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有人说，你计划的秋天已褪去童话的色彩，一
个真实的自己可以开垦一万个美好的未来。走过了
金秋十月，大创实验各项目组继续挥洒坚持、拼搏
的汗水，书写了一个又一个进步，在这个过程中，
有过挫败，有过灰心，有过争吵，有过高兴，有过
收获……但我们一直坚持着心中最初的想法，做好
大创，提升自己，过好我们缤纷的大学生活。

稳步进行
宋美秀（指导老师：韩培德）
材物 1302

时光总是匆匆而过，转眼间大创实验已经开展
了大半年，渐渐进入了尾声。小组成员中有三个同
学正在积极准备考研，两个同学也忙碌在找工作的
路上，虽然时间紧迫，大家都很忙，但我们还是决
定抓住时间的尾巴，在这一个月再进行一组实验，
即复合添加了铝和镍的 HR3C 钢在 1000℃下氧化
72h 的实验。

照片 1 HR3C1000℃下氧化 120h 金相组织
通过这一组实验的对比我们发现：在 1000 摄氏

度下氧化 120 小时以后 HR3C 表面形成了一层氧化
膜，该氧化膜比较疏松，因而其抗氧化能力较弱，
其主要成分是氧化铬；而添加了铝元素的 HR3C 在
1000 摄氏度下氧化 120 小时以后，其表面形成了一
层致密的氧化铝氧化膜，紧靠氧化铝膜的内部是氧
化铬膜，氧化铝和氧化铬的复合氧化膜具有更高的
抗氧化性能，且随着铝的百分含量在 1.5、2.5、3、
5 间的增加，形成的氧化铝膜越来越致密、越来越
厚、抗氧化性越来越好；观察还发现在添加了铝元
素的 HR3C 内部还形成了一些大小不一的析出相，
经成分分析得知这些析出相主要是氮化铝和镍铝，
至于这些析出相对抗氧化性的具体影响有待于进一
步的实验研究。
在进行了这一组的实验以后，目前我们已经将
1000 摄氏度下氧化 24 小时、72 小时、120 小时的
实验完成了，接下来是需要对这些实验结果进行整
合、对比分析，之后有可能再多进行几次实验来进
行对照。总而言之，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对于科研，我们从未幻想着一蹴而就，我们完
全做好了反复实验，反复验证，反复推翻，反复创
新的准备！

展望未来
张雅鑫（指导老师：杨玲珍）
光信 1302

伴随着新学期的来临，我们也走进了大学生活
的尾声。一切仿佛还是昨日，历历在目，但是我们
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是这个校园里的元老级别的学
长、学姐了。大四了也就面临着很多问题，我们该
何去何从。
面对未来，我们可能有点迷茫，是就业还是考
研?每个人心里都有着自己的规划，但是又有很多疑
问，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吗？我们规划的未来是适
合自己的路吗？但是这都不要紧，因为我们还年轻，
我们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按着自己喜
欢的方式去闯一闯，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每
走的一步路都不能一下子决定我们的将来，我们要

自信。

照片 2 向老师汇报工作
我们中的大多数同学选择了考研，在这个关键
时期，大家都在奋斗。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忙碌，
面对未知的结果我们只能是不断的努力，不断向前，
与时间赛跑。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变得更加知识
渊博，更加稳重。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过
程都是一种自我的提升，我想说这个过程我们应该
是痛并快乐的，是化茧成蝶的蜕变，谁会去阻挡美
丽的事情的发生呢？对于那些准备工作的同学也是
忙忙碌碌，大家忙着做自己的简历，为了一个完美
的第一印象，没有什么可以一蹴而就，只要我们好
好做自己，努力向上，都会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好结
果。
在这个紧张的大四，我们不仅仅希望自己有一
个好的未来，也希望我们的大创项目可以做的很出
彩。所以，我们必须挤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开动大
脑，多参阅文献，多动手操作，多请教老师和学长。
在这最后的一年里，珍惜我们的情谊，为自己规划
下一个开始，做好自己，做好每一件小事。加油，
未来属于我们。

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探讨。
我们的项目名称为“航海仪表壳用纳米颗粒增
强镁基复合材料粉末热压法制备工艺的研究”
。镁基
复合材料因为有着比较轻的质量和比较好的力学性
能，在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有着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而且粉末热压能大大降低纳米碳化硅颗粒的团聚效
应，但实验得到的结果对现实要求来说并不是很理
想。就我们的项目来说，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碳化硅
团聚、碳化硅上浮、碳化硅溶解在镁基体的含量过
少、实验设备差等。
在复合材料的研究领域，增强体有很多种，而
碳化硅作为其中的一种有着非常好的力学性能和稳
定性，这也是它被广泛应用在复合材料研究领域的
原因。但并不是把镁金属和碳化硅合在一起就能同
时得到两者优点，其最理想的结合是纳米碳化硅颗
粒均匀地大量地分布在镁基体中。美国在同类型的
研究中，得到的镁基复合材料抗拉强度是我们的三
倍，这么大的差距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有多种，熔炼方法的优点是设备简单、
操作方便，但碳化硅团聚严重、上浮严重、溶解比
例偏低，复合效应不佳；粉末热压法的优点是碳化
硅分散均匀、含量比例大增，但对实验设备要求高，
更受限于镁粉末颗粒尺寸等。

照片 3 混合原料

思考与总结
靳威威（指导老师：王红霞）
创新 1302

我们的大创实验已经结束，但对我们来说，学
习还远远没有结束。回顾实验的经过和历程，还有

总的来说，要想获得力学性能优异的镁基复合
材料，除了需要性能先进的设备外，还需要进一步
改进增强相的性质才行。科研就是这样，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要想达到尽善尽美，就需要我们迎难而
上、不断创新。

闭环套利
赵崇渊（指导老师：樊燕萍）
会计 1302

在收集和整理完毕国外目前有关移动支付的规
模对货币发行量的影响研究后，我们小组对余额宝
的盈利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环——闭环套利进行了总
结。
在余额宝的庞大用户群中，有这样一类微小个
人用户群体，他们没有大量的个人存款，只有少量
的现金，这些现金既要用于消费又希望能通过投资
活动收益，如果这类用户选择银行，那么便只能选
择活期储蓄可以满足其要求，而 0.35%的年收益率
则让客户放弃了这种选择。

升，会刺激更多的客户将银行中的存款和理财资金
投入余额宝，导致银行存款进一步减少，进而存贷
比例进一步升高，又不得不加大揽储力度，余额宝
则进一步扩大了规模，从银行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以此循环套利随着对电子货币的进一步认识和探索，
我们认为此次能够循环套利是由于利率没有完全市
场化，余额宝以此为契机对银行也进行了一次冲击，
而这种模式会在同业竞争的压力下注定难以长久。
经过认真学习研究，我组成员对闭环套利有了
更深一步的了解，感谢大创！

十月 坚持不懈
张恩华（指导教师: 梁义维）
机械 1302

在之前的五月中，我们充分研究并设计好结构
图纸，并且修改尺寸，计算了数据，各项工作都在
紧张有序的进行。

照片 4 余额宝收益图
与此同时，余额宝的几大优势则全部具有针对
性优势：
“1 元起购”
、
“零申赎费”和“T+0”
，其年
化收益率在 5%左右，因此部分活期存款用户就会开
始逐渐将存款从银行转移到余额宝中，出现了所谓
存款搬家的现象。
当银行在面对存款减少的时候，假设贷款短期
内不会发生剧烈波动，那么银行的存贷比例就会上
升，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商业银行的
存贷比例应当不高于 75%的红线，由于我国未完全
利率市场化，银行只能加大揽储力度。
在上述背景下，开启了闭环套利模式：随着余
额宝规模的不断扩大，银行的存款开始减少，此时
余额宝若将资金投入银行则议价能力进一步提升，
获取更高的利润，如此一来余额宝的收益率便会攀

照片 5 装置结构图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尽快将所有零件细化并研究，
将这一系列数据定好后开始着手材料的制备。为防
止材料的不必要的浪费，我们尽可能的做到在计算
上减少误差，在结构上足够合理。当然，做实验不
可能不失败，我们只是尽力去让失败的次数越来越
少。
在实验中我们小组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这导
致我们在后来的研究中进度缓慢，而正是这些经历，
才让我们知道一个道理，现在顾虑的话以后可能会

为之付出更多，做实验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莫扎
特曾经说过大胆的踏上旅途吧，我不知道路途前方
究竟有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迈出了步伐，我的艺术
创作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我们的研究也是一样，
我们会勇敢的走完这个旅程。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
都懂得，然而为什么对石头来说微不足道的水能把
石头滴穿？柔软的绳子能把硬梆梆的木头锯断？说
透了，这还是坚持。一滴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许多滴的水坚持不断地冲击石头，就能形成巨
大的力量，最终把石头冲穿。同样道理，绳子才能
把木锯断。
功到自然成，成功之前难免有失败，然而只要
能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努力，那么，成功就在眼
前。在我们现在的学习中，一定要学会坚持，只有
坚持才能取得成功，所以说，坚持就是胜利。

在后期的大创中，我们学习通过 DSP 设备来实
现声音识别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是内存不够，
需使用外扩 RAM 存储器，其次，一些 C 语言的程
序在使用到 DSP 中需调试修改，以及各种数据样本
在 DSP 设备中的存储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来讨论
解决。

照片 6 DSP 设备图

收获、前进
张栖铭（指导老师：闫高伟）
自动化 1302

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在新的学期中，回想做大
创以来的收获与难题， 并进一步制定了大创规划。
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完成一
个项目就需要各式各样的人员整合到一起，扮演不
同的角色。发挥每个人的特色，分配适合额角色，
从而更快更好的完成各自的分工。
项目的开展需要学会自主的学习，这是参加大
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与课堂学习最大的不同与收获。
平时的课堂学习，老师都会给我们强调什么是
学习的重点，同时又通过课下作业进行强化，把握
知识相对较容易;但是在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往往需
要宽广的知识面及一定的开发经历解决，没有人能
直接的告诉你问题原因所在，不能及时的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要能够分析出问题可能出现
的原因，并通过网络资源及相关书籍进行学习，与
自己的实验条件等信息进行比较，经不断的修改调
试去解决问题。因此，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显得比
较重要。

因此，项目的开展同样需要团队合作交流，它
不仅关系着项目开展的进度快慢的问题，而且关系
这一个团队能否坚持到最后并取得一定成绩。在这
次项目中，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使得项目
开展的很是顺利，这也是我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编者的话：
实验过程是不断探索、不断研究的过程，过程
中的一切只有我们大创人自己清楚。在前行的过程
中，我们要敢于挑战，敢于放手搏击。这是一个摸
索的过程，我们像不断前行的蜗牛一样，望着前行
的方向，守护着着心中的灯塔，坚守着心中的理想，
一步一步的向目标前进，虽然每次的进步只是一点
点，但是我们坚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到达成功的彼
岸，而大创也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不抛弃，不放弃
张园园（指导老师：王华）
金材 1303

通过参加这次大学生创新实验，使我受益匪浅。
首先是对这种实验项目的进一步认识。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强调的是自主性、探索性、实践性和协作性。
遵循“兴趣驱动、自主实验、重在过程”的原则！
实施过程讲究长远效益，强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在创
新思维和创新实践方面的收获。不为得到成果而设
计，重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所
学的知识，使自己得到锻炼和提高。回想一年来自
己参加创新实验的经历。
从开始对实验项目内容的理解认识到项目计划
的讨论和确定，从对项目的整体把握到实验创新点
的寻找，并制定详细的项目方案和进程，以及项目
当中重要的实践环节。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不仅学到
了许多我所感兴趣的、觉得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
是自己的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实践能力都得
到了锻炼。而且也学到了坚持不懈、善于思考、积
极总结的可贵精神。
在研究方面，最深的体会就是要勤于思考，主动进
行实践环节。创新性试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
实验，可以按照已有的实验步骤在老师的指导下完
成实验。我们所承担的创新性实验项目对于我们来
说，可能涉及到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这些很可能
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所有的工作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去查找文献资
料，去领会理解实验的内容，确定试验需要进行创
新的方向。弄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接下来要做的就
是按照计划一步步的努力实施。而且每一个环节都
需要独立的思考。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或大或
小的困难。这时候要么去向老师、学长求助，要么
就是通过查阅文献寻找答案。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
独立的思考，然后和小组成员共享自己的结论。讨
论之后得出更为全面的结论。
在创新方面，首先要明确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创新点不一定必须是很高深很前沿的东西。只要不
是照搬照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好。所有
的实践和工作都要围绕创新点来展开！不能偏离主

题。当然，本着“不纯粹为了得到成果而实验”的
想法。所以更不能凭着个人的主观臆想来猜测实验
的结果，而是参照创新点有根据有目的的做出合理
的预测。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完全尊重实验的科学
性。然后再一点点地实践去论证自己的猜测。通过
这样一个项目的完整实施，其实我们还可以深刻的
体会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突破性、创新性的成就都
是经过这样“平凡有点枯燥”的过程后一步步得出
来的。

照片 7 实验照片
总之，在这次创新性实验当中，我们学会了理
论联系实际。既加深了对自己专业知识的理解，也
学会了如何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遇
到的问题，同时还有敢于迎接挑战的创新精神和坚
持不懈的务实态度。以及小组成员团队协作的工作
方法。还有，通过实验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
不足之处，明白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这样一个
的创新实验同时也成为了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宝贵经
验和财富。

摸索与前进
谷惠民（指导老师：李玉平）
材化 1301
看看伴着开学季的来临，我们重新拿起我们的
实验本，继续将我们的热情投入到科研研究中。在
通过一年的锻炼，我们对实验操作游刃有余。这样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做实验的精准性。实验结果能够
正确的反应现实问题。这两年来，我们有着不同于
一般人的收获。这收获不单单是实验技能的提升，
更是一个人由无知到成熟的蜕变。感谢大创给我们
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会更加珍惜接下来的一
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课题做的足够好正确的反应现
实问题。这两年来，我们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收获。
这收获不单单是实验技能的提升，更是一个人由无
知到成熟的蜕变。感谢大创给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
机会。我们会更加珍惜接下来的一年。我们会把我
们的课题做的足够好。
最近，我们大创小组成员按例进行了一次项目
研讨会。会间，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实验
更加完整。这个学期，我将大家的空闲时间充分利
用起来，将其用来做实验。让大家对整个实验的进
展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会中讨论了本学期的主要任
务：首先对之前确定的几组实验，进行扩大量实验，
为后期做各种表征做准备。接着，我们会重点分析
各种表征结果。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依据催
化反应的表征结果，结合各方法的花费，以及操作
难易程度，做出最终的判断，为我们的实验项目作
一个完美的结局。同时我们对实验的 ppt，视频等作
了深入探讨。以求达到较高的质量。

它像一座灯塔，照亮我们大创前行的道路。我们以
后必将致力于科技的研究中，所以为了以后更好更
多地了解先进装备，我们得从现在开始努力认真学
习它们的使用。以上便是我们对一些实验操作的感
悟。正所谓任重而道远，知不足而后奋发，大创路
上我们加油！

任重道远
任智军（指导教师：庞新宇）
机械 Z1317

做高阶振型振动试验装置项目已有 1 年多了，
自从上学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之后，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就一直卡在实验阶段，唯一的一次实验也以失
败告终。结束了忙碌的 10 月，我开始认真思考，既
总结了一下前一个阶段得成果，又合理规划了下一
个阶段的工作。整个项目只剩下不多的时间了，我
们必须在这少有、仅有的时间里做好这个项目，是
挑战，也是动力。
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实验以及数据
处理，看似简单，但对于初次接触这些的我们来说
却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五个月，我们必须
以饱满的积极性来迎接挑战，不辜负老师、学校对
我们的期望。

照片 8 XRD 表征
在我们做表征的时候，感受到科技的进步如此之
大。在观察样品的形貌特征的时候，我们通过 STM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样品的形状。这为我们的科研项
目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它就像一把武器，打开那紧闭的前行封锁线，

照片 9 三维模型
为了不让锈蚀影响我们的实验效果，我们及时
与加工厂联系，对实验器材进行了处理，并已经将
新一代的成品拿到手。11 月来临，我们必须及时启

动实验。为了给下一步的实验做好准备，我们到图
书馆查阅资料。为了让决定落实到实处，我们四个
人约法三章：
1、抓好空余时间进行实验；
2、安排的任务及时完成；
3、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乘风破浪

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也感谢中期答辩的老师对
于我们提出的批评跟意见，在以后的科研路中我们
会更加一心一意，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地去做好，去
做成功。对于我们现在的每一分机会都牢牢抓紧，
对于青春不后悔。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留后
退的余地，对于当下珍惜。
我们相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张晶（指导老师：王社斌）

继续前进

冶金 1303

潘一帆（指导老师：张金山）

不知不觉间我们都已经大四了，队伍中考研的
天天忙碌着奔波于图书馆与宿舍之间，而不考研的
则是努力提升自我，充实自己，锻炼自己的各方面
能力，从而是自己符合未来企业的需求。自从大三
我们一路的坎坎坷坷，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还是挺大的，我们真的还是差好多的。
不过幸亏我们发现的早，千金难买“我知错”。
在以后的实践探究当中我们要改掉自己马马虎虎，
糊弄人的坏习惯，对于每个知识点既然要学习就要
学精，不留遗憾，不会在以后再遇到这个知识点的
时候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对于每一个数字，每一
次试验都要认认真真地去算，去做。紧盯每一次实
验数据的变化，深究其原因，我想这才是搞科研的
人所应该具备的精神吧。

金材 1302

照片 10 正在讨论的我们
（张艳维，李浩，郑瑞强，张晶）
我们知道现在的挫折都是对于我们的考验，不

凭着一股执着的信念，抱着满腔的热情，更有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们实验成员五人走到了
一起，继续展开了创新性实验的探索之旅。
实验的第一步自然是计划安排。今年这一年对我们
来说都特别珍贵也特别忙，考研的考研，计划出国
的也在努力着。即使我们都很忙，我们也会抽出时
间来继续我们的实验，实验不能耽搁，毕竟明年就
要结题了，我们必须在中期汇报的基础上拿出点成
果给大家看，这一年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在创新方面，首先要确定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方向和目标是贯穿整个实验的核心，只有明确方向，
围绕这个方向努力下去，才可能有结果。创新点可
以从很多方面确定，不一定是很高深很前沿的东西。
只要不是照搬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在自己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就好。当然，能做出更大的成就最好。
确立了创新点之后就要开始整个实验了，可以先熟
悉几次实验过程，再一步步认真研究。此时，一定
要注意积累经验，能够提出大胆的猜测，并为之付
出实践。每一次重复实验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要认真分析结果，找到优点和缺点。针对关键的问
题，做进一步的改进。有时可能会出现“停滞不前”
的现象，好像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这时要用发散
思维多方位的考虑，作出大胆的猜测。但要始终围
绕创新点，不能偏离主题，也不能随意猜测，而要
有根据有目的地做出假想，再一步步实践去验证自
己的猜测。其实，每一个伟大的成就都是这样“平
凡”地一步步得出来的。

这半年需要在以前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合金成分研究 0.005%至 0.1%含量的硼对合金微观
组织及理学性能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实验无非也是
配料，熔炼，浇铸，切割，磨金相，线切割，做拉
伸力学性能测试。这些过程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轻车
熟路了，但这一年需要更加注重细节，发现问题，
改进实验过程，让我们的过程少失败一些。

使用解析法利用 MATLAB 求解的结果非常接近。说
明我们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为本课题的研究
提供了关键数据。在这期间我们也在实践中收获了
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并且通过项目研究促进
了我们学习能力的提高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积累了
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

照片 12 我组成员在做焊接
照片 11 刷料的潘一帆

稳步前行
张磊（指导老师：轧刚）
创新 1301

不知不觉，我们的大创项目“手持超声喷丸枪
的研制”开题到现在也已经经历了将近 2 个学期，
而我们的工作也在稳步的进行着。
我们的项目在这学期开学以来的一个月内，经
过大家的努力和学习，有了一定的进展。在新学期
开学以来，我们决定先把变幅杆的设计理论和方法
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为下一步的研制和工作奠定
一个基础。在这一个月的前期，我们在一起学习了
变幅杆的理论和对这种设计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虽然在讨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但是可以
很明显地感觉到经过讨论与辩论以后我们大家对于
这部分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们又重新自学了有限元
分析的方法和有限元分析的软件 ANSYS15.0，并对
我们设计的阶梯形和圆锥形变幅杆做了动力学分析。
分别对其做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得到的位移和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我们明显感觉自己对于
大创项目的兴趣越来越高，大家都有了更大的激情
和决心去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做的漂亮。同时在这
期间，我们也能学到许多的知识，开阔了眼界，也
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知识的储备真是太少了，认
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还需要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学
习才会有更大的进步。

编者的话：
通讯稿不仅是对项目的短期总结，更是对项目
的长远展望，大创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生活，放手
搏击才能赢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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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