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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工具機產業受美中貿易戰衝擊，特別是泛用機種的銷售狀況受影響甚鉅，工研院為

協助業界渡過此波貿易戰變局及強化產業競爭力，故以提升產業具備發展次世代高階工具

機及客製差異化能力為目標，規劃一系列中高階專業人才訓練課程。 

課程內容包含高階工具機設計及製造應用相關技術，分為:數位設計(5門)、智慧製造

(5門)兩大類，培訓主要對象為工具機產業界中高階加工應用工程師及研發人員。期望藉由

講師多年經驗傳承及實務心得分享，強化受訓者在發展高階機種所需的專業知識及技術

實務能力，進而帶動廠商未來研發及服務能量，創造高值化的營運模式。 

課程領域/課程名稱： 

領域別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日期 

數位設計 1. 工具機結構分析技術 6  10/07(一) 

智慧製造 2. 智慧製造技術說明及產線應用 6 10/21(一) 

智慧製造 3. 先進智慧製造與量測技術 6 10/22(二) 

智慧製造 4. 工具機熱問題與解決方案 6 10/30(三) 

數位設計 5. 軌道與傳動元件設計應用 12 11/06-07(三、四) 

數位設計 6. 工具機結構最佳化設計技術 6  11/14(四) 

智慧製造 7. CNC工具機智動化生產系統 6 11/19(二) 

智慧製造 8. 高效率切削與加工製程優化技術 12 12/05-06(四、五) 

數位設計 9. 工具機伺服控制模擬之參數型進給機構 6 12/10(二) 

數位設計 10.工具機機電系統整合設計開發 12 12/16-17(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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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領域：數位設計 培訓班別：工具機結構分析技術 

授課時數：6 小時 開課時間：108/10/07(一) 09:30~16:30 

課程 

簡介 
結構分析是確認設計物品質與安全性的必要手段，最常用的結構分析技術就是

有限元素法。本課程內容包含建模技巧，網格微調技術，求解器介紹，與進階

後處理技術。結構分析技術亦包含靜態分析與模態分析與熱傳分析技術等等項

目。由於結構設計的優劣會直接影響標的物的性能表現，在競爭激烈的時代精

確的設計已是提昇產品競爭力必要的方法，且最佳化亦是設計工程師的目標，

也是設計工藝水準的表現。 

課程 

大綱 
1.使用者介面 

2.有限元素模型建立 

3.結構靜態分析技術 

4.模態分析技術 

5.結構熱傳分析技術 

6.後處理技術 

 

領域：智慧製造 培訓班別：智慧製造技術說明及產線應用 

授課時數：6 小時 開課時間：108/10/21(一) 09:30~16:30 

課程 

簡介 
    本課程主要鼓勵各產業導入智慧製造系統，建立實體智慧生產系統，讓中小

企業感受該系統之效率與彈性，驗證智慧製造解決方案之可操作性，為業者打造

基礎設施導入數位化，建構聯網服務平台及各產業之應用服務模組，發展機械加

工應用服務模組，鏈結智慧製造技術產業，提供企業快速開發、設計、生產之最

適化數位轉型方案。 

課程 

大綱 
1. 產業發展現況、趨勢 

2. 智慧製造技術架構 

3. 數位化生產管理系統整合 

4. 設備聯網及智能化軟體技術 

5. 產線自動化整合應用 

6. 切削解析及優化技術 

7. 智慧產線建置及導入規劃 

8. 應用案例說明 

9.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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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智慧製造 培訓班別：先進智慧製造與量測技術 

授課時數：6 小時 開課時間：108/10/22(二) 09:30~16:30 

課程 

簡介 
智慧機械產業為政府五大創新產業政策之一，主要目的是將臺灣從精密機械升級

為智慧機械，以精密機械之推動成果及我國資通訊科技能量為基礎，智慧機械產

業的重要關鍵在於以精密機械導入智慧技術，透過智慧化產線進行智慧製造，從

智慧機械的演進到智慧製造到先進智慧量測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如何提升精密機

械的精準度是本課程著重的要點。 

課程 

大綱 
1.智慧製造發展趨勢 

2.智慧製造應用案例 

3.量測方法與目的  

4.幾何精度  

5.雷射應用及補償技術  

6.循圓分析 

7.主軸迴轉精度分析 

8.熱變位分析技術 

9.五軸工具機誤差總成 

10.IBS Rotary Inspector 

11.IBS五軸同動應用案例 

12.Q&A 

 

領域：智慧製造 培訓班別：工具機熱問題與解決方案 

授課時數：6 小時 開課時間：108/10/30(三) 09:30~16:30 

課程 

簡介 
    工具機目前存在幾項重要課題包括振動與熱變形等誤差問題，而精度誤差

來源最大者是來自於機台因熱變下所產生的尺寸誤差，所以本課程會與大家講

述熱誤差形成原因與解決對策；對策方面的改善方式有很多種，效益也不同；

本課程透過經驗分享的方式向大家闡述依據各種不同實際狀況對應不同的熱解

決對策方案。 

課程 

大綱 
1.精度誤差簡介 

2.熱變位理論 

3.設計面討論與對策 

4.熱的移除對策 

5.熱變位補償 

6.應用案例說明 

7.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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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數位設計 培訓班別：軌道與傳動元件設計應用 

授課時數：12 小時 開課時間：108/11/06-07(三,四) 09:30~16:30 

課程 

簡介 
    國內機械設備製造與設計產業自 1970 年代蓬勃發展至今，外銷產值相當可

觀，關鍵零組件的選用為機械設計中最基礎與最重要的一環，又線性滑軌與滾珠

導螺桿甚至皮帶與鏈條皆為機械傳動單元中最重要的關鍵元件。本課程中將會針

對傳動元件的種類與選用，做一系列的講解說明；期望對於機械設計有所幫助。 

課程 

大綱 
1.線軌設計與分析 

2.硬軌設計與分析 

3.鋼軌設計與分析 

4.非接觸式軌道與軸承-液靜壓系統 

5.線性滑軌選用原則 

6.線性滑軌安裝與精度校驗 

7. 傳動元件介紹-導螺桿，線性馬達 

8. 螺桿旋轉進給系統計算設計流程 

9. 傳動附屬配件(軸承、聯軸器、馬達) 

10.精密機械進給系統安裝 

11.校驗與分析 

12.傳動元件設計範例 

13.Q&A 

 

領域：數位設計 培訓班別：工具機結構最佳化設計技術 

授課時數：6 小時 開課時間：108/11/14(四) 09:30~16:30 

課程 

簡介 

    結構最佳化分析是確認設計物品質與安全性的必要手段，最常用的結構最

佳化分析技術就是有限元素法。本課程為進入使用環境進行結構分析之課程。

內容包含幾何建模處理技術，參數最佳化分析技術，拓樸最佳化分析技術，與

後處理分析技術。隨著國內產業日漸重視「研發」功能後，CAE(電腦輔助工程

分析)已成為廠商精進研發能力、提升產品開發效能的最佳武器。 本課程將帶

領使用者進行動態結構分析與透過拓撲最佳化設計了解產品最佳性能，本課程

可以提供學員在從事精密機械，土木設計時的一個最佳自動化設計工具，結合

結構分析與最佳化設計希望有助學員建立更精確的設計方法與提昇設計水準。 

課程 

大綱 
1.幾何建模處理技術 

2.參數最佳化分析技術 

3.拓樸最佳化分析技術 

4.後處理分析技術 

5.案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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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智慧製造 培訓班別：CNC工具機智動化生產系統 

授課時數：6 小時 開課時間：108/11/19(二) 09:30~16:30 

課程 

簡介 
    本課程主要解析智動化生產系統內製造自動化、製造系統兩大主軸，說明

製造自動化其硬式與軟式自動化的差異。製造系統其傳統物流、輸送機與彈性

製造系統的差異。針對智動化生產系統內最佳助手如 CNC 工具機、機器人、視

覺與物料運輸系統等，解析 CNC 工具機與機器人連線、機器人視覺輔助等監控

與管理。 

課程 

大綱 
1.產業發展現況、趨勢 

2.製造自動化導論與系統 

3.鴻海富士康 168自動化 

4.FANUC自動化 720小時無人機械加工 

5.六軸垂直關節機械手臂 

6. END-EFFECTOR種類 

7. 2D、3D機器視覺系統 

8. PLC控制器 

9. CNC工具機監控管理 

10. Q&A 

 

領域：智慧製造 培訓班別：高效率切削與加工製程優化技術 

授課時數：12 小時 開課時間：108/12/05-06(四,五) 09:30~16:30 

課程 

簡介 
    本課程以高效率切削與航太加工製程優化為主軸，進行理論及實務結合的

系列分享，其中內容包含基礎銑削力學與切削加工原理、機台動態特性量測

(FRF)分析與實作，並輔以加工優化技術應用案例介紹，包含示範如何由機台動

態特性資料求得切削穩態條件、利找出機台加工的極限能力。課程從機台性能

的動態特性意義到量測分析都提供完整實作課程，幫助學員能了解機台切削性

能，學習找出更有效率的加工方案。 

課程 

大綱 
1. CAM系統於加工之功能應用  

2. 高效切削之機台結構動態特性 

工具機振動與運動精度 

高效切削振動監測案例 

3. 高效切削甜蜜點解決方案 

切削穩態分析技術 

線上切削振動監控與優化技術 

切削路徑模擬分析及優化技術 

4. 分組實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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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數位設計 培訓班別：工具機伺服控制模擬之參數型進給機構 

授課時數：6 小時 開課時間：108/12/10(二) 09:30~16:30 

課程 

簡介 
    工具機進給伺服響應的好壞與機器設計有何關聯？進給軸的動態位置誤差

與波德圖是評估模具切削性能的關鍵指標。如果能準確模擬軸的動態位置誤差

與波德圖，則表示已掌控正確的伺服控制迴路與進給機構的動態響應特徵。因

此能在設計階段分析每個設計因子的影響程度，評估設計規格是否能達到。可

避免機器在銷售後，才發現切削性能不如預期，卻不知道如何設計變更。 

課程 

大綱 
1.伺服控制迴路模型 

2.前饋控制模型 

3.進給機構模型 

4.進給系統模擬 

5.問題討論 

 
 

領域：數位設計 培訓班別：工具機機電系統整合設計開發 

授課時數：12 小時 開課時間：108/12/16-17(一,二) 09:30~16:30 

課程 

簡介 
    工具機與傳動設備一般均是由馬達與機械結構兩大項目組成，透過馬達將

控制命令的電氣訊號轉變為扭矩來驅動機械設備，因此設計人員在進行機械結

構開發時需將馬達的電氣響應一併納入考量，才能有效設計出一高響應的機械

設備。本課程將先以單質點與 PID 控制模型結合的案例讓學員建立相關概念，

再導入 FANUC控制迴路模型進行實際應用，機械結構鑑別則分為實際量測與 FEM

分析兩種方式得到，最終控制迴路與機械結構整和可進行頻率響應波德圖分析

與軸向動態誤差預測。 

課程 

大綱 
1.機電系統概論說明 

2.基礎伺服迴路簡介：PID控制 

3.基礎結構受控體簡介： 

單質點與雙質點系統 

4.結構受控體簡介 

5.機械彈性體系統說明 

6.伺服迴路整合結構受控體分析 

7.FANUC伺服馬達控制迴路鑑別 

8.機械設備受控體模型鑑別 

9.專家模組操作 

10.波德圖響應分析 

11.路徑誤差分析 

12.機台設計與循跡誤差關係 

13.Q&A 

 

 講師簡介：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暨業界專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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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訓對象及錄取方式說明： 

 1.本課程主要對象為工具機產業界中高階加工應用工程師及研發人員。 

 2.課程採遴選方式，每班計招收 30-40名學員。 

 3.為服務更多工具機相關業者，每班每家公司報名以 2人為限，每人至多報名 3 班。 

 4.由公司或公會推薦者優先錄取。（詳報名表附註） 

 5.本課程將主動發送上課通知給錄取者。 

 

 

【 開 課 資 訊 】 

主辦單位： 

舉辦日期：108 年 10 月~108 年 12 月 (請參考 P.1) 

舉辦時間：09:30~16:30；每天 6 小時；每班時數計 6~12 小時 

舉辦地點：工研院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訓練教室【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 2 號】 

 (實際上課教室請依據上課通知函為準!) 

課程費用：免費 (本課程由工研院計畫全額補助，錄取之工具機從業人員～免付費!`!) 

工研院結業證書授予： 

-參加 12 小時課程之學員，研習期滿出席率超過 80%(含)以上，即可獲得工研院頒發之結業證書。 

報名方式：1. 點選課程頁面上方之「線上報名」按鈕進而填寫報名資訊即可。 

2. 或 E-mail 至: itri533882@itri.org.tw 

3. 或請填妥報名表(附件)傳真至 04-2569-0361。 

課程洽詢：  04-25672316 陳小姐 /  04-25687661 王小姐 

注意事項：1. 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敬請來電洽詢。 

２. 若錄取者不克參加，敬請於開課五日前以信件或電話通知，以利通知備取者遞補上課。 

３. 因課前教材、講義及餐點之準備相關事宜，若原報名者因故不克參加，但欲更換同仁參加，

敬請於開課三日前通知，以利行政作業進行並共同愛護資源。  

4. 為保障已錄取之學員上課權益，未收到上課錄取通知之學員，恕不接受當天報名參加。 

5. 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恕無法提供講義電子檔。 

6. 請尊重講師及其他人聽講權益，上課時請記得務必將手機調為靜音！未經同意請勿錄影、錄音。 

mailto:itri533882@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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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產業人才能力提升培訓課程 報名表- 
 
FAX.04-25690361                    TEL.04-25672316   E-MAIL: itri533882@itri.org.tw 

公司抬頭: 公司統編: 

地址: 產業別: □工具機產業  □其他 

報名課程代碼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請以正楷書寫) 

□A1、□A2 

□A3、□A4 

□A5、□A6 

□A7、□A8 

□A9、□A10 

      

□A1、□A2 

□A3、□A4 

□A5、□A6 

□A7、□A8 

□A9、□A10 

      

公司聯絡人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請以正楷書寫) 

      

附註： 

★本公司正實施 □減少加班 □鼓勵休假 □強制休假 □縮減工時(俗稱無薪假) 

★擬由 □公司推薦 以上員工參訓 

□公會推薦 (公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________________)以上員工參訓  

 註 1.為服務更多工具機相關業者，每班每家公司報名以 2人為限，每人至多報名 3班。 

 註2.由公司推薦(工具機產業)或公會推薦者優先錄取，本報名表若有不足，請自行複製。 

課程代碼： 

 A1 1. 工具機結構分析技術 6  10/07(一) 

 A2 2. 智慧製造技術說明及產線應用 6 10/21(一) 

 A3 3. 先進智慧製造與量測技術 6 10/22(二) 

 A4 4. 工具機熱問題與解決方案 6 10/30(三) 

 A5 5. 軌道與傳動元件設計應用 12 11/06-07(三、四) 

 A6 6. 工具機結構最佳化設計技術 6  11/14(四) 

 A7 7. CNC工具機智動化生產系統 6 11/19(二) 

 A8 8. 高效率切削與加工製程優化技術 12 12/05-06(四、五) 

 A9 9. 工具機伺服控制模擬之參數型進給機構 6 12/10(二) 

A10 10.工具機機電系統整合設計開發 12 12/16-17(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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