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专业毕业设计选题计划表

一、学生选题明细

序号 毕业设计选题 学生姓名

1 比亚迪 F3 发动机加速无力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陈涛

2 三一重卡英杰版变速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杨涛

3 奥迪 A4L 发动机异响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孙立森

4 大众桑塔纳发动机起动困难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唐明

5 桑塔纳转向轮摆振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丁定涛

6 哈佛 H6 动力不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李达恒

7 三一重卡 450 发动机 D09C5T9 动力不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谢依林

8 大众速腾发动机动力不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彭勇杰

9 日产轩逸加速无力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唐京科

10 大众速腾转向异常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周轩鹏

11 东风风行景逸 ABS 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彭凯

12 三一王道重卡 435 发动机无法起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曾伟

13 丰田 RAV4 转向沉重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丁彪

14 大众朗逸制动失灵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唐沐阳

15 三一重卡发动机无法起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羊筑波

16 雅阁高速行驶加速踏板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邓晖

17 汽车制动拖滞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曾祥浩

18 三一 SY60 发动机异响抖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罗文涛

19 豪沃 420 重卡汽车漏水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何家存

20 奇瑞瑞虎 5 发动机冷却不良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谢益

21 捷达 1.5L 怠速不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邹家科

22 丰田 RAV4 风尚版怠速易熄火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汤泽雄

23 福特蒙迪欧冷启动困难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吕文涛

24 丰田卡罗拉加速不良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肖鑫炎

25 大众朗逸发动机怠速不良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龙琪

26 SY215C 挖掘机发动机无法启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杨德风

27 三一王道重卡 D12C5T9 发动机启机功率低故障维修方案设计 周裕仁

28 D12C5T8 增压器出气口渗油及异响故障方案设计 何阳

29 三一 HQC42503S1S12E 牵引车动力不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向心力

30 五菱宏光离合器分离不彻底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刘国红

31 三一 D09 发动机功率不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郭爱林

32 桑塔纳无法启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刘伟明

33 大众帕萨特点火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熊文韬

34 奥迪 A4L 变速箱挂挡困难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胡登辉

35 1.8T 帕萨特 ABS 灯常亮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易理

36 比亚迪 S7 转向沉重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阳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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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东风风光 330 离合器打滑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刘思潮

38 福特福克斯高速行驶车身抖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陈英豪

39 帕萨特排气管冒蓝烟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罗爽

40 奇瑞 A3 蓄电池漏电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伍思德

41 大众迈腾加速不良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胡杰

42 大众迈腾大灯不亮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唐永鑫

43 帕萨特新领驭空调制冷不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唐景林

44 哈弗 H6 行驶跑偏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方龙科

45 大众迈腾起动机转发动机无法启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许双春

46 本田思域空调不制冷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段姜平

47 大众朗逸充电报警灯亮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王杰

48 大众速腾右后视镜无动作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郑运彬

49 丰田卡罗拉怠速抖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蹇尚燠

50 雪佛兰科鲁兹怠速抖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刘泽群

51 大众迈腾加速不良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周晨博

52 大众宝来发动机加速不良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高永亮

53 大众朗逸发动机怠速抖动异常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宋胜文

54 大众朗逸怠速不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李棋明

55 奥迪 A4L 冷车启动困难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梁承骞

56 大众捷达发动机加速无力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陆翔

57 现代途胜空调不制冷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黄攀

58 大众迈腾无法启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杨光华

59 大众宝来发动机水温报警灯亮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卿罗山

60 哈佛 H6 发动机加速无力故障排除设计 柏陶志

61 大众迈腾 B8L 舒适系统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雷成铭

62 大众宝来发动机机油压力过低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杨治汉

63 大众迈腾起动机不运转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雷咏虎

64 丰田凯美瑞发动机怠速抖动严重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王鹏

65 大众朗逸汽车变速器换档困难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李众泽

66 大众迈腾制动拖滞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曾韩顺

67 大众迈腾右前车窗无法升降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彭紫杨

68 三一 SY5250GJB3A-10 搅拌车加速无力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向春泉

69 大众帕萨特舒适系统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曹旭

70 三一挖掘机 D06S2 发动机漏水漏油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田云峰

71 大众朗逸发动机过热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胡超

72 雪佛兰科沃兹冒蓝烟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陶思亮

73 大众朗逸汽车加速无力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周浩

74 三一挖掘机 SY75 发动机过热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刘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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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大众迈腾加速无力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冯晟

76 别克君越加速无力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熊一豪

77 三一重卡 500 马力牵引车发动机异响排除方案设计 陈翔

78 奥迪 A6 排气管冒黑烟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陈鹏辉

79 大众桑塔纳点火困难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李智韬

80 日产天籁行驶跑偏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丁先锋

81 三一重卡王道 435 发动机噪音大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杨仕成

82 大众速腾发动机无法起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李璇

83 大众朗逸变速器跳挡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肖威

84 大众迈腾无法启动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谌凯文

85 新桑塔纳排气管冒烟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谢宗德

86 大众宝来防抱死制动系统报警灯亮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李亚杰

87 别克凯越空调不制冷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胡佳骏

88 大众朗逸冷却液报警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陈龙

89 大众朗逸动力不足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韦顺淇

90 大众朗逸机油压力异常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杨鹭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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