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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3D列印製程參數模擬與分析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羅裕龍/陳紅章

上課日期:2018年10月19日~12月21日
考試日期:2018年12月28日
上課時間:每周五晚上7: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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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屬積層製造所牽涉的物理現象十分複雜，其製程參數可
分為以下四個類型: (1)雷射相關參數 (2) 掃描相關參數 (3)
粉末相關參數 (4) 溫度相關參數。這些參數交互作用將對
成品的品質產生極複雜的影響，藉由實驗試誤法尋找最佳
製程參數將花費高昂成本以及時間。由於以上因素，使用
模擬尋找適合的製程參數是較佳的方法。此課程將介紹積
層製造電腦模擬的背景知識，以及如何準備製程所需要的
檔案。此外，課程中將更進一步教導學生使用電腦模擬尋
找適合用於積層製造製成的參數。藉由模擬軟體，此課程
可以使學生對於積層製造的基礎知識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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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金屬積層製造模擬簡介 羅裕龍

2 積層製造工件設計原則 陳紅章

3 積層製造支承設計原則 陳紅章

4 積層製造粉末堆積分析 陳紅章

5 積層製造粉末層材料性質模擬及分
析

陳紅章

6 積層製造之熔池模擬 陳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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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標題 講師

7 藉由電腦模擬建立積層製造製程參
數圖

陳紅章

8 積層製造型變模擬 陳紅章

9 積層製造微結構模擬 陳紅章

10 製程電腦檔案準備 陳紅章

11 認證考試

各週課程標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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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智慧工廠自動化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鄭芳田/謝昱銘/丁顥/林祐全

上課日期：2018年10月20日~12月22日
考試日期：2018年12月29日
上課時間：每周六上午 9: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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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智慧工廠自動化(Intelligent Factory Automation)課程，
教授全自動虛擬量測(AVM)、刀具磨耗壽命管理(TLM)
、智慧型預測保養(IPM)、智慧型良率管理(IYM)、智慧
物聯網元件(CPA)、及先進製造物聯雲(AMCoT)…等技術
。藉由智慧工廠自動化課程可讓學員應用於高科技及傳
統產業的各式機台與生產線，使其具備產品零缺陷和生
產機台高效率與高妥善率之各項(包括單機智慧、產線智
慧、及整廠智慧等之)智慧能力，達成所有生產產品接近
零缺陷之所謂工業4.1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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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智慧製造與 工業4.1 鄭芳田

2 虛擬量測的由來與效益和全自動虛
擬量測(AVM)系統的誕生

謝昱銘

3 AVM在半導體和面板等高科技產
業的應用

謝昱銘

4 AVM在工具機和航太等傳統機械
產業的應用

丁顥

5 智慧型預測保養(IPM)系統介紹 謝昱銘

6 IPM在半導體和面板等高科技產業
的應用

謝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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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標題 講師

7
IPM在工具機和航太等傳統機械產
業的應用及刀具磨耗壽命管理
(TLM)介紹

丁顥

8 智慧型良率管理(IYM)系統介紹 謝昱銘

9 智慧型良率管理(IYM)系統實務導
入說明

謝昱銘

10 先進製造物聯雲平台(AMCoT)與
旗艦型物聯網元件(CPA) 林祐全

11 認證考試

各週課程標題 2/2



11

應用深度視覺技術之智慧製造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胡敏君/陳文正

上課日期:2018年10月20日~12月22日
考試日期:2018年12月29日
上課時間:每周六下午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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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監控技術可應用於分析工廠之作業員動作、產品之
製作流程與良率辨識，以節省人力成本並提升製造效率
。其中之關鍵核心技術為基於深度學習之電腦視覺模型
。本課程將深入淺出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之基本觀念，
並透過Python和Tensorflow之簡單範例，一步步帶領學員
實作建構各種深度學習模型。本課程也將介紹近年來發
展成熟的各種深度視覺技術與模型，並應用於物件偵測
與分類、語意分割、動作辨識與預測等實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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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基礎介紹 (1) 胡敏君

2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基礎介紹 (2) 胡敏君

3 使用Tensorflow之模型架設 陳文正

4 神經網路優化技巧 陳文正

5 圖像分類模型 胡敏君

6 物件偵測與語意分割 (1) 胡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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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標題 講師

7 物件偵測與語意分割 (2) 胡敏君

8 深度生成模型 陳文正

9 序列資料學習 陳文正

10 影片語意分析 胡敏君

11 認證考試

各週課程標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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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方法概論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 蔡進聰/何文獻

上課日期:2018年10月20日~12月22日
考試日期:2018年12月29日
上課時間:每周六晚上6: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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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佳化方法中之田口方法使用主要兩個工具：直交表和
訊號雜音比，可有效率地製造高品質、低成本的產品，
採用參數設計的觀念，利用直交表(orthogonal array，用
來配置設計參數水準)的實驗設計來進行實驗收集資料，
以最經濟的實驗次數而獲得更可靠的因子估算值，將整
個實驗計畫的實驗次數完成後，再將實驗之反應值平均
分析每一個因子的影響，獨立予以評估。將實驗的品質
特性轉換成訊號雜音比(signal-to-noise ratio，S/N比，用
來衡量品質的優劣)進行分析，經由統計的推定，決定參
數的最佳水準組合。透過參數設計，訂定對操作環境較
不敏感之製程，純化變數的影響，降低雜訊對產品的干
擾，使產品品質變異降低，達到穩健設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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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田口方法概論 何文獻

2 磁磚製程設計最佳化與實作 何文獻

3 直交表實驗 何文獻

4 直交表實作 何文獻

5 直交表概觀 何文獻

6 品質計量方法 蔡進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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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標題 講師

7 變異數分析 蔡進聰

8 因子的重要性測試 蔡進聰

9 穩健品質設計 蔡進聰

10 實例分享 蔡進聰

11 認證考試

各週課程標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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