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三月下旬教务处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进行了中

期检查，各个小组也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

汇报过程中，有的小组完成情况很好，甚至提前完

成了计划中的任务，但是也有的小组进展有些缓慢，

有些技术难题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解决好，接下来，

小编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各个小组，一起来看看同

学们取得的成果和遇到的挑战。 

 

 

业精于勤 
李福（指导老师：阎高伟） 

自动化 1001 

开学的第一个月，我们创新实验小组把在暑期

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用于项目的开发，并取得许多重

大的突破。我们还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

总结，在大学生创新性实验中期答辩会上我们将我

们的汗水总结成了一份汇报，让老师和同学一起分

享我们的项目进度和成果。  

有了寒假对嵌入式 LINUX 开发方法和串口函

数调用的掌握，我们在之前搭好的程序框架里面加

入了 AT 指令，经过一番调试后，我们利用 ARM9

开发板控制 GSM 模块发了第一条英文短信（TXT

格式），后来经过程序的改进，我们也实现了利用

ARM9 开发板控制 GSM 模块发送中文短信（PDU

格式）。在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在下位机嵌入式

LINUX 中使用文件读写的方式存储和调用上位机

传送过来的教务信息。实现了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对

接和联合调试。 

到现在为止，我们项目预期的基本功能已经实

现了一大半，已经可以利用下位机控制 GSM 模块发

送短信，并且实现了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对接和联合

调试。下一步任务是调用嵌入式 LINUX 中的时钟函

数实现短信的定时发送功能。此外阎老师还希望我

们能够在这些基本功能上扩展两大重要功能：利用

局域网实现上位机和下位机数据的传送和能够记录

老师的短信回复情况以确定通知是否到位。 

虽然我们这个月的项目进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我们要继续努力，加紧开发，争取在 5 月之前

把所有功能都实现。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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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组成员合影 

（左起： 闫志强 李福 柯鹏聪 李维祥 刘辉） 

 

 

新 的 征 程 

罗辉（指导老师：王红霞） 

材成 1003 

这一阶段，本实验组对一道次的复合板进行了

退火处理。 

本实验组把挤压好的复合板分别在不同的温度

下进行退火。应用于钢和某些非铁合金如镁铝合金

的一种控制冷却的退火方法。对镁铝合金来说，是

缓慢加热到 Ac3 以上不多的温度，保温一段时间，

使镁铝奥氏体化，然后迅速移入温度在 A1 以下不

多的另一炉内，等温保持直到奥氏体全部转变为片

层状珠光体为止，最后以任意速度冷却下来(通常是



出炉在空气中冷却)。等温保持的大致温度范围在所

处理合金的等温转变 A1 至珠光体转变鼻尖温度这

一区间之内(见过冷奥氏体转变图)；具体温度和时间，

主要根据退火后所要求的硬度来确定。等温温度不

可过低或过高，过低则退火后硬度偏高；过高则等

温保持时间需要延长。合金的等温退火的目的，与

重结晶退火基本相同，但工艺操作和所需设备都比

较复杂，所以通常主要是应用于过冷奥氏体在珠光

体型相变温度区间转变相当缓慢的合金。后者若采

用重结晶退火方法，往往需要数十小时，很不经济；

采用等温退火则能大大缩短生产周期，并能使整个

工件获得更为均匀的组织和性能。例如，若让空冷

淬硬性合金由高温空冷到室温时，当心部转变为马

氏体之时，在已发生了马氏体相变的外层就会出现

裂纹；若将该类钢的热钢锭或钢坯在冷却过程中放

入 700 度左右的等温炉内，保持等温直到珠光体相

变完成后，再出炉空冷，则可免生裂纹。 

下阶段，我们准备研究退火后的复合板的显微

组织，预计这一阶段实验会比较麻烦 。从研究显微

组织入手，找出性能比较好的退火温度，从而确定

最佳工艺。 

 

 

照片 2  退火处理工艺 

 

 

新的开始 
贾里（指导老师：樊保国） 

热能 1001 

不知不觉，毕业季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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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入到了中期汇报阶段。 

我们的项目于 2013 年 06 月正式实施研究，至

今已有十个月的研究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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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

丰富样本和关键数据。在这期间我们也在实地考察

实践中收获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们项目

组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前一阶段的探索与实

践，已初步完成预期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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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3  全家福 

（左起：李晓栋 贾里 熊宇 樊保国副教授 

 黄波 刘天璐） 

 

回想研究过程中当我们碰见课题的瓶颈而萌生

退意时，是樊老师在激励我们；当我们迷茫于文献

的浩瀚而止步不前时，是樊老师在指导我们；当我

们慌乱于现场采样而步履维艰时，是樊老师在启发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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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从樊老

师那里学到了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和忘我的精

神。这使我一生受益，成为我今后宝贵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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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把这次中期汇报当成一个新的开始，继 



续前行！ 以出色的成果来回报樊老师对我们的悉心

指导。 

 

 

常温下混凝土性能检测 

吴少伟（指导老师：杜红秀） 

土木 1003 

经过 28 天的混凝土养护期，接下来的任务便是

进行常温下混凝土各项性能的检测，精心制作好的

混凝土试件终于进行到实验环节了，大家怀揣着好

奇和激动的心情开始了常温检测。 

本次实验主要包括 5 个环节：立方体抗压强度、

回弹、超声、轴心抗压强度以及弹性模量的测试与

计算。在实验开始之前，杜老师先召集大家开了个

会，对实验中所要注意的事项和各成员的任务分工

进行了详细的安排，从而更加高效的完成了各项检

测。通过此次实验，大家学会了压力机、超声检测

仪、回弹仪的使用，通过检测得出的各项实验数据，

初步分析了常温下混凝土的本构关系。 

接下来便是 3 月 22 日的中期汇报会，此次汇报

会是对各项目进行程度的一个检验，不仅要汇报自

己的项目阶段性成果，还要认真学习其他项目的汇

报展示。从中我们感受到了差距和不足，互相激励

彼此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做得更好！ 

就剩下最后高温环节的检测了，相信我们一定

可以圆满完成任务。 

 

 

照片 4   混凝土超声检测 

（左起：吴少伟 落宇杰） 

认识不足，继续向前 
朱辉（指导老师：池成忠） 

成型 1102 

本组于 3 月 25 日进行了中期汇报，向老师同学

们介绍了本组项目相关情况，包括项目的总体介绍、

进展情况、目前取得的成果、遇到的问题等等，并

回答了老师的提问，虚心接受了各位老师的建议。 

准备中期汇报期间，得益于之前进行的“针对

大量电子文档的处理技术”的培训，我们的效率非

常高。制作 PPT 时，我们严格按照 PPT 制作的规范

进行，不但方便展示，而且帮助了我们对于 PPT 制

作规范的掌握。 

汇报时，张金山教授提到一个问题：层结合强

度测试装置的动力为脚踏，如何消除脚踏的不均匀

性带来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并没有考

虑过，因此没有回答上来。现在正在思考如何才能

避免此问题的发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将动力系统

由脚踏改为电动，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脚踏带来的弯

曲频率不均匀性的问题，但是需要增加制作成本，

另外需要设计制动器和计数器。这只是一个初步的

设想，最终如何进行改进还要进行多方面的权衡，

相信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一定会顺利解决。 

 

 

照片 5  朱辉同学进行中期汇报 

 

本次中期汇报让本组成员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也意识到了在之后的项目进展里经该怎么做。希望

我们的项目在老师同学的监督下越来越好，在结题

答辩时能有更好的表现。 



 

编者的话：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任何成就的

取得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困难、挫折，团队的成员也许会感到失落，沮丧，

有时候会对项目失去信心，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自

己，相信团队的力量，以创新的精神去开拓新的路

途，相信办法一定比问题多，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一

定会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得到圆满解决。 

 

 

春暖花开的三月 
任川兮（指导老师：李明照） 

冶金 1102 

已是 2014 年的春天，如果在南方，早已是春天

的身影。今年太原的春天来得不算太晚，三月还没

结束，已是春暖花开。现在总结现阶段的实验结果。 

这个月，项目进展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项

目的中期汇报，二是项目组在实验室的实验情况。

对于本学期教务处主导并开展的项目中期答辩，项

目组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小组先后进行答辩资料

准备与申报、PPT 制作与审改、现场答辩，通过答

辩再次认清项目组现有的情况。在与评委老师和其

它项目组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问题，

拓宽了大创训练项目的深度。随后，项目组开展实

验，对无机碱性溶液在报废镁合金表面涂层去除实

验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在实验准备阶段，选择了

实验室已有的碱性药品，主要有：NaOH、Na2CO3、

KOH，同时选用弱碱性的 CaCl2、中性的 NaCl。经

过计算配制浓度为 100ml 的 10%的溶液所需的药品

质量和蒸馏水的体积后，小组成员使用电子天平称

取药品并成功配制溶液。同时进行制作规格相近的

笔记本外壳试样，用于计算脱除面积的坐标纸后，

开展了实验。 

针对于实验所表现出的情况，项目组将继续对

脱除试剂、影响因素（温度、时间、浓度、添加剂）

进行研究与实验。这阶段的工作就是这样，在处理

好专业学习、考研复习、社会活动的同时，项目组

将加大实验的投入，并根据已制定的计划推进实验。 

 

 

照片 6  实验操作 

（左起：凌远椿 孙滨 周启帆 刘丹） 

 

 

酒精传感器校准方法选择 
马塾亮（指导老师：刘建霞） 

电信 1001 

3 月下旬，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的中期检查开

始了。3 月 27 日晚，我们组针对自己的项目进展在

北区 1208 教室向老师同学们进行了汇报。在汇报过

程中，各位老师提出了很多问题，也为我们提出了

一些建议，指明了以后所需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

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进行酒精传感器的校准，这个

问题涉及到整个装置的精确度，是非常重要的。在

这次汇报之前，我们对于酒精传感器只是做到了浓

度越大数值显示越大，并没有进行酒精传感器的线

性分析，没有找到具体的对应关系，也就是没有进

行酒精传感器的校准。 

在汇报之后，刘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了讨

论，我们一起查找资料，想到了两种校准方法。第

一种，采用化学方法，进行精确的测定，使一定量

的气体乙醇与其他物质反应来间接的测量酒精浓度，



然后使同样的气体乙醇靠近酒精传感器，看酒精传

感器的显示，从而绘制出对应的曲线。第二种方法

就是，以人体为载体，因为交规对于酒驾的是这样

规定的，分为酒驾和醉驾。所谓饮酒驾车，指驾驶

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20mg/100ml，小

于 80mg/100ml 的驾驶行为。所谓醉酒驾车，指驾驶

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 的

驾驶行为。 

 

 

照片 7  酒精传感器和测试仪器 

 

更加形象一点，有关专家根据标准大体估算了

一 下 ： 20mg/100ml 大 致 相 当 于 一 杯 啤 酒 ；

80mg/100ml，则相当于3两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

100mg/100ml，大致相当于半斤低度白酒或者 3 瓶啤

酒。 

我们打算在网上买一个类似于交警手中的测量

酒驾的装置，然后喝了酒的人先在这个装置里测出

来酒精含量，然后再靠近我们所用到的酒精传感器

看酒精传感器显示的数值，然后绘制出有关的曲线。

我们最后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因为我们的这个装

置只是辅助交警的，不需要太精确，我们暂时打算

根据酒精含量设置几个标准，当酒精含量低于

20mg/100ml 时，亮绿灯；当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20mg/100ml，小于 80mg/100ml 时，亮黄灯；当酒

精含量大于 80mg/100ml 时，亮红灯。这样交警就可

以进行排查了。 

我们购买的仪器已经回来了，下一步就是进行

实际的测量，绘制出有关曲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更大的进展。 

上下两块黑板的循环实现 

张亚坤（指导老师：张文星） 

应物 1101 

经过近期的讨论和研究，我们主要对黑板的上

下两块板的循环作了探讨，下面我就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黑板循环的实现，这也是我们近期的工作。 

上个月我们制作了边框，边框的制作也是为了

实现上下两块黑板的循环做准备，在边框的制作中，

我们在边框的左右两边都开了对称的几个槽，这几

个槽就是为了放置滑轮，齿轮，链条和黑板所走的

路线。我们的主要思想是把链条和黑板链接起来，

黑板的运动会带动链条的运动，而链条的循环转动

也会带动黑板的循环，这样就实现了黑板的循环转

动。在实现这个方案的工程中，我们需要很好地测

量和计算好黑板的距离和链条的距离，而且要想办

法把链条和黑板牢固的链接起来，链条也要在固定

的槽中行走，保持其稳定性和灵活性。这又需要我

们设计一个方案把链条的转动问题解决，在这个过

程中，最大的问题是链条在转弯的过程中会出现卡

槽的现象，所以在后期处理阶段，我们要在槽中加

入适量的润滑油，保证其灵活性。黑板和链条的链

接我们是利用钢筋穿过黑板与链条链接，实现其一

体化。这就是我们上下两块黑板的循环实现方案。 

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前的方案有些应

经不能与现在的情况相符，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制作

新的方案来实现当前的情况。 

 

 

照片 8  制作工具 

（左起：王天元 陈治西 游双榕） 



 

编者的话： 

大学的时光弥足珍贵，除了课堂上学习知识，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动手实践的机会，“要想知道梨

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大学生创新性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宝贵

的机会，那么来一起看看大家的实践进展吧。 

 

 

细节决定成败 

段克松（指导老师：桑胜波） 

测控 1102 

完成一件事容易，但要把整件事做好却很难。

在理论上或是单个组件里行得通的东西，一拿到实

际中去，让其与其他模块配合发挥作用，往往就会

因为各种未注意到的细节而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产

生错误。在这次的实际调试中，我们对此深有体会。 

逐光晾衣架的机械结构与电路部分已经确定，

需要使用程序控制使其“智能化”，我们先从控制晾

衣架的回收与放出开始做起，由于我们是采用步进

电机带动丝杆，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来实现

衣物的回收功能，因此需要精确控制电机的转动圈

数，使其不至于“过收”或“过放”，但刚开始我们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滑块几次打在尽头而导致电机

卡住，幸好及时切断了电源，才避免了设备的损坏。 

在调试中我们还发现，一旦设备在运行中途意

外断电，滑块的默认位置既会改变，导致不可避免

的滑到尽头。对此，我们希望在导轨槽的端点处加

入磁性开关或接触开关，使滑块在接近端点处时能

被检测到，从而避免因撞击而损坏设备，并且实现

衣架在上电时能自动校正到默认位置的功能。 

通过结合实际使用情况，我们还注意到，如果

晾衣架回收速度过快，将会产生很大的噪音，而回

收速度过慢，将会导致衣物被雨淋湿的情况。因此

我们通过涂抹高质量润滑油、调整转速、丝杆校直

等方式，很好的实现了噪音与速度之间的平衡。 

目前，雨滴传感器、大气压传感器、光线传感

器模块都已调试成功，我们正抓紧时间将这些功能

更好的组合到一起，争取早日实现一个实用、稳定

的智能逐光晾衣架。 

 

 

照片 9  正在调试电路 

（左起：段克松 薛志超） 

 

 

四月:双任务并行 
赵秉（指导老师：王学文） 

机械 Z1115 

自立项以来，我们的团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磨

合后，现在已然成为了一个分工明确的高效的团队。

当然我们有过分歧，有过不知所措，有过傲慢的态

度，但那一切都在三月里画上了句号。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先后拜访了两家加

工试验装置的厂方，为的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开销。比较之下，我们选择了一家私企来

帮助我们共同加工实验装置。这段时间师傅对于我

们出的图初次做了评审，提出了一些要改进的地方

(有些想法在制造过程中很难实现)。对于装置的粗糙

度和我们进行了探讨，否定了一些我们认为粗糙度

越低越好的想法等等。在修改过后，我们将图纸与

预算表格一起交给了师傅。在师傅的一些表扬声中，

我们签订了加工协议，并预付了加工费用。接下来 



就等三周的时间领取装置了，预计清明节过后装置

便可完成。这期间二维图的修改由张建飞同学完成，

预算表格由王韬，谢瑶琪同学完成，除此谢瑶琪同

学还在参与三维展示的模块。 

签订协议之后，我们并没有停下进度。在刘震

学长的帮助下，我们对之后要进行的实验模块进行

了分析讨论。其中包括电阻应变片的贴法，散料的

类型与用量，实验数据的采集及消除外界干扰的滤

波电路的布置等。现在我们都在各自寻找相应的文

献，力求在清明过后开个讨论会定下方案。这样装

置一回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实验这一模块。 

 

 

照片 10  小组成员对实验装置加工进度的跟进 

（左起：加工师傅 张建飞 谢瑶琪 王韬） 

 

 

长周期堆垛有序相增强的 

高强韧超轻 Mg-Li 合金制备研究 
白雪冰（指导老师：边丽萍） 

成型 1003 

我们组所报项目为长周期堆垛有序相增强的高

强韧超轻 Mg-Li 合金制备研究 ,已于上月完成中期

汇报，下面就项目目前进展及发展规划做简单陈述。 

本月前，我们采用普通熔炼铸造工艺结合溶剂

保护方法熔炼获得了强塑性综合性能优良的

Mg-9wt.%Li 双相合金；通过添加 5wt.%Gd 使产生

显著的沉淀强化效应，并提高热稳定性；最终熔炼

制备出了 Mg-9Li-5Gd-1Zr 合金，并对所制备合金进

行了 300℃固溶处理 36h 的均匀化热处理，然后进

行水淬，将所制备的合金做成标准试样，进行打磨、

抛光、腐蚀，且观察了金相显微组织。发现它对-Mg

相的含量、分布及大小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 

中期汇报之后，经过项目组认真分析，发现普

通熔炼铸造工艺存在一定的缺陷，如镁、铝均易氧

化，普通熔炼容易影响长周期堆垛有序相的生成，

而真空熔炼技术较之却有明显的优势： 

（1）真空熔炼，能防止金属受大气污染； 

（2）真空熔炼，可以获得气体与夹杂含量低，

机械性能高，加工性好的金属铸锭； 

（3）采用真空熔炼，可以获得 2000°C 以上的

高温，保证了金属熔炼所需的高温条件。 故下一步

有意采用真空熔炼炉对其进行加热。 

同时项目组认为前期试验结果中，由于 Gd 的

加入，-Li 相含量高而-Mg 相含量很少，因而合金

强度不高，针对此，我们拟设计 Mg-8wt.%Li 双相

合金；通过添加 5wt.%Gd 使产生显著的沉淀强化效

应，并提高热稳定性；通过添加成本低廉的 2wt.% Zn

提高 Gd 的沉淀强化效应，以 Zr 作为 Mg 合金的晶

粒细化剂，熔炼制备 Mg-8Li-5Gd-2Zn-1Zr 合金并将

所制备合金采用等通道转角挤压（ECAP）技术结合

热处理来细化组织到亚微米甚至纳米级，借助加工

硬化、织构调控及析出相分布改善等效应大幅度提

高材料的力学性能。采用 CMT5205 万能试验机在室

温和 200℃对铸态和 ECAP 挤压材料进行拉伸力学

性能测试；采用 XRD 分析考察不同路径、道次下织

构形成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照片 11 实验仪器 



 

 

编者的话： 

经过几个月的磨合，每个成员对团队合作都有

了新的认识，仅仅几个人的团队，如果能紧紧地团

结在一起，那么其所激发的能量是惊人的。团队协

作能力也是我们今后工作、学习不可缺少的基本素

质，在互相学习中，我们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解决上位机姿势误判 
崔伟伟（指导老师：谢刚） 

自动化 1104 

借着中期答辩的时机，我们每个人都绷紧了神

经，对已经完成的部分进行实践与改进。在上位机

搭建好之后，在与下位机之间的配合调试过程中（利

用姿势控制不同设备实现其相应的功能），上位机对

人体的姿势的判断时常出现错误。这个月我们的主

要任务是解决上位机出现的姿势误判现象。 

我们最初的设想是通过设置标志位，利用标志

位的状态减少误判的次数。在中期答辩后，我们知

道项目的成功是需要积累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的，

只有确保一直成功实现功能才能算是顺利的完成项

目。对此，我们对设备进行了若干次的实践，总结

发现，姿势误判的现象集中出现在 MP3 模块的操作

中。总结经验我们得出可能的原因是以下几点：1、

MP3 实现功能的姿势既有手部动作又有脚步动作，

较为繁琐；2、前期进行双手上举落下时，胳膊太过

用力导致向后幅度过大而引起姿势的误判。我们在

此现象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出如下解决方案：将

原来的有效识别距离由原来的 0.20米增加到 0.25米。

在实践中我们还发现，当我们在上位机中利用语音

实现操纵方式的选择中（多种手势、控制鼠标）时，

由于非操控人员的语音信息也会导致对实现功能信

息的误判。最终我们确定增大上位机对人体语音识

别的置信度，只有上位机对语音识别的反馈信息置

信度大于设定的值时（原来置信度为 0.6 后来置信

度改为 0.75）才会执行相应控制方案。至此，对姿

势的识别有了较大的改观。 

如今初春一到，借着这春风复苏的日子，我们

的项目也有了新的进展，期待着...... 

  

 

照片 12  白玉洁作为模特演示姿势 

 

 

新方法，新思路 

徐景娜（指导老师：常宏宏） 

制药 1001 

大创实验已经进行了半年之久，中期汇报也刚

刚结束，在之前的实验中我们可以说是在摸索中不

断前进，期间的实验方案也在不断变化。不过，经

过前面不断的实验，我们以后的实验方向大体确定。

在以后的实验中，我们将主要集中精力在阿司匹林-

铜的合成及抗氧化性评价。 

阿司匹林铜因络合了铜元素不仅具有比阿司匹

林更强的镇痛、抗炎抗风湿、抗血小板聚集、防止

血栓形成等作用, 而且其胃肠不良反应较轻。我们

在实验中采用醋酸铜与阿司匹林一步法反应得到阿

司匹林铜。反应条件温和、反应过程简单,同时消除

了副产物 Cu (OH) 2 的生成。阿司匹林-铜合成后，

我们采用高效液相，原子吸收，红外光谱、核磁等

手段对其结构进行表征和含量测定。采用紫外分光

光度法、荧光分光光度法分析其与人体血清蛋白的



相互作用。目前我们进行的工作是进行结构表征及

含量测定。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是是高效液相，红外

及熔点测定。由于实验条件有限，核磁及原子吸收

需要送到外面做。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产物中阿司

匹林铜的含量。色谱条件:冰醋酸和去离子水为样品

溶剂,在 25 ℃下,选用苯基 柱，甲醇、水、四氢呋

喃、冰醋酸  以一定比例混匀为为流动相 ,UV 在

276nm 条件下进样。红外光谱分析中采用溴化钾压

片法,在产物谱图的 2 500～3 250cm- 1 处的羟基峰

消失了,表明铜离参与了反应。配位前的羰基峰裂为

两个峰。 

以上就是我们的近期工作，我们会尽早完成结

构鉴定及含量测定，尽快进入抗氧化性评价阶段。 

 

 

照片 13  徐景娜在进行含量测定（高效液相）                                    

 

 

制作模型 
畅亚健（指导老师：王崇恩） 

建筑 1103 

这个月对于我们组来说可能是比较忙的一个月，

因为我们组有三个大四组员都要去实习了，这导致

这个月后半段只剩下两个成员搞大创了，基于目前

的状况，我们小组在这期间讨论了好多次，将现有

的古建 cad 做了很多修改，尽量让它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在网上买到的材料只有不多的几种类型，只

能修改 cad 满足材料），还有几个部件不能用已买材

料制作，于是又确定了几种需要采购材料。我们在

大四组员实习前确定了模型的制作方式和所需材料、

器具，时间确实有点紧张，但必须这样，我们的进

度才不会太落后，争取在暑假前有点成果出来。 

Cad 模型除了根据现有材料和工具进行了改动

外，我们还根据真实古建和模型受力特性方面的不

同对其进行了修改，将其某些构件改得更为轻盈，

便于制作，同时还将斗栱简化为一个构件，这里面

有一点偷懒的因素，也是现实所迫，我们现在的工

具不能满足这么精细的模型的制作。 

确定了这些内容后，下一步就是模型的制作，

在仅剩两个组员的情况下，现在进展有一点慢，再

加上这学期第一个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任务越发繁

重，所以期待在学期中能有一段时间让我们全心全

意去做大创，和大家一起放开手脚，努力前行。 

 

 

照片 14  修改 CAD模型 

(左起：高竹青 高爽)  

 

 

 

 

编者的话： 

两期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通讯顺利交稿，小编也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一路走来，大学生创新性实

验使我学会了很多，成长了很多，在此向各位老师

和同学们真诚地说声谢谢，我会好好珍惜这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