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实验进行到底 
电子信息工程 0703 班 

王方媛 

和煦的春风吹走了寒冬，春的气息已经散漫

校园，大地万物都焕然一新。转眼间，我们的实

验也走入了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为实验做

了积极的准备，我们查找资料然后进行实验研究。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经渐渐熟悉我们的实验，我

们上网查资料、向辅导老师请教，之后我们亲手

实践争取将最好的实验结果做出来。就这样我们

组的成员一直在为我们的实验努力着。在过去的

日子里，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组员在实验室一起

查资料，一起改程序，甚至在节假日我们组员的

身影都会出现在实验室。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这

个实验的最后冲刺，我和我的组员一定会努力的。 

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使我们受益匪浅，首先

我们对于实验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的成功不仅仅需要聪明才智

更加需要毅力与恒心，如果不是毅力与恒心我们

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和这么多的喜悦；合作也非

常重要，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五个人分成两

组，一组负责信息的采集，另一组负责信息的处

理；一组侧重于硬件设施的研究，另一组负责软

件程序的调试，我们分工明确，任务计划详细，

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的成果，为此我们懂得了团

结就是力量。在实验中我们了解了科学，我们收

获了知识；在实验中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

成长一起进步。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发现了我

们很多的不足之处，一件事情要想做好，那是需

要我们有很宽广的知识面，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

并且还要有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在这个实验中

我们都表现出来的共同缺点是：我们的知识面一

般偏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动手能力也很有限。

所以我们今后要在这几方面加强训练，丰富自己，

完善自己。总之我们在实验中收获了知识收获了

快乐。 

 

照片 1  开学大家一起讨论实验进展 

（左起：王方媛 郭贝贝 张冉 庞芳弟） 

 

在这次实验过程中经过我们全组成员的努

力，我们终于将实验做出了比较好的结果，我们

的视频监控设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模型，可以

在一方进行视频的采集和处理；另一方收到数据

之后可以进行显示。除此之外我们收获更多的是

如何学习，如何研究，如何合作。这个实验对于

我们来说是很新奇的，我们要想将这个实验做好

就必须对这个实验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就是一

次学习的机会，我们通过很多的途径去了解相关

的知识，我们上网查资料，去图书馆翻阅相关书

籍，去向了解这些知识的学长请教，通过这些途

径我们已经对这个实验有了一定的了解。对这个

实验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就要动手去实践，这



 

其实是一次将理论变成实践的过程，我们不能生搬

硬套，我们必须将他们变成对我们的实验有用的东

西。剩下的就是合作了，十个指头只有抱成拳头才

有威力。我们组的成员在实验中分工明确，联系紧

密，我们合作的很愉快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合作还很

有效率。这些都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新的阶段即将到来，我们要总结过去，为我们

接下来的工作做好准备。我们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要继续在网上和图书馆

里查找资料，我们要完善我们实验的结果争取做出

更好的实验结果。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我

们的座右铭，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定会努力研

究，将最好的实验结果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抓紧时间，继续奋斗 
热能与动力工程 0702 班 

温洛涛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实验进行，我们小组

的大多数成员就要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涯，将要度过

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回首大学四年的时光，一路走过，能留下清晰

印象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太多，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

计划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段新奇而美好的经历，在

我们普通的大学生涯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

学校的大多数时候，大家都是在学习书本上的理论

知识，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实践的内容，对实际的实

验内容也是一片空白，通过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计

划，大家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感受着

参与实验的乐趣。在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的这段时

间里，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在生活

中大家有什么困惑也相互帮助。大家一起解决难题，

一起争论问题，共同走过了这一段难忘的岁月，在

实验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大家以后的学习和工作

都将受益匪浅。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将更加地努

力，抓紧时间，继续奋斗，为创新实验，也为大学

生活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照片 2  温洛涛在电厂实习 

 

 
 

 

 

天空中没有留下鸟的痕迹 

但我已飞过 
电信 0702 

刘卫玲 

我们的项目自审批下来进展得相对比较顺利，

考虑到我们下半年要考研、找工作，因此就利用暑

期的时间开展了我们的实验，正当我们的实验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时，突然有一个好消息从教务处传来，

通知我们准备一个大学生学术年会——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创新实验论坛，该会议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充

分展示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的成果，加强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计划参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而且

本次论坛的举办地在大连，我们组成员一听都兴奋

不已，唉，高兴得有点早了，应该淡定，我们的项

目目前只是被学校推荐，之后我们就认真准备有关

参展的论文和展板的相关信息，等待大连那边的消

息。 

开学后不久，再次接到教务处老师的电话，结

果就是我们没被选上，不过我们都没有气馁，没有

抱怨，因为这些都是徒劳的，我们立即化悲痛为动

力，仔细讨论了我们这个实验的不足之处，研究了

其发展的空间，制定了下半年的计划，我们后期计

划将用 C 语言重新编写语音识别程序，并将其植入

到 ARM 中，完成语音识别嵌入式系统的搭建，但是

很遗憾我们最终未能实现，主要还是计划的不周全、

不够细致，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家的时间、精力和水

平等各方面因素，这也是我们今后做事情要吸取的

教训。 

 

 

照片 3  获奖后的欣慰 

（左起：龚杏雄 李维超 刘卫玲 黄澄琛 李勇） 

 

后来学校可能是为了鼓励我们，就给我们组每

个人也发了个荣誉证书，我们也非常感动，在此非

常感谢学校的领导的关怀以及张老师给我们的指导

和帮助，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有

了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的机会。 

创新实验是一个过程，一个充满荆棘，坎坷，

忐忑和苦恼的过程；一个充满幻想，希望，憧憬和

美景的过程，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去体味其中的点

点滴滴吧！“天空中没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慢慢体味，感受这个过程吧！ 

 

品味前进中的“曲折” 
吴小青 

制药 0701 班 

伴着曲美他嗪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及其缓释性能

研究的实验，一路走来，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工艺从

生疏到规范，再到熟练；从一次次纠结中找到自我。 

当我忙于考研最后冲刺时，我们组成员特别体

谅我，理解我，他们每天都在实验室，实验次数节

节攀升，而药品是有限的，但我们的指导老师——

常宏宏似乎早有预料，主要搞有机合成的他交给我

们一小袋珍贵的药品，即使是粗品，需要精制，我

们依旧视她如宝。 

 

 
照片 4  实验室的记忆 

（左起：吴小青 王玥 常宏宏老师 许海龙） 

 

其中精制方法如下：第一步，将曲美他嗪溶于

足量的蒸馏水中，充分搅拌；第二步，将不溶物过

滤除去；第三步，滤液加热蒸干，于快变稠时冷却，

加异丙醇析出固体即可。一步步地探索，我们摸索

出了精制的最佳工艺条件，最后得到约 60g 的较纯

曲美他嗪。 

纵观实验数据，以前所追求的目标是缓释，随

着工艺的不断改进，我们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有



 

趣的现象出现了，新做出的固体分散体缓释效果竟

然太强了，24 小时才溶出 40%，现在我们要致力于，

在缓释的基础上加快药物的溶出。 

新奇的发现，让我们想探出个究竟来，相信很

快就会有答案的。 

 

随想感悟 
邢倩 

软件工程 0802 班 

又一个寒假过去了，我们的实验也即将走进尾

声。回想起当时我们小组的第一次见面和与老师的

谈话，还历历在目。时间过得总是很快，经过一年

多大学生创新实验的学习让我受益菲浅。在大学创

新实验课即将结束之时，我对在这一年多来的学习 
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够取之长、补之短，让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更加圆满。 
首先是结交了一群爱学习研究的同学，让我从

他们的身上学到了一种对科学的探索和严谨的态

度，还有他们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深入，都让我

不仅敬佩同时也知道了自己所缺乏的精神，让我在

接下来的学习中轻松了不少，也更容易发先问题和

处理问题。这是一种自身素质的提升，感谢这次实

验给予我这么好的机会。其次，培养了我的独立思

考问题和动手的能力，在这同时，我还感受到分工

合作的集体的力量，也就是个人与团队精神的共同 
提高。“创新实验就是为了让你动手做，去探索一些

你未知的或是你尚不是深刻理解的东西。”现在，大

学生的创新精神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大学生创新实

验正好为此提供了平台。无论结果的好坏，最终我

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

了在探索中求得真知。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伟

大就是他们利用实验证明了他们的伟大。实验是检

验理论正确与否的试金石。为了要使你的理论被人

接受，你必须用事实来证明，让那些怀疑的人哑口

无言。我们在探索中学习、在模仿中理解、在实践

中掌握。大学生创新实验让我们慢慢开始“摸着石

头过河”，在探索、自我学习中获得知识。 
总之，大学生创新让我收获颇丰，同时也让我

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在实验中感受到的，可以应用

在其它的学习中，也可以促进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和

工作中不断提高、完善。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更大的

收获，在不断地探索中、努力地学习中，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照片 5  一起做实验 

（左起：黄訸 蔡专锡 范涛 邢倩 王白石） 

 

  
 



 

酯化蛋氨酸钙的红外光谱检测分析 
秦玉雪 

生物工程 0701 班 

将酯化蛋氨酸钙置于 110℃左右干燥 2h，并于

干燥箱中冷却数小时。取出一少部分蛋氨酸钙与干

燥好的 KI 固体混合研磨均匀并压成薄片状，安装好

镜头进行红外光谱检测。所得光谱图如下图所示： 

 

 

 

 

 

 

 

 

 

 

 

 

由红外光谱图我们可以看到，1750-1725cm
-1
酯

基的特征吸收峰已经完全消失，说明酯化蛋氨酸钙

中蛋氨酸乙酯已经基本没有了。而在 2112.05352cm
-1

处出现一非常明显的吸收峰，查阅文献可知，该吸

收峰为-NH2 与金属离子络合所形成的特征吸收峰。

1650-1560cm
-1
处的-NH2 特征吸收峰基本消失，说明

产物中已不存在游离的-NH2。同时，在 3000cm
-1
左右

仍存在一段宽频吸收峰为-CH3 及-CH2 伸缩振动所产

生的特有吸收峰。 

将直接合成所得的蛋氨酸钙置于 110℃左右干

燥 2h，并于干燥箱中冷却数小时。取出一少部分蛋

氨酸钙与干燥好的 KI 固体混合研磨均匀并压成薄

片状，安装好镜头进行红外光谱检测。从光谱分析

中可以看到，在 2112.05352cm
-1
处存在非常明显的

-NH2 与 金 属 离 子 络 合 特 有 吸 收 峰 ， 而 在

1650-1560cm
-1
附近的-NH2 特征吸收峰则基本不见，

说明产物中蛋氨酸的含量已经极低。同时，3000cm
-1

附近仍存在-CH3 和-CH2 伸缩振动所产生的特有宽频

吸收峰。 

 

 

 

 

 

 

 

 

 

 

 

 

从红外光谱的综合图我们可以看到，相较原料

蛋氨酸，蛋氨酸乙酯 1745cm
-1
附近出现明显的酯基

吸收峰，同时在 1550cm
-1
附近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

的-NH2 变形振动吸收峰。将酯化蛋氨酸钙与蛋氨酸

乙酯相比较可以发现，蛋氨酸乙酯的酯基特有的吸

收峰在酯化蛋氨酸钙中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 2112cm
-1
附近-NH2 与金属离子所形成的特有吸收

峰，而直接合成的蛋氨酸钙在这一区域也有着较为

明显的络合特征吸收峰。在 3000cm
-1
附近这段区域，

-CH3和-CH2的伸缩振动宽频特征峰一直明显存在。 

 

 

 

 

 

 

 

 

 

 

 

 

本课题实验以蛋氨酸羧基保护为出发点，考察

了以对甲苯磺酸法酯化合成蛋氨酸乙酯的条件及产

率。同时，以温度、pH值以及物料比作为络合主要

影响因素，对蛋氨酸钙络合反应产率影响进行了全

面的研究。最终实验以 5.0 为最佳 pH，1:2 为合适

照片 7  直接合成蛋氨酸钙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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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酯化蛋氨酸钙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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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   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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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比，30-90℃梯度升温为最宜反应温度条件水浴

络合合成六元环蛋氨酸钙，产率可达 54.2%。 

另外，本实验还对合成产物蛋氨酸钙进行了晶

体形貌、熔点、溶解度、电导率以及等电点等诸多

方面的测定，全方位确定比较了其主要理化性质。

与此同时，实验通过红外，紫外光谱、热重及 XRD

分析等检测手段，全面分析检测了其相应的晶型和

基团结构，为蛋氨酸钙在生理上的应用提供了可靠

的数据依据。 

丙类倍频原理 
任贵斌 

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0701 

倍频器是一种输出频率等于输入频率整数倍的

电路，用以提高频率。晶体管倍频器有两种主要形

式：一种是利用丙类放大器电流脉冲中的谐波来获

得倍频，叫丙类倍频器；另一种是利用晶体管的结

电容随电压变化的非线性来获得倍频，可以叫做参

量倍频器。下面以我们的实验为例详解下丙类倍频

器：我们的实验需要 160MHz 的信号做载波，160MHz

信号由 80MHz 信号倍频得来。如下图所示，80MHz

信号有三极管的基极 A 点输入，当三极管工作在丙

类时电流是脉冲状，所包含的谐波很丰富。电容 C

与变压器 T 的初级线圈组成选频网络，使之谐振在

160MHz，那么，选频网络对基频(80MHz)和其他谐波

的阻抗很小，而对二次谐波(160MHz)的阻抗达到最

大，且呈电阻性，于是回路的输出电压和功率就是

二次谐波。然后通过变压器进行磁能转换在 B 点输

出 160MHz 的信号。 

C

T

A

+Vcc

B

 

照片 9  倍频器原理图 

 
照片 10  小组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赵茹 程永强老师 王真真） 

（后排左起：于阔 刘翔 任贵斌） 

收获 
崔保银 

材料化学 0701 班 

转眼间，做大学生创新实验已近两年了。记得

当初只是对科学研究有些充满好奇的我们现在已经

对科学实验的方法和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 

    虽然我们组的成员都经历了考研的炼狱，但我

们对创新实验依然情有独钟，经过我们的精心准备，

在中期汇报上表现很好，获得了指导老师的肯定。

这也鼓舞我们更加努力，为我们课题做个好的总结，

也作为我们大学四年的一个小小留念。 

目前我们的工作是完成二号试样的处理，由于

一号试样处理过程十分顺利，对二号试样相信我们

会驾轻就熟。待数据收集好后，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是完成我们的论文，做好结题汇报。为了我们的目

标，不断前进，同时预祝各创新实验组都能有好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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