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母校又迎来了一次毕业
的分别，送走了一批师兄师姐，也将迎来一批学弟
学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过去的一年里，我
们在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这个大家庭中与师兄师
姐们一起奋斗，他们传授我们知识，也教会我们成
长。今天，我们在这里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我
们会接起他们的旗帜，让大学生创新性项目在理工
大更加辉煌。

需对其进行改性处理。我们这次使用的是 5%浓度的
硝酸铜溶液，我们首先计算各种材料的用量以及各
种实验材料的称量，各种材料准备好后，我们开始
了材料的配合。实验过程中我们认真记录，实验完
成后我们认真对试验中遇到的问题加以解决，我们
多次改变方法使溶液能够更好的和赤泥拌和。我们
也对实验记录的数据加以分析，刨除那些不合理的
数据，在数据分析中找到较为合适的浓度以便下次
更好的进行试验。

稳中求进
朱宁波（指导老师：董晓强）

照片 1 不同浓度碳酸钠改性的土柱

土木 1405

不知不觉已经到六月份了，盛夏的实验室必然
是酷热的，但是大家做实验并没有抱怨这些，实验
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这段时间大家都被安排到各
工地参加生产实习，加之学院还有比赛等别的安排，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很少有机会能完全在一块做
实验，所以最近的主要任务是以回顾以前实验并找
出问题加以解决。
首先，由于前段时间制备的赤泥击实块有部分
质量不满足要求，我们决定着手重新制备这一部分
赤泥，将大块且十分坚硬的原赤泥捣碎并筛分。在
学姐的带领下以及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赤泥块被重
新制作，虽然制备过程又脏又累，但我们仍然高效
的制作了足够的赤泥进行接下来的实验。
其次，前段时间我们是用碳酸钠试剂改性赤泥，
由于赤泥是从铝土矿中提炼氧化铝后排出的工业固
体型废物，赤泥的矿物成分复杂且碱性很大，其 pH
值可达到 10.29-11.83，要想再次利用这种污染土就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特别是对于科研而言，
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一次次地重复操作，一
次次地重复实验才能达到最终的结果。所以需要我
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面对挑战不
放弃，稳步前行的精神。我相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在我们团队的不懈努力中，我们的项目会达到
预期的目标。

小结
夏岚清（指导老师：许春香）
成型 1401

从 2016 年 9 月搬回迎西校区，我们便渐渐开始
入手我们的大创项目，至今已有几个月的研究历程。
我们的项目在老师和师兄的指导和帮助下，有了很
大的进展，已经开始对合金的各项性能进行了测验。

回想这段期间的研究过程，我们做了:实验前大
量查阅文献、确定合金含量范围、确定实验纲要、观
察以及帮助师兄做实验、学习熟悉各种操作；然后
自己动手熔炼、浇注、磨金相、观察金相组织、用线
切割机切拉伸试样、测力学性能等。由于刚开始不
熟练，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很多失败品，比如熔炼，在
熔炼过程中，因为动作不流畅，金属液氧化烧损严
重，导致最后浇注的试样夹杂，金相组织不好；磨金
相时，刚开始磨出的试样上很多划痕，腐蚀时间把
握不准，不是腐蚀太轻就是太重，每个操作都重复
了许多次。为了熔炼出合格的金属液，我们不知熔
炼了多少金属；为了磨好金相，不知磨了多少试样，
磨坏了多少次手。但大家并没有气馁，抱怨过程无
聊。老师和师兄也总是耐心，悉心指导，为我们指点
实验，不断鼓励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照片 2 合金浇注实验
在科研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很多挫败，但我们
并没有放弃，屡败屡战，迎难而上。期间收获了许多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巩固了专业知识，掌握了许
多基本的科研操作，学会了如何进行科学的探索和
研究，为以后研究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这个月，由于处于毕业最后期，老师和师兄都
在忙着指导大四的学长学姐的毕业设计，实验室也
被挤得满满的，各种仪器设备都在运行。并且由于
我们组员都很优秀，这个月正值许多高校夏令营开
始招收营员，因此大家也忙于准备报名材料，且许
多课也结课了，大家也在复习考试。所以没有去做
实验，暂时搁置一个月，让大家各自忙自己的学业。

我们在放假前开了本学期最后一次会，会上大家对
目前实验做出了总结和看法，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
计划。
在此，本学期的通讯稿告一段落，最后祝各位
组员夏令营面试顺利！

电弧行为的研究
李尧（指导老师：丁敏）
冶金 1403

最近，我们开始了对电弧行为的研究。电弧行
为研究是电弧焊研究中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电
弧电特性、电弧几何特性、熔化特性及在熔化极焊
接中的熔滴过渡特性等研究。这些特性是合理解释
电弧形成并稳定燃烧，熔滴持续过渡的理论基础，
并可为优化焊接工艺提供理论指导。
电弧电特性是指电弧在导电方面表现出的一些
特征，其中电弧在燃烧过程中电弧电流、电弧电压
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燃烧过程中电流和电压之间的
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面。电特性的研究与电弧
几何特性，熔化特性彼此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在
钨极—熔化极间接电弧焊中，研究其电特性，可以
为工艺参数的正确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并可为进一
步研究间接电弧形态及熔滴过渡行为奠定实验基础，
对于了解和分析电弧燃烧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对电弧形态进行研究主要包括电弧形态的研究
方法，各种因素对电弧形态的影响以及各种焊接方
法的电弧形态研究。
我们的实验中使用了高速摄像机（1 秒可以拍
出 3000 张照片）来对电弧进行拍摄记录，除了传统
的高速摄像法，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热成像法来研
究电弧形态
我们电弧焊实验中使用了钨极-熔化极间接电
弧焊系统，它的控制原理如图 3 所示。焊接电流从
焊接电源的正极出发进入到熔化极焊枪的焊丝中，
焊丝与钨极之间形成电弧，并使电流从钨极流回至
焊接电源的负极。电弧使焊丝端头熔化形成熔滴，

在各种力作用下，熔滴过渡到工件，将电弧热量间
接传递给工件，焊缝金属与工件表面之间形成冶金
结合，这就是所谓的钨极-熔化极间接电弧焊。由控
制原理图 3 所示，钨极焊枪和熔化极焊枪需要单独
送气。同时也需要单独能控制送丝速度的送丝机将
焊丝不断送至熔化极焊枪。

在以往的实验中，我们对以聚乳酸为主体的可
降解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母粒制成的薄膜上，经
过对成分和比例的调整，制成了几十个薄膜样本，
将样本在模拟人体环境下降解，并周期性测量相关
性质，通过对各项指标的整理和分析，我们选出几
组适应的成分和比例在本学期进行纤维混纺，在混
纺结束后，实验将全部基于纺出的纱线，相比于薄
膜，大大提高了实验的可信度和准确度。

照片 3 钨极-熔化极间接电弧焊控制原理
熔滴过渡行为是影响电弧稳定性和焊接质量的
重要因素。与传统电弧焊不同，钨极—熔化极间接
电弧在钨极和熔化极之间产生，在熔滴形成和过渡
的过程中，其熔滴过渡行为具有自身的特点。焊接
参数能够决定熔滴过渡的特点，而熔滴过渡又反过
来影响焊接参数的稳定性，因此建立熔滴过渡与焊
接参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是电弧行为的稳定性分析，
希望我们能在研究中不断完善自己。

总结
郭竑宇（指导老师：刘淑强）

照片 4 聚乳酸相关材料降解环境
为了完成纱线上的具体实验，我们近期在积极
筹备实验，进购合适的实验原料以及准备相关用品，
在确定好各项参数和实验条件后，会按计划开始实
验，以保证项目顺利有序的进行。
又一轮的实验方案既已经敲定，成员们投入到
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从查看资料到购买材料，我们
在学长学姐的带领下越来越熟练。由我们主导的实
验的正式开始，这增强了我们对实验的规划能力，
但同时，我们也担起了责任，我们深知，降解实验所
需周期较长，没有重头来过的机会，所以，操作过程
中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有了压力，才有动力，我
们一定会在之后的试验中全神贯注，尽心尽力。

纺织 1402

我们的项目“降解可控的人体可吸收聚乳酸手
术缝合线的制备及性能研究”从 2016 年 6 月正式开
始，已经进行整整一年的时间了，项目完成情况良
好，在期间我们完成了之前实验数据的整理统计，
也制定了新的计划，目前，项目在按照计划有序进
行。

总结与展望
韩晓义（指导老师：阎高伟）
自动化 1401

时间过的很快，不知不觉，大三的暑假即将来

临，因为专业课程和考试的原因，我们的学习搁置
了一段时间，距离我们项目的开展已经有了很长的
一段时间，对球磨机料位软测量的研究有一定的成
果，也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
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对球磨机料位和振声信
号的建模是分步完成的。首先，我们对采集的信号
进行功率谱密度计算，然后对功率谱密度进行特征
提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主元分析方法
（PCA）和偏最小二乘方法（PLS）
，并且做出对比
实验，使用 PCA 方法时，如果变量的相关性很小
时，在选取 主成分时就很容易漏掉，使最终的预
测模型的可靠性下降，然而 PLS 方法就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
在之后进行的数学建模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使
用了 BP 神经网络、ELM 算法和 SVM 算法，在研
究的过程中，我们先使用了 MATLAB 上自带和子
程序进行训练，在简单学习之后开始尝试自己编写
源程序，在编写的过程，对 MATLAB 的用法和各
种函数的应用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
BP 神经网络是一种按误差反向传播(简称误差
反传)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它的基本思想是梯度
下降法，利用梯度搜索技术，
以期使网络的实际输出值和期望输出值的误差
均方差为最小。它无需事先确定输入输出之间映射
关系的数学方程，仅通过自身的训练，学习某种规
则，在给定输入值时得到最接近期望输出值的结
果。
ELM 算法是一种简单易用的有效的单隐层前
馈神经网络学习算法。传统的神经网络学习算法
（如 BP 算法）需要人为设置大量的网络训练参
数，并且很容易产生局部最优解。极限学习机只需
要设置网络的隐层节点个数，在算法执行过程中不
需要调整网络的输入权值以及隐元的偏置，并且产
生唯一的最优解，因此具有学习速度快且泛化性能
好的优点。
支持向量机方法是建立在统计学习理论的 VC
维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原理基础上的，根据有限的
样本信息在模型的复杂性（即对特定训练样本的学
习精度）和学习能力（即无错误地识别任意样本的

能力）之间寻求最佳折中，以求获得最好的推广能
力。

照片 5 支持向量机
在学习中，我们分别对这些算法进行效果对比
及分析，在实践中更好地体会到这些方法原理上的
差别和优缺点的的比对。从而更好得出优化模型。
随着人们对机器学习算法的不断学习和研究，
许多新的算法被提出，在传统算法的基础加以改
进。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应该尝试加入这些新的
算法，扩展我们的思想，提高创新能力，对于新的
角度展开研究。

大创后期进展与总结
常海峰（指导老师：李文辉）
创新 1401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七月盛夏，
而我们的大创项目“多维振动式光整加工实验平台”
也到了后期制作实体的阶段。
根据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我们了解到此项目
所要求我们实现的是通过工件与磨料在振动过程中，
相互碰撞，滚压和微量磨削，从而对工件去毛刺及
表面光整加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从基础的认识
和了解开始，参观了光整加工技术的相关设备，之
后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振动式光整加工的原
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员一起进行分析和讨
论多维振动式光整加工实验平台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并进行工件一维振动，料箱多维振动等不同振动方
式下实验平台的总体方案设计。

照片 6 方案设计图
目前项目进展到如今，我们已将方案确定明确，
现今需要解决的就是将实体制作出来，从而实现既
定的目标。在大创项目的学习过程中，我认为最重
要的不是学会如何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而是从
整个大创过程中学到了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和
忘我的精神。这使我们受益，成为我们今后宝贵的
人生财富。
大学时光过得很快，我们也将迎来大四，而在
大学期间可以认认真真的与同学合力完成一个项目，
这将是一个珍贵的回忆。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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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创项目的学习过程中，
我认为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进行科学的探索与研究，
还要专业上的知识，它更加培养了我们一种对待事
情严谨的态度和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的精神，这才
是大创真正的魅力所在。

实验筹备
周李鹏（指导老师：武晓刚）
工力 1402

经过了上个月地实验筹备，在指导老师的建议
和补充下，基于创新的理念，我们重新调整了实验
方案。我们的这个实验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实验得出

应力松弛条件下关节软骨的应力应变关系以及应力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通过与相对应的有限元模型数
据对比拟合得出关节软骨的弹性模量及渗透系数。
我们根据软骨的特性，计划将软骨部分分为三
部分，分别是深层，中层和浅层。软骨的三层的材料
性质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将其分层，对每个部分进
行压缩松弛实验，在进行模型拟合，得出材料的相
关参数。
我们计划对试件先进行 5%的预加载，取消外部
因素影响，再对其做 10%的压缩松弛，取其压缩 10%
的数据拟合。我们从屠宰场购买了新鲜的猪大腿骨，
使用锯条等工具将关节软骨与部分软骨下骨取下，
利用压缩冲头取下圆柱状的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
再将软骨下骨多余部分锯掉，然后用细砂纸将剩余
的软骨下骨磨掉，最后再取每个试件的相应软骨层。

照片 7 冲头冲下的试件
目前实验还是有很多的难题没有解决，一是软
骨表面是弯曲的，用冲头冲下后，试件表面是弯曲
的，对实验压缩有影响；二是软骨每一层都很薄，很
难加工精确，难以取下完整试件。诸如此类的问题
还有很多，但我们会一一解决，取得有效的实验数
据。
这是我们进行项目研究以来第一次准备进行实
验，也是进入大学以来，第一次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来进行实验操作，所以所有人的内心还是十分激动
的，通过对模拟实验的分析，逐步完善我们的实验
计划，我相信在正式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很好
地完成。

路途中点
汤占敏（指导老师：李育珍）
环工 1404

这一个月是我们的课设月，时间很紧，但我们
还是坚持挤出时间去实验室进行我们的实验。哪怕
实验结果不尽人意，需要反复进行相同的步骤，测
定相同的项目，我们有过抱怨，但我们仍然坚持着。
在经过了紧张的课设月之后，我们的时间稍微
空闲了一点，却又马上面临着放暑假，大家在时间
安排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部分人想要暑假留校几天，
而部分人想要开学提前来校几天，但毕竟是一个团
体，需要相互妥协，最后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一
致同意了暑假晚回两天，开学提前来校两天。
6 月 27 号星期四，我们 5 个人早上 8 点开始做
实验，因为实验材料马上就要用完了，需要制备新
的材料，所以我们分成了小组，一边制备实验材料，
一边跟进我们的实验进度，几乎整个实验室的设备
都被我们用上了，时间不停地走，我们也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下午 19 点，我
们的原材料才制备好，而我们所进行的一个项目也
终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果，大家都累趴下了，但
却是高兴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过，如今的默契度大增，加上有了之前的经验，我相
信接下来的实验会进行得稍微顺利一点，不过路途
从来都不会是平坦的，即使接下来的实验还会屡屡
失败，前方还会困难重重，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既
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

平台问题（二）
茹凯琪（指导老师：邓红霞）
物联网 1401

时间飞逝，一转眼一个月又过去了。由于在上
个月中我们找到了许多需要改善的问题，包括界面
的修改，程序的优化等，所以在这个月中，我们的任
务就是集中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但由于临近考试，
大家的状态不好，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的任务，还有
很多问题仍然被搁置，没有成功解决。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程序无法安全
退出，当点击右上角的红叉或者点击退出时，整个
界面已经没有了，但是程序实际上还在运行当中，
仍然会占用一些资源，如果这个程序反复开关很多
此的话会浪费掉大量的系统资源，甚至会导致崩溃，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照片 8 历时 9 个小时制备的原材料

照片 9 程序异常结果

实验进行到现在，应该算是完完整整地进行到
了一半，也就是完成了第一个大实验，在放假之前
完成第一个实验的收尾，是对之前的总结，也是为
下一个实验做好准备，接下来就该做另一个对比实
验了，对于我们来说，合作了这么久，失败过也成功

但是这个问题排查很困难，我们分析这个问题
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指针
没有进行释放，在实例对象的时候进行使用了 new，
但是没有 free 掉，但是根据官方资料来看，如果在
new 一个界面后，如果设置了父指针，这样就会自

动调用析构函数，从而进行资源的释放，也就不会
出现这种无法正常退出的情况。所以要排查这个问
题只能对每一个自定义的类进行排查，不过也还好，
只有使用 new 来实例化对象的部分才有可能出现这
样的状况。
在查找问题根源的时候还发现程序上有很多逻
辑比较复杂的地方，特别是在实时监测环节，由于
要显示的摄像头个数是不确定的，而且需要根据选
定的摄像头来进行显示，而摄像头信号的来源并不
能保证一定可靠，所以这部分的逻辑当时写的时候
就有点复杂，但是现在再看发现有很多可以进行优
化的地方，于是我们将这个问题记录了下来，决定
先解决完异常退出的问题再说。
最后经过排查，对每个指针进行了释放，最后
程序终于可以正常退出，我们也开始了下一步的优
化。

实验心得
张畅（指导老师：常宏宏）
制药 1301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就五月份了，大创实验也
到了最后的阶段，时间也更加紧迫了，还有很多的
问题需要去解决，以及对下一步实验方案的优化即
处理。
最近的实验中发现：接触角测量的过程中，一
些数据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终通过团队的努力我们找到了原因，即表面选择
的过程中存在问题，表面的平整度对数据的测量影
响占很大的因素。我觉着团队的力量是巨大，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一个
人的力量是不足的，所有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才能够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取得最终的胜利。
下一步的实验我们要测量动态的接触角，从而
能够更加直观的反映出润湿的过程：其次，我们要
测量 Zeta 电位，从而找到最为稳定的分散体系，
得到最佳的实验效果。在设定实验方案的过程中，
老师给予了我们比较大的帮助，及时的为我们解答

实验过程中的问题，我们也积极提出自己对这个实
验的理解以及一些想法，这是一个互补的过程，往
往能够弥补实验的不足，充分吸收双方的优点，从
而得到最佳的试验方案。我个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往往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或许团队中某
人的一句话就带来了灵感，设计出最为完美的实验
方案。

照片 10 全家福
（左起：孙勇 彭磊 常宏宏副教授 张畅 宋喆）
通过这次实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还存
在一些差距，比如创新能力低，没有称心思维：动
手实践能力差，急需提高;团队合作意识薄弱，导
致
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这些都是我们当代大
学生的通病，只希望通过本次大创实验能够把这些
问题解决掉。

坚持不懈
张郁新（指导老师：李育珍）
环工 1404

又是一个月，这个月的我们是悲喜交加，有失
望过，有沮丧过，有想要放弃过，不过放弃是不可能
的，我们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还是和之前一样，
我们仍继续着两组分别来做实验。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 PH 终于做出了图。实验
过程中，PH 的调试是一个十分需要耐心的过程，在

PH 值 7 的附近，如 5，6，8，9 等值，PH 的变化十
分灵敏，加入一些少量的酸或碱，PH 就会有较大幅
度的变化，因此要将酸，碱进行稀释，再进行调试
PH。而在较为极端的 PH 附近，变化则十分微弱，
如酸碱度为 2,3,10,11 等值的附近，即使加入 2 到 3
滴盐酸和氢氧化钠，变化的幅度也不会超过 1 个 PH
值。虽然这么难，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做，越来越熟
练，也终于得出了最后的结果。
但不开心的是，时间这个影响因素还得继续努
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了 6 次时间对吸附的
影响，第六次终于是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从希
望到失望再希望，这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将我们弄
得垂头丧气，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一次次
地做相同的实验，尽最大可能减小操作误差，才有
了能继续向前探索的前提条件，相信再有一两次，
我们这部分也会圆满结束。

我们在闫高伟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对机器学习算法
的学习和研究，其中以 svm 支持向量机为主。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主要是为了了解现有的
机器学习算法在球磨机料位软测量方面的应用和一
些构想，然后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对现有算法提
出改良意见，从而找到实现对球磨机料位更精确、
更快速、更稳定的软测量方法。
通过学习，我们了解了很多新颖的算法，比如
概念学习、人工神经网络、决策树学习、贝叶斯学
习、群智能算法，云模型算法，灰色模型预测法等
等。这么多的算法，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很困难，无从
下手。但是在闫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我们最终还
是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了解了这些算法。

照片 12 向闫老师展示学习成果
（左起：柏刚 阎高伟教授 韩晓义 闫家强 王腾
郑楚良）
照片 11 为得到更好结果而做的过滤操作
这个项目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各种实验操作，各
种仪器的使用，更让我们都学会了团队合作和坚持
不懈这种精神。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实验，严
谨，高效，有序地进行我们的探索研究之旅！

学习研究
闫家强（指导老师：闫高伟）
自动化 1404

经过前一段时间对硬件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之后，

了解了这些算法之后，我们便要开始着手复现
和改良了。对于这些算法，我们只是了解了原理和
应用方法，但是如何改良这些算法，却让我们感到
很棘手。多亏了网络的发达让我们有很多渠道获取
相关的知识，所以在学习了一些改良后的机器学习
算法后，我们对改良算法也多了一些认识。
整个学习研究的过程很漫长，也有很多困难，
不过闫老师的指导和鼓励让我们有很明确的方向。
从最简单的线性预测算法到精确性更高的支持向量
机，我们通过这个学习研究的过程丰富了知识，对
专业的理解和认识更深了一层。相信这一阶段的知
识储备对更好的实现球磨机软测量有很大的帮助。

大创总结与体会
张良学（指导老师：许春香）
成型 1402

我们在老师和师兄的指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实验
和探索，大创项目的进程在一步步向终点靠近，在
这过程中，我们有欢乐，有悲伤、有痛苦、也有辛
酸，终于明白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句
话的深刻含义，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所
做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照片 13 镁合金的金相组织（100 倍）
“血管支架用 Mg-Zn-Gd-X 生物镁合金的合成
及性能研究”这个项目让我们了解很多有关镁合金
的知识，扩宽了我们的知识面，让我们及时了解了
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冠心病作为人类的第二大疾
病，每年因为冠心病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因此冠
心病的治疗对人类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金属
镁相容性好，无毒害，在生物材料领域里得到了广
泛应用，但由于镁的力学性能较差，造成它的应用
受限。在镁中加入一些合金元素，可以很大程度上
改变镁的力学性能，我们通过不断调整所加元素之
间的比例进行浇注，对镁合金铸件进行磨金相，观
察镁合金的组织，确定腐蚀性能；然后进行线切
割，制成拉伸试样，在拉伸机上进行拉伸，测量它
的抗拉性能，经过我们很多次的研究和实验，我们
发现 Mg-3Zn-0.5Gd-0.2Y 的各方面力学性能优异，
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经过这次大创实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

们可以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验证
我们所学的知识，同时也在拿自己所学知识去指导
实践。坚持决定一件事能否成功，不管结果如何，一
定要坚持，切不可中途放弃，有时候结果并不重要，
体验过程你才能成长起来，学到别人学不到的知识。
这次大创，给了我们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平台，我
们将会好好把握，继续进行试验和研究，得到最终
的结果，完成这个项目。

编者的话：
实验过程是不断探索，不断研究的过程。在前
行的过程中，我们敢于去挑战，敢于放手搏击。这是
一个摸索的过程，我们像不断前行的蜗牛一样，望
着前行的方向，坚守着心中的理想，大创能给我们
带来不一样的生活与精彩。到最后，都会换来丰收
的喜悦，蓦然回首，我们已经进步了那么多。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奋斗，我们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