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承转合 共铸辉煌 
贾里（指导老师：樊保国） 

热能 1001 

寒假将至，我们这一届大创生们在这个紧张而

有序的学期里，经过自己团队共同的团结拼搏、锐

意进取，以及艰苦不懈的努力，现已全面完成了

初制定的各项奋斗目标。同时我们时刻牢记“行百

里者半于九十”。大家将在今后的阶段，快马加鞭，

继续前行！ 

回顾自己前一阶段的历程，深感幸运，首先参

加了省级的大学生创新性实验，同时加入了创新性

实验通讯的编辑团队，作为本届创新实验通讯的副

主编以及本次通讯的责编，我不仅颇感荣幸，更深

知肩上责任之重。 

在完成大创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一路走来，不是

鲜花满地，也不是荆棘密布，留下的只是波澜不惊，

缓坡小溪。我把这些当作我人生中的一种很重要的

阅历，一笔很宝贵的财富：在一场场创新性实验系

列讲座中，常教授和各位学长学姐教授了我们各种

研究理论、方法和技巧，伴随着我们的视野增宽，

专业知识的夯实，自己在其中的成长也更加迅速；

在一次次创新性项目的实验中，我在我们的指导老

师樊老师和金老师的指导下，不断学习和进步，并

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从一无所知到自己能独立完

成汞吸附和测量的过程中，我们享受着上下求索的

充实。正是这一切给予了我经验、力量，让我一生

受益，为我今后增添了一份自信。 

值此佳际，作为大创生项目进展的见证者，我

们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通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将在我们这一届大创生的手中起承转合。 

后，在此我特别感谢各位老师的信任和指导，

感谢总编杨自凯同学的大力帮助。回看足迹，我们

豪情洋溢；展望征途，我们信心满怀。我们将以高

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用激情焕发斗志，用智慧迎

接挑战，用实干凝合力量，在创新性实验这架承载

着我们激情和梦想的方舟上，共铸新的辉煌！衷心

预祝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新春快乐、工作顺利、马到

成功、万事如意！ 

 

 

 

照片 1  初任责编的贾里 

 

 

 

 

编者的话： 

没有成功的个人，只有成功的团队。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对我们培养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提供了绝

好的平台，只有我们合理运用每一个成员的知识和

技能，协同工作、锐意进取、共同探讨，才可以达

到共同的目标，更收获了属于我们的成功团队。正

所谓只要团结协作就不怕路途艰难。让我们在通往

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携手远航。 



集中力量 成就辉煌 
赵凯星（指导老师：赵涓涓） 

软件 1114 

通过这一个月的研究，我们小组的项目从软件

的基础设计走上了软硬件结合开发的阶段。由于我

们几个人的专业都集中在软件上，对硬件的学习不

是很深入，所以在这一阶段中我们请教了信息学院

一些优秀学生，由他们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一定的

指导。 

    由于对森林火灾的监测需要使用大量的传感器，

诸如温度、湿度、烟雾等一系列与火灾监测相关的

传感器设备，因此我们通过老师借到了物联网工程

专业的传感器设备箱，通过使用说明书，学会了基

本的操作后，又进行了底层的 C 程序设计，完成了

嵌入式开发的一些基础工作。在此之后，我们正在

进行计算机监测终端的设计，目前的进展比较顺利，

在寒假前会得到第一版的成品。 

按照我们的预想，在寒假之中，完成计算机监

测软件与 Android 设备的通信连接， 终整体上实现

监测数据的实时化显示，并进行一定的预警功能的

开发。目前，项目组的整体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在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集中精力突破一些关键问

题，争取在寒假结束前完成整个开发工作。 

 

 

照片 2  信息学院学生为我们做讲座 

 

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有更多

更细致的工作需要去做。通过这段时间的经历，我

们感触颇多。作为一个团队，相互之间的理解、包

容、帮助和信任都是必须建立起来的，这样才能共

同干好一件事。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进行学习与研

究！ 

 

 

团队学习 
杨锦鸿（指导老师：韩志军） 

工程力学 1101 

    进入十二月份，伴随着严寒而至的是繁重的考

试，以及无尽的复习。这给本已紧张的大创实验增

添不小的压力。即便如此，我的团队也未将大创实

验搁置。 

此次，实验中需要用到结构力学及材料力学的

相关知识点，正好与此期末的专业课的考试内容一

致。因此，我的团队决定借这一机会采用团队的形

式集体复习，特别是针对上课时老师比较少提及但

是在实验中必须运用的知识点，如“结构的矩阵分

析”、“结构动力学计算”，重点学习和讨论。另外，

材料力学的相关知识，也结合在结构力学中一起温

习。经过此次集体学习效果明显，我们加深了对专

业知识的理解，特别是其与工程实际的结合。 

假期中的主要任务是将“振动力学”的知识分

为五部分，有团队的成员分头学习，假期结束后聚

在一起交流讨论。根据学习情况和前期试验的进展，

制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我们相信在团队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的大创实验一定会顺利进行。 

 

 

照片 3  共同学习 

（左起：杨今朝、杨锦鸿、张磊、左冲、李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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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管道进行数据通讯，虽然进度不是很明显，

但是收获还是蛮大的。下一步整个队伍的工作重心

会向下位机倾斜。 

虽然我们项目的下位机部分进展遇到了比较大

的阻力，但是我们在努力地去学习和实践，给我们

进行突破的时间，我相信我们的创新实验项目一定

会实现预定的功能！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阎高伟老

师，感谢团队中每个成员以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老

师和同学们。 

 

 

 

 

编者的话： 

我们在前进的旅程中，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

和实践结合起来。在创新性实验这条探索之路上，

我们前方混沌迷茫，正等着我们去探求、去开拓，

风雨兼程的我们已经走了大半，但是对科学的追求

永不止步，面对未知，我们要本着知行合一的原则

不断去摸索、去坚持、去拼搏，寻找到属于自己的

答案。这是一个永不满足、不断充实的过程，是一

个坚信真理、一丝不苟的过程。正是这个拣尽寒枝

终不栖的孜孜探求，才是我们人生的乐趣所在。坚

信任何付出和努力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金相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 
宋潞璐（指导老师：许春香） 

成型 1103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实验小组完成了对金相

试样的观察和制备。 

首先，将我们浇铸好的试样进行粗磨。因为用

锤击法敲下来的试样形状很不规整，要修正为规则 

形状的试样，接着将观察面磨平，同时去掉切割时

产生的变形层。在不影响观察的前提下，将试样上

的棱角磨掉，以防划破砂纸和抛光织物。同时因为

镁合金很软，不需要在砂轮机上进行粗磨。 

接下来就进行手工细磨部分。粗磨后的试样，

首先经过 0 号纱布，然后将砂纸铺在玻璃板上，左

手按住砂纸，右手捏住试样在砂纸上作单向推磨。

经由 120 号磨至 1200 号砂纸。在每张砂纸上推磨过

程，必须保证方向一致，并与前一道砂纸磨痕方向

垂直。 

后，要进行抛光，以去除掉细磨后遗留在磨

面上的细微磨痕，得到光亮无痕的镜面。将抛光织

物用水浸湿、铺平、绷紧并固定在抛光机上。启动

抛光机使抛光盘逆时针转动，将适量抛光液、洗洁

精水滴洒在盘上，将试样放在抛光机上进行抛光。 

经过这三步，就制作好了一个金相试样。将试

样用酒精冲洗后，用 3%的硝酸酒精腐蚀 5 秒，用酒

精冲洗后就可以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了。 

 

照片 6  放大 500 倍时的金相图 

（试样为 Mg-7Sn-4Al-2Ce 合金） 

 

制作金相的过程，每个步骤都要掌握好，因为

是镁合金，还要控制抛光时力度不能太大。制作好

的金相如果观察时看到明显的划痕，就要从细磨开

始重新进行磨样。这个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越着

急就越不容易得到满意的金相试样。 

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得到了满意的

金相图，在金相显微镜下漂亮的微观世界中，我们

觉得那么多努力都是值得的。同时也明白了在探索

科学的道路上，认真和耐心是多么重要。 



付诸实践 检验自我 
薛志超（指导老师：桑胜波） 

测控 110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科学研

究，这句真言同样适用。 

据项目开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我

们为后续的实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实施方

案的确立和材料的购买。对于这个项目，我们经过

反复的论证， 终确定了两个可行性较高的方案。 

 

 

照片 7  衣架机械结构 

 

我们的构想是一个全自动的、智能程度较高的、

可随太阳旋转和自动回收衣物的晾衣架。首先，其

主体是一个晾衣架，于是我们先从晾衣架着手。对

于一个晾衣架来说，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其机械结构。

我们的作品要求衣架要可以追随太阳旋转，这就要

求衣架可以跟随转轴转动。在第一套方案中，我们

采用了与老式火车车轮相类似的机械结构，先由一

个转轴转动，然后通过一根连杆带动其它的转轴转

动。在第二套方案中，我们使用了由传送带传送的

的方式。 

为验证这两套方案的可行性的实用性，我们先

用材料制作了两个简单的模型。通过对这两个模型

的实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一、这两套方案都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实验中，它们都可以让衣架

自由旋转，可以轻松地达成目的；二、第一套方案

要求很精细的结构，不然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而

第二套方案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三、第一套方案较

第二套而言要求更大的动力驱动，所损耗的能量较

多。 

综合以上三点结论，我们认为第二套方案更具

实用性,也更适合我们的项目。因此，我们 终确定

采用第二套方案。 

 

 

制坯 
陆杨婕（指导老师：程伟丽） 

成型 1002 

近的这一个月，我们继续在实验室里的进行

实验的后续操作，每个人的动手实践和分析的能力

都得到提升。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进行了制坯，

对 Mg-Sn 基合金铸态组织配比进行了分析。 

 

 

照片 8  粗抛光 

（左起：许智卓、陆杨婕） 

 

实验原理：我们进行的实验所用合金的主要成

分为 Mg-8Sn-1Al-xZn（x=1,2,3）代号分别为 TAZ811、

TAZ812 和 TAZ813。制备时先粗磨，然后按照以下

尺寸 400,1000,1500,2000,4000 的砂纸顺序进行打磨，

之后先后进入粗细抛光机抛光，在粗抛光时用 MgO

作为抛光液，细抛光则用水或者洗洁精，抛光后的

镁合金表面光洁，没有划痕，得到如镜面般光亮的

抛光面。然后用酒精洗净，吹干，浸蚀（用苦味酸

作为腐蚀剂浸蚀约 5s），用大量清水冲洗，酒精清洗，

后吹干。清洗干净后即可在显微镜下进行金相观

察并作截图记录。经过观察，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



金相组织呈花瓣状分布，并且可以看到二次相的弥

散分布以及一部分晶界。 

在之后的实验过程中，我们还将继续 Mg-8Sn 

基合金成分优化（Al、Zn、Na、Mn）、流变剪切挤

压（铸挤）工艺参数优化，（母液熔炼工艺参数优化、

流变剪切工艺参数优化）以及通过铸挤观察前后组

织演变表征等实验内容。 

在实验过程中，其实不是每一个金相都能制备

得符合标准。在抛光过程中，腐蚀过程中都会造成

损坏。抛光不足去不净划痕，抛光过度，腐蚀时间

长短，这些都会影响 后的铸坯在显微镜下的镜像。

在今后的试验中，我们一定会多下功夫，争取实验

的顺利进行。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刘婷婷（指导老师：续欣莹） 

自动化 1004 

在本月，经过激烈的讨论，我们策划了整个系

统的构架，查阅了大量文献，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日

程计划，自顶向下开始着手硬件电路的设计，按照

计划，在本月余下的时间里，重点在于 小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 

 

 

照片 9  单片机最小系统 

 

我们查阅了许多资料，征集了各同学与导师的

意见，我们决定选用 STC89C52 作为处理器来制作

本系统，STC89C52RC 单片机是宏晶科技推出的新

一代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单片机，指令代码完

全兼容传统 8051 单片机，12 时钟/机器周期和 6 时

钟/机器周期可以任意选择。它的性价比很高，我们

的本科课程主修了 8051内核单片机的硬件与外围电

路以及程序编辑，在本系统的任务条件下无疑是

好的选择。 

确定了处理芯片，我们查阅了 STC89C52 的数

据手册，得到了 小系统的电路，购买了电路所需

的电容，电阻，按键，STC89C52 单片机，40PIN 芯

片座，晶振，开关，USB 母口（用于 5V 供电），LED

（用于系统开关显示），排针，排阻，以及万能板，

紧接着是 小系统的焊接工作，考虑到 小系统需

要与 PC通讯以烧写程序，我们加设了 ISP下载接口；

并且加设了串口，选用串口芯片 MAX232 来完成这

个任务，为了使单片机能将采集的数据反馈给 PC，

我们加设了 11.0592MHZ 的晶振实现通讯，经过一天

的反复论证与不懈努力， 小系统模块焊接完毕，

我们用 简单的 LED 电路测试了 小系统的 4 个

I/O 口，全部工作正常，至此，按照工作计划，本月

的工作目标圆满达到，目前正在为下一个工作目标

做准备。 

相信按照既定的计划，我们的项目定能如期完

美的结题。 

 

 

复频超声钻及其陶瓷基板孔加工

技术 

王卓（指导老师：王时英） 

机制 1003 

12 月雏鹰团队主要工作可分为三部分： 

一、对复频超声钻头工作原理的继续研究 

继续学习研究国外先进论文中的原理公式，并在理

解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计算，将我们现有设备的基本

参数和设计参数代入公式进行迭代计算，逐步弄清

原理。在一个月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基本弄清国外理

论的思路，具体精确计算有待研究。本部分由姜毕

诚和周望康同学负责。 



 

二、对复频超声钻的基础装备--数控机床进行初

步探索 

由于复频超声钻需要对工件进行加工实验，所

以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机床，为此我们专门利用现

有设备进行数控化改造，现有设备包括华中一型数

控编程系统和控制系统，普通钻铣床，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驱动器。我们的目标是在钻头有了初步成

果后，将其与改造完成的数控钻铣床结合，用其替

代原有钻头，从而实现超声的数控加工。一个月来，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学习了数控系统的组成结

构原理，用万用表初步测量并确定航空接口中大部

分孔的功能，借助专业课课堂的学习和试验对数控

编程方法较熟练掌握。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弄清数控

控制系统各线路功能，为其在普通机床上进行改造

安装提供充分依据。 

三、对 oringe 和 matlab 软件的学习研究 

基于分析试验数据的目的和绘图需要以及迭代

公式的分析计算，我们需要利用相应的软件来解决

此类为题。基于此我们决定选用 oringe 和 matlab ，

利用 oringe 进行数据的记录总结，用 matlab 进行公

式的迭代计算，以在部分一原理研究清楚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迭代计算，用 matlab 进行分析以求得 佳

的自有质量块的质量和尺寸。对两种软件的学习工

作还在进行中。已经初步掌握了两种软件的窗口功

能，熟练应用仍需时日。 

相信我们实验组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

收获，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成功！ 

 

 

照片 10  测量航空插头接线口功能 

 

编者的话： 

成功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

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勇

于开拓创新的人们。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自胜者

强，自强者胜。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就需要我们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奋斗。 

 

 

混凝土阶段性制作 
王效渊（指导老师：杜红秀） 

土木工程 1004 

转眼间就到了学期的末尾，一方面要完成本专

业的学业任务，一方面要兼顾实验室的研究项目，

我们就这样忙碌而充实着。 

经过一个暑假加一个学期的努力，高温机制砂

的研究总算是有了点眉目，但是遗憾的是，与我们

一起奋斗半年的成聪华学长，因为要写研究生毕业

论文，实验室的任务便交接到学长手里。 

12 月 4 号，我们在实验室关于新的任务分配召

开了一次简短的会议，同时也是与新成员学长的一

次熟悉和交流。 

会议主要讲了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批运来的

材料所制成的混凝土试块，已进行了相关的实验测

试并记录了数据，杜老师准备再运一批材料进行下

一步的实验。同时也因人手不够的原因，需要我们

分别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阅高温机制砂的有关物理

性质的资料，比如高温机制砂混凝土的强度，弹性

模量等等，因为在这个领域，前人做过的很少，所

以更要求我们去多方面的搜集资料。在搜集资料的

时候，大家分头行动，既减轻了老师的一些负担，

提高了实验效率，大家也掌握了一些必要的信息， 



 

为日后的内容整理，数据分析奠定了基础。 

这是我们全力以赴的一次大学生实践创新活动，

虽然苦虽然累，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认真付出过，

就没有什么悔恨。 

新年新气象，希望过了今年，在下一年中出会

有令我们满意的成果。 

 

 

照片 11  安排混凝土计划 

（左起：柴松华 曹丽芳 吴少伟 杨营 王效渊） 

 

 

在规划中找方向 
任川兮（指导老师：李明照） 

冶金工程 1102 

已是 2013 年末尾，在这年的结束途中，带着些

许期待和平静，看充满喜怒哀乐的一年。就这样，

迎来了 2014 年，一切是那么的自然，我们在路上。

在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一年，我们时刻准备着。 

近来，项目组遇到了些问题，已经走到现在，

我们的实验也进行了好几次，可还是把握不住项目

进度，感觉到一些“盲目”。针对从太原富士康拿回

来的材料，我们开始尝试着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却发现并不这么简单。拿回来的材料有不同的规格，

其中复杂的铸件在实验中很难操作。同时，由于对

基础理论（材料表面工程）的深度理解与运用，设

计的实验方案比较简单。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联系指导老师，同时请实

验室师姐进行当面指导。从中发现，准备工作不到

位，导致于实验结果不理想。作为项目负责人，我

立即找来全体成员，大家开始讨论 近出现的问题，

分析原因，商量应对办法。讨论结果是我们之前定

下的实验方案没有充分基于理论，我们重新审阅了

项目计划，将部分计划进行新的规划。 

通过这次规划，我们找到了方向，并开始实施

方案。这一次犯下的错误，我觉得发现地比较早，

同时及时处理。这也给我们了启示：有了正确、实

际的规划，才会有高质、高效的学习、工作。 

 

 

照片 12  电子天平称量药品 

 

 

体感之“模块化”的尝试 

崔伟伟（指导老师：谢刚） 

自动化 1104 

一个月的时间在考试与研发中被分割。时间是

飞速的，进展是值得期待与鼓舞的。 

这段时间，我们逐渐开展了研发的第二阶段：

下位机的实现。我们利用Zigbee技术实现下位机各个

模块之间信息的交流。因为ZigBee是一种无线连接，

具有低功耗、成本低、时延短、网络容量大、可靠、

安全等优势。Zigbee作为智能家具开发的首选给我们

带来了很大的优势和便利。实现的过程中，我们需

要在单片机上，PC上安装一个ZIGBEE的收发器，通

过串口与收发器连接。这样，对于单片机和PC来说，

它们就是在串口通讯而已，不需要知道中间的媒介

是什么，只需要把串口的波特率之类设为与收发器

规定的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利用 小控制板做成三个独立的单元：电 



 

机控制单元（控制窗帘打开程度的多少，以适应不

同的需要、实现窗帘的开启和关闭），MP3播放模

块（控制MP3的开关、声音高低），控制灯光亮度

的模块（确保室内适宜光线)。我们利用不同的模块

来实现不同模块的功能。如进行灯光控制时系统功

能在控制与被控制之间完全采用无线连接来实现灯

光控制。我们的无线方式采用广播通讯模式，一个

模块作为“路由器”，其他模块通过无线模块实现与

路由器的交换。而相关技术实现程序的合适与否及

对程序的调试是一大难关。在考虑节约成本与实现

难易程度后，我们暂时考虑使用STC52以及a作为各

个控制模块的主控芯片。 

我们本来的构思是在一块模板上实现所有功能。

但考虑了实际情况及美观性、实用性，我们 终选

择了独立模块。如果后来时间充裕：我们将把上位

机控制的实现方式增加一种，通过用手模拟鼠标方

式控制所有家具。 

 

 

照片 13  讨论程序的调试与运行 

（白玉洁） 

 

 

美好的开始，全新的目标 

宋潞璐（指导老师：许春香） 
成型 1103 

不知不觉一个学期过去了，在这期间虽然有过

汗水有过痛苦，但我们还是收获了很多，学会了很

多。 

首先，我们小组与指导老师进行了沟通，讨论

了一下大概的项目流程，确定每周参与实验的时间，

并对我们每个人进行分工。同时指导老师也给我们

介绍了正在研究该课题的研究生，让他带领我们做

一些相关实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进入了铸造实验室，

在学长的指导下开始了一系列实验。由于实验室里

的炉子刚开始都处于关闭状态，为了让它能在我们

要用的时候达到预定的温度，所以进入实验室第一

个工作就是打开加热炉，进行预热。之后，进行配

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或称重所需的 Mg、

Sn、Al、Ce，或陪涂料，或研磨精炼剂，或刷坩埚，

或进行记录、拍照。在把原料、精炼剂等准备好之

后放入炉中进行干燥，还包括模具等。紧接着开始

往坩埚炉里加料。温度在 773K 时加入 Mg、Sn、Al；

温度达到993K时，开炉拔渣，搅拌加Ce，保温20min;

开炉继续拔渣，在 1033K保温 20min；降温至 1013K，

加 RJ-6 精炼剂，保温 20min。 

在这一切准备工作结束后，我们此阶段的任务

就接近尾声了。 后一步，进行浇铸。 

通过这段时间的经历，我们感触颇多。作为一

个团队，相互之间的理解、包容、帮助和信任都是

必须建立起来的，这样才能共同干好一件事。在做

实验时，要特别注意细节。还有就是在遇到紧急事

情时，千万要沉着冷静，不要慌乱，谨慎处理。在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会共同完成这份伟大而艰巨

的任务。 

 

 

照片 14  实验过程中的稀土元素——铈 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