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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系統 

表單系統幫助使用者簡單迅速的完成建模、分析、設計步驟，盡可能減少滑鼠的使

用，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Tree Menu 

樹狀表單 

樹狀表單綱要式的列出建模、分析、設計等模型資料，使用有組織的

樹狀表單系統，新使用者也可以像專家般有效率的建立模型，也可以

藉由樹狀表單與模型視窗間的拖拉方式，快速簡易的修改模型。 

Icon Menu 

圖示選單 

圖示選單列出經常使用的功能，方便使用者快速選用，圖示選單也可

依據使用者的需求自行增減項目。 

Context Menu 即時選單只需於模型視窗點擊滑鼠右鍵，即會顯現該工作環境相對應



即時選單 的常用選項，減少滑鼠來回於工具列與對話框之間的時間。 

Model Window 

模型視窗 

模型視窗可以顯現線框架、消隱、收縮、透視、飛航、透明化以及各

種視角的模型圖，也可以同時顯示多個不同視覺或不同座標的獨立視

窗，在任一視窗變更模型，其他視窗會同步更新。 

Rendering 

Window 

渲染視窗 

3D 渲染模式讓使用者可以直觀漫步的方式，查看線框架、消隱、收

縮、透視、飛航、透明視覺的模型結構幾何關係，分析與設計結果也

可以使用 3D渲染模式查看。 

Status Bar 

狀態列 

狀態列位於視窗底端，用於調整與查看單位系統，也可以迅速查看滑

鼠偵測到節點或桿件的座標。 

Task Pane 

工作提示表單 

工作提示表單提供進階分析工作的敘述，並引導使用者完成該分析的

步驟，此外，工作提示表單可在“User”資料夾中儲存為 HTML 格

式，使用者可以自行編寫或增加需要的分析敘述。 

 



資料輸入方式 

為讓使用者方便使用，Gen 可以接受以下輸入資料的方式： 

 連續輸入數值資料時，可以使用「，」(逗號)或「 」(空白鍵)區隔數字。 

如：333, 102, 11 或 333 102 11 

 材料、斷面、邊界條件、群組…等資料可藉由樹狀表單與模型視窗間的拖拉方式

設定。 

 桿件長度或延伸方向可以由滑鼠在模型視窗中，直接點選起點與終點即可設定

完成，完全不需要使用鍵盤輸入任何資料。 

 當有相同長度重複出現時，可以使用「重複次數@長度」簡化重複輸入的數字。 

如：20, 25, 22.3, 22.3, 22.3, 22.3, 22.3, 88 = 20, 25, 5@22.3, 88 

 輸入一串規律的節點編號或桿件編號時，可使用「起始數 to (t)最終數」或「起

始數 to (t)最終數 by (b)間隔數」，程式即會自動計算使用者需要的數列。 

如：21, 22, . . .54, 55, 56 = 21 to 56 = 21 t 56 

如：35, 40, 45, 50, 55, 60 = 35 to 60 by 5 = 35 t 60 b 5 

 多數工程常用運算子都可以被辨別，且數字與數學符號可以結合使用。 

如：π x 202 = PHI * 20^2 

如：2*10^7=2e7 

 可以輸入包含位置函數的公式，當設定水壓力…等依深度變化的力量時非常方

便。 

如：30 + 9.80 x (Z-50) 



單位系統與轉換 

 

實務上，有許多不同的建模環境與資料

形式，midas Gen 設計為可以在某一特定

單位系統或多種單位系統轉換下使用，例如

可以在同一個模型中，以“m”為長度單位

建立結構幾何系統，又以“mm”為長度單

位建立斷面系統；同樣的，使用“SI”制的

單位系統建模也可以將分析與設計結果轉

換為英制。 

 

溫度單位需要前後一致的單位系統。彎

矩、應力、彈性模數…等長度與力量複合單

位會自動轉換為使用者選擇的單位系統。 

 



 

資料轉換 

midas Gen不僅可以利用節點和單元建模，也可以將其他結構分析軟體（如

SAP2000、STAAD.Pro 等）的模型資料轉換成 Gen 的檔案格式。midas Gen 不僅可以

導入 AutoCAD的 DXF 檔，也可以對 midas 系列的程式：midas Civil、midas FX+、midas 

FEA…等，互相做完整的資料轉換。 

 

 



模型合併功能 

利用模型資料的合併功能可以將複雜的模型分離，分別建模後再將其合併成一體。 

 

 



 MGT Command Shell 

可以使用MGT command shell讀出模型文字檔，也可以使用「檔名.MGT」的文字

檔建立模型資料。 

 

 



說明手冊 

按「F1」按鍵，會自動跳出 midas Gen 說明手冊。說明手冊依功能項目排列，讓使

用者有條理的找到需要的說明，也可依關鍵字搜尋，輕鬆找到需要的說明；若有連接至網

路，則網頁形式的線上說明手冊會自動偵測目前對話框中的指令，開啟該功能的說明頁面。 

 

 



 

視景控制 

Gen 提供了可以隨意表現和調整畫面中模型圖像的線框架、消隱、收縮、透視、飛

航、透明等功能。透明功能可以在不刪除複雜結構物的外部輪廓的情況下，按照結構物的

材質或單元的種類調整透明度，真實感的透視結構物的內部構造。 

 

 



 

 

 

 



另外，Gen 不僅提供了縮放、移動、旋轉等調節視角的功能，也提供了利用滑鼠即

時觀察模型形象的動態視角調節功能。與 3D飛航模式同時使用時，使用者可以進入結構

物內部，詳細觀察結構細部的位移和應力。 



 Selection/Activation 

在細部建模和確認細部分析結果時，選取(Selection)和啟用(Activation)是一個非常

實用的功能。midas Gen不僅提供了方便的螢幕選擇功能，亦可根據屬性（材質、斷面、

厚度、邊界條件等）選取的功能，還可以使用啟用功能建立細部模型和確認細部分析結果。 

 

 

 



顯示 

midas Gen不僅能動態顯示節點和單元的屬性、邊界條件以及荷載條件等模型資

料，而且還提供了除錯的功能，如檢查並刪除重複單元和顯示自由邊(面)功能，可以降低

建模的錯誤率。使用顯示選項功能，可讓畫面上的物件依自己喜歡的顏色與字體大小顯示。 

 

 



 



多重視窗 

midas Gen可以同時顯示多個不同視景或不同座標的獨立視窗，在任一視窗變更模

型，其他視窗會同步更新。 

 

 



表格化介面 

midas Gen提供可以與MS-Excel 相容的結構資料表格和計算結果表格，在大量輸

入資料和編輯資料時非常有效率。 

 模型資料 (節點、桿件、載重、邊界條件…等)工作表。 

 分析與設計(位移、內力、應力、反力、振態、挫屈、強度檢核…等)工作表。 

 強大的篩選功能。 

 可自訂資料排序的優先順序。 

 有表格編輯、修改、複製、取代、搜尋…等功能。 

 可用剪貼簿複製與貼上資料。 

 用 MS-Excel …等其他程式匯入與匯出結構資料。 

 輸出表格化報告。 



 



多種圖表類型 

midas Gen可以由表格化的資料建立 XY 散佈圖、長條圖、圓餅圖…等圖形。 

 

 



圖片編輯與列印功能 

主要的圖片編輯功能如下： 

 匯入既有 JPEG、BMP、EMF 圖檔。 

 儲存 JPEG、BMP、EMF或其他類型圖檔 

 編輯列印版面與預覽列印功能。 

 

 



 



 

建模精靈 

具有桁架、拱、構架…等規則式結構的建模精靈，可大量減少建模的時間，且建立的

模型也更加準確。 

 在同一水平直線上建立梁元素。 

 在同一垂直直線上建立梁元素。 

 以連續的梁元素建立拱形結構。 

 以 3-D 的梁元素建立 2-D的平面梁構架。 

 以梁元素(上下弦桿)與二力桿件元素(垂直與傾斜桿件)建立桁架結構。 

 以板元素建立矩形、圓形、半圓形的開孔網格板結構。 

 以板元素建立矩形、圓柱、球體、半球體的立體結構。 



 



 



 

材料與斷面性質 

midas Gen除了有台灣的材料和標準斷面之外，還提供 ASTM、AISC、JIS、大陸…

等各國標準的材料和斷面資料庫，亦可以自己定義材料和斷面種類。包含 SRC 等複合斷

面類型在內，有 37個斷面類型可供線單元選擇。此外，midas Gen內建一個斷面性質計

算器(SPC)可以手繪或匯入任意閉合斷面的 DXF檔，並計算任意斷面的斷面特性值。 

 

 



 



 



斷面性質計算器(SPC) 

斷面性質計算器(SPC)可以計算任何斷面形狀的勁度，斷面形狀可於 SPC 中繪圖或直

接由 DXF檔匯入，斷面形狀與計算出的性質可以匯出至 midas Gen使用。 

 

 



 

邊界條件 

midas Gen除了一般的約束邊界單元，還有一般彈性支承單元(General Spring 

Supports)去模擬樁的側向勁度，只受壓單元(Compression-only)去模擬基礎，亦具只受

拉單元(Tension-only)等各種非線性邊界單元。 

 
約束選定節點的自由度。 

 

在整體座標系或節點局部座標系的各個方向輸入選定節點的彈

性剛度。具有線性、只受壓、只受拉、多重線性的性質。 

 

以 6X6 的對稱矩陣，定義節點於整體座標系或節點局部座標系

與其它自由度相關的勁度值。 

 
於選定節點設置已定義的一般彈性支承類型。 

 

在建立與基礎土壤直接接觸的結構物（如筏式基礎或隧道…等）

的邊界條件時，面彈性支承首先計算出板單元或實體單元的有

效接觸面積和地盤反力係數，程式將自動計算出等效的彈性支

承剛度，可以快速定義多節點彈性支承的功能。 

 

樁彈性支承可模擬與樁接觸的土壤非線性力學行為，會自動依

樁高計算彈性條件。 

 

在建立橋梁模型時，用彈性連接模擬橋梁支座並設定支撐方向

的勁度值，程式將自動計算出各支座的反力。 



 

一般連接可利用彈簧的特性，賦予線性或非線性的特性，用於

建立隔減震裝置、只受拉/受壓單元、塑性鉸、彈性支撐等模型。 

 
執行非線性歷時分析時，設定隔減震等非線性裝置位置。 

 
釋放梁端約束條件為鉸接、滑動、滾動、節點或部分固定。 

 
釋放板端節點約束條件為鉸接或剛性連接。 

 

一個剛性連接由一個主節點，一個或多個從屬節點構成，從屬

節點的束制內容與主節點相同，主從節點間的相對位移由剛性

連接的束制自由度決定。包括從屬節點的剛度份量在內的從屬

節點的所有屬性(節點荷載或節點質量)均將轉換為主節點的等

效份量。 

 

設定兩節點間依整體座標系或任何座標系的平移與旋轉束制條

件。 

 
釋放被樓層剛性樓板所束制的節點。 

 

自動考慮鋼構中柱構件和梁構件(與柱連接的水平單元)連接節

點區的剛域效應，剛域效應反映在梁單元中，平行於整體座標

系 Z 軸的梁單元將被視為柱構件，整體座標系 X-Y 平面內的梁

單元將被視為梁構件。 

 

局部座標軸一般用於輸入傾斜的邊界，這樣可以輸出局部座標

系方向的支承反力。 



 



 



 



 

靜力載重 

Self Weight 

以單元的體積和密度自動計算模型的自重。在靜力分析中，求

得的自重可使用於整體座標系的 X、Y 和 Z軸方向。此外，在

動力分析或靜力等效地震荷載計算中需要將自重轉換為質量

時，可在"結構類型"中選擇轉換的方向。 

Nodal Loads 輸入節點的集中力或集中彎矩。 

Specified 

displacements 

of Supports 

強制支承位移或旋轉的變位。 

Elements Beam Loads 

輸入作用在梁單元上的荷載，如集中荷載、均布荷載、梯形荷

載等。 

Line Beam Loads 

視連續連接的梁單元(直線或曲線)為一個整體，選擇連續線段

的兩端點並輸入連續梁荷載。 

Typical Beam Loads 

輸入由樓面荷載傳遞的標準梁荷載。在二維構架分析中，使用

該功能可以簡便地輸入由樓版傳遞的荷載。 

Floor Loads 

在閉合的平面多邊形內輸入樓版荷載。樓版荷載將被轉換為梁

上線荷載或集中荷載。提供單向版、雙向版、多邊形(按長度

分配)、多邊形(按面積分配)等四種導荷載的方式。 

file:///D:/Civil%20Help中文手冊/04_模型/01_結構類型.htm


Plane Loads 

使用平面荷載功能可以輸入作用在板單元和實體單元上任意

位置的荷載。在建模過程中，不必在荷載作用點位置建立節點

和網格，減少了工作量和建模的繁瑣。 

Prestress Loads 

Prestress Beam Loads 

輸入梁上的預應力荷載。假設偏心點在單元局部座標系的 x-z

平面內，且索的拉力反應在繩索的整個長度上是相同的。 

Pretension Loads 

輸入桁架單元、只受拉(鉤、索)或只受壓單元(間隙)中的預拉

荷載。 

Tendon Prestress Loads 

定義給鋼鍵施加的預應力，可以考慮預應力鋼鍵的各種預應力

損失。 

Hydrostatic Pressure 

Loads 

在板及實體單元的邊緣或表面作用土壓力或流體壓力荷載，面

域性的壓力荷載將轉換為節點處的壓力荷載。節點壓力荷載等

於流體表面到節點的豎向距離乘以流體比重。當元素被切割或

合併時，流體壓力荷載會自動修正。 

Temperature Loads 

溫度荷載可以作用於全體結構或單獨節點上，溫度梯度荷載則

為分析梁或板單元頂面和底面的溫度差。 

Pressure Loads 

將壓力荷載作用在板或實體單元的邊緣或表面，壓力荷載可以

按均勻分佈或線性分佈輸入，程式自動將其轉換為等效節點



力，壓力荷載可以整體座標系或單元局部座標系為基準輸入，

也可以按指定方向輸入。 

Wind Loads 

依台灣、日本、美國、大陸、歐洲…等各國風力規範設定作用

於結構物的風力。 

Static Seismic Loads 

依台灣、日本、美國、大陸、歐洲…等各國耐震規範設定作用

於結構物的靜力地震力載重。 

 

 



 

 



 



 

動態載重 

歷時分析適用於分析和評估樓板系統的動力特性，midas Gen亦提供了步行振動載

重資料庫。 

 

 
 

可藉由結構中的自重或輸入的荷載轉換為結構的質量，以進行特徵值分析。 

反應譜分析可依據台灣、日本、美國、大陸、歐洲…等的耐震規範，選擇一個符合結

構工址的反應譜，反應譜函數也可自行輸入。進行反應譜分析時，反應譜作用角度會自動

作為結構的主軸方向，同樣的，反應譜荷載也可以考慮意外偏心矩。 



 

 



質量 

節點質量(Nodal Masses) 

將移動質量分量與轉動質量分量等質量資訊指定於特定節點上。 

 

 

 

樓層質量(Floor Diaphragm Masses) 

設定樓層質量的方式如下： 

 使用者直接計算並輸入樓層質量於樓層質心。 

 由三角形、矩形、圓形的板或線形的梁組成的樓層平面，其結構幾何的質量已



經建立於模型之中，可由程式自動計算樓層質量並作用於樓層質心。 

 

 

 

荷載轉質量(Loads to Masses) 

將作用於整體座標系 Z方向荷載的垂直分量轉換為質量並作為集中質量，該功能主



要用於計算地震分析時所需的重力荷載代表值，單元的自重轉換為質量應在結構類型

(Structure Type)指令中進行考量。 

 

 
 

一致質量轉換法(Consistent Mass) 

midas Gen可以將結構的自重轉換為均布質量，依形狀函數導出結構勁度矩陣，為

考慮質量慣性矩偶合效應，也可使質量考慮斷面偏心的效果，得到較集中質量法更將確的

結果，但相對的會花費較多的程式運算時間。 

 



自重轉化質量(Self-weight to Mass) 

midas Gen可以自動將模型中元素的自重轉化為集中質量或均佈質量，提供動力分

析或計算靜態地震力載重使用。 

 

 



 

有限元素資料庫 

 可設定極限強度的只受壓元素 

 可設定極限強度的只受拉元素 

 間隙 

 鉤 

 桁架 

 索(可考慮懸垂) 

 一般梁 

 變斷面梁 

 平面應力 

 平面應變 

 牆 (面內、面外) 

 板（厚板/薄板、面內/面外厚度、正交各向異性） 

 軸對稱 

 實體單元（四面體、楔形、六面體） 

 粘彈性阻尼 

 遲滯系統 

 橡膠支座隔震系統 

 摩擦擺隔震系統 



分析功能 

midas Gen沒有節點數和單元數限制，對荷載和荷載組合的數量也沒有限制，而且

提供可以連續分析多個模型的批次處理功能。 

 靜力分析 

→線性靜力分析 

 動力分析 

→特徵值分析 

→反應譜分析 

→歷時分析 

 幾何非線性分析 

→P-Delta 分析 

→大變位分析 

 材料非線性分析 

→Von-Mises, Tresca, Mohr-Coulomb & Drucker - Prager 

→磚石構造分析 

 挫屈分析 

→臨界挫屈載重係數 

→挫屈模態 

→側向扭轉挫屈 

 熱傳導分析（傳導、對流、 輻射） 



→穩態分析 

→瞬態分析 

 水化熱分析 

→熱彈性分析 

→發展強度、潛變、乾縮、管冷分析 

 施工階段分析 

→時間依存材料特性（乾縮、潛變、硬化） 

→邊界條件變化 

→柱收縮分析(彈性/非彈性) 

 側推分析 

→提供了四種基本的塑鉸性質(P, V, M & PMM)，可以自己定義塑鉸性質，也可

以讓程式根據構件的斷面、材料、荷載狀態等，自動生成塑鉸性質。 

→具有 FEMA、Eurocode、雙線性、三線性的塑鉸基本形式。 

→可將塑鉸設定於鋼筋混凝土、鋼材、鋼骨鋼筋混凝土、石材構造。 

→力量或位移控制 

→產生容量譜與最佳性能點/目標位移量 

→安全檢核表 

 邊界非線性歷時分析 

→對建築物隔震和減震所使用的粘彈性消能器(Viscous-elastic Damper)、間隙

(Gap)、鉤(Hook)、遲滯系統(Hysteretic System)、鉛芯橡膠支撐隔震裝置(Lead 

http://www.cetd.com.tw/ec/thesisDetail.aspx?etdun=U0030-0207200916530970&position=2&s1=SRC&s2=%e5%9c%9f%e6%9c%a8&s3=&s4=&s5=&s6=&s7=&skey=&f1=0&f2=3&f3=0&f4=0&f5=0&f6=0&f7=0&l2=0&l3=0&l4=0&l5=0&l6=0&l7=0&p1=0&p20=1&p21=0&p22=0&p23=0&p3=%e6%89%80%e6%9c%89%e5%ad%b8%e6%a0%a1&p40=0&p41=0&p5=%e4%b8%8d%e9%99%90&p6=15&kind=advancedresult


Rubber Bearing Isolator)以及摩擦擺隔震裝置(Friction Pendulum System 

Isolator)等進行邊界非線性動力分析的功能。 

 邊界非線性歷時分析 (Boundary Nonlinear Time History Analysis) 

→對建築物隔震和減震所使用的粘彈性消能器(Visco-elastic Damper)、間隙

(Gap)、鉤(Hook)、遲滯系統(Hysteretic System)、鉛芯橡膠支撐隔震裝置(Lead 

Rubber Bearing Isolator)以及摩擦擺隔震裝置(Friction Pendulum System 

Isolator)等進行邊界非線性動力分析的功能 

 非彈性歷時分析 

 其他分析 

→利用最佳化設計方法求未知荷載係數 

→移動載重分析 

→支座沉陷分析 

→考慮組合斷面組合前後斷面勁度變化的分析 

 



 

 



 

 



 

 

 



 

 



 

分析結果圖形化 

在 midas Gen 後處理中，使用者可以根據設計規範自動產生荷載組合，也可以自行

添加和編輯荷載組合。 

在梁內力圖裏，可以同時確認單元的強軸和弱軸的內力。透過編輯顯示類型可以輸

出多種形態的反力、位移、內力和應力圖形。並可以利用鏡像功能由 1/2或 1/4的模型生

成整個模型。此外，midas Gen 提供動力和靜力分析的動畫輸出結果。 

 

Type of Display 顯示類型 

 數值 Values 

 圖例 Legend 

 變形 Deform 

 變形前 Undeformed 

 動畫 Animation 

 鏡像 Mirrored 

 剖面線 Cutting Diagram 

 等值面 IsoSurface 

midas Gen可以使用任意的剖面線或切割剖面來查看板單元或實體單元的內力和應

力，也可以利用等值面功能詳細確認實體單元內部的應力狀況。對板單元可以同時查看頂

面和底面的應力。 



 



 

 



 



 



 



 

midas Gen提供可以與MS-Excel 相容的計算結果表格，讓使用者有系統的瀏覽分

析與設計結果。簡單直觀的選擇特定載重組合，查看反力、變位、內力…等結果表格；此

外，這些表格可以選擇特定資料、篩選、排序、編輯、控制文字格式、複製與貼上、輸出

表格化報告、繪製 XY散佈圖與長條圖…等分析圖表。 

 

以表格輕鬆簡單的檢核分析結果 

 提供位移、內力、應力、反力、振態、挫屈、設計、檢核…等表格。 

 強大的篩選功能。 

 可自訂資料排序的優先順序。 

 有表格編輯、修改、複製、替代、搜尋…等功能。 

 與 MS-Excel相似的複製貼上功能。 

 與 MS-Excel相似的操作介面。 

 

輸出分析結果 

 針對單一、疊加、總合、包絡的載重組合輸出位移、反力、內力、應力等結果。 

 可自行選擇與編排輸出表格的組合與位置。 

 清楚顯示該結果為整體座標系或局部座標系。 



 

 



 



 

設計規範 

混凝土設計 鋼構設計 鋼骨鋼筋混凝土設計 

ACI318 AISC-LRFD SSRC79 

Eurocode 2 AISC-ASD JGJ138 

BS8110 AISI-CFSD CECS28 

IS:456 & IS:13920 Eurocode 3 AIJ-SRC 

GB50010 IS:800 TWN-SRC 

AIJ-WSD CSA-S16-01 AIK-SRC 

TWN-USD GBJ17, GB50017 KSSC-CFT 

AIK-USD, WSD TWN-ASD, LSD  

KSCE-USD AIK-ASD, LSD, CFSD 基礎設計 

KCI-USD KSCE-ASD ACI318 

 JTJ025-86 BS8110 

板設計 KSSC-ASD  

Eurocode 2   

 



台灣規範完成階段 

材質庫 

Concrete Material DB CNS 

Steel Material DB CNS 

型鋼資料

庫 

Steel Section DB CNS 

載重 

Static Wind load 建技規則、接淡江風工程專家系統 

Static Seismic Load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Response Spectrum Function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側推分析 

RC Pushover 

FEMA 

耐震詳評- SERCB、NCREE 

Steel Pushover FEMA 

設計 

Load Combination 按國內各規範 

Concrete Frame Design 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 

Concrete Ductile Design 

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 

第 15章 

Steel Frame Design 

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 

容許應力法/極限設計法 

Wall Design 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 

 



 

設計功能 

 符合多國鋼結構設計與檢核的規範 

 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合成構件設計檢核 

 依構件或斷面的圖形化設計與分析結果 

 自動最佳化設計尋找鋼結構的最經濟斷面 

 以圖形化表示鋼結構設計最佳化的趨勢 

 以圖形化表示應力比、重量分佈、安全係數 

 設計檢核漸變 I 形鋼構斷面 

 符合多國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與檢核的規範(提供鋼筋量) 

 利用網格化板元素設計板與牆 

 鋼筋混凝土材料構件(梁、柱、剪力牆)進行應力-應變曲線與 P-M 交互影響曲線

分析，進而計算最小鋼筋量 

 自動計算鋼筋號數與間距 

 鋼筋混凝土細長柱設計考慮彎矩放大與細長柱效應，進而計算最小鋼筋量 

 剪力牆設計考慮弱軸的細長效應 

 獨立擴展基腳與樁基礎設計 

 各向結構系統獨立設計，如 X 向為具側移系統而 Y 向為無側移系統 

 自動計算有效挫屈長度係數(K-Factor) 

 自動產生設計檢核分析結果與設計概要 



 自動產生符合多國耐震規範的雙正交向載重組合 

 

 

 



 



最佳化設計 

鋼結構最佳化設計 

midas Gen的斷面最佳化設計判斷原則，為迭代檢核強度比(或應力比)滿足設計規範

的最經濟斷面(最小斷面面積、最小重量)。 

 

 



 



基礎設計 

midas Gen會依最不利的載重組合與節點，搜尋合適的基礎尺寸並佈置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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