aspx?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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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應用與

技術支援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IA 項目新增 IEC62368各國轉證市場准

入動態資訊 

 
2022.12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媒體專區 新增得獎新聞及新廠開幕訊息 

產品展覽館 系統電源 解決方案  燒機系統應用新增兩個案例 

 粒子加速器應用新增系統電源與

電源管理案例 

產品與技術

服務中心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Safety 新增安規標準更新資訊 

聯源精密  最新產品 新增 Push-in工業開關及配線控制箱 

 
2022.11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館首頁  推廣影片 更換為蘇州智慧園區導覽影

片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直流集中供電照明解決方

案 Banner 產品展覽館 LED 電源館 本館介紹 

KNX 智慧建築館 本館介紹 

解決方案館 

(原未來館) 

 智慧園區導覽影片 

(原蘇州智慧園區) 

 新增蘇州智慧園區導覽影

片 

 電源系統解決方案連結按

鈕 

能源管理系統 老化能源回收(原燒機能源回

收)/直流輸出產品應用內容更

新 

製造自動化 

產品與技術

服務中心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聯源精密  最新產品 新增 Push-in軌道式端子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E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E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tw/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9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0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1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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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智慧建築及通信電源解決方案 

活動快訊 新增 2022新產品技術發表會及產品博覽會 13支

影片 

產品與技術服務中心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應用案例 新增案例 2於電源與控制； 

新增案例 2於燈控與智能建築 

聯源精密 影音專區 新增 4支影片 

 

2022.09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媒體專區 新增公司新聞一則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RST-7K5/15K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RST-7K5/15K 應用圖 

未來館 安防監控系統 消防系統 新增 LAD系列產品應用圖與連結 

產品與技術服

務中心 

 

 認證新知 1. Safety 項目新增 2則全球法規動

態 

2. EMC項目新增歐洲訊息 

3. IA 項目新增泰國和中國訊息 

 2022.08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高壓直流輸出電源解決方案 

媒體專區 新增公司新聞二則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 本館介紹 新增高壓直流輸出電源 Banner 連

結 

最新產品 新增 SHP-10K 系列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1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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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專區 新增 SHP-10K 系列影片 

解決方案 新稱 SHP-10K 應用圖 

LED驅動電源 影音專區 新增 DLC-02軟體設定影片 

系統電源 本館介紹 新增系統電源解決方案 Banner 連

結 

解決方案 新增基地台、資料中心、高壓集中

電源、充電應用 

產品技術服務中心 

(原技術服務館與

售後服務館整併) 

 服務團隊 加入售後服務人員 

技術支援  更名為服務項目 

 新增售後服務連結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影音專區  更名為應用案例與影音專區 

 新增 3+N系統解決方案應用案

例 

 更新影片三支 

零組件與自動化設

備館 

(原售後服務館) 

 產品介紹  新增零組件品項連結 

 新增自動化設備品項連結 

最新產品 新增三項產品連結 

影音專區 新增影片一支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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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系統、充電器與逆變器、安防

3項電源解決方案 

媒體專區 新增公司新聞一則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 本館介紹 新增 HRP-N3系列介紹連結 

最新產品 新增 NSP-1600/3200系列 

影音專區 新增 HEP-2300與 LRS系列介紹 

解決方案 新稱 NSP-1600/3200應用圖 

LED驅動電源 本館介紹 新增 XLG 系列介紹連結 

產品介紹 新增選型手冊下載連結 

充電器與逆變器 本館介紹 新增新一代產品介紹連結 

影音專區 新增充電器與逆變器介紹影片 

導軌型電源 本館介紹 新增主打系列介紹連結 

醫療用電源 本館介紹 新增 NMP系列連結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IA 項目新增新加坡認證訊息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8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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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媒體專區 更新 3則公司新聞 

產品展覽館 LED驅動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LCM-40TW系列 

影音專區 新增 DLC-02數位控制器應用影片 

KNX智慧建築 影音專區 新增 KNX Data Secure 介紹影片 

充電器與逆變器 最新產品 新增 NTS/NTU-2200/3200系列 

影音專區 新增智能充電器與高效能逆變器組

合展示影片 

解決方案 新增 NTS/NTU-2200/3200應用

圖 

未來館  首頁入口 更新蘇州智慧園區新廠大圖 

BA控制技術 DALI：新增 DALI-2照明系統介紹

影片 

物業管理系統 景觀亮化：更新解決方案連結 

能源管理系統 太陽能相關應用：新增太陽能充電

功能逆變器解決方案 

製造自動化 燒機能源回收之鋰電池測試設備應

用：更新解決方案連結 

資訊通訊系統 數據中心、視訊會議系統、室內顯

示屏：解決方案連結更新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影音專區 新增 HEP-2300系列介紹影片及

3+N 直流高壓集中供電展示影片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9#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0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6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2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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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 XLG 家族介紹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最新產品 新增 HEP-230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HEP-2300 應用圖 

LED驅動電源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醫療用電源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導軌型電源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基板型電源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適配器館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最新產品 新增 GST360B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GST360B應用圖 

系統電源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充電器與逆變器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DC/DC 轉換器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更新產品藍圖 PDF檔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D
https://led.meanwell.com/outdoor-lighting/XLG/indexCH.aspx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8#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4#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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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活動快訊 新增 2022 新品暨應用介紹 6 支影片 

六利基電源新品介紹影片+講義 

機殼型電源新品介紹影片+講義 

KNX&B.A.電源新品介紹+講義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LRS-450/60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LRS-450/600 應用圖 

導軌型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DRS-240/48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DRS-240/480 應用圖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認證新知 新增 Safety 和 EMC 新聞 2 則 

 
2022.03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小間距顯示屏電源方案 

活動快訊 新增 2022 新品應用技術介紹：

LED電源新品介紹影片+講義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UHP-1500-HV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UHP-1500-HV 應用圖 

系統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CMU2 系列 

導軌型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DRC-18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DRC-180 應用圖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A
https://youtu.be/skkw2hPEmgs
https://youtu.be/maCBLEbPjWU
https://youtu.be/bf8lCeODMyo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D
https://mailchi.mp/meanwell.com/miniled_tw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A
https://youtu.be/5q_fcQhZZ-8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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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入口  導覽影片 由各館主介紹 2022 展館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HRP-N3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HRP-N3 應用圖 

LED驅動電源 最新產品 新增 XLG-20/320 系列 

充電器與 

逆變器館 

最新產品 新增 NTS/NTU-1700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NTS/NTU-1700應用圖 

適配器館 
(原外接型電源館改名) 

最新產品 新增 GST360A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GST360A 應用圖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技術支援 新增 3+N 系統解決方案 

售後服務館  GTIN 號

碼查詢 

於該館入口新增 GTIN 號碼查詢

連結 

 

2022.01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媒體專區 新增公司新聞 3 則 

產品展覽館 充電器與 

逆變器館 

最新產品 新增 NPB/NPP-170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NPB/NPP-1700 應用圖 

技術服務館  技術與 

認證新知 

 更新技術文章 

 更新認證新知 

影音專區  新增 CMU2 展示套件介紹 

 

  

https://youtu.be/bPXHu3JqYl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B
http://expo.meanwell.com.tw/exhibition_9.html
http://expo.meanwell.com.tw/exhibition_9.html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14 

2021.12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媒體專區 新增公司新聞 1 則 

產品展覽館 充電器與逆變器館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 PDF 檔 

最新產品 新增 NPB/NPP-120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NPB/NPP-1200 應用圖 

LED驅動電源館 產品介紹 新增 NHDD系列 

技術服務館  技術與認

證新知 

 技術新知改名為技術與認

證新知，並新增認證最新

消息連結 

 更新技術文章 

 
2021.11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 LSP/UHP/PHP 系列 

媒體專區 新增「雙向電源」等相關新聞 3 則 

產品展覽館 充電器與逆變

器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內容 

最新產品 新增 NPB/NPP-450/75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NPB/NPP-450/750 應用圖 

DC/DC 轉換

器館 

產品介紹 更新產品藍圖內容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應用文章 

 
2021.10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產品展覽館 DC/DC 

轉換器館 

最新產品 新增 1~2W SMD型系列機型 

解決方案 新增 1~2W SMD型系列應用圖 

LED驅動電源館 影音專區 新增 DLC-02 套件展示影片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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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智慧建築館 影音專區 新增 KNX 套件展示影片 

軌道型電源館 最新產品 新增 DUPS20/4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DUPS20/40 系列應用圖 

外接型電源館 最新產品 新增 SGAS06/6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SGAS06/60 系列應用圖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應用文章 

影音專區 新增 DLC-02 及 LCM&PWM 

IoT 系列套件展示影片 

 
2021.09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產品展覽館 系統電源館 

(與可配置型電源

拆分，單獨介紹

系統電源產品) 

產品介紹 更新介紹內容與 PDF 檔 

最新產品 新增 RxP-160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 4 種常見系統電源應用場

景 

LED驅動電源館 最新產品 新增 GSV30/60 系列 

外接型電源館 最新產品 新增 SGAS15 系列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應用文章 

2021.08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HRP-N 系列 

媒體專區 新增「BLDC 馬達設計活動」相

關新聞 2 則 

產品展覽館 充電器與逆變器

館 

最新產品 新增 BIC-2200、 

NPB-120/ 240/ 360系列 

影音專區 新增 NTS/NTU 系列介紹影片 

解決方案 新增 NPB系列及 BIC-2200 應

用圖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應用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9#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3#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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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媒體專區 新增「明緯製造執行系統(MES) 

提升標準電源的質量」新聞一則 

產品展覽館 DC/DC 轉換器館 最新產品 新增 MDS/MDD03/06 系列 

LED驅動電源館 最新產品 新增 DLC-02 

KNX 智慧建築館 最新產品 新增 DLC-02-KN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應用文章 

 

2021.06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主打產品 新增 NMP 系列醫療與工控應用

網頁 

活動快訊 新增高端電源線上課程影片 

媒體報導 精選為近期 3 則 

集團介紹 新增信賴夥伴的力量影片 

未來館 能源管理系統 DC HOUSE 新增直流集中供電和直流照明應

用方式圖說 

產品展覽館 機殼型電源館 產品介紹 新增 PHP-3500-HV 

LED驅動電源館 產品介紹 新增 PWM-200KN 系列 

KNX 智慧建築館 產品介紹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應用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6#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9#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9#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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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館名稱 展館名稱 項目 更新內容 

展覽主題館  活動快訊 新增四場線上課程影片 

媒體報導 新增兩則新聞 

產品展覽館 LED驅動電源館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及產品藍圖 

充電器與逆變器館 產品介紹 更新全產品介紹及產品藍圖 

最新產品 新增 NTS-750 與 NTS/NTU-

1200 系列 

解決方案 新增三項應用圖例 

技術服務館  技術新知 更新應用文章 

影音專區 新增 BIC-2200 應用影片 

 
2021.04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主題館，PBM 夥伴專區：線上型錄更新 

2. 機殼型產品館，新增新品介紹，HRP-150N/300N/600N 系列 

3. LED 電源館，新增新品介紹，OWA/PWM/NPF-200 系列 

4. 充電器與逆變器館，新增新品介紹，NTS-250P/400P 系列與 NTS-

300/450 系列 

5. 技術服務館，新增 FAQ 類別-智能控制 

6. 技術服務館，新增技術文章專區 

7. 未來館-能源管理系統，新增智能電表介紹 

 

2021.03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機殼型產品館，新增新品介紹，HEP-1000-W系列 1000W出線式抗惡

劣環境電源供應器與 PHP-3500 系列 3500W數位化可並聯水冷電源供

應器 

2. LED 電源館，新增新品介紹，LCM/PWM-DA2 系列 25~120W DALI 

2.0 數位調光 LED驅動電源 與 NLDD-H/ LDDS-H 系列 DC-DC LED

驅動器電源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1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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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館-新增 BA 控制技術/DALI 

4. 未來館-新增環境監測系統/環保排煙 

2021.02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未來館-新增能源管理系統/DC HOUSE  

 

2021.01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Configurable 系統電源館，新增 NMD-240 模組新品，更新全產品介

紹與產品藍圖 

2. 未來館-新增資訊通訊系統/VOIP 

3. 未來館-新增物業管理系統/建築照明 

4. 未來館-新增環境監測系統/環保排煙 

 

2020.12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主題館，新增媒體曝光新聞 

2. 充電器與逆變器館，正式啟用 

3. 機殼型產品館，更新 LSP/UHP/PHP 新品介紹 

4. 技術服務館，新增「技術文章」區域 

2020.10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主題館，活動快訊新增集團展覽直播資訊 

2020.09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DC/DC 轉換器館，新增光伏電源系統解決方案 

2. 未來館-安防監控系統，新增消防應用實際案例介紹 

2020.08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1. 外接型電源館，全產品線介紹更新 

2. LED 電源館，新品介紹-DC/DC 驅動電源/ LCM-PWM-IOT 內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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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NX 智慧建築館，新增影片，重建更美好的家園:明緯智慧建築解決方

案 

4. Configurable 系統電源館，新增影片，模組電源:值得您信賴的多組輸

出電源方案 

5. Configurable 系統電源館，新增新品介紹，包含 NMP 系列、UMP 系

列、DRP 系列 

6. 售後服務館，新增 Q&A 專區 

7. 未來館-安防監控系統- 新增緊急照明集中電源、消防授信總機系統應用 

8. 未來館-物業管理系統- 新增招牌與顯示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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