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暑假留校，我们不畏炎炎的夏日，尽情挥洒着

我们的汗水，努力奋斗，只为实现我们的目标。在

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的项目一定会一步接着一步，

慢慢走向成功。 

 

 

炎炎的夏日，我们的汗水 

张涛（指导老师：靳利娥） 

化工 Z1005 

转眼间这个假期已经快要结束，迎来了我们在

大学的最后一年——大四。我们的大创项目已经快

要完成了。这个项目有我们的汗水，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坚持，这个大创项目我们付出了努力也得到

了回报，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而我们的这段时

间也没有清闲，趁着放假我们进行了对酪蛋白膜性

能指标的反复测定，其中包括膜厚度的测定，透过

率测定，阻水性的测定，阻氧性的测定与机械性能

的测定等。这些数据虽然我们前期也得到了一些，

但是数据的数量不足，没有更多的数据进行系统的

归纳整理从而得出结论。这段时间我们主要就是干

的这项工作，大量数据的测量与整理。我们进行的

膜厚度的测量一般为 0.2mm~0.3mm。而我们主要针

对明胶的含量还有酪蛋白的含量，通过添加不同比

例的配备，来测定可食蛋白膜的阻氧性以及其他的

一些性质。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发现随着明胶添

加量的增加，蛋白膜的阻氧性提高了。已经进入大

四的我们虽然今后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们仍

然会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现在想来收获不少，感慨良多。现在回想这一

年多的时间，遇到困难就解决，有老师，有学姐的

帮助还有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学到的东西，我觉得

我们真的很是幸福。它使我们丰富了知识，涨了见

识。我觉得我能在大学期间参加到这种项目中来，

是我的荣幸，在剩下的时间中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照片 1  全家福 

（前排左起：畅芬芬 靳利娥老师 韩燕梅 

后排左起：李振芳 张涛） 

 

努力奋斗，实现目标 

张润冬（指导老师：田慕琴） 

创新 1102 

忙碌的暑假过去了，我们努力了很多，更是收

获了许多，渐渐地临近开学，回想和组员们一个暑

假的合作与努力，感觉好充实。 

这个假期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即掌

握必备的理论知识，实现简单操作，能实际运用单

片机进行简单的口令输入及输出，以及示波器的运

用。 

单片机和示波器解码是整个项目的核心内容，

我们的课题是基于单片机的矿用瓦斯传感器红外遥

控的解码与编程。首要的任务是解出红外线的编码，

然后再根据代码进行编程并通过单片机实现预期功

能。这个暑假我们在实验室不断进行实际操作，通

过与学长的交流以及导师的指导，我们逐渐入手，

熟悉了示波器的各个功能，然后联系我们的课题及 



其原理，对解码出红外线有了清晰的思路。同时我

们还着手单片机的理论研究，并通过网络教学视频

还有与组员们的交流，成功掌握了单片机编程输入

与输出的部分功能，对于实现最后的瓦斯传感器红

外编码的编程有了强而有力的信心。 

整个暑假，基本都是忙碌的，但是我们很开心，

很充实。期间我们向导师汇报了我们的具体计划与

步骤。导师也给了我们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照片 2  小组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赵倩倩 王策 

   后排左起：高鹏 张润冬） 

 

计划和步骤基本是我们共同商讨的。因为要考

虑各种因素，团结起来，完成这个就简单多了。最

后得到的老师的指导，运用到我们项目中，相信只

要按部就班，不断坚持。成果不久就会显现。 

我们有目标地去做这个项目，与组员们合作期

间，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要想实现目标，只有努力

奋斗。辛勤与收获是成正比的，相信随着我们不短

的努力，我们的收获会越来越多。最终实现目标。 

 

 

文本扫雷，再进一步 
  张钰彪（指导老师：段利国） 

计算机 Z1101 

在近期项目进行中，我们主要对项目进行完善

工作。在原来已经可以实现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该软件。 

之前，可以进行任意两篇文本的比较以及算出

重复率，且可以对重复的内容描红。那么就想在这

之上，将每两篇比较的文本生成一个文件，该文件

自动保存在该软件目录下的一个子文件内，以备随

时供用户调用查看比较结果。在该生成的文件中包

括重复率的计算结果，以及与哪篇文章重复和重复

的内容（在比较的过程中被描红的内容）。这样做的

好处就在于告诉了使用者他的文章与别人重复的内

容，方便使用者的修改，而且在教学检查中更加直

观、明了。 

 

 

照片 3  全家福 

（左起：张钰彪 万卓昊  

     段立国老师 胡培） 

 

另外，另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界面的美化。由

于该软件是使用 VB 语言编写的，界面比较简陋、

色调有些暗，这样就会降低使用者的使用兴趣。作

为一款实用的软件，把界面美化的漂亮也是制作该

软件的重要一步。越来越友好的人际交流界面将是

发展的趋势。 

从近期的工作来看，开发一款软件的后续工作

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一款软件的功能完善相当重

要，可以细化好多当时想不到的问题。 

总之，参加该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让我了解

了开发一款软件的步骤以及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

积累了实际工程经验，而这些是从课本上学不到的，

我从中受益匪浅。 



 

编者的话： 

 暑假就要结束了，伴随着暑假的结束，新学期

开始了，新的开始让我们有了新的目标，新的希望。

也许我们做的很基础，但谁也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

脚步！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 

杨幸明（指导老师：杨毅彪） 

应物 1001 

炎热的夏天就这样到来了，蓝蓝的天空映衬着

我们辛勤劳作付出的汗水，炎炎的烈日无法阻挡我

们前进的脚步。八月初，暑假已经过半，队员们也

已经陆陆续续从家里返回学校了，迎接我们的是即

将到来的紧张忙碌而又充实的学习工作。 

我们的实验是通过设计合适的一维光子晶体反

射器应用到 LED 中，利用反射器的禁带特性提高

LED 发光效率。在此之前我们选择锗与氟化镁作为

构成材料，是由于他们的折射率差之最大，然后再

调整填充比和晶格常数，这样制作出来的光子晶体

它的光子禁带特性最为明显。在之前的工作中，我

们设计出了许多很适合 LED 应用的结构模型，得到

了我们所需要的最为合适的结构方案。但是随着我

们实验的一步步取得进展，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

题。LED 在制作过程中，材料之间存在晶格失配问

题，这是影响 LED 发光效率的一个原因。在我们之

前的研究中发现我们所选取的材料锗和氟化镁所构

成的反射器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材料之间的热应

力失配和晶格失配问题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

而且通过我们的研究以及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个问

题是很关键不可忽略的。同时，这也指出了我们接

下来的工作内容，寻找更加适合的材料，重新设计

反射器结构，解决现在出现的失配问题。 

随着实验进一步的进行，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

所学到的知识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老师和实验室师

兄的提醒，我们也不会发现材料失配问题是如此的

严重。原本以为很简单的理论工作现在发现并不如

想象的那样简单。而且，现在光子晶体的实验制备

工作也已经展开，接下来的工作会更加繁重。 

挑战更大，我们就要更加有信心，夏日的炎热

抵挡不住我们的热情。 

 

 

照片 4  光子晶体结构模型图 

 

 

从基础做起 

樊君谊（指导老师：张继龙） 

矿加 1103 

由于我们在前面做浮选剂的起泡剂的实验中，

我们的结果总是我们想象中的相差甚远，我们总结

产生的原因可能为：（1）我们的实验设备落后，反

应条件达不到；（2）实验选择的原料可能有问题，

或许在现阶段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等等原

因。也由于我们的落地式高压反应釜损坏，我们只

好先把这个实验放一放，进行下一步，即学习一些

简单的基本知识。 

由于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基本上还没有接触

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我们检测起泡剂的起泡效果，

主要采用的是做煤的浮选效果分析，因此，我们在

张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了做煤的浮选，主要包括：工

业分析（测水分、测灰分、测挥发分等等）、正交浮 



 

选、小筛分等基本实验。我们对原煤进行了工业分

析，测得了各个指标，并对原煤在传统起泡剂的作

用下的浮选效果。 

这些步骤虽然学起来较为简单，但做起来就不

是那么容易了。它要求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细心，

就拿测灰分来说吧，就是把我们做浮选出来的煤烘

干，磨碎，在进行化灰，测质量。有一次我做的样

品较多，一次弄了 64 个煤样，我从早上 6 点半开始

升化灰炉的温度一直测到晚上 11 点才勉强测完，处

理完数据后通过检验，发现有一部分数据是错的，

还得重新再来。 

在这两个月中，我们接触的都是些简单的、易

于操作的实验步骤，但他更需要我们要有有耐心，

要有毅力。通过学习这些简单的基础，我们进一步

了解到，作为一名实验研究人员需要的是耐心、毅

力，要坚持不懈，不要畏惧失败，不要怕出错，要

脚踏实地的完成每一项实验过程，做好每一项实验

记录，一定要做到细心、细心、再细心。 

值得庆幸的是在最后，我们所测得的数据基本

完整、可靠，为以后的实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照片 5  我们使用的色谱仪 

 

 

新的开始，新的征程 

朱慧婷（指导老师：杜欣慧） 

创新 1102 

新的一月，我们在创新实验上有了新的开始，

新的征程。我们实验是研究光伏发电的特性研究和

及多套电源自动切换装置的设计，在过去的一段时

间中，在指导老师杜欣慧教授的引导和团队成员的

共同努力下，我们完成了普通太阳能系统的板面温

度与工作电压、电流、功率等数值的测定，并利用

VB 编程设计出查询系统。 

而在这一个月中，我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多套

电源自动切换装置的电压、电流、功率的采集、保

存和自动判断上，同时也进行的利用 VB 编程通过

232 接口输出控制信号的研究，在信号的采集方面，

我们通过电压传感器采集电压，通过采集卡将信号

传输到 PC 机上，然而，由于我们对 LabVIEW 软件

的不了解，我们在利用 LabVIEW 软件编程上我们遇

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经过指导老师杜老师的指导以

及我们团队广泛的查询资料和学长学姐的帮助下，

我们取得了非常大成果，利用 LabVIEW 软件，我们

实现了双通道采集信号，整个程序采用平铺式顺序

结构，通过 LabVIEW 的构件，实现了 PC 机与数据

采集卡的连接，通过条件结构和 While 循环结构实

现了采集和实时显示，目前正在进行数据的自动保

存模块，目前做到了能够将数据单次存到电子表格

中，我们实验团队正在进行利用 While 循环结构来

实现自动保存数据。同时也实现了利用 VB 程序是

232 接口出现电压跳变。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要研究通过 LabVIEW

或 VB 软件实现自动判断，以及通过 VB 程序实时

调用数据和与继电器连接的放大电路的设计。我们

相信在知道老师的帮助和团队的努力下，我们有信

心完成后续工作。 

 

 

照片 6  进行与数据采集卡连接与调试 



 

编者的话： 

 坚持，不放弃，迎来的就是胜利。等待，也可

能是行动的一部分。俯瞰大地，是为了有个正确的

大局观，仰望星空，是在向更远的目标迈进！ 

 

 

 

耐心，坚持，不放弃 

鲍磊（指导老师：曹青） 

化工 Z1104   

考试完了，开始了我们的假期。作为孩子，放

假了想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回家，谁不愿意回到自己

的家乡呢。但是作为学生我们却要继续做实验，平

时没有时间，放假便要挤出时间。 

NaY和Na13X分子筛的改性依旧是我们的重点，

制备耗时长让我们不得不抽出更多的时间去进行试

验。对于之前没有做完的一些吸附剂，我们进行了

进一步的制备。我们认真的一步一步地做每一种性

能的测试，并得出结论。 

我们制作了包括 CeH13X、Ce13X、CeHY、CeY、

CuHY、CuY 在内的 20 余种吸附剂，耗时 1 个月。

我们即将将吸附剂放入在由噻吩和环己烷所配制的

模拟汽油中，等待吸附效果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与讨论。 

 我想说，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应该多沟通，

多思考，让我们对实验更了解，在不同的角度去了

解我们的实验，进而不断完善我们的实验，在实验

中做的更好。 

在实验室过程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困难，不

过在老师的指导下，以及我们同学之间互相讨论解

决了很多麻烦，这样让我觉得团结就是力量啊。希

望我们以后能继续这样奋斗，这样团结的去完成任

务，去克服困难。 

 

 

照片 7  对分子筛的制备 

 

 

发现源于不渝地等待 

赵博亚（指导老师：程永强） 

创新 1102 

又到了一年中最灿烂热烈的夏季，目送身边的

同学一一离校返家，我在心底告诉自己，属于我们

的战役才刚刚打响。 

犹记得上个烈日炎炎的夏天，我们五位小组成

员在骄阳下制作煤样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刚刚参与

到大创项目中来，程永强老师告诉我们万里之行，

始于足下，我们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而如今，

经过一年的学习与实验的等待，我们业已掌握了基

本理论，真正进入了实验探索环节。 

我们大创项目的课题是探究高低压电场对煤样

吸附与解离瓦斯气的影响。原理很简单，就是分别

定量观察瓦斯气在高压、低压电场中瓦斯气被煤样

吸附的情况，从而做出定性的论断。纸上得来终觉

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首先实验仪器的安装就不是

一桩容易差事，由于实际到高压气体和高压电，仪

器安装须格外谨慎，以至于每个螺丝钉的加固都不

可以掉以轻心。仪器装罢，实验就正式开始了。然

而，令我们五个人始料未及的是实验竟是一个如此

漫长的过程。因为煤样对瓦斯气的吸附与脱附是十 



分缓慢的物理变化，所以对实验相关数据的记录就

需要我们一直守在吸附柱旁从开始每隔半小时记录

一次数据到没隔几个小时记录一次数据，并且完整

地做一次实验需要整整二到三天，这是我们从未经

历过的实验的时间跨度。 

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欣慰的是，漫长的等待与

记录换回的是满意的实验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慨叹

实验成功的不易与坚持的可贵，我们都在科学实验

中感悟到了科学之外的哲理。 

发现源于不渝地等待，联想到哪位科学巨匠不

是历经千百次实验才等待到科学之花的盛开，我感

受到我们脚下的路还很长，我们需要为之坚持为之

等待的实物还很多，我们需要耐心与毅力去发现去

开垦科学的处女地。 

 

 

照片 8  学长指导我们做实验 

（左起:赵博亚 刘超学长 周家培） 

 

 

俯瞰大地，仰望星空 

王建新（指导老师：白晓红） 

创新 1101 

忙忙碌碌中六级考试终于过去了，在过去的一

个第一月里我们一门心思的扑在英语上，也没抽出

多少时间和白老师进行交流。终于，六级考完了，

于是，今天来到白老师的办公室和白老师和白老师

探讨项目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以及暑假的时间安排。 

首先，我们对上次的中期汇报做了一个总结。

果。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的专业课还没有上，所以

好多东西只能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去做，去解释，这

样就可能会与现实有些出入。另一方面是我们投入

的时间还不够，没有做到完完全全的理解并把所做

的东西转变为一个非本专业人士更易明白的方式表

达出来。这就导致了汇报当天其它专业的老师、教

授没有完全听懂明白的状况。 

其次，白老师还了解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和生活

状况。告诫我们除了搞好学习外，还要注意自己政

治素质的培养，想入党的尽量争取早日入党，成为

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然后，平时还要注意锻炼身

体，不能把身体废了，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然后，白老师和我们一起商量了暑假的工作安

排。要求我们利用暑假跟上博士生学姐继续完善我

们的实验。同时还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多做些与我

们项目有关的实验。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我们

的项目以及对土木工程这门学科的了解以及拓展我

们实验的内容。 

最后，白老师询问了我们选专业及导师的情况。

了解了我们的兴趣以及导师的配备情况并详细给我

们介绍了各个导师的研究方向以及各个方向的研究

内容，让我们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让我们能

更好地结合自身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导师。 

接下来就是安排暑假的工作了，我们小组课后

一定好好安排利用好这个暑假，争取把我们的项目

做得更好，取得更多的成绩。 

 

 

照片 9  组员在调式仪器装置 

（左起：刘梦佳 王建新）

总的来说，我们上次的中期汇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