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又是一年毕业时。随着大四的结束，许多大

创项目也结题了。大学的结束更代表这另一段事

业的开始，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别忘了，我们曾

在这洒下过我们奋斗的汗水！ 

 

 

项目总结 

张志亮（指导老师：轧刚） 

创新 1102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项目也结束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了，我们经历了很多，见识了很

多，感慨很多，收获很多。 

在项目的前期，我们轧老师先指导我们研究

方向并推荐了需要查阅的资料。接着我们查阅相

关资料，学习相关知识，研究已有的成果，经过

不断讨论及修改构建其二维模型，然后用 UG 将其

转化为三维图。接着我们联系商家购买所需零件

及材料，并与中区实验室师傅联系将其加工装配。

然后我们为其搭建电路部分来控制步进电机。接

着我们进行了喷丸实验，工件表面有明显的痕迹，

证明达到预期效果。 

项目主要创新之处在装置的结构设计及加工

上。具体有四点，复合型变幅杆的设计，装置框

架的设计，短横梁角钢、变幅杆支撑板与料斗底

板的联合设计及料斗设计。复合型变幅杆的设计

大大提高了变幅杆输出端断面积，振幅放大比例

得到大幅度提升，使其能够应用于工业加工行业。

装置框架设计中我们采用了角钢，它更容易切割、

打孔、打槽、修正及重新安装。短横梁角钢、变

幅杆支撑板与料斗底板的联合设计解决了变幅杆

的安装及精确定位的问题。料斗的设计实现了丸

料及时落回变幅杆端面并可清晰观察到内部的情

况。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也学到了很多。通过一次

次的创新讲座及实际运用，我们学会了很多软件；

通过我们一次次通过合作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

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团队合作的意义；通过一次次

加工装配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明白了理论与实际

的差距。 

虽然大创结束了，但从大创中获得的仍将会

是我们在以后的道路上获益。 

 

 

照片 1  全家福 

（左起：周通 汪宣峰 轧刚老师 张志亮 邵瑞杰） 

 

 

大创项目总结与感悟 

郭飞华（指导老师：段滋华） 

过控 1001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不断努力，我们小组的大

创项目《低温除氧水处理装置的研发》终于如期

完成。并且取得了第四届全国过控装备大赛二等

奖的成绩，我们的付出让我们收获了很多。 

通过本次大创项目，我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创

新能力，也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培养了团队

合作精神。在装置研发过程中，我们小组成员每

个人都提出自己独特的具有创新点的想法，同时

也对一些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同时 



 

我们还将自己的耐心提高了一个档次，为了得到

合适的除氧数据，在实验室，我们重复的做实验，

一遍又一遍，虽然重复是枯燥的，但是我们依然

以一个科研者应具有的认真谨慎的精神，将他完

成。 

大学是追逐自己的理想、兴趣的人生关键阶

段。我觉得在大学里培养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于个

人而言就是一种创新过程。在培养个人的兴趣爱

好的时候无形地就是创新了个人独特的实现方

式。 创新，往往就是在个人的兴趣爱好基础上

实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感情的体现，

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因素，事实上，只有感兴趣才

能自觉地、主动地、竭尽全力去观察它、思考它、

探究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容易在学习中产生新的联想，或进行知识的移植，

做出新的比较，综合出新的成果。也就是说强烈

的兴趣是“敢于冒险、敢于闯天下、敢于参与竞争

的支撑，是创新思维的营养。大学时追逐自己理

想、兴趣爱好的人生关键阶段。 

 

 

照片 2  团队成员在开会 

（左起：任三群 游玖林 郭飞华 白伟） 

 

通过将近一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经

历，我认为在 21 世纪高科技信息竞争的社会里，

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大展宏图，树立远大抱负的时

刻。因为我觉得在大学这个时段里，有属于自己

充分分配的空间和时间，有更广的知识交流圈，

还有以及社会实践机会。在中学的义务教育里，

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取更好的大学而学

习，为读书而读书。换句话来说就是受应试教育

的传统模式而让我们的思维能力受到了约束。创

新，往往就是通过抛开传统的思维而是用独特的

思维去创造新的事物，或者是突破旧的思维定势，

旧的常规戒律，不断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

新颖、独特的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新事物、

新思想。 

 

 

学习理论，运用理论 

刘飞（指导老师：牛昱光） 

自动化 0902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创新性

实验，这里面有喜悦，也有迷茫。 

我们要实现一种可调光的太阳能路灯灯具，

可根据太阳能路灯控制系统的指令实现路灯的亮

度控制，能满足节能和照明的要求，可根据光照

强度的变化自动的调节亮度。同时集成物体移动

传感器，当亮度较低时如果感知到有人或车辆通

过能够自动提高亮度。 

路灯自动照明调控装置采用单片机控制系统，

组建成现场控制基站，实时采集光照强度的变化，

以及车辆和人员的经过情况。综合以上各个因素，

当有人或者车辆经过时，若此时光线强度已暗且

达到了开灯的程度，则根据此时的光照强度计算

合适的 PWM 占空比，打开路灯照明。当行人或车

辆走过一定时间的延时之后，灯熄灭。当光强达

到一定程度之后，灯熄灭。各个现场基站之间组

建成树形网络，相互之间进行通信，从而实现路

灯的提前开启。 

在确定课题的实现方案以后，将整个系统分

成四个部分来完成，分别是太阳能控制器、灯控

制器、物体检测控制器和 LED 灯源。四个部分即

成为四个独立的模块，现在已按计划完成。 

经过本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从最初的申

请，到系统方案的确定，再到逐步的实现各个

模块的功能，一直到将整个系统搭建完成并调

试通过，我们组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和斗志。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勤奋努力的辛苦还有成功的

喜悦，当然还有失败的打击与苦闷。本次创新

性实验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有

详细的计划，不能走一步算一步。在经过基本

的理论验证和方案的制定以后，再付诸实施。

既不能拘泥于课本的知识，也不能脱离于课本

的知识。还有，通过本次创新性实验，也认识

到很多理论知识学习得不是很到位，以至于用

到时捉襟见肘。这给我们以后敲响了警钟。在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之中，才能更好地学习理论、

运用理论，是我们奋战这么久，在经历那么多

失败后的最大体会。 

  

 

图 3  太阳能控制器 

 

 

创新实验心得 
申洁（指导教师：李彦威） 

制药工程 0901 

在 2012 年 5 月，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成立了

自己的创新实验团队，经过一年的努力实验，我

们结束了自己大学期间的创新实验。 

我们团队在课题确定前就已经翻阅大量资料

来确定课题的可行性和其实验价值，申请创新实

验后我们小组五个成员就开始了方案的确定，阅

读了大量的文献，文献中方法各异，我们要选取

我们实验室所能达到的条件来进行实验，对于具

体的实验条件的确定我们都是在实验的过程中一

步一步的探索出来的。 

一年的创新实验锻炼了我们很多方面的能力：

1.团队协作能力。创新实验的具体方案和实验的完

成都是组内的成员相互配合而完成的。2.思考能力。

创新实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让实验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除了咨询老师的意见以外更多的是自己查看

文献寻找可行方法。3.沟通能力。我们的创新实验

不仅仅简单的涉及化学知识领域，还涉及到了生

物等其他领域，对于这些不擅长的方面我们就要

向其他专业人士请教，这些都锻炼了我们的沟通

能力。 

我们的创新实验已经结束了，感想老师给与

我们的支持，感想同学们给与的帮助。创新实验

只是一个中点，毕业的我们会在以后的路上不断

的前进探索。 

 

 

图 4  李彦威老师在讲述实验问题 

 

 

 

编者的话：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

一日曝十日寒。 

——（明）胡居仁 

 



追寻道路，继续前进 

张涛（指导教师：靳利娥） 

化工 Z1005 

转眼间我们的大创项目已经快一年了，这学

期也快要结束了。而我们的大创项目也已经接近

了尾声。这段时间我们主要进行了对酪蛋白膜性

能指标的测定包括膜厚度的测定，透过率测定，

阻水性的测定，阻氧性的测定与机械性能的测定

等 。 我 们 进 行 的 膜 厚 度 的 测 量 一 般 为

0.2mm~0.3mm。而测定阻氧性主要是为了研究我

们的酪蛋白膜是否能有益于提高包装食品的质量，

并且延长其货架期。而我们主要针对明胶的含量，

通过添加不同比例的明胶，来测定可食蛋白膜的

阻氧性。我们的研究显示随着明胶添加量的增加，

蛋白膜的阻氧性提高了，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

为应该是分子间的氢键结合增加，越来越多的分

子间相互作用是蛋白膜的结构更加紧密。还有一

些其他的结论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尽管我

们即将步入大四，进入了紧张的考研复习阶段，

但是我们仍然在坚持实践实验环节。 

 

 

照片 5  全家福 

（前排左起：畅芬芬 靳利娥老师 韩燕梅 

后排左起：李振芳 张涛） 

 

现在算来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

时间了，收获真是不少，也有一些感触，现在回

想这快一年的时间，我们也曾遇到过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都通过查找文献，解决了难题，这使我

们了解了很多新的知识，丰富了我们的见识，我

觉得我能在大学期间参加到这种项目中来，是我

的荣幸，我们的大创项目即将接近。在剩下的时

间中我们会更加努力进行今后的实验，我坚信我

们一定会出色完成这个项目的。 

 

炎炎夏日中的坚持 
赵倩倩（指导老师：田慕琴）  

创新 1102 
在晨曦的清晨里，在绿油油草坪旁，在水柱

冲天的喷池里，夏天就这样踏着重重的步音，敲

碎一池春水的柔媚轻轻地来到。她的热情让人们

变得浮躁，让人们变得松散，但是我们的脚步却

不会停歇。 

 

 

照片 6  单片机的调试 

 

这个月底我们将会向老师进行汇报，因此时

间会比较紧张，但是很充实哦！虽然是夏天，但

是教主楼总是那么的给力，没有那么多的汗水但

是有很多的努力。先说说这个月的小成果吧，也

许在别人眼里不算什么，但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毕竟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我们弄出

了烧写程序的界面，对单片机及红外这两大块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对今后项目的规划有了更

清晰的思路。渐渐地，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

有舍必有得，我们放弃周末休息的时间，却收获

了更多的知识。同时也体会到讨论的重要性，之 



 

前总是自己查自己的资料，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后

来经过讨论，发现个别同学已经偏题了。所以这提

醒我们随时都要讨论，及时把问题纠正。 

明确了方向，希望就在前方，希望我们会更加

努力，让我们携手克服眼前的困难。 

 

 

坚持不懈，扬帆继续 
尤文娟 （指导老师：王时英） 

创新 1101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从未停下脚步，现在的我

们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对我们的项目课题也精 

益求精，坚持不懈的我们将扬帆继续！ 

在这个月的初期，我们小组成员和老师再次进

行了讨论，从头到尾对我们设计的车再次进行了分

析，指出其中的亮点与不足，并对此三维车模进行

了进一步的优化，使我们的车在具有理工大特色的

同时更节能减排，车型更加完美。有了一定的基础

与经验，我们将接着设计一款具有山西特色的车。

当然，与此同时，还会不断地完善以设计好的车型。 

 

 

照片 7  理工大特色车三维模型 

 

这次，我们依然是分工合作，这个月我们开始

收集山西特色文化，从山西佛教文化、根祖文化、

建筑特色等方面入手，小组成员每人负责一项进行

收集整合，在整合的同时将自己的想法附在对应资

料旁边，以便以后提取和应用。有了前一次经验，

相信做起这款车的设计我们会更加顺手，也希望这

部车能带给我们新的灵感。 

一年多来，我们团结奋进，现在终于有了一些

小成果，在高兴的同时我们不会忘了自我，我们会

时刻提醒自己，不断超越自我，我们会加油加油再

加油！ 

 

 

 

编者的话： 

每个人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如果个性得不到展

示，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每个人做的东西都应该努

力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这就是创新吧。 

 

 

努力奋进、精益求精 
鲍磊（指导老师：曹青） 

化工 Z1104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课程很忙，除了正常的上

课以外，还加了不少的实验课，上机课等等，还有

不少的作业题，所以我们的空闲时间真的很少，我

们放弃了很多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去做实验，虽然时

间比较少 ，但是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去完成了最近的

实验，感觉真的好充实， 像是回到了高考之前为之

奋斗的日子，我们上完课就去煤化所实验室去做

NaY 和 Na13X 分子筛以及他们的改良。 

制作 NaY 和 Na13X 分子筛的时候是比较复杂

的事情，不仅要制作出 NaY 和 Na13X 分子筛，而

且还要对他们进行改性实验，酸性的 、还有加进去

其他金属离子来测试他们的吸附性能到底如何，已

选择更好的性能。改性过程中不仅要精确的计算好

需要药品的多少，还要经过蒸馏、高温等多种步骤

进行操作，要求相当高，我们认真的一步一步地做

每一种性能的测试，并得出结论。 



我们制作了 NaY 和 Na13X 分子筛，分别对其

进行了酸改性（氢离子）、过渡金属离子（铜离子和

镍离子）和稀土金属离子（铈离子）改性以及酸和

金属离子的逐级改性，制得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吸

附剂。在由噻吩和环己烷所配制的模拟汽油中，用

静态吸附实验考察了上述改性对NaY和13X分子筛

脱硫性能的影响。 

在实验室过程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困难，不

过在老师的指导下，以及我们同学之间互相讨论解

决了很多麻烦，这样让我觉得团结就是力量啊。希

望我们以后能继续这样奋斗，这样团结的去完成任

务，去客服困难。最后，我想说，我们在做实验的

过程中应该多沟通，多思考，让我们对实验更了解，

在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实验，进而不断完善我

们的实验，在实验中做的更好。 

 

 

照片 8  制取的不同类型的吸附剂样品 

  

 

实践出真知 

杨幸明（指导老师：杨毅彪） 

应物 1001 

夏天的阳光是如此的耀眼，校园里满是即将离

校的学长学姐们在设计着自己的毕业季。想想不久

的将来，我们也要离开这片生活过的校园步入社会，

就情不自禁的加紧脚下的步伐，努力，再努力。 

我们的实验项目是研究一维光子晶体的禁带特

性，并将光子晶体反射器应用到 LED 中以提高其发

光效率与工作性能。在之前，我们实验组已经取得

了一些进展，但有很多都限于理论计算，我们也只

是设计出了结构模型。很明显这样是不够的，所以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多动手参加实验，争取将

我们的设计变成现实。我们的计划是通过学习，使

用镀膜机制备一维光子晶体，以实验验证我们理论

得出的结果是否正确。由于时间安排上的问题，我

们目前接触机器的机会并不多，只是看着师兄镀膜，

还没有能够独自使用仪器，所以就先积累经验，以

后就可以更加熟练的操作仪器。但是我们的工作并

不只限于此，实验还需要检测薄膜厚度。如果说控

制镀膜机的要求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么使用椭偏仪

对于我们来讲就没有多大的难度了。使用椭偏仪测

量薄膜厚度，已知入射光的偏振态，偏振光在样品

表面被反射，测量得到反射光偏振态（幅度和相位），

计算或拟合出材料的属性。我们也就是通过这样的

测量计算出薄膜的厚度参数。实验比不像我们所想

象的那样顺利，分光计调节，激光准直，一次次的

锻炼了我们的耐心。但从总体上讲，我们已经顺利

开展了实验，现在的计划是先完成一些周边的测量

计算内容，下一步再开始进行镀膜工作。  

研究生师兄们比我们做过更多的实验，有很多

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师兄师姐们都是我们

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珍惜这样的机会，努力向他

们学习提高我们的水平。 

 

 

照片 9  实验室场景 

 

 



若想收获，必要耕耘 

王酌（指导老师：张国钧） 

自动化 1001 

    自报名参加大学生创新性实验以来，感觉到了

自己与团队不小的成长。虽然说成果会给我们很大

的鼓励，但是期间的过程更加令自己增加了知识、

拓展了眼见、收获了成长。大创中我们的项目是随

身携带的智能报号机。 

    在没参加大创以前，我们都是主要以学习为重，

没有过多地了解到大学生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进

入了大创，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个成员的提升。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创负责人常晓明老

师给我们制定了严格而又科学的大创安排。前期进

行了十余次的讲座培训，包括 PPT 的制作、各种软

件的使用等，使我们对于做一个项目的流程从陌生

到熟悉。现在又督促各个队伍不断进步，每月提交

各组项目的进度，无形中给了我们压力，同时伴随

着努力完成大创项目、做好产品的动力。 

    在张国钧指导老师的辅导下，我们首先明确了

实验的方向。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包括各种通信方

式、通信原理、单片机与各类外部拓展电路的连接

等，对比出适合我们实验的方法。智能报号机的基

本原理是通过单片机控制手持设备的各项工作，手

持设备含有 UIM 卡槽、液晶显示屏、天线接收、震

动装置以及 MC8331 等模块。当排队挂号时，可以

通过手持设备来观察现在排队的号码为几号，从而

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通过硬件的连接基本构造出

我们所需产品的模型，需要完善的是软件的调制以

及挂号软件的制作。 

    原本以为只要大致懂得如何连接各部分电路即

可，可在实验中却往往是被细节打败。很多时候我

们常常返回前去一步步分析，才能在一些小的地方

找出缺陷甚至是错误。所以说大创不仅仅让我们在

动手、动脑实践方面获得了进步，而且培养了我们

认真、执着、完美的生活学习态度。 

    秋天里满满的丰收，需要春天里的播种和耕耘。

只有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心血才能获得更大的成果。

我们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若想收获，必要耕耘！ 

 

 

照片 10  软件调试（左起:李世杰  王酌） 

 

 

 

碰撞，才会出火花 
刘兴（指导老师：杨玲珍） 

应物 1101 

回想过去的一年，接触更多，思虑良多。 

无论什么事情，总是需要先去体验，才可能从

中得到体会，经过进一步地抽象提取，最终转变为

心得与收获，使自身得到提高。 

从最初的无知懵懂，自由组队，到向老师寻求

帮助看文献，再到参加课题组组会，与师兄师姐们

共同学习，无不记录着我们一点一滴进步的足迹。 

经过近一年的学习与摸索，我们的项目也在近

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确定实验项目的原理；对

原理进行了数据模拟，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我们的实验项目名称为：分布式光纤压力传感器系

统设计与研究。 

该光纤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为：从 He-Ne 激

光器中发出的波长为 632.8nm 的 He-Ne 激光通过

50/50 分束器后均分为两路光线。一路通过装有光纤

光栅，另一路直接经由光纤光路与另一路并注入光

耦合器，两束光发生非相干叠加，叠加后的光输入

到光电探测器后，输出数据给计算机，通过计在耦

合器中进行发算机的一系列计算得出光纤所受力 F

的大小。由于分束器的分光作用，最初的两束光由

同一束光而来，相位差恒定，振动频率相等，振动 



方向相同，符合相干相长的的干涉条件。当光纤光

栅 1 受到力的作用时，根据光纤光栅的透射特点，

通过 1 的光的波长会发生变化，即由 λ1 变为 λ2，

此时可以通过测量光波长 λ 的变化量 δλ，根据 F 的

大小与波长的关系可以得出 F 的值。 

另外，为检测项目原理的可行性，我们有针对

性的设计了Matlab程序，输入一些基本的设计参数，

即可获得两个或多个简谐振动合成“拍”现象的图形，

即由此得出 δλ与 F 的关系，为对光信号的解调打下

了坚实基础。 

有了上述进展之后，我们也确定了下一步计划：

购入光纤光栅，借助指导老师课题组的光源等现成

器件与暑假前完成相关参数的调整工作。随后即开

始进行传感器的整体制作。 

由于光纤传导的稳定性、抗干扰力强等诸多优

点，光纤压力传感器的前景将十分广阔。 

 

 

照片 11  项目负责人杨义 

 

 

当灯光亮起时 

邹磊（指导老师：田建艳） 

创新 1102 

新学期的前几周我们组的同学开始集体学习单

片机的原理及其使用，也对单片机有了一个初步的

了解。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

CPU 随机存储器 RAM、只读存储器 ROM、多种 I/O

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集成到一块硅

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

业控制领域的广泛应用。 

由于我们是初学者，对单片机的了解不是很深，

所以我们决定跟着视频教程一起学习单片机，学到

现在已经能对单片机进行最简单的操作。现在成功

的实现了流水灯实践操作。 

首先涉及到编程问题，开始我们用一种比较笨

但又最易理解的方法，采用顺序程序结构，用位指

令控制 P1 口的每一个位输出高低电平，从而来控制

相应 LED 灯的亮灭。程序中我们是逐个控制 P1 端

口的每个位来实现的，因此程序显得有点复杂。这

时我们想到了改进我们的程序我们利用循环移位指

令，采用循环程序结构进行编程。我们在程序一开

始就给 P1 口送一个数，这个数本身就让 P1.0 先低，

其他位为高，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让这个数据向

高位移动，然后再输出至 P1 口，这样就实现“流水”

效果啦，程序结构确实简单了很多。同时我们查资

料了解到上面的两种程序都是比较简单的流水灯程

序，“流水”花样只能实现单一的“从左到右”流方式。

运用查表法所编写的流水灯程序，能够实现任意方

式流水，而且流水花样无限，只要更改流水花样数

据表的流水数据就可以随意添加或改变流水花样，

真正实现随心所欲的流水灯效果。 

当灯光亮起的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是如此的兴

奋，我们感觉到自己这些日子的辛苦有了收获，也

明白在学习中不能仅仅满足与学习空洞的理论，更

要学以致用，积极动手实践，这样学习起来会更有

动力！ 

 

 

     照片 12  亮着的单片机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3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3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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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5978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8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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