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1 届  数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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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控技术 

工艺设计 

绕线盘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2 万向节前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3 齿轮泵体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4 挖掘机动臂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5 SY55挖机斗杆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6 小挖减速机齿圈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7 实心式输出轴齿轮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8 STC80汽车起重机滑轮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9 CK6140车床设备的圆形支座的数控加工工

艺设计 
汤金明 

10 台车主动车轮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1 发动机箱体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2 数控车床刀架方座的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3 4HK1机油泵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4 齿轮泵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5 端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吴晓芳 

16 磨床丝杠固定座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7 油箱定位板毛胚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8 SY412-C8支腿护板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19 辅助油切换阀阀块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20 车床丝杠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21 威力牌洗衣机减速器低速阶梯轴数控加工 汤金明 

22 SY135挖机传动轴零件加工艺设计 汤金明 

23 回转阀体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24 汽车传动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25 底板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26 直线轴承固定座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27 直线轴承固定座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28 阀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29 动涡盘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30 ZG230-450 阀盖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31 底座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32 走心机弹簧夹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33 
数控机床Ⅰ型的支撑座的数控加工工艺设

计 
徐作栋 

34 微动机构支座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35 
铲运机联轴器法兰盘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

计 
陆雄 

36  异形转台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37 法兰盘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38 齿轮油泵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39 五边形凸台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0 壳体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1 75挖机大面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42 挖机轴套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3 进回油阀体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4 电动管夹阀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5 旋转板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6 顶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7 减速器太阳齿轮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48 双曲面异型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49 异型凸台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50 导向块零件的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51 
VMC1055加工中心主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

设计 
汤金明 

53 密封盘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54 马达密封端盖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55 丝杠固定座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56 泵车法兰盘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57 主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58 双面凸台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59 活塞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60 重机底架法兰盘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61 泵车变速器变速轴零件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62 平地机臂架定位杆零件数控加工工艺 刘枫 

63 轴承座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64 柱塞泵泵端联轴节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65 装载机铲斗传动轴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66 重汽前盖测量拆块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67 后车架总成铝本体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68 油缸柱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69 压路机柱塞套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70 分气块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71 球头螺纹轴零件数控加工艺设计 陆雄 

72  球形轴承及轴承套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73 分段式异形轴类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74 透盖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75 连接轴法兰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76 
MCR 系列液压马达端盖数控加工工艺

设计 
谭霖 

77 方形凸台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78 球铰耳环安装件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79 平地机油管法兰盘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80 485H挖机的阀芯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汤金明 

81 电机主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82 
CN250液压机万向轮底座数控加工工艺设

计 
汤金明 

83 铲运车履带定位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84 气泵阀门端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85 平地机传动偏心盘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86 路机变速器减速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87 双面凸台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88 自动测试机械臂传动十字轴加工设计 汤金明 

89 起重机定位端套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90 叉车变向拉杆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张秀玲 

91 导向套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92 液压泵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吴晓芳 

93 转子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94 固定支撑套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95 销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96 汽车倒挡拨叉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97 液压轴承密封端盖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98 双塔轴承连接套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99 液压油缸活塞杆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100 发电机皮带轮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101 摇臂支座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02 泵车发动机喷油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103 推拉阀块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04  螺纹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105 花键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06 仿真狙击枪倍镜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107 机床主轴支撑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108 马达锥柱塞杆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09 泵送传动主阀芯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110 电机右链接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11 气动活塞底板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112 变速转动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13 
JS500型混泥土搅拌机轴承座制造工艺设

计 
徐作栋 

114 立加法兰盘的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115 箱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116 吊具销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17 变速箱固定板材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118 输入轴上盖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19 电机端盖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20 模具铜公电极零件数控加工工艺 罗洲 

121 泵车减速箱体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22 挖掘机液压阀套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罗洲 

123 35型挖掘机皮带轮制造工艺设计 谭霖 

124 汽车轮胎辐板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125 油压箱端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26 履带式挖掘机传动轴数控加工艺设计 宾立 

127 方块螺母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28 泵车支腿座制造工艺设计 谭霖 

129 挖机伸缩油缸活塞杆制造数控工艺设计 谭霖 

130 液压掰板机盖板数控加工工艺 罗洲 

131 凸轮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132 输出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陆雄 

133 压路机减速器右端盖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胡辉春 

134 上销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135 岸桥小车透盖加工工艺方案设计 刘枫 

136 CKA6140数控车床主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郭亮 

137 减速器蜗杆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38 端盖的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宾立 

139 花鼓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140 起重机油泵箱体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141 铲运机气门支座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谭霖 

142 泵车从动轴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刘枫 

143 车床中滑板联接套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44 左吊座外端盖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145 联轴器法兰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徐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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