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转眼间，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在这一个月中，

每个人都在经历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新的起

点，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这都意味着你将展开人

生又一阶段的绘画，用这属于你的天蓝色时间，画

下一个可以任你未来遨游的天空，展翅飞行！ 

 

 

新的开始 
潘一帆（指导老师：张金山） 

金材 1302 

我们的大创项目已经完成了中期汇报，明年就

会进行结题汇报，今年就大四了，又是一个新的开

始，虽然今年大家都很忙，但我们还是会抽出时间

去进行我们的实验。 

我们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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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期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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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实验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如刚开

始实验时，熔炼炉温度一直控制不好，金相磨不好，

刚开始老是有划痕，抛光清洗过程中被氧化。我们

的解决办法是多次练习熔炼，过程中注意细节，牢

记老师教的相关知识，花不少时间来练习磨金相，

熟练步骤，现在我们动作都比较娴熟，都能磨出比

较不错的金相试样，以上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通过大三一年的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不仅在

学习实践方面收获颇多，也让我在为人处世方面更

加成熟稳重。创新实验极大的磨砺了我的耐心，也

让我学会了坚持与不怕失败的精神，我的与人沟通

的能力也有所提升，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与此同

时，它也提高了扩展思维能力增强了合作意识，在

实践方面也有很大提升。 

 

 

照片 1  在磨金相的杨文娟 

 

一整套实验真的是很漫长，而且过程中也很艰

难，我们都在不断犯错，不断改进，不断学习。我

们越挫越勇，相信我们经过努力会做出完整的一套

实验，加油。 

 

 

新的开始 
李霄（指导老师：王保成） 

材化 1301 

新学期开始了，天气也开始由热转凉，而我们

再次做好了准备，努力完成实验。时间已经步入了

9 月份，因为越来越接近考研，实验的时间与考研

相冲突，所以实验也显得越来越紧急，所以我们要

做好新的安排。  

我们在上一个学期，为实验做了充足的准备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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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新学的学期，在与

考研相冲突下，我们仍决定坚持去完成实验，力求

把时间安排妥当，最快的速度做好实验前准备，并

且抽出适当的时间争取把实验做好。 



开学第二天晚上，我们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

计划，尽快联系导师，商量好实验时间，力求最快

做完实验，但是不能随便应付，各位组员也提出了

自己的意见，最终表示同意，接着，我们记录好了

各个实验步骤，以及实验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带着

问题在新的学期里把实验完成，相信自己会做好实

验。 

 

 

照片 2  李霄和张凯商量实验进度问题 

 

 我们这学期的末尾，我不仅要成功通过研究生

考试，而且实验进度也要大步提前，不能拖到最好，

荒废实验。我们讨论后，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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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次我们可以做好大创实验。 

  

 

大创起航 
石文聪（指导教师：许春香） 

成型 1303 

不知不觉间，又到一年开学季，我们也变成了

大四的学长学姐。随着资历的增长，我们的阅历与

经验也在增长，而每一次的大创实验，都能让我们

得到很多灵感与经验，所以总是令人很兴奋。 

我们的项目在我们的共同见证下也有了很大进

展。从项目立项之初我们确定项目立意点的思考，

到确定项目，撰写项目申请书，立项审查的波折，

确定了实验原理、实验方案与寻找创新点，并制定

了详细的实验方案及实施计划。然后到项目中期检

查的冲忙和慌乱，历经了大把时间的查阅资料，数

据分析和刻苦专研，使我学到了很多我所感兴趣的、

对我的成长及生活很有用的东西，这是一次难得经

历，一次让我得到锻炼得到成长的经历，作为当代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更要懂

得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照片 3  正在整理实验的孟圣 

 

项目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并不那么容易，需要做

很多的工作，并且这些工作都还需要很大的耐心和

毅力。比如早期的数据收集，文献查阅，数据计算

及其分析。整个过程中我认识到做科研实验必须具

有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要本着对自己的科研负责，

对科学负责的态度，进行自己的实验。 

  项目是我们团队共同的项目，大家的目标是一

样的，在团队合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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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发挥到最大效用。 

这次全国性创新性实践大赛给我带来了很多，

有能力上的提高，有思维上的创新，有情谊上的收

获……我在忙碌中充实了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并坚持认真细致地完成了实验。在实验中，尽管困

难重重，尽管这么多的工作量，我不断鞭策鼓励自

己无论怎样都要有始有终，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



我相信这次实验会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

生很大的正面影响。 

 

 

新一步征程 
张栖铭（指导老师：闫高伟） 

自动化 1302 

在暑假中，我们开始尝试在新的硬件设备—

DSP 上实现声音识别。学习 DSP 之初，开发板和

PC 不能实现连接，我们尝试了自带 3.3 与 4.1.2 版

本的 CCS 软件，均没有解决无法驱动仿真器的问

题，后来尝试 6.0 版本 CCS 可以实现通过 USB 与

DSP 通信。DSP 与 PC 通信还可以通过串口，驱动

版本与 PC 自带版本冲突，需重新安装对应版本驱

动。 

而后我们利用仿真器对例程在 DSP 里进行了

编译、链接、运行，选用不同的 CMD 文件可选择

在RAM或 FALSH里运行程序。利用对例程的运行、

改编再运行、烧录，熟悉 CCS 的使用和对 DSP 的

利用。根据视频学习 DSP 的硬件资源和软件使用，

学习了对驱动，中断的操作，和 C++语言的基本编

程 DSP，深入学习 2812 的存储器、CMD 文件的原

理及 CMD 文件的编写、学习外扩 RAM 的使用。 

 

 

照片 4  DSP设备 

 

接下来是尝试在 DSP 设备上实现声音的录放

功能，具体学习了 AIC23 音频编码芯片使用，mcbsp

的使用方法以及内部各种存储器。（通过麦克风将

声音录入，经过 AIC23 芯片，由 MCBSP 和 CPU 相

连接，通过中断响应接受数据）。并成功实现了声

音的录放。然后，开始将 MFCC 程序，作为一个子

函数调用在主程序中，实现声音特征的提取，在这

一步中仍有问题存在，并正在解决中。 

在进行 MFCC 程序编写的同时，分人出来调试

SVM 的程序，解决掉问题后将 SVM-predict 改编成

子程序用做 main 函数里调用，在 MFCC 程序调试

没有问题后可实现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

（svm-predict 子函数使用了两个变量，期中还调用

predict 子函数，其中亦有两个变量 input output ，

这四个变量分别是 label 预测结果、mfcc 结果数据、

模板数据）。 

在新一个学期，我们将会继续努力！ 

 

 

 
编者的话： 

大四阶段，是人生转折的过渡时期，紧张而充

满希望;求职，更是从未经历过的新鲜“历险”。惟

其新鲜，才具备挑战的意味;惟其“历险”，才需要

智勇双全，青春永远是不会被拒绝的。无论面对什

么，生活总是要进行下去的，希望总会有的。 

 

 

奔跑吧！少年！ 
张蕊（指导老师：高峰 侯赵平） 

无机 1301 

一个暑假过去了，我们迎来了大学的最后一年，

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大四了，同学们都

开始着手忙碌着自己的事情，考研的则天天奋战于

书本和试题之中，找工作的则忙着找公司实习单位      



投简历，在这种紧张而充实的气氛的带动下，我们

的实验也进入了最艰难和忙碌的收尾阶段。 

上个学期指导我们做实验的师兄师姐都各奔东

西了，接下来就真正的开始独立作业了，没有了师

兄师姐的帮助与指导，我们的实验不断出现了一些

细节上的小问题。之前那些尝试过无数次的程序步

骤我们以为我们早已经轻车熟路，但到真正自动手

时却漏洞百出。 

于是我们变得不再那么浮躁，开始沉下心来仔

细琢磨实验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步骤，尽量使得

出来的每一组数据都那么真实可靠。再和相关文献

里的数据进行对比，尽量做出性能最优的产品。 

 

 

照片 5  最终的产品 陶瓷小球 

 

眼看着最终的答辩环节就要来了，我们每一个

人的心里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们努力一年

多的成果终于能有一个机会给大家展示汇报了，紧

张的是不知道自己辛苦做出来的成果能不能受到大

家的肯定。但是无论结果怎样，至少我们都努力过

了，都为之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每一个小球都像是

我们的汗水，都值得我们珍惜。 

 沉下心来为最后的一站拼搏吧！ 

 

 

韬光养晦 
刘迁（指导老师：王华） 

金材 1303 

由于上个月大家都在准备考研，实验没有做多

少，但是当我翻以前的实验记录时，感慨万千，觉

得一路走来不容易，但是也充满了乐趣，激励着我

继续前行。同时也能从其中的失败或成功试验中学

到很多东西，为我们以后的实验少犯错误，能够更

好更快的靠近自己的目标，提供了很多经验。以这

些为基础，使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有了思路，也有了

更多的想法。下面就是一个实验例子，很好的诠释

了从问题的发现，分析，实验，再分析实验结果的

完整过程。 

    探究：PVC 板上胶层分布不均匀的原因 

    鉴于前几次试验，将 PVC 板撕开后，胶层俊呈

现不均匀，做以下记录与分析： 

    1.其中用板刮的试样，撕开后，PVC板上有大面

积无胶层现象。 

    分析： 

    1）由于用板刮时，用力不均匀，导致胶集中于

某一范围内； 

    2）胶用量太小； 

    3）胶层沿水平方向收缩。 

    2.其中用板压的试样，撕开后，胶层分布情况

比板挂的试样好，但是某些部位仍然无胶。 

    分析： 

    1）胶用量太小； 

2）胶层沿水平方向收缩。 

 

照片 6 PVC板（62mm*105mm） 

 

在PVC板上滴上 5滴无影胶，用刷子刷均匀后，

置于紫外线灯下 4 分钟左右，胶层均匀分布在 PVC

板上（如左上图所示），胶层未完全干。静置一夜



后，目的是观察胶层是否收缩，结果试样如右上图

所示，试样上的胶层消失，只留下一点胶。 

失败原因： 

1.胶层不能太厚，厚度影响无影胶冷却时间。 

2.未等无影胶全部凝固，就撤离紫外线灯。 

总结： 

1.检测 PVC 胶是否沿水平方向收缩实验失败。 

2.胶的用量多少影响胶在 PVC 板上的分布，前

几次的实验使用的胶量偏少。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一点一滴的努力不断的

相加，就像雨滴汇成溪流，溪流汇成江河，江河最

终会形成汪洋那样，我们也会取得成功。 

 

 

再接再厉 
武冠杰（指导老师：杨玲珍） 

光照 1301 

不知不觉一个暑假就过去了，在这个本应闲暇

的假期我们却都非常地忙。即将升入大四的我们，

面临着考研和就业的压力，格外地珍惜现在的每一

分钟。在假期里，我们不仅学习专业知识，同时也

会留心看一些关于我们大创项目的相关文献，为开

学之后项目的进行奠定基础。 

 

 

照片 7 团队开会照 

 

我们的大创项目是“光纤环实现冰层压力测量

设计与研究”，由于目前已有许多成熟的利用光纤

测量压力的设计，但却很少利用光纤来测量冰层厚

度的研究，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攻克如何在冰层中低

温下实现厚度测量。我们从现有的光纤测压力设备

中学习到了很多对我们有启发的东西，比如可以利

用锯齿形光纤微弯结构进行测压，但存在低温下弹

簧会冻住的问题等等。那么下一步我们究竟该如何

进展，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会一直坚持每周三中午去实验室开会，汇

报我们一个星期的工作，开会过程中杨老师会耐心

地给我们补充许多知识，鼓励我们开拓思维，敢想

敢做，同时也教会我们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理论

支撑实验，用数据说话。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听研

究生学长学姐的汇报，对于他们汇报的内容我或许

听不懂，但我慢慢地领悟到了他们学习和做实验及

思考问题的方法，对于还是一名大三学生的我收获

很大。每周的开会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都是一次

知识的提升，我感觉到实验室中满满的温暖，也被

大家浓浓的科研氛围所感染，我很荣幸能够加入这

个温暖的大家庭。 

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时，我们团队的五个人就会

查找各种资料，在一块儿讨论，大家各抒其见，迎

难而上，坚持不懈，解决完一个问题又发现另一个

问题，我们沉浸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很快乐，很

充实，我相信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这段经历将会是

我今后宝贵的人生财富。 

在接下来的新学期中，相信我们一定会在项目

上有关键性突破！ 

 

 

过去，现在，以后 
谷惠民（指导老师：李玉平） 

材化 1301 

新学期伊始，随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节奏，大

学生活进入到了最后一年；我们的实验也进入到了

最终阶段。回顾过去，我们满满的幸福感；面对当

下，自信从未如此强大；展望未来，胜利不断的向

我们招手。 

还记得刚从明向搬过来的那些日子，我们与李

老师就我们实验之前的成果、存在的不足以及接下



来的实验方向进行了长达 3 个小时的讨论，并制定 

了这一周的实验任务。在与李老师的交流中，我们

不仅有了明确的实验目标，也从李老师身上学到了

严谨的科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忘我的精神。 

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首先补做了两组不同

浓度的混合碱（TPA+/OH-）对 H-ZSM-5 处理，并

对所有经混合碱处理的 H-ZSM-5 进行 XRD 打样，

分析其结晶度；由于之前受时间和距离的影响，对

CTAB+0.2M NaOH 对 H-ZSM-5 处理时间较短，

CTAB 不能完成重组，所以这次我们在原先实验的

基础上，延长处理时间为 11 小时，来观察 CTAB

重组对样品的影响，得到更加精准的实验结果，我

们历时 12 个小时，完成了对 H-ZSM-5 先进行碱

(0.2M NaOH)处理，然后在对处理过的样品进行酸

（0.5M 草酸）洗的实验，增加了实验数据的完整

性。对以上处理过的样品，我们要对其进行

NH3-TPD 表征，来得到最终的实验结果。 

 

 

照片 8  搅拌作品的武玉鹏 

 

我们项目在李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帮助下，经过

大二，大三两学年的探索与实践，已基本完成项目

任务，并且通过项目研究促进了我们学习能力的提

高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

验。 

同时，我们也顺利的通过了项目中期汇报，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只要认真完成我们的项

目结题小论文，就结束了这个项目。总的来说，整

个大创实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升都是无比巨大

的。我们很感谢一直陪伴我们做实验的李玉平老师。 

反思自我，努力前行 

张锦（指导老师：王俊文） 

创新 1301 

在大三一年的实验研究中，我们进行了很多尝

试，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所谓科学也就是在不断

的失败的实验中摸索，总结经验得出来的。 

甲醇制芳烃技术，核心问题是开发出高效分子

筛催化剂。但是，ZSM-5 分子筛中存在位阻效应，

即均一的微孔孔道使沸石内部分子进入率底下，并

在催化过程中反应物或产物存在不必要的吸附效

应，从而导致堵塞微孔孔道，最终使 ZSM-5 分子筛

催化剂失活速率加快。为了降低位阻效应，有研究

者开发出纳米层堆叠成介孔孔道，经表征技术表明，

纳米层 ZSM-5 分子筛有较低的积碳量，且积碳主要

存在于催化剂外表面——堆叠的介孔孔道，还发现，

大量算中心暴露在催化剂外表面，这益于酸催化反

应的进行。后期我们研究在合成前驱液时引入适量

糖原，并经过水热合成介孔 HZSM-5 分子筛催化剂，

以期提高其反应中的性能。 

 

 

照片 9 合成介孔分子筛的 NH3-TPD谱图 

 

参与这次的创新项目，通过亲身参与、实践，

使我的组织能力、合作能力与沟通能力也得到了锻

炼。在一开始由于没有经验加之考虑不周到，一开

始排出的计划难免出错，后面通过不断改进，随着

项目的一步步发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

项目才得以顺利进行。团队合作沟通必不可少，除 

每周的例行讨论外我们亦会在课余时间不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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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把自己的想法与其他成员分享，大家有什么创

新想法我们都会讨论并尝试，希望能从中找到新的

思路，这样我们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 

 

 

繁忙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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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暑假来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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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们的中

期汇报也仅仅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本段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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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0  对单片机进行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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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毅力与决

心，有足够的挑战困难的勇气，就没有什么办不到

的。 

下面就来介绍一些我们这个月的劳动成果： 

继上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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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

RS-232/RS-485 转换器进行绑定，推出

RS-232/RS-485 中继转换器。 

暑假期间，我们团队的同学都在为考研奋力准

备。由于项目也完成的差不多了，所以可以暂时休

息一下，为了考研而努力了！ 

 

收获与成长 

苏震（指导老师：韩培德） 

材料物理 1302 

  实验项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多半，而我们也迎来

了大学的最后一年，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不仅

学到了一些做实验的常识、实验涉及的专业知识，

更学到了老师和研究生学长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

度。这学期也要准备考研，这段做实验的经历也让

我对搞科研这一领域更加期待，希望以后在研究生

阶段做出一些成绩做好实验项目的研究，专业知识

的储备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们的专业知识水平达

不到做实验项目的标准，但是在老师和学长的指导 

下，我们也阅读了不少专业文献，对实验内容涉及

的专业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除了专业知识的收获，

更重要的是实验的过程，我们很享受实验过程带给

我们的喜悦。对于我们这些初上手的学生来说，磨

金属试样的成功率是很低的，但是随着我们练习次

数的增多，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更多的金属试样能

http://www.gkstk.com/article/1422629138339.html


够观察到微观组织，为实验项目的进展做出一些贡 

献。做实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注意的就是细节，

每一步都要很仔细。有一次我把磨好的试样进行腐

蚀，在试样表面涂的腐蚀液太多，就这一步没有做

好，就造成试样腐蚀地太严重，无法观察到微观组

织。 

 

照片 11  轧制态加铝不锈钢微观组织图 

 

做实验，搞科研，一定要踏踏实实，沉心静气，

实验规律的得出一定是来自那些很基础，很简单的

操作，只有量的积累，才能有质的改变，不要为了

追求华丽的结果而忽略了对实验很重要的基础操

作，否则很难取得进步。 

 

 

最后的里程 
薛英男（指导老师：杜欣慧） 

电气 1302 

开学之际即将到来，学长和学姐已经离开了太

原理工大学，而我们也面临着考研的压力，但是继

续完成大学生创新项目是我们不能舍弃的任务。暑

期来临，我们的项目研究也来到了最最紧张的时候，

因为距离我们结题就 2-3 个月了。 

在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团队查询了大

量的资料，了解了诸如“智能电网”到“家庭微电

网”再到“微电网”等此类的各种专业名词；调研

了峰谷电价，农村城市电价，分布式电源对大电网

的影响等数据；实地走访了临汾等城市的采用光伏

微电网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知道了在家庭微电网建

设方面的国家政策和电网应对措施，收获了大量的

数据。这些都为我们接下来制定方案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照片 12  数据计算 

 

因为我们的课题是理论性质的，所以并没有很

多需要动手操作的实验，更多的是观察实际生活，

记录并计算数据和查找资料丰富理论。我们已经度

过了前两个阶段，现在要做的就是丰富我们之前得

到的成果，为以后论文的攥写提供材料。 

还有几个月我们的课题就要完结了，我们四个

人都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课题研究的完善献自己

的一份力，相信我们的课题会以他最完美的形式呈

现在大家面前！ 

 

 

 

编者的话： 

“有志者，事竟成”，若没有坚韧勤奋的努力，

最后的成功将会远你而去。请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

天，你会知道，你的勤奋与刻苦会丰富你的人生履

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