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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产品质量,更稳定的工艺以及更高的产能,最
大限度地提高良品率.如果您的员工对您的注塑机,
机械手以及工艺有更深的了解,您就能从您的注塑

生产中获得更多.ENGEL培训通过全面的,专业的,
交互式的方式帮助您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根据

您们的需求提供在培训中心的课堂培训,客户现场

培训以及在线培训.无论是初来乍到还是小有成就 

– ENGEL培训会使您和您的员工更适应未来的注

塑成型.

参加 ENGEL 培训.
获取更多知识.更多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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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培训中心平遍布全球,您可以就近选择用您熟悉的语言参加注塑培训课程.经验丰

富的培训师为您提供多样化的注塑成型课程及其组合. 

由于时代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上缺少合格的注塑成型专家.通过以目标为导向的培训课程,
您的员工可以为生产中的挑战做好准备--掌握关于注塑机,机械手操作,维护,特殊功能以

及相关的必要知识.

我们的注塑培训课程是模块化的,因此适用于初学者、中级用户以及高级用户.如有需要,
我们将在最终考试并通过后为您颁发行业认可的培训证书. 

除了我们的标准培训课程外,您将有机会就您的特殊需求和我们的专家一起在注塑成型领

域合作.在一起,我们将走的更远. 

为什么选择ENGEL培训?
我们在您身边 - 用您熟悉的语言进行培训

我们的学习形式

课堂培训

在您的现场或在我们的培训中心进行培训.贴近

客户,用您的语言.模块化的形式,大量的实践内

容,更多的互动和更有效的分组.

网络研讨会和线上培训

更灵活的教学模式,通过在线和认证的培训师进

行互动,也可以访问在线培训平台进行自学.

混合培训

在线注塑理论教学 ,上机实践培训作为课堂内

容.在混合培训形式中,线上和线下元素结合,更个

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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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员工提供多样化
的培训课程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operator maintenance (EOM)
为维护保养人员而设的 ENGEL 注塑机操作课程

第 12 页

SEMINAR 

inject 4.0 及能源效率

e-connect service operator (ESO) 
e-connect 客户门户的功能及选项

第 19 页

inject 4.0 及能源效率

ENGEL energy efficiency (EEE)
关于注塑成型的能源效率以及节能
减排

第 19 页

操作和工艺工程 维护保养课程
inject 4.0 
及能源效率

我们很高兴为您提

供咨询!

请联系我们当地的培训

顾问了解更多信息!我

们将很高兴为您的员工

提供个性化的培训计划.

ENGEL 生产工艺工程

Technology plastic basics (TPB)
为注塑业者提供基础的塑料工艺技术知识

第 16 页

操作和工艺流程技术培训项目 - 阶段 I

ENGEL 操作课程

ENGEL operator basics (EOB) 
操作 ENGEL 注塑机的基础技巧

第 8 页

课程 操作以及工艺工程师– 阶段 II

ENGEL
操作课程

ENGEL operator 
advanced (EOA)
ENGEL 注塑机操
作高级课程

第 8 页

ENGEL
操作课程

ENGEL pick & 
place basics 
(EPB)
ENGEL e-pic 机
械手操作

第 10 页

ENGEL
操作课程

ENGEL 机械手基
础 (ERB)
ENGEL viper 线
性机械手的基础
操作技巧课程

第 9 页

ENGEL
操作课程

ENGEL articula-
ted basics (EAB)
ENGEL 多关节
机械手基本操
作 (AR)

第 10 页

ENGEL  
生产工艺工程

Technology 
plastic surface 
(TPS)
识别和改良产品
表面及注塑问题

第 16 页

ENGEL  
生产工艺工程

Technology iQ 
Programme (TIQ)
iQ weight、
clamp、和 flow 
control 的应用

第 17 页

课程 操作以及工艺工程师– 阶段 III 

ENGEL
操作课程

ENGEL robotics 
advanced (ERA)
ENGEL viper 线性机
械手操作高级课程

第 9 页

ENGEL
操作课程

ENGEL articulated 
advanced (EAA)
ENGEL 多关节机械手 
(KR) 操作高级课程

第 10 页

ENGEL  
生产工艺工程

Technology mould 
proving (TMP)
系统的模具调试

第 17 页

ENGEL  
生产工艺工程

Technology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TPQ)
注塑生产过程的质
量保证

第 18 页

ENGEL  
生产工艺工程

Technology 
plasticising 
competence (TPC)
塑化的原理及设定

第 18 页

课程 操作以及工艺工程师– 阶段 IV

课程 维护保养 – 阶段 I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hydraulic 
basics (EHB)
液压系统的基础知识

第 13 页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control basics 
(ECB)
控制技术的基础知识

第 13 页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machine main-
tenance (EMM)
ENGEL 注塑机维护

第 12 页

课程 维护保养 – 阶段 II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hydraulic 
victory (EHV)
ENGEL victory 注塑机的
液压系统高级课程

第 14 页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control victory 
(ECV)
ENGEL victory 注塑机
的控制和调节技术高
级课程

第 13 页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robotics  
maintenance (ERM)
ENGEL viper 线性机
械手的控制技术和维
护保养

第 15页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ecodrive sys-
tem (EES)
ENGEL 注塑机伺服液压
系统高级课程

第 14 页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electrical ma-
chine (EEM)
ENGEL 全电动注塑机的
控制和调节技术与维护
保养高级课程

第 13 页

ENGEL 
维护保养

ENGEL hydraulic duo 
(EHD)
ENGEL duo 注塑机液压
系统高级课程

第 14 页

课程 维护保养 – 阶段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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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培训详情
ENGEL操作课程

ENGEL operator basics (EOB)
操作 ENGEL 注塑机的基础技巧

课程目标:
参加者在培训结束后掌握 ENGEL 注塑机锁模和
注塑单元的操作和设置.学员能够遵照 ENGEL专
用注塑机控制系统规范独立并有效地进行程序
建立和生产设置工作.

课程内容:
• 注塑机的结构
• 机器控制系统的结构和操作原理
• 锁模单元的结构和设置
• 注射单元的结构和设置
• 警报和故障检测
• 解读机器程序
• iQ程序的基础信息 (生产过程的自动优化)
• 实践操作: 
- 设置 
- 测试注塑 
- 警报模拟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调机人员和机器操作人员

先决条件:
拥有注塑工艺的基础知识,曾参加 TPB 课程

ENGEL operator advanced (EOA)
ENGEL 注塑机操作高级课程

课程目标:
在本课程中,操作 ENGEL 注塑机的基础技巧将
得到完善.参加者在完成课程后,可以更快速高效
地设置较复杂的程序,进行生产和质量优化.

课程内容:
• ENGEL micrograph（电脑图像分析）和 

microplast（熔融指数）
• ENGEL 自动保护程序
• 自由编辑机器程序
• 用户定义屏幕页面和高级配置
• 实践操作: 
- 设置可自由编程的工艺流程 
-  在生产条件下操作程序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有经验的操作人员:调机人员和机器操作
人员、抽样检验人员、应用技术人员

先决条件:
能很好掌握注塑工艺和机器操作知识,EOB 培
训班

ENGEL robotics basics (ERB)
ENGEL 基础操作技巧课程viper 线性机械手

课程目标:
ENGEL viper 机械手的基础操作技巧课程.参
加者在完成课程后,可以了解机械机构、操作部
件、设置参数和应用标准程序.

课程内容:
• 机械手系统的布局
• 工作空间设置
• 功能、操作、标准程序
• 报警信息说明
• 实践操作:  
-  在生产条件下编写标准程序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调机人员和机器操作人员

先决条件:
拥有注塑机的基础知识,曾参加 EOB 课程

ENGEL robotics advanced (ERA)
ENGEL viper 线性机械手操作高级课程

课程目标:
ENGEL viper 机械手系统的高级操作程序.参加
者在完成课程后将掌握 ENGEL viper 机械手系
统程序序列的编写,快速有效地更改或调整各种
流程.

课程内容:
• 工作空间设置
• 程序编辑器原理
• ENGEL 标准流程说明
• ENGEL 流程指令说明
• 实践操作 
- 设置各种程序流程

培训持续时间:3 天

目标群:有经验的操作人员:
调机人员和机器操作人员、抽样检验人员、 
应用技术人员 

先决条件: 对 ENGEL viper 机械手有良好的工
作经验,曾经参加 ERB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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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articulated basics (EAB)
ENGEL 多关节机械手操作基础课程

课程目标:
参加者在完成课程后会熟悉六轴机械手的构
造、各坐标系统和操作.位置校正和标准序列的
交换也是课程的一部分.设置流程后,它将以步进
模式运行.最后,参加者将获得 easix KR 安全技
术概览.

课程内容:
• 机械手的结构
• 坐标系统的认识
• 六轴机械手的运动类型
• 用户坐标系统和工具的测量和应用
• 已设置位置的检查
• 通过步骤确认进行流程测试
• 实践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调机人员和机器操作人员

先决条件: 拥有注塑机的基础知识, 
曾参加 EOB 课程

ENGEL articulated advanced (EAA)
ENGEL 多关节机械手操作高级课程

课程目标:
完成课程后,参加者将理解流程程序的结构和各
个流程指令的使用.此外,将更详细地说明 easix 
KR 的安全技术.工作区和封锁区的配置也是课
程内容的一部分.在此基础知识上可以更改和优
化更复杂的流程序列.

课程内容:
• 流程程序的结构
• 标准程序的编写
• 新用户程序的创建
• 创建圆周运动
• 安全技术
• 实践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组:有经验的操作人员,机器操作人员、抽样
检验人员、主管

先决条件:
对编写程序有良好的工作经验, 
曾参加 EAB 课程

ENGEL pick & place basics (EPB)
ENGEL e-pic 机械手操作

课程目标:
参加者在完成课程后,可以了解机械机构、操作
部件、设置参数和应用标准程序.

课程内容:
• pick & place 机械手系统构造
• 工作空间设置
• 功能、操作、标准程序
• ENGEL 标准流程说明
• ENGEL 流程指令说明
• 实践操作: 
- 一台 e-pic 机械手的设置 
- 流程设置 - 流程更改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调机人员和机器操作人员

先决条件: 注塑机和机械手系统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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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维护

ENGEL operator maintenance 
(EOM)
为维护保养人员而设的 ENGEL 注塑机操作课程

课程目标:
参加者可了解注塑过程的基本步骤程序.可以学
习和了解塑料工业的技术用语（模具保护、保
压、背压等等）.更容易预见行动的后果.在检测
故障时可修改和检查目标数值以及实际数值.维
护保养人员可进行手动功能操作以及运行空循
环.

课程内容:
• 注塑技术的基础知识
• 注塑机的布局和功能
• 注塑过程的相关技术用语（模具保护,切换点
等等）

• ENGEL 控制系统的布局、操作和设置
• 使用注塑机广泛的辅助功能  
进行工作

• 实践操作:  
-  注塑机的简单设置与注塑测试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机械/电器系统的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无

ENGEL machine maintenance 
(EMM)
ENGEL 注塑机维护

课程目标:
实施预防性工作以提高机器的可用性.学员在培
训结束后,应熟悉注塑机的机械结构,以及机器和
安全装置的定期维护.

课程内容:
• 机械和液压部分的维护保养
• 机械和液压部分的维护保养
• 安全装置的检查
• 加热闭环控制的优化
• 实践操作: 
-  机械和液压系统的维护保养工作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
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注塑机操作的基础知识
曾参加 EOM 课程

ENGEL control basics (ECB)
ENGEL 注塑机控制技术的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目的是快速识别和排除电气故障.参加
者可以了解控制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检测电器系
统的故障.

课程内容:
• 电路图解析
• 监控电路的  
说明

• 机器控制系统的结构
• 电子模块,故障检测工具
• 报警信息和排除方法
• 实践操作:  
- 故障检测 
- 更换部件 
- 软件更新 
- 校正行程传感器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组: 电气 / 电子系统的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电气技术和注塑机操作有良好工作经验,曾参
加 EOM 课程

ENGEL control victory (ECV)
ENGEL victory 注塑机的控制和调节技术高级

课程

课程目标:
参加者在完成课程后可以了解控制系统的技术
以及有能力校正和调整闭环控制系统.

课程内容:
• 液压阀和油泵的功能
• EHV 油泵闭环控制
• 加热闭环控制
• 实践操作: 
- 调整油泵控制 
- 优化加热闭环控制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
电器 / 电子系统的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电气技术和注塑机操作有良好工作经验
曾参加 ECB 课程

ENGEL electrical machine (EEM)
ENGEL 全电动注塑机的控制和调节技术与维护

保养高级课程

课程目标:
参加者在完成课程后,可以熟悉全电动注塑机的
布局和驱动,感应器以及电路系统的功能.可以对
机器和安装装置进行预防性保养工作以提高机
器可使用率.

课程内容:
• 机器和驱动器的系统结构
• 驱动部件的功能
• 针对维护目的的服务工具
• 驱动部件的更换
• 校准马达和感应器
• 安全装置的检查
• 实践训练: 
- 故障检测 
- 机器设置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组: 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电气技术和
注塑机操作 (CC200, CC300) 的基础知识

ENGEL hydraulic basics (EHB)
ENGEL 注塑机液压部件的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参加者可了解基础的液压技术同时为参加 EHV 
课程做准备.学员在培训结束后熟悉 ENGEL 注
塑机每个液压元件的功能.

课程内容:
• 液压基础知识
• 个别液压部件的功能
• 实践操作:  
-  了解注塑机的液压系统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
新入职者,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注塑机操作的  
基础知识,曾参加 EOM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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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hydraulic victory (EHV)
ENGEL victory 注塑机的液压系统高级课程

课程目标:
有效以及快速确认和排除液压系统故障.参加者
在完成课程后,可以了解液压系统的功能程序和
检测故障的方法.

课程内容:
• EHV 液压系统的构造
• 油路图阅读和理解
• 各部件的功能
• 液压系统可能出现的故障和排除方法
• 实践训练: 
- 故障检测 
- 机器设置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
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液压系统部件和
注塑机操作有良好的工作经验, 
曾参加 EHB 课程

ENGEL hydraulic duo (EHD) 
ENGEL duo 注塑机液压系统高级课程

课程目标:
课程参加者将了解 duo 注塑机液压系统的构
造,并熟悉驱动装置、感应器以及电气系统的功
能.可以对机器和安装装置进行预防性保养工作
以提高机器可使用率.

课程内容:
• duo 注塑机液压系统的构造
• 液压部件的功能
• 电路和液压图的阅读和理解
• 针对维护目的的服务工具
• 校准泵、阀和感应器
• 安全装置的检查
• 实践训练: 
- 故障检测 
- 机器设置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液压系统和电气技术以及注塑机操作的基础
知识 (CC200, CC300)

ENGEL ecodrive system (EES)
ENGEL 注塑机伺服液压系统高级课程

课程目标:
参加者将了解液压注塑机的伺服电动泵驱动装
置 ,熟悉驱动装置、感应器以及电气系统的功
能.可以对机器和安装装置进行预防性保养工作
以提高机器可使用率.

课程内容:
• 注塑机泵驱动装置的构造
• 驱动部件的功能
• 电路和液压图的阅读和理解
• 针对维护目的的服务工具
• 校准马达、泵和感应器
• 安全装置的检查
• 实践训练: 
- 故障检测 
- 机器设置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
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液压系统和电气技术以及注塑机操作的基础
知识 (CC200, CC300)

ENGEL robotics maintenance (ERM)
ENGEL viper 线性机械手的控制技术和维护保养

课程目标:
有效进行 ENGEL viper 机械手系统维护工作,迅
速识别并排除故障是本课程的目的.参加者在完
成课程后,可了解机械手控制系统和功能以及排
除故障的步骤.

课程内容:
• 系统结构
• 控制模块,驱动器校正
• 机械手设置
• 故障信息和排除方法
• 实践操作: 
- 参考运行和校正 
- 电气系统的故障检测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保养和维修人员

先决条件:
对电气技术和注塑机操作有良好工作经验
曾参加 ECB 课程



Training_1716_Training

ENGEL 生产工艺工程

Technology plastic basics (TPB)
为注塑业者提供基础的塑料工艺技术知识

课程目标:
这课程为新入职者提供适当的工具用于了解注
塑过程.参加者接受理论培训和实习操作以了解
塑料和注塑机的领域为他们的生产工作做好准
备.

课程内容:
• 塑料的基础知识:生产、化学构造、特性及其
应用

• 注塑机的构造和功能
• 工艺流程 – 注射周期及其阶段
• 模具工艺基础
• 特殊工艺初探
• 注塑机的实践操作
• iQ程序的基础信息 (生产过程的自动优化)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新入职者和  
刚进入塑料行业者 

要求:没有要求

Technology plastic surface (TPS)
识别和改良产品表面及注塑缺陷

课程目标:
使参加者认识注塑产品的缺陷和进行分类.给参
加者必要的工具来纠正这些缺陷 ,提高零件质
量.参加者将学习注塑缺陷优化的正确流程和操
作程序.

课程内容:
• 识别和改良产品表面及注塑缺陷
• 产品缺陷的分类
• 物理上的成因及  
补救步骤

• 注塑机的实践操作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有经验的操作人员、质量保证人员、抽样检验
人员、领班

先决条件:
对塑料和注塑技术有良好的工作经验,曾参加 
TPB 和 EOB 的课程

Technology iQ Programme (TIQ)
ENGEL iQ程序的实际应用

课程目标:
了解 ENGEL iQ程序并学习设置和实践使用这
些程序. 了解程序的基础运行原理以及程序的
操作使用.

课程内容:
• iQ weight control(重量控制), iQ clamp 

control(锁模控制), iQ flow control(流量
控制), iQ hold control(保压控制), iQ 
melt control(塑化控制), 以及 iQ process 
observer(过程观察) 的工作原理

• 程序的正确处理
• 通过 iQ程序监控生产
• 与这些程序相关的故障信息
• 实践操作:  
- 设置和参考运行  
- 程序限制  
- 过程条件的更改  
- 试运行示例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调机人员,机器操作人员,抽样检验人员

先决条件:
有关注塑过程的知识,曾参加 EOB 课程

Technology mould proving (TMP)
系统性模具测试和取样

课程目标:
参加者将学习模具取样的流程.同时,将熟悉模具
和注塑机准备以及新注塑模具的夹紧方法.根据
质量保证要求,注塑件填充、注塑件质量和周期
时间的调试和优化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程内容:
• 模具取样的流程和初步信息
• 材料、模具和注塑机准备
• 注塑机的最佳夹紧
• 制定注塑参数和基础设置方案
• 在衡量对注塑件质量的参数影响后进行周期
循环时间和部件优化

• 注塑机的实践操作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有经验的操作人员
过程优化人员,抽样检验人员,
工艺工程师,模具制造商

先决条件:
对塑料和注塑技术有良好的工作经验,曾参加 
EOB、EOA 和 TPS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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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plasticizing  
competence (TPC)
塑化方面的能力

课程目标:
培训结束后,学员将熟塑料塑化的基础知识.培
训本身会聚焦在如何优化和生产相关的塑化参
数.最新的技术,最好的建议,以防止由于过度磨损
导致的成本增加.更理想的塑化参数设定.

课程内容:
• 塑料对塑化参数的设定要求
• 调节以及优化塑化单元
• 螺杆几个结构,止逆阀,喷嘴的正确使用
• 设定建议
• 预防磨损
• 清洁和维护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体:
调机人员,机器操作人员,工艺人员,抽样检验人员

先决条件:
有关注塑过程的知识,有控制系统知识以及对注
塑机有较好的了解 

ENGEL inject 4.0 及能源效率

e-connect service operator (ESO)
e-connect 客户门户的功能及选项

课程目标:
了解然后使用 e-connect, e-connect.24, 
e-connect.monitor提升生产设备的可用性并减
少维护需求以及减少停产时间.

课程内容:
• 介绍e-connect客户门户
• 介绍e-connect.24远程服务
• 用e-connect.monitor选项监控机器组件
• 介绍功能和操作e-connect.24客户端软件
• 调试EDGE设备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体:
调试人员、机器操作员、
工艺人员、维修人员、
专业管理人员以及所有希望获得所列主题概述
的人员.

先决条件:
IT 基本知识. 

ENGEL energy efficiency (EEE)
关于注塑成型的能源效率和节能措施的基本知识

课程目标:
关于注塑成型的能源效率和节能主题的基本知
识.在ENGEL控制单元标准程序的支持下,了解潜
在的节能可行性.介绍可选的软件/产品.

课程内容:
• 介绍注射周期中的能源消耗.
• 介绍ENGEL Ecograph
• 潜力确定--周期优化
• 使用可切换的设备以避免 "开机 "高峰
• 介绍ENGEL用于节能的相关产品.

培训持续时间: 1 天

目标群体:
调试人员、机器操作员、
工艺人员、专业管理人员

先决条件:
熟悉注塑工艺和机器操作(ENGEL CC300/200).

Technology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TPQ)
注塑生产过程的质量保证

课程目标:
课程传授在注塑时能获取最佳质量监控的必要
基本条件.参加者可以通过相关的过程参数确定
指定的影响注塑部件质量特性的规格限制.参加
者将借助质量保证程序熟悉相关必要文件,并能
够识别和消除发生的干扰变量.

课程内容:
• 优化注塑工艺的策略
• 注塑件的特性,通过相应的过程参数进行注塑
机优化

• 使用 ENGEL Micrograph 电脑图像分析和过
程数据图形设置特定限制

• 激活过程数据监控
• 通过 ENGEL Microplast 熔融指数进行粘度
监控

• 通过 ENGEL 过程数据记录进行生产记录
• 实践操作: 
-  通过 ENGEL 质量保证程序对注塑过程进

行优化和质量监控

培训持续时间: 2 天

目标群:
领班、生产负责人、过程优化人员、抽样检验
人员和质量保证人员

先决条件:
对塑料和注塑技术有良好的工作经验,曾参加 
EOB、EOA 和 TPS 课程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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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们的标准培训课程外，您还有机会与知名专家一起研究您感兴趣的注塑相关主

题--如减少注塑成型中的浪费、设置时间优化、工艺优化等.在一起，你们将超越各自

领域的灵感.我们的目标是为你们的专家提供塑料加工领域新的思路和新的愿景.

我们提供关于注塑成型的所有方面的培训、研讨会以及交流会.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当前培训产品的详细表述.

带来更广阔的视野研讨会

任何时间都可以邀请ENGEL培训师到您的厂房"现场"授课

一个为您量身定做的"厂内培训":使用ENGEL网上授课.让您方便地在您的厂房内通过互联

网参加培训课程.厂房现场的员工通过电脑和耳机实时连接至ENGEL培训中心让培训师

可以进行个别的注塑机或机械手培训

通过ENGEL网上授课投资培养您的专业团队既省时又省力

详细信息和注册请访问www.engelglobal.com/training

网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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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培训课程

通过我们的混合培训课程，你在网上完成理论学习，并在我们的培训中心或您的机器上

获得实践经验.这意味着您不会错过宝贵的机器实践培训，但由于有了在线部分，你可

以更加个性化地调整你的学习进度.混合培训形式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更加合理的对

您的知识认知的提升进行规划.

我们的网上学习平台让您的员工有机会以自己的节奏灵活地学习.例如，我们的 "第一步 

"基本模块为学员介绍注塑的基础知识.还包括知识检查和学习进度分析.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直接进入e-learning-support@engelglobal.com.

e-learning 网上学习平台
自主学习和培训

ENGEL e-learning 网上学习平台的优点

 最大的灵活性

 人性化

 所有员工拥有一致的能力水平

 更多学习的动力

 节省差旅费

 完善的知识管理

 可在线获取全面的 ENGEL专业知识

详细信息和注册请访问www.engelglobal.com/training

2005 职业培训倡议奖.
ENGEL e-trainer 是七个最创新的培训概念之一，颁发单位是 Otto-Wolff 基金会和德国

工商业联会 (DIHK).

2007 德国国际培训奖.
在众多国际培训理念的评比中，ENGEL 培训理念脱颖而出，荣获由注册德国销售促进

者和培训教师职业协会 (BDVT) 颁发的金奖.

2009 和 2010:ENGEL 提供通过认证的培训课程.经过多年建立而成的高水平培训课程

已通过成人教育认证组织以及独立评审者的考核.所获认证:奥地利 IBE 和 CERT认证 

(2009/10)，德国 AZWV 认证 (2009).

自 2011 年起:向全球的 ENGEL 培训中心颁发认证证书.所有 ENGEL 培训中心都已通

过了统一的高水平考核和认证.*)

ENGEL 培训. 
获取奖项的概念.

提供多语言版本， 

找到您的语言

遍布全球的20 
多个认证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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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研讨会概念 
以目标群为导向

如果客户有关于特殊成型技术培训，范围包括物理以/化学发泡，多色注塑，PAC，以及特
殊机型培训，范围Insert和Elast/LIM注塑成型，请于培训部协商培训时间.

目标群 1 目标群 2 目标群 3 目标群 4

生产经理

设计工程师

项目经理

试模工程师

机器操作人员

检验人员

应用工程师

维护人员

维修人员

转行人员

外行

操作人员

生产助理

外行

级别级别::基础基础 级别级别::基础基础 级别级别::基础基础 级别级别::基础基础

TPB   EOB   ERB
EAB

TPB   EOB   ERB
EPB   EAB

EOM   EHB   ECB
EMM

TPB   EOB   ERB

级别级别::高级高级 级别级别::高级高级 级别级别::高级高级

TPS   EOA   ERA
TMP   TPQ   EAA
TIQ   TPC    ESO

EEE

TPS   EOA   ERA
TMP   TPQ   EAA
TIQ   TPC   ESO

EEE

EEM   ECV   ERM
EHD   EES   EHV

ESO

可能的目标群以及对应的合适的研讨会概述:我方培训顾问乐于为您提供帮助并为您定制

程序.

培训安排
ENGEL 上海培训中心

注册

 填写本页的登记表传真至 +86 21 5151 9298

因为参加人数有限请提前登记(起码在课程举办前两星期).您会在课程举办前一星期收到

确认通知和相关资料.

培训日和费用的信息:

 日期和费用价格根据我们网站上的培训日程信息

需按发票金额支付费用，所有费用需增加增值税!

费用

   由认可导师培训

 培训资料文件

 午餐和茶点

 成功参加者会获发证书

   成功通过考试获取证书 (可选择项目)

我们关注您的需要 

我们可以为您安排酒店预定. 以客户的名义为参加者预留房间. 酒店预定的更改或取消

需要参加者自行处理. 
ENGEL不会承担因取消酒店预定而引起的费用

请注意

若因故不能参加 - 没有问题: 如在开课前两周以前通知我们可以免费为您取消登记. 如
在开课前两周以内取消便要收取50 %费用, 一周以内取消便要收取全费. 但您可随时更

改参加者名单. 我们有权延迟或取消个别的课程或另订举办日期. 不能因此而要求补偿

或退出.

所有课程用普通话授课. 英语课程可按要求安排

培训地点: 

ENGEL 上海培训中心

中国上海市莘庄工业园区，

申富路1000号
邮编:201108 

培训期间:

每天由上午9.30至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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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中国培训团队

ENGEL 上海培训中心:

中国上海市莘庄工业园区，

申富路1000号
邮编201108

咨询和注册

朱樱花

组织，注册

Tel. +86 21 5151 9292 
ext.2049
Fax +86 21 5151 9298
Cherry.Zhu@engel.at

温晓宇

培训咨询

Tel. +86 21 5151 9292 
ext.2002
Boris.Wen@engel.at

全球认证的培训中心
CERTIFIED
致力学有所成

最高水平的培训师和培训中心.分布全球.C

更多关于ENGEL  
培训的信息

郑坚生

培训经理

王燕传

培训师

王韬

培训师

温晓宇

培训部门经理

郁建伟

培训师

张光

培训师

周庆琦

培训师

黄俊敏

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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