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作为大创漫漫征途中的求索者，每位大创成员

都在机遇和挑战中，不断超越自己、勤于实践、乐于

思考、敢于质疑、知行合一，献身于项目的研究与开

发。本月，他们在大创的进程中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与提高，并且好多小组完成了项目的中期汇报，总

结与展望，将让他们更加明确前进的目标，下面就

让我们来细细品味他们的收获。 

 

 

不断前行 
迟开元（指导老师：白晓红） 

土木 1201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间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

的大创项目——压实系数与压实机械的关系也刚刚

结束了中期检查。 

我们的项目于 2015 年立项，一直以来我们持续

做实验，分析数据，进行理论分析，走了不少弯路。

更学会了很多知识和学习方法。我们一路走来从取

土，筛土，土样制备以及击实实验，应力分析，不得

不说反了很多低级错误，但是知识就是在这种不断

纠正，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学到的。另一方面，在理工

科实验工作的基本技能上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大到

示波器万能机的使用，小到电烙铁，千斤顶的使用。 

学习是无止境的，实验研究也是无止境的。然

而，毕业将至，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有

限的物质条件内，尽己所能，不断的去查找各种文

献，各种相关的书籍，请教懂得相关知识的老师去

努力的完成当初预计的研究效果。 

在项目进行时，我们的指导老师白晓红教授也

总是不断激励和悉心指导我们，她认为实验要有实

事求是的态度，实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偏

差过大，不要逃离数据，要从数据中寻找原因。有

一段时间我们的项目进展不顺，实在找不到目标。

在她的办公室中，白老师用一张草纸，给我们分析

了我们实验的研究方向以及预计结果，并鼓励我们

要坚持，要肯动脑筋！ 

马上就要毕业离开校园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我们一定要将项目不断进行下去，继续秉持着不断

学习、不断改进、不断探索的恒心。争取在毕业之

前，将实验进行完毕，撰写一篇论文，并认真准备最

后的结题答辩，以报答白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不断支

持。 

 

 

照片1  数据采集后击实锤的冲击力 

 

 

一路行走，一路学习 
赵青英（指导老师：郝晓刚） 

化工 Z1204 

在这个月里，我们的小组成员经过共同努力，

大创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从大创开始到现在，

我们有过实验成功带给我们的快乐，也有实验过程

的辛苦，不过小组成员互相鼓励、互相学习、互相讨

论，我们正一步一步向着我们的目标迈进，努力完

成。 

紧接着之前的渗透汽化一级冷凝实验，我们进

行了渗透汽化两级冷凝实验来考察膜的性能。如图

1所示的两级冷凝实验中，第一个冷凝盘管冷冻槽 



中，第二个冷凝盘管浸在液氮瓶中用以完全收集一

级冷凝盘管中剩余未收集的渗透组分。其中二级冷

凝收集得到的样品进行称重后再用可见光光谱仪

(Cary-50, Varian Co.)进行浓度分析，一级冷凝管中收

集的糠醛组分用Karl Fisher（Shanghai Precision 

Instruments Co., China)测水仪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分

析。 

 

 

照片2  渗透汽化两级冷凝实验 

 

并且学习运用ASPEN PLUS 软件对实验结果进

行模拟。项目的开展需要学会自主学习、勤于思考,

这是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与课堂学习最大

的不同与收获。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不是我们按着老师讲的步骤

做就行了，做的课题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没有

接触过的新领域,没有人告诉我们一步步该怎么做。

需要自己去找文献查资料,去弄明白实验的原理,然

后确定要创新的方向。按照这个方向一点点努力,所

以每一步都需要独立思考。其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这

个时候除了寻找帮助,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思考。有时

候，思维可能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这时候不

要着急也不要想着放弃，要试着换一个角度思考，

发散思维多方位思考，做出大胆猜想，不断创新、勇

于尝试。这时候你也许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感觉。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们经历着，迷茫着，也

收获着。很感谢老师们对我们的耐心指导，感谢学

校给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能够学习，这段经历无论

是对我们考研，对我们步入社会，还是找工作都有

很大的帮助。 

 

 

六月，继续前进 
周百川(指导老师：刘世斌) 

化工 1201 

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中期汇报也刚刚结束，

在之前的实验中我们可以说是在摸索中前进，期间

实验参数也不断调整。不过，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完

成锂硫电池正极材料碳纤维/碳纳米管材料制备，并

且在载硫之后组装了锂硫电池，进行了电化学测试

和一系列表征。 

过去的五月里，我们小组主要工作是进行硫/碳

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即进行载硫实验。目前我

们分别尝试了热复合法和溶剂法。使用热复合法的

问题是载硫率不高，只能达到30%左右。这是远远不

够的，锂硫电池要有效的工作，其载硫率必须要达

到70%以上。而溶剂法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溶剂滴加

过程的不均匀性，复合材料中硫的分布也会不均匀，

这与目标形成均匀一致的复合材料不相符合。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滴加溶剂的仪器由滴管换成

了注射器，这能比较方便的控制滴加量。为了溶剂

更好挥发，滴加同时对碳材料进行了40℃直接加热。

然而这样制备的复合材料组装电池效果仍然不是很

理想，有待改进。 

 

 

照片3  碳纤维/碳纳米管复合材料扫描电镜图 

 

目前我们组装的锂硫电池充放电曲线跟文献里 



 

的很相似，有两个放电平台，一个充电平台，同时第

一次放电容量达到了600 mA·h·g1，但这与锂硫电池

理论放电容量还有很大距离。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进

行实验，相信在我们的通力合作下，我们能尽自己

的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完成我们的实验。俗话

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明白，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有更多更细致的工作需要去

做。 

结题在即，时间紧迫，任务诸多。接下来，我们

要好好利用六月的时间，努力去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大创项目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初见成效 
张磊（指导老师：轧刚） 

创新 1301 

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我们除了在讨

论时的头脑风暴，思维与思维的火花碰撞，更多的

是像现在这样，五个人围坐在一起静静的做着自己

的任务，这种奋斗的感觉真好，尤其是在年轻时碰

到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的人一起奋斗更好，岁月静好，

我们几人，在路上，努力找寻着自己的梦想。 

上个月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加工和准备中期

汇报的答辩材料。我们买回来45钢和法兰盘去加工，

由于加工的地方距离学校比较远，45钢密度又较大，

看着不大的一块圆柱形钢却非常的重，我们五个人

轮流搬着将这些原材料搬到加工中心时早已气喘吁

吁，但当师傅和我们一起加工我们需要的这个变幅

杆时，我们已忘记了辛苦，又投身到加工的乐趣当

中，直到全部完成才累的要趴下了，但几句调侃“嘿，

我们也是当代模范大学生啊，上得了课，搬得了砖，

哈哈”所有的一切便又烟消云散了。 

在准备中期汇报时，我组成员又各显身手 做视

频，做ppt，写答辩稿，一切工作有条不紊，不知有

多少个夜晚，我们奋战在电脑前，就为了这次汇报

的顺利进行，终于时间走到了4月28号，我们在思的

时候贤楼一教室进行答辩，我们很早就到达了现场，

经过短暂的等待，轮到我组代表张磊上台答辩，我

们虽然紧张但却也自信，看着他一字不落的讲着我

们的工作进程，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下，答辩结束，我

们的作品获得了老师们的好评，并得到精彩的点评

与建议。 

 

 

照片4  ANSYS15.0对变幅杆做动力学分析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距离优秀一直在路上，这

一路我们学习成长，获得了不少实践经验，更学会

了永不放弃，坚定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就算遇到再

大的困难，我们还在，未来也在。 

 

 

中期审核感想 

王磊（指导老师：王社斌） 

金材 1301 

为了中期审核，我们曾多次开会讨论，集中问

题，查阅资料，总结汇总，整理数据。每一个步骤，

每一次探讨，伙伴们认真分析，认真思考。没有白天

的眷顾，只有夜晚的依赖。 

在伙伴们的集体努力下我们得到了以下曲线图。

分析可得，现阶段，汽车的产量和报废量随着时间

的推移，近似呈指数爆发式的增长，目前也将迎来

报废汽车处理与发展的高潮，所出现的问题，也将

慢慢的浮出水面。 

有句古话说的好，正所谓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

要防患于未然，我们的项目才必将对发展所遇到的



瓶颈有一定的参考利用作用。鉴于此，我们小组再

次查阅了相关资料，确定汽车的拆解工艺，以及可

能出现的问题。一步步的探索和发掘问题、解决问

题。过程是难熬的，面对众多繁杂的资料，我们必须

硬着头皮上，总结概括，不断更新和完善工艺路线，

确定更加合适的方法和步骤。  

 

照片5  产量与报废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相信，答案就在不远的地方，只要我们团结一

致，一定会克服种种困难。梦想的五月天将迎来新

的一个季节。加油！！！ 

 

 

失败中寻找转机 
任智军（指导教师：庞新宇） 

机械 Z1317 

3月份从加工厂拿回来作品后，我们熟悉了一下

实验仪器，然后开始进行实验。4月份我们共进行了

两次实验，分别是我们所设计三个实验中的实验一

和实验三。实验一，我们共进行了4个小时，前2个小

时连接实验器材和测试系统，后两个小时进行数据

的测定，共测得28组数据。但不幸的是，这次实验所

测得的实验数据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后来

我们分析，是测量方法错误造成的失败。与老师经

过讨论之后，我们得出了正确的测量方法。实验三，

为了减小实验误差，虽然这次实验测量点不多，但

我们每个点都测量了三次，然后求平均值。不幸再

次发生，我们用测量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

也是不正确的。后来我们比较了数据，发现前几次

实验数据偏大，后几次的偏小，我们分析，是因为数

显千分表测量单位会随着测量数据大小而改变。虽

然两次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并不气馁，因为至少

我们知道了错误的原因，这为后来的实验奠定了基

础。 

 

照片6  实验数据 

 

4月28日，是中期答辩的日子。而且我对这次答

辩有误解，所以导致老师们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的项

目。其中有一个老师正好是我们班的任课老师，他

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做项目不能只顾低头，应该

抬头看看，你做的到底是什么！这句话真的是警醒

了我，也是对其他同学的警醒。我们现在在大学做

项目，很多都是老师怎么安排自己就怎么做，没有

自己的想法，其实这样做会对学生的作用很小，所

以我们今后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期待今后我们的

过程。 

 

 

 

编者的话：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大学生创

新项目的道路注定要不抛弃不放弃才有新的奇迹，

澎湃的激情与无限的智慧才能构建希望与理想！ 



坚持不懈 
潘一帆（指导老师：张金山） 

金材 1302 

前一段日子，我们进行了大创中期汇报，过程

进行得还算顺利，结果还比较满意。 

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加入微量的硼对长周期

镁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通过汇报，我们对我们

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总结和了解。加入微量的硼

之后，晶粒得到了细化，长周期的数量增多了，强度

和塑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在实验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如刚开

始实验时，熔炼炉温度一直控制不好，金相磨不好，

刚开始老是有划痕，抛光清洗过程中被氧化。我们

的解决办法是多次练习熔炼，过程中注意细节，牢

记老师教的相关知识，花不少时间来练习磨金相，

熟练步骤，现在我们动作都比较娴熟，都能磨出比

较不错的金相试样，以上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照片7  称药品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感想。创新实验

是利用我们的课余时间做的，所以我们做创新实验

的时间并不多，却使我们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更

重要的是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锻炼

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在这次创新实验中，我们

学会了做实验时要认真仔细，但不能太死板、生搬

硬套，要思维灵活，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做实验

时要踏实、坚持不懈，不能烦躁、半途而废；遇到困

难时，不能只想到求助于别人，自己要先思考一下，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若是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再

请教别人。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及任务是进一步优化合金成

分，研究0.005%-0.1%含量的B对合金微观组织及力

学性能的影响。优化热处理工艺，研究不同热处理

温度及固溶时间对组织及性能的影响，以及对其做

轧制、等通道挤压等变形处理。 

 

 

不在最后一刻放松 
谷惠民（指导老师：李玉平） 

材化 1301 

四月，一个忙碌而又焦躁的月份。天空也逐渐

返老还童，孩子般的脾气重回其身。实验之路稳步

前进。而我们的实验项目也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雨不期而至，在那个天空下着小雨的周六。我

们大创组进行了一次实验总结汇报练习。这次我们

着重对实验进行总结，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模

拟了一次实验汇报工作。老师不仅肯定了我们之前

实验的处理成果，而且对我们汇报中的一些不足做

了指正。汇报结束后我们和老师深入的探讨了实验

的下一步计划。由于我们之前将基本工作做的都很

充足，所以后期实验主要放在了实验成果的各种表

征。比如进行STM、NH3-TPD、FT-IR、N2吸附以

及催化表征。同时要计算出每一种方法的成本以及

处理的复杂度来确定能够低成本对H-ZSM进行介孔

改性的方法，完成我们的实验项目。对于一些目前

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做出了自我评价：对文献的阅

读量还是比较少，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研究论

文，为我们的实验快速前进打好基础。 

4月18日，当我第一次观看了STM对样品的表

征，经过我的实际操作以及实地观察，对STM有了

一定的了解。成功的体会到STM成像原理和大致的

形貌观测。我也对STM的作用有了很大的了解。这

让我深深为现代先进科技感到叹服！ 

大创实验已经走过快两年的路程了。虽然这其

中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努力通过查找文献，请教

老师等等一些有效的实用的解决的方法，最终解决 



了那一个个阻挠我们前进的问题。同时我们的实验

技能越来越熟练，这在我们平时课内的实验操作中

有明显的优势。文献读的多了，就会发现其实我们

要继续走的路依然还有很长。就像题目所说的知行

路更远！我们会努力加油的！ 

 

 

照片8  胺交换实验 

 

由于目前制备镁基材料的成本较高，其应用多

集中在航空航天及军事工业。但镁合金是一种国际

上承认的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合金材料，随着

新世纪节省能源、保护环境、可回收利用观念深入

人心，预计在汽车等交通工具领域应用将大大增加。

此外，作为优秀的功能材料，镁基复合材料正逐步

成为移动通讯、电子封装、高能贮氢等领域的研究

和应用热点。 

 

 

前路漫漫，功夫不断 
李青天（指导教师：吕玉祥） 

应物 1301 

前途尽有无穷路，只在功夫不断间。从清明的

小长假开始，我们就为我们的项目投入很多的时间。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工程房中，紧锣密鼓的推进

我们的项目。这段时间内，我们重新进行了分工，每

个人都按照分工完成自己的工作。 

这个月，我们的项目进展顺利。首先，我们按照

我们搭建的前期电路及我们要实现的功能画好了电

路图，绘制好了PCB板，最后我们前期庞大而凌乱的

实验电路变成了精致小巧的电路板。同时，我们自

己对制作的电路板进行了焊接。虽然之前也进行过

焊接训练，但是面对贴片这种小器件，我们还是很

苦恼。我们每人焊接一块电路板，比赛谁的电路板

焊的精致好用，焊接过程也成了一种乐趣。同时我

们也设想了很多外分装方式，最后确定了长方体封

装。我们用买来的垃圾桶做初步实验，手工打孔、固

定，最后开始大家都不太看好的垃圾桶竟然还不错。

当然，过程中也有很多枯燥费时的工作，比如之前

的屏幕坏了，我们重新购买的屏幕与之前有一些不

同，程序重新调试也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还有

电路板虽然我们所有的焊接工作都做的很好，但是

由于缺乏经验，电路板还是有小小的问题。 

 

 

照片9  智能浇花系统俯视图 

 

当然，在四月即将结束时，我们迎来了中期汇

报。我们认真的准备了中期汇报，也从中更加清楚

的定位了我们的作品。在参加中期汇报的过程中，

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眼界更加宽广。现在，我们正

在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作品，前路漫漫，我们会不断

进步。 

 

 

总体结构与加工 

陈禹含（指导教师：梁国星） 

机械 Z1215 

    看着时间，都已经2016年6月2日了，还有一个

月就要结题了，这两年来我们全队人员可以问心无 



愧的说“我们已经尽了全力”，至于最终的结果已

经不再是那么重要，而在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与技

能却伴随着我们一生。 

前一个月，我们在为结构作了一次大的修改。

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满意

的成品，而老师还是能指出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万分感谢机械工程

学院王时英老师对我们的结构与方案提出的宝贵建

议。 

我们设计的粘度仪的导轨是一条，王老师认为

这根本起不了导向作用，而且工作部分重量太高，

而且支撑部分刚度不足，所以这样的产品根本无法

使用。经过全组人员的共同努力，最终我们不但成

功将导轨换成了两条、提高了导杆直径和法兰的厚

度，而且还减轻了右端工作部分的质量。工作部分

的箱体及内部构件之前采用45钢，总体质量50kg。

减少尺寸之后，并将箱体采用硬铝材料，总质量为

25kg。大大降低了重量，使得成本和可靠性有了进

一步的提高。 

 

 

照片10  最终结构三维图 

 

很快二维图纸稍加改进后，拿到工厂加工，工

人师傅对我们画的cad图纸非常满意，无需大的改动，

可以加工。由于时间紧迫，我们要求20左右交工，师

傅也爽快答应，最终机械部分告一段落。 

剩下的是电路部分，回想起当初学习单片机等

电子元器件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我们又拿出程序、

视频等复习，很快开始将之前写的程序汇总，并加

以调试。又遇到的了很多问题，并在逐一解决，已取

得一定效果。 

最终，结题在即，我们一定按时完成项目要求，

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 

 

 

奋斗 
李霄（指导老师：王保成） 

冶金 1301 

渐渐地，步入了六月，事情总不会是一帆风顺

的，好多队伍都已经完成了实验，但是我们的实验

进度却慢了许多，这段时间我们小组成员们讨论过

几次实验，买了几块430不锈钢板等实验材料，关于

钝化前的处理，我们详细的了解了一下，钝化前最

重要的是对样品进行酸洗，酸洗的目的是为钝化处

理创造有利条件，保证形成优质的钝化膜，可以使

整个表面趋于均匀平衡，清除原来容易造成腐蚀的

隐患，为了能有效的酸洗和钝化，在进行酸洗钝化

前必须除掉所有的有机污物、油脂等。我们讨论之

后，明确了实验的步骤，保证实验的每一步都精细

认真。 

 

 

照片11  整理酸洗处理步骤的张凯 

 

当然理论和实践是不同的，实验中，酸洗前要

除去有机物油脂等，但是往往不容易去除干净，导

致酸洗处理效果也不好，老师说这个没有固定的技

巧，是熟能生巧的技艺，所以我相信我们多做多思

考，一定可以做好。目前的困境是指导老师即将退

休，也许没有时间来指导我们了，我们要靠自己的 



 

能力来做好这个实验，实验材料和设备等多方面存

在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退缩，我

们会想办法联系老师，努力把后续实验做好，一次

实验就是一次锻炼的过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

们的装置制作已完工大半，只有电极还没有布置到

位，我们由图11中也可看出，在发泡器左半部分的

管壁上有两个开孔，是预留的电极引线孔。预计在

下月即可完成全部的装置组装。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要把实验做

好，只学理论是不行的，不仅要多想，还要多操作，

要不实践的时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相信任

何困难都是有办法去解决的，不仅仅是实验，学习

中，生活中，所以事都一样，只要去想，去练习，去

感悟，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没有过不去的坎，接

下来我们仍会团结合作，解决实验中的各个困难。 

 

 

传承与创新 
张蕊（指导老师：高峰 侯赵平） 

无机 1301 

转眼间，大创已经过去一大半了，我们的科研

进行得也有点眉目了。这一个月以来，我们进一步

更深层次地研究如何自主创新用史无前例的方法制

备出来多孔陶瓷。 

这个月的重大成果就是我们和师哥师姐创新了

一种用有机和无机的混合溶剂来代替单一有机溶剂

的方法来制作小球。用这种新方法做出来的产品比

用老方法做出来的更符合我们对产品的期望与要求，

进而产品的性能也会有所提高。这一结果的出现让

我们兴奋不已。下面两张照片是分别用旧方法和新

方法制备出来的产品，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新方法的

优越性。 

在短短与师哥师姐相处的几天内，我们学会了

虚心通从师哥师姐的指导与纠错，积极与经验丰富

的前辈探讨在阅读相关文献时遇到的问题，这使我

们对科技知识的探索兴趣大增。除了与师哥师姐讨

论实验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向师哥师姐在考研方面

取经，这体现了学校精神的传承，师哥师姐很热情

地向我们介绍他们的考研经验，介绍各个大学的科

研条件，并认真地帮我们分析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和研究热点。除此之外，我们还对时事热点展开激

烈讨论。 

 

 

照片12  新方法所制备的陶瓷小球 

 

在整个计算过程中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

但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放弃，有老师的鼓励，有队友

的支持，我们总是可以迎难而上。相信我们一定可

以克服困难将目标达成，在努力升学的过程中保证

项目的顺利进行。 

 

 

 

通讯稿不仅是对项目的短期总结，更是对项目

的长远展望，在这其中，有经验的沉淀，有失败的

教训，有新奇的想法，有稳步的进展，通过思考明

白了人生价值，通过学习提高了学识修养，通过实

践锻炼了动手能力，也许脚步蹒跚，也许跌跌撞

撞，但是切莫不会迷失方向。大创给我们带来不一

样的生活，放手搏击才能赢得精彩，每一份通讯稿

的背后都是一个项目沉甸甸的努力和收获，在这里

小编衷心的祝愿大家能够戒骄戒躁，稳步推进，在

大创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