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相聚是一种缘分，相识是一种福分。能够参

加创新实验，相互认识，相互了解，更是一种收

获。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收获了技能，同时也

收获了深厚的感情。无论是同学之间的友谊，还

是师生之间的情分，都值得我们去珍惜…… 

 

收获喜悦 
郭贝贝 

电子信息工程 0703 班 

寒风在窗外怒吼，枝上的树叶也竞相投入大

地的怀抱，这都告诉我们寒冬已经到来，同时也

预示着我们在创新实验这条路上走过了一年多的

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有过失望，有

过汗水，同时也收获了喜悦。 

 

 

照片 1  实验组全体成员 

 

中期检查的结束，并没有冷却我们对实验的

热情。中期检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查自己的机

会，在中期检查汇报会上，通过汇报 、老师与同

学之间的交流，我们更加了解实验的核心。在汇

报会上，通过对其他组的聆听，对其他的项目也

有所了解，而这些，都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同

样，实验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学术性的知识，也包

括很多很实用但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知识，比如

说 PPT 的美化，DV 的制作等等，熟练地掌握这些

技能，对我们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在创新实验的平台上我们已学习将近一年，

看着实验成果，我们无比欣慰；为了实验的进程，

我们也付出心血。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个过程已

经让我们受益匪浅。伽利略说过一切推理都必须

从观察与实验得来，而我想这正是创新实验的意

义所在。虽然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

之谜，但是不断探索的脚步总让我们更靠近它一

点。 

一路走来 
吴小青 

制药 0701 班 

一路走来，因有过困惑无助的迷茫，才格外

珍惜柳暗花明的欣喜；因有过争分夺秒的紧张，

才更能品味分享实验成果时的那份轻松。一路走

来，我们有过彼此的不理解，但更多的是彼此的

关怀。一路走来，我们收获了，不仅领悟了实验

的要领，而且收获了友谊——那份浓浓的同学情。 

我们实验（曲美他嗪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及其

缓释性能的研究）组的成员包括王玥、许海龙还

有我。从林建英老师敲定成员的那一刻起，我们

注定会是一个温馨的组合。虽历经“坎坷”，我深

信那是每一组都会遇见的。从一开始，我们“抢”

着做实验，都想多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却忘了

分享，忘了你团队的其他成员也想试一试；也忘

了做实验是个长跑的过程，目光短浅，只会消耗

更多的激情。接着或许会形成一种自我心理，不

相信你的伙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准确无误地把

实验完成。当伙伴们尝试的时候，自己却像一位

七八十的老太婆，无休止地叮嘱……却忽视了他

们的感受。你的唠叨，你的眼神……透露的是不 



 

信任。不被信任的滋味或许会起到激励的效果，

但更多的是一种失落，更会起到反作用。 

当然也有溢满欢声笑语的时刻。常宏宏老师

关心地拿来了自家的电磁炉和铝锅，空出办公室，

让我们能够简单的热一热从餐厅买来的饭菜。居

家生活的我们去前北屯买来了方便面、鸡蛋、生

菜，来了个大杂烩。这时，好手艺的当仁不让，

手艺逊的只能幸福地等着了。虽然味道不是很正，

有点鸡蛋的腥味，但都吃出了家的味道。 

 

照片 2  默契的一组 

（左起：许海龙 王美荣学姐 王玥 吴小青） 

 因此，我觉得一个团队，所经历的有苦也有

甜。不管什么时候，你要记住你们是一个团队，

你不是孤身一人。既然你们选择了一起探索，就

应该彼此信任，放手一搏。既然你们情如一家，

就因该为彼此着想，换位思考，你将会赢得彼此

的信任。 

一路走来，我们是幸运儿。 

 

 

编者的话： 

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一个国家不断进

步的力量源泉!它就像一泓活水，带来了生机与活

力！参加创新实验能开拓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

的知识，同时激活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思维发

散开来…… 

大学,不仅是读书 
韩兵 

塑机 0701 班 

在大学期间，如果有机会参加创新实验，那

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今年的招聘工作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四的同学即将步入社会。

一份内容充实而精美的简历无疑让我们的求职变

得轻松许多。本科的四年岁月转眼即过，同样的

时间里大家却有着不同的收获。作为创新实验生，

我们的求职简历至少比他人多了十分耀眼的一

栏，那就是我们的实验经历，不得不承认这是我

们十分突出的优势。 

    在创新实验中，我们能够跟随老师学到专业

知识，更重要的是从老师那里学到认真负责的做

事态度和严谨的思维习惯。我们组的实验是关于 

 

照片3 专家到实验室指导 

(第一排左起：姚新改老师 张银喜老师)  

 (第二排左起：韩兵 芦鹏 郇龙飞 郝萌） 

 

不锈钢管类零件的加工，利用的是磁性研磨原理。

磁性研磨技术最先是由张老师从日本引进中国，

在太原理工大学该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现在我

们学校在这方面的技术依旧在国内处于领先地



 

位。在一次实验中，张老师来到我们实验室，观

看过我们的加工过程。张老师提出了一些非常具

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建议，同时告诉我们做科研必

须和实际生产结合，让这种技术早日进入工厂。

而现在我们的实验已基本完成预期目标，我们的

实验工艺也将要和工厂结合，签下一份批量生产

的合同，同时衍生出一项新的实验工艺，为此我

们已经做了实验计划书并申请下实验经费。同时

我们以实验项目参加创业大赛，在一个星期内作

出一份相对完整的商业计划书，体验了一把创业

的感觉。 这些在实验室的研究历程和实验技术的

实际生产化过程是我们非常有优势的一面，而这

些经历为许多面试官所看重。 

做创新实验的同时，我们能学习到许多有用

的软件。最常用的是 office 软件，因为要做实验汇

报，PPT 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软件。刚开始制作的

PPT 存在很多小问题，如首行缩进产生变化，图片

消失，链接失灵等。其实做出一个稳定的 PPT 要

太多技巧，关键是我们要一遍遍地检查，只要认

真对待我们就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而要做出

精美的 PPT 则需要我们多练习 PPT 的制作技巧。

其他的软件如 Word，会声会影等软件也会是很重

要的软件，而一些专业性软件，如我们实验中用

到的 ansys，SolidWorks，cad，caxa 等软件都是非

常实用的软件，熟练掌握这些软件也是我们应聘

中非常具有优势的一面。 

所以如果有机会，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

参与到创新实验中来。 

 

大学生创新实验 

 ——人生的新起点                              

李勇 

通信 0702 班 

创新性实验是旨在引导、启发大学生自主创

新的实验，利于大学生开拓思维。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在大学校园我们学到专业的科学

文化知识，但由理论到实践之间有一个过程，大

学生创新性实验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实践的平

台，给我们实现自我的机会，可以算作我们人生

的新起点！ 

我们理解到，举办创新实验旨在探索和倡导

以本科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验模式，以调动学

生自主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从而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在充分理解课

本知识的基础上，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探寻解

决问题的方法，将知识和实践完美结合，达到学

以致用的效果。 

 

 
照片 4  实验组合影 

（左起：李维超 黄澄琛 张雪英老师 刘卫玲 龚  

杏雄） 

 

同时，由于我国的高校教育模式中存在着实

践和教学衔接薄弱、学生动手能力不强等不足之

处。无论是大学毕业直接进入社会，还是读研继

续深造，自主创新能力都极其重要。这就要求我

们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中，尝试着改变传统的学习

方法和学习心态，以便更好地和社会实践或者研

究性学习相融合。这也就显示出了创新实验的重

要性和深远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一个人类不断

前进的强有力的工具，一方人类智慧花朵绽放的

沃土。我的实验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勃

勃生机，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相信在全院师生的大力支持和实验室全体成

员的共同努力下，信息工程学院创新实验室一定

能够越来越壮大，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激动的成

绩！ 



 

我们的穷实验 我们的穷开心 
解赓宸 

材料物理 0801 班 

当时刚知道大学生可以做项目的时候，我们都

特别意外，也特别开心，很快就聚成了一个五人小

团队，开始了申报活动。由于是第一次，出了很多

意外。但最后还是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走进了朝思

慕想的实验室。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包含着

对科研工作神秘的好奇，包含着跃跃欲试的冲动，

包含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当然也夹杂着对实验室

的失望。 

当时的实验室里可以看到的只有一个破旧的炉

子，两个砂轮，两个破旧的试验台，一个真空试验

台，两个抛光机，一个表面纳米化机器，一个球磨

装置。曾幻想过 211 大学里第二大学院院长实验室

的豪华与先进，曾幻想过科研工作环境的清雅和朴

素，曾幻想过能够到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室去感受一

下科学前沿的魅力，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那一刻

破灭了。 

 

照片 5  我们的实验仪器 

 

一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了实验。这时实验室多

了一个鼓风式干燥箱，多了一个水浴加热器，多了

一个热处理炉，一时间感觉器材丰富了不少。实验

的主要步骤就是预定一个计划，然后去试验。先备

料，预热后熔融，然后做均匀化处理保温后浇铸出

来，我们的产品就基本完成了。 

我们认真研究过了 Mg—Al 系合金，定了一个

实验计划，铒，钇，钕…但是验证后都失败了。我

们很沮丧，但镇定下来之后，我们果断放弃了稀土

金属，转换到了 B,我们认为它对晶粒细化有很好的

效果。经过大量地资料查阅和激烈地争辩，最后定

下了我们的大方向。 

备料就是纯手工地锯断了一块又一块的金属锭

子，用天平仔细称量做到尽量精确。开始时，每次

做完这些都会累到吃饭拿筷子都抖，好几次我们吃

饭筷子没拿住掉在了地上。做了近百万次拉锯，慢

慢地我们越来越娴熟，越来越轻松，实验主体投入

的精力越来越多。越来越仔细观察每个细节的现象，

抓住问题进行分析。 

实验的主体也很简单，就是把预热好的原料进

行熔融然后进行浇注，其间最危险的是用石棉手套

把沉甸甸的模具抱到浇注场地，因为手套的磨损特

别严重所以也容易烫到。我们每个男孩子都被烫过

很多泡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手工剪裁了原

有的手套进行缝制，尽量做到合手，尽量避免被烫

伤。 

浇注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检测产品的性能了，

取样、打磨、抛光、看金相、送富士康检测，这些

每次都是悬着一颗心去期待，期待着每一次都能有

所收获，但几乎每一次却都是失望。 

真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们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曙光，那一次文静的佳丽高

兴得差点跳起来。我们也开心，想起来那应该是我

们第一次在实验中真切地感觉到那种快乐。 

做到那近百万次拉锯、近百次熔铸后，我们爱

上了这个艰辛的过程。暑假大家都去旅游避暑的时

候，我们守候着一个将近 1000 摄氏度的炉子挥汗如

雨，然后像拧毛巾一样拧干身上的衣服，一次次帮

队友给烫伤处涂抹伤药，一次次希望独辟蹊径达到

我们的目的却又失败得一塌糊涂。但从那次成功之

后，我发现我们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自信和开心的

笑容。 

实验很艰辛，但我们从艰辛中懂得了生活的真

谛，我们在争辩中学会了求同存异的团队合作，我

们在失败中学会了分析失败并思考如何走向成功。 

一路艰辛一路收获，在实验室我们不知不觉度



 

过了大二的时光。当大三的时光将要过去一半，我

们这次的实验室生活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又意外地

迎来了一个腐蚀拉伸机。感觉其实一切都在发展的，

总有一天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大家都将充满希望地

走向我们各自的未来…… 

 

 

 

编者的话： 

秋天的果实总是在春天的辛勤播种之后，同样

明天的成就总是在今天的刻苦钻研之后。怀揣着明

天的梦想，我们今天乐于为它洒下汗水。相信所有

的付出都会有回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未来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回顾 展望           
李天娇 

自动化 0705 班 

前几天是中期报告的时间，参加了之后我真是

受益匪浅。下面就几点说一说： 

一、这次报告的第一组是建筑学院的一个课题，

其实对于外行人来说真是在看热闹，但是这个热闹

看得我们感触很深。他们的视频做的很好很详细，

而且中间间隔的时间刚好够讲解人讲的时间，说明

这个过程他们排演了很多次。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

的地方。 

二、中间还看到了很多组的中期成果，都各有

千秋。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

组的 PPT 如果用动画演示会起到更好的效果，有的

组的讲解如果前面拖得时间短一些后面会更好等

等。以前总听老师说在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其他的

东西，比如说演讲和文件夹的存储等，原来没有这

么强烈的感觉，可经过这次的汇报才突然感觉到即

使你有一个聪明的大脑，你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成果，

但是你没能把它很清楚明了并且间接地传达给你要

传达的人，这也是不行的。 

三、就我们组的课题来说，得到了老师的很多

指导。因为我们的课题题目是“无线智能点菜系统”，

而中途由于种种原因从无线改到了有线传输。在报

告会上经过了常老师的指导我们也明白了其实有很

多问题也有很多解决办法。 

总之，经过了这次中期报告会，我们回顾了这

几个月来的种种努力和点点滴滴，也同时欣赏了别

的小组的成果。同时，我们又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作

出了规划，希望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步坚

定地走下去。 

 
照片 6  我们的全家福 

（左起：彭婷婷 李天娇 李铁鹰 刘佳 陈羽） 

播下希望 期待绽放        
温洛涛 

热能 0702 班 

从年初开题至今，已经大半年过去了，我们的

项目也已完成了大半。回想一路走来的经历，我仿

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如同奇遇一般。 

    进入大学以后，从大一到大三，平时都是上课

的时候去听听课，上完课后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虽然自己认真地学习，但总觉得有一些缺憾。直到

在同学的动员下参与了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我发

现自己终于找到了目标，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世界，一个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世界。无论是和



 

小组成员一起查找资料，还是大家一起合作做实验，

每一项内容都令我新奇和激动。在实验中，我们同

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同样会一筹莫展，会不

知所措。但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最终都能迎刃而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挥洒

过汗水，同样也收获了喜悦和知识。回想起来，每

一次遇到困难时的一筹莫展，每一次解决问题后的

开怀笑颜，都是那样的真实和亲切。一路走来真的

如同奇遇一般。 

项目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小组中有几个同

学也要参加研究生考试，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一定会是一段很艰辛的时光。但是只有付出才会有

回报，我们在今天播下努力和希望，期待着明天灿

烂的绽放。 

 

照片 7  小组成员电厂留念 

（左起：温洛涛 樊骁 韩少凯 贾浩 杜丽君 冯翠

英） 

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邢倩 

软件工程 0802 班    

 不久前的中期汇报，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小组，

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果，让我们深

刻地认识到我们的不足。然后我们有针对性地召开

了小组的会议，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在这其中老师 

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同时我们也开始寻找更有效的

方法来更好更快地实现我们的项目目标。 

为了有效的利用好时间，不把时间浪费在去实

验室验证算法的路上，我们决定要搭建一个简单的

模拟平台。之前虽然我们也设想过，可是一直没有

得到实施。有了模拟平台后，我们的算法可以更好

地调整和验证，也便于与之前的改进做出对比。等

算法实现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去实验室，可以一次

性地进行实验各类比赛，进行各种数据的记录和比

较。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算法的

整合，因为之前我们是分成小块，每人负责一小部

分，整合到一块还需要一定的构想跟实践。当然这

就需要我们更好地沟通和实验。总之，我们会努力

地向目标靠近的。 

成功是基于一次次的总结之上的，只有不断地

总结经验教训，并努力改正才能收获更多。不管结

果怎么样，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走下去，因为过去

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一种受益终身的力量，也正因

为如此未来的我们一定可以走得更好。 

 

照片 8  模拟控制鱼的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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