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母校又送走了一批老生，

也将迎来一批新生。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也已陪

伴我走过了一年的时光，部分实验项目已经结题，

其他项目依旧在继续前进，让我们继续期待他们的

实验项目取得完美的成功。  

 

 

重新出发 
宋潞璐（指导老师：许春香） 

成型 1103 

    实验就是在反复的重复调整中前进的，这段时

间，我们重新进行了镁合金的熔炼浇铸过程，更加

熟练的我们将站在之前失败经历的肩膀上，继续向

前，重新出发。 

    镁合金的熔炼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将影响到

合金熔体的质量，进而影响产品的最终性能。影响

镁合金熔体质量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原材料的品质、

所用的熔剂、熔炼方法和装置等。同时，与其他金

属相比，镁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在液态下极易与

氧、氮、水等发生化学反应，氧化及烧损严重，镁

及镁合金的耐蚀性能对杂质元素，如铁、镍、铜等

非常敏感，从而镁合金的熔炼工艺又有许多自身的

特点。因此，必须重视镁合金的熔炼工艺，否则不

仅会降低熔体质量，甚至会产生危险。 

    根据上一次的经验，我们提前进行了实验的准

备工作，提前一天完成了实验设备的清理工作。熔

炼当天的配料等工作也十分熟练迅速的完成了。由

于实验条件的限制，不能用真空炉加热，所以对覆

盖剂的要求比高。为防止镁合金熔体过程中的氧化

和燃烧，实验采用卤盐镁合金专用熔剂 RJ-6 保护熔

炼，使用前以铝箔包覆在干燥箱 110 ~120℃ ℃内烘

干，备用。覆盖剂和精炼剂均使用 RJ-6，起到以下

两个方面的作用：(1)覆盖在镁熔体表面隔绝空气和

水汽，抑制熔体氧化与燃烧；(2)与夹杂物结合成熔

渣，利用熔渣与镁熔液的密度差，使熔渣沉到坩埚

底部，从而去除夹杂物。 

    经浇铸得到的试样比之前的要光洁，没有过多

的渣滓。具体的性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实验的检验。 

 

 

图 1  配置精炼剂 

 

 

七月，痛并快乐着 
  赵秉（指导老师：王学文） 

机械 Z1115 

    学期末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作为大创生，我

们除了要完成课程学习任务，还要兼顾大创项目。

老实讲，时间根本禁不起把玩，满打满算一个月的

时间就又悄悄溜走。 

    正如之前所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

奔波于教室，自习室，实验室之间。虽然有时学习

任务会压得我们每个人心力憔悴，但日子也正因为

这样而丰富，充实了起来。有时我们甚至会在去实

验室的路上接到 4 小时后还有一门考试的消息。如

今想起来，这样的故事也能在烦闷的日子里博得大

家一笑。 

    学期末了，我想谈谈小组这一学期的收获。首

先，大创让我们更加清晰的了解了我们这个专业，



为我们动手实践环节提供了丰富的时间。从散料仓

的设计到 CAD 图纸的一张张审核，从与工厂师傅的

技术交流到零件的亲手装配，我们学到的太多太多。

我常常发现，小组成员在与师傅的交谈中，能联系

起好多课堂老师讲授的知识，事后，我再问及他们

这类知识时，他们的思路非常清晰。王韬同学曾自

我调侃到：我都觉得这些知识不是重点呢！在我们

嗟叹于实践的力量同时，我不得不说我们大家都成

熟了。就与人交往而言，我渐渐体会到逻辑的重要

性，学会提取要点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于传统的

老牌专业，思维缜密是每一位未来的工程师所必要

的基本素质。 

 

 

图 2  小组成员张建飞同学 

 

    实验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我们也慢慢成长了

起来。我希望在暑假和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我们

能收获更多更多，体验更加丰富的大创。 

 

 

总结与致谢 

刘婷婷（指导老师：续欣莹） 

自动化 1004 

本月完成了系统的所有调试与封装，整个项目

进度也进入尾声。 

本设计以 STC89C52RC 单片机为控制核心，以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检测环境温度，实现了系统根

据环境温度变化调节风扇肉的电机转速，在一定的

范围内能够实现电机转速的连续调节，并能通过光

敏电阻制作的光照强度传感器自动调节环境光照，

解决了因光照不足造成的键盘误操作问题。

LCD1602 液晶显示屏能连续稳定的显示环境温度，

光照强度，当前日期及时间等参数，提升了用户对

散热器的使用体验。实现了基于单片机的智能节能

降噪补光散热器的设计。 

    本系统设计中应用的调速方案可以推广到各种

电机的控制系统中，实现电机的转速智能调节。在

实际生活、生产中，本系统中的电机调速方案可用

于简单的日常电机的智能控制，为日常生活带来便

利；在大型工业生产中，通过改变不同的输入信号，

实现对不同输入信号智能调节电机的转速，从而实

现生产的自动化。譬如在电力生产系统中可以根据

不同负荷水平达到不同的电压输入信号，然后由电

压输入信号调节不同发电机的转速，进而智能调节

发电量，实现发电系统的自动化平衡调节。 

    本系统中的调节环境光照强度的设计方案可用

于生活中常见的照明系统，譬如路灯，室内照明，

家居照明等，可达到光照强度智能调节的效果，从

而进一步实现节能的目的。 

    本设计的研究工作，从选题、仿真、代码编写、

硬件电路的焊接、系统稳定性测试都得到了续欣莹

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从而使得本设计在功能上 

达到预期。在整个系统设计与论文写作过程中，老

师宽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高尚个人魅力以及严

谨的治学态度，都让我们铭记在心，终生受益。对

老师各方面给予我的鼓励、帮助和热忱关心，在此

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图 3  产品封装图 



黑板擦的制作 
张亚坤（指导老师：张文星） 

应物 1101 

    上个月应经设计出黑板擦的方案，有两种方案。

我们团队商量先制作第一种方案的黑板擦，制作出

来以后再看看效果。 

    第一种方案的原理是是在我们的制作好的黑板

框架中，再两块黑板之间有一定的空隙，在空隙中

放上一个木块，在木块上放上黑板擦材料，而黑板

擦的材料的选择也是一个问题，材料的好坏选择也

决定了黑板擦对我们的黑板的清洁好坏，好的材料

和好的方案可以达到速擦无尘的效果。在这个木块

上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小开关，这个小开关的作用是

控制黑板擦的擦与不擦。通过这个开关来实现黑搬

家的擦拭的范围和效果。而这个开关是装在黑板框

架的外面，我们可以手动控制，既方便又实际。 

   

    

图 4  黑板擦制作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发现在木板上放黑板擦的

材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在木板上要钻孔，木板

由于太薄，对我们的钻孔技术要求非常高；再者是

木板上要包裹铁皮，铁皮要求薄且质量好，利于黑

板擦材料的安装和拆卸。开关的制作要求也非常高，

要求在不能破坏框架的结构的前提下，加上一个小

开关，关于开关，我们还没有制作，近期我们主要

在制作木板上的黑板擦，因为时间不够，还未完全

完成。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在下一步

计划中顺利的完成。 

初步成果 
朱辉（指导老师：池成忠） 

成型 1102 

    我们将层结合强度测试装置零件送厂进行外协

加工，目前零件已经加工完毕并由我们取回。而且，

在实验室里，我们对装置进行了初步的安装，并对

一些由于设计不合理而产生的零件不合适进行了再

次加工。 

    第一，脚蹬位置设计的不合理。按照之前的设

计，脚蹬位置处于装置后部，并需要进行反向蹬踏

才可完成所需动作，这样会导致两方面的缺陷：链

斜度太小容易脱链，和测试人员脚蹬不舒服。于是，

我们决定把脚蹬位置移到装置前部，并对链打了一

个折，以上问题得到解决。 

    第二，轴设计不合理。两根轴与轴承设计为过

盈配合，导致装配时无法将轴套进轴承内，于是，

我们重新设计了轴，将两根轴均设计为过渡配合，

并采用顶丝与轴承进行锁紧。现在，进行重新加工

的轴已经取回，并顺利套入轴承内。 

    第三，轴承座固定块设计不合理。夹具进行 180°

摆动时会撞到固定块，导致夹具摆动不充分，无法

完成规定动作。于是，我们在砂轮机上对固定块进

行了打磨，将阻碍夹具摆动部位打磨掉。经过打磨

再次安装，夹具顺利地完成摆动 180°的动作。 

 

     

图 5  层结合强度测试装置 

 

    现在，我们的装置已经安装完毕，并可进行测

试。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加热炉的制作。



 

编者的话：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

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我的天。任风吹

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我们

在科技的长河中摸索着前进，不惧困难，一步步往

上爬..... 

 

 

大创之路漫漫 
任川兮（指导老师：李明照） 

冶金工程 1102 

    现在坐在这里，写着 6 月份的大创总结，突然

发现，一年多时间不知不觉随大创而留在了我的印

记里。是的，已经一年多了，大创也做了很长时间，

虽然现在忙于专业实习、准备暑期夏令营、备战 2015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等，但是大创之路依然漫漫。 

    昨天，学校大创指导老师常晓明教授给我们召

开座谈会，对这段时间以来的大创工作做了通报和

说明，并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结合建立实验室、

培养学生等讲述开展大创的必要性和育人过程进行

了指导。根据老师所讲内容，联系到自己开展大创

项目进程中的所得，对目前的工作做出以下总结。 

    关于报废镁合金表面涂层去除的研究项目，目

前处于后期阶段。在完成项目前期准备、中期实验

阶段后，现在处于实验方案评估与调整阶段。经过

多次的实验，已经对报废镁合金表面涂层及其去除

方案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和实验，并在实验过程中得

到合理的实验结果。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多种因素

的综合考虑。在温度、时间、溶液浓度三大主要影

响去除涂层的因素下，设计合适的实验方案非常重

要。这些都要在接下来开展中的实验中得到体现和

细致的工作。 

    就目前来讲，亲自做实验的时间减少了，但是

对项目的关注和跟进不能缺失。大创之路漫漫，我

将继续上下求索。 

 

 

    图 6  涂层得到去除的报废镁合金 

 

 

在附加质量块情况下的模态分析 
左冲（指导老师：韩志军） 

工程力学 1101 

    在这个月的活动中，我们主要研究的是该框架

结构在附加质量块的情况下的模态分析，因为在实

际中房屋结构梁和柱是其主要结构，但层与层之间

的板结构我们有时不可忽略，因此我们在各层上固

定质量块，我们通过激振器对其产生外部激励来测

量框架结构在附加质量块与不附加质量块的，分析

用频响函数法测量附加不同质量前后简支梁的各阶

固有频率以及将所测的各阶固有频率进行比较，分

析附加质量对系统固有频率的影响。以及将所测的

各阶固有频率进行比较，分析附加质量对系统固有

频率的影响。 

    在实验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测点的选取，

因为层数较多，而传感器数量不足，我们采用测力

法进行试验，在实验室我们选其一点作为参考点，

这点放置一个传感器固定不动，另一个传感器在各

个节点是一点，并每次记录数据。其次就是传感器

的标定问题，因为 2 个传感器不是同一型号的，故



在同位置是测得的波形图不相等，而成一定比例。

我们首先是选取一些峰值点，测得其比例系数，在

调节其灵敏系数。 

    因为这个月面临考试，所以现在主要以准备复

习考试为主，因而项目的进度比较缓慢，下一个阶

段的工作仍然是对上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提出

解决方案，并对各种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和校验，已

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待考试完后我们将尽快将落

后的进度赶上。 

 

 

图 7  在 DHDAS 控制分析软件测得的 FFT 图 

 

 

实验进展情况汇报 
师文文(指导老师：李玉平) 

材化 1101 

    上次实验我们探究用单模版剂加晶种的方法能

否合成 SAPO-34。结果是样品的特征峰与 SAPO-34

的特征峰明显不同，合成产物有可能是 SAPO-34 与

其他杂质的混合物，可能没有合成 SAPO-34。分析

原因可能是晶种加的量太多了，溶液搅拌不均匀。 

    因此这次试验我们主要探究加晶种的量对合成

SAPO-34 的影响，并探讨在同样的条件下晶种微孔

SAPO-34 能否存在。又由于前期想探讨单模板剂来

合成 SAPO-34，因此这次我们在尽量减少模板剂

TEOH 的用量，看是否能合成 SAPO-34。 

    实验一：我们设置了晶种量不同的实验进行探

究，所得实验结果如图 1： 

从所的实验数据图中可以看出，在改变晶种量

时，所得图与原 SAPO-34 的特征图谱有相似的出峰

位置但也有差别，可能没有合成 SAPO-34，也可能

是 SAPO-34 与其他杂质的混合物。 

    因此我们又进一步探讨晶种微孔SAPO-34在相

同天条件下是否还会存在。但由实验结果可知在相

同条件下晶种 SAPO-34 不会存在，变成了 SiO2. 

    实验二：探讨不同模板剂 TEOH 用量，对合成

SAPO-34 的影响： 

由所的实验的图谱可知，当改变模板剂 TEOH

的用量时，其两组实验所得的数据图与之前的

SAPO-34 的特征谱图有相似的地方，但总体而言差

别还是挺大，说明再减少原有的模板剂 TEOH 的用

量时，不能合成 SAPO-34。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虽然在做

实验的过程中有诸多困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过，因为我们坚信风雨过后必是彩虹，困难过后必

是收获。 

 

 

图 8  晶种量不同合成产物的实验所得 XRD 图 

 

 

图 9  不同模板剂用量合成产物的实验所得 XRD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