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滴收获，甜在心间 

张娟(指导老师：赵志换） 

制药 0901 

从小与文字结缘，今朝与创新实验通讯结缘，

我很庆幸，也无比欣喜。时间总是遛得太快，转瞬

间大学生涯已过去一半，回首，自己在碌碌无为中

度过了。因为创新实验，因为通讯，因为作为一个

副主编，我的生活开始充实，开始丰富，开始多彩。 

我出生在农村，由于家庭原因，从小对电脑，

对软件接触甚少，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也一直

没有一个动力让我“狠下心来”去学习。这次作为

一个副主编，有很多知识需要了解，有很多技能需

要掌握，因为需要，我一点点开始学习，开始理解。

对于自己的能力有所提高，很是欢喜。在阅读其他

通讯员的通讯时，我了解了更多的知识，学到了其

他同学的一些方法，同时看到了其他组实验的进展

情况，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收获，都能对我自身的

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从小性格很内向，我不善与人交谈，不知

道该怎样与人交流，在作为副主编的这段时间里，

我发现在一点一点慢慢地改变了，我不再是以前那

个，同学们眼中的书呆子了。因为这个平台，我认

识了很多同学，结识了不少朋友，开阔了眼界，特

别是那一次次的讲座-——像清泉一样流过我的心

田。在参观常老师的实验室之后，我开始对自己有

了一个合理的定位，明白了大学不应该只在自习室

度过，也不应该浪费在其他无聊事情上的。俗话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如此一大批优秀同学中，

我相信将来我也会不错的。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时光短暂，感谢点缀我

生命里程的光韵。在通讯相伴的日子里，点滴收获，

一生受用。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进步着，快乐

着。 

     
            照片 1  副主编 张娟 

认识与改变 

刘根伸(指导老师：乔记平） 

应物 0902 

有幸能成为这期通讯的副主编，我觉的这一职

务对我的改变非常大。之前那个只沉浸于球场上奔

驰的我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全面学习

的我，这期间我不仅仅学会了图片、文字的编辑与

排版，更学会了如何与学长们的交流。让我感到自

豪的是能有机会

向常老师的研发

生请教问题，从

而接触并了解这

个最优秀的团

队，认识的东西

多了，才知道原

来自己学的知识

是那么的少。在

以后的学习生活

中，不再仅仅学

习课本上的东

西，要努力学习

更多的课外知识。  

照片 2  副主编 刘根伸 



 

 
编者的话： 

团结奋进的团队，能够培养良好风气的速成；

能使学生的心胸开阔，提高他们的成绩；还能够健

全队员人格，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在努力进行开

拓创新时，开拓者的一生难免有失败的纪录，但是

凭着永远进击，不屈不挠的拚搏精神，他们终能如

愿以偿，高唱凯歌。  

 

心态战胜一切 

程莉(指导老师：韩志军) 

工程力学 0801 

我们已经用 UG 完成了模型的制作，也分析了

一些相关的问题，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 ANSYS

进行仿真实验，然后对模型再加以改进，以期获得

更精确的实验数据来应用于实际生产。但是我们的

组员对 ANSYS 软件都不是很熟悉，因为 ANSYS 软

件是我们大四才要学的专业课，现在一点也没有接

触到，所以实行起来就比较吃力。当然了，无论做

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最主要的是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然后如何去克服困难！ 

这个期间，我们组员分工明确，有的正在自学

ANSYS，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会去向老师学长学姐虚

心求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有的正在为后续工作

做准备，我们的项目是高层建筑模型的制作和实验

研究，既然是建筑模型的制作，就必须要考虑建筑

方面的问题，比如地震作用对建筑的影响，地震作

用分为纵向荷载和横向荷载，结构会遇到水平振动，

竖直振动和扭转振动的作用，还要考虑以多大的固

有频率和多大的振幅如何施加在模型上；挨近建筑

的路面的动载荷也会对建筑产生共振的影响。我们

是一个团体，一个大家庭，我要感谢团队成员的起

早贪黑、不辞辛劳；支持理解、肝胆相照；献计献

策、共同促进！ 

    

照片3  项目组全家福 

（左起：席志强，孙召杰，张越，陈相宇，程莉） 

实验进度 

张文军（指导老师：王杜斌） 

冶金 0801 

车轴是铁道车辆走行部的重要部件, 其质量状

态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安全。抓产品质量， 首先应

从源头——钢坯抓起。 

冶炼设备的先进，冶炼技术的提高是保证钢坯

质量的重要条件标准中明确规定，钢坯应为真空脱

气的优质碳素钢为此，限定有害气体[H ]、[O ]及有

害元素P、S的含量同时, 要求降低钢中高、低倍组

织缺陷, 提高钢液的纯净度, 降低钢坯发纹、裂纹率, 

提高钢坯内在和表面质量。 

车轴在服役过程中， 主要承受疲劳载荷的作

用，采用疲劳强度作为判据更为合理， 但因疲劳试

验费时、费力、较为复杂，不宜作为批量产品的商

品检验指标，各国车轴标准都以抗拉强度作为主要

的技术参数。晶粒细化不仅能提高强度，增加车轴

材质的韧塑性、降低韧脆转变温度， 提高超探透声

性， 而且可有效防止微小裂纹的扩展。 

    由于本实验的难度比较高，再有专业知识的局

限性，对许多实验器材的了解及操作不够成熟，例

如钢坯的焊接：焊接对操作要求比较高，还带有一

点危险性，对小组成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困难，但

我们在几位学长的指导下，慢慢熟悉了流程，虽然

还不很令人满意，但每个人都收获不少。另一个问



题就是干锅炉的加热锻造了，刚开始我们对此一窍

不通，要学习好多的基本知识，比如如何控制气压，

真空度，开炉前怎样调节物质的比例，以及何时通

入惰性保护气体等，实验前期的准备工作无疑成了

我们的一个大难题，于是再请教了老师以后，我们

先花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去记住这些理论知识，接着

在学长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照片 4  同学们用 PPT 讨论实验问题 

(左起：赵奇 张文军 牛文杰 王老师 张雪芳) 

在探索中前进 

韩龙生(指导老师：樊保国) 

热能 0802 

我们研究的课题是用于脱硫的金属镁渣改性实

验研究，随着环境污染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

出，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大，我们切实

感觉到课题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为了得到第一

手的实验镁渣，3 月份我们师生一行 8 人去到了位

于山西交城的山西泛镁厂，其间参观了镁厂的各个

生产环节，在老师耐心地讲解下，我们切实全面地

学到了提炼镁的相关知识。 

实验室的第一步工作是对镁渣进行筛分，虽然

工作很繁琐劳累，每个组员还是以苦为乐，坚持把

镁渣筛完。然后开始进行脱硫实验，根据一些能查

到的相关资料的指导，我们首先假想镁渣中含有氧

化钙、氧化硅和少量氧化镁等成分。在进行完实验

算得的脱硫效率很低，所以我们又进行了若干次重

复试验，效率依然不高。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开始

猜想镁渣中的几种成分是否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了某种新的物质，从而影响了实验结果。在经

过一系列的假设及实验分析排除后，新物质可能性

最大的是硅酸钙。接着我们又开始通过实验制得纯

的硅酸钙进行实验脱硫，效率提高很明显。就在我

们最迷茫纠结的时候，老师给了些宝贵的指导，在

克服了很多困难后，我们用仪器对镁渣进行了元素

分析，确定了镁渣的成分中确实含有硅酸钙。至于

为什么纯度较高的硅酸钙与镁渣的脱硫效率有很大

的差距，我们也正在进一步研究探索中。 

我们的感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自己的

想法，才能让我们向真理更靠近一步！ 

 

 

照片5  项目组全家福 

（左起：王超，贺婷婷，乔晓磊老师，樊保国老师，

郑仙荣老师，杨靖，周挺，韩龙生） 

 

走访玻璃仪器加工厂 

张惠捷（指导老师：薛永强） 

应化 0801 

为了在本学期能有足够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课

题，我组多数成员在2月22日（开学前一周）到校，

负责人召集我们开了几次会，总结了上学期的工作，

并讨论了本学期的实验计划。 



    目前，我组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实验装置的问题。

从上学期开始，经过老师的多次指导和我们的多次

改进，终于确立了一套实验装置的设计方案。从装

置宏观的形状大小到细节的内部结构，我们都进行

了较全面的考虑。我们暂定装置的主体材质是玻璃，

电极材质是钢丝网。于是，我组决定联系生产厂家。

我们找到了一家玻璃制品生产厂家，亲自去跟技术

人员交流了我们的想法，再结合我们做的装置三视

图，他大概明白了该装置所能达到的分离目的和要

求。不过，具体做法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实践。这给

我们的课题带来了光明。我们将积极配合技术人员，

提供所需的原料和材质等。期待我们精心设计的装

置能够顺利诞生！ 

 

    

照片 6  虚心请教 

（左起：工厂技术人员 梁涛） 

破冰而行 

王高明（指导老师：赵涓涓） 

软件0902 

听到了窗外绿叶的摩挲声，就知道已经进入了

初夏，尽管空气有点干燥，但初夏的浮躁丝毫没有

阻挡我们项目组成员的学习热情。我们在快乐中如

饥似渴地学习着。 

我们的课题是基于语义的图像检索系统中图像

识别算法的实现。说简单点就是解决图像检索系统 

的最核心的识别问题。项目的起源于现有的图像识

别是基于图像的标注信息的，因此存在很大问题，

如不能将语义与图像间的鸿沟来连接起来，需要浪

费大量的时间对图像进行标注。而基于语义的图像

识别算法则可以对图像的语义进行直接转换为图像

的颜色、边界、纹理等特征。举个例子，当我们的

系统对一个图像进行检索的时候，如果判断图形的

边界是圆形的，颜色是红色的，那么就基本上可以

判断它是太阳或是乒乓球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最简

单的情况，实际的情况远远比这要复杂。 

由于我们现有的对图像处理的了解还很少，因

此近期我们分配了任务，分别去学习图像的颜色、

边界、纹理、程序界面等方面的知识，并定期交流

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使其他成员可以很快地掌握这

些知识，并且在主要的论文网站搜集相关的论文，

然后下载下来进行学习，由于很多词汇都是陌生的，

我们只能在学习中慢慢去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继

续去学习论文。就这样，我们的项目依然在有序地

进行着。我们坚信，我们有能力去学好它，最后通

过研讨和改进，能够得到一套比较满意的图像识别

算法，最终快乐圆满地完成项目。 

 

 

照片7  项目组全家福 

(左起：强彦老师 胡桂海 赵涓涓老师 王高明 王海

波 王晋) 

 



 

 

编者的话： 

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照片中，我们深切感受到

他们的喜悦与逩发着的对创新性实验的热情，他们

有着勃发的创造力，他们是时代的精英，他们汇聚

一堂，共同谱写着创新的美好篇章。 

实践与学习并重 

马庾卿（指导老师：马麟） 

机械0908 

本组的实验项目是机器实用部件的拆装，我们

选择了重庆川龙生产的排量为100的摩托车发动机

（汽油机）来完成实验项目。该实验的目的是通过

对摩托车发动机的拆装以达到了解其内部结构，学

习并掌握摩托车发动机原理，同时在拆装过程中努

力发现并改进目前拆装工艺的缺陷。 

 

 

照片 8  我们的实验对象 

本实验重在学习与实践，在扎实学习与认真实

验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本实验小组的实验目前还处

于起步阶段，我们还未对摩托车发动的内部结构有

过深入了解，刚开始难免有些迷茫，通过查阅资料

和到摩托车配件市场的调查，对购买实验所需要的

摩托车发动机有了很大帮助。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

是对发动机拆装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小组成员分

别查阅有关资料，比如 《机械拆装工艺与技术训练》

以及网上的相关资料，同时我们也在学习将来要用

到的相关软件，比如PPT，Auto CAD, SolidWorks等。

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为以后拆装过程做足准备，尽

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pH 响应型智能微凝胶的制备 

丁力扬（指导老师：申迎华） 

化工0801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一年成长的开端同样

是上一年收获的总结，回想从去年创新实验开题时

的迷茫到现在做出阶段性的成果，我及小组成员都

感触良多，下面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智能微凝胶也

和大家分享一下实验中的感触。 

凝胶及凝胶现象在大自然中普遍存在而且结构

复杂，生物体的大部分由含水的柔软的凝胶状物质

组成。微凝胶可定义为一种分子内高度交联且具有

胶体尺寸的聚合物粒子，通常以胶态形式溶胀于一

定溶剂。它是有独特物理、化学性质的聚合物网络

和溶剂组成的体系，高分子网络的交联结构使它在

溶剂中不能溶解而保持一定的形状。目前，凡是粒

径在50 nm～5 µm之间的凝胶粒子都可称为微凝胶。

智能微凝胶是当今凝胶研究的热点，主要有pH响应

性和温度响应性两种。利用其在不同环境下的凝胶

状态可供人体药物携带，组织工程，生物物质分离

等应用。本课题主要根据胶态微凝胶的储能模量可

达1700 Pa以上，表明其力学性能良好，可做为生物

材料应用而制备和研究一种pH响应性微凝胶。 

微凝胶的制备：不同单体比（nHEMA: nMAA）

具有不同的凝胶性质，故本小组在制备了nHEMA: 

nMAA分别为5:58:2,4:6等不同单体比的凝胶样品。

由于制备方法相同，只是单体摩尔比的不同，故现

以nHEMA: nMAA=8:2的凝胶制备方法为例，将

2.588 g甲基丙烯酸乙酯（HEMA）、0.409 g甲基丙

烯酸（MAA）、0.03 g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MBA）

和6.5 ml的蒸馏水，配制成单体质量分数为30.0%的

水相；然后将5.103 g 乳化剂A和2.828g乳化剂B（即



此体系的最佳HLB值时两者的量）加入到30 g异辛

烷中形成油相；把水相和油相混合均匀透亮，移入

温度保持在30℃左右的聚合管中，通氮排氧30 min，

加入基于单体总质量1%的(NH4)2S2O8和NaHSO3

（两者的质量比为2:1）的氧化还原引发剂，体系在

引发剂加入瞬间变得半透明，表示聚合反应已经开

始；反应持续4小时结束，待体系冷却至室温后，用

丙酮作为沉淀剂，将产物沉淀出来，同时除去异辛

烷、乳化剂、HEMA的均聚物等油溶性杂质； 再用

透析袋透析一周，以除去水溶性的乳化剂、未反应

的单体、MAA的均聚物等水溶性杂质；最后离心、

干燥、研磨，得到纯净的nHEMA:nMAA为8:2的白

色微凝胶样品。 

成果收获与后期计划：本小组已经完成微凝胶

的制备并且完成了对凝胶性能的初步测试。正如常

教授说的，创新实验要重视过程。在实验阶段我学

到了很多课堂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文献的阅读，

小组团队式学习。通过创新实验的平台，我及小组

成员初步了解到了科研的一些方法，领悟到了以前

课堂瞬时解决问题和试验中马拉松式解决问题的不

同。今后的本小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已得凝胶样品

的pH响应范围的具体实验，利用电镜，分光光度计

等仪器对其凝胶进行分析，推测凝胶化机理。 

 

 

照片 9  项目组全体成员 

(左起第一排：丁力扬 班倩 申迎华老师 张召小 刘

海波) 

(左起第二排：李争锋 秦晋钰 常盼盼) 

     用汗水浇灌知识之花 

黄羽（指导老师：杨玲珍） 

应物 0902班 

时间如指缝间的水，匆匆流过。转眼间，半年

已经过去了。回想这段时间里的苦与乐，我们会心

一笑。想想去年冬天的情形，我们感触颇深。作为

刚上大二的学生来说，缺乏专业知识，基础知识又

比较薄弱。但是，对于怀揣着梦想的我们来说，这

些不仅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反而激励着我们更加努

力学习。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一个冬天学习，

我们的基础知识储备阶段，告一段落。 

我们组的任务就是研发一个连续可调的高压直

流电源。高压直流电源广泛运用于工程和实验研究，

如静电除尘，医用 CT 机，直流耐压实验，雷达发

射器等。 

该装置主要由降压电路、控制电路、升压电路

三个部分组成。其中降压电路的作用是为控制电路

提供恒定的直流电压；控制电路的作用是控制升压

电路的输出电压，它是该实验装置的核心，也是我

们要攻克的难关；升压电路是完成最后的过程，即

把电压升高到几百伏、几千伏，甚至是几万伏。 

    又是春暖花开时节，伴着万物复苏的脚步，我

们的实验室也进入了新阶段。为了提高项目开发的

效率，我们进行分工式学习和开发，具体分工如下：

刘根伸负责电路图、PCB 板的绘制，黄羽和孙斌负 

 

 

           照片 10  我们的团队 

（左起：黄羽、唐鹏飞、乔记平、王建花、刘根伸） 



责电路原理的分析和设计、程序的编写，王建花和

唐鹏飞负责 labview 的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一一克服了。虽然学习任务比较重，但是

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因为我们相信，在汗水浇灌

下成长的知识之花是最美的。 

 

 

 

编者的话： 

在进行创新性实验项目的过程中，大家感触良

多，有迷茫有顿悟有成长，哭过笑过累过最终大家

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心灵感悟，给我们一启示，

最重要的是给自我的心灵留下成长和成熟的痕迹。 

我们在成长 

郭中雅（指导教师：董宪姝） 

矿物加工0902 

上学期伊始，创新性实验的开展使我们组建了

我们的团队。实验之前，我们认真地听取了指导老

师董老师意味深长的话语，她告诉我们，要认认真

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做事，不仅仅是

做实验，做其他事情更是一样。使我们感受颇深。

接着董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师兄师姐们创新实验的精

彩历程。那时的我们对实验的内容尚没有多少了解，

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向往着、憧憬着“神秘”的实验。 

初做实验时，我们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分工，

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不知道实验数据范围应如何确

定，不知道实验仪器该如何正确使用，不知道怎样

正确的配制絮凝剂，在师兄师姐的帮助下，慢慢的

熟悉了实验过程。但是问题还是频频出现，其中一

个问题是：在等量等浓度煤泥水加入等量的絮凝剂

并进行同样的处理后，测得的沉降速度以及吸光度

却不同而且差距很大。我们十分不解，通过请教老

师以及查询资料找到了错误的根源。是因为配制的

絮凝剂不均匀，而少量的絮凝剂就会对实验造成很

大程度的影响。并且了解了配絮凝剂的烧杯需清洁

干燥，否则絮凝剂会粘到烧杯壁上影响其溶解和浓

度。以后的实验中我们严格遵循絮凝剂的配置规则，

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次解决问题的经历，我们

认识到要多查资料，并且不要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通过做实验我们还体会到组内成员间的相互配

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认认真真

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拖团队的后腿。另外，团队

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帮助也十分重要，因为实验

是一个有机的紧密关联的整体。做实验使我们感受

到了团队合作的巨大力量。 

伴随着实验的进程，听取了常晓明老师开展的

精彩的系列讲座，我们收获颇丰。认识并且学会如

何操作运用许多软件，比如我们用会声会影制作了

视频短片、用Origin软件绘制了实验曲线图，能直观

的观察数据的变化情况等，对实验有很大的帮助。 

半年多的实验过程中，有曲折坎坷，有成功欢

笑，我们的团队进步着成长着。在此我们要特别感

谢精心指导我们的老师以及师兄师姐，感谢学校为

我们搭建的创新实验的平台。我们决心继续认认真

真、踏踏实实完成实验未完成的部分。 

让青春放逐出自己的思维，让它驰骋在大自然

纷繁的境地，回旋在物质的深层结构，奔波在宇宙

无限的区域。那么你会为之迷恋，为之振奋！ 

 

 

照片 11  项目组全体成员 

(左起：马挺 杨瑞 董老师 姚老师 武雅楠 

郭中雅 王浩) 



迷惘·探索·成长 

       于洋（指导老师：杨毅彪）  

    光信0901  

古语云“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用在刚刚开始实

验课题的我们身上实在贴切。像大多数刚刚接触大

学生创新实验的同学们一样，最初的我们对实验课

题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的研究课题是《光子晶体缺

陷的滤波特性》，是光子晶体性质的研究与应用的

结合。虽然实验的内容和我们的专业有一定的联系，

可对于刚刚上大二的我们来说仍然非常陌生。从原

理、方法、到目的，都是由陌生的名词和符号堆积

起来的更加陌生的名词和句子，这是我们遇到的诸

多问题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让我们感到迷惘，无

从下手。 

由于我们在光子晶体方面的知识的匮乏，杨老

师建议我们从最基础的做起，首先了解实验原理。

所以第一阶段我们的计划是熟悉晶体方面知识。为

了尽快了解光子晶体的性质，我们小组通过书籍、

网络等多种形式收集了许多相关资料，杨老师也组

织了多次交流会，以小组作报告的形式帮助我们尽

快熟悉实验内容。 

第二阶段，我们进一步学习了相关应用软件的

应用。我们所使用的软件是RSoft Photonics CAD 

Suite,是一款通过改变晶体参数计算晶体近代出现

的位置与宽度的软件。通过改变晶体的填充比、晶

格形状、磁导率等参数以得到宽度最大的光子禁带。

实验中，为了研究各个参数对禁带大小的影响，每

人负责改变一个参数变量，找出最佳禁带参数。在

这个过程中，费宏明老师指导了我们的研究方向，

使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实践就没有真收

获。创新实验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动手动脑能力，更

重要的是实验过程是对我们综合能力的提升，品质

的培养，使我们把握好自主独立与团结协作的关系。

查阅资料、整理素材、集体讨论、不断实验，这一

系列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很多，成长了很多。 

在创新实验这条路上，我们艰难的开始了，努力的

走着，并会一直努力走下去；在这条路上，我们付

出了，收获了，成长了，并会一直成长着。相信我

们会越走越好，新的突破就在不远处。 

    

照片 12  小组研究 

（左起：刘重斌 田东康） 

梦想，从这里开始 

吴菊英（指导老师：朱晓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903 

都说大学里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能够成为创

新实验小组组员的我真的是感到好荣兴。在此，我

真诚的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去

锻炼自己。 

我们小组研究的是农业复杂自适应搜索模型，

它是以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为基础，将搜索引擎

系统构建成一个多 Agent 社会，各个功能 agent 能

够与环境以及其它 agent 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

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

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再者就是结合农业领

域本体，利用领域 Web 数据库网页特征，完成 Web 

领域数据库自动发现和自动分类。最后我们将构建

面向农业主题的数据仓库，并且开发农产价格趋势

分析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好的信息支持。 

都说途中的风景是最美的，这一路走来也确实

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刚接触的时候，由于所用到

的知识闻所未闻，大家都无从下手，感到很迷茫。 



可是老师并没有给我们施加压力，而是很认真

的教导我们，尽可能的为我们提供帮助。就这样在

“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不断循环中，我们一步步

学习着，进步着，痛并快乐着。 

总之，在这次创新实验里，我们不仅提高了自

己的思考和动手能力，而且还培养了我们的责任心

和自制力，更深刻的明白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相

信这一切都会授益于我们以后的生活。最后希望我

们的实验取得圆满成功。 

 

   

照片 12  我们的全家福 

(左起:段志宇 魏成坤 吴菊英 李亭 贾炅昊) 

 

 
 

编者的话：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

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

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

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

不会给懒汉。通过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再困难的

路虽然崎岖，我们也能在相互的帮助下，最终到达

胜利的终点。齐心协力是我们成功的密码，是我们

取胜的宝剑，有了它，一切困难都会变得渺小，我

们的胜利就在前方。 

 

搜索入口的阳光  

郭艳秋（指导老师：宋桂珍） 

机械0801班   

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已经很久了，我们怀着无

比期待的心情，终于等来了三月初的创新实验启动

仪式，从此我们可以学以致用并进行探索和创新了。 

人说万事开头难，真是不假。实验的刚刚开始，

我们就陷入了困境——从哪里入手？听说遥远的地

方有一片美丽的桃花源，那里融汇着各种知识，有

我们学过的，更有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那里也

有好多专业的学着，他们能给我们点拨辅导，教给

我们按着什么顺序采样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可是，

那桃花源的入口却似乎是对我们关闭的，一时间，

我们闯入了迷宫，任凭我们东撞西撞也找不见桃花

源的入口。 

于是，四月三号，我们驾驶着船只，载着我们

的目的、疑惑和问题，从理工大学起程，寻找桃花

源的入口。 

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船载的目的，也就

是我们的实验目的。在食品行业中，我们可以采用

齿轮泵来泵送面糊糊，由于食品的腐蚀性，因此，

对齿轮泵的材料就有特殊要求，因此齿轮的材料要

选择不锈钢。为了得到大的排量，齿轮要做成大模

数小齿数的。又由于采用范成法加工齿轮时，齿数

不能小于17，否则就会出现根切现象，影响齿轮的

强度，再加上不锈钢材料具有黏刀现象，不利于排

屑，因此，我们采用线切割的方法进行切制齿轮。 

工人师傅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线切割机： 

    1.工作原理：是利用连续移动的细金属丝（称

为电极丝）作电极，对工件进行脉冲火花放电蚀除

金属、切割成型。 

    2.加工条件：1 必须使工具电极和工件保持一

定放电间隙，通常约为几微米至几百微米，如间隙 

过大，则几件电压不能击穿几件介质，因而不能产

生火花放电。2 火花放点必须是瞬时的脉冲放电， 

放电延续一段时间后，需停歇一段时间，放点延续 



时间一般为1~100µs，使热量来不及传到扩散到其他

部分，否则会是表面烧伤而无法用作尺寸加工。为

此，电火花切割必须采用脉冲放电。3 必须在一定

的绝缘介质中进行，例如煤油，皂化液或去离子水

等，以利于产生脉冲性的火花放电，同时，液体介

质还能够起到排屑的作用。 

3.使用范围：适合于任何难切割的材料，可突

破传统切削加工对刀具的限制，用软的刀具加工硬

的工件甚至可加工金刚石，立方氮化硼等超硬材料。

也可加工特殊及复杂形状的表面。不过只能加工金

属等表面。 

    回来后，我们开始选择齿轮的基本参数，老师

已经将基本参数给我们，要我们验算一下是不是正

确，合不合理。这下可遇到难题了，不知老师是不

是在考验我们。我们算的几个参数都和老师不同，

还有，老师的变位系数为啥选择0.4也令我们百思不

得其解，于是，我们把我们遇到的问题发给了老师，

等待她的回应，遇到的问题： 

1.机械原理课本上说对于不等变位齿轮传动，

齿顶圆直径为：
aiiai hdd 2 ，其中，齿顶高

myxhh iaai )( *  ，算出的齿顶圆直径为

50.604，画出的齿轮顶部就较以52.800为齿顶圆画出

齿轮顶部平。为什么不用上述公式计算？ 

2.套用机械原理公式，这样算下的最小变位系

数是0.6。为什么可以选择变位系数为0.4，变位系数

是否还可以再改变,及重新选择？ 

3.用线切割加工的齿轮能否达到所要求的光洁

度？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和热处理？是否需要

考虑为此留有余量？   

4.齿数、模数选为6的原因是什么？ 

老师的回应还未收到，我们还在努力地进行探

索。在事情的开始就遇到如此多的难题，我们都似

乎有些气馁，不过，大家都相互鼓励，在我们的共

同努力下，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的，我默默地在心

中祈祷，祈祷我们能早日找到到桃花源的入口，见

到从中撒射的阳光，在其中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照片 13  了解线切割机相关知识 

(左起：仝勋伟 郭艳秋 赵王飞 技术人员白师傅) 

实验进行中 

牛瑞丽（指导老师 曹晓卿）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902 

不知不觉地我们的创新性实验已经开始几个月

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走过了最初的欣喜与茫然，

收获了沉稳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明确了前进方向。 

我们的项目是手机外壳冲压模计算机辅助设计

及模型制作，主要完成如下任务：1.手机外壳冲压

模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2.制作一套手机外壳冲

压模具模型和手机冲压模型；3.手机冲压模动作过

程仿真模拟。我们的项目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由于掌握的专业知识少，我们首先

要进行知识储备。在这一阶段，由于是刚刚接触这

方面的知识，我们每周都组织一起学习关于冲压工

艺与模具设计方面的知识。在学习中，我们相互交

流、讨论，并定期与指导老师曹老师进行沟通交流。

曹老师还给我们制定了学习方案，对我们的学习有

很大帮助。第二阶段是模具设计阶段，目前正在进

行中。根据选定的手机外壳的形状尺寸，制定了几

套工艺方案，根据工艺分析，最终选定方案为连续

模。在这期间我们查阅资料，收集数据，进行计算，

确定模具结构等等。我们在慢慢的摸索中前进，期

间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在老师的指导和我们的不懈

努力下，问题慢慢得到了有效解决。现在我们正在



进行这一阶段的最后的工作，利用Pro/e作模型的三

维工程图及零件图。在接下来的第三、第四阶段中，

我们将用塑料板和金属进行模具模型的加工和三维

动画的制作。 

随着工作的进行我们对专业知识的认识逐步深

入，从开始的懵懂，到现在算是有了初步了解，相

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会收获更多。由于实

验一开始的阶段我们做的大多是查阅资料，设计工

艺方案，缺少动手能力，不免觉得有些枯燥，但我

们仍积极面对，从中找到乐趣。在接下来的试验中

我们将会自己动手进行制作，相信会更激发我们的

兴趣，我们会努力地完成好我们的创新实验项目，

勤于动手，反复探索，稳步前进。 

 

 

照片14  曹老师在为我们做指导 

(左起：郑磊 鲍亮亮 曹老师 徐平平 牛瑞丽)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赵晓姣（指导老师：吕玉祥） 

应物0802 

我们的创新实验启动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通过我们不断地学习与努力，实验有了较大的进展，  

我们的实验项目是输电线路山火监测系统。在

寒假里，我们进行了基础阶段的学习：学习了Protel

绘图软件，研究了几个典型的电路，学习了DSP.这

一阶段，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 

首先，我们在面包板上实现了温度的测量及显

示。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可是插上温度传感器

DS18B20后，数码管上的数字却怎么也显示不出来。

我们重新检查了电路，查看了数据手册，却还是找

不到错误，无奈之下我们找了块儿开发板进行验证，

最后发现这个18B20是坏的。实验真是容不得半点马

虎啊！任何小的错误都会导致实验的失败。其次，

小组的其他成员进行了烟雾传感器的研究，无线射

频NRF24L01的调试，电路原理图、PCB图的绘制，

以及图像差异分析的理论学习，下一阶段准备进行

图像的采集与无线传输。我们小组成员分工合作，

每个人各负责一部分内容，尽可能的发挥每个人的

长处。大家在实验室做实验，也会定期在吕老师的

指点下进行模拟演讲，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照片15  NRF24L01的调试 

 

输液监测创新实验的进展情况 

秦 猛（指导老师：萧宝瑾） 
通信0801 

自开学以来，我们积极地展开了输液监测创新

实验的进程，在我们信息工程学院萧宝瑾教授为我

们定期主持会议，汇总我们各个创新性实验小组的

进展情况。 

    首先，我们已经完成了采用红外线发光，利用

光传感器实现对输液过程中，时时监测输液情况，

提取液滴信息的实验。基于上学期的完成情况，我

们开始把电路板做成PCB板，提高实验电路的稳定

性，并且开始重新测试此电路板，为我们实验成果



做准备。 

其次，由于我们实验过程中，要利用MSP430

实现对我们实验装置的监测和程序控制，所以，开

学以来，我们一直在学习MSP430单片机，并且打算

完成对我们实验程序的调试，实现对于液滴监测的

数字化和液晶显示。 

再者，我们也正在准备学校的中期检查工作，

我们制作了PPT演讲稿，对我们的实验进展和取得

的成果进行展示，准备接受学校的检查。 

最后，我们计划这学期完成我们的实验，并且

把我们的实验制作成成品，申请专利。与此同时，

撰写相关的论文，争取发表。 

 

 

照片 16  项目组全体成员 

（左起前排：孙永娇 萧宝瑾教授 刘文远 

左起后排：秦萌涛 秦猛 马纪琴） 

 

不懈追求 
聂涛（指导老师：梁国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908 

我们的实验项目名称是“脉冲能量的测定方法

与实验研究”，冬去春来，我们的实验项目立项已

经几个月了。我们的项目小组经过最初的对实验目

的的理解，在漫长的寒假中我们的小组成员没有遗

忘我们的任务。我们的项目小组经过最初的对实验

目的的理解，查阅相关实验资料和相关的实验原理

的论证阶段，现在已大体设计出了实验的基本方案 

并且确定了所需的能够满足实验要求的材料的相关

性能参数。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运用各种信息资

源寻找符合实验要求的实验仪器、测量工具等，并

充分利用我们的课外时间去走访太原本地的机电市

场经销点。比如两周前的星期一我们就用课外时间

到太原市新建路的电子器材市场去购买了实验所需

的fluke17B万用表,并且还购买了实验需要用到的

内置电烙铁加热芯等器材。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详细查阅相

关资料及仔细对比后选定所需购买的仪器，然后尽

快利用课余时间去购买。在实验器材购置完毕之后，

开始搭建实验平台。 

参加这样的创新性实验项目对我个人来说可算

是获益匪浅。它不仅使我们的所学的知识终有用武

之地，在实验过程中让我们增强了对专业理论知识

的理解，并且在实验的过程中增强了我们自身的团

队合作意识，也增强了我们的社交能力。在实验中

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我们经验有限，接触

的材料不多，在确定了实验材料的相关性能之后不

能很好的确定最合适的现有的仪器及测量工具，有

时我们对实验的设计过于理想化，没有充分考虑经

济因素。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只得去求助我们的指导

老师和相关专业的其他老师来给我们一些宝贵的选

材建议，然后在考虑多方面因素后确定合适的器材。

到目前为止实验项目的进行给我的感受是我们欠缺

的还很多，或许我们能很好的求解出书本上一道道

的题目，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

样简单。难得不是我们是否会在给定的相对理想的

条件下算出结果，而是在此之前对问题的理解分析

以及构造在条件允许下的最优解模型。所以我们以

后在学习中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题，而应该学以致用，

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我们在努力，我们会更努力，我相信我们的项

目实验会在我们的努力下能有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我们对将来实验的成功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因为我

们会为之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