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有人说，你计划的秋天已褪去童话的色彩，一

个真实的自己可以开垦一万个美好的未来。走过了

金秋十月，太原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实验各项目组

继续挥洒坚持、拼搏的汗水，书写了一个又一个进

步，在这个过程中，有过挫败，有过灰心，有过争

吵，有过高兴，有过收获……但我们一直坚持着心

中最初的想法，做好大创，提升自己，过好我们缤

纷的大学生活。  

 

 

再次起航 
杨羚烽（指导老师：梁国星） 

机械 Z1215 

大四伊始，9 月的步伐匆匆，夹杂三周的实习，

更重要的是部分组员正忙于准备推免的相关事宜，

因此大创的项目也进入了调整阶段，调整不代表停

滞，相反我们有了一些时间去联系车间的师傅，以

及做好总结，准备再一次的起航。 

虽然在以往的实习过程中我们就有去车间的机

会，但是自己带上图纸去直接找工人师傅，这样的

机会可是别人得不到的。好奇的我们可不止是花费

一些钱加工所需零件这么简单，我们在等待的间隙，

四处参观，见到了各种型号的钻头，丝锥，车刀……

弥补了上课过程中由于空间想象能力不足，对刀具

的几何参数有不明白的地方。而且热情的工人师傅

也给耐心的解释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感觉赚大

了。 

此前的工作已经做到了购买两个增量式的编码

器，拿到之后也做了测试，我们已经会编码器的使

用和以及将采集的信号输入单片机 I/O，接下来要做

的就是根据编码器的几何参数重新改进图纸上的轴

的结构，这也是根据大家的讨论一致决定换用的方

案，目前来看此方案是可行的。 

9 月的过去也算是给大家一些缓冲的时间，各

自都忙完了该做的时间之后，必须得聚在一起，结

合本学期的课程安排，制定本学期大创的工作安排，

计划任务。 

 

 

照片 1 与工人师傅讨论 

（左起：樊振刚 陈禹含） 

 

应该说这学期的任务是相比较而言，也就只有

磁流体这一部分还很陌生，需要查阅资料来学习，

其他的工作也就是程序的汇总调试，材料变形的标

定，装置的整体搭建，比如内部电路的设置，线路

走向的安排等等，新的知识也不算多，需要的是大

家开动脑筋，不断的对结构进行完善和改进。 

因为这个学期的学习任务比较轻松，另一方面

考虑到大四下学期的毕业设计，因此我们必须在这

几个月之内将大创完成的差不多，这样一想，感觉

浑身都充满了能量，干劲十足啊，让我们再次起航！ 

 

 

摸索与前进 
谷惠民（指导老师：李玉平） 

材化 1301 

九月—开学季，我们重新拿起我们的实验本，

继续将我们的热情投入到科研研究中。在通过一年



的锻炼，我们对实验操作游刃有余。这样极大的提

高了我们做实验的精准性。实验结果能够正确的反

应现实问题。这一年来，我们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

收获。这收获不单单是实验技能的提升，更是一个

人由无知到成熟的蜕变。感谢大创给我们这样一个

难得的机会。我们会更加珍惜接下来的一年。我们

会把我们的课题做的足够好。 

九月二十号，我们大创小组成员按例进行了一

次项目研讨会。会间，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让实验更加完整。这个学期，在全部成员搬回主校

区的优势下，我将大家的空闲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将其用来做实验。让大家对整个实验的进展有一个

更深的理解。会中讨论了本学期的主要任务：首先

对之前确定的几组实验，进行扩大量实验，为后期

做各种表征做准备。接着，我们会重点分析各种表

征结果。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依据催化反应

的表征结果，结合各方法的花费，以及操作难易程

度，做出最终的判断，为我们的实验项目作一个完

美的结局。同时我们对实验的 ppt，视频等作了深入

探讨。以求达到较高的质量。 

 

 

照片 2 小组成员讨论 

（左起：曲中帅 刘丽宣 李月敏 谷惠民） 

 

在我们做表征的时候，感受到科技的进步如此

之大。在观察样品的形貌特征的时候，我们通过 STM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样品的形状。这为我们的科研项

目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它就像一把武器，打开

那紧闭的前行封锁线。我们以后必将致力于科技的

研究中，所以对了更多的先进装备我们得从现在其

努力认真学习它的使用。这是我们对实验一些操作

的感悟。 

 

 

逐梦路上 
桑滟鹃（指导老师：胡兰青） 

材化 1201 

时间在不紧不慢的走着，如今我们进入大四已

一月有余，毕业季的步伐正悄无声息的向我们逼近，

为了给美好的大学时光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大家

各自进入自己的忙碌状态，找工作、考研又或者做

着某些事不断充实武装自己。当然，对于我们小组

来说为创新实验画上句点又是我们必须做的众多事

中颇为重要的。 

由于暑期对创新实验的搁置，为能赶上实验进

度，9 月开学后我们便积极与老师联系，进入接下

来的实验筹备中。 

 

 

照片 3  温馨的团队 

（左起：查国正 桑滟鹃 沈佳斌 胡兰青教授 成瑶 

李卿娴） 

 

我们的大创实验——《钛合金表面铜铬合金层

性能研究》目前已完成： 

（1）不同比例铜铬合金层的制备； 

（2）铜铬合金层组织形貌观察； 

（3）铜铬合金层表面物相分析（XRD）； 

（4）铜铬合金层表面 SEM 表征； 

（5）铜铬合金层耐蚀性研究； 



（6）铜铬合金层抗菌性能研究； 

我们在钛合金表面渗入铜铬金属欲改善其抗菌

性能，但同时又必须保证其其他力学性能优良，不

能顾此失彼，这样才能真正得到有价值的实用材料。 

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对铜铬合金层耐磨性进行研

究，为此，我们进行了资料收集。首先，我们从网

上下载有关此方面的文献，认真阅读，借鉴前人的

经验；其次，我们小组展开讨论，针对我们的实验

提出可行的实验步骤及所使用的实验仪器装置等。 

由于目前对于钛合金的研究还不是很透彻，因

此我们选择从合金碳钢的渗层耐磨性研究中借鉴我

们所需要的知识。 

经过我们的前期准备，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投入

到后期实验当中，为保证实验顺利进行，我们会更

加积极参与，让实验顺利结束。 

 

 

欢乐国庆 
王朵朵（指导老师：邓坤坤） 

金材 1201 

金风送爽，天高云淡，我们迎来的祖国成立的

66 周年。在经历过无数次磨砺之后，祖国以其坚强

不屈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们骄傲，我

们自豪，我们为有一个坚强的祖国而歌唱。 

伴随着建国 66 周年的钟声，我们的大学生创新

实验也在进一步完善中。本试验选用工艺流程少、

设备简单、生产成本低、灵活性强的半固态搅拌铸

造法为复合材料的生产工艺。为了消除 SiC 颗粒表

面的水汽和提高颗粒与基体间的润湿性，首先将 

SiC 颗粒预热到 600℃，待镁合金熔化后，将其冷却

到半固态，开动搅拌机搅拌，待熔体表面形成涡流

后再加入 SiC 颗粒。搅拌一定时间后，将炉温升到 

700℃并保温 5min。停止搅拌，浇注到已经预热到 

400℃的模具当中，使其在 100MPa 的压力下凝固成

型。 

为了消除铸态 SiCp/AZ91 复合材料中的铸造

缺陷、细化基体的晶粒、改善 SiCp 在基体中的分布

情况和提高复合材料的性能，本试验采用两步热变

形工艺(锻造+热挤压)对铸态的 SiCp/AZ91 复合材

料进行热变形。为了消除第二相(Mg17Al12)的影响，

复合材料在热变形前首先进行固溶处理。 

 

 

照片 4  AZ91合金直接挤压的断口侧面 

 

我们大学生创新实验的马到成功是必然的，我

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是永远的，我们一定会让她继

续下去，并发展下去。因为我们有杰出的领导者，

带领我们发展经济，我们祖国有数不尽的人才、有

发达的科学技术，并且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

任。 

 

 

 

编者的话： 

实验过程是不断探索、不断研究的过程，过程

中的一切只有我们大创人自己清楚。在前行的过程

中，我们要敢于去挑战，敢于去放手搏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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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理想的目标，守护着着心中的灯

塔，坚守着心中的理想，一步一步的向目标前进，

虽然每次的进步只是一点点，但是我们坚信，终有

一天我们会到达成功的彼岸，而大创也将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实验瓶颈期 
陈茜（指导老师：张金山） 

材料成型 1203 

有了假期熔炼失败的经验，我们开学的这一个

月又熔炼了一锅试样，然而，科学研究并非想象中

那般容易出成果，我们的实验也再次的没有得到理

想的试样，实验进程遭遇了瓶颈。 

镁合金的熔点不高，热容量较小，在空气中加

热时，氧化快，在过热时易燃烧；在熔融状态下无

熔剂保护时，则可猛烈地燃烧。因此，镁合金在熔

铸过程中必须始终在熔剂或保护性气氛下进行。熔

铸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熔剂的质量和熔体

保护的好坏。镁氧化时释放出大量的热，镁的比热

容和导热性较低，MgO 疏松多孔，无保护作用，因

而氧化处附近的熔体易于局部过热，且会促进镁的

氧化燃烧。镁合金除强烈氧化外，遇水则会急剧地

分解而引起爆炸，还能与形成氮化镁夹杂。氢能大

量地溶于镁中，在熔炼温度不超过 900℃时，吸氢能

力增加不大，铸锭凝固时氢会大量析出，使铸锭产

生气孔并促进疏松。多数合金元素的熔点和密度均

比镁高，易于产生密度偏析，故一次熔炼是难以得

到成分均匀的镁合金锭。 

 

 

照片 5  不合格试样 

 

所有原料、覆盖剂、精炼剂等放入 200℃干燥箱

预热，目的是为了去除水分。然后清理坩埚、扒渣

勺和搅拌棒等工具，并粉刷涂料，坩埚放入熔炼炉

预热，扒渣勺和搅拌棒在电阻炉预热。坩埚预热至

400 ℃时加入 Mg 块，500 ℃时开始通入 CH2FCF3+ 

N2 混合保护性气体。温度升到 710 ℃待保温 20min

至 Mg 完全熔化。扒掉表面熔渣，加入纯 Zn，均匀

撒上覆盖剂，保护液面。每加入一种金属就要进行

一次扒渣和加覆盖剂，这个过程做得是否干净利落

直接决定了这锅试样的质量。在扒渣的过程中会有

金属燃烧，要将渣磕到灰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

小心让扒渣勺碰到灰就会将灰带到试样中造成熔炼

失败，如果扒渣时间过长也会加快里边金属的氧化，

这些都是人为因素导致的熔炼失败。如果熔炼当天

下雨的话，出来的试样也会受影响。同时，我们的

试样是五元合金，多元合金的熔炼也是一方面因素。 

虽说重在参与，但一次次的失败也激起了我们

的斗志，我们将总结经验教训，争取在下一次熔炼

出合格的试样。 

 

 

iTween 动画制作 
李星妮（指导老师：高保禄） 

物联网 1201 
最近几个月项目中需要加入一些模型移动的小

动画，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 iTween 这个类库。 

iTween 是一个动画库,它可以用最小的投入实

现最大的产出，让开发更轻松。用它可以轻松实现

各种动画,晃动,旋转,移动,褪色,上色,控制音频等

等。iTween 的核心是数值插值，简单说就是给 iTween

两个数值(开始值，结束值)，本组项目开发的基于

unity 的火灾逃生演习系统中许多小功能都用到了动

画，如演示逃生模式下逃生者自动寻路功能。 

如图是 iTween 中的寻路算法的示意图。通过

iTween 来实现主角跑步到终点非常简单。首先，我

们需要编辑了一个简单的寻路，将相关代码绑定到

主角身上，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项 目 中 我 们 使 用 的 核 心 方 法 主 要 有

iTween.MoveTo()： 让模型移动到一个位置，它的底

层 函 数 是 通 过 动 态 的 修 改 模 型 每 一 帧 的

transform.position 完成的，所以它会百分之百到达目

标点，不会出现误差。iTween.MoveFrom():是将模型



移动到目标位置，而 iTween.MoveFrom()是将模型从

目标位置移动到原始位置。 

 

 

照片 6  iTween中的寻路算法 

 

通过这几个月对 iTween 的研究，我们也进一步

体会到了在探索中学习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也会

更加努力把系统完善的更好。 

 

 

 

编者的话： 

科学靠两条腿走路，一是理论，一是实验。只

有使用两条腿，才能前进。在实验过程中我们需要

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不断改进和完善实验，将大创

实验推向新的征程。 

 

 

完善软件，打造完美 
李鑫（指导老师：阎高伟） 

自动化 1202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美丽的九月里我

们的团队也是收获颇丰，我们在这个月里重点对系

统进行了软件系统的优化与完善。在软件方面我们

主要对 QT 程序进行设计与优化，我们利用的平台

仍旧是 linux9.0 平台，利用交叉编译器对 QT 程序进

行编译并移植到嵌入式系统。 

在系统完善方面我们增加了人脸录入程序，使

得系统可以在更改使用人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更改人

脸库，减少了系统的局限性，由图中可以看出除人

脸录入程序外，我们还对系统进行了优化，增加了

手动取药和人脸识别取药的可选择性，使系统的操

作更加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开机界面进行了

优化，同时我们也对系统的启动流程的认识更深一

步，对 Uboot 的了解也逐渐深入，为我们以后嵌入

式系统知识的学习积累了经验。 

 

 

照片 7  系统主界面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团队收获了很多知识，

我们不但对 QT 的编程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同

时我们也掌握了很多 QT 编程的技巧和图像处理的

技巧。我们也感受到团队力量的重要性，在我们遇

到困难时是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才使得众多问题得

以解决，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非常感谢大创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使我们

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实践中成长！ 

 

 

手环心率电路改进 
杨地（指导老师：桑胜波） 

电科 1201 

心率传感器用于监测人体心跳速率的器件。心



率的单位是 bpm（每分钟心跳数）。人体的心跳速率

根据其日常身体活动、睡眠和基本健康状况的不同

而有所差别。 

我们之前设计的心率电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检测电路输出波形存在杂波，放大系数不够大，滤

波电路工作作用不明显，导致波形不太理想，因此

输入数据存在较大的误差，与正常值有一定的偏差。        

因此我们对测量心率电路进行了调整与改进. 

首先对于电源电压的稳定性，我们将之前的稳

压芯片 ASM-1117-3.3v 改换为 tps7333 LDO 低压差稳

压芯片，对电压不足时或电源电压波动等情况进行

稳压，固定输出器件的 SENSE 端连接到稳压器的输

出端，一个连接在稳压器输出端与地线之间的低

ESR 等效串联电阻 10 F 的固态钽电容就保证全负

载范围内器件的稳定性。 

在传感器测出信号后连接三个运算放大器，分

别对输出信号进行放大、跟随、比较，经过多次理

论计算与实验测量改进电路参数，使一级运放放大

输出波形，放大倍数适中含杂波较少。然后再使用

一个射极跟随器，使输入阻抗变高，对前级电路影

响减小，降低输出阻抗，在与其后的比较级电路之

间充当缓冲级。当跟随信号进过最后的比较级电路

后，心率波形与参考电压比较，将其波形转换为脉

冲波形，能被单片机读取计算。 

 

 

照片 8  改进心率电路 

 

对心率电路的改进，相比之前的电路，增强了

输出信号的稳定性，减少了杂波信号对其的干扰，

使得输出数据有一定的可靠性，但仍然需要在之后

的实验中继续改进，以达到更加精确无误。 

 

 

向胜利挺进 
翟阿敏（指导老师：韩培德） 

材物 1201 

大学生创新实验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尽管大

家升入大四，各自开始有了不同的人生奋斗目标，

但全心全意做好大创实验仍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在进行完双相不锈钢 2101的热处理、金相制备、

腐蚀、光镜分析等之后，我们着手对双相不锈钢 2101

进行了电化学分析，电化学工作站可进行循环伏安

法、交流阻抗法、交流伏安法等测量，四电极可用

于液/液界面电化学测量。也可用在我们关于金属腐

蚀研究的课题上。 

 

 

照片 9  用于电化学分析的试样 

 

通过实验我们总结出如下规律： 

（1）保温 12 小时后，析出相主要在铁素体与

奥氏体的相界、铁素体晶界不连续析出，随时效时

间的增加，颗粒状析出物在相界处长大； 

（2）随着时效时间的增加，在析出物周围产生

了二次奥氏体（铁素体向奥氏体转变）； 

（3）时效时间到 96h 后，二次奥氏体与铁素体

新形成的相界向铁素体方向迁移，而析出物仍然停

留在初始奥氏体与铁素体相界处； 

（4）析出物主要是 Cr2N 型氮化物以及少量

Cr23C6 型碳化物,所以在相界处易发生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