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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校本教材编大纲与计划

《机械制图》校本教材编大纲与计划

一、教材编写大纲与编写意见

（一）模块一 机械制图基本知识与技能

项目一：绘制平面图形

任务一 认识衬套零件图

任务二 绘制简单平面图形

任务三 绘制(手柄)平面图形

主要编写内容：

1．机械图样的概述；.

2．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3．常用手工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4．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5. 几何作图的方法；

6. 平面图形的画法。

项目二：绘制基本体图形

任务一 绘制平面立体三视图

任务二 绘制曲面立体三视图

任务三 绘制轴测图

主要编写内容：

1. 正投影法与三视图、三面投影体系；正投影特性；

2. 点线面投影特性基本形体投影规律；

3. 平面立体的投影特征；

4. 曲面立体的投影特征；

5. 简单体轴测图画法。

项目三：绘制组合体图形

任务一 绘制简单切割体

任务二 识读相贯体

任务三 画组合图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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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四 识读组合图三视图

主要编写内容：

1. 组合体的分析方法和组合形式；截交线的画法；

2. 相贯线的画法；

3. 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4. 看组合体视图；补视图；补缺线。

（二） 模块二 机械制图应用技能

项目四：绘制机件图形

任务一 绘制机件视图

任务二 绘制机件剖视图

任务三 绘制机件断面图

主要编写内容：

1. 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局部视图；

2. 全剖视图、半剖视、局部剖；

3. 移出断面图、重合断面图。

项目五：识读及测绘零件图

任务一 识读及测绘轴套类零件图

任务二 识读及测绘轮盘类零件图

主要编写内容：

1. 螺纹规定画法；

2. 零件图概况、尺寸、技术要求、工艺结构；

3. 轴套类零件图的看图方法

4. 齿轮的规定画法；

5．抄画零件图；

6. 轮盘类零件图的看图方法；

7. 测绘零件图。

项目六：识读装配图

任务：识读简单装配图

主要编写内容：

1.螺纹紧固件的连接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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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键销的表示方法、弹簧、轴承的规定画法；

3.识读装配图。

二、编写进度计划

内 容 起 止 年 月

1分 工 编 写 19年10月至14年12月

2主编汇总统稿 12月10至12月15日

3审 稿 2020年1月

4审后整理、交稿 2020年1月

5预期出版使用

齐明俐负责总体思路设计，并编写任务1-3；

粟利纯负责编写任务4-6；

杨龙负责7-16；

教材所需要图形由杨龙和唐艺灵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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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CAM X3 软件应用》校本教材编大纲与计划

一、教材编写大纲与编写意见

（一）学习任务一 塑料烟灰缸二维平面图绘制与编辑

1.相关知识

1.1 Mastercam X3工作界面

1.1.1 标题栏

1.1.2 菜单栏

1.1.3 工具栏

1.1.4 状态栏

1.1.5 操作管理器

1.1.6 信息栏

1.1.7 绘图区

1.2 点、直线、圆与圆弧

1.2.1 点、直线

1.2.2 圆

1.2.3 圆弧

1.3 倒圆角与倒角

1.3.1 倒圆角

1.3.2 倒角

1.4 矩形与变形矩形

1.4.1 矩形

1.4.2 变形矩形

1.5 文字与符号

1.6 其它图形编辑命令

1.6.1 删除图素与删除重复图素

1.6.2 修剪、延伸、打断与两点打断

1.6.3 平移、旋转、镜像

1.6.4 缩放、移动到原点与单体补正

1.6.5 拓展：样条曲线的绘制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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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图形标注

1.7.1 尺寸标注样式的设置

1.7.2 尺寸标注

1.7.3 智能标注

1.7.4 其他标注方式

2.任务实施

塑料烟灰缸二维平面图绘制与编辑。

（二）学习任务二 电风扇的曲面造型与编辑

1．相关知识

2.1 三维造型基础

2.1.1 构图面的设置

2.1.2 通过平面的图素定义构图平面

2.1.3 设置构图深度

2.1.4 视角设

2.2 曲面造型

2.2.1 绘制基本体曲面

2.2.1.1 圆柱体曲面

2.2.1.2 圆锥体曲面

2.2.1.3 球体曲面

2.2.1.4 圆环体曲面

2.2.2 绘制特殊曲面

2.2.2.1 直纹、举升曲面

2.2.2.2 旋转曲面

3.2.2.3 扫描曲面

2.2.2.4 网格曲面

2.2.2.5 牵引曲面

2.2.2.6 挤出曲面

2.3 曲面编辑

2.3.1 曲面倒圆角

2.3.1.1 曲面与曲面倒圆角

2.3.1.2 曲面与曲线倒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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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曲面与平面倒圆角

2.3.2 曲面修剪

2.3.2.1修整至曲面

2.3.2.2 修整至曲线

2.3.2.3 修整至平面

2.3.3 修整延伸曲面到边界

2.3.4 曲面延伸

2.3.5 由实体生成曲面

2.3.6 分割曲面

2.3.7 曲面熔接

2.3.7.1 两曲面熔接

2.3.7.2 三曲面熔接

2.3.7.3 三角圆角曲面熔接

2.任务实施

电风扇曲面造型。

（三）学习任务三 水壶实体造型与编辑

1.相关知识

3.1 创建实体

3.1.1 创建基本体

3.1.2挤出实体

3.1.3 旋转实体

3.1.4扫描实体

3.1.5 举升实体

3.2 编辑实体

3.2.1实体倒圆角

3.2.2 实体倒角

3.2.3 实体抽壳

3.2.3 薄片实体加厚

3.2.4 移动实体表面

3.2.5 修剪实体

3.2.6 删除实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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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布尔运算

3.2.7.1 结合

3.2.7.2 切割

3.2.7.3 交集

2.任务实施

水壶的实体造型与编辑

（四）学习任务四 塑料模垫板的程序编制

1．相关知识

4.1 刀具的添加、修改与设置

4.1.1 平面铣削刀具的添加、修改与设置

4.1.2 钻孔刀具的添加、修改与设置

4.2 平面铣削方法与参数设置

4.2.1面铣削加工的基本步骤

4.2.2 面铣削加工的参数设置

4.3 钻孔加工方法与参数设置

4.3.1 钻孔加工的基本步骤

4.3.2 钻孔加工的主要参数

4.4 加工模拟

4.4.1 刀具路径仿真加工模拟

4.4.2 仿真加工的设置

4.4.3 Backplot(重给刀具路径)

4.5 程序后处理

2．任务实施

塑料模垫板的程序编制

（五）学习任务五 凸轮零件的程序编制

1.相关知识

5.1 铣削刀具的添加、修改与设置。

5.2 外形铣削方法与参数设置。

5.2.1 外形铣削加工的基本步骤

5.2.2 外形铣削加工的主要参数

5.3 加工模拟与程序的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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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务实施

凸轮零件的程序编制

（六）学习任务六 肥皂盒整体式凸模程序编制（复合型外轮廓零件）

1.相关知识

6.1 复合型外轮廓零件的工艺编制

6.2 平面铣削方法与参数设置（综合运用）

6.3 外形铣削方法与参数设置（综合运用）

6.4 钻孔加工方法与参数设置（综合运用）

6.5 文字雕刻方法与参数设置

6.5.1 文字雕刻的基本步骤

6.5.2 基本参数设置

6.5.3 Roughing/Finishing(粗精加工)参数

6.7 综合型外轮廓零件加工程序的后续处理

（七）学习任务七 相机前盖凹模程序编制（挖槽及型腔类零件）

1.相关知识

7.1 内复合型轮廓零件的工艺编制

7.2 2D 挖槽铣削方法与参数设置

7.2.1 2D挖槽加工的基本步骤

7.2.2 2D挖槽加工的类型与参数

7.3 曲面挖槽铣削方法与参数设置

7.3.1曲面挖槽铣削的基本步骤

7.3.2曲面挖槽铣削的主要参数

7.4 钻孔加工方法与参数设置（综合运用）

7.5 综合型内轮廓零件程序的后续处理

7.6 拓展：其它曲面加工程序编制

7.5.1 曲面平行粗/精加工

7.5.2 曲面放射粗/精加工

7.5.3 曲面投影粗/精加工

7.5.4 曲面流线粗/精加工

7.5.5 等高外形粗/精加工

7.5.6 残料清除粗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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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务实施

相机前盖凹模程序编制。

二、编写进度计划

内 容 起 止 年 月

1分 工 编 写 19年10月至14年12月

2主编汇总统稿 12月10至12月15日

3审 稿 20年1月

4审后整理、交稿 20年1月

5预期出版使用 20年3月

编者具体分工：

谌玮与段兰兰负责任务1、3、5、7；

杨龙与唐艺灵负责任务2、4、6、8；

武珍平负责排版与文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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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车削加工》校本教材编大纲与计划

一、教材编写大纲与编写意见

（一）.本教材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

采用的教学方法有：

（1）四阶段教学法

（2）引导文教学法

（3）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法

（4）案例教学法

（5）分组讨论法

（6）仿真教学法

（二）教材采用的载体和相关情况说明。

（1）教材采用纸质载体。

（三）目录内容

1．第一模块 简单轴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一 圆柱销的加工

一．数控车床相关知识；

二．数控车床安全操作与保养；

三．数控机床的坐标系

四．工件的装夹与定位

五．外圆车刀的几何形状及选择

六．华中数控车削系统S、T、M03、M04、M05、M08、M09指令

任务二 芯轴的加工

一.程序的基本结构

二． G00、G01、M08、M09、M02、M30、G94、G95、F、S、T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

式；

三.数值计算；

四．切槽刀的几何形状及选择

五．对刀操作及参数设置

六．芯轴的程序编制

七．宇龙仿真软件--华中数控系统操作面板：编辑模式、自动运行模式 、单段

运行模式（实际操作必须进行程序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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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连接销轴的加工

一.G80、G04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

二．切削用量相关知识；

三．外圆车刀、切槽刀的切削用量选择；

四．不同沟槽的加工方法。

五．连接销轴的程序编制

任务四 球头手柄的加工

一．G02、G03、G32、G71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二．60°普通三角形螺纹的尺寸计算

三．外螺纹车刀的几何形状

四．螺纹车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五．外螺纹编程的基本方法。

2．第二模块 简单套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五 止推套的加工

一．套类零件的装夹方法与要求

二．内孔车刀的几何形状

三．内孔车刀基本装刀、对刀方法

四．内孔车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五．中心钻、麻花钻的几何形状

五．内孔程序编制与加工的基本方法

六．掉头加工的方法

任务六 钢套的加工

一．不同材料内孔车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二．圆锥孔G80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三．G41、G42、G40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四．圆锥轮廓的尺寸计算及加工方法

任务七 螺母的加工

一．内螺纹车刀的几何形状；

二．内螺纹的尺寸计算；

三．内螺纹编程的基本方法；

四．螺纹塞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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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模块 基本技能综合实训

一．机床的基本操作

二．宇龙仿真软件的应用

三．简单程序的编制与加工

4．第四模块 复杂轴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八 螺旋千斤顶芯轴的加工

一．G71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二．G76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三．外圆锥的计算、编程方法

四．大螺距外螺纹的编程及加工方法

五．螺纹千分尺

任务九 限位活塞的加工

一．G74、G75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二．宽槽、深槽的编程、加工方法

三．端面槽刀的几何形状

四．端面槽刀的编程及加工方法

任务十 三球手柄的加工

一．G73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二．35°刀尖外圆车刀

三．一夹一顶的装夹方法和加工要求

四．G02、G03编过象限圆弧的方法

五．圆弧连接节点计算

5．第五模块 复杂套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十一 卸料套的加工

1.铝件材料特性；

2.铝件加工的刀具选择；

3.切削用量的选择；

4.卸料套的工艺分析；

5.卸料套的程序编制

任务十二 导向套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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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沟槽车刀

二．内沟槽车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三．内沟槽的程序编制；

6．第六模块 盘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十三 法兰盘的加工

一．G72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二．盘类零件的装夹

三．盘类零件的程序编制。

第七模块 中级考工综合实训

一．机床的基本操作

二．程序的编制与加工

三．中级考工理论相关知识

二、编写进度计划

内 容 起 止 年 月

1分 工 编 写 2019年12月15日

2主编汇总统稿 2020年01月10日

3审 稿 2020年01月15日

4审后整理、交稿 2020年01月20日

5预期出版使用 2020年03月25日

编者具体分工：

武珍平负责每个模块的任务实施部分及模块三和模块七综合实训

崔豫军负责每个模块的相关知识部分，并负责统稿、审稿

唐翊博负责相关素材的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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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车削加工》校本教材编大纲与计划

一、教材编写大纲与编写意见

（一）本教材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

采用的教学方法有：

（1）四阶段教学法

（2）引导文教学法

（3）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法

（4）案例教学法

（5）分组讨论法

（6）仿真教学法

（二）教材采用的载体和相关情况说明。

教材采用纸质载体。

（三）目录内容

1．模块一 平面阶梯件的加工

任务一 压板垫铁的加工

一、数控铣床相关知识;

1．数控铣床的组成

2.数控铣床主要技术参数介绍:

二．数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机床保养与维护；

（一）数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

（二）工作前检查

（三）数控铣床操作注意事项

（四）日常保养

三．数控铣床坐标系:

（一）坐标系命名规则:

（二）回零的作用和操作:

1.回零的作用：

2.回零的方法：

3.手动回零操作步骤

（三）机床限位和行程

1.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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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程:

（一）数控车床坐标系

1.机床坐标系

2.编程坐标系

3.工件坐标系

四.数控宇龙仿真软件、华中数控系统操作面板；

（一）数控宇龙仿真软件

（二）华中数控系统操作面板

1.数控机床控制面板

（1）数控机床典型控制面板

（2）面板各功能按钮功能说明

（3）数控机床操作模式

2.数控系统控制面板

（1）键盘说明

（2）屏幕显示区

（3）常用功能键使用

3.操作步骤

五.数控铣削系统S、T、M03、M04、M05、M09、M08指令及MDI操作；

（一）辅助功能（M功能）

（二）进给功能F、主轴速度S、刀具功能T

六.面铣刀的结构功能；

2.模块二 外轮廓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二 塑料方盒凸模的加工

一.数控铣床对刀

(一）对刀

1.对刀工具

（1）寻边器

（2）Z轴设定器

（3）对刀仪

2.对刀操作

（1）XY轴的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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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刀具Z向对刀

（二）刀具补偿值输入

二．数控程序的结构、格式与指令

（一）程序构成

（二）程序格式

（三）编程指令

三．G01、G00、G02、G03、G54-G59、G90、G91、等指令含义及格式

（一）坐标系有关指令

四、数控铣床程序编辑、管理与运行

（一）创建新程序

（二）编辑程序

（三）程序导入与导出

（四）程序的管理

（五）程序检查、调试与运行

五.刀具卡、工序卡

六.立铣刀的结构、功能

任务三 十字滑块连轴器的加工

一.切削用量的定义与选用

二、G41、G42、G40等指令含义及格式；

三、粗、精加工控制尺寸的方法；

四．外径\内径千分尺的结构、功能；

3.模块三 孔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四 连接板的加工

一. 孔系的加工方法；

二．孔加工程序的编制及加工步骤

三． G81、G83、G80、G73等钻孔指令的格式和含义；

四．钻头、铰刀、镗刀的结构，功能，刃磨。

4.模块四 内轮廓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五 塑料方盒凹模的加工

一. 封闭槽编程方法；

二．下刀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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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下刀的数控编程；

四、键槽刀的结构、功能；

任务六 卸料板的加工

一、 数控铣削刀具材料 ；

二、数控铣削刀具的选择；

三、数控铣削刀具的刃磨；

5.模块五 复杂外轮廓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七 后端盖的加工

一.合理安排复杂零件加工工艺的方法

二．进刀点与退刀点的合理选择方法

三．不同夹具的结构、功能；

6.模块六 复杂内轮廓零件的加工

任务八 箱盖的加工

一．M98、M99指令含义及子程序的格式

二．控制精度的方法

7.模块七 复杂内外轮廓类零件的加工

任务九 矩形牙嵌式离合器加工

一．G68、G69、G25、G24指令含义及格式；

二．查阅刀具手册、金属切削工艺手册、操作说明书等资料的方法。

任务十 盒的加工

一．多面零件装夹定位的方法

二．侧面对刀的方

二、编写进度计划

内 容 起 止 年 月

1分 工 编 写 2019年12月15日

2主编汇总统稿 2020年01月10日

3审 稿 2020年01月15日

4审后整理、交稿 2020年01月20日

5预期出版使用 2020年03月25日

编者具体分工：

管学龙负责各任务的任务实施部分

高升负责各任务的相关知识部分

崔豫军负责统稿、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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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校本教材编写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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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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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校本教材建设研讨会记录、简报

一、《数控车削加工》校本教材研讨会会议记录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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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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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校本教材开发专家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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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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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本教材评审会议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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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本教材评审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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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本教材评审结果材料

（一）评审结果统计表

校本教材评审统计表

序号 标 题 作者 评审分数 评审结果

1 常用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 谢向花 合格

2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 申玉虹 合格

3 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
阳根民

李先良
合格

4 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刘克军 合格

5 可编程序外围设备安装与运行
张斌

苏王平
合格

6 液压（气压）安装与调试 谢向花 合格

7 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 米久美 合格

8 数控车削加工
崔豫军

武珍平
合格

9 数控铣削加工
高升

管学龙
合格

10 机械制图 杨龙 合格

11 数学
袁卫平

陶春燕
合格

12 Master CAM X3软件应用
谌玮

杨龙
合格

13 素描 贺奕龙 合格

14 计算机应用基础 李萍 合格

15
3ds Max 2012+ VRay室内（外）

效果图制作
刘崇健 合格

16
Photoshop+CorelDRAW平面设计

综合实训
刘崇健 合格

17 Auto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谢先安 合格

18
边做边学——Flash CS6动漫制

作案例教程
谢先安 合格

19
After Effects CS4影视后期制

作项目教程
向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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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服装工艺 贺良缘 合格

21 服装立体裁剪与造型设计 彭艳勤 合格

23 创业教育讲座 康建雄 合格

24 小微企业成功之路 康建雄 合格

25 技能与创业 朱江海 合格

26 就业指导 向益山 合格

27 变压器与电动机维修技术 向志军 合格

28 汽车电器构造与维修 孙立武 合格

29 顶岗实习培训教材 张凡 合格

30 语文 周子仪 合格

31 怀化风土民情 艾建瑜 合格

合计

（二）校本教材评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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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本教材评审现场照片

会议前林副校长做开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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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处长张斌主持会议发言

申玉虹老师负责机电专业校本教材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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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学龙老师负责数控专业校本教材做汇报

谢先安老师负责数媒专业校本教材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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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钰琪老师负责服装专业校本教材做汇报

陶春燕老师负责公共课程校本教材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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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评委负责校本教材评审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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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校本教材应用及修订情况记录

《数控车削加工》

校本课程教学记录表

课题 圆柱销的加工 授课班级 17数控班

时间
2019年10月9

日
执教教师 武珍平 班级人数 42

活

动

内

容

与

过

程

活动内容：

1、手动、增量、手摇操作

2、外圆车刀的刃磨

3、圆柱销的车间

过程：

1.车右端面

2.粗车右端外圆

3.掉头控制总长

4.粗车左端外圆

5.上机操作

（1）机床的正常启动

（2）工件及刀具的安装

（3）手动操作，加工零件

（4）精度的检验

（5）设备的清理、清扫

活

动

效

果

通过此次学习，大部分学生能够独立完成本次学习内容，并且按照安全操作

规程完成圆柱销的加工，团结合作比较突出，大部分同学都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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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教学记录表

课题
芯轴的加工

授课班级 17数控班

时间

2019年10月

16日 执教教师 武珍平 班级人数 42

活

动

内

容

与

过

程

活动内容：

1、数控车床安全操作规范

2、G00、G01指令的编程格式与方法

3、芯轴的加工

过程：

芯轴的编程与操作加工

（一）图样分析

（二）相关数值计算

（三）数控加工工艺分析

（四）程序编制

（五）零件加工

（六）零件检测

（七）工作页填写

（八）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

活

动

效

果

效果较好，学生刚接触编程自动加工。对于这种学习方式比较感兴趣。基本

上都能够独立完成自己的本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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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教学记录表

课题
螺母的加工

授课班级 17数模班

时间

2019年9月12

日 执教教师 武珍平 班级人数 36

活

动

内

容

与

过

程

活动内容：

1、内螺纹的尺寸计算

2、内螺纹的加工方

3、螺母的加工

过程：

螺母的编程与加工

1、图样分析

2、相关数值计算

3、加工工艺方案分析

4、各工步刀具及切削参数选择

5、工件装夹方案

6.上机操作以上内容

1）、机床的正常启动

2）、工件及刀具的安装

3）、外圆、内螺纹车削程序的输入

4）、对刀操作，建立工件坐标系

5）、程序校验及工件试切

6）、刀补参数的设置及修改

7）、工件加工精度的检验

8）、设备的清理、清扫

活

动

效

果

效果较好，团队意识较强，组员之间能够较好的互相学习讨论，组与组之间

也能够互相帮助。分工明确，并能按照安全规程完成零件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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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教学记录表

课题
球头手柄的加工

授课班级 17数模班

时间

2019年9月25

日 执教教师 武珍平 班级人数 36

活

动

内

容

与

过

程

活动内容：

1、圆弧顺逆的判别

2、圆弧指令的运用

过程：

球头手柄的编程与加工

1、分析零件图纸

2、制定加工工艺

（1）工艺分析

（2）加工工艺与车削步骤

3、刀具及切削用量的选择

4、零件的装夹于定位

5、加工程序的编制

6、试切

活

动

效

果

效果较好，通过这次项目的练习，学生对圆弧指令的格式掌握的比较好，但

圆弧的顺逆判断还不是很熟练，经常性的弄反。在今后还需反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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