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秋天的风，吹走了春季的

“湿”，吹走了夏季的“闷”，

吹来了那份丰收的味道。10 月，

正是一年中丰收的时候！让我们

在寒冬之前，为自己加油鼓劲！  

 

中期汇报感言 
孙斌 

自动化 0704 班 

期待已久的中期汇报终于举

办了。在这报告会上，我们向老

师和同学汇报了这一年来的项目

进展情况。首先，感谢学校给了

我们大学生创新型实验这个平

台，让我们学以致用，锻炼做实

际工程的能力！ 

从立项到现在过去已经整整

一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组成员

凭着那份热情，各尽所能把项目

搞得风风火火。从开始的机械改

造和电路板制作，到程序编写和

童车试跑，我们既分工又合作。

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是曲线前

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在这过程中，我们有过艰辛

也有收获，有过彷徨也有喜悦。 

由于对机械不是很了解，童

车机械结构改造对我们来说着实

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开始阶段，

费了很多周折找来适合的铁条并

加工成了转向杆，如何提高童车

的机械精度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初期，考虑到本身童车的 GPS 定

位有 10米误差，经过成员间的讨

论准备选用电子罗盘来对童车进

行方位校正。但是常老师不同意，

认为机械精度不高，要拿出误差

数据，而且电子罗盘会引入很多

工程问题像在上下坡过程中的倾

角变化，地磁场倾角补偿等问题，

这会增大工作量。可能出于过度

自信，或许说是固执，我买来了

电子罗盘。但是当涉及到基础实

验时，由于没有实验设备且工作

量很大，实验根本无法进行！最

后，只能反过头来设法提高童车

机械精度。在观察中发现，其实

童车前轮晃动问题是有原因的，

最终经过仔细分析并在机械专业

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一步一步地

改装，童车前轮基本不再晃动，

同时转弯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在这个过程中，常老师对我

照片 1  中期汇报现场



们细心教导，诲人不倦。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教诲

是：“我们是做工程，要做工程师，不是玩家！”。对！

我们创新型实验是培养工程师，工程师是要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 

在程序编写过程中，进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记得一次在处理单片机 PWM 输出和输入的问题时，

无论怎么调试，单片机总是死机，两个星期都出不

来结果。那时我的心情糟糕透了，为不耽误项目进

展只能先把问题隔起来。最后，在计算机专业学长

帮助下发现是中断判别程序写法不对，经过改正单

片机终于正常运行起来了。在这里要感谢晓明研究

室！实验室里有计算机，自动化，通讯和电信专业

的同学，学科交叉让我们相互帮助，学得更快，更

容易！ 

中期汇报已经结束了，很遗憾我们还没实现童

车的自动行走。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过通宵写

论文，熬夜做 PPT，整天测量参数，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笔宝贵的经历。同时创新型实验提供了这样一

个供我们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它，我们提高了研

发能力，做到了学以致用。 

 

坚持=成功 
 崔保银 

材料化学 0701 班 

时光飞逝，参加创新实验组已经一年时间，从

这一年中的内容来讲，我们已经能够独立操作并使

用基础的仪器，在实验组学习了基础理论，并通过

实践操作掌握了这些基础理论，此外在韩培德老师

的指导下对我们这个专业的前沿问题有了进一步的

理解。 

大四开始，同学们都在面临着考研和就业，此

时，韩老师在肯定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针

对这一阶段的特点提出了更有远瞻性的课题，尽管

大家都在忙着专业课、工作和考研，时间都很紧张，

但大家没有退缩，还是坚持选择在韩培德老师的指

导下认真完成课题任务 

虽然在这个特殊的阶段，时间更紧迫，任务更

有挑战性，大家仍在要求的时间内出色的完成实验

要求，在此过程中韩老师更是针对同学们的不同给

与关键的帮助，并且亲自与大家交谈在此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总之在大家的努力与合作下初步完成了

这一阶段的研究，考研期间，大家在相互合作完成

课题的同时，互相鼓励互相交流共同在考研的路上

前行，韩老师也给与我们很多建议和帮助，真的感

谢韩老师，感谢我们这个团体的存在。 

    相信其他实验组的成员也会出色完成了各自的

任务，在这里愿所有的实验组的课题都取得优秀的

成果，也祝愿我们组的成员在不同的角色上都能出

色地完成任务,获得成功。 

 

 

照片 2  韩培德老师和小组成员合影 

（第一排左起：何青 葛昆 崔保银 程晓明） 

（第二排左起：刘影 韩培德 冯燕） 

 

黎明前的黑暗 
邹高阳 

车辆工程 0802 班 

暑假，同学们听起来都会兴奋的，因为可以放

松起来，好好地休息，好好地与时隔半年的亲人朋

友团聚，然而我们团队觉得有些事比它们更重要，

于是我们遗忘了暑假，在我们心里 2010 年没有暑

假。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完成了对发动机的

撤里拆装，特别对变速器等重要部件进行了仔细的

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某些新颖的设计理念全



都被我们记下，为我们对硬件的设计提供了强大的

实践基础。 

 

 

照片 3  张玉龙同学正在进行整车的拆装 

 

太原所有的弹簧厂，买不下我们所需的产品，

于是只能另想办法，邮购？通过广东的朋友帮忙，

终于找到我们的弹簧，当我们正为顺利解决此事而

高兴时，另一大难题又摆在我们面前，这么笨重的

发动机怎样才能剖开？为此我们也跑来不少厂家，

他们都说比较困难，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找到了

指导老师王铁，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对发动机

的剖开。 

虽然过程中困难如此之多，如此之难，我们团

队依然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坚信，黎明前总是会有

一段黑暗的。 

 

 

 
 

编者的话： 

秋天的阳光，覆盖了春季的“温暧”，覆盖了

夏季的“炎热”，送来了一丝丝爽意。一路走来，

每一位同学都在拼搏奋斗，积极努力，其中的酸甜

苦辣，只有他们自己感触最深。接下来，让我们共

同去分享他们的励志故事，去感受他们实验生活当

中的点点滴滴。 

耐心与激情 
范文军 

机械电子工程 0701 班 

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告别了假期的舒适与放松。

军训声充斥着整个校园，到处渗透着一片欣欣向荣

的气息。做为饱经沧桑大四的我们，应该去做一些

曾经错过的事情。 

 

 

照片 4  范文军测试小车的前进和后退效果 

 

经过大半个假期的坚持与奋斗。我们组所研究

的“便携式电动车”终于有了雏形。当它出现在我

们面前时，大家激动得掉下欣慰的泪水。因为我们

付出了休息娱乐的时间，换来了面前体型不太协调

的小车。在它成形后，我们的重点便是对其基本功

能进行深一步地调试。在这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

新问题。比如说，每次行进的精度不高，有时候小

车的反应速度还不够快，小车颠簸后传感器又出现

偏差等等。不过在每一次问题解决的同时，我们收

获的不仅仅是问题本身，而是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思

维。 

从最初申请项目课题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 



 

了。我们组的每个成员对做科研都有一个全新的认

识，让我们都越来越稳重地对待生活。现在虽然小

车站了起来，但随心所欲地玩转还需要我们继续努

力。这要求我们忍受住耐心的考验，始终充满做事

的激情。只有等小车出现在校园的道路上时，我们

才可以说打开了成功之门。 

 

风雨兼程 
席鑫鑫 

电子信息工程 0701 班 

不知不觉，我们的实验项目已经进行快一年了。

回想我们实验小组一起走过的这段历程：从报名组

团，联系老师到项目申报获得批准，再是后来项目

的一步步开展，期间我们遇到过无数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我们一直相信再大的困难也抵挡不住我们前进

的步伐。 

 

 
照片 5  一起合作 

（左起：刘博 韩勇 鲍泽民） 

 

事实胜于雄辩，这大半年来，在刘老师和严老

师的细心指导与帮助下，经过我们小组的团结协作

与努力追寻，期间虽也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波折，但

我们终究是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让项目在预定

的计划内一步步前行。每一步的前进对我们来说都

是莫大的鼓舞。因为项目开始之时我们的心情都是

既欢喜又忧虑，高兴的是我们能有幸成为创新型实

验生，忧虑的是等待我们的麻烦会接踵而至，而我

们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该怎么着手……然而当我

们在完成了一小步之后，我们就感受到了奔向胜利

的喜悦，少了一丝忧虑，多了一份信念。如此，随

着我们的不懈努力，一项接一项的任务在我们手下

完成，于是我们对项目的了解和展望越发地深入，

对项目的如何开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如今我们

已完成了项目前三个阶段的内容，正朝着第四阶段

也是终极目标——利用我们现已设计制作好的天线

设计制作一个小型 RFID系统奋勇前进。 

然而，此时我们已大四，大部分成员在完成实

验的同时也在全身心地备战考研。随着时间一天天

地流逝，考研的日期也日益临近，因此我们的压力

可想而知。但是，既然我们早已选择了完成创新型

实验项目这条路，那么我们就决不会退缩。我们会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备战考研的同时做好实验的每

一步工作。收获的秋季即将结束，寒冷的冬季很快

就要来临。寒冬虽能冻坏我们的身体但冻不住我们

坚强的意志。让我们用炽热的意志去追寻心中的信

念，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编者的话： 

秋天的色，涂掸走了春天的“多彩”，涂掸了

夏季的“火红”，染上了一层深褐色，让人产生无

限遐想。让我们各抒己见，谈谈每一个人的认识。 

看着“孩子”渐渐成长 
吴泳彤 

通信工程0701班 

创新实验，与其说是实验，不如说是一项让我

们为之倾注心血并乐此不疲的事业。半年多来，我

们为之疯狂，为之流泪，为之喜悦。它就像我们五

个人的“小孩”一样，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再



到现在行动自由，在它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很

多：兴趣、责任、毅力，细心、耐心、恒心等。 

 

 
照片 6  我们一家人 

（第一排左起：张瑞雪 吴泳彤 马红梅） 

（第二排左起： 闫洪志 萧宝瑾老师 贾方超） 

 

马上就该中期汇报了，回首经历的点点滴滴，

我们感动着，成长着。汇报的基础是我们真正下功

夫做了实验，在实验中有所收获和感触，这样我们

才能有理有据的展示自己。首先，在汇报的材料中，

我们选取最有代表性的素材，用最精练到位的语言

概括出项目关键与工作重点；其次，形式上很重要， 

PPT 的制作与呈现方式，比如背景颜色搭配，图形

视角，文字篇幅的控制等；再次，在内容上如果实

验结果的记录不具有说服力，结论性语言太少，那

么在过程和分析上需下大功夫；最后，用扼要的回

答提升汇报的质量。 

既然成功之门专为有准备的人而开启，那么我

们就是其中之一，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不管未来怎

样，我们都不会后悔。 

 

实验随感 
何银凤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0701班 

转眼间盛夏已过，校园里的落叶提醒我深秋已

到来，天气也一天冷过一天，但是我们对创新实验

的热情还一直持续着，暑假时我们在实验室奋斗的

场景还历历在目，如今新学年伊始，稍作休整，我

们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中，继续我们未完成的“事

业”。 

 

 

照片 7  老师们辛勤指导小组实验 

（左起：李鹏 姚远 李艳萍老师 何银凤 段滋华老师） 

 

实验初期我们很缺乏理论知识，为此我们学习

了很长时间，到实验中期，理论知识的储备已经够

了，但是我们却又出现了理论联系不上实际的问题，

幸而在带段滋华老师和李艳萍老师的指导下，一切

进行得很顺利。在实验中我们每个人都学到了很多

东西，譬如我和李鹏学会了 origin软件的数据处理

技术，王世乾学会了用绘声绘影制作 DV，姚远学会

了 PPT 的制作，等等，我们学会的不仅是做实验，

更收获了友谊，明白了团队的重要性。 

大三实验项目立项到现在，近一年里我们一步

步踏踏实实地走过，困难也一路相随。然而在困难

面前我们没有轻言放弃，因为有和蔼可亲的段老师

和平易近人的李老师，一直辛勤地指导、支持着我

们。特别是在暑假时炎热的天气里，老师们不辞辛

苦的指导，让我们一直很受鼓励，也坚持到了最后。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这两位老师，正因为她们的

奉献，我们如今才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加倍努力，继续向

前迈进。我们相信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定能

取得成功！



创新实验小结 
刘海波 

化学工程与工艺 0701 班 

随着中期检查的进行，我们对实验机理的理解，

实验进度的把握，实验方法的掌握已积累了一定经

验，初步了解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并切身体会

到了科学研究的艰辛，相信这次宝贵的创新实验工

作将会受益匪浅。 

科学研究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我们看到城

市中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它的外墙结构由墙体、

粘结层、保温层、抹面胶浆、玻璃纤维网格布及饰

面层组成。我们的研究内容是探讨粘结剂的改性，

采用乳液聚合的方法，寻找新型乳化剂，制备出性

能优良的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顺应可

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部

署，优良的外墙保温体系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青睐。 

 

 
照片 7  指导老师和小组成员合影 

(左起：刘海波 夏大寒 申迎华老师 班倩 张召小) 

 

通过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培养了团队协作意

识，锻炼了沟通表达能力，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

再接再厉，争创更优秀成果。 

 

 

表 1  太原理工大学国家级创新性实验通讯近 4期出版工作安排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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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19 刘成帅 秦玉雪 2010.12.01 2011.01.01 

3 NO.20 吴永彤 白云华 2011.01.01 2011.02.01 

4 NO.21 付建梅 张冉  2011.02.01 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