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身来说，每个人也都有长足的进步。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地想法，也有很好的创意，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我们的想法和创意进
一步落实到我们的项目上，使我们的项目能够更好
地完成。同时，我们也会严格按照项目结束的要求，
将我们的项目以最好的姿态展现给大家。
只有真正去努力做过一些事情，人才会感受到
成长路上的艰辛，每一件事做完容易，难的是做好

编者的话：
夏天伴着蛙声蝉鸣，随着轻风阳光，愉快的来
到我们身边。当我们大家用辛勤换来一个个满意与

每一件事，让每一件事里都能体现出参与者的价值。
同时也让每一个参与者得到应该有的积累和快乐。

微笑时，暑期到来了。当我们挥洒着汗水奋斗时，
暑假结束了。这一批大创人也大部分步入大四，每
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莫
泊桑说:“人生活在希望之中,一个希望破灭了或实
现了,就会有新的希望产生”。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怀
抱着希望努力奋斗！

新的希冀

照片 1 成功

张俊（指导老师：阎高伟）
自动化 1202

在研究的路上都是辛苦的，也都是快乐的，我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已到毕业季。在大学三

相信在接下来我们会取得更为骄人的成绩，也会更

年的已过时光里，有过奋斗，有过成功，有过失败，

加提升自己的能力，真正在“大创”这个平台上获

有过泪水。但哪一样也不如大创给自己带来的收获

得进步、获得成功。

多，让自己成长的快。
回顾自参加大创以来一年半的日子里，我真的
学到了很多知识：编程能力，动手能力，组织能力，
表达能力等等。自己所承担的项目也能够顺利得以

又一次的努力

进行。在剩下的这段时间里，我会和我们小组的成

高强（指导老师：陈津）

员一起努力，妥善完成大创最后的任务。新的学期，

金材 1303

我们也有了新的希冀。

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在繁忙的学业完成的过

回顾过去所做的工作，欣喜之余，亦当有所反

程中，大创实验，无疑是这学习生涯中，一朵闪亮

思。对于我们项目来说，我们进行过项目的再设计，

的金花。新的一学期，我们必有新的成果，达到新

重新设计硬件结构和电路系统。软件部分也进行了

的高度。

重新整合和编写。使得整个项目更紧，更美观。对

在经过仔细的研究与查阅资料后，在已有的实

验设备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询问了本学院的已有的
制备合金材料的设备，了解了各个实验室仪器的相

我们依然努力着

应设备参数及操作要求，为后期的直接实验奠定了

赵晔（指导教师：樊彩梅）

最基本的技术基础。又通过参考已有文献参数及仪

工艺 1204

器可制备合金的大小等，选取了相应的合金参数。

冬去春来，转眼间又是一年新的开学季，我们

随后，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购买计划，铝粉的质量，

也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大四，为了不让大学时光虚度，

石墨烯的量，以及砂纸等。在天猫商城和京东商城

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包括我、张雄飞、唐健浩、赵昕

上购买了相应材料及金相砂纸等必备耗材。

蕊、庞伟轩同学，继续着我们的大创项目——“羟
基磷灰石负载对降解有机污染物的研究”
。项目一直
在我们进行的工程中不断积累，我们不断进步着。
现在是第三个阶段的的汇报。
我们的实验从 2015 年 6 月开始，至今已经有了
一年多的实验积累。我们项目组在老师的指导和帮
助下，第一步首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对外企的
采访，并且在学校图书馆搜集资料。这是我们第一
步进行的步骤。通过这一步我们有了一些对实验的
充分的认识和判断。第二步我们这段时间，主要通

照片 2 学习仪器使用方法

过太原理工大学电子图书馆，查阅了各方面和我们
实验有关的资料，包括羟基磷灰石的一些理化性质，

在学习的过程，我认识到了实验的严谨性。在

TiO2 负载在不同载体的性质和区别，并且自学了正

我国，不计成本的研究还做不到。实验必须经过严

交试验的方法应用到我们的实验中去，减少实验次

谨的推导与斟酌，才能在有限的实验耗材的限制下，

数，更加均匀的实验并且得到最优结果。厚积薄发

做出最好的效果，达到研究的目的。 我们在一起仔

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前期准备不

细计算了设备所能制备合金锭的大小与质量，严格

会白费！

算了所需石墨烯的质量，实现按量购买，不浪费一
分材料款。
研究的过程是漫长的，不能急躁，不能冲动。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不但使我对实际的仪器使用
注意事项与仪器操作有了更加直接的了解。而且让
我学习到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以及专业基础知
识的重要性，让我更加有信心从事未来的科学研究。
同时，在团队一同的研究中，我认识到，团队
协作，才是如今成功的捷径。团队的学习与研究，
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互补，更是互相帮助的体现。
我坚信，在这新的一学期，我们必将比以前更

照片 3 团队部分成员合照
（左起庞伟轩 赵晔 张雄飞）

加努力。我坚信，我们的团队是最好的团队。我坚
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认真付出过，努力过，那么
我们终将成功。

经过前一阶段的探索与实践，已初步完成预期
任务，第三期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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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每篇长长的文献都有它的价值，但因为涉及

的做法和经验。

的知识内容太多，我们必须学会对其内容进行选择

大学生创新实验训练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

与舍弃，找出与我们实验相关的内容进行探讨，有

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我

时候面对一堆文字，看到那些复杂的公式与示意图，

们会把这次中期汇报当成一个新的开始，继续前行，

往往觉得力不从心，项目老师教导我们凡事都要坚

以出色的成果来回报老师对我们的悉心指导！

持，不管什么内容，静下心去看看，总会有所收获，
累了可以歇歇，慢慢理解，但是不能放弃。通过我
们的努力，找出了很多与实验有关而且对我们有帮

一路风尘，一路繁花开
李霄（指导教师：王保成）
冶金 1301

助的内容，我们一起探讨理解，整理成了一个 PPT，
算是我们第一次汇报的小成果。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们相信这些经验是宝
贵的，对后续的任务以及以后的其他实验都会有一

时间从我们身边一点一滴地流过，我们小组也

定的帮助，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开始进行下一

终于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创新实验金属氧化物的光

个任务，了解实验的一起，并掌握基本操作要领，

电效应。

一步一步稳当的进行，把实验做好，一路风尘，一

实验之前，我们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我们每
周有固定的时间来讨论关于此实验的实验思路，根

路繁花开，克服实验中的种种困难，我们的收获会
越来越多。

据内容我们规划了合理的实验步骤与任务，并且对
每个步骤又进行了合理分工，大家共同探讨，找出
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并请教老师，与老师讨论。
第一项任务是查找相关文献，项目组老师告诉我们

再攀高峰

要学会汲取别人发现的东西，查文献是实验中重要

李鑫（指导老师：阎高伟）

的一项，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面，而且也帮助

自动化 1202

我们对自己的项目实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到
了大学四年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大创工作也接近了
尾声。
在大创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不断的积累与努
力，我们对核心算法人脸识别有了一定的认识。回
想当初从基本数学公式开始学习，然后在 MATLAB
上进行编程实验，刚开始错误不断，经过小组成员
的不断努力与探索，我们终于对基于 PCA 算法的人
脸识别有了新的认识，并成功应用在图像识别上。
通过 PCA 算法对原始图像进行特征提取与降维，并

照片 4 认真看文献的王同浩

利用欧式距离计算法对图像进行识别。在成功应用
PCA 算法后我们又对人脸识别算法进行了探索，我

小组每个人负责查找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文
献资料，增加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经过一段时间的
文献查找，我们发现查文献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

们又对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算法进行了实
验。
回想当初我们从开始对人脸识别算法一点都不

懂，到现在能够将人脸识别算法成功应用到我们的
项目当中，一路走来几经波折几经磨难，在此过程
中感谢阎老师的一直悉心指导我们才能很快的成长，

继续远航
余雪锋（指导老师：李明照）

与此同时团队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当遇见一个

材化 1301

比较棘手的问题时，多人同时攻坚克难，有问题大

随着中期汇报落下帷幕，意味着大创实验逐渐

家一起讨论，能让我们对问题快速而深刻的认识。

进入尾声，突然感到紧迫和不舍。还记得从大二下
学期最开始申报实验的未知或者是兴奋，然后是查
文献，找资料，探讨实验计划，做实验等等，一路
走来，有迷茫，有着未知，有着困难。但是我看到
更多的是队友们的互相理解和相互包容，还有大家
一起克服困难，继续向前的勇气。在这个过程中，
我收获很多，第一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一群优
秀，踏实，勤奋的学霸们；第二，能够了解掌握整
个具体实验的操作流程和寻找信息的办法；第三，
走进冶金这门学科，了解到冶金学的魅力和作为一

照片 5 人脸识别算法 MATLAB 仿真图

门科学对社会的深层影响。

智能药箱这个大创项目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两
年，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谓收获颇丰，我们学会了算
法并学会了利用 MATLAB 进行仿真，同时我们也学
会了利用 Linux 环境进行编程。最后感谢整个团队
一路走来的坚持！

照片 6

泡沫玻璃样品图

说说我们的大创实验，我们实验的主题紧紧围
绕镁还原渣泡沫玻璃的制备展开的。镁还原渣制备
泡沫玻璃的方法不仅可以减缓环境污染，更重要的
是用镁金属作为基体制备的泡沫玻璃性能更加优异。
编者的话：
即使路途再遥远，即使旅程再艰险，我们也要
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
往前飞，要始终坚信：不放弃，再坚持一步，或许
下一秒就是转折，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
片天空。

因此，我们的实验目的就是致力于找到镁还原渣最
合适的成分比，含量比。
目前我们小组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大量
的镁还原渣产品的制作，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
我们分析失败成功的原因，不断地改进我们实验的
方法，才能不断地去接近我们的目标。接下来我们
小组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改善实验，第一调整加

热温度和保温时间；第二，将碳酸钙和碳酸钠结合

阶段性设计成果。

使用减少成本；第三，泡沫玻璃的性能检测。

攻克难题，稳中前进
田晓亮（指导老师：曹晓卿）
材料成型 1202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大创项目已经进行了半年

乘风破浪
金瑞蒙（指导老师：杨玲珍）
应物 1301

又是新的一学期，经过假期的充电，小伙伴们
都干劲十足。本月的主要工作是搭建实验光路。

多，而我们的大创项目——一种可调压边力的方盒

我们的课题是“光纤环实现冰层压力测量设计

形件的温拉深模设计已经设计到恒定压边力的温拉

与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光纤环实现对压力的

深模。

测量。我们先根据实验原理，画出了实验光路图，

我们的项目于 2014 年 11 月正式开题，至今已

然后根据光路图搭建实物。搭建“光纤环”的过程

有 20 个月的设计历程。我们的项目组在曹晓卿教授

中需要对光纤进行焊接，这是一项考验耐心和细心

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了温拉深模的设计，对于压

的工作。一开始，我们焊接的光纤总也达不达标。

边力的可调进行了三种可行性方案，最后定为用千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甚至进行了“竞赛”，比谁焊

斤顶进行压边力的控制。我们项目组已经做出模具

接的光纤损耗最小。实验本是枯燥无味的，但和队

的三维立体图。通过参与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的研

友们一起奋斗的过程充满乐趣。很感谢过程中老师

究，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专业课上不能学到的知识和

和研究生学长给予我们的帮助，教会了我们很多实
验方法以及操作仪器的技巧。

照片 7 拉深模三维实体模型
照片 8 金瑞蒙在杨义学长指导下搭建光路
技能，同时我们的动手能力也进一步提高，相比于
刚开始面对模具设计的手足无措，到现在已经能够

有很多问题只有亲自动手做了才能发现。项目

独立的完成设计，并进行模拟。这也是很大的进步!

中，很多实验用到的都是最基础的知识，但是实现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设计过程中认识到了团队协作

起来却一点也不容易。在搭建好光纤环之后，我们

的重要性，设计过程中一定要和队友配合完成，不

要考虑如何把压力作用在光纤环上使得光纤环发生

能只靠一己之力，其他方面也是。一个分工明确，

形变。这看似很简单，可我们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能

配合默契的团队远比一盘散沙的工作效率高的多。

达到预期效果，要么光纤弯折不明显，要么光纤的

经过前一阶段的讨论和模拟，我们已经取得了

信号衰减过大。虽然屡屡受挫，但我们都没有放弃，

反而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间的友情。在

我们最终决定使用 3D 打印机，来打印各个模型，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老师常说的“结果不是最重要

然后再组装，用吸管代替管路，模拟主洗车间选煤

的，重要的是你去做了。
”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

流程。

们提升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理
解，也收获了友谊，这才是最珍贵的。
时光飞逝，我们加入大创团队一年多了，同时
也即将进入大四，是名准毕业生了，离毕业越来越

同时我们还做出了整个动画模拟的视频，以便
更加直观的了解选煤厂主洗车间的构造。
漫漫比赛路，中间有许多坎坷，但是我们都坚
持下来了。一路走来不容易，且行且珍惜。

近。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愿我们都能乘风破浪，奋
勇前行，收获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

圆满落幕
李剑波 （指导老师：董宪姝）
矿物加工 1202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制作及一系列的环节，
这次的比赛终于圆满结束了。在这次比赛中，我收
获颇丰。

编者的话：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中，我们这一
批的大创已经进行了一年了。这里有太多的欢笑与

之前不断的尝试用什么材料来制作模型，经过

汗水，这里有太多的付出与收获……虽然有的团队

谈论首先确定的是用报纸和乳胶混合制作，后来由

已经结题了，但是这段经历将是我们最美好的体验

于那种方式太耗时耗力，我们便决定直接用硬纸板

与经历。

制作，但是这样就导致模型的硬度变低，模型易变
型等缺点。这一缺点在中期答辩时也有被评委老师
指出过，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改变，只有不断的改变，

新的拓展

才能超越自我。

张悦阳（指导老师：段富）
物联网 1301

不知不觉，
又一个繁忙的五月过去了。
作为 2015
年立项的大创项目——“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工作平
台”，截止至今，离我们的中期汇报也仅仅有不到半
年的时间了！
本段时间我们对已经完成好的项目做了进一步
的优化，主要是针对 Arduino 的部分功能将其衍生
至了新的单片机上，使其负荷变小，降低了功耗，
照片 9 视频中的动画

延长了可工作的时间。期间，我们新购买了一一部
单片机，在售价不贵的基础上，完成了功能的最优

经过查阅资料，大家集体谈论及老师的建议，

化。硬件的设计跟焊接都要我们自己动手去焊，软

件的编程也要我们不断的调试，最终一个能完成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句老话，

程设计的劳动成果出来了，很高兴它能按着设计的

却很经典，几乎所有的事物通过实践，都能使人得

思想与要求运动起来。

到正确的认知。比如再结晶、热挤压，在之前的学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第一、不够细心

习中都是以书本上文字和图片的形式来展示的。但

比如由于粗心大意焊错了线，由于对课本理论的不

是在实验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摸索以及老师的讲

熟悉导致编程出现错误。第二，是在学习态度上，

解，对知识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在实验的过

这次课设是对我的学习态度的一次检验。对于这次

程中，通过自己的摸索以及老师的讲解，对知识点

单片机综合课程实习，我的第一大心得体会就是作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团结在实验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要求具备的首要素质绝对应

作用。项目团队成员之间需要相互理解、互帮互助。

该是严谨。第三，在做人上，我认识到，无论做什

指导老师也需要及时提醒、检查，避免出现一些不

么事情，只要你足够坚强，有足够的毅力与决心，

必要的错误，耽误实验进度。此外，我们要从学生

有足够的挑战困难的勇气，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时代就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严格遵守实验室规则，

而且一定会成功的。

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基础上，学习科学知识，这样才
能更好、更快、更有效的为世界科研做出自己的贡
献。
创新点:前人在固溶之后对其进行挤压，本实验
进行了直接挤压。结果表明，直接挤压之后的物质

照片 10 对单片机进行功能测试
继上个月我们完成了人脸识别算法的测试和运
行后，这个月我们继续努力。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
最后终期审核可以为自己，为老师上交一份满意的

照片 11

热挤压

答卷，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仍在努力，厚积薄发！
Mg17Al12 发生了破碎，起到了弥散强化的作用，显

Fighting!

著地提高了 5umSiCp/AZ91 镁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指导老师对我们实验成员的评价为：在进行大

总结

学生创新实验的过程中，同学们都认真、积极，严

王朵朵（指导老师：邓坤坤）

心。实验数据以及金相照片的处理准确。此外，实

金材 1201

验中善于发现问题，并努力联系理论知识解释和解

格遵守实验要求，能够正确使用实验仪器，严谨细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我们的大学生创新实验接

决问题。美中不足的是同学们在思考问题的能力上

近了尾声。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点体会就是理论

有待提高。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以及工作中，大家都

联系实践，提高专业素养；团结合作安全第一。

能够展示各自的锋芒。

当我们磨练自己的时候，充实自己的时候，升
华自己的时候，梦想的种子在变为现实。

队合作也是很重要的，大家集思广益，只有齐心协
力才能做好项目。
虽然实验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但这使我们更加
有动力，因为正是一次次失败使我们可以意识到自

收获与感动
付青云（指导教师：王红霞）
成型 1302

转眼间大创项目已经做了快一年了，从刚开始

己的不足，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是最重要
的，从懵懵懂懂的新手到严谨的大创人。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至少有了方向，
我们只要付出我们辛勤的汗水，相信一定可以把项
目做得更好。

接到项目的懵懵懂懂，到现在处理各个步骤的得心
应手，可以说我们已经对这个项目有感情了。目前，
项目进行到改变碳化硅质量分数的中期，已经初步
得出碳化硅对镁基合金的影响数据，接下来就是缩
小范围，得出最优质量分数。
在大创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对本专业的知识

用心灌溉，方能华丽绽放
周百川(指导老师：刘世斌)
化工 1201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激长了知识

九月的校园里，秋风夹着丝丝凉意。我们小组

也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粉末冶金法需要我们对

的创新性实验也正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不知不觉，

粉末研磨，放入模具高温压制，对温度把控好，在

已经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我们也已经开始为毕业做

高温压制完成后需要打起模，线切割，打磨试样后

准备了，我们这个学期主要工作也就是继续努力，

检测屈服强度。

争取好好完成大创实验和毕业论文。
由于之前有了创新性实验一年来的基础，在完
成毕业论文的实验上我得心应手，能很快地投入到
毕业设计的实验中。这比当初刚开始做创新性实验
的我少走了许多弯路，知道怎么快速地查阅文献、
怎么设计实际可行的设计方案等，所以我比周围同
学的进度快了很多。我想这也是大三参加大创实验
项目以来的最大收获吧。可以说经历了创新性实验
的熏陶和磨砺，我学会了很多。
经过不断实验，改变参数，前期我们已经能够

照片 12 正在打磨的靳威威

制备出比较理想的碳纳米管材料。这种碳材料的特
别之处在于碳纳米管生长在碳纸上，生长的碳纳米

这一系列的操作开始对我们来说比较困难，哪

管极大的增加了导电碳材料的比表面积，同时碳纳

里不小心出错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但在一次

米管形成的导电网络增强了材料导电性。将这种材

次的实验中我们也有成长，试样从一开始的薄厚不

料用作锂硫电池硫正极复合材料，可以减少正极活

均，打磨不干净变得整洁光亮，从保温温度的忽高

性材料损失，碳纳米管的韧性有助于解决锂硫电池

忽低到比较均衡，从模具开启时的不熟练到配合默

存在的体积膨胀效应。这也是我们实验的创新之处。

契，我们动手能力变强了很多，也体会到要勤于思

在后期的实验过程中，我们在碳材料载硫的过

考，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团

程中遇到了问题。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我们采用的

软件绘图进行附图说明，对我们一年来的工作成果
进行了详细的总结。
接着我们要完成对结题答辩的准备工作，主要
包括汇报视频制作、结题材料的准备、PPT 的制作
三个部分，我们的小组成员各司其职，尽最大努力
将我们所做的工作更好地展示出来，给我们的工作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照片 13 电池充放电测试
实验方法载硫率不是很理想。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
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总结汇报，收获成果

照片 14

总结报告

杨奎（指导老师：靳宝全）
光信 1201

大创的工作历时一年，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我们付出的点点滴滴，现在终于用满满的幸福感和

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候，我们开始对最后的汇报做准

成就感回报给了我们。大创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我

备，给我们的大创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具体工作及

们成功制作的测距装置，更多的，是沉稳、坚韧、

分工如下：

审慎的磨砺，是努力、合作、坚持的幸福，是探索、

1、结题申请表及总结报告（杨奎、杨朝雁）

体验、成就的快乐。

2、汇报视频制作（黄涌和）
3、结题答辩准备、熟悉知识（杨奎）
4、结题 PPT 制作、素材收集（杨朝雁、苏睿）
5、数据整合与测量（杨天澄）
6、实际应用操作（所有人）
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收发一体防水超声波测
距装置的研究，并且已经做出了可实际使用的装置，
所以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对完成的装置实际应用操作
和为最后的总结汇报和结题答辩做好准备。
我们首先完成对结题申请表和总结报告的撰写，

编者的话：

在总结报告中，我们分别对我们的装置进行了不同

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希望。

角度的分析和总结，详细阐述了收发一体防水超声

有梦想就不会寂寞。当你寂寞的时候，只要招

波测距装置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同时全面采集

招手，你的梦想就飞到了你身边。剩下的事，就是

和分析了装置使用中的数据，并使用 Microsoft Visio

琢磨怎样把梦想变成行动了。愿我们都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