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伴随着新年的脚步,2010 已挥手离去。回顾这

一年,创新实验过程的点滴收获，让这个冬天格外

温暖。

参加中期检查项目总结会有感
何银凤

过程控制 0701 班

12月10号晚常晓明教授在主楼三层报告厅组

织了中期检查项目总结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意

义重大的会议，短短一个小时的会议让我有深刻

的思考。

十月底我校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共 55 个创新

实验项目，在各位老师及校领导的监督和帮助下

进行了为期七天的中期汇报。常老师在这次会议

上对中期汇报做了简练但是深刻的总结，分为整

体情况介绍，多姿多彩的 PPT 展示，看他人的汇

报反思自己的水平，最后分析原因以及今后的措

施。

常老师把所有项目组的 PPT分为 A、B+、B、

B-、C五个档次，并指出很多 PPT 制作的缺陷之

处，像文字满天飞，不修边幅，忽悠外行，缺乏

美感，应付差事，小小感想一言难尽等等问题。

在听讲座的同时我反思了自己组所做的 PPT 是否

有出现同样的问题，像一页中文字过多这种情况，

我们组就在制作 PPT 的时候对每页字数进行了限

制，也插入了很多实验中的照片和 AutoCAD原理

图，基本上做到了图文并茂。但在缺乏美感方面，

因为制作 PPT 的经验还很不足，做的不是那么优

异，希望能在终期汇报时候上一个台阶。但对常

老师讲述有些小组在汇报前才刚刚制作完 PPT 的

情况和我们小组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在汇报前

三个月就已经将准备汇报的 PPT 制作完成，并且

在段老师的指导下反复演练了很多次。

常老师播放了 2 个优秀的 PPT 作品以及一个

DV 作品。在这短短的 20 分钟，我找到了自己和

其他小组之间在软件应用之间的差距。我对建工

学院的 DV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制作的 DV影

响了新一届的创新实验的启动，有 100 多名同学

积极报名参加。我不禁反思，我们应该做得更加

优秀，来带动我们过控专业以及整个化工学院对

创新实验的积极性。

在总结会的最后常老师从三个方面分析 PPT
制作不够理想的原因，有培训不够，甲流影响以

及项目组努力不够。我觉得在同一客观条件下有

的小组做的很优秀，我们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

争取在下一次汇报时做的更加优秀。

照片 1 老师在指导我们预演中期汇报

（左起：李老师 王老师 段老师）

便携式电动车的开发
范文军

机械电子工程 0701 班

火箭飞行的平衡控制，杂技“顶杆”等，让

我们对平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组的课题就

是运用其中的基本模型——倒立摆。我们制作的



平行双轮电动车，采用两只无刷直流电机通过减

速器分别独立驱动左、右车轮运动。我们以站在

车上的驾驶者与车辆的总体重心纵轴为参考系。

当这条轴向前倾斜时，电动车的内置电动机产生

往前的力量。一方面平衡人与车往前倾的转矩，

一方面产生让车辆前进的加速度。驾驶人只要改

变自身身体的角度往前或往后倾斜电动车，它就

会根据倾斜的方向前进或后退，而速度则与驾驶

人身体倾斜的程度成正比。通过传感器的组合来

检测车体的运行姿态。以高速微处理器为控制核

心，根据传感器检测到的车体运行位姿信息，通

过一定的控制算法计算出控制电压信号，再经 D
／A转换及驱动器放大后驱动直流无刷电机，调整

车体的运行位姿，使车体始终保持平衡状态。

照片 2 吴宏丽检查改进后的线路

自我感觉，我们组的课题开展地如火如荼。

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都收获和成长了许多。12

月 10 日，常教授把我们这一届的创新实验生聚集

在一起，总结了上次中期检查项目。由于我们组

的审查评比结果不太好，我自然特别认真地记录，

看优秀项目组的展示，及总结我组不足之处。

为什么结果不太好？我想主要是汇报的 PPT
和汇报人的表达欠佳。借用常老师的话来说，我

们在汇报的过程中要做到“外行看了有意思，内

行看了有水平”。这样才能得到评委们的肯定并

达到好的效果。因此，我知道了后期改进和努力

的方向，也相信我组能顺利地通过结题审查。

一路走来 青春无悔
姚松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701 班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实验组积极进行

实验研究，准备资料，备战中期汇报，并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晚上，在北区主楼三层报告厅进行

了汇报，汇报内容详实、丰富，PPT和 DV精彩，

得到了常晓明教授在内的评委老师的认可。我们

倍受鼓舞，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始更深层次的

实验探索。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从对实验完全陌生开

始，到通过学习，查阅相关资料，逐步认识和了

解课题的研究进展，然后在理论上确立我们的实

验思路，之后付诸行动。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

失败和挫折后，不断的改进试验，尝试新的方法，

最终确立了可靠的实验过程。暑假，当其他同学

在旅游、避暑、休闲的时候，我们实验组成员都

泡在实验室奋战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日，最终，

在金秋到来的时侯我们收获了硕果。

照片3 项目汇报现场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最后冲刺，对产品性能

进行补充测试，撰写论文，完善补充数据等工作。

为了在结题报告中给予学校、给予老师、也给予

自己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们在努力着。

通过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我们受益匪浅，

创新和科研培养了我严谨的学习态度和开阔的思

维方式，在自己大学的时光里真正学到了很多东

西，真的十分感谢学校给予我们这次参加国家大



学生创新实验的机会，我们将继续努力，继续奋

斗，给自己的大学生活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编者的话：

又是一年的年末，一路走来，在创新实验这

个平台上，我们的所思所想、点点滴滴，都被岁

月记录着。虽然过程是艰辛的，但我们享受着实

践的快乐。不断为自己充电，为接下来的实验努

力更多的努力！

在实践中自我学习
林勇

软件工程 0801 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也就是

说通过实践验证了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离不开

实践，即使是牛顿的力学理论、爱恩斯坦的相对

论都是通过无数的实践得到证明的。而我们的实

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活动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学

习、不断发现、不断认知的过程。这样我们才会

发现现象、发现真理。

而我们的创新性实验就是这样一个活动。可

以肯定地说，至少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我不仅

学到了知识，而且还学到了追求知识的方法。追

求知识的方式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效果。

我们在项目中遇到的困难很多，但是我们仍然会

耐心的去探索它，解决它。而我们是通过怎样的

方式来解决它的呢？

一个人的头脑装不下两个头脑能装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智慧是集一切可能的人的智慧，扩大

了我们的知识面。比如说，我们遇到过一个问题，

flex如何来和数据库进行连接。当然这个任务只能

是分给一个人来完成，那一个人的能力又是有限

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完成任务，就是其他

成员也要帮忙找资料，然后把有用的资料都交给

负责该任务的成员来研究。所以我们的成员是独

立中带有联系的，是密不可分的，毕竟项目的进

展是整体的，并不是你一人做好了，项目就能做

好，只有大家都做好了，项目才能做好。

照片 4 实验组合影

（左起：王白石 林勇 仝磊鸣 钱鹏 孙叙峰）

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实践来探索、追求和学习

的，虽然过程是艰辛的，但回报是丰厚的。虽然

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缺陷，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改进，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的细节。希望在我们

的努力和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项目能有更大的

突破。

实验小感
邓丽莉

电子信息工程 0802 班

在和我们的创新实验小组成员一起做实验的

日子里，真的是收获颇多，感触颇多！

我们的实验是关于大学生英语认知能力的调

查与干预，比较偏文科类的，不像别的实验那样，

能通过具体动手做实验，做出一些实际的东西来。



并且英语对于咱们理工科生来说，普遍都感到比较

头疼，热衷度也不那么高，所以实验实施起来也比

较困难。但是，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咱们理工科

的学生英语水平普遍都不高，而英语又日益重要起

来了，所以我更感觉到我们这个实验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了。这正是我们实验的动力源泉！

平时，我们的实验内容主要是给同学们发一些

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通过分析讨论调查问卷反馈

回来的问题，可以发现一些同学们在英语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以及应该在哪方面进行加强与提高。比

如，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单词记不住。单

词是根基，根基都没有，何谈学好英语？对于这个

问题，我们的看法就是，一方面同学们对英语产生

了厌学情绪，不愿学英语；另一方面就是记单词的

方法不对，死记硬背，没有效果。

照片 5 组员邓丽莉在分析数据

实验的过程是艰辛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

经有了收获。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收集资料，分工

合作，不仅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也锻炼了我们

的合作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

知识面是多么的窄，我们是多么的无知，我们还有

多少东西要学。我们了解到要做成一件事情是多么

的不容易，没有人能独自成功。同时也锻炼了自己

的心理素质，当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

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这是很正常的，只要我

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取得成果。

付出才有收获，加油
卢梦琳

制药工程 0701 班

寒假期间我们对啤酒的糖度进行一系列的实

验，得出最优原麦芽汁糖度；暑假对新旧工艺和三

种酵母分别进行了比较，得出最优工艺，并总结了

在实验室条件下每种酵母的生长和代谢状况。现在

我们成功地缩短了啤酒发酵时间，并制得酒精度大

于 4 的优质啤酒。

但是，我们的实验成品还是有些不足，所以在

这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优化方案制得

口感优质的啤酒，并通过创新点发表文章。

照片 6 离心机抽滤

我们的具体方案是：在发酵的过程中添加双效

抗氧化剂。双效抗氧化剂的主要成分是异 Vc钠、偏

重亚硫酸钠。偏重亚硫酸钠能快速去除啤酒中的溶

解氧, 同时还能同醛类及碳酰类化合物发生反应；

双效抗氧化剂异 Vc 钠与啤酒中的活性氧起反应生

成可溶的稳定氧化物。其特点是：降低溶解氧，阻

断一些啤酒固有成分的氧化，帮助去除各种醛类形

成的劣味，从而提高啤酒风味的稳定性。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对于双效抗氧化

剂的添加量的研究没有明确的说明，也没有关于用

混合酵母进行啤酒酿造的相关文献，所以我们的创

新点是对于双效抗氧化剂的添加量的研究，以及利

用混合酵母酿造啤酒。



实验尚未成功，我们还需努力。只有付出才会

有收获，一起加油！！！

编者的话：

2011 的到来，让我们心中不禁产生对未来的憧

憬。怀揣着明天的梦想，我们今天乐于为它洒下汗

水。新的起点，来实现我们的新想法。未来掌握在

我们自己手中！

我们的实验
刘宏晋

材料工程 0801 班

我们的课题《电场辅助激活钛基耐磨材料的制

备》在中期检查过后的这几个月里更加有序开展着，

由于其特定的研究背景：陶瓷和钛的单独使用受到

了实际问题的严重挑战。实现陶瓷-金属低温、快速

和高效节能的连接技术---电场激活压力辅助燃烧

合成法（FAPAS），对促进梯度功能陶瓷材料的制备、

应用和特殊材料的连接方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该合成材料可以实现在超高温、大温差、高速热流

冲击等苛刻环境条件下使用，有望用作新一代航天

飞机的机身、燃烧室内壁等以及涡轮发动机、高效

燃气轮机等提供超高温耐热材料，在机械制造、航

天航空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FAPAS 的优势：节

能、合成物质致密度高、同步连、高效等等。金属

与陶瓷之间采用中间过渡层形成梯度结构以缓解内

应力和变形，改善连接效果。合成的金属陶瓷新材

料力学性能优良。

在今后的几个月我们会克服各种技术上的难

题，为我们的课题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照片 7 我们的全家福

新的起点 新的征程
刘海波

化学工程与工艺 0701 班

随着创新实验的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内容也进

一步深化。在中期汇报之后，课题小组成员进行了

全面的总结，并与指导教师积极沟通，及时改进项

目中的不足，以此做出细致的后期规划。站在新的

起点，面对新的征程，我们毫不懈怠、整装待发。

照片 8 共同合作

（左起：班倩 张召小）

进入实验室将近一年时间，我们深深地被申迎

华教授的求真务实的作风所感染，为实验室良好的

科研氛围所熏陶。从最初选题的确定到实验方案的

探讨，我们小组不拘泥于原有的框架，对相关问题

进行了充分了解，并积极配合研究生学长，对课题

研究计划进行完善。相信通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在

新的征程中我们将硕果累累，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