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1 届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毕业设计选题计划表 

一、指导老师选题（如选题不分专业方向的可删除方向列） 

序号 方向 题目 指导老师 

1 

工业

机器

人技

术 

产品

设计、

方案

设计 

基于 ABB 机器人激光切割轮毂方案设计 张兴龙 

2 基于机器视觉的 ABB 机器人电路板分练方案设计 张兴龙 

3 基于国自辊道 AGV 机器人现场调试方案设计 罗德强 

4 基于 ABB 机器人礼品盒码垛搬运方案设计 张兴龙 

5  基于 ABB 机器人钢管焊接方案设计 张武金 

6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汽车轮胎装配方案设计 张兴龙 

7 基于 ABB 机器人视觉码垛方案设计 张武金 

8 基于 ABB 机器人汽车脚踏板焊接方案设计 张兴龙 

9 基于 ABB 机器人的苹果包装码垛方案设计 张兴龙 

10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汽车前桥焊接方案设计 张兴龙 

11 基于 ABB 机器人采用视觉食品分拣方案设计 张兴龙 

12 基于 ABB 机器人方形快递自动码垛方案设计 谭洪晖 

13 基于 ABB 机器人玻璃瓶码垛方案设计 张武金 

14 基于 ABB 机器人月饼盒自动折弯搬运方案设计 张兴龙 

15 基于 ABB 机器人汽油桶上端盖焊接系统设计 张武金 

16 基于 ABB 机器人钢架焊接方案设计 张兴龙 

17 基于 ABB 机器人手机壳喷涂方案设计 张兴龙 

18 基于 ABB 机器人圆形碳钢工件焊接方案设计 张武金 

19 基于 ABB 机器人火焰切割方案设计 夏春晖 

20 基于 ABB 机器人快递包装盒喷涂方案设计 谭洪晖 

21 基于 ABB 机器人汽车侧挡板点焊方案设计 谭洪晖 

22 基于工业机器人的搬运与等离子切割方案设计 张炎 

23 基于 ABB 机器人手机音量键贴合方案设计 谭洪晖 

24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板材冲孔搬运方案设计 谭洪晖 

25 基于 ABB 机器人施工梯自动焊接方案设计 谭洪晖 

26 基于 ABB 机器人的保险箱连续喷涂方案设计 张兴龙 

27 基于库卡工业机器人的码垛方案设计 张炎 



28 基于 ABB 机器人的食用油码垛方案设计 谭洪晖 

29 基于 ABB 机器人化肥袋自动码垛方案设计 张炎 

30 基于 ABB 机器人摩托车脚踏板焊接方案设计 谭洪晖 

31 销轴机床加工自动上下料工作站设计 张炎 

32 基于单片机的液位测控仪设计  张炎 

33 基于 ABB 机器人自行车把手焊接方案设计 谭洪晖 

34 基于 ABB 机器人前支腿等离子切割方案设计  张炎 

35 基于 ABB 机器人液压油缸焊接设计 张炎 

36 基于单片机射频智能刷卡系统设计  张炎 

37 基于 PLC 盆栽浇水系统设计  张炎 

38 基于发那科机器人减速机底座焊接方案设计 张炎 

39 基于 ABB 机器人钢板打磨工作站方案设计  张炎 

40 基于 ABB 机器人显示器搬运方案设计 谭洪晖 

41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桶装面装箱设计  张炎 

42 基于 ABB 机器人法兰管道焊接方案设计  张炎 

43 基于 PLC 的工业智能蒸气饭锅设计 谭洪晖 

44 基于 ABB 机器人对法兰盘切割的设计 张炎 

45 基于 PLC 的自动运煤系统设计 谢楚雄 

46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机床上下料系统方案设计 张兴龙 

47 基于川崎机器人起重机支重轮喷涂方案设计 张武金 

48     基于 ABB 机器人的药品装箱方案设计 张兴龙 

49 基于卡诺普机器人焊接标准节方案设计 罗德强 

50 基于单片机燃气泄漏控制系统设计 谢楚雄 

51 基于 ABB 机器人鼠标装配工作站的设计 罗德强 

52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泵车转台焊接系统设计 谢楚雄 

53 基于 PLC 自动打包系统设计 谢楚雄 

54 基于 ABB 机器人方形药盒装箱码垛工艺设计 罗德强 

55 基于 ABB 机器人 H 型材料激光切割方案设 

 

计 

谢楚雄 

56 基于机器人的手机生产线控制设计 夏春晖 

57 基于机器人笔记本零部件激光焊接方 

 

案设计 

谢楚雄 



58 基于 PLC 太阳能热水器智能控制的设计 夏春晖 

59 基于 ABB 机器人牛奶箱码垛的工艺设计 张炎 

60 基于 ABB 机器人车门激光切割系统方案设 

 

计 

谢楚雄 

61 基于卡诺普机器人的焊接工作站设计 罗德强 

62 基于 PLC 球类水果套网机控制系统设计 夏春晖 

63 基于 ABB 机器人圆形法兰焊接方案设计 张武金 

64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活塞打磨系统方案设计 谢楚雄 

65 基于 ABB 机器人座椅扶手焊接方案设计 张武金 

66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月饼装盒打包方案设计 张武金 

67 基于 ABB 机器人玩具车装配工作站设计 张炎 

68 基于 ABB 机器人汽车底架焊接方案设计 谢楚雄 

69 基于机器视觉的 AGV 小车控制系统设计 夏春晖 

70 基于 PLC 的智能门窗防护系统设计 夏春晖 

71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打磨系统方案设计 谢楚雄 

72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汽车玻璃点胶方案设计 张兴龙 

73 基于现代机器人焊接引导轮方案设计 张兴龙 

74 基于 ABB 机器人双工位等离子坡口切割方案设计  张武金 

75 基于 PLC 智能药丸装瓶控制系统设计 谢楚雄 

76 基于 ABB 机器人瓶装饮料装箱方案设计 张武金 

77 基于 ABB 机器人 T 型钢管焊接方案设计 张武金 

78 基于 PLC 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设计 夏春晖 

79 基于 ABB 机器人桥架钢板切割方案设计 夏春晖 

80 基于安川机器人中心轴焊接方案设计 张武金 

81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激光切割方案设计 谢楚雄 

82 基于 ABB 机器人的三轮车底盘弧焊方案设 

 

计 

谢楚雄 

83  基于 ABB 机器人的汽车车门喷涂方案设计 张武金 

84 基于韩国现代机器人挖机底座的焊接现场编程方案设计 张炎 

85 基于 ABB 机器人泡面装箱码垛方案设计 张武金 

86 基于 ABB 机器人排气管焊接方案设计 夏春晖 

87 基于 ABB 机器人手机摄像头装配方案设计 谢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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