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炎热的暑假，丰收的季节。当别人正享受盛

夏的舒适时，我们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任何成功

或进步都是一点一滴不断努力的结果。汗水和丰

收是忠实的伙伴。只要我们付出过，收获就会一

直伴随！ 

 

回顾历程 展望未来 
袁兴中 

 计算机 0702 班 

带着些许紧张和忙碌，又结束了一学期的生

活。如今，创新性实验历程已经过半，在慨叹时

间的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不觉翻开行囊，总结这

一路的收获，同时，也调整状态，准备踏上未完

的征程！ 

 

 

照片 1  商讨方案 
(左起：孙斌 袁兴中) 

 

从项目的申请到现在，我和孙斌经历了一个

对项目比较陌生到对项目的各个模块都比较熟悉

的过程，我们的童车也在这段时间之中完成了一

次蜕变。虽然，过程是很艰辛的，我现在都还清

晰地记得我俩顶着凛冽的寒风去到处找器件、一

次又一次地拎着我们的零件去工程训练中心找师

傅帮忙、为一个方案讨论到深夜……但是正是由

于经历了这一个过程，我们的能力才得到了提升，

一些以前我们没做过，没想过甚至没见过的事情

我们都一一完成了。当然，这之中肯定离不开常

老师的关怀，老师的辛勤指导才培养了我们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路走来，浸着汗水，

我们付出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收获了很多！ 

学期的结束，也宣告了我考研拼搏的开始，

之后，我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考研的复习之上。

但是，我并不是一个为考研而考研的人，我的项

目工作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到现在，我

已经将项目中我承担的工作大部分完成了，同时，

也和孙斌进行了我们项目剩余工作的规划，并实

时地进行方案交流。相信，我的考研和项目可以

很好地并行执行！ 

 

 
 

编者的话： 

在实验中体验，在实验中发展，在发展中感

悟人生。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

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一起走过 

钱鹏 

软件工程 0801 班 

时间飞逝，转眼已是 8 月份了！我们接手项

目也近一年了，其间的酸甜苦辣咸只有我们自己

明白，最初的不熟悉也在这些天的风风雨雨中变

成了无话不说。 

我们的项目是基于 RIA的网络视屏交流软件



 

开发，以实现虚拟课堂为最终目的。项目是基于 RIA

（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技术上的，将开发

好的 RIA 嵌入到网页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以一种像

使用 web 一样简单的方式来部署富客户端程序。它

的特点很明显,就是不用下载客户端就可以直接在

网页上实现，因此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而且 RIA 允许数据被缓存在客户端从而可实现

比基于 HTML 响应速度更快而且数据往返服务器次

数更少的用户界面。同时 RIA 允许使用多种技术来

随时构造图形。正因为基于 RIA 技术，我们开发出

的软件可以在网页直接实现，在网页便可以实现视

频交流，语音聊天，课程教授等。相比于常用的视

屏交流软件比如 QQ，具有不需要下载安装客户端，

简单，快速，高效等优点。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即登陆时需要检测是否有摄像头，如果没有则无法

登陆。 

 

 

照片 2  林勇等一起攻克难关 
 

最难的是开头，第一步已经迈出，便再也没有

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从开始的一无所知，

我们一起走过，到现在的各有所长（在项目方面），

各有分工。做任何事没遇到困难那是假的，但我们

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我们一起集

思广益、一起想、讨论，期间还得到了梁斌学长、

郝晓丽老师热心的帮助，于是一切就变得不再那么

困难了，我们一起讨论、解决、互相讲解，项目的

进展状况还不错。网络视屏交流已经实现，还有一

些小细节未处理好，登陆界面的滚动条需要改一下，

以及聊天需要加进字体改动模块等。这些东西不是

问题，已经有现成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改进再

添进去，继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一路上我们

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一起解决了，以后

相信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那也没什么了，因为

我们依然在一起。 

只要我们一起，所有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我

们不怕困难，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更重要的

是我们同心协力，互帮互助。胜利在不远的前方向

我们微笑，我们一起走向那里。 

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那么美丽；前望，相

信前路依然美好！ 

  

我们是一个团队 

                  李毅 

 高分子材料 0702 班   

最近感觉很累，大家都很累，因为实验，也因

为考研。 

暑假没能回家，我不敢说完全是为了试验，但

事实上，实验花费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从原料到

PPC，从 PPC到最终产品，就这样简单的实验过程，

我们为了得到不同配比的产品，竟反复地做了近一

个月。不过，现在总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8月 11、12、13日，在老师及组员的合作下， 

 

 

照片 3  正在进行拉伸性能测试 
（左起：姚松 过凯） 



我们实验进行了关键的一步：将产品制样，并在工

程力学实验中心进行了强度、硬度等力学性能的测 

试。接下来，我们将对实验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以

备后面的论文所用。 

我们的实验是很花时间的，一套完整的实验要

进行一天。但是组员们每次总能积极地参与实验，

尽管这已经严重占用了我们考研的备考时间。这让

我很感动。我不敢言谢，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我

不知道实验最后能不能达到完美的结果，但是他们

的行动让我充满了信心，让我坚信实验一定会取得

成功。 

我们的团队：李毅，过凯，薛玉娜，解冰，姚

松。一个充满信心的团队！ 

 

阳光总在风雨后 

崔保银 

材料化学 0701 班  

时间飞逝，转眼间，参加创新实验已有半年的

时间，然而对于将要迈入大四的我们，对创新实验

的热情仍未消退，小组成员依然满怀激情地投身在

我们的课题当中。 

 

 
照片 4  何青真正在锯试样 

 

  7月 18号，临近暑假，韩培德老师在肯定我们

半年来的辛勤努力同时，布置了下一阶段的研究方

向，与上学期的任务相比，这半年的任务更具有挑

战性，而且时间也更紧迫。考虑到每一个小组的成

员都要考研，而考研的辅导班都集中在暑假后半段，

所以大家都主动选择在考完试到上考研课前这段时

间留下来，不遗余力地完成剩余的研究任务。 

  虽然今夏太原天气酷热，但小组成员还是坚持

每天在实验室待八个小时以上。此外，我们所住的

二号宿舍楼在暑假期间整修电路，每天晚上回去宿

舍都是漆黑一片，热了一天的我们到宿舍连洗漱都

不方便。但即使如此，小组成员仍坚持下来，积极

投身研究，通力合作，合理分工，在上考研课前完

成了本阶段的研究。然而，我们看到，我们的指导

老师韩老师也每天坐镇实验室，不时给我们及实验

室其他的学长学姐做详细的指导。酷暑期间，老师

给我们的鼓励，让我们很是感动。 相信其他实验组

的成员也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这里愿所有实

验组的课题都能取得好的成果！ 

 

 
 

编者的话： 

今日之花，明日之果。在我们年少时，应当勤

学苦练。不向前走，不知路远，不努力学习，不明

白真理的人永远只能走在别人的身后。成功的人，

总是在别人放松休息的时候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 

 

暑期创新实验 
何银凤 

过控 0701 班 

七月，骄阳似火，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中，我们

结束了一学期的课程。然而我组成员并没有休息，

放假的第一天——7月 17日，就开始积极地进行创

新实验。 

因之前一直在联系购买实验仪器的配件，所以

我们的实验没有太多的收获。在学期结束前，我们

实验所需的一些配件终于到齐，但我们仍需要自己 



 

制作一些东西。在第一天我们就有计划地制作了起

密封作用的垫片，还自制了被测试件中不同类型的

缺陷，去市场购买了有连接作用的螺栓。由此，我

们的暑期创新实验终于拉开了帷幕。 

实验没有我们预期的那样简单，本来预计十天

能完成中期的内容，实际却用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

这期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每天我们如平常上课那

样，早上八点到实验室，中午十二点离开，下午两

点半到实验室，一直到近七点离开。 

 

 

照片 5  姚远在制作垫片 
 

实验方案我们早已确定好了，可是具体进行实 

验测量时，我们还是花费了很长时间去摸索，实验

规律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在找到实验测量方法

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进行大量的数据测量，通过

这些数据找出规律。由于一个频点或小频段就需测

量一组数据，平均下来我们每天都会测到千组以上

的数据，而单是调频率、记数据也不会花去如此长 

的实验时间，我们每测几组数据，就需要把链接波

导的螺栓拆卸，改变被测试件中缺陷位置、尺寸等， 

然后再拧紧螺栓，每拆装一次至少拧 20次螺栓，就

这些用去了很多时间，而且每天大家的手都拧得很

疼，加上炎热的天气，本组人员确实吃了很多苦头。

特别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多那会儿，大家都很热，

一动全身就流汗，但大家都没有抱怨过，还是很认

真地进行实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完成

了实验中期的内容，实验也有了一定的结果，虽然

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热，在有了结果后大家还是很开

心的。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仍会继续努力，

让我们的实验结果更完善。 

 

 

图片 6  李鹏与王世乾在连接实验装置 
（左起：姚远 王世乾 李鹏） 

 

调试发射电路 
马红梅 

测控技术与仪器 0701 班 

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做 463KHz的发射机电路。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先是自己制作了电感线圈，利 

用并联谐振原理调试了线圈的谐振频率，在调试过

程中要改变线圈的圈数，以及与其并联的电容的大 

 

照片 7  闫鸿志在调试谐振频率



小，我们在多次实验后终于调试出了谐振频率。 

在完成电感线圈谐振频率调试以后，我们又把

元器件按电路图在万能板上焊好，最后调试总的电

路，在发射端得到一个漂亮的正弦波。在焊板的过

程中个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虚焊的情况，这一小细节

也锻炼了我们的耐心和细心。在发射电路的制作过

程中我们不仅学会了怎么焊电路板、怎么调试，也

学会了对待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认真细心，容不得半

点马虎。 

 

只差一步 

席鑫鑫 

电子信息工程 0701 班 

一番整理收拾之后，迈出实验室，关上门，才

发现学院四楼已经没有亮着的屋了。拎着我们的天

线、测量结果图纸、工具箱，踏入夜色，天线的首

期测试告一段落。 

 

 

图片 8  在闫老师指导下检修同轴线接头 
 

过程曲折，因为是第一次做测量，经验不足，

从搭建实验桌、布局转台、固定天线板，到矢量网

络分析仪的各种校正、接线，都遇到不少麻烦。还

好，有刘老师、闫老师的悉心指导及孙晓玲等研究

生学长们的无私帮助，外加我们四人的努力探索，

群策群力，难题一一化解。由于疏忽，开始竟只测

了 H 面而没有测 E 面的方向图，直接导致重测，工

作量翻番，计划不周密、考虑问题不全面，今后定

引以为戒。值得欣慰的是结果差强人意，以在厚度

为 2mm的 FR4（玻璃环氧树脂）介质板上实现了的 E

型、弓型天线微带天线为例，这两种新型微带天线

E型谐振中心频率为 2.45GHz和 5.88GHz，弓形谐振

中心频率为 890MHz和 2.45GHz，回损小于-10dB时，

输入阻抗分别为 48.85Ω、43.15Ω，带宽分别达到

320MHz、 和 390MHz，天线的-10dB阻抗带宽已经达

到设计要求。 

下一阶段要做的就是修改天线参数，得到更接

近仿真结果、更趋理想的阻抗圆图、回波损耗曲线，

做进一步的完善。若有余力，我们会尝试将自制的

天线应用于 RFID系统中。相信，随着我们天线板制

作工艺的提高、对天线各参数间互相影响理解的加

深，胜利近在眼前！ 

 

充实假期 
范文军 

机械电子工程 0701  

期末考试一门门结束了。作为机械专业的我们，

还要进行最后为期三周的课程设计。我们的课程设

计主要是机械制图。每天的画画擦擦，让我感到身 

 

 

图片 9  对小车进行完善 
 

心疲惫而很想回家好好放松一下。可是时间真的容

不得半点的休息。作为国防生的我，下学期还要军

训大一的新生。所以我们实验小组要充分利用这个

来之不易的暑假。我当然也放弃了回家的打算。 



 

假期开始了，我们小组如火如荼开始了我们的

项目。和平常上课一样，我们早上八点就到实验室

开始我们的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这个阶段的主

要任务是调试程序以及对外观和元器件进行改进。 

这段时间，每天的进展很不明显，信心在下降，

疲惫在增加。就在大家都很无助想放弃回家时，指

导老师给我们加了油，进行了思想教导。也许我们

还很年轻，经历的事少。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不平凡

人的事迹，让我们重新恢复了继续战斗的勇气。我

们缺少的是对问题出现后的思考和相应解决问题的

思维方式。老师立即把大家聚在一起。相互间进行

激烈的讨论。这种场面是相当温馨和谐的，很感动！

以后或许这样的场面会很多，我们也可能是其中的

主角。 

充实真正地熬过这段艰辛时期后，我们的成长

是很明显的。有了做创新实验的经历后，我们知道

了怎样精彩地度过我们的研究生生活，也知道了怎

样去继续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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