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探索之路，犹如哥伦布之旅，是一次未知的旅

途。前方等待着的，不知是柳暗花明抑或是漫漫迷

途。这条创新实验的探索之路，我们已经走了大半。

一路上，老师指导和帮助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队

友们的支持和协作给了我们奋进的动力。现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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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珍惜，继续寻找

并收获着。 

 

启承转合 锐意进取 

王宝军（指导老师:梁镇海） 

制药 0902 

飒飒的北风点缀着萧瑟的冬日, 三九的龙城

多了丝丝暖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项目顺利

完成了中期汇报。回首来路，些许激动,些许欣慰，

因为，我们在逐步成长，收获就如田野里满眼的硕

果；展望未来，任务依然沉重。 

过去一年的实验过程中，导师会定期给我们布

置任务，我们则通过查阅资料，做实验等途径积极

完成任务。在导师的指导下，以及与组员的合作下，

项目进展顺利， 2011 年 11月通过了学校组织开展

的中期汇报检查，我们所在的项目组的汇报受到了

评委的一致好评。经过一年的科研实验，我们都具

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团队精神。 

虽然项目开展能够如期进行，但再简单的事情

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何况是国家级创新实验项目

如此重要的工作。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

许多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当我们面对在实验室确定

最佳反应条件范围时的毫无头绪，得到实验数据处

理时的繁琐复杂，开始自学植物生理学的苦涩难懂

等等。也正是因为实验的工作量大加上专业的限制，

我们从一开始就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学习计算机和生

物的相关知识，当有了一定的积淀之后，原本以为

可以按着预先设计的方案就能得到结果时，但事总

与愿违。     

面对问题，我们沮丧过，灰心过，不知所措过。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没有沉沦，而是在经过短暂

调整之后，依旧保持清晰的头脑，满怀信心的去努

力，去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实际问题单个击破。

而且，指导老师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两位老师，在我们不懂的时候，耐心地指导；在我

们面对问题停滞不前的时候，谆谆地鼓励；在我们

取得不小进步的时候，恰当地提醒……作为学生，

我们为有这样的老师而骄傲。我们由衷的感谢梁老

师和秦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耐心帮助！ 

暑假，我们放弃了休息的机会，在实验室里认

真的实验，开学后我们积极总结，并充分的准备了

中期汇报。现在，我们总结了前期的实验经验，找

到了实验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并正在接解决，同时，

我们后半段的实验计划也有条不紊的顺利展开。 

我们坚信，充足的动力、充足的精力、坚强的

毅力一定会支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朝着胜利

的彼岸进发！ 

 

 

照片 1  本期责编 

（左起：王宝军 于洋） 



小有成效，继续努力 
乔帅（指导老师：谢刚） 

自动化 0804 

自从结束暑期任务之后，我们又全身心投入到

新学期的创新项目任务中去。由于有了一定的知识

积累和动手实践，我们开始了初步的智能避障平台

的搭建和基本功能的调试。实践证明，有投入就会

有回报。我们的小车已现雏形，基本避障基本实现。 

为了搭建智能避障小车平台，我们选用了飞思

卡尔智能车车模，其本身配置了大功率直流电机和

高性能舵机，为实验省了不少麻烦。整个系统的外

部电源由+7.2V 蓄电池供应，将其安置在车体的中

央，作为智能平台的能量源。为了放置其它电路模

块，我们在小车上又搭建了一个上层平面，使其高

于车轮，相互之间没有摩擦干扰。在这个平面上，

车头两侧安置两个超声波测距模块，车体两侧再安

置两个超声波测距模块，实现对各个方向环境的检

测，为了使小车视野更加广阔，我们又在车体中央

高高放置一个全局超声波模块。我们的电源板和驱

动电路板已经准备就绪，合理的放置在平面上，隔

开一定的距离，以免相互之间产生干扰，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最小系统作为整个平面的主控，将其安

置在车体正中央起核心作用。最后各个模块之间通

过杜邦线实现简单连通，并用胶带贴紧粘牢，使小

车有一个好的稳定性。 

终于，一个简易的智能小车做好了。有了较好

的硬件，就该展示软件算法的作用了。通过编译软

件的编译把控制程序下载到 XS128 芯片中，我们开

始了调试。刚开始，小车转速较快，不好控制，于

是我们赶紧改进 PWM 算法，使其有一个比较平缓的

速度。超声波模块有时候不是很灵敏，于是我们又

通过重新安置其位置并优化其控制算法达到一定的

好的效果。小车运行过程中，CPU 芯片发热严重，

于是我们通过重新硬件电路的改进和控制算法的优

化以此来减小系统的功耗，达到节能的目的。 

当然，小车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对其做的小有

成绩，任务还需要进一步的完成，我们要继续努力。 

 

照片 2  实验设备 

我组实验的一大进步 
张惠捷（指导老师：薛永强） 

应化 0801 

    在今年暑假末期，我们精心设计的实验装置终

于诞生了。我组成员在本学期初，进行了深入地实

验探索。每周我们分组坚持在实验室完成预定的任

务。 

    实验就是尝试和探索的过程，因而失败是无法

避免的。我们的实验方案前后经过了三次大的改进，

从最容易的非极性物质和极性物质的混合体系入手，

目前的实验数据基本上可以证明电场对存在极性差

异的物质有一定的分离效果。这是我们实验进程中

的一大进步。在本学期中后期，我们强化了对相关

专业知识的理解，熟悉并掌握了一些检测仪器的使

用方法，提高了动手能力。并且，我组成员都在其

中体会到了合作的力量和乐趣。 

我们的实验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实验装置的

设计、实验装置的制作以及最佳分离条件的测定。

其中前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基本完成，第三个阶段则

正在进行之中。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实验计划：从

提高电压，缩短电极间距以及调节分离速度等方面，

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找出最佳的分离条件。 

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中我们遇到过许

多挫折，但我们组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将创新实

验进行到底。 



 

 

 

编者的话： 

俗话说：“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

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一个人的力量

是微小的、单薄的，而一个团队的力量是不可估量

的。大学生创新实验正是培养同学们集体意识和团

队精神的绝好契机。一起摸索方法，一起解决困

难……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收获了实验成果，更

收获了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亲密团队。 

 

立冬感怀 
程莉（指导老师：韩志军） 

工程力学 0801 

又一年秋，树叶一如既往地枯黄凋落；又一年

冬，寒风没有悬念地凛冽袭人。秋去冬来，春来夏

往，阳光大道有荆棘也有阴霾，但更多的是我们团

队与老师之间那种难得的温馨与默契，立冬了，心

里暖暖的······ 

有句古话，“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

心，则无一人之用”。这，就是团队的力量！这，就

是我们需要的团队精神！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是

团队让我明白合作的真谛，让我学到在其他地方永

远也学不到的宝贵的东西。这期间，大家各有所长，

分工明确，一周一次的集会汇报是思想碰撞擦亮火

花的平台，每个人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向大家做最

完美的展示，并竞相讨论在实验进程中可能遇到的

种种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毕竟学生的知识

面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就要求助于我们的老师了。

老师很忙，但是至少每两周一次来给我们答疑解惑，

给我们的思索方向一个正确的指引，这也使我们少

走了很多弯路，不过有的时候，走些弯路是必要的，

不是对实验本身来说，而是对我们自己专业的需要。

老师，真的是很用心良苦啊！ 

一滴水飘不起纸片，大海上却可以航行轮船和

军舰，这就是团队精神！ 

 

 

照片 3  我们在一起 

（左起：史振东老师 程莉 孙召杰 席志强 陈相宇

韩志军老师 张越） 

 

同心协作  坚持不懈 
卢万佳（指导老师：夏路易） 

自动化 0804 

    一年多以来，创新性实验项目让我们获益匪浅，

前期的大半时间都是在作准备和各种项目尝试，到

上次中期汇报我们才算是真正地完成了项目的一部

分。虽然还没有完善到近乎完美的地步，但已经算

是成功了一部分，后期的工作将会更有针对性，我

们的实验方向将更加明确。 

    聋哑人提示震动手链主要功能是提示聋哑人外

界所不能听到的声音，对于这种功能的实现，我们

费尽心思，尝试过许多方法，到如今也只是能实现

一部分，要出色完成识别各种信息，还要我们付出

更多的努力，这种感觉让我们觉得付出汗水才有收

获。也许有人认为这就是不变的真理，但是很多时

候付出也不一定有收获，而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就

是坚持。一份执着，一份坚韧！ 

这次项目的进度算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实现

了各项功能，只是还有一些功能要完善。目前能够

完成的功能有：设定语音识别“语句”、显示提示信

息（液晶显示图片文字）、闪光提示、震动提示等。

“手链”识别到信息以后，高亮度 LED 闪烁，偏心

轮电机运转震动，同时显示屏显示图片文字等相应 



信息，提示用户周围的情况，比如有人呼喊用户姓

名、汽车鸣笛让道、敲门声等，用户根据提示做出

相应反应。这些功能的实现让们大大地欢喜了一场，

对我们的实验项目也更加充满信心。虽然如此，但

依旧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所以在去的阶段

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后面的任务还很艰巨，

还有有许多难题等待我们去解决，比如检测外界信

息的各种测试，是否提示准确，是否识别灵敏等一

系列测试等待我们去完成。 

这么久以来，许都苦难都克服了，到了现在这

个阶段，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号担心的了，只要坚持

下去，相信不仅仅是把项目做好了，更是让我们自

己的动手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团队精神和合

作默契度都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照片 4  我们的团队 

（后排左起：卢万佳 柳英杰 魏爱雪 赵靓 

前排左起：夏路易教授） 

团队精神  自我提升 
韩龙生（指导老师：樊保国） 

热能 0801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实验探究，我们团队在十一

月份迎来了中期汇报。虽然在平时不觉得自己做了

哪些工作，但汇报会上的展示却记录着我们一路走

来的风风雨雨：镁厂取粉煤灰、筛分、水合、实验

分析···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的成果虽不算突出，

但我们却倍感欣慰 ，因为这个过程有着老师的悉心

指导，有着团队的精诚合作，还有这自我潜移默化

的提高。 

这个过程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在困扰了很长

时间的一些难题，老师会抽出周末课余的休息时间

专门给予我们分析和引导，他们的耐心让我们有时

浮躁的心迅速降温冷静。又会有这样的情景：小组

的成员不分时间地点的分析遇到的问题，讨论可行

性解决方法，分工合作，实验物品的采购、实验计

划的设定，实验结果的分析，这些无一不体现着团

队合作的精神。 

通过这一年多的实验，我切实感觉到自身做事

规划性和耐性有了很大的进步。实验就是在反反复

复和纠错，当你把所有错误的路都发现时，那么离

正确的方向也就不远了！所以加油吧，不怕出错，

勇敢耐心地尝试！ 

 

 

照片 5  樊老师在给我们进行指导 

（左起：王超 韩龙生 樊保国老师 周挺） 

 

付出终有回报 
刘伟亮（指导老师：王时英） 

机制 0801 

不知不觉中，创新实验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时

间了。回想起刚参加时的喜悦和憧憬，回想起为解

决问题大家的努力与付出，回想起取得成果时的愉 



 

悦与兴奋，一切的一切仿佛都还历历在目。一路走

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得到了

回报。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切削颤振的机理及削减研

究》。项目进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颤振数据实

时采集系统程序的编写，也成功连通了数据采集的

硬件设备。更可喜的是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

们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用于切削颤振机理分析的

在线测量系统》，并被《机械工程与自动化》杂志刊

录。论文主要是介绍了实时采集系统中各个板块的

详细功能，以及相较同类系统的改进之处。比如，

对频率的计算，我们是通过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

来精确计算，而不是通过原始波形的周期进行粗略

计算。颤振频率的精确获得能为之后的颤振机理分

析提供准确的理论依据。另外，为了能直观显示振

动能量的消减状况，我们还附加了一个李萨如图形

的显示板块。由于李萨如图形所围面积就表征了能

量，所以进行切削实验时，我们能直观地通过观察

李萨如图形的变化来了解消振效果，以寻求最佳的

消振方法。 

项目的进行中，我们所获得的回报不仅是项目

的成果，同时，我们的实践能力有了大的提高，我

们的团队更加的团结，我们的协作更加的完善，这

也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团结、

互助，最后我们的项目会成功的完成。 

 

 

照片 6  刊录通知书 

 

回顾那些与实验有关的日子 

 侯俊峰（指导老师：王云才） 

光信 0902 

放假了，虽然实验不能正常进行，但为了不落

下试验进度，我们都把资料拿回家去学习，不浪费

这宝贵的时间。转眼，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已经有

一段时间了。回顾其中的点点滴滴，尽管由于实验

的缘故我少了很多休息的时间，但我感觉过的很充

实，很愉快。 

我们的实验项目是：超宽带混沌激光的产生。

听着就挺深奥。这对于连什么是超宽带，什么是激

光都不知道的我们来说，真有点不知所措。老师看

出了我们的迷茫，并鼓励我们要有信心迎接挑战。

一开始，老师并没有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而是带我

们先去参观了实验室，培养我们的兴趣。在实验室，

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仪器，虽然当时没记住多少，

但却激发了我们对实验的兴趣。当时印象最深的就

是这些仪器好贵呀！ 

做实验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尽管这是我

们所学的专业，但我们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能满足

实验的要求。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习专业

知识。老师首先粗略地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实验

的内容，讲了一些初步方案，使我们对实验有所了

解。并给我们看了一些关于激光的视频，讲了关于

激光的一些知识， 使我们初步了解了什么是激光，

并且知道了激光在各个领域的巨大用途，增强了我

们对激光的兴趣。然后老师给了我们一些资料，让

我们学习一些关于实验的知识，并安排研究生学长

指导我们。这些资料都是涉及到我们实验内容的论

文，并且很多都是英文的。在英文论文中，有很多

生涩的词汇，我对此十分发愁。在研究生学长的鼓

励下，我硬着头皮去看那些论文，遇到不认识的就

去查字典，一开始感觉很吃力，慢慢就比较习惯了。

仔细想想，生活中有很多事，看起来不容易做，但

真正努力去干，其实并非想象中那么难。 

    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老师还带我们去实验室教

我们实验仪器的使用。在我们的实验中，用到的仪



 

器很多。我们必须学会连接各种装置，使用各种复

杂的探测仪，学会用光纤熔接机来制作我们所需要

的光纤环路。在这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平时在课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锻炼了我们的实践动手能力。 

    当然，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

一方面由于我们知识薄弱，对于某些问题认识不足；

另一方面由于实验室硬件不足，影响我们的实验进

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很

大进展。 

回首过去，我们直面失败吸取教训；展望未来，

我们信心满怀迎接挑战。我相信，我们的成果也会

如雨后的天空一样灿烂。 

 

 

照片 7  师生合影 

（左起：张永宁 牛宇刚 张明江老师  

侯俊峰） 

 

 

 

编者的话： 

人们把老师比作红烛，照亮别人而把自己燃烧；

人们把老师比作园丁，培育桃李开遍天涯海角。老

师散播温暖，老师给予光明。我们要感谢老师给与

我们的帮助，感谢他们一路指引我们远行。   

 

老师颂 
吴菊英（指导老师：冯秀芳） 

计科 0903 

从这个实验项目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的

时间了。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对冯老师和朱

老师的感情也是变得更加深邃。 

刚开始的时候，懵懵懂懂的，感觉自己是那么

的一无所知，而当面对老师提及的每个知识层面时，

敬佩之余心里多少有一点害怕，害怕自己拖累大家。

可是老师并没有对我们施加压力，反而一步步地指

导我们，告诉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还要培养自己的自

信心。那种鼓励就向是母亲的抚慰一样，让人感觉

特别的亲贴.随着慢慢的相处，我发现以前觉得严肃

的老师其实还是相当的幽默，在底下，我们甚至可

以朋友那样随便吃饭、聊天、发表自己对不同事物

的看法（虽然有时有点犀利）……而我自己也相信，

因为有老师的陪伴指导，今年的暑假是我过的最有

意义的一次假期。 

大家都说老师就像黑暗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

不断地前进。是的，冯老师和朱老师很好地向我们

诠释了这一切。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教导，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关注，我们才会变得更加自信勇

敢。拨动真诚的心弦，铭记成长的心酸，成功的路

上离不开您。我要大真心地对你们说一句：谢谢。 

 

照片 8  小组成员 

（左起：段志宇 魏成坤 吴菊英 李停  

贾炅昊） 



感恩老师 
丁力扬（指导老师：申迎华） 

化工 0801 

“经师易遇，人师难逢”意思是说教人做事的

老师很容易发现，教人做人的老师很难遇到。每次

和申迎华老师交流，她不仅教授我们理论知识、实

验技巧，还时常向我们讲起她当年求学的经历和体

验，教诲我们要把握年轻时的大好时光，增长学识。

在我看来，我遇见了难逢的“人师”。 

暑假放假后，我们小组包括我在内有三个同学

留校，这段时间我们加快了实验的进度，一个主要

原因是申老师八月五日就要出国。每天早晨当我们

走到实验室的时候，无一例外的看到申老师已经坐

在电脑旁开始工作了。简单的问候后，我们便开始

已经计划好的实验计划了。正是申老师这种精神的

影响，我们小组三个人在约定的实验时间内从来没

有人缺席，并且经常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而延长实

验时间。这让我想起有时候早点在教室吃，对比暑

假期间在实验室的表现是多么的鲜明，这难道不是

一个“人师”典型的以身作则对我们的影响吗？ 

申老师出国的前一天，她照常早早到了实验室，

将我们叫到身边，她不仅对我们今后的实验进展提

出一些建议，还以她自身的求学经历对我们今后个

人深造发展指点迷津。最后申老师根据我们在实验

室的表现指出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让我们吃惊的

是，申老师还结合我们课程考试成绩向我们提出需

要进步的地方。申老师让我们在学问上拓展了视野，

让我们在平时待人做事的细节上得到了提升，并且

让我们对未来有了一个清晰地规划（小组成员都打

算考研）。最后，小组的一位女同学将她绣的一个香

包送给她的时候，申老师非常感动地说：“你们能从

我这里学到知识是我最大的成功。”虽然身在国外，

申老师经常在和实验室研究生学长视频的时候询问

我们实验的进展，并且向我们讲述她在国外的一些

经历和认识。 

申老师，感谢您。感谢您向我们教授如此丰富

的知识，感谢您向我们传授的做人的原则，感谢您

对我们未来的指点迷津。在您的言行中我学到的

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还有做人的准则，这会是我的一

份瑰丽的宝藏。 

 

 

照片 9  新设计的聚合装置 

 

 

 

编者的话： 

    这一路，他们已经学会了许多，他们边走边成

长；这一路，他们已经懂得了许多，他们边走边收

获。在创新实验的探索之路上，他们经历着，学习

着，成长着，坚韧和毅力伴他们一路前行。  

一定要实践 
刘东亮（指导老师：轧刚） 

机电 0801 

转眼间已经将近一年了，从一开始遇到问题的

不知所措到现在的想办法解决；从一开始的想当然

到现在的细致入微；从一开始的特立独行到现在的

团结奋斗；从一开始的各种想法到现在的各种实物。

我们享受着其中的乐趣，记得一位老师曾经讲过，

技术其实就是一层纸，当你把它搞懂了，你会发现

它真的很薄。只有用心实践的人才能体会其中滋味。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想法很多，实践很少；我们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总觉得自己无所不

能，其实我们会的真的太少。这是我一路走来的切 



 

身体会。还记得有一次去采购一个计时器，之前也

上网以及看书进行了了解，但是当去了机电市场，

进了一个门市我跟老板说要买一个计时器，结果老

板反过来问了我一堆问题，你要哪种型号、在什么

样的环境下用等等看起来跟计时器本身没关系的问

题，我当时晕了；当然也有一些老板他们知道的太

少，你得跟他们详细说明你的所需。所以后来我学

会了要采购自己所需，我会想的周全甚至直接告他

去定制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而这些都得你去亲身体

会才能学会如何去高质高效的买到一个产品。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古

话都说了好久了，充满了书生气的我们总认为书本

里的都是真理。但是，作为一个工科学生，当我们

在做一个实际工程问题时，矛盾尤为突出。其实书

本里也没错，但是好多只是理论上的成立，并未放

之四海而皆准。就拿我们之前做的恒温装置来说，

如果只沿着课本路线，那真的会疯掉。加热的、控

制的、信号传递的一系列问题纠缠在一起就不再是

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你需要站在实际的角度去解决。 

我始终认为问题才是我们做实验的乐趣，其实

你在实践中会遇到各种想不到的问题，所以乐趣永

远不会消失。如今这个知识爆炸的社会，我们很容

易去获取知识，所以不要老是遇到问题就问老师。 

大学四年虽然我们学了好多本书，但是请大家

记住，我们会的真的不多，所以一定要珍惜能够为

知识插上飞翔翅膀的机会，当你回过头来看时，你

会发现你已经站的很高。 

 

 
照片 10  我们的实验台 

坚持不懈 
刘文远（指导老师：萧宝瑾） 

通信 0801 

    中期检查之后，大家对项目的方向更加明确，

以更大的动力迎接更大的挑战。在这条创新性实验

的路上我们学要更多的细心，更多的耐心，更多的

坚持。 

    最近我们对整体方案进行了多次修改，每每修

改总有我们自己考虑不周的地方，每每修改我们就

会有很多体会，因此在考虑问题上也成熟了许多。

当我们辛辛苦苦画好了一个整体方案，经萧老师细

心地指导，我们发现自己许多方面欠考虑，犯下的

错误回想起也觉得可笑。尤其是我在画外围测试电

路时没有考虑到开发板上已有的个别器件尺寸，画

好后才发现犯下的错误比较严重。经过多次修改，

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耐心、细心和坚持坚持的重要

性。 

    我们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来将我们的创新性实验

进行到底，磨练意志，完善方案。 

由于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考研的事情，参加实验

的时间就相对少了很多，因此实验的重担就落在我

们组中刘文远，马纪琴，孙永娇的肩上，很感谢她

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想可能其他的创新组也

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希望大家对这些同学表示感

谢。 

 

 
照片 11  实验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