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往开来                                                       
  杨自凯（指导老师：常晓明） 

测控 1101 

继本创新越蓬蒿， 

往事切记待盛朝。 

开流拓荒士气豪， 

来年兴隆任逍遥。 

很荣幸自己在担任太原理工

大学站电脑鼠通讯主编的同时，又

担任了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通讯的主编，这对我来说既是挑战

又是机遇。 

大创的通讯不同于电脑鼠的

通讯，后者的提交者是我们晓明研

究室的内部成员，各种文字规范、

内容安排、提交方式及编排方式都

有成文的规定，大家按部就班即可；

而大创通讯的提交者是全校各院

的精英，大家各自都有一套行之有

效的做事方法，但是没有统一的规

范，而我就是要在这种“百花争艳”

的方法之中择其优者而选之，定下

统一的规范来提高编排的效率，并

努力形成成文的规范，让后来者更

容易接手。 

本届大创通讯团队的责编为

热能学院的贾里学长，他是我校

“校长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

获得者，其能力可见一斑；几位组

长分别是杜舒、任川兮、李福、崔

伟伟、宋潞潞、张亚坤和高鹏丽同

学，他们或是国家级或是省级大创

负责人，可想而知也是各学院的精

英之才。相信我们大创精英团队以

坚持为根本、以信心为支柱、以完

美为目标，定能继往开来，将我校

的大创通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

度！ 

 

 

 
照片 1  初任总编的杨自凯 

 

 

照片 2  通讯员责编合影 



 

编者的话：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而惟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

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 

——李大钊 

 

 

一直在路上 
贾里（指导老师：樊保国） 

热能 1001 

众所周知，汞是一种有害金属，由于煤燃烧过

程中汞排放的规律十分复杂，且与多种因素有关，

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展

了我们的大创项目《煤粉燃烧条件下煤质特性对汞

排放的影响》，拟以采用不同燃烧方式的燃煤电厂为

研究对象，通过采样分析煤质特性和燃烧方式对汞

排放规律的影响，获得不同燃烧方式条件下燃煤中

总汞在烟气、飞灰、灰渣等物质中的分布及其汞存

在的形态，从而为电厂采用脱汞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经过我们对项目所涉及到的相关专业知识进行

详细学习以及充分准备后，我们项目组在老师的指

导和帮助下，先后前往太原重型机械制造兴业热电

公司、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平遥耀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古交西山煤电等

地进行了实验样品的采集。这些机组都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在锅炉形式上有煤粉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

这两种火力发电中的主力机组，在脱硫方式上包含

有半干法脱硫、湿法脱硫和炉内脱硫等主要的脱硫

方法，在锅炉容量上有 600WM、300WM、200WM

等不同的出力。 

我们项目组现已完成了对兆光、太重、盘山等

采样数据的分析，还有部分样品在送检中。通过分

析，我们发现汞排放主要存在于烟气或飞灰中，其

决定于电厂使用的煤的挥发分含量和平均硫分。由

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机理与煤粉炉存在差异，现

阶段我们正对其中的机理进行分析。相信我们经过

数据的进一步积累后，通过分析样品数据，从而将

燃煤特性总汞的分布、汞形态的分布等规律相关联，

得出煤质特性对排放规律的影响，达到项目的预期

结果。 

  

 
照片 3  项目全家福 

（左起：刘军娥 刘天璐 贾里 金燕教授          

樊保国教授 黄波 李晓栋） 

 

为期一年的大创项目已经过去一半，特此向全

组人员的努力表示敬意。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

我们会更加认真努力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并预祝

我们项目圆满成功。 

 

 

面朝目标，厚积薄发 
朱辉（指导老师：池成忠） 

成型 1102 

又到期末，又到了准备复习考试的时间，我们

的项目进展暂时性的慢了下来，但是我们的思考和

创新并没有结束。 

经过之前的努力，我们已经确定了多层金属薄

板层结合强度测试装置设计的原理和思路，并且已

经在 AutoCAD 上画出了零件图。 



其实现的原理是通过反复弯曲来测定层结合强

度，在试件开裂前，弯曲次数越多，则说明其层结

合强度越高。为实现反复弯曲，我们通过计算，设

计了一个曲柄摇杆机构。动力源带动曲柄周转运动，

实现摇杆的摆动，通过夹具夹住试件，而试件的另

一端被固定住，这样便可实现试件的反复弯曲。但

是反复弯曲要求试件要有两侧各 90°的弯曲，也就是

一共 180°的弯曲，而我们设计的机构只能实现 90°

的摆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摇杆末端增加

了一个齿轮机构，利用齿轮的运动特性，获得了 180°

的摆动。 

目前，我们已经买回了一些测试装置中可以用

到的零件，如链轮、链条、齿轮、轴承座等，并以

这些标准件为基准，设计出了其它零件。我们现在

在做的工作是通过实物比对，思考怎样把这些零件

以最高的的效率和最小的体积组合起来，而且不影

响机构功能的实现。 

 

 

照片 4  工作照 

（左起：朱辉 王悦凯） 

 

由于组里成员大四考研学生比较多，他们要忙

于复习，所以项目的进展要比预期慢一些。但是等

他们考研结束以后，我们一定会再次凝聚在一起，

用大家集体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用 100%的激情和努

力去战胜各种各样的挑战，用永不气馁的精神去赢

得我们的胜利，为我们大学的科技生活画上圆满的

句号！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功一定会属于我

们! 

成分优化设计探索 
陆杨婕（指导老师：程伟丽） 

材料成型 1002 

由于全球节能减排和部件轻质化的要求需要，

高强度镁合金的开发显得十分迫切。目前强度最高

的商业化变形镁合金ZK60的屈服强度约为240 MPa，

尚低于具有中等强度Al-Mg-Si 基铝合金的屈服强

度（300 MPa）。Mg 的Hall-Petch 系数大约为0.7 

MPa m1/2，明显大于Al合金的相应值。这表明细晶

强化是提高镁合金强度的有效的方式。为此，制备

出的超细晶Mg-Sn基合金势必会拓宽镁合金的应用

领域。 

项目开始启动的一个月来，我们真正开始了在

实验室里的动手操作，每个人的动手实践和分析的

能力都得到提升。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进行了

合金熔炼和合金坯料准备，并对 Mg-Sn 基合金铸态

组织进行了分析。 

 

 

照片 5  全体组员 

（左起：陆杨婕、王荣、李瑞雪、唐婷婷、 

许智卓） 

 

实 验 原 理 ： 所 用 合 金 的 主 要 成 分 为

Mg-8Sn-1Al-xZn（x=1,2,3）代号分别为TAZ811、

TAZ812和TAZ813。首先对 1、2、3号进行试样制

备。实验所用的原材料为纯度大于99.9% 的纯镁、

纯锡、纯铝和纯锌。合金在石墨坩埚中通过感应炉

熔炼，熔炼过程中采用CO2+SF6气体保护液面。待



所有原料熔炼完毕后，在750℃保温20分钟，以保证

所有合金元素溶解并充分扩散。除渣后在700℃将熔

液倒入金属模具中获得长200 mm，直径100 mm的圆

柱体坯料。所用金属模具在浇注前预热到200℃。 

在之后的实验过程中，我们将开始 Mg-8Sn 基

合金成分优化（Al、Zn、Na、Mn）、微观组织表征、

流变剪切挤压（铸挤）工艺参数优化，（母液熔炼工

艺参数优化、流变剪切工艺参数优化）以及通过铸

挤观察前后组织演变表征等实验内容。 

 

 

滑动轴承润滑油回收净化循环利

用装置 
刘鹏（指导老师：庞新宇） 

机械 1115 

自去年项目启动以来，我们先是设计了纯机械

的装置来实现目的，但在制造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由于装置灵敏度要求高，整体体积要求小，所以零

件体积都比较小，制造难度大，不容易实现，而且

纯机械装置灵敏度过低，达不到所需要求。 

 

 

照片 6  讨论设计方案 

(左起：刘鹏 阳磊 曹晓林) 

 

随后我们转变思路，选择使用传感器采集信息

将其转换传输到微型控制器内部，经控制器处理后，

输出控制信息控制电机，完成所需操作。利用这种

设计后，原先的灵敏度和制造问题得到了解决，符

合工作所需要求。接下来我们学习了自动控制的相

关基础知识，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完善设计，目前

为止，学习过程已基本结束，设计已经完成。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购买材料和元件，进行组装

和测试，发现问题，纠正问题，直到完成整个装置

的组装与正常运行。 

对于这个实验我们真正独立做过的一步就是煤

样的制备，我们需要把一定地方的煤块粉碎到直径

3mm 以下，然后在从中筛选出直径为 0.2~0.25mm

的煤样。由于经费有限，我们用借来的钳子，锤子

在两个小簸箕上砸煤块，然后用小筛子筛选出所需

煤样，经过整整一天的努力，我得到了一烧杯煤样，

尽管我们的手臂都酸了，衣服上也都沾满了煤灰，

但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个人的心里都是高兴的，

同时也都认识到任何实验成果都需要努力实践来获

得。 

 
 

开始启程 
任川兮（指导老师：李明照） 

冶金工程 1102 

现在已是 12 月初，大三的第一学期已经走向了

末尾。随着而来的各科考试充斥在我和周围同学的

身边。窗外寒风凛冽，太原已经走进了严冬。这个

冬天，注定又是个挑战的季节。 

虽然比较忙碌，但我们的大创新项目没有落下。

本学期伊始，指导老师就给我开了一次会议，把大

创项目的工作安排下来。我们组项目是关于报废镁

合金表面涂层的去除机理研究，涉及到有色冶金、

表面工程、有机化学等知识。现在还没有学太多的

专业，老师让我们立足于有色冶金，将项目分为三

个阶段，认真做下去。 

在老师指导后，我和组员们就开始了第一阶段

的工作，即去除报废镁合金表面的涂层。在我们学

会文献检索后，就在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

库里下载了关于报废镁合金相关研究的论文。经过

学习与讨论后，我们整理出目前已有的去除机理，

并完成了首篇文献综述。对于报废镁合金表面涂层



的去除，主要是有机、无机两大类方法，我们根据

报废镁合金的情况，找到新的有效方法。 

期间，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太原富士

康，在富士康那里找到了一些报废镁合金。在之前

实验室师兄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到双塔东街上买回

来第一批化学药品。第一次实验，我们的期望不高，

主要是感受实验的过程。还好，在我们的“胡乱”操

作下，收获还是不小。有了第一次的开始，接下来

就连着做了 3 次实验，渐渐地找到了感觉。 

我们已经开始，而且开始的还不错，我们有理

由相信我们的大创会很好地做下去。有句话是这样

说的，你计划的秋天已退去童话的色彩，一个真实

的现在可以开垦一万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怀着一颗

真诚的心态，在实验的路上，开启新的征程。 

 

 

照片 7  “奋战”实验室 

（左起：任川兮 凌远椿 刘丹 王晓哲） 

 

 

项目方案确定 

马塾亮（指导老师：刘建霞） 

电信 1001 

我们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的项目名称叫做“酒

精浓度超标车辆检测定位系统”，想到要做这么一个

项目的原因就是考虑到由于醉酒驾驶造成的交通事

故频繁发生，给社会安全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但目

前交通管理部门对于酒精浓度的检测还不够完善，

更多的情况需要依靠交警的个人经验，十分浪费人

力物力,效率不高，排查的方法有待改善，为了更加

有效的对酒后驾车这种现象进行精确的检测定位，

我们就构思了这套“酒精浓度超标车辆检测定位系

统”。 

 

 

照片 8  全家福 

（前排左起：吴泽钿 王兴  

后排左起：刘阳钊 马塾亮 李波） 

 

我们主要将这一系统分为两大部分，这也很容

易理解，一部分是检测和发射装置，安装在车里面，

另一部分是接收和显示装置，这一部分在交警手中，

其实在这一项目中最为关键的应该就是如何对酒精

浓度超标车辆进行定位的问题了。 

我们一开始提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利用全

球定位系统 GPS 进行定位，当车辆内酒精浓度超标

则单片机自动对车进行 GPS 定位，将车辆的信息发

送到数据库进行查询，再将车辆的信息发送到交警

手中的显示设备上，显示设备上显示车辆所在位置

及车辆信息，执勤交警对车辆进行排查。 

方案二是利用无线传输的信号进行定位。同样

是当车辆内酒精浓度超标时，则单片机控制无线发

射电路将该车的车辆信息（酒精含量，车牌号，车

主姓名）发送出去，在附近一定区域内的执勤交警

手中的接收器将接受并显示该信息。方案一中用到

了 GPS 装置和数据库系统，因此大大增加了该设备

的成本和人力；而方案二则成本低廉，容易实现，

而且功能差异不大，因此我们选择了方案二。 

确定了方案，我们就能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相信通过我们努力、思考与动手的结合，此项目定

会大获成功。 



 

 

编者的话： 

书读万卷胸襟阔，路行八方经验多。只有通过

实践才能真正理解所学到的知识，也才能真正将知

识随心所欲地运用。诚如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 

 

 

坚持 
罗辉（指导老师：王红霞） 

材成 1003 

大四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开始了，这段时间里

我们付出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同时我们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们已

经完成了低温高应变挤压制备镁铝复合板过半的任

务了，接下来我要为我们的项目做一个小结。 

 

 

照片 9  全家福 

（前排左起：张美煜、罗辉； 

后排左起：张毅、李维博、李行飞） 

 

我们利用等通道转角挤压新技术将 AZ31/A1 合

金复合板在不同温度下挤压不同道次，进行复合。

再研究不同工艺条件下镁铝复合板的层界面组织及

结合强度，具体的工艺条件是挤压温度和应变量两

项。通过优化挤压工艺参数，寻求最佳挤压温度和

应变量。目前项目进行到此处，接下来我们要设计

不同退火温度和退火时间对复合板退火，对比分析

退火后镁铝复合板的组织和性能，优化退火工艺，

以寻找具有高的结合强度的镁铝复合板退火工艺。

因为得到性能更优、强度更高的新材料才是我们做

项目的最终目的。 

现在项目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不会因为暂时的 

成绩而窃喜，我们会继续努力，将课余时间充分利

用，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项目中去。并且认

真做好小结报告，把项目成果和自己总结的经验教

训记录下来，为接下来项目的顺利进行做好铺垫。

我们有信心又快又好的将项目完成！ 

 

 

千虚不搏一实 

于洋（指导老师：常晓明） 

创新 1102 

象山集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千虚不搏一实。很

庆幸自己也能有一个实践的机会，着手去做一个项

目。我的项目名称是《基于压力传感器的游戏与健

身系统的开发》，它是一款集硬件平台与软件平台于

一体的项目。项目的大致规划有以下几点： 

1.制作压力班的实验装置。 

2.编写软件，实现计算机对压力板 LED 的控制功

能。 

3.在 LabVIEW 环境下开发软件平台。 

4.完成演示系统。 

5.形成系统开发文档和技术报告。 

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是熟悉 LabVIEW 环境，并

能够熟练运用。 

LabVIEW 是美国 NI 公司基于图形化编程语言

的虚拟器开发环境，内置信号采集、测量分析与数

据显示功能，集开发、调试运行于一体，是业界领

先的测试测量和控制系统的开发工具。LabVIEW 的

功能 VI 很多：结构、数组、字符串、逻辑与算术运

算、簇、文件管理、属性管理、波形生成/测量/计算，



信号处理、接口通讯等。 

第一次接触 LabVIEW 语言，看到它图形化的

语言，确实有一些惊讶，想不到编程语言如此复杂，

竟然还有这么一种全部是图形编辑的编辑软件，真

是对编辑人员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啊！这种图形化

的程序语言上手非常容易，它避开了各种死板的宏

定义，用各种图形来代表各种逻辑关系。但是，当

我真正学习它，用它来实现一些功能的时候却很棘

手，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开始从学姐手中

拿来的题没过多长时间就轻松的实现了它的功能，

但是随着难度的深入，功能想要完全实现已经不再

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开始求助于实验室的小伙伴们，

在他们热情的指导和启发下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

学习的路从来都不会是平坦的。好景不长，随着考

试的临近，大家都开始忙于复习、考试，我也就不

便于再去打扰他们，学习起来也就更加困难，自己

琢磨，有些均已实现，但是有些残留部分功能却尚

待完成。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些题目的思考

与解答，因为我认为程序上的问题在于思路，很多

问题只是因为某个点没有想通而导致整个程序无法

实现或者是实现成本过高。 

 

 

照片 10  学习 LabVIEW 的于洋 

 

学习中的苦确实难以言尽，我觉得自己关于

LabVIEW 的知识实在是有限，我应该继续学习，因

为它对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很有帮助，它给人一种

“电脑在手，使用不愁”的感觉，对于这门课的学习

才刚刚起步，希望我能够熟练的借助 LabVIEW 这

个平台出色的完成我的项目！ 

实践出真知 
赵凯星 （指导教师：赵涓涓） 

软件 1114 

随着学校 201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

正式启动，我们小组的项目也逐步走上了正轨。经

历了最初的无从下手到现在的各项工作按计划进行，

我们都体会到了实际动手能力的重要性，并且在不

断磕碰中摸索出了一系列的团队合作经验，为合理

高效的进行团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项目建立在山西省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

目——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森林防火系统的基础上，

在此方向下，我们准备开发面向 Android 系统的监

测预警客户端，并附带开发一系列的专家系统工具，

以供森林防火监测人员及时、准确、高效的对森林

火灾进行预警以及判断，提高护林防火工作的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 

 

 

照片 11  演讲中的赵凯星 

 

我们的项目筹备开始于 2013 年 4 月，经过半年

的设计及开发，软件系统的代码开发工作量已经完

成 70%，已经基本可以实现对森林火灾数据的模拟，

并且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按照计划，我们将会

在本学期结束时完成对硬件设备的底层开发，并与

整个系统进行连接。之后进行实地测试，完成测试

报告，为后期数据分析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所有的成员都

明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有更多更细致的

工作需要去做。我也相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砺， 



我们全体成员都有信心、毅力去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大创项目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编者的话： 

科学家不是依赖于个人的思想，而是综合了几

千人的智慧，所有的人想一个问题，而且每个人做

它的部分工作，添加到正建立起来的伟大知识大厦

之中。                           ——卢瑟福 

 

 

五人团队，新的征程 
李福（指导老师：闫高伟） 

自动化 1001 

在刚刚过去的大三上学期，我参加了学校的大

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在这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

们曾洒下汗水，也曾播种了希望；我们曾付出心血，

也曾收获成功。从寻找课题到申请立项，从搜索学

习文献到联系购买材料，从一步步实验过程到一个

个结果测试，从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到提高改善性能，

一路走来，感觉收获颇多。 

经过向老师请教，同组队员之间的讨论，求助

于学长，我们将整个系统划分为两大部分，并且对

每一部分都有了具体设备的选择，现将其详列如下： 

上位机：使用 Microsoft 公司的 office Access 数

据库对数据进行存储、处理。 

下位机：基于 S3C2440 芯片，使用 linux 系统

的 yaffs2格式的文件系统管理从计算机获取和GSM

模块接收的数据，并可以将存储的数据转换成 PUD

码通过 GSM 模块发送。 

到现在为止，一位队友已经写好了大部分关于

我们这个项目的上位机程序，并进行着程序不断的

改进和优化，还有的是一些数据库的基本框架程序

已经搭建好了，在以后的时间里会不断地完善这些

程序。还有其余的队友正在努力的学习基于

S3C2440 芯片的嵌入式开发板，对开发板有了一些

基本的了解，写它基本的驱动程序和关于 LINUX 的

一些程序。 

这是我们组现在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

会按照计划好的步骤做好我们的项目，相信一定会

完成我们的任务。感谢学校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实践

的机会，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阎高伟老师，感谢团

队中每个成员以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 
  

 

照片 12  闫志强正在调试 S3C2440 芯片开发板 

 

 

团队合作效率高 
高焕园（指导老师：靳利娥） 

化工 Z1104 

伴随着忙碌的课堂生活，我们的大创实验项目

也在不断的进展。 

   在闲暇之余，我们确定了 SOD 酶的提取方案，

并开始准备所需的试剂及所需仪器。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utase,简称 SOD）

是一种蛋白类的天然抗氧化性物质，SOD 空间三维

构象表面具有特定的微环境易受介质、酸碱、温度

等因素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活性，其稳定性差，储

存时间短，分子质量大不易透过细胞膜，口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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