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旨在改
变育人观念，增强学生能力，培养
创新人才。而大创通讯稿件更是建
立在项目开展的前提条件下完成
的精髓。每一份稿件都是撰写人在
经过实验的实施过程后记录下来
的，其中包含了对项目的感悟和总

大创项目的负责人，都有着严谨
踏实的工作作风和积极进取的精
神态度，是各个学院的精英。相
信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
将大创通讯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拼搏进取，力争上游，共建大创
人的新未来!

结。它不仅是展示项目进展的记录

拼搏进取
郝瑾琳（指导老师：常晓明）
自动化 1304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

资料，更是项目成员展现自我风采
的平台。在这里，来自各大学院的
项目成员记录下来了他们的成长
足迹，这些稿件都带有各自学科的
特点，展示了大创项目多样性的特
点。这些也是大创人在付出努力和

——《礼记》
我很荣幸能够担任我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通讯的主编，这对
我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

时间之后展现的成果。

本次大创通讯的副主编为王
晓丹和杨牧轩，责编有张国磊、
冯晓霞和王盟。他们都是国家级

照片 2 大创项目负责人合影

照片 1 初任主编的郝瑾琳

笔巨大财富。这次的大创结束不是终结，而是新的
开始，我们将带着这次的经验和总结继续前行。

编者的话：
大家不畏炎炎的夏日，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汗水，
努力奋斗，我相信在团队队员的齐心协力下，项目
一定会一步接着一步，慢慢走向成功。

新的开始

照片 3 实验样品

赵晔（指导老师：樊彩梅）
化工 1204

转眼已是七月，炎热的夏天已经如约而至，我
们的实验项目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在老师的指
导下，我们的实验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着，我
们这一个月就在从做实验、修改实验方案到参加结
题汇报中度过的，可谓是最忙绿的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我们的实验任务繁重，因为我
们团队的成员分属不同的年级，大家都有自己的事
情需要做，大三的组员们课业和考试繁重，大四的
组员们忙于毕业设计，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放弃我们
的大创项目，我们分组参与到做实验的过程中，保
证我们的实验可以有序的进行下去，保证我们的实
验一直有人在。同时也非常感谢老师给我们充分的
时间，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我们的实验时间。
下面的照片是我们实验是做出 N 掺杂二氧化钛
降解罗丹明 B 分不同阶段取得样品。在实验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就比如实验的结果和查找
文献的数据有出入，我们就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
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想办法去解决它，这让我
们以后去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让我们受益良多。
实验的过程是辛苦的，结题汇报并非完美，但
是我们的也从中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樊彩梅老师
和王雅文老师的悉心指导，组员们的团结协作，在
面对问题时不放弃的精神，都是我们今后人生的一

乘风破浪
张晶（指导老师：王社斌）
冶金 1303

距离上次中期答辩也已过去很长时间，想起上
次的答辩心里很是惭愧啊，当答辩老师问到问题的
时候都会卡壳，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对于所学的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来没有深层
次去思考问题，我认为这是作为科研人员的弊端。
不过幸亏我们发现的早，千金难买“我知错”。
在以后的实践探究当中我们要改掉自己马马虎虎，
糊弄人的坏习惯，对于每个知识点既然要学习就要
学精，只有这样以后再遇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后悔
当初没有好好学。对于每一个数字，每一次试验都
要认认真真地去算，去做。了解每次实验数据的变
化，深究其发生原因，我想这才是搞科研的人所应
该具备的精神。
我们知道现遇到挫折都是对于我们的考验，不
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也感谢中期答辩的老师对
于我们提出的批评跟意见，在以后的科研路中我们
会更加一心一意，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地去做好，去
做成功。每次机会我们都要都牢牢抓紧，对于青春
不后悔。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留后退的余地，
对于当下珍惜。因此此次大创实验，我们队员都是

以百倍的热情去做的，浑身充满干劲。
我们相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石头滴穿？柔软的绳子能把硬梆梆的木头锯断？说
透了，这还是坚持。一滴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许多滴的水坚持不断地冲击石头，就能形成巨
大的力量，最终把石头冲穿。同样道理，绳子才能
把木锯断。
功到自然成，成功之前难免有失败，然而只要
能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努力，那么，成功就在眼
前。
在我们现在的学习中，一定要学会坚持，只有
坚持才能取得成功，所以说，坚持就是胜利。

照片 4 讨论的我们
（左起：张艳维 李浩 郑瑞强 张晶）

成功贵在坚持不懈
张恩华（指导教师: 梁义维）
机械 1302

在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充分研究并设计好结
构图纸，并且修改尺寸，计算了数据，各项工作都
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尽快将所有零件细化并研
究，将这一系列数据定好后开始着手材料的制备。
为防止材料的不必要的浪费，我们尽可能的做到在
计算上减少误差，在结构上足够合理。当然，做实
验不可能不失败，我们只是尽力去让失败的次数越
来越少。
在实验中我们小组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这导
致我们在后来的研究中进度缓慢，而正是这些经历，
才让我们知道一个道理，现在顾虑的话以后可能会
为之付出更多，做实验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莫扎
特曾经说过大胆的踏上旅途吧，我不知道路途前方
究竟有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迈出了步伐，我的艺术
创作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我们的研究也是一样，
我们会勇敢的走完这个旅程。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
都懂得，然而为什么对石头来说微不足道的水能把

照片 5 装置结构图

智慧之花盛开在人间六月天
康霞霞（指导老师：吕玉祥）
应物 1301

时光总在我们不留意间从指尖悄悄滑过，转眼
我们的大创项目已经迎来了最后的结题答辩，用时
将近一年，整个团队即将为这个项目画上圆满的句
号。回想曾经一起奋斗的时光，付出过，收获过，
有过汗水，有过欢乐……一起经历的一点一滴在我
们身后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依稀记得项目刚刚启动时，整个团队一片茫然，
不知从何下手，在指导老师吕玉祥教授的指导下，
我们查阅资料，学习硬件设计，软件编程，项目渐
渐有所进展。整个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经过
将近一年的共同努力，全自动智能浇花机诞生，智
能浇花系统通过 51 单片机来控制系统的运行，通

过检测花盆中土壤的温湿度来控制系统的浇水
与否，从而实现无人状态的全时段的智能监控，实
现对花朵的全天候无人精细照料。系统通过 12864
屏幕的人机交互功能获取人为设定的湿度限值，当
土壤湿度值低于设定值时，系统通过蜂鸣器来提醒，
接着单片机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电磁阀打开，开始浇
水，高于设定值时再由单片机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电
磁阀关闭，停止浇水。同时我们加入了步进电机控
制喷头左右偏摆，避免了喷头方向单一造成的土壤
湿度不均的问题；设计了一个让植物能够在夜间进
行光合作用的装置，此外程序还能实现万年历功能。
相较于市场上的产品，本系统具有实时监测全自动
等明显优势，节省了人力的同时有效利用了水资源。

编者的话：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勇于
坚持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电脉冲处理 AZ31 镁合金
张轩昌(指导教师：张华）
金材 1302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实验也在不断的进展
着，经过热处理，线切割，和电脉冲处理后，我们
对试样进行组织观察和力学性能测试。

照片 6 智能浇花机实物图
通过此次项目的研制，对我们以后的深造会有
很大的帮助，并且我们收获了许多课堂上所得不到
的东西，例如自己的责任意识、团队合作精神等。
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终生的宝贵财富。在此感谢学校
能给我们提供平台让我们得以学习和锻炼，以及感
谢指导老师吕玉祥教授在整个过程中的耐心指导。
当然，大创的结题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任务的完
成，我们将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完善，增加系统功
能，最好可以开发一款 APP，通过手机来控制系统，
包括控制系统的运行，设置温湿度限值，以及随时
查看植物的生长状况，将人的作用与智能系统有机
结合，通过手机来建立大系统数据库，实现对植物
的超精细化管理，建立一个专属植物的网络系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照片 7 显微组织分析
首先将经电脉冲处理完毕后的试样截取部分，
之后利用牙托粉及牙托水等将其制备成金相试样，
由于牙托粉凝固时会放热，需要将其放置到水中降
温处理，避免温度升高而影响其微观组织。将制备
好的试样用不同粗糙程度的砂纸进行打磨，每次换
砂纸打磨时需将试样旋转 90 度。最后将金相试样在
3000 目砂纸上磨亮，避免出现划痕。将打磨好的金
相试样在配制好的金相腐蚀剂下处理 5s-8s。至此，
金相试样制备完毕，便可以在光镜下进行组织观察，

本研究中显微组织分析采用 VHX-2000 型超景深显
微镜。
本研究中 AZ31 合金拉伸试样的室温性能测试
是在一台万能试验机上完成测试的，在该实验测试
中，试验机的拉伸速度值设置为 0.5mm/min。拉伸
试样需在测试之前，利用细砂纸将其表面进行打磨，
保证其达到一定的光洁度。
硬度测试，不同实验试样的硬度测试是在一台
HVS1000 型硬度仪（维氏）上进行测试的。测试中
选用载荷为 25g，测试时间选定为 15s。

来，再请教别人。
实验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们对试样做
了线切割，对实验实验结果进一步进行了扫描电镜
显微分析。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的，从这
些新事物中我们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佛说：“凤凰涅槃，中的美丽。”不经风雨，哪
能见彩虹。要想成功，就必须持之以恒，付出巨大
的努力。这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是最棒的团队！

贵在坚持
潘一帆（指导老师：张金山）
金材 1302

今年的结题答辩，我们没有申请，因为我们还
想再跟着老师多做些实验，多学些知识，多提高提
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多培养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
我们中期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加入微量的硼对长
周期镁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通过汇报，我们对
我们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总结和了解。加入微量
的硼之后，晶粒得到了细化，长周期的数量增多了，
强度和塑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及任务是进一步优化合金成
分，研究 0.005%-0.1%含量的 B 对合金微观组织及力
学性能的影响。优化热处理工艺，研究不同热处理
温度及固溶时间对组织及性能的影响。对其做轧制、
等通道挤压等变形处理。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感想。创新实验
是利用我们的课余时间做的，所以我们做创新实验
的时间并不多，却使我们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更
重要的是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锻炼
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在这次创新实验中，我们
学会了做实验时要认真仔细，但不能太死板、生搬
硬套，要思维灵活，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做实
验时要踏实、坚持不懈，不能烦躁、半途而废；遇
到困难时，不能只想到求助于别人，自己要先思考
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若是想了很久都没想出

照片 8 团队合影

芦荟泡腾片
张莉燕（指导老师：李彦威）
制药 1201

时光老人快速地奔跑着，我们的大创项目已进
入尾声，闭幕的气息也在悄悄靠近着。为此我们也
要站好自己的最后一岗。
近一个月我们完成了正交试验，通过直观分析
和方差分析获得了芦荟泡腾片的最佳配方，并对制
粒、干燥等工艺进行了优化；其次对芦荟泡腾片的
口感、色泽、崩解时间、脆碎度、重量差异等指标
进行了检验，并且以上指标均符合药典规定。
正交试验结果如下图所示，由结果可知第 9 组实验
综合评分最高，并且由直观分析可知各因素对综合
评分影响的主次为 95%乙醇（D）>甜菊苷（C）>芦
荟凝胶粉（A）>柠檬酸（B），实验指标越大越好，
因此选取每个因素中 K1、K2、K3 最大的水平即为：
A3B3C2D1 作为最优配方，而第 9 组各因素的水平恰
好是最优，我们多次试验后经测得，各项指标的检

测结果均较好。

图片 9 正交试验结果
在得出最佳配方并且重复性实验结果较好的基
础上，我们对制得的片剂进行了质量检验，也就是
实验的最后一步。质量检验主要是关于芦荟泡腾片
的脆碎度、崩解时限和质量差异这三方面：按照药
典规定的检测方法，经检验泡腾片均在 5min 内崩
解，脆碎度检验中减损量均未超过 1%，选取 20 片
进行重量差异检验，其中有 2 片超出差异限度，但
未超出 1 倍，因此也符合标准。
回想这一路走来，从确定项目立意点，到撰写
项目申请书；从立项审查的波折，到确定研究方案
与寻找创新点；从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到项目的
具体研究，我们开始了解了之前离我们遥远的科研
工作，从中学到了严谨的科研态度、坚忍不拔的钻
研精神，敢于创新的实践勇气，学到了许多对学习
生活很有用的东西。
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一次让我们得到锻炼、
得到成长的经历，我非常感谢大创给我这样的机会
体验这一切，我将带着收获怀抱成长奔向远方。

久经风霜，成功将近
王峰（指导老师：闫高伟）
自动化 1302

开学以来，我们一直在将大学生创新项目的进
展作为我们在日常学习之后的第一要务。7 月份期

间我们主要在 DSP 学习与 QT 界面的功能完善上取
得了一些进展。
声音识别算法是以识别的速度和准确率为主要
目的，其中算法的识别速度与硬件对数据的处理速
度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处理数据的增大与速度要求
的提高，之前我们使用的是 ARM9 系列的产品已经
不太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开始学习处理速
度更快的 DSP 芯片。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即数字信号处理
技术，DSP 芯片即指能够实现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
芯片。DSP 芯片的内部采用程序和数据分开的哈佛
结构，具有专门的硬件乘法器，广泛采用流水线操
作，提供特殊的 DSP 指令，可以用来快速的实现各
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DSP 芯片具有很多优点：成本低，低功耗，高
性能的处理能力。具有强大的外部通信接口（SCI，
SPI,CAN）便于构成大的控制系统。

照片 10

QT 界面

同时，我们完善 QT 界面的部分功能，使得我
们的演示以及操作更加的人性化，界面更加的美观，
在完善此界面时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有时可能
是由于我们对原理的认识不够造成的，而更多的时
候是由于自己不细心不耐心造成的，通过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磨练了性子，使
得自己在这些方面更加的优秀。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我们会继续深化学习，将
我们的项目做的更加的完善，我们始终相信真正优
秀的作品是经过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完善而完成的，

犹如一块璞玉只有经过不断细致的雕刻才能成为璀
璨的成品那样耀眼。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
们就会成功。

结束亦即新的开始
查国正（指导老师：胡兰青）
冶金 1201

时光荏苒，转眼间，七月来临，我们也迎来了
自己的毕业季，同时我们的大创项目——“钛合金表
面铜铬合金层性能研究”也基本完成了我们预期的
任务，大创也即将伴随着我们毕业而结束，我们收
获了很多，也是时候总结一下，然后继续前行了。
这一年里，我们在胡兰青教授以及师兄的帮助
和指导下，我们了解并经历了一个课题从确立、前
期准备、正式开展的全过程。在此期间得到了老师
的指导以及师兄师姐的耐心帮助，这都是我们大创
项目的相关实验顺利进行的保障。在此过程中也建
立了和老师还有师兄们珍贵的情谊。回首过往，并
不是一帆风顺，从初次进入实验室磨试样开始到最
终的完成，其中品尝过难题无法解决的苦果，也体
验到最终解决难题的喜悦。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失败，
但是也因此总结出了各种经验和方法，我们在失败
的路上越挫越勇，让我们变得更加团结。

磨性差、抗菌性差等，因此整个项目是对钛合金进
行改性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对整个
项目的简要介绍：采用双层辉光等离子体渗金属技
术在 TC4 表面制备不同铜铬比的合金层；通过 X射线衍射仪（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能
谱仪（EDS）确定基材与渗层的表面相组成、表面
与截面形貌、渗层元素组成等，并用薄膜密贴法检
测合金层的抗菌性，同时检测其耐磨性。
我们是一支克服困难的小分队。就像雨果所说
的“向着某一天终于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目标迈步还
不够，还要把每一步骤看成目标，使它作为步骤而
起作用。”我们把眼下的每一个小步骤完成好，那么
最后自然会收获成功的果实革命。大创伴随着六月
份我们的毕业而结束，但这对于我们这个小分队来
说，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每个成员都如愿以偿
的考上研究生顺利进入新的学习环境，踩着本科期
间大创堆砌的基石，在科研之路去迎接新的挑战！

编者的话：
又是一年毕业时，许多大创项目也结题了。或
许结束更代表这另一段事业的开始，但别忘了，我
们曾在这洒下过我们奋斗的汗水！

到达港湾
赵青英（指导老师：郝晓刚）
化工 Z1204

照片 11 金相腐蚀
Ti-6Al-4V 有很多优点，伴随着钛制品消费的增
长，钛合金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如硬度低、耐

从参加大学生创新性实验到至今，不知不觉已
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前，我对这个项目还仅
仅有些初步的认识，现在项目已经结束，我在这个
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新的知识、新的方法。一路走来，

有喜有悲，一路走来，我们不断成长。
在我们组的项目结题答辩中，我们向学校的各
位老师汇报了我们的项目成果。部分成果如下图所
示。

图 12 渗透汽化单级、二级冷凝
渗透组分样品
现在大创项目已经结束，回想过去一年里参加
创新实验的过程， 感触颇多。
正确定位你做“大创”的目的。本科生是很难
参与到真正的科研活动中去的。
“大创”是面向范围
最广的一种参与科研活动的方式。
“大创”更多的是
让参与者体验科研活动，国家给你立项，让你自己
找一个任务或者是给你任务，让你参与一下。体验
之后，你能获得什么，那就是看你自己有多大的能
耐了。归根结底，
“大创”还是一个学习过程，是一
个思维锻炼的过程。至于那些功利什么的，只是在
你的学习过程中，对你刻苦努力的奖励。
培养自主学习的精神。在项目初期，由于知识
方面的欠缺，我们进展较慢。与师兄、指导老师的
沟通并及时调整方案，花一段时间学习相关知识，
在此过程中我理解到科研最重 要的是要抓住项目
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再对研究方案做出合乎实际
的设计，最后才能取得预期成果。每个课题研究对
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它不同于我们在课堂上学习
的知识，没有现成的方案、思路，需要你结合自己
的所学知识主动的去查找文献，慢慢摸索条件，抓
住问题的本质去寻找规律，然后确定方向。
项目的开展需要团队合作交流，它不仅关系着

项目开展的进度快慢的问题，而且关系这一个团队
能否坚持到最后并取得一定成绩。很开心的就是这
次比赛中我们成员发挥了各自的长处，使得项目开
展的比较顺利，这也是我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这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给我带来了很多，
有能力上的提高，有思维上的创新，也有情谊上的
收获。我在忙碌中充实了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并最终完成了项目的研究内容。在实验中，尽管遇
到了很多困难，尽管与学习时间相冲突，我不断鼓
励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有始有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到最好。在这段时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经历着，
迷茫着，也收获着。非常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个
平台让我们有机会锻炼自己，增强了我们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本领，实践才能出真知。这段经历无论是
对我们读研，还是找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青春，追梦，无悔
景森（指导老师：王红霞）
成型 1303

光阴似箭，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走过，大三正
一步一步走向尾声，我们的大创项目——“航海仪
表壳用纳米颗粒增强镁基复合材料粉末热压法制备
工艺研究”也已经进行了中期汇报。
我们的项目于年 2015 年 9 月正式实施研究。因
镁基复合材料由于具有高的比强度、比模量和良好
的耐磨性、耐高温性能和减震性能，在航空航天，
特别是汽车工业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和广阔的市
场。所以我们需通过粉末热压法向镁及镁合金基体
中添加增强相以改善其工艺性能，获得优质合金。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实验，在李
学长的精心指导下，我们从当初的懵懂无知，到后
来的渐入佳境。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各种各
样的困难，即使如此，我们也毫不退缩，迎难而上。
由于我们做一次实验需要大量的时间，因而每失败
一次或者实验遇到什么故障，都会消耗我们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去改正错误，通过不断的修复，我们终
究还是学到了一些知识，也为此总结了许多经验和

教训，为我以后的实验奠定强有力的基础。

照片 13 清理模具
其实，失败并不可怕，既要成功，必有失败。
我们每做一次实验，必然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有位
名人说过：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条，而其中正确
的只有一条，也许我们一次就可以成功，但每当我
们失败一次，就减少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进行大
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成功，更是为了学到更多的
知识、获得更多的经验，也是为了我们梦想的道路
更加丰富多彩。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对
于每个人来说就只有一次，因此我们的一生应当这
样度过，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要因虚度年华
而悔恨，更不要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正处在风华正
茂的年纪，我们应该勇敢的追梦，不给青春留下遗
憾！

论是读研，还是工作，我们都要感谢这段经历，给
我们带来的思考和进步。
在项目过程中，由于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维，
有时难免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碰撞，这时候需
要我们以团队为重，以项目为主，全身心投入，并
充分尊重团队中的成员。我们组从项目立项之初成
员之间的不太了解到现在发展成为很好的队友很好
的朋友，这也见证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每一个
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在团队中我们能聚集起每个
人的能量，并将之发挥到最大的作用。通过我们共
同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并取得了预期的试验成
果。
其实，细细想一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还有许多地方并没有做到位，譬如之前考虑的加上
垂直角度传感器、譬如在程序中进行盲区误差消除
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改进完善的工作，我们路还可
以走更远。

照片 14 便携式管道堵塞定位检测仪样机

创新永不止步
陆义（指导老师：靳宝全）
光照 1201

时间过的飞快，历经近两年，我们的项目终于
迎来结题。现在的我们停下前进的步伐，回首瞧瞧
我们走过的每一步，欢乐与心酸，成功与挫折并存。
如今终于理解了之前听说过的一句话，大创需要的
是一个过程，成功或者失败是其次。我觉得，这个
过程的经历让我们每次项目里的人都受益匪浅，无

大创结题了，但创新永不结题，创新永不止步，
正因为一批批投入全身心创新浪潮中的人在不断努
力，不断进步，才能推动科技、社会不断的进步。
我想，如果没有参与大创，我可能一辈子都不
会去关注管网这块领域，如果没有参与大创，我可
能再难体会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问题后欣喜若狂的
感觉，我也再难去感受到团队的合作和帮助，以及
靳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我们会永远铭记，也会永远努力，也会让创新
永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