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不知不觉，暑假即将结束，开学的脚步越来越
近，而我们的创新实验也正在有序开展，老师的指
导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队友的协作给了我们奋进
的动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小小的成果，也收获了
点点的感动。我们会带着这些珍贵的果实，继续前
行，将这份探索坚持到底！

所以我们不要怕失败。爱迪生在经历 1000 多次的失
败才发明了电灯，没有什么伟大的事情是可以一蹴
而就的。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怕失败，反
而应该正视它的存在以及它的价值，真是失败的存
在，成果才会显得难能可贵，我们才能发现科学的
奥秘。假使这个世界没有失败，那么我们的生活岂
不是没有任何的色彩可言，那一定是无聊的。

迎难而上
张雅鑫（指导老师：杨玲珍）

照片 1 团队学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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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创已经开始了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里我不
仅仅收获的是友情还有师生情。我们项目里五个人
能聚在一起做实验就是一种缘分 ，每次一起克服困
难，一起享受胜利的果实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然而实验并不是那么的顺风顺水，我们会遇到很多
困难，这让我们既兴奋又焦躁，兴奋的是我们又有
了新的进展，焦躁的是这让感觉到困难，但是只要
我们五个人在，还有老师和学长的支持我们就感觉
信心满满。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要我们不放
弃，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什么困难。在解决困难的过
程中我们也得到成长，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其中不
仅仅只是知识，更多的解决困难的能力和迎难而上
的勇气，还有勇于提出问题的魄力以及团队合作分
工学习的能力。
动手实验的过程难免是有失败的。成功、失败
都是一种财富，成功了享受战胜困难的喜悦，汲取
胜利的养分，失败了也不可怕，我们可以学习到很
多的经验。反而失败给我们的经验远远要比成功多，

我想说的是，在试验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会遇到
很多，甚至是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我们
要迎难而上，我们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们要
知道失败越多我们离成功越近。

破茧成蝶
王磊（指导老师：王社斌）
金材 1301

八月，是个炎热的季节，我们组也迎来了新的
挑战，重点针对后续的处理工作以及最终冶炼与除
杂的处理进行探讨研究。目前，我们组的取得了些
许进展，在原有数据研究、汽车结构的基础上，我们
了解到汽车中锌主要集中在车身，即镀锌钢板上，
并且，仅车身中的锌就占到总含量的 87.48%，其余
的就集中在电气设备上。众所周知，汽车在拆解的
过程当中，电器设备在前期预处理时就已经单独移
除，所以汽车上的锌就集中在了镀锌钢板上，也因

此我们组打算重点突破对镀锌钢板中锌的去除。
我们组考察了镀锌钢板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镀锌钢板的基板是我们所熟悉的钢铁材料，然后是
我们所需去除的锌渡层，之后可以在高温下去除的
化学转化层、底漆、面漆等物质。镀锌层中的锌，也
可通过机械打磨的方式去除，但考虑到实际的成本，
以及去除的不充分，仍有大量残余，因此，我们考虑
了电炉冶炼工艺，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探讨与研
究。

照片 2 实验讨论研究

终期汇报也仅仅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不过我们对已经完成好的项目做了进一步的优
化，主要是针对 Arduino 的部分功能将其衍生至了
新的单片机上，使其负荷变小，降低了功耗，延长了
可工作的时间。期间，我们新购买了一一部单片机，
在售价不贵的基础上，完成了功能的最优化。
硬件的设计跟焊接都要我们自己动手去焊，软
件的编程也要我们不断的调试，最终一个能完成课
程设计的劳动成果出来了，很高兴它能按着设计的
思想与要求运动起来。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第一、不够细心比
如由于粗心大意焊错了线，由于对课本理论的不熟
悉导致编程出现错误。第二，是在学习态度上，这次
课设是对我的学习态度的一次检验。对于这次单片
机综合课程实习，我的第一大心得体会就是作为一
名工程技术人员，要求具备的首要素质绝对应该是
严谨。我们这次遇到的多半问题多数都是由于我们
不够严谨。第三，在做人上，我认识到，无论做什么
事情，只要你足够坚强，足够有 毅力，足够有的挑
战困难的勇气，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锌，鉴于其物理、与化学性质，在冶炼过程中将
是个难处理的问题。因此，我们组打算从最基本的
问题着手，先查传统工艺中对锌的处理工艺，然后
考察最新的处理工艺，总结各种处理的方式，探寻
最经济、最节约能源的工艺。不断更新和完善工艺
路线，确定更加合适的方法和步骤。
我们相信，我们所探寻的答案即将浮现，只要
我们继续努力，坚持寻找，一定会克服困难，冲破障
碍，破茧成蝶，迎来新的曙光，加油！
！
！
照片 3 对单片机进行功能测试

不能松懈
张悦阳（指导老师：段富）
物联网 1301

时光荏苒又到了一个学期的结束，又一个繁忙
的五月过去了。作为 2015 年立项的大创项目——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工作平台”，截止至今，离我们的

继上月我们完成了人脸识别算法的测试和运行后，
这个月我们继续努力，将以前基于蓝牙传输距离仅
有 5-10 米的中继传输装置，利用扩展节点将其的
有效传输距离提高到 20 米，在下一代 RS-485 总线
的概念下，BOSHIKA 将原本用于延长 RS-485 通
信距离并且提高负载能力的中继 RS-232/RS-485 转
换器进行绑定，推出 RS-232/RS-485 中继转换器。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终期审核可以为自己，
为老师上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不会放弃，我们
仍在努力，厚积薄发！Fighting。

脚踏实地
廖玲（指导老师：邓坤坤）
金材 1302

不知不觉，我们参与大创项目——“基于 SiCp
调控(Mg,Al)-Ca 相增强 Mg-5Al-2Ca 的制备工艺研
究”已经这么久了。
我们的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实施研究，至
今已有九个月的研究历程。我们项目组在研究生学
长学姐和老师已通过半固态搅拌技术制备了不同体
积分数(2vol.%、5vol.%和 10vol.%)的 SiCp/Mg-5Al2Ca 镁基复合材料。研究了挤压前后 SiCp 的存在对
Mg-5Al-2Ca 基体合金中(Mg,Al)-Ca 相的影响，及它
们共同对基体合金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的研究。

含量由 2vol.%增加到 10vol.%，Al2Ca 相和晶粒的尺
寸并没有明显的变化。SiCp 的加入显著的提高了屈
服强度、抗拉强度和，但是减小了延伸率。
回想研究过程中当我们碰见课题的瓶颈而萌生
退意时，是邓老师一直在激励我们；当我们迷茫于
文献的浩瀚而止步不前时，是邓老师在指导我们。
大创过程中我们小组内部也是非常的团结，对于各
自的分工基本都完成的非常好，当个别同学有特殊
情况时大家都乐于帮忙。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明白大学生创新实验
训练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训练，我们将继续前
行！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积极思考相关问题。

编者的话：
创新实验是一条充满挑战和艰辛的探索之路，
是一条充满收获和喜悦的收获之路。在这条实验之
路上，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切身体会，也许是感受到
了困难的阻力，也许是体会到了前进的动力。

青春，追梦，无悔
景森（指导老师：王红霞）

照片 4 搅拌铸造的搅拌器件
研究结果表明，在铸态的 Mg–5Al–2Ca 合金
中，5m SiCp 的存在能扰乱 Al2Ca 相的网状分布。
并且随着 SiCp 含量的增加，Al2Ca 相的网状分布逐
渐消失并且逐渐被细化，这主要是由于随着 SiCp 含
量的增加形核的位置也逐渐的增加。在热挤压之后，
所有的合金和复合材料的晶粒和 Al2Ca 相都被显著
的细化。当加入 2vol.% SiCp 时，复合材料的 Al2Ca
相和晶粒尺寸就被显著的细化。但是，随着 SiC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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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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5 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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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毫不退缩，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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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了我们梦想的道路更加丰富多彩。

器时也常遇到，质点位移节点的安排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位移节点处于变幅杆的宽端，另一种是处于
窄断。

照片 6 实验分析应力云图

照片 5 磨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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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思考
张磊（指导老师：轧刚）
创新 1301

这个阶段，我们又和往常一样来到教室，开始
我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是讨论和初步设定一下四
分之一波长的指数杆。
四分之一波长杆在设计复合变幅杆或组合换能

四分之一波长的变幅杆由于一端处于波节，即
振动位移或速度为零，因而对无损耗的四分之一波
长变幅杆，就其两端振幅比而言，其放大系数 M 为
无限大，处于节点一端的输入阻抗 Z 也是无限大。
实际上材料是有损耗的，而且另一端在实际应用中
也有负载，因此，M 及 Z 都是有限值。但因有较大
的 M 及 Z 特性，故在换能器设计中常用它作为阻抗
匹配组合，以提高换能器的辐射效率。首先要确定
位移节点处于宽端的四分之一波长指数杆的边界条
件，再确定位移节点处于窄端的四分之一波长指数
杆的边界条件。
在高声强超声处理应用中，例如：超声加工、超
声焊接，超声冷拔丝、管，超声乳化、粉碎以及超声
疲劳试验等等，由于换能器端面的振动幅度一般很
小（几微米），所以必须采用超声变幅杆，把振
动振幅放大，以达到所需要的强度。变幅杆宽端的
能，在航空航天，动振幅放大，以达到所需要的强
度。变幅杆宽端的大小取于换能器辐射面积。一般
说其截面线度取等于或大于换能器辐射面的线度。
但其横向尺寸在没有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应小
于四分之一波长，以减小横向振动所带来的影响。
而窄端（即输出端）大小应根据所处理的对象来选
择。在某些实际应用中，变幅杆的工作面既不是圆
形也不是方形，例如在超声塑料焊接中，有时需要

长方形或其他面积较大的不规则形状。
经过几天的讨论和计算，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开拓了视野，提高了一定的学习能力。

的趣味。

不断尝试
赵晓彤（指导老师：高峰 侯赵平）
无机 1301

开学之际即将来临，学长学姐已经暂时离开我
们，当然大家都忙着考研，但是继续大学生创新性
实验是我们不弃的选择。在这里我们不断尝试，有
成功，有失败；期间虽然也有失败的懊恼，气馁，但
无法遮盖成功时内心的喜悦。
在上次的通讯稿中，我们提到用一种有机和无
机的混合溶液来代替单一有机溶液的方法来制作小
球。这种方法做出来的产品比用老方法做出来的更
符合我们对产品的期望与要求，进而产品的性能也
会有所提高。这一结果的出现让我们兴奋不已。但
是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发现这种小球虽然比原来的
老方法做出的产品更好，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比如球形度太低，小球颗粒偏大。于是我们继续
尝试，去改进我们的溶液配方以及制备小球的工艺
环节。
经过多次饰演的尝试与改进，我们找到了溶液
中的问题，放弃了原来的溶剂配方，提出并且重新
配制处理小球的溶液；找到制备环节出现的问题并
进行改进，去掉了制备环节中放置的在向智能恒温
循环器中的零下 40 摄氏度左右的乙醇溶液中的新
配置的溶液中滴加小球液滴成球（有机溶液在零下
不会冻结，而成球浆体由于溶剂为水，零度以下会
冻结，所以浆体滴入会成小球）时的用电动搅拌机
的操作。
这次实验再次让我们一次意识到了我们的不足，
需要把这次的大创很好的完成，还有很多技能需要
我们学习，还有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扎实的掌握。
大学生创新实验训练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
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我
们只有不断尝试和创新，才会体会到沿途风景别有

图片 7 电动搅拌机和智能恒温循环器

分析实验
郭禹辰（指导老师：靳利娥）
创新 1302

单因素实验昨晚之后，我们准备用实验的方
法，对实验的最佳条件进行分析，然后根据的得到
的数据，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能够制得产品的
最佳温度，最佳反应时间和最佳催化剂的用量。在
测得了之前实验的所有数据之后，得到合成的产
品，我们打算对产品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对产品进行了红外光谱分析，我们准
确称取 100mg 的溴化钾，添加 1mg 样品，用研钵
研磨成均匀的粉末，压制成薄片，用傅里叶红外扫
描仪做全波段扫描（400~4000cm-1），扫描次数 16
次。在红外光谱仪自带的 OPUS 软件和 Origin8.0
软件上对谱图进行处理。
接下来我们做了核磁共振谱分析，取少量产
品，用 CDCl3 溶解，采用核磁共振波谱仪进行 1H
NMR 的分析，工作频率为 600MHz。之后我们进
行了热重分析，用 Netzsh/STA409C 型热分析仪,以
空白为参照物,取单宁酸醚硬酸酯 10mg 左右，N2
气氛，升温速率设定为（5,10,15,20℃/min）扫描范
围 20-600℃,得到热重分析图。
单宁酸，硬脂酸钠及其合成产物 400~4000cm-1
的范围内的红外光谱可见。

同时，单宁酸在 3200-3650cm-1 处为-OH 伸缩振
动的吸收，产品在此处的吸收峰较单宁酸明显变窄
减弱，是由于单宁酸中酚经基参与反应接入脂肪烃，
数目减少；2850~2920cm-1 处为脂肪族烃中甲基和亚
甲基的伸缩振动吸收，产物在此处出现两个尖锐的
吸收带，1705cm-1 处为脂肪族脂基中-C=O 伸缩振动
吸收，产品在此处有强烈的吸收，较单宁酸中强，说
明产物中生成了大量的酯键。1275cm-1 为醚键的面
内振动，产物在此处有吸收，说明产物中有醚键生
成；720-725cm-1 处为-(CH2)n- 中，n>4 时产生的面
外摇摆弯曲振动吸收峰，产物在此处有吸收。

照片 8 我们组其中一次实验合成的产品

化成一泓清泉，化作一朵流云。

新知识，新视野
张栖铭（指导老师：闫高伟）
自动化 1302

在 8 月份，我们接触了新的知识，即对于人脸
识别的认识。我们小组一直研究的是声音识别，初
次接触人脸识别，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专业性
学习更强，对声音识别的学习也有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
人脸识别也是基于嵌入式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
该系统采用 S3C2440A 作为微处理器，以嵌入式
Linux 为操作系统，QT 为界面编辑语言，对摄像头
采集的图像进行分析处理。通过移植 OpenCV 视觉
函数库,调用 PCA 算法的相关库函数完成人脸图像
的检测与识别。人脸识别系统具有广泛的应用:人脸
识别出入管理系统、人脸识别门禁考勤系统、人脸
识别监控管理、人脸识别电脑安全防范、人脸识别
照片搜索、人脸识别来访登记、人脸识别 ATM 机智
能视频报警系统、人脸识别监狱智能报警系统等等。
适用范围也极其广泛。

综上所述，就是我们这次的分析实验所取得的
成果。我们的课题正在稳步地前进着，我相信在老
师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成功。

照片 9 智能药箱
编者的话：
有人说，青春是一杯甘甜的美酒，越品越醇香；
有人说，青春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越看越迷人；而我
觉得，青春更像一首歌，不仅有委婉动听的曲调，而
且蕴含了抑扬顿挫的旋律，回转在我们的心田里，

我们接触到的实际应用是智能药箱配药系统，
通过人脸识别，辨别出不同的人，然后自动弹出药
箱配药。在其中应用的技术，人脸捕获，是指在一幅
图像或视频流的一帧中检测出人像并将人像从背

景中分离出来，并自动地将其保存。人脸识别为核
实式比对模式。核实式是对指将捕获得到的人像与
数据库中已登记的某一对像作比对核实确定其是否
为同一人。此智能药箱配药系统，另一个功能，是根
据每个持有的 RFID 不同，通过射频识别，弹出不同
的药箱供药。
通过学习了解人脸识别，对于模式识别类知识
的学习更进一步，也促进了对语音识别的认识，是
一个知识的扩展。

坚持就是胜利

的酷暑以及期末的压力，大家都牟足了劲，准备继
续坚持下去，因为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只有迎难而
上。有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
情燃烧吧”
！
我们在得到新的指示后，当天晚上就进行了讨
论，并制定了计划，各位组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以
及可能发生的问题，即使困难重重，我们仍在咬紧
牙关的去克服困难。
我们这学期的末尾，却要跨出第一步，最为关
键的一步，我们确定实验的各种细节，确定大家的
分工，最后，达成目标。大家没有放弃，都很有信
心，也充满了干劲，随着我们知识和经验的增加，我
们相信这次一定可以做好这次大创。加油！

王同浩（指导老师：王保成）
材物 1302

随着期末的到来，大家也都在埋头苦干地复习，
我们小组成员也在抽空进行学习讨论。之前因为老
师退休，实验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的指导老师没
有改变，但这反而坚定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我
们相信，在经历这么多挫折后，踏实努力，一定会有
好的结果。

照片 10 组员讨论
俗话说得好“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在上一个学
期，为实验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有：文献
的下载学习，与各位队友的讨论，实验仪器，以及一
些注意事项。然而，因为客观因素，我们没能如期执
行计划，但这给与了我们经验，在这种经验下，我们
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实验前准备。现在面临着炎热

继续研究
薛英男（指导老师：杜欣慧）
电气 1302

我们终于在这个月的中旬结束了我们的考试 。
休息了一两天后我们便投入了课题的研究中去。
首先由微电网说起。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是在
大二学期，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专业课，对电网
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输送电的基础上。
但这个学期上过专业课后，对于“微电网”就有了比
较全面的了解——微电网就是指由分布式电源、储
能装置、能量转换装置、负荷、监控和保护装置等组
成的小型发配电系统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实现自我控
制、保护和管理的自治系统，既可以与外部电网并
网运行，也可以孤立运行。
其次就是智能电网。与微电网同时进入我们视
野的，还有智能电网。智能电网就是电网的智能化，
它是建立在集成的、高速双向通信网络的基础上，
通过先进的传感和测量技术、先进的设备技术、先
进的控制方法以及先进的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的应用，
实现电网的可靠、安全、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使
用安全的目标。
目前，微电网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解决电力系
问题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各国都依据本国电力系

统实际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微电网概念和发展目标。
当一个小区或者一个社区以这样的模式建立起一定
的规模，形成较大的分布式太阳能源时，可以将以
家庭为单元的小智能微网集合成一个大型的小区或
者社区微电网，这样就带动了全社会的微网发展。

发展都将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为了更好的完成我们的项目，我着重分析实验
项目的进度与之前的安排，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改善。
尤其是对数据的分析和数据的处理要做更好的处理，
将其分散到每一个人身上，让每位都能充分参与其
中。同时，通过学对实验的理化常数、计算方法、处
理方法，分析方法进行电子汇总。

图片 11 微电网
我们的课题正在稳步地前进着，相信我们的家
庭微电网在未来一定能推广扩大，应用得越来越广
泛。

青春无悔

图片 12 与师姐合照
以便于更好的查找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提高实
验效率。同时增加一个团队内部的监督系统，保证
每一位队员的实验积极性和实验的成功率。我相信
在此次改革和优化中，是我们的实验项目会更好更
快的进行。

谷惠民（指导老师：李玉平）
材化 1301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过了匆忙的六月，掠过
了炎热的七月，八月注定是个欢乐与悲伤、相聚与
离别、紧张与轻松的集结月。我们最美好的记忆将
定格与这个不燥不热的月份中。
对于我们的大创实验也是。一年的大创实验中，
我们除了受到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同时也受到了师
姐的极大帮助，尤其是我们在于新旧校区之间来回
穿梭的过程中，实验的一些小步骤只能迫于无奈交
给师姐来做，师姐极大的体谅我们，对待我们的实
验也是相当认真。当我们遇到迷茫时，师姐也会积
极引导我们找到路的方向。这两年，在老师和师姐
的帮助下学到了很多，学会了自我分析问题，学会
了如何去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些对我的未来

通讯稿，是对项目的短期总结，大创给我们每
个人带来不一样的生活，放手搏击赢得精彩，每一
份通讯稿的背后都是大家努力奋斗所收获沉甸甸的
果实，更是对项目的长远展望，在这其中，有经验的
沉淀，有新奇的想法，有稳步的进展，在这里，小编
衷心的祝愿大家能够戒骄戒躁，稳步推进，追求卓
越，在大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