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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业

科学技术

综　　述

２００６年，我校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响应国家“科
技创新年”的号召，以全省科技工作大会和江苏高校科技创新大

会为契机，科技与产业工作紧扣“提升内涵，强化特色”的主题，通

过科学制订规划、构建创新体系、加强平台建设、优化科技政策等

一系列举措，营造创新环境与氛围，实现了我校科技事业的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

　　一、科学制订江苏大学“十一五”科技事业发展规划

根据全国、全省科技大会精神，结合江苏高校科技创新大会

的提出的具体目标，按照《江苏大学“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的总

体要求，科学制订了《江苏大学“十一五”科技事业发展规划》，明

确了我校“十一五”期间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

体目标和重点工作，在创新机制、营造环境、构建团队、汇聚队伍、

凝练方向、创建特色、提升能力、提高贡献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目标

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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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根据学校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及《江苏大学“十一五”科技事业

发展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明确提出：以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中心为抓手，强化三类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一是瞄

准学科前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自主创新项目，注重学

科交叉，加快江苏大学科学研究院的内涵建设，快速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在若干科学问题上实现创新跨越；二是面向领域和行业，进

一步汇聚人才，加快提升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专职科研机

构的集成创新能力，培植若干个高水平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三

是积极筹建江苏大学科技园，使之成为创新与创业、科技与经济有

机结合的公共平台和我校科技创新能力辐射、科技成果转化的重

要窗口。本年度成立了“江苏大学科学研究院”，具体负责学校基

础研究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现代农业装备

与技术江苏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培育点”建设工作进展良好，于

２００６年６月份顺利通过江苏省教育厅专家组的考核；在加强现有
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的基础上，本年度又新增了

“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根据全省科技工作大

会和江苏高校科技创新大会的要求，积极启动了“江苏大学科技

园”的建设工作。

　　三、加快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年学校启动了人文社科繁荣计划，每年投入专项经费
２００万元，出台了《江苏大学人文社科基金管理办法》（江大校
２００６［１１４］号）文件，有力的促进了我校人文社科的快速发展。
２００６年，我校人文社科在高水平奖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首次获
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校人文社

科基金全面实施，已资助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９部，资助３５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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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青年教师６５名，资助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交流２０人次，为凝
练“特色方向 特色学派”，重点建设项目工作在有序进行，政府计

划项目配套经费全面落实。２００６年，我校人文社科政府计划项目
立项经费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４３％，其中，高级别项目立项较２００５年有
较大突破，部省级以上立项数增长８８％，立项经费增长３４％。政
府计划项目申报渠道进一步拓展，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统

计局及省统计局项目的立项方面成绩突出，首次获得教育部全国

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研究项目立项，获批国家统计局计划项目３
项（立项数在全省高校中名列第二）。

　　四、融入科技创新主体，强化服务社会功能

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的方针，以“政府最关

心，企业最迫切，百姓最需要”为横向科技的工作重点，充分发挥

我校的工科学科优势，围绕江苏重点发展领域的技术需求，积极与

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形成紧密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建立产研分工、

优势互补、加快创新、共同发展的科学体制，充分发挥我校科技创

新在我省实现“两个率先”中的作用。２００６年我校横向科技继续
保持上升的势头，全年共签订四技合同 ４９６份，合同经费总额
９３１６．７６万，技术性交易额 ８１１６．６万，其中一线教学科研人员签
订合同总数为３７６份，合同额５４０２．１４万，到帐３０８９．９１万；非学
历教育的各种技术培训性８６３．７２万元；单项合同额在１５万以上
的达１２０项（超过５０万的１５项），比去年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深
化“十百千”工程主题活动，积极推进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基地，在

中国铝业、中国一拖、江苏宏大、南京博能燃料、江苏银环股份、镇

江篮舶、上海晶须、江苏泰隆、江苏明星减震器、江苏惠通、扬柴、江

南面粉有限公司等省内外大型企业以工程技术中心等形式，结合

企业技术需要建立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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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科研成果丰硕

２００６年，我校纵向科研围绕重点发展的科学领域，积极组织
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探索性研究，通过加强校内预研，培

育具有创新性和应用前景的高新技术，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滚动支持项目、国家“９７３”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
“８６３”高技术研究重点和重大项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等一批国家和部省级重大

基础研究、科技攻关、高技术研究项目，自然科学类政府计划项目

立项经费达到３０８６万元，人文社科类政府计划项目立项经费达到
１４１．４万元，全年纵向科研经费达到３２２７．４万元，实现了本年度
纵向科研经费突破３０００万元的预定目标。
２００６年，我校进一步加强了科技成果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全校共申报各级各类奖项８９项，获得各级各类奖项３６项，其
中省部级一等奖项２项，省部级二等奖项７项，省部级奖总数达
１７项，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与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获奖比例分别达
４２％、６７％，同时获奖种类有所突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三等奖１项。全校共申请专利１６０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４１
件，实用新型１８件，授权专利４６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８件，与２００５
年相比，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分别提高了 ３１％和 ２１％，截止到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底，我校累计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均占整个镇江市
总量的３０％以上，为提升镇江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
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六、优化科技政策，营造创新环境

以现行校岗位津贴实施方案为基础，修订科研业绩评价标准

与奖励办法，修订制订科研管理办法，形成了新的方案，科技新政

策力求体现以下原则：尊重学科特点，坚持分类指导，实行差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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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奖励高水平科研，鼓励做“大科技”，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弱化

人员奖励，弱化项目过程奖励，强化项目实施配套支持，强化创新

团队和创新平台建设，强化对领军人物和青年优秀创新人才的选

拔与培养，强化对高水平成果的奖励，加大对产生良好转化业绩的

成果奖励。

　　七、军工科研资质认证工作

２００６年，我校全面启动军工保密资格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工作，成立了国防科技保密办公室，完成了保密室与涉密室的建

设与改造、涉密项目的分解定密与涉密人员的定密工作。最终以

高分一次性通过了军工保密二级资格认证，并顺利通过军工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现场审核工作，这项工作的成功展开，拓宽了我校科

学研究的方向和领域。

　　八、科技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

２００６年，我校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
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教技发〔２００５〕２号文）及省教育厅
《关于积极发展和规范管理江苏高校科技产业的实施意见》（苏教

科发〔２００５〕１号）精神，印发了《江苏大学科技产业规范化建设实
施方案》和《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案》的

文件，成立了科技产业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具体负责科

技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实现科技产业工作的制度化、长期化、高

效化。积极参与并推动镇江江苏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前期论证工

作，加强与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的沟通，形成建设方案，完成组织

架构和体制、机制建设，力争成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加快科技成

果孵化、转化和产业化工作，更好地为镇江市率先成为“创新型”

城市，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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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通过鉴定（评审）的科研项目

１项目名称：利用醋糟开发有机基质、肥料和饲料的技术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４．２１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镇江市农林局、江苏恒顺集团

项目负责人：李萍萍

主要完成人：胡永光　陈笃江　吴　瑛　李国权　毛罕平
屈振国　叶有伟　沙爱国　方　淼　陈　勇
赵玉国　王纪章　刘继展　钟志仁

２项目名称：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江苏省科技计划结题验收项目绩效
分析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３．１９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项目负责人：赵喜仓

主要完成人：陈海波　杨道建　夏建如　赵建国　冯　缨
吴继英

３项目名称：系列轴流泵水力模型试验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４．２２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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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单位：江苏省水利工程科技咨询中心

项目负责人：关醒凡

主要完成人：杨洪群　袁寿其　张建华　施卫东　施红怡
杨敬江　黄良勇　陆伟刚　魏　东　顾文菊
黄道建

４项目名称：非平衡等离子体分解汽车尾气中有害气体的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６．２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蔡忆昔

主要完成人：赵卫东　吴江霞　李小华　王　军　孙　平
李捷辉　刘志楠　吕保和　王　攀

５项目名称：金属离子在针刺治疗中的作用机理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５．１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谢吉民

主要完成人：胡　洁　章明美　朱卫华　陈　敏　杨小明

６项目名称：银杏及其产品中有毒成分银杏酸的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５．１１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仰榴青

主要完成人：吴向阳　陈　钧　吴静波　傅海珍
张锡风　侯会绒　徐佐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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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项目名称：粉煤灰气相法制备纳米二氧化硅应用技术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５．１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谢吉民

主要完成人：闫永胜　徐洁明　朱建军　吕晓萌　林家敏
倪　良　陈　敏　朱卫华　赵干钦

８项目名称：江苏县域经济发展的个案分析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５．２３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张济建

主要完成人：李亚平　蒋毅一　王邦兆　许良虎　宋东林
张　渊　袁　彪　张燕卿　范慧慧

９项目名称：大黄硫黄凝胶剂的研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５．２７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陈　钧
主要完成人：欧阳臻　陈红斌　仰榴青　张　缜

１０项目名称：加味枇杷清肺胶囊的研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５．２７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陈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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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杨小明　宣　寒　杜丰玉　任晓峰　陈庶来
柯梦笔

１１项目名称：结合萃取分离银杏叶中多萜长链化合物的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５．２７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陈　钧
主要完成人：杨克迪　杨小明　陈庶来　朱恩俊　卢定强

吴向阳　杨　欢　陈　洁

１２项目名称：非线性抗振动冲击防护器件物理机制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７．２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杨　平
主要完成人：刘夫云　杨建明　钟毅芳　周　济　杨建波

廖宁波　丁建宁　杨继昌　范　真　鲍丙豪
李素敏　凌智勇　付永忠　张占立

１３项目名称：通用型分体式耐高温微型压力传感器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７．２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昆山双桥传感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镇江中煤电子

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丁建宁

主要完成人：王　权　王文襄　杨继昌　范　真　凌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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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贵　薛　伟　贾柏青

１４项目名称：防洁盐管路材质选用研究及防结盐阀门的研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７．２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镇江金河纸业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杨敏官

主要完成人：贾卫东　王春林　周洪斌　袁丹青　陈卫兵
杨振兴　康　灿　高　波

１５项目名称：交流多电机系统神经网络逆控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８．２９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刘国海

主要完成人：孙玉坤　张　浩　刘星桥　徐桂芳　沈　跃
贾洪平　康　梅　尤德同　王富良　周华伟

１６项目名称：社会医疗保险公平性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６．２６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吴传俭

主要完成人：路正南　周绿林　王玉芳　梅　强

１７项目名称：银杏的生物转化产生降血糖活性物质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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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８．９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格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黄达明

主要完成人：赵杰文　张志才　管国强　崔凤杰　 董　英
吴其飞　姜　松　肖　香　钱静亚　潘慧宇　
赵嘉晔　韩晓明

１８项目名称：山药糖蛋白的脉冲超声辅助提取及其功能特性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８．９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马海乐

主要完成人：骆　琳　王振斌　李金忠　何荣海　马晓珂

１９项目名称：高效安全直投式乳酸菌生物发酵剂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８．２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省农产品加工与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董　英
主要完成人：孙乐六　崔恒林　夏　蓉　朱淑云　徐　斌

黄达明　徐康平　张红印　姜　松　孙艳辉
林泽营　陈仲翔

２０项目名称：多功能水泵模型及装置模型试验台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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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施卫东

主要完成人：袁寿其　马新华　刘厚林　郎　涛　杨敏官
罗惕乾　孔繁余　沙　毅　唐　平　李　红
曹卫东　袁建平　王春林　闻建龙　刘建瑞
丛小青　李　伟

２１项目名称：２５～１０００ｍｍ开式水泵试验台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０．７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马新华

主要完成人：施卫东　袁寿其　郎　涛　刘厚林　孔繁余
李　红　刘建瑞　王　洋　黄道见　张启民
朱荣生　汤　跃　蔡　彬　陆伟刚　袁海宇
潘中永　魏　东

２２项目名称：镇江滨江湿地植物群落结构、功能及修复技术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０．７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项目负责人：李萍萍

主要完成人：吴沿友　付为国　卞新民　刘继展　吴春笃
陈　歆　王纪章　陈　勇　唐卫东　陆　军
郝建朝　阙小峰　蒋　洁　王洪亮　曹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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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项目名称：苦瓜深加工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９．２８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镇江市绿健天然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董　英
主要完成人：周维龙　徐　斌　王文兵　朱　帜　查　青

周元军　姜　松　王　云　张海晖　崔恒林
代春华　朱淑云　张慧慧

２４项目名称：温室番茄收获机器人的计算机视觉识别和定位技
术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１．１６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新忠

主要完成人：毛罕平　尹建军　陈树人　仲　琴　王沈辉
林伟明　赵玉国

２５项目名称：柴油机共轨式喷射系统非稳态流动的基础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０．３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李德桃

主要完成人：胡林峰　何志霞　潘剑锋　刘久斌　梁凤标
陈汇龙　单春贤　夏兴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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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项目名称：ＣＩＫ细胞体外扩增及抗ＡＭＬ作用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镇江市科技局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７．１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文红

主要完成人：焦志军　顾红兵　邵世和　黄锡全　傅翠梅
李良菊　钱宇平

２７项目名称：新型波导电光材料的合成及电光调制器结构的设
计与模拟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１２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邱凤仙

主要完成人：吴向阳　倪　良　殷恒波　曹永林　贺敏强
杨冬亚　蒋　艳　徐红良

２８项目名称：高水热稳定性介孔分子筛的合成表征与催化性能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１５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姜廷顺

主要完成人：赵　谦　殷恒波　王晓红　沈玉堂　杨东亚
吴静波　黄立英　陶　涛　唐雅静

２９项目名称：江苏高校股份合作制办学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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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科技大学、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项目负责人：李战军

主要完成人：李晓波　董国军　张坚强　刘　剑　张秀喜
尹家明　王　琦

３０项目名称：生物质流化床水煤气炉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４．２３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天津华能集团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立群

主要完成人：王同章　张俊如　朱华东　唐　恒　周浩生
吴杰军　宋　旭

３１项目名称：生物质流化床气化炉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４．２３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天津华能集团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立群

主要完成人：王同章　张俊如　朱华东　唐　恒　周浩生
吴杰军　宋　旭

３２项目名称：现代预应力结构耐久性设计理论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３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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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单位：扬州大学

项目负责人：刘荣桂

主要完成人：陆春华　曹大富　颜廷成　天安国　苏　军
胡白香　杨　蔚　朱红梅　李成绩　陈　妤
付　凯

３３项目名称：自来水供水泵站节能关键及技术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项目负责人：汤　跃
主要完成人：袁建军　尚亚波　袁寿其　陈义春　李　红

吴　徐　戴　盛　吴银珍　贾成林　蒋玉祥
付跃登　张　杰　熊海芳　秦武轩

３４项目名称：低污染车用柴油机新型预混合燃烧技术的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３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　谦
主要完成人：何志霞　王助良　吴小勇　刘春生　叶丽华

施爱平　陈汇龙　潘剑锋　吉恒松　刘　涛
徐　飞　刘　庆　周　华

３５项目名称：局部流化清灰的颗粒层除尘器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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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助良

主要完成人：颜学升　王迎慧　吉恒松　张　敏　岑旗钢
杜　滨

３６项目名称：复杂结构动态设计数学模型的确认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３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解幸幸

主要完成人：李建康　蔡东升　李　丹　戴乐云　靳永军
李　舒　张朝霞

３７项目名称：农产品气味的图像化技术及机器识别系统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赵杰文

主要完成人：邹小波　黄星奕　蔡健荣　陈全胜　张　建

３８项目名称：移动式智能高效射流自吸泵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镇江远大泵业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施卫东

主要完成人：刘建瑞　陆伟刚　姚庆扬　袁寿其　黄学功
顾洪华　成　立　刘厚林　朱晓光　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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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项目名称：人字门底枢减磨结构、材料及润滑设计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省交通厅航道局、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项目负责人：丁建宁

主要完成人：邹　红　常
!

华　黄　珑　殷恋飞　程广贵
岳陆游　运国菊　丁兆铭　许建平　任　强

４０项目名称：家用生物质气化技术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３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镇江海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　谦　王立群　秦　谦　曾　科　宋　旭
周　华

４１项目名称：农产品自动分选机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６．１５
完成单位：镇江康力工贸有限公司

协助单位：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

项目负责人：黄星奕

主要完成人：苏石川　王　佳　高海宁　周立昶　魏海丽
张亚东　甘善润　戴志强　薛洲斌

４２项目名称：提高煤液化用往复式特殊泵密封寿命的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安徽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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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时间：２００５．１２．２５
完成单位：合肥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协助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许建强（建业）

主要完成人：叶晓琰　施卫东　袁寿其　杨晓锋　马新华
刘厚林　袁建平　郎涛

４３项目名称：淮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淮安市科技局

鉴定时间：２００５．１２．２２
完成单位：淮阴工学院

协助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喻小贤（淮阴）

主要完成人：何有世　单大明　范钦满　陆松福　吴延东
金　鹰　崔书堂　胡　平　吴鼎新

４４项目名称：２４０ｍ烟囱钢内筒液压提升倒装法成套施工技术
应用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建设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５．１２．１６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

项目负责人：柳　松（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荣桂　吴留恩　苏　军　马履中　苏　虹　

蒋　峰　李成绩　蔡建良　郑　俊　孙远振　
吴国平　王存堂　顾　健　雷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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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项目名称：高性能ＣＦＲＰ索斜拉桥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１８
完成单位：东南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大学、北京特希达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吕志涛（东大）

主要完成人：刘荣桂　蒋剑彪　梅葵花　张继文　崔　毅
臧　华　刘　钊　龚向华　陈允锐　田　野
张　敏　颜庭成　袁竞峰

４６项目名称：节能环保型球团链篦机系列成套装备及关键制造
工艺研发

组织鉴定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完成单位：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

协助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朱圣财（宏大）

主要完成人：杨继昌　吴体常　张永康　徐一鸣　冯爱新
司乃潮　吴永强　张西良　李伯全　朱强龙
吴　强　任旭东　鲁金忠　吴伯华

４７项目名称：柴胡逆转肿瘤细胞ＢＥＬ—７４０２多药耐药及其逆转
机制的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镇江市科技局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韩晓红

主要完成人：薛延军　邵世和　段秀杰　王文凯　孟庆霞
王　华　翟建华　盖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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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项目名称：亚硒酸钠对胃肠癌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组织鉴定单位：镇江市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邵世和

主要完成人：韩晓红　刘继斌　段秀杰　王文凯　谢立苹　
孙丽媛　王　华

４９项目名称：在役化工装置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的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７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吕保和

主要完成人：朱建军　王宇庆　刘　宏　王晓宁　吕瑞彬
雷　鑫

５０项目名称：橡胶油管式汽车动态称重仪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解幸幸

主要完成人：张学荣　陈晓东　陆　勇　戴立玲　单春贤
苏清祖　徐　凌　王　锋　潘　雷

５１项目名称：电子视觉自动检测与分选软胶囊技术
组织鉴定单位：镇江市科技局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９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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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单位：江苏大学机电总厂

项目负责人：赵杰文

主要完成人：许友谊　葛福才　张应龙　邹小波　王维新
许乔宝　曾艳明　王富良　张松生　杨宁川
范常青　刘少鹏　陈振涛

５２项目名称：温室环境智能化调控技术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科技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毛罕平

主要完成人：李萍萍　左志宇　胡永光　胡建平　王新忠　
吴沿友　王纪章　伍德林　刘继展

５３项目名称：采用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嵌入式射频卡系统的开发应用
组织鉴定单位：镇江市科技局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完成单位：镇江科茂信息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协助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盛　平
主要完成人：鲍可进　朱兴国　刘晓梅　申屠浩　庄　重

张　净　关忠振　王玉秀　朱　勇　冯晓蔚
陈正兵

５４项目名称：船舶制造业 ＣＡＰＰ／ＰＤＭ解决方案———产品制造
信息管理

组织鉴定单位：镇江市科技局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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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江苏科技大学

协助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任　南（科大）
主要完成人：李毅心　潘燕华　苏　翔　卢　超　欧　镇

刁雅静　朱亚梅

５５项目名称：物流式定点药店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项目负责人：吴传俭

主要完成人：王玉芳　李毅心　路正南　陈　洋　周绿林
詹长春

５６项目名称：江都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组织鉴定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鉴定时间：２００７．１．１５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江都市经济发展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葛如海

主要完成人：王若平　孔庆友　吴宝余　陈　斌　袁鹏平
张学荣　吴登海　邱永泉

５７项目名称：无过载排污泵设计方法及内部流动研究
组织鉴定单位：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协助单位：泰州泰丰泵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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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袁寿其

主要完成人：丛小青　刘厚林　袁丹青　施卫东　毛　骥
李　红　袁建平　李维斌　张金凤　乌　俊
刘梦仙

２００６年科研项目获奖情况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１项目名称：多信息融合的农畜产品品质无损检测技术研究及
智能识别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赵杰文　黄星奕　邹小波　马海乐　蔡健荣
刘木华　张海东

２项目名称：先进成形技术在复杂车身覆盖件制造中的应用研
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杨继昌　陈　炜　方　禾　王秋景　姜银方
戴国洪　王　匀

３项目名称：激光冲击波加载下金属材料高应变率成形强化工
艺与装置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张永康　周建忠　殷苏民　吴鸿兴　左敦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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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爱新　任旭东

三等奖

１项目名称：颗粒增强铝基原位复合材料的开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程晓农　赵玉涛　戴起勋　陈　刚　范国宪

２项目名称：新型磁力传动技术研究及４００Ｈｚ高速磁力泵研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江苏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孔繁余　刘建瑞　施卫东　曹卫东　许友谊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１项目名称：农产品品质无损检测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赵杰文　黄星奕　邹小波　蔡健荣　马海乐
刘木华　张海东　盛　伟　方　明　刘文彬

２项目名称：电磁场下熔体反应合成铝基原位复合材料的工业
制备技术及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江苏省铝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赵玉涛　程晓农　陈　刚　戴起勋　蔡　兰
范国宪　朱锁龙　李桂荣　王宏明　林东洋
徐桂芳　严学华

３项目名称：神经网络逆测控技术
完成单位：东南大学、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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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戴先中　孙玉坤　马旭东　刘国海　孟正大
王　勤　张凯锋　刘贤兴　朱湘临　丁煜函
王万成　朱金华

二等奖

１项目名称：纸浆泵设计方法及泵内纸浆悬浮液两相湍流流动
计算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保定市中通泵业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李　红　袁寿其　袁建平　潘中永　朱荣生
刘炜巍　张万义　汤　跃　曹卫东　丛小青

２项目名称：新型深井离心泵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陆伟刚　施卫东　刘建瑞　袁寿其　张启华
张金凤　王　准　刘厚林　孔繁余

３项目名称：高效率激光冲击装置及其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张永康　吴鸿兴　郭大浩　李国杰　周建忠
殷苏民　冯爱新　任旭东　鲁金君　杨超军

４项目名称：污水污物潜水电泵标准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浙江丰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七洲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界泵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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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王　洋　张咸胜　施卫东　何智峰　韩有军
许敏田　李同现　袁寿其　丛小青

三等奖

１项目名称：金属切削毛刺形成的数学模型及其预报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王贵成　朱云明　裴宏杰　王树林　张春晔

２项目名称：全自动装箱机械手及伺服控制系统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刘星桥　刘国海　赵德安　郑　宏　全　力

３项目名称：高压静电喷洒灭蝗车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杨敏官　罗惕乾　王军锋　康　灿　许友谊

４项目名称：射流式自吸喷灌泵的研制与产业化开发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金坛天鹅喷灌机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喷灌机厂

主要完成人员：施卫东　刘建瑞　虞育芳　金树德　刘厚林

５项目名称：小缸径直喷柴油机燃烧过程与废气排放机理的研
究

完成单位：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徐　毅　刘胜吉　尹必峰　杨荣华　缪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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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１项目名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理论、模式及政策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梅　强　谭中明等著

２００６年中国公路学会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１项目名称：汽车辅助制动技术研究开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何　仁　何建清　罗　石　郭晨海　衣丰艳

２００６年镇江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１项目名称：二硫代氨基甲酸盐对镍、镉等重金属的解毒作用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谢吉民　陈　敏　程晓农　曹友清　荆俊杰

二等奖

１项目名称：难降解模拟有机废水净化新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仰榴青　储金宇　吴向阳　吴春笃　张　波

２项目名称：温室作物栽培管理智能化专家系统设计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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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朱伟兴　李新城　毛罕平　李萍萍　盛占石
马长华　陆晓燕　李风祥　王东宏　余水清

３项目名称：新型高效射流式自吸喷灌泵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金坛天鹅喷灌机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喷灌机厂

主要完成人员：施卫东　刘建瑞　虞育芳　金树德　刘厚林

４项目名称：远程协作系统中人 人界面关键技术的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詹永照　张建明　毛启容　牛德姣　王良民

三等奖

１项目名称：铜基形状记忆合金的工程结构抗震减振机理及应
用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司乃潮　傅明喜　赵国旗　徐桂芳　刘海霞

２项目名称：远程谐波电压监测系统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鲍可进　申屠浩　露晓云　赵念强　陈向益

３项目名称：银杏酸的抑菌、抗肿瘤活性及致敏作用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杨小明　谢吉民　陈　钧　王文兵　李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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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项目名称：污水污物潜水电泵（ＪＢＴ５１１８－２００１）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王　洋　张咸胜　施卫东　何智峰　韩有军

２００６年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１项目名称：知识转化论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吕国忱

２项目名称：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董德福

三等奖

１项目名称：医疗保险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梅　强　江里程　周绿林

２项目名称：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论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何志国

３项目名称：隋韩监察制度述论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张先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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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项目名称：晚清财政经济研究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周志初

５项目名称：《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女权主义》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吴庆宏

６项目名称：解读河汾诸老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刘达科

７项目名称：从形合和意合看汉英翻译中的形式对应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任晓霏

８项目名称：教育机制论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王长乐

２００６年第八届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１项目名称：Ｒ＆Ｄ活动、区域创新能力与我国经济发展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赵喜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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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１项目名称：江苏省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研究
完成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沈　杰（南林大）、马汉武等

二等奖

１项目名称：江苏省“十一五”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纲要研究报告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省知识产权局

主要完成人员：唐　恒、朱　宇等

２００６年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１项目名称：复杂过程变量的神经网络逆软测量与控制技术
完成单位：东南大学、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戴先中　孙玉坤　马旭东　刘国海　张凯锋
王　勤

２００６年卫生厅新技术引进奖

二等奖

１项目名称：尿沉渣自动化仪器分析
完成单位：江苏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顾可梁　陈巧林　胡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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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获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情况

一、自然科学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
国家８６３计划科技
项目

２００６ＡＡ１００２１１ 变量喷洒低能耗轻小型灌溉机组

２
国家８６３计划科技
项目

２００６ＡＡ１０Ｚ２５８
温室新型变结构自组织无线传感

网络测控系统研究

３
国家８６３计划科技
项目

２００６ＡＡ１０Ｚ２６３
基于立体视觉的果实信息快速提

取、定位及机械手避障研究

４
国家８６３计划科技
项目

２００６ＡＡ０４Ｚ３０７
飞秒激光生物分子微纳加工技术

与系统装备研发

５ 国家９７３（合作） ２００６ＣＢ１０１６０１
油菜籽油脂形成的分子生物学机

制及其代谢调控

６ 国家９７３（子项） ２００５ＣＢ１２１００５ 家蚕凋亡基因的克隆和功能分析

７ 国家９７３（子项）
家蚕主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组与

分子改良研究

８ 国家火炬计划 ２００４ＥＢ３３０００６
丹阳新材料产业基地创新服务综

合信息平台建设

９
国家科技部国际合

作重点项目 （合

作）

２００５ＤＦＡ２０８００
羟基自由基杀灭船舶压载水外来

入侵生物的研究

１０
国家科技部农业成

果转化资金项目

２００６Ｃ１０１００１２４／
２００６ＧＢ２Ｃ１０００９８

新型射流式节水灌溉设备的完善

与中试

１１
国家科技部自然资

源平台（合作）
２００５ＤＫＡ２１１０４

重要寄生虫虫种质资源标准化整

理、整合及共享试点

１２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

ＭｏＳ２固体润滑剂在 ＢＭＰ轴配流
马达输出轴及壳体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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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３ 国家自然基金 ９０６１００３１
西部能源供需体系与市场机制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

１４ 国家自然基金 １０６０２０２０
非线性波动方程分岔中的若干问

题

１５ 国家自然基金 １０６７２０６８
结构损伤检测中的应力波叠加偏

移成像理论

１６ 国家自然基金 １０６７２０６９
高分子稀溶液最大减阻极限

（ＭＤＲ）的机理研究

１７ 国家自然基金 ２０６７２０４７ 银杏酸灭螺活性及作用机理研究

１８ 国家自然基金 ２０６７２０５７
离子液体萃取／催化氧化耦合脱除
汽油中有机硫的研究

１９ 国家自然基金 ３０６００３５２
ＨＩＶ１基因重组机制及变异与
ＡＩＤＳ疾病进程关系的生物信息学
研究

２０ 国家自然基金 ３０６７０９０７
单核细胞膜表面 β２ＧＰＩ受体 Ａｎ
ｎｅｘｉｎＡ２及其转导通路研究

２１ 国家自然基金 ３０６７１１９９
基于电子鼻和 ＧＣ－ＭＳ的香醋特
征香味物质和呈香机理研究

２２ 国家自然基金 ３０６７１９８４
ＰＴＤｓｃｕｒｆｉｎ融合蛋白的生物学作
用及其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研究

２３ 国家自然基金 ４０６７４０６０
复杂三维地质构造瞬变电磁场时

域数值正演计算

２４ 国家自然基金 ５０６０５０２９
基于激光加热的微器件温挤压成

形机理和方法研究

２５ 国家自然基金 ５０６７４０４８
有机凝胶先驱体转化法制备尖晶

石型铁氧体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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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６ 国家自然基金 ５０６７５０８８
高速切削加工中毛刺的形成机理

及其控制

２７ 国家自然基金 ５０６７５０８９
基于激光冲击波力效应的无损高

防伪三维标识的研究

２８ 国家自然基金 ５０６７５０９０
金属构件受控激光喷丸强化的残

余应力表征与控制

２９ 国家自然基金 ５０６７８０７４
ＣＦＲＰ索预应力大跨结构（桥梁与
房屋）非线性分析与控制

３０ 国家自然基金 ６０６０３０４１
基于移动用户位置的服务中的访

问控制模型研究

３１ 国家自然基金 ６０６７３１９０
基于动态图形模型和音视频的情

感识别方法的研究

３２ 国家自然基金 ６０６７４０９５
无轴承异步电机非线性逆动态解

耦控制与试验研究

３３ 国家自然基金 ３０６７００３０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ｐｌｙｍｕｔｈｉｃａＨＲＯＣ４８由
ＡＨＬ介导的群体感应系统２的鉴
定及其调控机制

３４ 国家自然基金 ５０６４９０２９ 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的研究

３５
国家自然基金（合

作）
３０５７１２４０

药雾沉降及喷雾效果的图像解析

和空气中农药的密度分布

３６
国家自然基金（合

作）
５０５７８０２０

电收尘器的交变强电场离子荷电

凝聚研究

３７
国家自然基金（合

作）
３０５７２２４０

嘧啶苷类的合成及其生物活性研

究

３８
国家自然基金（合

作）
７０６７１０２１

生物反恐体系中应急物流网络优

化与仿真

４０ 军工项目ＦＭＫ 激光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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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４１ 军工项目ＦＭＫ 微热光电动力

４２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０６０２９９００１
基于应力波理论的 ＡＳＨＭ技术的
研究

４３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０６０２９９００３
基于植物结构功能信息互反馈的
温室虚拟植物模型研究

４４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０６０２９９００４
气吸振动式精密排种器理论及试

验研究

４５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０６０２９９００８
盐溶液输送过程中的流动与相分

离作用机理研究

４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０６０２９９０１０
汽车联合制动的综合控制优化算

法

４７
教育部留学回国基

金

超细晶粒金属材料的强韧化途经

及机理研究

４８
教育部留学回国基

金
２型糖尿病相关基因的研究

４９
教育部留学回国基

金
饱和土中若干动力问题研究

５３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
０５０２０１９Ｂ

纳米光催化剂的功能设计及构效

关系的研究

５４ 卫生部
ＩＬ２８／ＩＬ２９对特发性肺纤维化的
作用研究

５５
科技成果示范推广

计划（工业）
ＢＣ２００４００１

面向网络化制造的数字化企业示

范

５６
省工业高技术研究

项目
ＢＧ２００６０２３

喷涂机器人轨迹优化与离线编程

技术研究

５７
省工业高技术研究

项目
ＢＧ２００６０２４

提高反渗透海水淡化用泵效率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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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５８
省工业高技术研究

项目
ＢＧ２００６０２５

纳米金属Ｎｉ、Ｃｕ、Ａｌ的形貌控制合
成合成制备技术

５９
省工业高技术研究

项目
ＢＧ２００６０２６

基于高性能压电纤维的正交异性

传感驱动技术

６０
省科技攻关计划

（工业）

高性能新型 ３Ｇ基站天线开发与
产业化

６１
省科技攻关计划

（工业）

长轴液下离心泵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

６２
省科技攻关计划

（工业）
ＢＥ２００６０９０

总线化智能多参数高精度检测及

控制仪表开发与产业化

６３
省科技攻关计划

（工业）
ＢＥ２００５３６６

高性能不锈钢高压仪表球阀的研

制与开发

６４
省科技攻关计划

（工业）
ＢＥ２００６１１０

紧凑节能型车用永磁缓速器研究

开发与产业化

６５
省科技攻关计划

（工业）
ＢＥ２００６３８５

利用调味品酿造糟渣开发系列化

基质肥料与蛋白饲料的技术

６６ 省国际合作项目 ＢＺ２００６０３９
茶园风扇防霜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研究

６７ 省基础设施项目 ＢＭ２００３０１４
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在汽车、电

子等行业的应用新技术

６８
省科技成果推广科

技项目
２００６Ｎ５５１

透水性生态混凝土的制备及其应

用推广

６９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
ＢＡ２００５０５４

颗粒增强铝基原位复合材料汽车

轮毂的开发与产业化

７０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
ＢＡ２００５０１６

ＣＡ６ＤＬ系列大功率电控共轨欧Ⅲ
柴油机的研发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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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７１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
ＢＡ２００５０６３

高性能水稻联合收割机产业化研

究与开发

７２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
ＢＡ２００５０６１

水煤浆加压气化装置气化关键泵

的研制与产业化应用

７３
省科技创新服务机

构计划
ＢＭ２００６３１８

丹阳市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创业社

会化服务平台

７４
省科技攻关 （安

徽）项目
’０６０２２０２５

环保用特种无堵塞泵的研究开发

与产业化

７５
省科技攻关 （江

西、合作）项目

重组鸡新城疫病毒基因工程疫苗

的研制

７６
省农机局农机三项

工程
ＮＪ２００５１３

荷藕食品生产机械化产业化基地

建设

７７ 省农机局项目 全省农机服务、安全生产体系建设

７８ 省农业高技术研究 ＢＧ２００６３２２ 道地中药材茅苍术的新品种选育

７９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０３６

高压二次旋转水气射流通风治理

危险源爆炸气体的研究

８０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０３７

生物质喷动催化制备农村用燃气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８１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０４２

镇江焦山古炮台修复的夯土技术

研究

８２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０４０

工业危险源监控及处理技术应用

研究

８３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０３８

光催化技术处理农药生产有机废

水应用研究

８４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５０４９

丙烯腈作业工人生物标志物监测

及健康监护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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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８５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５０４８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与

救援预案管理的研究

８６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５４１

“恒美嘉园”社区数字文化技术的

应用示范研究

８７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５３９

老年性高血压患者心率变异与靶

器官损害的相关性研究

８８
省社会发展科技计

划项目
ＢＳ２００６５３８

３Ｔ磁共振多体素氢波谱诊断脑肿
瘤术后残留或早期复发的应用研

究

８９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６０７３
带有空间特性的角色访问控制模

型的研究

９０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６０７８
金属溶液微观结构与高效分离的

机理

９１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６０７６
基于信息融合的温室环境控制决

策支持系统的基础研究

９２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６０７５
表面展示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蛋

白重组芽孢及其免疫特性研究

９３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６０７９
微乳化生物柴油控制柴油机排放

的机理和燃烧过程研究

９４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６０７７
磨削淬硬加工机理及其应用基础

研究

９５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６０７４
家蚕浓核病毒中国株基因组结构

和宿主免疫机制

９６
省自然基金（创新

启动）
ＢＫ２００６５５１

微器件的微型温挤压成形机理和

方法研究

９７
省自然基金（创新

启动）
ＢＫ２００６５５０

ＨＩＶ１基因重组机制及变异与
ＡＩＤＳ疾病进程关系的生物信息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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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９８
省自然基金（创新

启动）
ＢＫ２００６５５２

基于电子鼻和ＧＣＭＳ联合分析的
镇江香醋特征香味物质研究

９９
省自然基金（创新

学术）
ＢＫ２００６５０７

飞秒激光在分子生物医学研究中

的共性机械科学问题研究

１００
省自然基金 （重

点）
ＢＫ２００６７０７１

农产品综合品质评判中的新技术

和多信息融合的研究

１０１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磁化学合成铝基纳米复合材料研

究

１０２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高效节能型客车轻合金车身的研

究开发

１０３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用高比转速斜流泵

水力模型研究与应用

１０４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基于纳米硅薄膜的高灵敏度超微

压压力传感器研制和产业化

１０５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航空发动机关键零件的激光冲击

再制造技术研究

１０６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左手化媒质透镜近场目标探测与

成像技术研究

１０７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激光对细胞形态加工的技术与理

论

１０８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尖峰孤立波方程的适定性散射理

论及动力学分析

１０９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突发性生物灾害环境污染治理新

技术研究

１１０
“省六大人才 高

峰”项目

复杂交流多电机同步系统神经网

络广义逆解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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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科学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 目 名 称

１ 科技部科技统计项目
地方科技计划项目绩效的统计分

析

２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０６ＪＡ７８０００２ 中国西南汉魏摇钱树研究

３ 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 ２００６Ｂ１７
基于数据挖掘的网上电子调查数

据预处理研究

４ 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 ２００６Ｂ３５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风险

评价与控制研究

５ 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 ２００６Ｃ３５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测度指标体

系研究

６ 江苏省软科学项目 ＢＲ２００６０２４
政府科技计划培养人才的绩效评

估及数据库建设

７ 江苏省软科学项目 ＢＲ２００６０２３ 江苏省资源战略研究及其对策

８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０６ＥＹＢ００６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增长的能源

生产与供给系统研究

９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０６ＪＳＢＦＸ００７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研

究

１０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０６ＪＳＢＪＹ００２
解决高校学费贵、上学难的对策研

究

１１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０６ＪＳＢＹＪ０１９ 江苏失地农民问题及对策研究

１２ 江苏省软科学指导性项目 ＢＲ２００６５０６
管理创新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

１３
江苏省社科基金指导性

项目
江苏省属高校教师绩效考评研究

１４
江苏省社科基金指导性

项目
苏南乡村经济伦理问题研究

１５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员会
金代职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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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５，Ｖｏｌ４７５－，ｐｐ
３５２１－３５２４

作　　者：ＬｉＣＳＹａｎＫＨ ＦａｎＺＳｈｅｎＸＰＣｈｅｎＫＭ ＪｉａｎｇＴＳ
ＨｕａＹＱＤｉｎｇＪＮＹａｎｇＪＣ

４．论文题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
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Ｏ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ＭＯＮＯ
ＬＡＹ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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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ＷＥＡＲ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６０，Ｉｓｓ１－２，ｐｐ２０９－２１４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ＷｏｎｇＰＬＹａｎｇＪＣ

５．论文题名：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ＧＥＳＢ２ＴＥ４ＦＩＬＭＩＮ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ＩＲ

发表刊名：ＷＥＡＲ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６０，Ｉｓｓ１－２，ｐｐ２２３－２２６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ＦａｎＺＺｈｕＳＸＹａｎｇＪＣ

６．论文题名：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Ｎ
ＮＡＮ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ＬＦＩＬＭＳ

发表刊名：ＷＥＡＲ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６０，Ｉｓｓ１－２，ｐｐ２０５－２０８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ＣｈｅｎＪＹａｎｇＪＣ

７．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ＲＤ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８，

Ｉｓｓ２，ｐｐ１８９－２０９
作　　者：ＺｈｅｎｇＸＺ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Ｒ

８．论文题名：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ＬＡ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表刊名：ＩＳＩ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Ｖｏｌ４５，Ｉｓｓ９，ｐｐ１２９１－
１２９６

作　　者：ＷａｎｇＨＭＬｉＧＲＬｅｉＹＣＺｈａｏＹＴＤａｉＱＸＷａｎｇＪＪ

９．论文题名：ＥＸＡＣＴ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ＣＡＮＴＯＲＳＥＴＳ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２６，Ｉｓｓ
２，ｐｐ３１３－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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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ＤａｉＭＦＴｉａｎＬＸ

１０．论文题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Ｓ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Ｖｏｌ
４０，Ｉｓｓ２３，ｐｐ６０５７－６０６１

作　　者：ＨｕＪＴａｏＺＬｉＳＪＬｉｕＢＬ

１１．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ＨＹＰＥ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ＴＩＰＬ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Ｄ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ＲＥ
Ｇ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Ｖｏｌ１７３，Ｉｓｓ１－４，ｐｐ１－
１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Ｘ

１２．论文题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ＥＮＥＲＳＴＲＯＨ ＡＲＣ ＣＲＡＣＫ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ＰＬ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发表刊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２，Ｉｓｓ３，ｐｐ３００－３０５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

１３．论文题名：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ＡＮＩＮ
ＦＩＮＩＴＥＰＬＡＴＥ

发表刊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４２，Ｉｓｓ９－１０，ｐｐ２８３７－
２８５０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１４．论文题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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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Ｍ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ＥＤＨＯＬ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发表刊名：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Ｖｏｌ１７８，Ｉｓｓ１－２，ｐｐ
４１－５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Ｘ

１５．论文题名：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 Ａ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Ｎ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ＯＮＣＡＶＥＮＯＴＣＨ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５，
Ｖｏｌ１３３，Ｉｓｓ３，ｐｐＬ２５－Ｌ３０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１６．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ＵＲＶＥＤＣＲＡＣＫＳＩ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５，
Ｖｏｌ１３２，Ｉｓｓ３，ｐｐ２０５－２２２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１７．论文题名：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 ＨＡＬＦＥＬＬＩＰＳＥ
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ＡＣＫ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５，
Ｖｏｌ１３２，Ｉｓｓ２，ｐｐＬ１９－Ｌ２３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１８．论文题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４２，Ｉｓｓ１１－１２，ｐｐ３６１９－
３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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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

１９．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ＡＴＡＳＥ
ＴＩＯ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Ｙ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５，
Ｖｏｌ９２，Ｉｓｓ２３，ｐｐ５９５－５９９

作　　者：ＪｉａｎｇＢＰＹｉｎＨＢＪｉａｎｇＴＳＹａｎＪＦａｎＺＬｉＣＳＷｕＪ
ＷａｄａＹ

２０．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ＳＦＯＲ２ＣＯＵＰＬＥＤＶＡＲＩＡＮＴ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ＷＡＶＥＳ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２４，Ｉｓｓ
２，ｐｐ６３１－６４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ＺＤＢｉＱＳＷｅｎＪＰ

２１．论文题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ＳＣＡＬＩＮＧ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５，
Ｖｏｌ１３，Ｉｓｓ１，ｐｐ３３－４１

作　　者：ＦｅｎｇＺＧＴｉａｎＬＸＪｉａｏＪＬ

２２．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ＮＬＥＩＰＮＩＫ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７，Ｉｓｓ
１，ｐｐ３１－３８

作　　者：ＷａｎｇＸＤＴｉａｎＬ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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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论文题名：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ＳＯＦ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Ｌ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ＭＫＤＶＫ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２６，Ｉｓｓ
４，ｐｐ１１１１－１１１８

作　　者：ＦａｎＸＨＴｉａｎＬＸ

２４．论文题名：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ＡＮＴＯＲＬＩＫＥＳＥＴ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ＬＡＰ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２６，Ｉｓｓ
２，ｐｐ２９５－３０１

作　　者：ＤａｉＭＦＴｉａｎＬＸ

２５．论文题名：ＮＥＷＰＥＡＫ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ＯＬＩＴＡ
ＲＹＷＡ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ＵＬ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ＩＮＥＧＯＲＤ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２４，Ｉｓｓ
１，ｐｐ３５３－３６３

作　　者：ＴｉａｎＬＸＹｉｎＪＬ

２６．论文题名：ＯＮＴＨＥＷＥＬＬＰＯＳＥＤＮＥＳ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ＴＨ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ＤＵＬＬＩＮＧＯＴ
ＴＷＡＬＤＨＯＬ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５，Ｖｏｌ２５７，Ｉｓｓ３，ｐｐ６６７－７０１

作　　者：ＴｉａｎＬＸＧｕｉＧＬＬｉｕＹ

２７．论文题名：Ｍ／ＧＩ／１ＱＵＥＵＥＳＷＩ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ＢＯＴＨ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４，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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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Ｉｓｓ４，ｐｐ１１５７－１１７０
作　　者：ＺｈｕＹＪＺｈａｎｇＺＧ

２８．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ＫＤＶ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ＭＡＳＳＡ
ＨＯＬ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４４，Ｉｓｓ５，ｐｐ
３６１－３６８

作　　者：ＢｉＱＳ

２９．论文题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ＡＮＤ ＯＩＬ
ＳＥＥＤＲＡＰＥ

发表刊名：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２００５，Ｖｏｌ４３，Ｉｓｓ２，ｐｐ２９９－
３０２

作　　者：ＷｕＹＹＷｕＸＭＬｉＰＰＺｈａｏＹＧＬｉＸＴＺｈａｏＸＺ

３０．论文题名：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Ｎ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ＢＭＳＯＰ２ＩＮ
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Ｌ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Ｖｏｌ
１２９，Ｉｓｓ８，ｐｐ４２５－４３１

作　　者：ＸｕＪＰＣｈｅｎＫＰＹａｏＱＬｉｕＭＨＧａｏＧＴＺｈａｏＹ

３１．论文题名：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ＮＰＶ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ＩＮ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Ｌ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Ｖｏｌ
１２９，Ｉｓｓ１，ｐｐ２７－３１

·２３４·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作　　者：ＸｕＪＰＣｈｅｎＫＰＹａｏＱＬｉｕＸＹ

３２．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ＯＬＲＡＫＥＡＮＧＬＥ
ＯＮ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
ＣＨＩＮＩＮＧ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１２７－１３１

作　　者：ＷａｎｇＧＣＭａＬＪＰｅｉＨＪ

３３．论文题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ＭＥＬＴ
ＩＮＧＦＵＲＮＡＣＥＷＩＴＨ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５Ｔ／ＤＣＲＥＡ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ＧＬＡＳＳ

发表刊名：ＧＬＡ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５，Ｉｓｓ６，ｐｐ２３８－
２４０

作　　者：ＣｈｅｎＪＦＳｈｅｎＸＱ

３４．论文题名：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ＢＹ２ＩＭＭＩＳＣＩＢＬＥＦＬＵＩＤＳ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４２，Ｉｓｓ９－１０，ｐｐ２６８９－
２７０９

作　　者：ＬｕＪＦＨａｎｙｇａＡ

３５．论文题名：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ＰＯＲ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ＣＥＯＲＡＰＯＩＮＴＦＬＵＩＤＳＯＵＲＣＥ

发表刊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５，Ｉｓｓ
５，ｐｐ３７６－３９１

作　　者：ＬｕＪＦＨａｎｙｇａＡ

·３３４·科 技 产 业



３６．论文题名：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ＭＯＲＹ
ＤＲＡＧＦＯＲＣＥ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５，
Ｖｏｌ２０８，Ｉｓｓ２，ｐｐ６５１－６７４

作　　者：ＬｕＪＦＨａｎｙｇａＡ

３７．论文题名：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ＬＹ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ＪＫ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
ＴＹ

发表刊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６，Ｉｓｓ
３，ｐｐ１９６－２０８

作　　者：ＨａｎｙｇａＡＬｕＪＦ

３８．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
Ｓ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５５７－５６２

作　　者：ＣｈｅｎＬＪｉａｎｇＨＢＹａｎｇＭＣ

３９．论文题名：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ＢＩＮＩＴＩＯ
ＨＡＲＴＲＥＥＦＯＲＫ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ＢＥＮＺＯ
ＱＵＩＮＯＮＥ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ＱＵＩＮＯＮＥ

发表刊名：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５，
Ｖｏｌ１３，Ｉｓｓ１９，ｐｐ５６５８－５６６７

·４３４·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作　　者：ＳｏｎｇＹＺＸｉｅＪＭＳｈｕＨＭＺｈａｏＧＱＬｖＸＭＣａｉＨＹ

４０．论文题名：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Ｒ
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ＮＡＮＯ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５，
Ｖｏｌ３８，Ｉｓｓ９，ｐｐ１４２９－１４３６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ＺｈｏｕＭＨｕＷＹ

４１．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ＥＬ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ＮＡＮＯＳＯＬＩＤＳ

发表刊名：ＰＨＹＳＩＣＡＢ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ＭＡＴＴＥＲ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６８，
Ｉｓｓ１－４，ｐｐ４６－５０

作　　者：ＱｉＷＨ

４２．论文题名：ＳＨＡＰ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ＡＮＯ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Ｖｏｌ
４０，Ｉｓｓ９－１０，ｐｐ２７３７－２７３９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ＬｉｕＱＨ

４３．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ＬＡＹＥＲＥＤＴＥＴ
ＲＡＴＩＴＡＮＡ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ＴＩＯ２ＡＳＲＥＡＣＴ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Ｖｏｌ
４０，Ｉｓｓ１４，ｐｐ３７６５－３７６９

作　　者：ＹａｎｇＪ

４４．论文题名：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

·５３４·科 技 产 业



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ＢＯＴＨ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ＡＮＤ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ＮＡＮ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ＣＨＥＭ．
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３５４（２００２）１６５］

发表刊名：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４０２，Ｉｓｓ
１－３，ｐｐ２７９－２８１

作　　者：ＱｉＷＨ

４５．论文题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ＣＯＡＴＥＤ，ＮＩＣＯＡＴＥＤＡＮＤ
ＦＥＮＩＣＯＡＴＥＤＡＬ２Ｏ３ＣＯＲＥＳＨＥＬＬＭＩＣＲＯＳＰＨ
ＥＲＥＳＢＹ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ＰＯＷ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Ｖｏｌ１６０，Ｉｓｓ３，ｐｐ
２２９－２３３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ＱＪｉｎｇＭＸＬｉＷＸＬｉＤＨ

４６．论文题名：ＬＡＳＥＲＤＲＩＶＥＮ 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８８６－８９０

作　　者：ＺｈｏｕＭＺｈｕＸＱＤａｉＱＸＣａｉＬ

４７．论文题名：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ＵＮ
ＮＥＬ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ＴＩＰ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ＩＭＥＴＡＬ
ＬＩＣＮＡＮ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ＥＮＥＲ
ＧＩＥ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Ｂ２００５，Ｖｏｌ
１０９，Ｉｓｓ４６，ｐｐ２２０７８－２２０７９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

·６３４·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４８．论文题名：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ＡＳＥＤ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ＯＳＳ

发表刊名：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７，
Ｉｓｓ６，ｐｐ４２７－４３１

作　　者：ＺｈｏｕＪＷｏｎｇＷＨＮｇｏＮＱＰｕｎＥＹＢＳｈｅｎＹＱＺｈａｏ
ＹＸ

４９．论文题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ＱＴ７００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ＹＬＡＳＥＲＰＥＥＮＩＮＧ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４３－４６

作　　者：ＹａｎｇＪＣＺｈｏｕＪＺＺｈａｎｇＹＫＹａｎｇＣＪＬｕＪＺ

５０．论文题名：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ＦＩＬＭ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ＳＣＲＡＴＣＨ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７４６－７４９

作　　者：ＦｅｎｇＡＸＺｈａｎｇＹＫＸｉｅＨＫＣａｉＬ

５１．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ＦＯＲＭ
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ＳＥＲ
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Ｓ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４５３－４５６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ＹＫＺｈｏｕＪＺＺｕｏＤＷＹａｎｇＪＣＣａｉＬ

５２．论文题名：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ＳＵ

·７３４·科 技 产 业



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ＮＡＬＣＵＭＧＴＩＳＲＩＮＧＯＴ
ＡＬＬＯＹ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６９２－６９６

作　　者：ＸｕＸＪＣａｉＬＫｉｍＳＳ

５３．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ＥＴＤＥＦＯＲＭ
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８６０－８６４

作　　者：ＺｈｏｕＪＺＺｈａｎｇＹＫＺｕｏＤＷＹａｎｇＣＪＣａｉＬ

５４．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ＣＯＮ
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ＵＭＩＮ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Ｖｏｌ４７１－，
ｐｐ８１１－８１５

作　　者：ＣｈｅｎＲＦＨｕａＹＱＹａｎｇＪＣＺｈａｎｇＹＫ

５５．论文题名：ＣＬ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ＯＳＴＥＭＩＮＧＥＮＥＡＮＤ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ＥＭＢＲＹ
ＯＮＩＣ 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ＯＦ６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０５，Ｖｏｌ１６，Ｉｓｓ２，ｐｐ２０５－２１３

作　　者：ＨａｎＣＸＺｈａｎｇＸＲＸｕＷＲＷａｎｇＷＢＱｉａｎＨＣｈｅｎ
ＹＣ

５６．论文题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ＨＥＬＩ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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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ＧＡＳ
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ＢＧＣ８２３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５，Ｖｏｌ１６，Ｉｓｓ４，ｐｐ７４１－７４５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ＣＷａｎｇＹＸｕＷＲＺｈａｎｇＺＪ

５７．论文题名：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ＧＦＡＮＤＴＲＫＡＡＴＭＩＴＯＴＩＣ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ＭＡ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Ｕ２５１

发表刊名：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３７，Ｉｓｓ１，ｐｐ６８－
７４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ＺＪＹａｎｇＹＧｏｎｇＡＨＷａｎｇＣＺＬｉａｎｇＹＣｈｅｎ
ＹＣ

５８．论文题名：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
Ａ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ＮＤＲＨＯＡ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发表刊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５，
Ｖｏｌ２３０，Ｉｓｓ１０，ｐｐ７３１－７４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ＣＷａｎｇＹＹｕＨＷａｎｇＦＷＸｕＷＲ

５９．论文题名：ＵＳＥ ＯＦ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ＯＰＵＭＰ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ＶＡＬＶＥＡＮＮＵＬＵＳＦＯ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ＥＦＴＶＥＮ
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ＡＳＳＩＳＴ

发表刊名：ＡＳＡＴ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Ｖｏｌ５１，Ｉｓｓ６，ｐｐ７３６－
７３８

作　　者：ＱｉａｎＫＸＷａｎｇＤＦＴｏｐａｚＳＲＲｕＷＭＺｅｎｇＰＹｕａｎ
ＨＹＷａｎｇＨＷａｎｇＦＱＦｅｎｇＺ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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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论文题名：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ＴＩＣ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ＢＹ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ＤＩ
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６，ＰＧ７５，２００５）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Ｖｏｌ１６，Ｉｓｓ３，ｐｐ４３１－４３１

作　　者：ＤｉＺＨＳｈｉｎＪＨＫｉｍＪＨＳｏｎｇＨＹ

二、被ＳＣＩＥ收录情况
１．论文题名：ｃａｔｅｎａｐｏｌｙ［［ｂｉｓ（Ｎ，Ｎ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ｆｏｒｍａｍｉｄｅｋａｐｐａＯ）

ｎｉｃｋｅｌ（ＩＩ）］ｄｉｍｕ１，５ｄｉｃｙａｎａｍｉｄｏｋａｐｐａＮ１：ｋａｐ
ｐａＮ５］

发表刊名：ＡＣＴＡ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ＬＩＮＥ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Ｐ；Ｙｕａｎ，ＡＨ

２．论文题名：Ｂｉｓ［４ｂｅｎｚｏｙｌ５ｍｅｔｈｙｌ２ｐｈｅｎｙｌ２Ｈｐｙｒａｚｏｌ３（４Ｈ）
ｏｎａｔｏｋａｐｐａＯ２，Ｏ＇］ｂｉｓ（Ｎ，Ｎ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ｆｏｒｍａｍｉｄｅ
ｋａｐｐａＯ）ｃａｄｍｉｕｍ（ＩＩ）

发表刊名：ＡＣＴＡ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ＬＩＮＥ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Ｐ；Ｙｕａｎ，ＡＨ

３．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ｈｙｐｅ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ａｎｔｉｐｌ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ｄ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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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论文题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Ｆｒｅｄｈｏｌ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发表刊名：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Ｘ

５．论文题名：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ｈ
ｉｎｅｄｐｏｌｙｓｉｌｉｃｏｎｆｉｌｍｓｆｏｒＭＥＭＳ

发表刊名：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ＳＯＬＩＤＡＳＩＮＩＣＡ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Ｙａｎｇ，ＪＣ；Ｗｅｎ，ＳＺ

６．论文题名：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ｔｒｉｐｗｅａｋｎｅｄｂ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ｃｒａｃｋｓ

发表刊名：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ＥＮＧ
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

７．论文题名：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ｒｇ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ｒｉｌｌｓｔｒｉｎｇｓ

发表刊名：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ＥＮＧ
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作　　者：Ｔａｎ，ＭＬ；Ｗａｎｇ，ＸＷ

８．论文题名：Ｕｓｅ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ｏｐｕｍｐｓｐｌａｃｅｄｉｎｖａｌｖｅａｎｎｕｌｕｓ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ａｓｓｉｓｔ

发表刊名：ＡＳＡＩ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作　　者：Ｑｉａｎ，ＫＸ；Ｗａｎｇ，ＤＦ；Ｔｏｐａｚ，ＳＲ；Ｒｕ，ＷＭ；Ｚｅｎｇ，

Ｐ；Ｙｕａｎ，ＨＹ；Ｗａｎｇ，Ｈ；Ｗａｎｇ，ＦＱ；Ｆｅｎ

９．论文题名：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ＧＦａｎｄＴｒｋＡａｔｍｉｔｏｔｉｃ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ｉｎ
ｈｕｍａｎｇｌｉｏｍａ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Ｕ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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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ＺＪ；Ｙａｎｇ，Ｙ；Ｇｏｎｇ，ＡＨ；Ｗａｎｇ，ＣＺ；Ｌｉａｎｇ，
Ｙ；Ｃｈｅｎ，ＹＣ

１０．论文题名：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ＢＳＡｏｎｔｏ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发表刊名：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作　　者：Ｈｕ，Ｊ；Ｌｉ，ＳＪ；Ｌｉｕ，ＢＬ

１１．论文题名：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ｂｉｎｉｔｉｏＨａｒｔｒｅｅＦｏｒ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ｂｅｎｚｏｑｕｉｎ．．．

发表刊名：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作　　者：Ｓｏｎｇ，ＹＺ；Ｘｉｅ，ＪＭ；Ｓｈｕ，ＨＭ；Ｚｈａｏ，ＧＱ；Ｌｖ，

ＸＭ；Ｃａｉ，ＨＹ

１２．论文题名：Ｅｘａｃｔ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Ｃａｎｔｏｒ
ｓｅｔｓ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作　　者：Ｄａｉ，ＭＦ；Ｔｉａｎ，ＬＸ

１３．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ｗｏｃｏｕｐｌｅｄ
ｖａｒｉａｎｔ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ｗａｖｅｓ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ＺＤ；Ｂｉ，ＱＳ；Ｗｅｎ，ＪＰ

１４．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ｎ
Ｌｅｉｐｎｉｋ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作　　者：Ｗａｎｇ，ＸＤ；Ｔｉａｎ，ＬＸ

·２４４·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１５．论文题名：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ｓｏｆ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ｌ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
ｍＫｄＶＫ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作　　者：Ｆａｎ，ＸＨ；Ｔｉａｎ，ＬＸ

１６．论文题名：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ａｎｔｏｒｌｉｋｅｓｅｔｗｉｔｈｏｖｅｒｌａｐ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作　　者：Ｄａｉ，ＭＦ；Ｔｉａｎ，ＬＸ

１７．论文题名：Ｎｅｗｐｅａｋ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ｕｌ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ｉｎｅＧｏｒｄ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作　　者：Ｔｉａｎ，ＬＸ；Ｙｉｎ，ＪＬ

１８．论文题名：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ｂｏｔｈ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ａｎｄ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ｎａｎｏｃｌｕｓ
ｔｅｒｓ＇［Ｃｈｅｍ．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３５４（２００２）１６５］

发表刊名：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作　　者：Ｑｉ，ＷＨ

１９．论文题名：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ｉｎ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ｂｙ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ｐｒｅｃｏｌｕｍｎ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

作　　者：Ｚｈｅｎ，ＯＹ；Ｊｕｎ，Ｃ；Ｌｉ，ＹＨ

２０．论文题名：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ｏｘ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ｌｏ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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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作　　者：Ｎｉ，Ｌ；Ｈａｎ，ＳＪ

２１．论文题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ＺｒＷ２Ｏ８ｐｏｗｄｅｒｓｕｓｉｎｇ
ｃ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ｅ

发表刊名：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作　　者：Ｓｕｎ，ＸＪ；Ｙａｎｇ，Ｊ；Ｌｉｕ，ＱＱ；Ｃｈｅｎｇ，ＸＮ

２２．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２Ｏ３ｐｉｌｌａｒｅｄ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ｔｉｔａｎａｔｅ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发表刊名：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作　　者：Ｙａｎｇ，Ｊ；Ｄｉｎｇ，ＪＦ；Ｚｈａｎｇ，ＬＬ；Ｌｕ，ＬＤ；Ｗａｎｇ，Ｘ

２３．论文题名：Ｏｎｔｈｅｗｅｌｌｐｏｓｅｄｎｅｓ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Ｄｕｌｌｉｎ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Ｈｏｌ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
ＩＣＳ

作　　者：Ｔｉａｎ，ＬＸ；Ｇｕｉ，ＧＬ；Ｌｉｕ，Ｙ

２４．论文题名：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ｒ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ｃｅｏｒａｐｏｉｎｔｆｌｕｉｄｓｏｕｒｃｅ

发表刊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作　　者：Ｌｕ，ＪＦ；Ｈａｎｙｇａ，Ａ

２５．论文题名：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ｌｙ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ＪＫ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ｍ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发表刊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作　　者：Ｈａｎｙｇａ，Ａ；Ｌｕ，Ｊ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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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论文题名：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ＴＤＡ２ｗｉｔｈ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ｉｍｅ

发表刊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ＩＭ
ＰＵＬＳ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ＲＩＥＳ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作　　者：Ｑｉａｎ，ＺＪ；Ｊｕ，ＳＧ；Ｘｉｎ，Ｙ；Ｙａｎｇ，Ｈ

２７．论文题名：Ｎｅｕｒ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
ａｃｒｙｌ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发表刊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Ｌｕ，ＲＺ；Ｃｈｅｎ，ＺＱ；Ｊｉｎ，ＦＳ；Ｃｏｌｌｉｎｓ，ＪＪ

２８．论文题名：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Ｒｈｏ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发表刊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Ｃ；Ｗａｎｇ，Ｙ；Ｙｕ，Ｈ；Ｗａｎｇ，ＦＷ；Ｘｕ，

ＷＲ

２９．论文题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ｏｆｆｒａｃ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
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ＳＣＡＬＩＮＧ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作　　者：Ｆｅｎｇ，ＺＧ；Ｔｉａｎ，ＬＸ；Ｊｉａｏ，ＪＬ

３０．论文题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ｍｅｌｔｉｎｇｆｕｒｎａｃｅｗｉｔｈ
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５ｔ／ｄｃｒｅａ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ｇｌａｓｓ

发表刊名：ＧＬＡ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Ｃｈｅｎ，ＪＦ；Ｓｈｅｎ，Ｘ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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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论文题名：Ａｆｕｚｚ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Ｇ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ｅｒｒ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发表刊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Ｐｉｎｇ，Ｙ；Ｄｉｎ，Ｊ；Ｙａｎｇ，ＪＣ

３２．论文题名：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ｓｐｌｉｔｐｏｗｅｒ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Ｔ；Ｌｉ，ＷＹ；Ｄｕ，Ｙ

３３．论文题名：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ｎ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ｎｏｔｃｈ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３４．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ｙｐｅ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ｕｒｖｅｄｃｒａｃｋｓｉ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３５．论文题名：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ａｌｆ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ａｃｋ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３６．论文题名：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ｏｆｈｉｇｈ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ｓｉｎ
ｌｅａｄｂａｔｈａｎｄＣＩＶＩＣ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ｃｏｏｌ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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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Ｌｕｏ，ＸＭ；Ｌｉ，Ｆ

３７．论文题名：Ｃｌ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ｏｓｔｅｍｉｎｇｅ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ｍｅｓｅｎ
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ｏＦ６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

发表刊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作　　者：Ｈａｎ，ＣＸ；Ｚｈａｎｇ，ＸＲ；Ｘｕ，ＷＲ；Ｗａｎｇ，ＷＢ；
Ｑｉａｎ，Ｈ；Ｃｈｅｎ，ＹＣ

３８．论文题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ｉｎ
ｄｕｃ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ＢＧＣ８２３

发表刊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Ｃ；Ｗａｎｇ，Ｙ；Ｘｕ，ＷＲ；Ｚｈａｎｇ，ＺＪ

３９．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ａｍａｓｓａＨｏｌ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ＺＤ；Ｂｉ，ＱＳ

４０．论文题名：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ｋｎｏ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ｍｉｘｅｄｔｙｐ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作　　者：Ｃｈｅｎ，ＸＰ；Ｈｅ，ＷＸ；Ｊｉｎ，ＢＴ

４１．论文题名：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ａ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ｐｌ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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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４２．论文题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

４３．论文题名：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ｂｙ
ｔｗｏｉｍｍｉｓｃｉｂｌｅｆｌｕｉｄｓ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作　　者：Ｌｕ，ＪＦ；Ｈａｎｙｇａ，Ａ

４４．论文题名：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ｌａ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表刊名：ＩＳＩ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作　　者：Ｗａｎｇ，ＨＭ；Ｌｉ，ＧＲ；Ｌｅｉ，ＹＣ；Ｚｈａｏ，ＹＴ；Ｄａｉ，

ＱＸ；Ｗａｎｇ，ＪＪ

４５．论文题名：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ＰＶ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Ｂｍｓｏｐ２ｉｎ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Ｌ．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Ｘｕ，ＪＰ；Ｃｈｅｎ，ＫＰ；Ｙａｏ，Ｑ；Ｌｉｕ，ＭＨ；Ｇａｏ，ＧＴ；
Ｚｈａｏ，Ｙ

４６．论文题名：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ｎ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ＮＰＶ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Ｌ．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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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Ｘｕ，ＪＰ；Ｃｈｅｎ，ＫＰ；Ｙａｏ，Ｑ；Ｌｉｕ，ＸＹ

４７．论文题名：Ｍ／ＧＩ／１ｑｕｅｕｅｓｗｉ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ｂｏ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作　　者：Ｚｈｕ，ＹＪ；Ｚｈａｎｇ，ＺＧ

４８．论文题名：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ｍｏｒｙｄｒａｇｆｏｒｃｅ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
作　　者：Ｌｕ，ＪＦ；Ｈａｎｙｇａ，Ａ

４９．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ｅｒｆｉｂｒｅｓｂｙ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Ｑ；Ｊｉｎｇ，ＭＸ；Ｗａｎｇ，ＴＰ；Ｚｈｏｕ，ＪＸ

５０．论文题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ｓ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作　　者：Ｈｕ，Ｊ；Ｔａｏ，Ｚ；Ｌｉ，ＳＪ；Ｌｉｕ，ＢＬ

５１．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ｌａｙｅｒｅｄｔｅｔｒａｔｉｔａｎａｔｅｐｏｗｄ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ＴｉＯ２ａｓｒｅａｃｔ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作　　者：Ｙａｎｇ，Ｊ

５２．论文题名：Ｓｈａｐ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Ｌｉｕ，Ｑ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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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ａｔｔｉ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ｅｔａｌ
ｌｉｃ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

５４．论文题名：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ｃｏ
ｐｙｔｉｐ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ｎａｎ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Ｂ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

５５．论文题名：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Ｚｈｏｕ，Ｍ；Ｈｕ，ＷＹ

５６．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ｅｔａ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ｏｎ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作　　者：Ｈｕ，Ｊ；Ｌｉ，ＳＪ；Ｌｉｕ，ＢＬ

５７．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作　　者：Ｌｉｕ，Ｊ；Ｌｕ，Ｙ；Ｚｈａｎｇ，ＸＧ；Ｓｈｅｎ，Ｙ；Ｃｈｅｎ，Ｃ

５８．论文题名：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ｌ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ＮＡｌ２Ｏ３
Ｙ２Ｏ３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作　　者：Ｌｉｕ，Ｊ；Ｌｅｉ，ＹＣ；Ｃｈｅｎｇ，Ｌ；Ｂａｏ，ＸＤ；Ｃｈｅ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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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ＸＧ；Ｚｈａｎｇ，ＹＢ

５９．论文题名：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ｅＯ２ｄｏｐｅｄＢａ（Ｚｒ，Ｔｉ）Ｏ３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Ｙ；Ｇａｏ，ＣＨ；Ｃｈｅｎ，ＸＣ；Ｌｉｕ，ＨＰ；

Ｈｕａｎｇ，ＧＪ；Ｚｈｅｎｇ，ＸＬ

６０．论文题名：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ｙ２Ｏ３ｄｏｐｅｄ（Ｂａ，Ｓｒ）ＴｉＯ３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Ｙ；Ｇａｏ，ＣＨ；Ｃｈｅｎ，ＸＣ；Ｚｈｅｎｇ，ＸＬ；

Ｈｕａｎｇ，ＧＪ；Ｌｉｕ，ＨＰ

６１．论文题名：ＮａｎｏＫ２Ｔｉ４Ｏ９ｗｈｉｓｋ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作　　者：Ｌｉ，ＣＳ；Ｚｈｕ，ＣＳ；Ｌｉｕ，Ｙ；Ｓｏｎｇ，ＣＣ；Ｌｉｕ，ＷＺ；
Ｙａｎ，ＫＨ；Ｆａｎ，Ｚ；Ｄｉｎｇ，ＪＮ；Ｙａｎｇ，ＪＣ

６２．论文题名：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ｄｉａｍｏｎｄｌｉｋｅ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ｌｍ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ｂｙ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ｃ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Ｚｈｕ，ＳＸ；Ｆａｎ，Ｚ；Ｌｉ，ＣＳ；Ｃａｉ，Ｌ；
Ｙａｎｇ，ＪＣ

６３．论文题名：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ｔｈｉｎ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ｍｓｕｎ
ｄｅｒ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ｓｈ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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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Ｃｈｅｎ，Ｊ；Ｆａｎ，Ｚ；Ｃ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Ｃ

６４．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ｔａｓｅＴｉＯ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ｂｙ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发表刊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作　　者：Ｊｉａｎｇ，ＢＰ；Ｙｉｎ，ＨＢ；Ｊｉａｎｇ，ＴＳ；Ｙａｎ，Ｊ；Ｆａｎ，Ｚ；

Ｌｉ，ＣＳ；Ｗｕ，Ｊ；Ｗａｄａ，Ｙ

６５．论文题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ＺｅｎｅｒＳｔｒｏｈａｒｃ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ｐｌａｎｅｅ
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发表刊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

６６．论文题名：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ａｓｅｄ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
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ｏｓｓ

发表刊名：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Ｚｈｏｕ，Ｊ；Ｗｏｎｇ，ＷＨ；Ｎｇｏ，ＮＱ；Ｐｕｎ，ＥＹＢ；Ｓｈｅｎ，

ＹＱ；Ｚｈａｏ，ＹＸ

６７．论文题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
ｍｕｓ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ａｎｄｏｉｌｓｅｅｄｒａｐｅ

发表刊名：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
作　　者：Ｗｕ，ＹＹ；Ｗｕ，ＸＭ；Ｌｉ，ＰＰ；Ｚｈａｏ，ＹＧ；Ｌｉ，ＸＴ；

Ｚｈａｏ，ＸＺ

６８．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ｅｌ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ｎｏｓｏｌｉｄｓ
发表刊名：ＰＨＹＳＩＣＡＢ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ＭＡＴＴＥＲ
作　　者：Ｑｉ，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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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ＫｄＶ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ｍａｓｓａＨｏｌ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
作　　者：Ｂｉ，ＱＳ

７０．论文题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ＮｉａｎｄＦｅＮｉｃｏａｔｅｄＡｌ２Ｏ３ｃｏｒｅ
ｓｈｅｌｌ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ｂｙ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ＰＯＷ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Ｑ；Ｊｉｎｇ，ＭＸ；Ｌｉ，ＷＸ；Ｌｉ，ＤＨ

７１．论文题名：Ａｎｏｖ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ａｓｓａ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ｌｏｐｅ
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

发表刊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ＣＹ；Ｘｕ，ＳＧ；Ｈｕａｎｇ，ＸＸ

７２．论文题名：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ＺＴ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ｐｏｗｄｅｒｓｂｙｓｏｌｇ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发表刊名：ＲＡＲＥ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ＸＧ；Ｌｉｕ，Ｊ；Ｌｕｏ，Ｙ；Ｃｈｅｎ，Ｃ

７３．论文题名：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Ｂａ，Ｓｒ）ＴｉＯ３ｂａｓｅｄ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ｍｕｌｔｉ
ｌａｙｅｒｃｅｒ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

发表刊名：ＲＡＲＥ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作　　者：Ｃｈｅｎ，ＸＣ；Ｈｕａｎｇ，ＸＹ

７４．论文题名：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Ｂｉ２Ｏ３／Ｌｉ２Ｏｄｏｐｅｄ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Ｂａ，Ｓｒ）ＴｉＯ３ｓｅｒｉｅｓ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发表刊名：ＲＡＲＥ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Ｙ；Ｌｉ，Ｊ；Ｇａｏ，ＣＨ；Ｃｈｅｎ，Ｚ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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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论文题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ｏｗｃｏｓ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

发表刊名：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作　　者：Ｗａｎｇ，Ｑ；Ｄｉｎｇ，ＪＮ；Ｗａｎｇ，ＷＸ

７６．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ｒｄ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作　　者：Ｚｈｅｎｇ，ＸＺ；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Ｒ

７７．论文题名：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ｉｎｓｉｔｕ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ｏｆＡｌＺｒＯ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Ｚｈａｏ，ＹＴ；Ｄａｉ，ＱＸ；Ｃｈｅｎｇ，ＸＮ；Ｌｉｎ，ＤＹ；Ｃａｉ，Ｌ

７８．论文题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ｏ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ｍｏｎｏｌａｙｅｒｓ

发表刊名：ＷＥＡＲ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Ｗｏｎｇ，ＰＬ；Ｙａｎｇ，ＪＣ

７９．论文题名：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ＧｅＳｂ２Ｔｅ４ｆｉｌｍｉｎ
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ｉｒ

发表刊名：ＷＥＡＲ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Ｆａｎ，Ｚ；Ｚｈｕ，ＳＸ；Ｙａｎｇ，ＪＣ

８０．论文题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ｎｎａｎ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ｏｆ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ｍｓ

发表刊名：ＷＥＡＲ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Ｃｈｅｎ，Ｊ；Ｙａｎｇ，Ｊ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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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论文题名：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ｔｉｃ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ｆｌｕｏ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６，ｐｇ７５，２００５）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Ｄｉ，ＺＨ；Ｓｈｉｎ，ＪＨ；Ｋｉｍ，ＪＨ；Ｓｏｎｇ，ＨＹ

８２．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ｏｌｒａｋｅａｎｇｌｅｏｎｃｕｔｔｉｎｇ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Ｗａｎｇ，ＧＣ；Ｍａ，ＬＪ；Ｐｅｉ，ＨＪ

８３．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Ｓ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Ｃｈｅｎ，Ｌ；Ｊｉａｎｇ，ＨＢ；Ｙａｎｇ，ＭＣ

８４．论文题名：Ｌａｓｅｒｄｒｉｖｅｎ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Ｚｈｏｕ，Ｍ；Ｚｈｕ，ＸＱ；Ｄａｉ，ＱＸ；Ｃａｉ，Ｌ

８５．论文题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ＱＴ７００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ｙ
ｌａｓｅｒｐｅｅｎ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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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Ｙａｎｇ，ＪＣ；Ｚｈｏｕ，ＪＺ；Ｚｈａｎｇ，ＹＫ；Ｙａｎｇ，ＣＪ；Ｌｕ，
ＪＺ

８６．论文题名：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ｓｃｒａｔｃｈ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Ｆｅｎｇ，ＡＸ；Ｚｈａｎｇ，ＹＫ；Ｘｉｅ，ＨＫ；Ｃａｉ，Ｌ

８７．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ｆ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
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ｓ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ＹＫ；Ｚｈｏｕ，ＪＺ；Ｚｕｏ，ＤＷ；Ｙａｎｇ，ＪＣ；Ｃａｉ，Ｌ

８８．论文题名：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
ａｎＡｌＣｕＭｇＴｉＳｒｉｎｇｏｔａｌｌｏｙ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Ｘｕ，ＸＪ；Ｃａｉ，Ｌ；Ｋｉｍ，ＳＳ

８９．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ｅｔｄ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ｌａ
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Ｚｈｏｕ，ＪＺ；Ｚｈａｎｇ，ＹＫ；Ｚｕｏ，ＤＷ；Ｙａｎｇ，ＣＪ；Ｃａｉ，Ｌ

９０．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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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Ｃｈｅｎ，ＲＦ；Ｈｕａ，ＹＱ；Ｙａｎｇ，ＪＣ；Ｚｈａｎｇ，ＹＫ

９１．论文题名：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
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Ｉ

作　　者：Ｍａｏ，ＱＲ；Ｚｈａｎ，ＹＺ；Ｗａｎｇ，ＪＦ

９２．论文题名：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ｌｉ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ａｃ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ＵＴＨＥＮＴＩ
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作　　者：Ｗｕ，ＸＪ；Ｊｏｓｅｆ，Ｋ；Ｙａｎｇ，ＪＹ；Ｋｉｅｒｏｎ，Ｍ；Ｗａｎｇ，
ＳＴ；Ｌｕ，ＪＰ

９３．论文题名：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ｖｉｒｔ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作　　者：Ｙｏｎｇ，ＪＰ；Ｌａｍ，ＫＹ；Ｃｈｕｎｇ，ＳＬ；Ｇｕ，Ｍ；Ｓｕｎ，ＪＧ

９４．论文题名：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ｖｅｒｔｃｈａｎｎｅｌ
发表刊名：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作　　者：Ｊｕ，ＳＧ；Ｓｏｎｇ，ＸＹ

９５．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ｄ
ｄｒｅｓｓｓｗｉｔｃｈ

发表刊名：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ＰＡ２００５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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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Ｃａｉ，Ｔ；Ｊｕ，ＳＧ；Ｚｈａｏ，ＪＪ；Ｎｉｕ，ＤＪ

９６．论文题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ＷＳ２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发表刊名：ＰＲＩＣＭ５：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ＴＳ１５

作　　者：Ｌｉ，ＣＳ；Ｙａｎ，ＫＨ；Ｆａｎ，Ｚ；Ｓｈｅｎ，ＸＰ；Ｃｈｅｎ，ＫＭ；
Ｊｉａｎｇ，ＴＳ；Ｈｕａ，ＹＱ；Ｄｉｎｇ，ＪＮ；Ｙａｎｇ，

２００５年被 ＥＩ收录情况

１．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ｙｐｅ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ａｎｔｉｐｌ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ｄ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来 源：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ｖ１７３ｎ１－４ｐ１－１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Ｘ．

２．论文题名：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ｇｙ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ｏｆｈｉｇｈｌｙ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ｐｏｌ
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ｓｕｂ＞２＜／ｓｕｂ＞ｗｉｔｈＡＢｍｏｎｏ
ｍｅｒｓ

来 源：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１３ｎ８ｐ７２４
－７３０

作　　者：Ｚｈｏｕ，Ｚｈｉｐｉｎｇ；Ｙｕ，Ｍｉｎｑｉａｎｇ；Ｙａｎ，Ｄｅｙｕｅ；Ｌｉ，
Ｚｅｓｈｅｎ

３．论文题名：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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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来 源：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ＡｃｔａＡｃｕｓｔｉｃａｖ２９ｎ６ｐ５０７－５１５
作　　者：Ｊｉａｎｇ，Ｚｈｅ

４．论文题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ｌａｓｅｒｔｏｒｃｈｐａｔｈｉｎ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１ｎ９
ｐ１１３７－１１４２

作　　者：Ｌｉｕ，ＨｕｉＸｉａ；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ａｉ，Ｌａｎ

５．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ｏｆ
ｉｎｎｅｒ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ｚｚｌｅｓ

来 源：Ｎｅｉｒａｎｊｉ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ＳＩ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
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ｖ２２ｎ５ｐ４３３
－４３８

作　　者：Ｈｅ，ＺｈｉＸｉａ；Ｌｉ，ＤｅＴａｏ；Ｈｕ，ＬｉｎＦｅｎｇ；Ｙｕａ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Ｙｕａｎ，ＷｅｎＨｕａ

６．论文题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ｗｏ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来 源：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ｖ２４ｎ１０ｐ
１３５８－１３６２

作　　者：Ｘｉｅ，Ｂ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Ｓｈｅｎ，Ｔｉｎｇｇｅｎ

７．论文题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ｌ
ＣｕＭｇＴｉｉｎｇｏｔａｌｌｏｙ

来 源：ＧｏｎｇｎｅｎｇＣａｉｌｉ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３５
ｎＳＵＰＰＬ．ｐ２１５７－２１５９

作　　者：Ｘｕ，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Ｘｕ，Ｈａ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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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ａｎＭｉｎ；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Ｍｏ；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Ｎｏｎｇ；Ｃａｉ，
Ｌａｎ

８．论文题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ＧｅＳｂ＜ｓｕｂ＞２＜／ｓｕｂ＞
Ｔｅ＜ｓｕｂ＞４＜／ｓｕｂ＞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来 源：Ｍｏｃ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ｖ２４ｎ５ｐ４１１－４１４
作　　者：Ｚｈｕ，ＳｈｏｕＸｉｎｇ；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Ｆａｎ，Ｚｈｅｎ；Ｌｉ，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Ｃａｉ，Ｌａｎ；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

９．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ｌａｚｅｐ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Ｉｇ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ｔｉｓｓｕ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ａｎｔｉｐｈｏｓｐｈｏ
ｌｉｐｉｄ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３９ｎ１０ｐ７５５－７５８
作　　者：Ｚｈｏｕ，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Ｔｉ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Ｃｈｅｎ，

ＱｉａｏＬｉｎ；Ｘｕ，ＷｅｎＲｏｎｇ；Ｈｕ，ＪｉａＢｏ

１０．论文题名：Ｎｏｚｚｌｅ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ｅｄｎｅｓｔｅｄ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ｉｎｌａｓ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１
ｎ１０ｐ１２６９－１２７４

作　　者：Ｌｉｕ，ＨｕｉＸｉａ；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ｏｕ，Ｍｉｎｇ；Ｃａｉ，Ｌａｎ

１１．论文题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ＺｒＷ
＜ｓｕｂ＞２＜／ｓｕｂ＞Ｏ＜ｓｕｂ＞８＜／ｓｕｂ＞

来 源：ＧｏｎｇｎｅｎｇＣａｉｌｉ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
３５ｎ５ｐ５６８－５７０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ＭｅｉＦｅｎ；Ｙａｎｇ，Ｊｕａｎ；Ｙａｎ，ＸｕｅＨｕａ；
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Ｎｏｎｇ

１２．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ｗｏｃ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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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ｄｖａｒｉａｎｔ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
ｗａｖｅｓ

来 源：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ｖ２４ｎ２ｐ６３１－６４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ｉ；Ｂｉ，Ｑｉｎｓ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１３．论文题名：Ｗｅｌｄｂｅａ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ａｉｌｏｒｗｅｌｄｅｄ
ｂｌａｎｋｓ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ｐａｎｅｌｓ

来 源：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０ｎ９ｐ６２－６６

作　　者：Ｃｈｅｎ，Ｗｅｉ；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Ｚｈｏｎｇｑｉｎ

１４．论文题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ｎｐｌ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ＭＥｖ

７１ｎ４ｐ５７２－５７４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ｅｅ，ＲａｎｇＹｏｎｇ

１５．论文题名：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ｍａｒ
ｔｅｎｓｉ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ｐｔ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２ｎ１２ｐ７１５－７１７
作　　者：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Ｈｕａ，Ｙｉｎｑｕｎ；Ｃｈｅｎ，Ｒｕｉｆａｎｇ；Ｃａｉ，

Ｌ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Ｙａｎ，Ｈｏｎｇ

１６．论文题名：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ｗａｔｅｒｑｕｅｎｃｈｅｄ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ｅｄ
４０Ｃｒｓｔｅｅｌ

来 源：Ａｃｔａ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１７ｎ５ｐ
６８２－６８８

作　　者：Ｘｕ，Ｘ．Ｊ．；Ｌｉｕ，Ｇ．Ｌ．；Ｓｈｉ，Ｌ．Ｊ．；Ｃｈｅｎｇ，Ｘ．Ｎ．；
Ｃａｉ，Ｌ．

１７．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３Ｄ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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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ｗｉｔｈ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ｖａｎ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来 源：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０ｎ１１ｐ１５３－１５７

作　　者：Ｈｅ，Ｙｏｕｓｈｉ；Ｙｕａｎ，Ｓｈｏｕｑｉ；Ｇｕｏ，Ｘｉａｏｍｅｉ；Ｙｕａ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ｏｎｇ

１８．论文题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ｚｏｎ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ｃｔｉｃ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１６ｎ５ｐ５３３－５３６
作　　者：Ｗａｎｇ，ＸｉｕＨｏｎｇ；Ｙｕ，ＷｅｉＤｏｎｇ；Ｌｕｏ，ＴｉＱｉａｎ

１９．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ＢＮｓｌｕｒｒｙ
来 源：ＣａｉｌｉａｏＫｅｘｕｅｙｕＧｏｎｇｙ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ｖ１２ｎＳＵＰＰＬ．ｐ１１４－１１７
作　　者：Ｂ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Ｂｉｎｇ

２０．论文题名：ｔＢＮｓｕｐｅｒｆｉｎ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来 源：ＣａｉｌｉａｏＫｅｘｕｅｙｕＧｏｎｇｙ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ｖ１２ｎＳＵＰＰＬ．ｐ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８
作　　者：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Ｂ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Ｂｉｎｇ

２１．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ｏｕ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来 源：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０ｎ１２ｐ１２０－１２３

作　　者：Ｐ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Ｄｅｔａｏ；Ｄｅｎｇ，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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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ｏｙｏｕ；Ｗｅｉ，Ｙａｏ；Ｔ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ｎ

２２．论文题名：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ｂｙ
ｔｗｏｉｍｍｉｓｃｉｂｌｅｆｌｕｉｄｓ

来 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ｖ４２ｎ
９－１０ｐ２６８９－２７０９

作　　者：Ｌｕ，ＪｉａｎＦｅｉ；Ｈａｎｙｇａ，Ａｎｄｒｚｅｊ

２３．论文题名：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ａ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ｐｌａｔｅ
来 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ｖ４２ｎ

９－１０ｐ２８３７－２８５０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２４．论文题名：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ｔｒｉｐ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ｂｙｐｅｒｉ
ｏｄｉｃｃｒａｃｋｓ

来 源：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ｖ２５ｎ１１ｐ１２９８－１３０３

来 源：Ｃｈｅｎ，ＹｉＺｈｏｕ

２５．论文题名：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ｏｒｏｎｉｚｅｄｌａｙｅｒｏｎｔｈｅｈｏｔｄｉｐａｌｕｍｉｎｉｚｅｄ
ｓｔｅｅ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来 源：ＣａｉｌｉａｏＲｅｃｈｕｌｉ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ｖ２５ｎ５ｐ６５３－６５６

作　　者：Ｌｕｏ，ＸｉｎＭｉｎ；Ｌｉ，ＤｉａｎＫａｉ；Ｗａｎｇ，Ｌａｎ；Ｃｈｅｎ，
ＫａｎｇＭｉｎ

２６．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ｄｅｎｓ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ｉｎａｎｏｎ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ｍｕｄｐｕｍｐ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１７ｎ４ｐ６２３－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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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Ｙｕａｎ，Ｓｈｏ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
Ｘｕ，Ｗｅｉｘｉｎｇ

２７．论文题名：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２０２４Ａｌａｌｌｏｙｂ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来 源：ＣａｉｌｉａｏＲｅｃｈｕｌｉ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ｖ２５ｎ５ｐ２９７－３００

作　　者：Ｘｕ，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Ｃｈｅｎ，Ｋａｎｇｍｉｎｇ；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ｕ；Ｋｉｍ，Ｓｅｏｃｋｓａｍ

２８．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３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ｉＣＭＯＳ
ｌｏｇｉｃ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来 源：ＧｕｔｉＤｉａｎｚｉｘｕｅＹａｎｊｉｕＹｕＪｉｎｚｈ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ｖ２４ｎ４ｐ４８６－４９２

作　　者：Ｃ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Ｇａｏ，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ｅ
ｎｙｕ；Ｓｈｉ，Ｙｉｑｉａｏ

２９．论文题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ｍｅｌｔｉｎｇｆｕｒｎａｃｅｗｉｔｈ
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５ｔ／ｄｃｒｅａ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ｇｌａｓｓ

来 源：Ｇｌａ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４５ｎ６ｐ２３８－２４０
作　　者：Ｃｈｅｎ，ＪｉｎＦａｎｇ；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

３０．论文题名：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来 源：Ｄｏｎｇｎａｎ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３４ｎＳＵＰＰＬ．ｐ１５５－１５９

作　　者：Ｌｉｕ，Ｇｕｏｈａｉ；Ｓｕｎ，Ｙｕｋｕｎ；Ｑｕａｎ，Ｌｉ；Ｌｉｕ，Ｘｉａｎｘ
ｉｎｇ；Ｌｉｕ，Ｘｉｎｇｑｉ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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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论文题名：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ｕｎ
ｄｅｒｏｎｅ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ｔｌｏａｄｉｎｇ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２ｎ１
ｐ１３５－１３８

作　　者：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ｉｎｇ；
Ｙｉｎ，ＳｕＭｉｎ；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Ｗｕ，ＨｏｎｇＸｉｎｇ；Ｇｕｏ，
ＤａＨａｏ

３２．论文题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ＺｅｎｅｒＳｔｒｏｈａｒｃ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ｐｌａｎ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来 源：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３２ｎ３ｐ３００－
３０５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Ｘ．

３３．论文题名：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ｅｔｕｐ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ｐｒａｙ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ｓ

来 源：Ｎｅｉｒａｎｊｉ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ｎ
ｇ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２５ｎ６ｐ７－１０

作　　者：Ｐ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ＤｅＴａｏ；Ｈｕ，ＬｉｎＦｅｎｇ；Ｑｉａｎ，
Ｇ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ＷｅｎＨｕａ；Ｔ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ｎ；
Ｈｅ，ＺｈｉＸｉａ

３４．论文题名：Ｐｈａｓ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ｃｏｕｐｌｅｄｃｈａ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来 源：ＫｏｎｇｚｈｉＬｉｌｕｎＹｕＹｉｎｙｏ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２１ｎ６ｐ９３２－９３４＋９４０

作　　者：Ｂｉ，ＱｉｎＳｈｅｎｇ；Ｚｏｕ，Ｙｏｎｇ；Ｌｉｕ，Ｚｅ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Ｒ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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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论文题名：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ｅｓｓ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ｃｅ
ｍｏ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来 源：Ｄｏｎｇｎａｎ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３４ｎＳＵＰＰＬ．ｐ６３－６７

作　　者：Ｌｉｕ，Ｇｕｏｈａｉ；Ｓｕｎ，Ｙｕ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Ｚｈａｏ，
Ｗｅｎｘ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ｕｅ

３６．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ｔｏＺｒＷ＜ｓｕｂ＞２＜／ｓｕｂ＞Ｏ＜ｓｕｂ＞
８＜／ｓｕｂ＞

来 源：ＫｕｅｉＳｕａｎＪｅｎＨｓｕｅｈＰ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
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３２ｎ１２ｐ１５３０－１５３３

作　　者：Ｙａｎ，Ｘｕｅｈｕａ；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ｎ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ｅｉｆｅｎ

３７．论文题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ＧＰ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来 源：Ｄｏｎｇｎａｎ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３４ｎＳＵＰＰＬ．ｐ８８－９１

作　　者：Ｌｉ，Ｋａｎｇｊｉ；Ｌｉｕ，Ｇｕｏｈａｉ

３８．论文题名：３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ｄｄ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ｔａｒｄｅｒ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

ｎ２ｐ５３－５６
作　　者：Ｙｉ，ＦｅｎｇＹａｎ；Ｈｅ，Ｒｅｎ；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Ｙｅ；Ｈｅ，Ｊｉａｎ

Ｑｉｎｇ

３９．论文题名：Ｄａｍｐ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ｕＺｎＡｌｓｈａｐｅｍｅｍｏｒｙ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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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ｙ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１１ｎ３ｐ２４６－２５１
作　　者：Ｓｉ，ＮａｉＣｈａｏ；Ｓｕｎ，ＫｅＱｉｎｇ；Ｓｕｎ，ＳｈａｏＣｈｕｎ；

Ｌｉｕ，ＨａｉＸｉａ

４０．论文题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ｌｅｖ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ｉｎ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ｈｅａｒｔｐｕｍｐ

来 源：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１ｎ１ｐ１８１－１８３

作　　者：Ｑｉａｎ，Ｋｕｎｘｉ；Ｗａｎ，Ｆｕｋａｉ；Ｒｕ，Ｗｅｉｍｉｎ；Ｚｅｎｇ，
Ｐｅｉ；Ｙｕａｎ，Ｈａｉｙｕ

４１．论文题名：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ｍｅｔｈ
ｏｄ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
ｎ４ｐ３０－３３

作　　者：Ｘｉａ，ＣｈａｎｇＧａｏ

４２．论文题名：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ａｌｆ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ａｃｋ
来 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ｖ１３２ｎ２ｐＬ１９－

Ｌ２３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４３．论文题名：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ｏｒｔｈｏｔｒｏｐｉｃ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ＥＭ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ｅｓｔ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１９ｎ１
ｐ９８－１０２

作　　者：Ｚｈａｏ，ＧｕｏＱｉ；Ｓｈｅｎ，Ｙｉ；Ｌｕｏ，Ｙ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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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论文题名：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ａｓｏｉｌｐｈａｓｅｆｏｒ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ｒｉａｍｙ
ｃｉｎａｌｂｕｍｉｎ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３９ｎ１２ｐ９１７－
９１９

作　　者：Ｘｕ，ＸｉＭｉｎｇ；Ｙｕ，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ｕｏ；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Ｓｈｏｕ

４５．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ｖ２２ｎＳＵＰＰＬ．２ｐ１９６－１９９
作　　者：Ｌｉｕ，Ｊｕｎ；Ｌｕ，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ｇｕｏ；Ｓｈｅｎ，Ｙｉ；

Ｃｈｅｎ，Ｃｈｕｎ

４６．论文题名：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ｌ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ＮＡ１＜ｓｕｂ
＞２＜／ｓｕｂ＞Ｏ＜ｓｕｂ＞３＜／ｓｕｂ＞Ｙ＜ｓｕｂ＞２＜／
ｓｕｂ＞Ｏ＜ｓｕｂ＞３＜／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ｖ２２ｎＳＵＰＰＬ．２ｐ２０４－２０７
作　　者：Ｌｉｕ，Ｊｕｎ；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ａｏ，Ｘｕｄ

ｏ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ｕ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Ｙｕｅ
ｂｉｎｇ

４７．论文题名：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ｅＯ＜ｓｕｂ＞２＜／ｓｕｂ＞ｄｏｐｅｄ
Ｂａ（Ｚｒ，Ｔｉ）Ｏ＜ｓｕｂ＞３＜／ｓｕｂ＞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ｖ２２ｎＳＵＰＰＬ．２ｐ２１９－２２２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ｙｏｕ；Ｇａｏ，Ｃｈｕｎｈｕ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Ｌｉｕ，Ｈｕｉ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Ｘｉ
ａｌｉａｎ

４８．论文题名：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ｙ＜ｓｕｂ＞２＜／ｓｕｂ＞Ｏ＜ｓ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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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ｓｕｂ＞ｄｏｐｅｄ（Ｂａ，Ｓｒ）ＴｉＯ＜ｓｕｂ＞３＜／ｓｕｂ＞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ｖ２２ｎＳＵＰＰＬ．２ｐ２２６－２２８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ｙｏｕ；Ｇａｏ，Ｃｈｕｎｈｕ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ｃｈｏｎｇ；

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ｌ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ｊｕｎ；Ｌｉｕ，Ｈｕｉｐｉｎｇ

４９．论文题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ａｃａｎｃｙ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ｓｂｙ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ｂｒｏｏｋｓ’ｍｏｄｅｌ

来 源：Ａｃｔａ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１７ｎ６ｐ
８８８－８９３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Ｈｕ，Ｗ．Ｙ．；Ｚｈａｎｇ，Ｂ．Ｗ．

５０．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ｂｒｅａｋａｇｅ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来 源：ＹａｎｓｈｉｌｉｘｕｅＹｕ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２４ｎ５ｐ８０３－
８０７

作　　者：Ｗａｎｇ，ＹｕＧａｎｇ；Ｌｕｏ，Ｙｉｎｇ；Ｌｉｕ，ＺｕＴｉｎｇ

５１．论文题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ｉｎ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ｕｌｔｉｈｏｌｅ
ｎｏｚｚｌｅ

来 源：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１ｎ３ｐ９２－９７

作　　者：Ｈｅ，Ｚｈｉｘｉａ；Ｌｉ，Ｄｅｔａｏ；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Ｙｕａｎ，Ｊｉａｎ
ｐｉｎｇ；Ｈｕ，Ｌｉｎｆｅｎｇ

５２．论文题名：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ｎ
ｅｒｇｙｂｙ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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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ＡｃｔａＡｃｕｓｔｉｃａｖ３０ｎ２ｐ１２５－
１３１

作　　者：Ｊｉａｎｇ，Ｚｈｅ

５３．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ｔａｓｅＴｉＯ＜ｓｕｂ＞２＜／
ｓｕｂ＞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ｙ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ｉ
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来 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９２ｎ２－３ｐ５９５－
５９９

作　　者：Ｊｉａｎｇ，Ｂｅｎｐｅｎｇ；Ｙｉｎ，Ｈｅｎｇｂｏ；Ｊｉａｎｇ，Ｔｉｎｇｓｈｕｎ；
Ｙａｎ，Ｊｉｎｇ；Ｆａｎ，Ｚｈｅｎ；Ｌｉ，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ｕ，Ｊｉｎｇ；
Ｗａｄａ，Ｙｕｊｉ

５４．论文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ｃｉｒｃｕｉｔ

来 源：ＤｉａｎｌｉＸｉｔｏｎｇＺｉｄｏｎｇｈｕａ／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
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２９ｎ５ｐ３４－３７＋６１

作　　者：Ｄｕａｎ，ＤａＰｅｎｇ；Ｓｕｎ，ＹｕＫｕｎ；Ｙｉｎ，ＰｅｎｇＪｕｎ；
Ｐａｎ，ＣｈｕｎＷｅｉ

５５．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ａｔｔｉ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ｅｔａｌ
ｌｉｃ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７ｎ１ｐ５１－５７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

５６．论文题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ＣｅＯ＜ｓｕｂ＞２＜／ｓｕｂ＞
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１８ｎ１ｐ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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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Ｌｉ，Ｊｉｎｃｈｕｎ

５７．论文题名：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ｏｘ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ｌｏ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１３ｎ１ｐ８１
－８４

作　　者：Ｎｉ，Ｌｉａｎｇ；Ｈａｎ，Ｓｈｉｊｕｎ

５８．论文题名：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ｉｎｓｉｔｕ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ｏｆＡｌＺｒＯｓｙｓｔｅｍ

来 源：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１５ｎ１ｐ１０８－１１２

作　　者：Ｚｈａｏ，ＹｕＴａｏ；Ｄａｉ，Ｑ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Ｎｏｎｇ；
Ｌｉｎ，ＤｏｎｇＹａｎｇ；Ｃａｉ，Ｌａｎ

５９．论文题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ｏｗｃｏｓ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ｎ
ｓｏｒ

来 源：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ｖ１２０ｎ２ｐ４６８－
４７３

作　　者：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ａｎｇ

６０．论文题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ｏｆｆｒａｃ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
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来 源：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ｖ１３ｎ１ｐ３３－４１
作　　者：Ｆｅ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Ｊｉａｏ，Ｊｉａｎｌｉ

６１．论文题名：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ａｓｅｄ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
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ｏｓｓ

来 源：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３７ｎ６ｐ４２７－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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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Ｚｈｏｕ，Ｊ．；Ｗｏｎｇ，Ｗ．Ｈ．；Ｎｇｏ，Ｎ．Ｑ．；Ｐｕｎ，Ｅ．Ｙ．
Ｂ．；Ｓｈｅｎ，Ｙ．Ｑ．；Ｚｈａｏ，Ｙ．Ｘ．

６２．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ｓｉｌｋｆｉｌｍｓｏｎｃｙｔ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ｏｆｒａｔｅｍｂｒｙｏｄｅｒｍａｌ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２４ｎ１
ｐ３８－４２

作　　者：Ｇｏｎｇ，ＡｉＨｕａ；Ｌｉ，Ｍ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Ｈｕａ；
Ｘｉｅ，ＹｕＦｅｎｇ；Ｍｉａｏ，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
Ｗｕ，ＷｅｉＹｕ；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ｅｎｇ

６３．论文题名：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ｒ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ｃｅｏｒａｐｏｉｎｔｆｌｕｉｄｓｏｕｒｃｅ

来 源：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ｖ３５ｎ５ｐ３７６－３９１
作　　者：Ｌｕ，ＪｉａｎＦｅｉ；Ｈａｎｙｇａ，Ａ．

６４．论文题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ｉｌｄａｍｐｉｎｇｓｈｏｃｋａｂ
ｓｏｒｂｅｒｆ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

来 源：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１０ｎ２ｐ２１６－
２２０

作　　者：Ｙａｎｇ，Ｐｉｎｇ

６５．论文题名：Ｃａ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ｕｓｅｃｈａｏｓ？
来 源：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２ｎ２ｐ１２８－１３１
作　　者：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ｒｏｎｇ；Ｙａｎｇ，Ｌｉ

６６．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ｋｌｙｄａｍｐｅｄｆｏｒｃｅＫｄＶ
ｅｑ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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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源：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１ｎ３ｐ４２－４５

作　　者：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Ｇｕｏ，Ｎａｉｌｏｎｇ

６７．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ＺｒＯ＜ｓｕｂ＞３＜／ｓｕｂ＞ｄｏｐｉｎｇｏｎ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Ｂａ，Ｓｒ）ＴｉＯ＜ｓｕｂ＞３＜／ｓｕｂ＞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来 源：ＫｕｅｉＳｕａｎＪｅｎＨｓｕｅｈＰ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
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３３ｎ３ｐ４０２－４０６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ｙｏｕ；Ｌｉ，Ｊｕｎ；Ｇａｏ，Ｃｈｕｎｈｕａ；Ｃｈｅｎ，
Ｚｈｉｇａｎｇ

６８．论文题名：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ｓｏｆ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ｌ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
ｍＫｄＶＫ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来 源：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ｖ２６ｎ４ｐ１１１１－１１１８
作　　者：Ｆａｎ，Ｘｉｎｇｈｕａ；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

６９．论文题名：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ａｎｔｏｒｌｉｋｅｓｅｔｗｉｔｈｏｖｅｒｌａｐ
来 源：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ｖ２６ｎ２ｐ２９５－３０１
作　　者：Ｄａｉ，Ｍｅｉ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

７０．论文题名：Ｅｘａｃｔ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Ｃａｎｔｏｒ
ｓｅｔｓ

来 源：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ｖ２６ｎ２ｐ３１３－３２３
作　　者：Ｄａｉ，Ｍｅｉ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

７１．论文题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ａｌｌｏｙｗｅｌ
ｄｅｄｊｏｉｎｔｕｐ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ｎｓｉｔｕ
ｔｅｎｓｉｏｎ

来 源：Ｈａｎｊｉｅ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ｌｄｉｎ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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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ｖ２６ｎ４ｐ６０－６４
作　　者：Ｌｕｏ，ＸｉｎＭｉｎ；Ｃｈｅｎ，ＫａｎｇＭｉｎ；Ｌｕｏ，Ｇａｎｇ；Ｆａｎ，

ＹｉｎＨｅ

７２．论文题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ａｓｔ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
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来 源：ＨｓｉＡｎＣｈｉａｏＴｕｎｇＴａＨｓｕｅ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３９ｎ４ｐ３６８－３７２

作　　者：Ｚｈｏｕ，Ｙｕａｎ；Ｌｉ，Ｇｕ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ｏ；
Ｈｏｕ，Ｙｉｂｉｎ

７３．论文题名：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ＯＰＣＭ
ｓｅｎｓ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ＦＥＭ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ｖ１７ｎ３ｐ
３９９－４０２

作　　者：Ｓｈｅｎ，Ｙｉ；Ｌｕｏ，Ｙｉｎｇ；Ｚｈｕ，ＪｉａｎＧｕｏ

７４．论文题名：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ｈａｒｄｅｎｅｄｚｏｎ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ａｓｅｒｑｕｅｎｃｈ

来 源：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１ｎ５ｐ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４

作　　者：Ｙｅ，Ｙｕｎｘｉａ；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Ｌｉ，Ｊｉｎ

７５．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ａｒａｄｉａｌ
ｆｌｏｗＭＯＣＶＤｒｅ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ｎ
ｌｅｔｓ

本 源：ＰａｎＴａｏＴｉＨｓｕｅｈＰ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
ｄｕｃｔｏｒｓｖ２６ｎ５ｐ９７７－９８３

作　　者：Ｚｕｏ，Ｒ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ｎｇ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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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论文题名：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来 源：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４１ｎ５ｐ１３７－１４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ｂｉｎｇ；Ｚｈｏｕ，Ｋｏｎｇｋａｎｇ；

Ｌｉｕ，Ｆｅｉ

７７．论文题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
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来 源：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ｖ２５ｎ４ｐ４７９
－４８４

作　　者：Ｙａｏ，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Ｈｅ，Ａｎｚｈｉ；Ｗｕ，Ｙ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Ｌｅ，
Ｊｉａｌｉｎｇ

７８．论文题名：Ｔｏｒｑｕｅａｎｄｌｏａ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ｇｅａｒｔｒａｉｎｓ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１７ｎＳＵＰＰＬ．ｐ３８－４０

作　　者：Ｙａｎｇ，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ｍｉｎｇ

７９．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ｎ
Ｌｅｉｐｎｉｋｓｙｓｔｅｍ

来 源：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ｖ２７ｎ１ｐ３１－３８
作　　者：Ｗａｎｇ，Ｘｕｅｄｉ；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

８０．论文题名：Ｓｈａｐ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４０ｎ９－１０ｐ２７３７－

２７３９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Ｌｉｕ，Ｑ．Ｈ．

８１．论文题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Ｄ．Ｉ．ｄｉｅｓ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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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ｄｗｉｔｈＬＰＧ
来 源：Ｎｅｉｒａｎｊｉ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ｎ

ｇ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２６ｎ３ｐ８２－８４
作　　者：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ｕ，ＳｈｅｎｇＪｉ

８２．论文题铭：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ｌｙ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ＪＫ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ｍ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来 源：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ｖ３６ｎ３ｐ１９６－２０８
作　　者：Ｈａｎｙｇａ，Ａ．；Ｌｕ，ＪｉａｎＦｅｉ

８３．论文题名：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ｎ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ｎｏｔｃｈ

来 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ｖ１３３ｎ３ｐＬ２５－
Ｌ３０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

８４．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ｇｒｉｎｄ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ＡＩＳＩ１０４５
ｓｔｅｅｌ

来 源：ＣａｉｌｉａｏＫｅｘｕｅｙｕＧｏｎｇｙ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ｖ１３ｎ３ｐ３２６－３２８＋３３３

作　　者：Ｌｉｕ，Ｊｕ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Ｇｕｉ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Ｋａｎｇ
Ｍｉｎ；Ｊｉａ，ＺｈｉＨｏｎｇ

８５．论文题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１８ｎ２ｐ２３７－２４０

作　　者：Ｚｈｕ，Ｈｕａｎｇｑ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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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ｉｒａｎｄａｉｒＰＭｆｌｏｗｉｎｗａｌｌ
ｆｌｏｗｄｉｅｓｅｌ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ｆｉｌｔｅｒｓ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１８ｎ２ｐ１８３－１８６

作　　者：Ｚｈａｏ，Ｂｉｎｊｕａｎ；Ｙｕａｎ，Ｓｈｏｕｑｉ；Ｋａｔｏ，Ｓｅｉｚｏ；Ｎｉｓｈ
ｉｍｕｒａ，Ａｋｉｒａ

８７．论文题名：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２ｎ７
ｐ１００６－１０１０

作　　者：Ｚｈｕ，ＸｉａｎｇＱｕｎ；Ｚｈｏｕ，Ｍｉｎｇ；Ｄａｉ，ＱｉＸｕｎ；Ｃａｉ，
Ｌａｎ；Ｄｉｎｇ，Ｈｕａ；Ｙｕａｎ，Ｒｕｎ

８８．论文题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
ｌｅｓｓ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ｔｙｐ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ｓ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Ｄｉａｎｊｉ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２５ｎ
１４ｐ１２０－１２４

作　　者：Ｚｈｕ，ＨｕａｎｇＱｉｕ；Ｚｈａｉ，ＨａｉＬｏｎｇ

８９．论文题名：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ｂｕｒ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ｔａｌｃｕｔｔｉｎｇ

来 源：Ｙｉ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ｃｈｕｙｕ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Ｋｅ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１３ｎ２ｐ１８０－
１８４

作　　者：Ｚｈｕ，Ｙｕｎ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Ｇｕｉ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Ｆａｎ，
Ｓｈｕｔｉａｎ

·７７４·科 技 产 业



９０．论文题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来 源：Ｎ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Ｇｏｎｇ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２９ｎ３ｐ３１２
－３１５

作　　者：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Ｇｕｏ；Ｄａｉ，Ｌｅ
Ｙｕｎ

９１．论文题名：Ｎｅｗ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ｂ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ｏｌ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
ｃｈｉｐ／ｇｌａｓｓｒｉｎｇ

来 源：ＺｈｅｎｋｏｎｇＫｅｘｕｅｙｕＪｉｓｈｕＸｕｅｂ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ａｃｕ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２５ｎ３ｐ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１

作　　者：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Ｐｉｎｇ

９２．论文题名：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ｌｉｎｅａｒａｒｒａｙｂ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ａｒｒａ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来 源：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ｖ５３
ｎ７ｐ２２２６－２２３０

作　　者：Ｔｉａｎ，ＹｕＢｏ；Ｑｉａｎ，Ｊｉａｎ

９３．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ｆｏｒｂｉｏｇａｓ
ｄｉｅｓｅｌｄｕａｌｆｕｅｌｅｎｇｉｎｅ

来 源：Ｎｅｉｒａｎｊｉ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ＳＩ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
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ｖ２３ｎ４
ｐ３４８－３５１

作　　者：Ｌｕｏ，ＦｕＱ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ｕ；Ｔ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ｕ，
ＱｉａｏＭｉｎｇ

·８７４·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９４．论文题名：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ｒｇ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ｒｉｌｌｓｔｒｉｎｇｓ

来 源：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ｖ２６ｎ７ｐ９２１－９２８

作　　者：Ｔａｎ，ＭｅｉＬ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ｎＷｅｉ

９５．论文题名：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ＩＩ．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

来 源：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ＡｃｔａＡｃｕｓｔｉｃａｖ３０ｎ３ｐ２４２－
２４８

作　　者：Ｊｉａｎｇ，Ｚｈｅ

９６．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ｍ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ｂｙ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ｎ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来 源：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ＡｃｔａＡｃｕｓｔｉｃａｖ３０ｎ３ｐ２０１－
２０６

作　　者：Ｘｕ，Ｂａｉｑ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ｉ，Ｘｉａｏｗｕ；Ｇｕａｎ，
Ｊｉａｎｆｅｉ；Ｌｕ，Ｊｉａｎ

９７．论文题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Ｆｒｅｄｈｏｌ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来 源：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ｖ１７８ｎ１－２ｐ４１－５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Ｌｉｎ，Ｘ．Ｙ．；Ｗａｎｇ，Ｚ．Ｘ．

９８．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ｅｒｆｉｂｒｅｓｂｙ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来 源：ＷｕｊｉＣａｉｌｉａｏＸｕｅｂ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
２０ｎ４ｐ８２１－８２６

·９７４·科 技 产 业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Ｍａｏ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Ｔａｏ
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Ｘｉｎ

９９．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ｌａｙｅｒｅｄｔｅｔｒａｔｉｔａｎａｔｅｐｏｗｄ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ＴｉＯ＜ｓｕｂ＞２＜／ｓｕｂ＞ａｓｒｅａｃｔａｎｔ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４０ｎ１４ｐ３７６５－３７６９
作　　者：Ｙａｎｇ，Ｊｕａｎ

１００．论文题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ｎｎａｎ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ｏｆ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ｍｓ

来 源：Ｗｅａｒｖ２６０ｎ１－２ｐ２０５－２０８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Ｃｈｅｎ，Ｊ．；Ｙａｎｇ，Ｊ．Ｃ．

１０１．论文题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ｏ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ｍｏｎｏｌａｙｅｒｓ

来 源：Ｗｅａｒｖ２６０ｎ１－２ｐ２０９－２１４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Ｗｏｎｇ，Ｐ．Ｌ．；Ｙａｎｇ，Ｊ．Ｃ．

１０２．论文题名：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ＧｅＳｂ＜ｓｕｂ＞２
＜／ｓｕｂ＞Ｔｅ＜ｓｕｂ＞４＜／ｓｕｂ＞ｆｉｌｍｉｎ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来 源：Ｗｅａｒｖ２６０ｎ１－２ｐ２２３－２２６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Ｎ．；Ｆａｎ，Ｚ．；Ｚｈｕ，Ｓ．Ｘ．；Ｙａｎｇ，Ｊ．Ｃ．

１０３．论文题名：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３８ｎ９
ｐ１４２９－１４３６

作　　者：Ｑｉ，Ｗ．Ｈ．；Ｗａｎｇ，Ｍ．Ｐ．；Ｚｈｏｕ，Ｍ．；Ｈｕ，Ｗ．Ｙ．

·０８４·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１０４．论文题名：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ｏ
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来 源：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３４ｎ６ｐ３６９－３７９
作　　者：Ｐ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ＤｅＴａｏ；Ｙａｎｇ，ＷｅｎＭｉｎｇ；

Ｘｕｅ，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ｕｎ

１０５．论文题名：Ａｎｏｖｅｌ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ｌｅｖｒｏｔａｒｙＬＶＡＤｗｉｔｈ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来 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２９
ｎ５ｐ２３５－２３７

作　　者：Ｑｉａｎ，Ｋ．Ｘ．；Ｙｕａｎ，Ｈ．Ｙ．；Ｚｅｎｇ，Ｐ．；Ｒｕ，Ｗ．Ｍ．

１０６．论文题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ｇａｕｇｅｃｈｉｐ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ＩＭＯＸ

来 源：ＰａｎＴａｏＴｉＨｓｕｅｈＰ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
ｄｕｃｔｏｒｓｖ２６ｎ８ｐ１５９５－１５９８

作　　者：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Ｂｉｎ

１０７．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ＲＣ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ｎｅｄｂｙＣＦＲＰ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８４－８８

作　　者：Ｌｉｕ，ＲｏｎｇＧｕｉ；Ｚｈｕ，Ｈｏ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ＹｉＤｕｏ

１０８．论文题名：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ｎａｎｏ
ＮｉＯ／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来 源：ＧｏｎｇｎｅｎｇＣａｉｌｉ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

·１８４·科 技 产 业



３６ｎ９ｐ１４５９－１４６３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Ｍａｏ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ａｎ

Ｘｉｎ；Ｓｈｅｎ，ＹｕＪｕｎ

１０９．论文题名：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ＢＳＡｏｎｔｏ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来 源：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２３ｎ３ｐ２５９－

２６３
作　　者：Ｈｕ，Ｊｉｅ；Ｌｉ，Ｓｏｎｇｊｕｎ；Ｌｉｕ，Ｂａｉｌｉｎｇ

１１０．论文题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ｕｐｏｎｌｉｇｈ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ｃｅｌｌ’ｓ
ｂｏｄｙａｎｄ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ｔ’ｓ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ｉｒ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２ｎ
９ｐ１３００－１３０４

作　　者：Ｗａｎｇ，ＹａＷｅｉ；Ｃａｉ，Ｌａｎ；Ｗｕ，ＤａＪｉａｎ

１１１．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ｆｇｒａｉｎ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１－４

作　　者：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ｎＺｈｉ；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Ｌｕ，
Ｌｉｎ；Ｌｉｎ，ＨｅｎｇＳｈａｎ

１１２．论文题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ａｓｉｍｉｒｆｏｒｃｅｉｎｓｏｍｅ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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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Ｚｈｕ，ＧｕｏＨｕａ；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
Ｆａｎ，Ｚｈｅｎ

１１３．论文题名：Ｓｉｚ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ｅｌ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ｎｏｓｏｌｉｄｓ
来 源：ＰｈｙｓｉｃａＢ：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Ｍａｔｔｅｒｖ３６８ｎ１－４ｐ４６－

５０
作　　者：Ｑｉ，Ｗ．Ｈ．

１１４．论文题名：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ｐａｉｒｉｎｆｕｌｌｙｃｏｍ
ｐｌｉａｎ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ｉｃｒｏｒｏｂｏｔｕ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ｍｅｔｈｏｄ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１２－１５

作　　者：Ｙａｎｇ，ＱｉＺｈｉ；Ｙｉｎ，ＸｉａｏＱｉｎ；Ｍａ，ＬｕＺｈｏｎｇ；
Ｄｕ，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ｏ

１１５．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１６－１９

作　　者：Ｇａｏ，ＣｈｕａｎＹｕ；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ＸｉｕＪｕａｎ；Ｘｕ，
ＱｉＳｈｅｎｇ

１１６．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ｓｕｂ＞２＜／ｓｕｂ＞Ｏ＜ｓｕｂ＞３
＜／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ｃｏ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ｇａｍｍａ；ＦｅＮｉ

来 源：ＫｕｅｉＳｕａｎＪｅｎＨｓｕｅｈＰ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３３ｎ９ｐ１１６３－１１６８

作　　者：Ｊｉｎｇ，Ｍａｏｘ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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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论文题名：Ｏｎｗｅａｋ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ｅｎｓｏｒｕｓｉｎｇＭｎＺｎＦｅＯｂａｓｅｄ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ｔｏｒｏｉｄａｌｃｏｒｅ

来 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ｖ１８ｎ３ｐ
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８

作　　者：Ｂａｏ，ＢｉｎｇＨａｏ；Ｚｈａｏ，Ｚｈａｎ

１１８．论文题名：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ｄｊｏｉ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ｓｏｕｎｄｒａｄｉ
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ＶＤ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ａ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来 源：ＺｈｅｎｄｏｎｇｙｕＣｈｏｎｇｊ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ｖ２４ｎ４ｐ５９－６１

作　　者：Ｗｕ，Ｊｉｎｗｕ；Ｊｉａｎｇ，Ｚｈｅ

１１９．论文题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ｆ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ｉ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２８－３１

作　　者：Ｌｉ，Ｑｉａｎｇ；Ｈｅ，Ｒｅｎ；Ｓｈａｎｇ，ＧａｏＧａｏ

１２０．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ＷＯ＜ｓｕｂ＞
３＜／ｓｕｂ＞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５７－６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ｕ，Ｊｉｎｇ

１２１．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ｉｌｍ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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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６２－６６

作　　者：Ｚｈａｏ，ＹｕＴａｏ；Ｈｅ，ＷｅｉＦｅｎｇ；Ｌｉ，ＳｕＭｉｎ；Ｌｉ，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１２２．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ｅｃｈｓｉｇｎａｌ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７２－７５

作　　者：Ｚｈ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ｏ；Ｃａｏ，Ｐｅｎｇ

１２３．论文题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ｃｔｉｖｅ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ｅｒ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７６－７９

作　　者：Ｚｈａｏ，Ｑｉａｎ；Ｌｉ，Ｃｈｕｎ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Ｊｉｎｇ

１２４．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ｉＯ＜ｓｕｂ＞２＜／ｓｕｂ＞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ｄｅｇｒａ
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ｎ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１ｐ８０－８３

作　　者：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Ｇａｎ，ＸｉｎＸｉｎ；Ｘｕ，Ｊｉｎ；Ｓｈｅｎ，ＹｉＪｕｎ

１２５．论文题名：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ｓｕｂ＞ｘ＜／ｓｕｂ＞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ｄｉｅｓｅ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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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ｎｅ
来 源：Ｎｅｉｒａｎｊｉ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２６ｎ５ｐ４６－４８
作　　者：Ｔ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ｕｏ，ＦｕＱｉａｎｇ；Ｈｕ，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

１２６．论文题名：Ａｆｕｚｚ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Ｇ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ｅｍ
ｂｌｙｅｒｒ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来 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２６ｎ９－１０ｐ１１１５－１１２０

作　　者：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Ｄｉｎ；Ｊｉ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ｇ

１２７．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ｙｉｎｇｈａｍｍｅｒ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３６９－３７１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Ｇｅ，Ｔａｏ；Ｌｕ，ＪｉｎＺｈｏｎｇ

１２８．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ＧｅＳｂ＜ｓｕｂ＞２＜／ｓｕｂ＞Ｔｅ
＜ｓｕｂ＞４＜／ｓｕｂ＞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ｆｉｌｍ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３７２－３７５

作　　者：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Ｘｉｅ，ＧｕｏＸｉｎ；Ｆａｎ，Ｚｈｅｎ；Ｆｕ，
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Ｇｅ，ＳｈｉＲｏｎｇ

１２９．论文题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Ｂ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ｏ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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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３９３－３９６

作　　者：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ｎ

１３０．论文题名：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ｐｒａｙａｎｄ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ｅｓｅｌｅｎｇｉｎ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３９７－４００

作　　者：Ｈｅ，ＺｈｉＸｉａ；Ｌｉ，ＤｅＴａｏ；Ｙｕａｎ，ＷｅｎＨｕａ；Ｈｕ，
ＬｉｎＦｅｎｇ；Ｐ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１３１．论文题名：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ａｕｔｏｃａｒｔｉｒｅｎｕｍｂｅｒ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０１－４０４

作　　者：Ｓｕｎ，Ｊｕｎ；Ｌｉ，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Ｘｕ，
Ｂｏ；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ｇ

１３２．论文题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ｌ＜ｓｕｂ＞２＜／ｓｕｂ＞Ｏ＜ｓｕｂ＞３
＜／ｓｕｂ＞＋Ａｌ＜ｓｕｂ＞３＜／ｓｕｂ＞Ｚｒ＋ＺｒＢ＜ｓｕｂ＞２
＜／ｓｕｂ＞）＜ｓｕｂ＞ｐ＜／ｓｕｂ＞／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ｕｐｕｎｄ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ｒｒｉｎｇ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２５－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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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Ｄａｉ，ＱｉＸｕｎ；Ｌｉ，ＧｕｉＲｏｎｇ；Ｚｈａｏ，ＹｕＴａｏ；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ｕ，ＹａｎＳｈａｎ

１３３．论文题名：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ｅｄｓｐａｃｉｎｇｂｙ
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３７６－３７９

作　　者：Ｚｈａｏ，Ｊｕｎ；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Ｃｈｕｎ；Ｘｕ，
Ｊｉｎｇ

１３４．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ｏＮｉｃｏａｔｅｄＡｌ＜ｓｕｂ＞２＜／ｓｕｂ＞
Ｏ＜ｓｕｂ＞３＜／ｓｕｂ＞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ｏｗｄｅｒ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２９－４３２

作　　者：Ｃｈｅｎ，Ｃａ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Ａｎ
Ｄｏｎｇ；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Ｂｉｎｇ

１３５．论文题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ｔｒｅ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３３－４３６

作　　者：Ｊｕ，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ｅｉ

１３６．论文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ａｔ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
ｍｏｄｅｌ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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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４４－４４７

作　　者：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Ｂｉａｏ

１３７．论文题名：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ＤＡ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４８－４５２

作　　者：Ｌｉｕ，ＧｕｏＨａｉ；Ｌｉ，ＫａｎｇＪｉ

１３８．论文题名：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ｂｒａｎｃｈ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ａｎｔｉｐｌ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５３－４５６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ｉＺｈｏｕ；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Ｗａｎｇ，Ｆｅｉ

１３９．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ｂｅｎ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ｅｌｅｎｃａｓ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ｂｅａｍ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５ｐ４５７－４６０

作　　者：Ｈｕ，Ｊｉ；Ｓｈｉ，ＱｉＹｉｎ；Ｌｉ，ＡｉＱｕｎ

１４０．论文题名：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ｌａ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来 源：ＩＳＩ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４５ｎ９ｐ１２９１－１２９６
作　　者：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Ｇｕｉｒｏｎｇ；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Ｙｕｔａｏ；Ｄａｉ，Ｑｉｘｕｎ；Ｗ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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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论文题名：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Ｒａ
ｄｉｘ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９８－１０１

作　　者：Ｍａ，ＨａｉＬｅ；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Ｌｉｕ，ＷｅｉＭｉｎ

１４２．论文题名：Ｓｔｒａ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０６－１０９

作　　者：Ｌｕｏ，ＫａｉＹｕ；Ｌｉ，ＢｏＱｕａｎ；Ｓｕｎ，Ｊｉｅ；Ｐａｎ，Ｈａｉ
Ｂｉｎ

１４３．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ｒｑｕｅｏｎ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ｂｕｃｋｌｉｎｇｏｆ３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ｈｉｎｒｏｄ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来 源：Ｙｉ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ｃｈｕｙｕ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Ｋｅ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１３ｎ３ｐ２３２－
２３７

作　　者：Ｔａｎ，Ｍｅｉｌ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ｎｗｅｉ

１４４．论文题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ｏｆｅｄｄｙ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ｔａｒｄｅｒｉｎ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１７－１２０

作　　者：Ｈｅ，Ｒｅｎ；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Ｙｅ；Ｙｉ，ＦｅｎｇＹ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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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论文题名：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ｒｏｍｖｅｈｉ
ｃｌｅｄｉｅｓ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ｕｓ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ａａｎｄＤＰＦ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２１－１２４

作　　者：Ｃａｉ，ＹｉＸｉ；Ｗｕ，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Ｚｈａｏ，ＷｅｉＤｏｎｇ；Ｆｕ，
ＪｕａｎＪｕａｎ；Ｚｈｕ，ＭｉｎｇＪｉａｎ

１４６．论文题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ＮｉａｎｄＦｅＮｉｃｏａｔｅｄＡｌ＜ｓｕｂ＞２
＜／ｓｕｂ＞Ｏ＜ｓｕｂ＞３＜／ｓｕｂ＞ｃｏｒｅｓｈｅｌｌｍｉｃｒｏ
ｓｐｈｅｒｅｓｂｙ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来 源：Ｐｏｗ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１６０ｎ３ｐ２２９－２３３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ＭａｏＸｉａｎｇ；Ｌｉ，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Ｌｉ，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１４７．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ｅｉｇｈｉｎｍｏ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ｎｇｌｅ
ｃｈｉ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２５－１２８

作　　者：Ｓｕ，ＱｉｎｇＺｕ；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Ｇｅｎ；Ｓｈａｎ，ＣｈｕｎＸｉａｎ；
Ｔａｎｇ，Ｐｉｎｇ

１４８．论文题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ｂｅａｒ
ｉｎｇｓｉｎｐｕｍｐｓｆｏｒｍｅｌｔｅｄｓａｌｔ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４９－１５２

作　　者：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ｕａｎ； Ｇａｏ， Ｂｏ； Ｊｉａ， ＷｅｉＤ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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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Ｌｉｎ；Ｗｕ，ＮａＸｉｎ

１４９．论文题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ｗａｇｅａｎｄ
ｓｌｕｒｒｙｖｏｒｔｅｘｐｕｍｐ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５３－１５７

作　　者：Ｓｈａ，Ｙｉ；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ｕａｎ；Ｋａｎｇ，Ｃａｎ；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１５０．论文题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ＲｏｂｏＣｕｐ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５８－１６１

作　　者：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Ｙ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Ｗａｎｇ，Ｊｕｎ

１５１．论文题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ｃｖａ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ｅｄｒａｉｌ
ｗａｙ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７０－１７３

作　　者：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ＷｅｉＬｉｎｇ；Ｑｉ，Ｆｅｎｇ；Ｚｈｕ，Ｙｉ
Ｈｕａ

１５２．论文题名：ＥＥ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ｌｅｅｐ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２ｐ１７４－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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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Ｌｉｕ，Ｈｕｉ；Ｈｅ，Ｗｅｉ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１５３．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ｎｅｒｆｌｏｗｏｆ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ｗｉｔｈ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ｖａｎ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ｐｕｍｐ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１９３－１９７

作　　者：Ｈｅ，ＹｏｕＳｈｉ；Ｙｕａｎ，ＳｈｏｕＱｉ；Ｇｕｏ，ＸｉａｏＭｅｉ；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

１５４．论文题名：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ｅａｋｌｙｃｏｕｐｌ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１９８－２０２

作　　者：Ｍａ，Ｌｕ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ＺｏｎｇＨｅ；Ｙａｎｇ，ＱｉＺｈｉ；
Ｙｉｎ，ＸｉａｏＱｉｎ；Ｈａｎ，ＹａＬｉ；Ｓｈｅｎ，ＨｕｉＰｉｎｇ

１５５．论文题名：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ａｔｅｎｔｓｏｉｌｏｆｕｐｃｕｔｒｏｔａ
ｒ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０３－２０５

作　　者：Ｌｉ，ＢｏＱｕａｎ；Ｃｈｅｎ，ＣｕｉＹ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ＪｕｎＱｉｕ

１５６．论文题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ｂｉｏｇａｓｄｉｅｓｅｌｄｕａｌ
ｆｕｅｌｅｎｇｉｎ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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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０９－２１２

作　　者：Ｌｕｏ，ＦｕＱ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ｕ；Ｔ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ｕ，
Ｑｉａｏ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ｏｎｇ

１５７．论文题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１３－２１６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Ｚｕ；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ｏＨｕａ；Ｗｕ，Ｐｅｎｇ

１５８．论文题名：Ｇｌａｓｓｖ８２ｎ９ｐ１８－１９
来　　源：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ｕｒｎａｃｅｓｍｅｌｔｉｎｇｂｏｒｏｓｉｌｉ

ｃａｔｅｇｌａｓｓ
作　　者：Ｃｈｅｎ，ＪｉｎＦａｎｇ；Ｘｕｅ，ＭｉｎｇＪｕｎ

１５９．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ａｎ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ＧｅＳ
ｂＴｅ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ｗｉｔｈ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ｃ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ＬＦＭ）

来 源：Ｍｏｃ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ｖ２５ｎ５ｐ４２１－４２５
作　　者：Ｘｉｅ，ＧｕｏＸｉｎ；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Ｆａｎ，Ｚｈｅｎ；Ｆｕ，

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Ｚｈｕ，ＳｈｏｕＸｉｎｇ

１６０．论文题名：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ｗｉｔｈ
ＶＧＴ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ｅｎｇｉｎ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１７－２２１

作　　者：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ＢａｏＬｕ；Ｘｕ，Ｌｉｎｇ；Ｙａｎｇ，Ｄｉ
ａｎ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ｎ；Ｓｕ，ＪｉａＺ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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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论文题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２２－２２６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ＤｉｎｇＹｏｕ；Ｊｉ，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６２．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ｆｏｌｉａ
ｔ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４８－２５２

作　　者：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Ｙａｎｇ，Ｊｕａｎ；Ｑｉｕ，
Ｔａｏ

１６３．论文题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ｗｅｌｄ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ＧＭＡＷ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５３－２５６

作　　者：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Ｙｕ，ＷｅｎＸｉａ；Ｌｉ，ＣａｉＨｕｉ；
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Ｎｏｎｇ

１６４．论文题名：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ｏｆｈｉｇｈ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ｓ
ｉｎｌｅａｄｂａｔｈａｎｄＣＭＣ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ｃｏｏｌ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来 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ｖ２４ｎ１－４ｐ１４２－１５４

作　　者：Ｌｕｏ，Ｘｉｎｍｉｎ；Ｌｉ，Ｆ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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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论文题名：Ｄｉｒｅｃｔ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ＳＶＭ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５７－２６０

作　　者：Ｌｉｕ，ＸｉａｎＸ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ＤａｎＤａｎ；Ｔａｎｇ，Ｘｕａｎ
Ｌｉｎ；Ｓｕｎ，ＹｕＫｕｎ

１６６．论文题名：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ｕｚｚｙ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ａ
ｃｌａｓ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６１－２６５

作　　者：Ｎｉａｎ，ＹｉＢｅｉ；Ｇａｏ，ＧｕｏＱｉｎ

１６７．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ｅｕｔｒ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ｔｈｒｅｅｗｉ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６６－２６９

作　　者：Ｌｉａｏ，ＺｈｉＬｉｎｇ；Ｌｉｕ，ＧｕｏＨａｉ；Ｘｕｅ，ＷｅｎＰｉｎｇ

１６８．论文题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Ｃ＜ｓｕｂ＞２
＜／ｓｕｂ＞Ｈ＜ｓｕｂ＞５＜／ｓｕｂ＞Ｏ）＜ｓｕｂ＞２＜／ｓｕｂ＞
ＰＳ＜ｓｕｂ＞２＜／ｓｕｂ＞ ＜ｓｕｂ＞２＜／ｓｕｂ＞（Ｃ＜ｓｕｂ＞
１２＜／ｓｕｂ＞Ｈ＜ｓｕｂ＞８＜／ｓｕｂ＞Ｎ＜ｓｕｂ＞２＜／ｓｕｂ＞）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３ｐ２７４－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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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Ｌｉ，ＭｉｎＺｈｉ；Ｈｅ，ＭｉｎＱｉａｎｇ；Ｚｈｕ，ＤｕｏＬｉｎ；Ｙｕ，
ＹｕｎＰｅｎｇ

１６９．论文题名：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ｐｐｌｅ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ｎｅｔａｎａｌｙｔ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２７７－２８０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ｅＷｅｎ；Ｌｉｕ，ＭｕＨｕａ

１７０．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ｕｎｉｔ
ｏｆｒａｐｅｃｏｍｂｉｎ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２８１－２８４

作　　者：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ｎＺｈｉ；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
Ｄｅｎｇ，ＬｉｎｇＬｉ

１７１．论文题名：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ｏｗｉｎｇｒｏｂｏｔ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２８５－２８８

作　　者：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Ｎｉｎｇ；
Ｃｕｉ，Ｊｕｎ

１７２．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ｎｃｏｍ
ｐｌｅｘ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ｔｈｓ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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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２６ｎ４ｐ２８９－２９３
作　　者：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Ｗｅｉ；Ｇａｏ，

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Ｆａｎｇ

１７３．论文题名：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ｌｕｔｃｈ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３０３－３０７

作　　者：Ｈｅ，Ｒｅｎ；Ｘｕ，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Ｍｉａｏ，ＬｉＤｏｎｇ；Ｌｉ，
Ｑｉａｎｇ

１７４．论文题名：Ｃｒａｓ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ａｒｂｕｍｐｅｒ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３０８－３１１

作　　者：Ｇｅ，ＲｕＨａｉ；Ｗａｎｇ，ＱｕｎＳｈａｎ

１７５．论文题名：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ｓｏｉｌｉｎＭｏｕｎｔＢｅｉｇｕｗｅｔｌａｎｄ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３４０－３４４

作　　者：Ｗｕ，ＹａｎＹｏｕ；Ｈａｏ，Ｊｉ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
Ｗｕ，ＣｈｕｎＤｕ

１７６．论文题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ＺｒＷ＜ｓｕｂ＞２＜／ｓｕｂ＞Ｏ＜ｓｕｂ＞８＜／ｓｕｂ＞ｐｏｗ
ｄ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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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３５０－３５３

作　　者：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Ｎｏｎｇ；Ｓｕｎ，ＸｉｕＪｕａｎ；Ｙａｎｇ，Ｊｕａｎ；
Ｘｕ，ＧｕｉＦａｎｇ

１７７．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ＣｏＺｎｆｅｒｒｉｔｅＳｉＯ＜ｓｕｂ＞２＜／ｓｕｂ＞
ｔａｒｇｅｔ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３５４－３５６

作　　者：Ｚｈａｏ，ＹｕＴａｏ；Ｘｕ，ＸｉａｏＹｕ；Ｄａｉ，ＱｉＸｕｎ；Ｆｕ，
ＭｉｎｇＸｉ；Ｌｉ，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１７８．论文题名：Ｌｉｑｕｉｄｐｈａｓｅ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ｂｏｒｏｎｎｉｔｒｉｄｅ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３５７－３６０

作　　者：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Ｂ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Ｚｈｕ，
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

１７９．论文题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２５ｍｍ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
ｖｏｐｕｍｐ

来 源：Ｊ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２６ｎ４ｐ３６１－３６３

作　　者：Ｑｉａｎ，ＫｕｎＸｉ；Ｚｅｎｇ，Ｐｅｉ；Ｒｕ，ＷｅｉＭｉｎ；Ｙｕａｎ，
Ｈａｉ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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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论文题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ｉ（ＯＨ）
＜ｓｕｂ＞２＜／ｓｕｂ＞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来 源：ＧｏｎｇｎｅｎｇＣａｉｌｉ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
３６ｎ１０ｐ１６２９－１６３３

作　　者：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Ｐｅｎｇ，ＭｅｉＸｕｎ；Ｊｉｎｇ，Ｍａｏ
Ｘｉ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Ｈｕｉ

１８１．论文题名：Ｏｂｌｉｑｕｅａｎｇｌｅ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２ｎ
１０ｐ１４３７－１４４０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ａｎ
Ｚ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Ａｉ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ｅｎｇ；Ｇｅ，
Ｔａｏ；Ｒｅｎ，ＸｕＤｏｎｇ

１８２．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４０Ｃｒｓｔｅｅ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２ｎ
１０ｐ１４４５－１４４８

作　　者：Ｈｕａ，ＹｉｎＱｕｎ；Ｃｈｅｎ，ＲｕｉＦａ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Ｙｉｎ，ＪｕｎＬｉｎ

１８３．论文题名：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ａｗｉｒｅｇａｕｚｅｆｌｕｉｄｄａｍｐｉｎｇｓｈｏｃｋ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来 源：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ｖ２０ｎ３
ｐ７４５－７５６

作　　者：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Ｔａｎ；Ｊｉａｎｍｉｎ，Ｙａｎｇ；Ｎｉｎ，Ｓｕｎ

１８４．论文题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ｆｅｍ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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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ｖ３２ｎ
１０ｐ１３４２－１３４６

作　　者：Ｚｈｏｕ，Ｍｉｎｇ；Ｌｉｕ，ＬｉＰｅｎｇ；Ｄａｉ，ＱｉＸｕｎ；Ｐａｎ，
ＣｈｕａｎＰｅｎｇ

１８５．论文题名：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３Ａ２１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ｓｈｅｅｔｂｙｌａｓｅｒ
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来 源：Ｎａｎｊｉ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Ｈａｎｇｔｉａｎ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ｖ３７ｎＳＵＰＰＬ．ｐ１６－２０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ｏｎｇ；Ｚｕｏ，Ｄｕｎ
Ｗｅｎ；Ｆｅｎｇ，ＡｉＸｉｎ；Ｋｏｎｇ，ＤｅＪｕ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
Ｚｈｏｎｇ；Ｇｅ，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ｅｎｇ；Ｒｅｎ，ＸｕＤｏｎｇ

１８６．论文题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ｅｔ
ｍｅｔａｌ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

来 源：Ｎａｎｊｉ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Ｈａｎｇｔｉａｎ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ｖ３７ｎＳＵＰＰＬ．ｐ４０－４３

作　　者：Ｙａｎｇ，Ｃｈａｏ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ａｎ
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ＤｅＪｕｎ；Ｆｅｎｇ，
ＡｉＸｉｎ

１８７．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ＡＷｏｆ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ｇｅ
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来 源：Ｈａｎｊｉｅ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ｌ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ｖ２４ｎ４ｐ４７－５０

作　　者：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
Ｎｏ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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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论文题名：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ｏｄ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ｓ

来 源：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２５ｎ１ｐ８１－８４
作　　者：Ｍａｏ，Ｑｉｂｏ

１８９．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ｏｆ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ＮｉＰ
ａｌｌｏｙｗｉｔｈｎａｎｏＡｌ＜ｓｕｂ＞２＜／ｓｕｂ＞Ｏ＜ｓｕｂ＞３
＜／ｓｕｂ＞

来 源：ＣａｉｌｉａｏＲｅｃｈｕｌｉ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ｖ２５ｎ４ｐ８１－８４

作　　者：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Ｈｏｎｇ；Ｄｉｎｇ，ＨｏｎｇＹａｎ

１９０．论文题名：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ａｆｉｎｉｔｅｃｒａｃｋ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ｍａｄｅ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ｇｒａ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来 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ａｎｄＰｉｐｉｎｇ
ｖ８１ｎ１２ｐ９４１－９４７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Ｚ．

１９１．论文题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ＧＭＡ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
ＳＹＳ

来 源：ＨａｎｊｉｅＸｕｅｂａｏ／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ｌ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ｖ２５ｎ４ｐ３１－３４

作　　者：Ｌ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
Ｎｏｎｇ；Ｈｕ，ＸｉａｏＪｕｎ；Ｆｅｎｇ，ＹａＭｉｎｇ

１９２．论文题名：Ｎｅｗｐｅａｋ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ｕｌ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ｉｎｅＧｏｒｄ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来 源：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ｖ２４ｎ１ｐ３５３－３６３
作　　者：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Ｙｉｎ，Ｊｉｕ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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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被 ＩＳＴＰ收录情况

１．论文题名：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２０２４Ａｌａｌｌｏｙｂ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发表刊名：１４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Ｓ１ＡＮＤ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ＣＴ
２６－２８，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４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作　　者：Ｘｕ，ＸＪ；Ｚｈａｎｇ，Ｊ；Ｃｈｅｎ，ＫＭ；Ｗａｎｇ，ＨＹ；Ｋｉｍ，Ｓ

２．论文题名：Ｎｅｕｒ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ａｃ
ｒｙｌ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发表刊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ＬＯＧＹＪＵＮ２２－２７，２００３

会议名称：９ｔｈ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作　　者：Ｌｕ，ＲＺ；Ｃｈｅｎ，ＺＱ；Ｊｉｎ，ＦＳ；Ｃｏｌｌｉｎｓ，ＪＪ

３．论文题名：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ＴＤＡ２ｗｉｔｈ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ｉｍｅ

发表刊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ＩＭ
ＰＵＬ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ＲＩＥＳ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ＵＬ２７－２９，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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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Ｑｉａｎ，ＺＪ；Ｊｕ，ＳＧ；Ｘｉｎ，Ｙ；Ｙａｎｇ，Ｈ

４．论文题名：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ＩＤＳ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ＶＯＬＳ１－７
ＯＣＴ１０－１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作　　者：Ｃｈｅｎ，ＹＦ；Ｚｈｏｕ，ＬＹ

５．论文题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ｏｆＷＳ２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发表刊名：ＲＩＣＭ５：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ＴＳ１－５ＮＯＶ０２－０５，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作　　者：Ｌｉ，ＣＳ；Ｙａｎ，ＫＨ；Ｆａｎ，Ｚ；Ｓｈｅｎ，ＸＰ；Ｃｈｅｎ，ＫＭ；
Ｊｉａｎｇ，ＴＳ；Ｈｕａ，ＹＱ；Ｄｉｎｇ，ＪＮ；Ｙａｎｇ，ＪＣ

６．论文题名：Ｆｕｌｌ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ｙｍｂｏｌｔｉｍｉｎｇ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ＮＯＶ０１－０４，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作　　者：Ｓｏｎｇ，ＸＨ；Ｗａｎｇ，Ｇ；Ｓｏｎｇ，Ｘ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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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论文题名：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ＡＹ２６－ＪＵＮ２８，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ｉｎＤｅｓｉｇｎ

作　　者：Ｍａｏ，ＱＲ；Ｚｈａｎ，ＹＺ；Ｗａｎｇ，ＪＦ

８．论文题名：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ＶＯＬＳ１ＡＮＤ２ＭＡＹ
２４－２６，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ｉｎＤｅｓｉｇｎ

作　　者：Ｍａｏ，ＱＲ；Ｚｈａｎ，ＹＺ；Ｗａｎｇ，ＪＦ；Ｘｉｅ，ＺＦ；Ｓｏｎｇ，ＳＬ

９．论文题名：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ＵＷＢ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
ｉｎｄｏ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Ｉ
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ＷＡ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ＵＧ１８－２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Ｍｉｌｌｉｍｅ
ｔｅｒＷａ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Ｘｕ，ＨＹ；Ｚｈｕ，Ｙ；Ｗａｎｇ，Ｇ

１０．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ｄ
ｄｒｅｓｓｓｗｉｔ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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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ＰＡ ２００５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ＮＯＶ０２－０５，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ＩＳＰＡ２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ＡＥＰＰ，ＡＳＴＥＤ，
ＢＩＯＳ，ＧＣＩＣ，ＩＡＳＤ，ＭＡＳＮ，ＳＧＣＡａｎｄＷＩＳＡ

作　　者：Ｃａｉ，Ｔ；Ｊｕ，ＳＧ；Ｚｈａｏ，ＪＪ；Ｎｉｕ，ＤＪ

１１．论文题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ｒｄ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ＥＢ２７－

ＭＡＲ０１，２００３
会议名称：２０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作　　者：Ｚｈｅｎｇ，ＸＺ；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Ｒ

１２．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ＶＯＬＳ１ＡＮＤ２
ＭＡＹ２４－２６，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ｉｎＤｅｓｉｇｎ

作　　者：Ｃａｉ，Ｔ；Ｊｕ，ＳＧ；Ｓｏｎｇ，ＸＭ；Ｎｉｕ，ＤＪ

１３．论文题名：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Ｃｔｕｂｅ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ｆｒａｍ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ａｌｌｔ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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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ＣＴ１９－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作　　者：Ｓｈｉ，ＱＹ；Ｌｉ，ＡＱ；Ｌｉ，ＰＢ；Ｌｏｕ，Ｙ；Ｃｈｅｎ，Ｌ

１４．论文题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ｂａｓｅｄｄａｍａｇ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ｂｅａｍ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ＣＴ１９－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作　　者：Ｆａｎ，ＸＨ；Ｓｈｉ，ＱＹ

１５．论文题名：ＵＷＢ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ｗ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ｒｒａｙｃｏｎｆｉｇｕ
ｒａｔ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ＭＡＮ＆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ＶＯＬＳ１－７ＯＣＴ１０－
１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作　　者：Ｚｈａｏ，ＹＨ；Ｓｈａｏ，ＷＹ；Ｗａｎｇ，Ｇ

１６．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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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Ｓ，ＭＡＮ＆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ＶＯＬＳ１－７ＯＣＴ１０－
１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作　　者：Ｚｈｏｕ，ＬＹ；Ｌｉｕ，ＦＹ；Ｗｕ，Ａ

１７．论文题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ａｍａｓｓａＨｏｌ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ＣＴ２８－
２９，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７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ＺＤ；Ｂｉ，ＱＳ

１８．论文题名：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ｌｅｔｔｕｃｅ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ＶＯＬ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ＯＶ０２－０６，
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Ｗｏｒｌ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作　　者：Ｈｕ，ＹＧ；Ｌｉ，ＰＰ；Ｗａｎｇ，ＸＨ

１９．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ｙ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ｇｒｏｗｎｉｎｆｌｏａｔ
ｉｎｇｂｅｄｓ

发表刊名：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ＩＳＥＰ２９－ＯＣＴ０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Ｗａｓ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Ｊａｐａｎｈｅｌｄａｔｔｈｅ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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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作　　者：Ｗｕ，ＹＹ；Ｌｉ，ＰＰ；Ｗａｎｇ，ＢＬ；Ｌｉｕ，ＣＱ

２０．论文题名：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ａ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Ｋａｒｓ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ＶＭＡＹ０３－０５，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作　　者：Ｗｕ，ＹＹ；Ｌｉ，ＰＰ；Ｗａｎｇ，ＢＬ；Ｌｉｕ，ＣＱ；Ｌｉ，ＸＴ；
Ｚｈａｏ，ＸＺ

２１．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ｏｌｒａｋｅａｎｇｌｅｏｎｃｕｔｔｉｎｇ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Ｗａｎｇ，ＧＣ；Ｍａ，ＬＪ；Ｐｅｉ，ＨＪ

２２．论文题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ｈｙｂｒｉｄ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ｉｎ’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ＮＯ
１ＮＯＶ０２－０５，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Ｈｅ，Ｒ；Ｗａｎｇ，ＸＹ；Ｗａｎｇ，ＲＰ

２３．论文题名：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ｏｒｏｎｉｚｅｄｌａｙｅｒｏｎｔｈｅｈｏｔｄｉｐａｌｕｍｉｎｉｚｅｄ
ｓｔｅｅ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发表刊名：１４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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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ＦＯＲ 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Ｓ１ＡＮＤ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ＣＴ２６－２８，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４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作　　者：Ｌｕｏ，ＸＭ；Ｌｉ，ＤＫ；Ｗａｎｇ，Ｌ；Ｃｈｅｎ，ＫＭ

２４．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ｎｏｔｃｈ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ｃａｒｂｉｄｅ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

发表刊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Ｃ
０８－１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Ｗａｎｇ，ＧＣ；Ｐｅｉ，ＨＪ；Ｌｉ，ＱＦ；Ｚｈａｎｇ，ＣＹ

２５．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ｆ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ｉｎ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ＬＵ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ＰＲ０５－０８，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ｌｕｉｄ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ＦＰ２００５）

作　　者：Ｌｉｎｇ，ＺＹ；Ｓｕｎ，ＳＷ；Ｙａｎｇ，ＪＣ；Ｄｉｎｇ，ＪＮ；Ｆａｎ，
Ｚ；Ｌｉ，ＣＳ；Ｙａｎｇ，Ｐ

２６．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ａｎｏｉｌ
ｄａｍｐｉｎｇｓｈｏｃｋ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发表刊名：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ＪＵＬ
２０－３０，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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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作　　者：Ｙａｎｇ，Ｐ

２７．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Ｓ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Ｃｈｅｎ，Ｌ；Ｊｉａｎｇ，ＨＢ；Ｙａｎｇ，ＭＣ

２８．论文题名：Ｆａ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ｂｏ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ＶＯＬＳ１－７
ＯＣＴ１０－１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作　　者：Ｙｅ，ＪＦ；Ｚｈａｎ，ＹＺ；Ｓｏｎｇ，ＳＬ

２９．论文题名：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ｖｉｒｔ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发表刊名：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ＮＯＶ１５
－１７，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作　　者：Ｙｏｎｇ，ＪＰ；Ｌａｍ，ＫＹ；Ｃｈｕｎｇ，ＳＬ；Ｇｕ，Ｍ；Ｓｕｎ，ＪＧ

３０．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ｕｒｖｉｎｇｏｆｔａｇ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ＲＦＩＤ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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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ＷＡＶＥ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ＵＧ１８－２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Ｍｉｌｌｉ
ｍｅｔｅｒＷａ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Ｘｉａｎｇ，Ｚ；Ｇａｎｇ，Ｗ

３１．论文题名：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ｃｏｌｏｒｃａ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ＶＯＬＳ１－７ＡＵＧ２６－２９，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作　　者：Ｌｉ，Ｆ；Ｊｉｎ，Ｈ

３２．论文题名：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ｃｏｖｅｒ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ｂ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ＩＥＥ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ＪＵＮ１０－１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作　　者：Ｗａｎｇ，ＣＤ；Ｊｕ，ＳＧ

３３．论文题名：Ｔｈｅｎｅｗ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ｃｏｖｅｒ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ＩＥＥ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ＪＵＮ１０－１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作　　者：Ｗａｎｇ，ＣＤ；Ｊｕ，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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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论文题名：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ｌｉｐｍｏ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ｖｉｄｅ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ＶＯＬＳ１－７
ＯＣＴ１０－１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ＭＭ；Ｔａｏ，Ｈ；Ｗａｎｇ，ＬＭ；Ｚｈａｎ，ＹＺ；
Ｓｏｎｇ，ＳＬ

３５．论文题名：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ｅｄ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ｃｅｍｏｔｏｒ

发表刊名：２００４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ＶＩ
ＳＩＯＮ，ＶＯＬＳ１－３ＤＥＣ０６－０９，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Ｖｉｓｉｏｎ（ＩＣＡＲＣＶ２００４）

作　　者：Ｇａｏ，ＧＱ；Ｓｕｎ，ＹＫ；Ｗａｎｇ，ＤＭ

３６．论文题名：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ｅＯ２ｄｏｐｅｄＢａ（Ｚｒ，Ｔｉ）Ｏ３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ｎｄ

Ｇｌａｓｓ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Ｙ；Ｇａｏ，ＣＨ；Ｃｈｅｎ，ＸＣ；Ｌｉｕ，ＨＰ；Ｈｕａｎｇ，

ＧＪ；Ｚｈｅｎｇ，ＸＬ

３７．论文题名：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ｙ２Ｏ３－ｄｏｐｅｄ（Ｂａ，Ｓｒ）
ＴｉＯ３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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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ｎｄ

Ｇｌａｓｓ
作　　者：Ｈｕａｎｇ，ＸＹ；Ｇａｏ，ＣＨ；Ｃｈｅｎ，ＸＣ；Ｚｈｅｎｇ，ＸＬ；

Ｈｕａｎｇ，ＧＪ；Ｌｉｕ，ＨＰ

３８．论文题名：Ｌａｓｅｒｄｒｉｖｅｎ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Ｚｈｏｕ，Ｍ；Ｚｈｕ，ＸＱ；Ｄａｉ，ＱＸ；Ｃａｉ，Ｌ

３９．论文题名：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ｌ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ＮＡｌ２０３
Ｙ２０３ｓｙｓｔｅｍ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ｎｄ

Ｇｌａｓｓ
作　　者：Ｌｉｕ，Ｊ；Ｌｅｉ，ＹＣ；Ｃｈｅｎｇ，Ｌ；Ｂａｏ，ＸＤ；Ｃｈｅｎ，Ｃ；

Ｚｈａｎｇ，ＸＧ；Ｚｈａｎｇ，ＹＢ

４０．论文题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发表刊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ｎｄ

Ｇｌａｓｓ
作　　者：Ｌｉｕ，Ｊ；Ｌｕ，Ｙ；Ｚｈａｎｇ，ＸＧ；Ｓｈｅｎ，Ｙ；Ｃｈｅｎ，Ｃ

４１．论文题名：Ｍｉｃｒｏ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ｙｆｅｍ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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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ＯＶ０８－１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
作　　者：Ｚｈｏｕ，Ｍ；Ｌｉｕ，ＬＰ；Ｄａｉ，ＱＸ；Ｐａｎ，ＣＰ

４２．论文题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ＱＴ７００－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ｙ
ｌａｓｅｒｐｅｅｎ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Ｙａｎｇ，ＪＣ；Ｚｈｏｕ，ＪＺ；Ｚｈａｎｇ，ＹＫ；Ｙａｎｇ，ＣＪ；Ｌｕ，ＪＺ

４３．论文题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Ｃｈｅｎ，ＲＦ；Ｈｕａ，ＹＱ；Ｙａｎｇ，ＪＣ；Ｚｈａｎｇ，ＹＫ

４４．论文题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ｅｔｂｕｌ
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

发表刊名：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ＬＡＳＥＲ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ＩＩ
ＮＯＶ０８－１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Ｌａｓｅｒ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ＩＩ

作　　者：Ｚｈｏｕ，ＪＺ；Ｌｉｕ，ＨＸ；Ｚｈａｎｇ，ＹＫ；Ｚｈｏｕ，Ｍ；Ｙａｎｇ，
ＸＱ；Ｙａｎｇ，ＪＣ

·５１５·科 技 产 业



４５．论文题名：Ｓｐｒｉｎｇ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ｕｒｅｂｅ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ｔａｉｌｏｒｗｅｌｄｅｄ
ｂ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ｈａｒ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Ｓ１ＡＮＤ２ＯＣＴ２６－
２８，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作　　者：Ｊｉａｎｇ，ＹＦ；Ｗｕ，ＬＢ；Ｙａｎｇ，ＪＣ；Ｙｕａｎ，ＧＤ；Ｚｈｕ，
ＹＹ；Ｗａｎｇ，ＪＭ

４６．论文题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Ｆ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ｙｓｏｆｂｌａｎｋｈｏｌ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ｉｎ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发表刊名：ＮＵＭＩＳＨＥＥＴ２００５：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 Ｏ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ＰＴＳＡ
ＡＮＤＢＡＵＧ１５－１９，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３Ｄ 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作　　者：Ｃｈｅｎ，Ｌ；Ｙａｎｇ，ＪＣ；Ｚｈａｎｇ，ＬＷ

４７．论文题名：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
ａｎＡｌＣｕＭｇＴｉＳｒｉｎｇｏｔａｌｌｏｙ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Ｘｕ，ＸＪ；Ｃａｉ，Ｌ；Ｋｉｍ，ＳＳ

·６１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４８．论文题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ｆ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
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ｓ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Ｚｈａｎｇ，ＹＫ；Ｚｈｏｕ，ＪＺ；Ｚｕｏ，ＤＷ；Ｙａｎｇ，ＪＣ；Ｃａｉ，Ｌ

４９．论文题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ｅｔｄ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ｌａ
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Ｚｈｏｕ，ＪＺ；Ｚｈａｎｇ，ＹＫ；Ｚｕｏ，ＤＷ；Ｙａｎｇ，ＣＪ；Ｃａｉ，Ｌ

５０．论文题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ＮＯ１ＮＯＶ
０２－０５，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Ｌｉｕ，ＪＺ；Ｌｉ，ＰＰ

５１．论文题名：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ｓｃｒａｔｃｈ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发表刊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　　者：Ｆｅｎｇ，ＡＸ；Ｚｈａｎｇ，ＹＫ；Ｘｉｅ，ＨＫ；Ｃａｉ，Ｌ

·７１５·科 技 产 业



５２．论文题名：Ｎｅｗｌａｓｅｒ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ＶＯＬＳ１ＡＮＤ２ＯＣＴ２６－
２８，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作　　者：Ｗａｎｇ，Ｘ；Ｌｉｎ，ＹＱ；Ｈａｎ，ＹＦ；Ｌｉｕ，ＨＸ；Ｃａｉ，Ｌ

５３．论文题名：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ａｔａｉｃ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ｆｏｒ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发表刊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ＬＵＩＤ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ＰＲ０５－０８，２００５

会议名称：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ｌｕｉｄ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ＦＰ２００５）

作　　者：Ｗａｎｇ，ＣＴ；Ｙａｎｇ，ＥＨ；Ｚｈａｎｇ，ＪＧ

５４．论文题名：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ｖｅｒｔｃｈａｎｎｅｌ
发表刊名：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ＮＯＶ１５

－１７，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作　　者：Ｊｕ，ＳＧ；Ｓｏｎｇ，ＸＹ

５５．论文题名：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ｐ

发表刊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Ｃ
０８－１１，２００４

·８１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会议名称：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Ｗａｎｇ，Ｘ；Ｌｉｕ，ＨＸ；Ｙａｎｇ，ＲＤ；Ｗｕ，Ｂ；Ｃａｉ，Ｌ

５６．论文题名：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ｌａｎａｒ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ｄａｔａｐｏｉｎｔｓ

发表刊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Ｃ
０８－１１，２００４

会议名称：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作　　者：Ｌｉｕ，ＨＸ；Ｗａｎｇ，Ｘ；Ｌｉａｎｇ，ＪＨ；Ｆｕ，ＹＨ；Ｙｕａｎ，
Ｒ；Ｃａｉ，Ｌ

·９１５·科 技 产 业



２００６年出版专著（教材）一览
编号 专著（教材）名称 出版出处 专著人 字数

１ 复合材料及其工程应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 杨　娟 参编１７．６４万

２ 铝合金应用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赵玉涛 参编２３万

３ 新编简明塑料模具实用手册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雷刚 参编１２万

４ 财务管理 企业管理出版社 陈　平 主编６５万

５ 女性营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赵银德 主编２５万

６
企业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研

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陈留平 主著２０万

７
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理论、模

式、体制与机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

版社
谭中明 主著３８．６万

８ 寿险精算数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邹公明 主编１４万

９ 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精要 中信出版社 赵顺娣 参编１５．２９万

１０ 销售学基础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赵银德 主著７５万

１１ 电机检修工 化学工业出版社 周新云 主编２７．９万

１２ 电机原理与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张植保 主编３３．７万

１３ 电气材料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金伴 主编８１．１万

１４ 发电厂除灰控制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金伴 参编６．９万

１５ 开关电源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金伴 主编４０．５万

１６ 备战：部署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宋联可 主著２５万

１７ 非寿险精算数学及实务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邹公明 主编１４．２８万

１８ 风险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邹公明 主编１８．５万

１９ 工业工程与项目管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马汉武 主编３９．２万

２０
社会医疗保险公平性热点问

题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吴传俭 １０

２１ 寿险精算实务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邹公明 主编２０万

·０２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续表

编号 专著（教材）名称 出版出处 专著人 字数

２２
循环经济理论与区域实践研

究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

版社
江心英 主著３０．９万

２３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６高级曲线曲
面实例解析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江　洪 主编５０．９万

２４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钣金实例解析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江　洪 主编４５．４万

２５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机械设计实例解
析（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江　洪 主编５０．７万

２６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建模实例解析（第
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江　洪 主编４７万

２７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小家电实例解析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江　洪 主编４５．７万

２８ 电器测量仪器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方昌林 主编３２．３万

２９
塑料模具设计与制造完全自

学手册
兵器工业出版社 肖爱民 主编７６．９万

３０ 临床核医学治疗学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方平 参编４．９万字

３１ 数据挖掘技术 东南大学出版社 朱玉全 主编３１．８万

３２ 学校教育基本功能研究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王长乐 参编５．５万

３３ 机动往复泵试验方法 中国标准出版社 许建强 主编

３４
自吸泵 第１部分：型式与基
本参数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　洋 主编

３５ 自吸泵 第２部分：技术条件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　洋 主编

３６ 车辆控制理论基础及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张孝祖 主编３２．３万

３７ 发电厂除灰控制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捷辉 参编４．３４万

３８ 汽车安全检测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夏长高 主编２６．６万

３９ 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梁爱民 参编３．５万

４０ 风骚比较新论 江西人民出版社 李金坤 主著３５万

４１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概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炳生 参编３万

４２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 中国档案出版社 孙宝根 主著２８．６万

·１２５·科 技 产 业



续表

编号 专著（教材）名称 出版出处 专著人 字数

４３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教师读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志春 主编９万

４４ 遗山乐府校注 凤凰出版社 赵永源 主著５４万

４５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２０００环境管理体
系建立与实施

化学工业出版社 郭仁惠 ２４万字

４６ 辐射及其安全防护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陈万金 主编２５万

４７ 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张　杰 主译１０．６万

４８ 电子技术学习与突破 人民邮电出版社 胡　斌 主编４０．８万

４９ 电子线路基础轻松入门 人民邮电出版社 胡　斌 主编５５．１万

５０ 横行的英文 齐鲁书社 何南林 主著２６．６万

５１ 集成电路识图轻松入门 人民邮电出版社 胡　斌 主编５２．４万

５２ 建筑的七盏明灯 山东画报出版社 张　瞞 主译１４．５万

５３ 人生的亲证 上海文化出版社 张明权 主译９．２万

５４ 日本简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保田 主编２１．２万

５５ 图表细说电子工程师速成手册 电子工业出版社 胡　斌 主编９７．３万

５６ 医学心理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季　兵 参编３．４万

５７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

斗争政治
译林出版社 吴庆宏 主译２６万

５８ 色谱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余江南 参编６五

５９ “三基”训练指南 东南大学出版社 许文荣 参编２．２万

６０ 医学蜱螨学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仇锦波 参编１．２万

６１ 医学蜱螨学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盛霞 参编１万

６２ 产品设计———人机工程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何灿群 主编３５．５

６３ 设计与生活 山东美术出版社 王　强 主编９．２４

６４ 朱正伦书法作品集 山东美术出版社 朱正伦 主编１１．７５

６５ 标准汉语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芮月英 参编２０万

·２２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２００６年专利申请一览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１ ＡＤＣ发泡剂废水处理方法及一体化装置 缪应祺 环境学院 发明申请

２
三维多向流湿地处理排入江河面源污染和净

化河水的方法
吴春笃 环境学院 发明申请

３ 一种并联机器人机构智能化型综合方法 马履中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４
一种基于二维造形的多元混杂表面熔覆层的

制备方法
戈晓岚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５ 激光衍射扭矩仪 王　勇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６ 一种用于激光冲击处理的可剥离涂料 任旭东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７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处理的涂料喷涂清洗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８
摩擦副零件表面形貌的激光微造型方法及设

备
王　霄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９ 一种激光表面微造型方法 符永宏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 时频紧支信号的小波去噪方法 宋寿鹏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１ 管道中缺陷的自适应重构方法 宋寿鹏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 垂直入射型线聚焦超声传感器阵列设计方法 宋寿鹏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
水浸式线聚焦脉冲超声传感器声场模型构建

方法
宋寿鹏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４ 超声智能检测中海量数据的分形剔除方法 宋寿鹏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５ 近表面缺陷的超声检测方法 宋寿鹏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６ 一种用于液压系统油箱液体的低压增压装置 王存堂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７ 一种微合金超细晶粒热轧钢板的制备方法 李新城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８ 一种用于振动切削的复合式激振装置 王贵成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９ 步进式轴向振动钻削工艺及其设备 王贵成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０ 偏振不敏感型双芯光子晶体光纤 陈明阳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１ 直角棱边切削毛刺测量方法及其装置 王贵成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２５·科 技 产 业



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２２ 油液－空气多介质耦合减振器 杨　平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３
基于激光冲击波技术的去除切削毛刺的方法

和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４ 一种板材成形的方法和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５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波技术孔壁的强化方法和

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６
耐高温实心转子永磁感应电涡流式磁力传动

方法与装置
杨超君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７
基于激光冲击强化技术提高镁合金耐腐蚀性

的方法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８
基于液晶掩模的氧化锌纳米晶体定向生长方

法和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２９
玻璃介质激光工作物质表面微裂纹溶蚀钝化

处理方法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０ 新型激光冲击处理吸收保护膜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１
一种基于ＸＲＤ的涂层界面结合强度检测方
法和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２ 超音速二相流喷雾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３
一种通用型精密位移测量辅助装置以及测量

方法
王树林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４ 量子电池及其制备方法 丁建宁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５
薄壁热管式真空管集热器－吸附床一体化制
冷系统

戈晓岚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６ ＨＳＫ工具系统性能的测试方法及其装置 王贵成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７ 通用高速加工工具系统综合性能的测试装置 王贵成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８ 金属损伤叶片激光冲击修复装置与方法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３９
基于大光斑单次激光冲击的薄板半模精密成

形方法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２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４０
基于液晶掩模的激光冲击薄板无模成形的方

法和装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１ 激光冲击成形强化系统 张永康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２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波技术的孔的成形方法和

装置
周建忠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３
一种中厚板料激光预应力复合喷丸成形的方

法和装置
周建忠 机械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４
含嗅鞘细胞的细胞外基质组织工程支架的制

作方法
张志坚 医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５
ＴｉＣ／Ｎｉ３Ａｌ金属间化合物基表面复合涂层的
制备方法

王树奇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６ 一种高耐磨热锻模具铸钢 王树奇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７
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反应程度的快速检

测技术
陈　刚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８ 多孔块体非晶合金的制备方法 陈　刚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４９
一种负热膨胀材料 ＺｒＷ１．７Ｍｏ０．３Ｏ８单晶的制

备方法
程晓农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０
一种负热膨胀材料 ＺｒＷＭｏＯ８的哑铃状粒子

制备方法
杨　娟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１
并行飞秒激光双光子光聚合微纳加工方法及

其装置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２
一种近场光学虚拟光探针选择性微加工方法

及其系统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３ 一种制作表面周期微细结构的方法及其装置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４ 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等离子弧原位焊接技术 雷玉成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５
一种防止铜锌铝形状记忆合金产生马氏体稳

定化的方法
司乃潮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６ 一种制备块体铝基纳米复合材料的方法 赵玉涛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２５·科 技 产 业



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５７
高体积分数内生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赵玉涛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８ 一种利用激光连续冲击强化的方法及装置 花银群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５９
仿生周期微纳结构表面的大区域激光造型方

法及装置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０
激光加载实现微纳尺度三维成形的方法及其

装置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１
双光束—两角度超短脉冲激光抽运探测方法

及其装置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２ 基于微纳表面拓扑结构的细胞分选方法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３
强激光诱导材料表面周期微纳米化的方法及

其装置
周　明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４ 石墨／金属 核／壳结构粉体及其制备方法 沈湘黔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５ 铸铁球化剂和球化处理方法 张青来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６ 一种在铁基材料表面复合陶瓷层的方法 陈　刚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７ 铁基粉末冶金件的表面处理 陈　刚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８
磁控溅射法制备ＨＡ／ＹＳＺ／Ｔｉ６Ａｌ４Ｖ梯度生物
活性复合材料

赵玉涛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９
磁控溅射法制备 ＨＡ／ＹＳＺ／聚酰亚胺生物活
性复合材料

赵玉涛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０
一种铜锌铝形状记忆合金耐磨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
司乃潮 材料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１
无轴承交流异步电机神经网络逆解耦控制器

的控制方法
朱誯秋 电气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２
无轴承同步磁阻电机前馈补偿控制器的构造

方法
朱誯秋 电气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３ 定子永磁式双凸极容错电机 孙玉坤 电气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４
高分辨率变频且相位可调的互补输出驱动控

制方法
孙运全 电气学院 发明申请

·６２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７５ 单自由度平面六杆开窗机构 蒯苏苏 工业中心 发明申请

７６ 粉煤灰气相法制备纳米二氧化硅的方法 谢吉民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７ 一种硝酸铈铵复盐的制备方法 殷恒波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８
一种从银杏外种皮提取的银杏酸用于杀灭钉

螺的用途
吴向阳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７９
基于气相－溶胶凝胶法由粉煤灰制备纳米白
炭黑的方法

倪　良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８０
Ｗ／Ｏ乳状液模板法制备纳米 ＭｎＯ２微球的
方法

倪　良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８１ 一种匙羹藤总皂甙包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吴向阳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８２ 含氟聚酰亚胺及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邱凤仙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８３
硅溶胶改性纳米 ＣａＣＯ３复合粒子的制备方

法
杨冬亚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８４
含氟聚酰亚胺／ＳｉＯ２有机 －无机杂化材料及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邱凤仙 化工学院 发明申请

８５
一种多功能喷洒车用双流体可调多喷嘴雾化

喷头
葛福才 机电总厂 发明申请

８６ 一种大流量自吸离心泵（１） 陆伟刚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８７ 一种大流量自吸离心泵（２） 陆伟刚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８８ 一种叶轮自身平衡轴向力的多级离心泵 陆伟刚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８９ 涡旋前伸式双叶片污水泵 施卫东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９０ 一种泵用液控式强力自吸装置 陆伟刚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９１ 中高浓纸浆流体化装置 李　红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９２ 全射流微喷头 李　红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９３ 应用于透平机的永磁悬浮轴承 钱坤喜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９４ 永磁悬浮轴承离心泵 钱坤喜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９５ 一种冷却电机高温区的方法 陆伟刚 流体中心 发明申请

·７２５·科 技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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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９６ 车载高压静电多功能喷洒机 康　灿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９７ 微燃烧电产生器 王　谦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９８ 一种生物质与煤共气化的气化工艺及其装置 王立群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９９ 微型可移动通用电源 王　谦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０ 温差电池与蓄电池并用的供电系统 王　谦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１ 太阳能综合利用系统 王　谦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２ 电动机螺杆泵 施爱平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３
进气管和排气管共用的空气预加热微型自由

活塞发动机
王　谦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４
太阳能－地源联合供暖供热水供电制冷系统
及其操作方法

王　谦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５ 自由活塞发电机 王　谦 能动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６ 振动清选筛 李耀明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７ 切向喂入轴流脱粒分离装置 李耀明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８ 油菜茎秆预切割装置 李耀明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０９ 一种水域浮床及其栽培方法 李萍萍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０ 善产双黄蛋鸭的早期鉴别方法 吴沿友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１ 无阀微压电泵 高建民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２ 锥状定子纵弯复合型超声直线电机 高建民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３ 单相驱动的弯曲旋转超声电机 高建民 农业工程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４ 一种货车装载平衡自动监测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何　仁 汽车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５ 一种超载自动监测装置及控制方法 何　仁 汽车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６ 太阳能—压缩空气或液氮动力汽车 陈士安 汽车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７
一种压缩空气或液氮—燃油或燃气混合动力

汽车
何　仁 汽车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１８ 驾驶员车道保持辅助方法及装置 刘志强 汽车学院 发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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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１１９ 一种用于防治草莓采后病害的方法 张红印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０ 一种麦胚蛋白降压肽脱盐工艺 马海乐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１ 苦瓜伤流汁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及用途 董　英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２ 一种苦瓜多糖降血糖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董　英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３ 一种泡菜用乳酸菌的高密度培养方法 董　英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４ 食品香气的可视化检测方法和装置 邹小波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５
基于激光断层成像技术的农产品品质无损检

测方法与装置
赵杰文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６ 一种高纯度α玉米朊的制备方法 董　英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７ 一种农产品内外品质检测方法及装置 赵杰文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８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软胶囊质量在线检测的装

置与方法
赵杰文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２９
一种多菌种阶梯式发酵降解稻草中纤维素的

方法
黄达明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０ 一种基于超声波预处理的紫菜多肽的制备方法 马海乐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１
基于高光谱图像技术的农畜产品无损检测方

法及装置
赵杰文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２ 葛根黑米营养香醋及其制备方法 邹小波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３ 葛根香醋及其制备方法 邹小波 食品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４ 桑叶降血糖有效组分组合物及制备方法 欧阳臻 药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５
一种甲壳类海洋动物壳的甲壳素、壳聚糖的

制备方法
张朝晖 药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６ 治疗痤疮的中药复方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陈　钧 药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７ 大黄硫黄凝胶剂的制备方法 陈　钧 药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８ 一种综合利用五味子的方法 仰榴青 药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３９ 高效口服水飞蓟宾缓释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徐希明 药学院 发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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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１４０ 汽车侧面碰撞安全保护系统 赵志伟 成教学院 发明申请

１４１ 磁力往复泵 刘春生 能动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４２ 电动机螺杆泵 施爱平 能动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４３ 防盗报警钱包 刘春生 能动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４４ 单自由活塞双缸式内燃机发电系统 王　谦 能动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４５ 电压可调型微燃烧电源 王　谦 能动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４６ 带排出槽的污水泵叶轮间隙调整机构 施卫东 流体中心 实用新型

１４７ 井用潜水泵 陆伟刚 流体中心 外观设计

１４８ 适合初级电子爱好者使用的免焊接万用板 张明顺 电气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４９
耐高温实心转子永磁感应电涡流式磁力传动

装置
杨超君 机械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０ 压路机 汪毅方 艺术学院 外观设计

１５１ 耐高温压阻式内燃机压力检测仪 丁建宁 机械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２ 微燃烧热宝 刘春生 能动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３ 一种从齿轮齿顶卸荷的外啮合齿轮泵 王存堂 机械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４
一种多功能喷洒车用双流体可调多喷嘴雾化

喷头
葛福才 机电总厂 实用新型

１５５ 一种净化集中排放面源污染装置 吴春笃 环境学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６ 一种低温镀铁清选筛面 李耀明 农业工程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７ 一种莲藕切片装置 胡建平 农业工程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８ 一种油菜茎秆碎草装置 李耀明 农业工程院 实用新型

１５９ 油菜轴流脱粒滚筒 李耀明 农业工程院 实用新型

１６０ 油菜清选筛面 李耀明 农业工程院 实用新型

１６１ 汽车侧面碰撞安全保护系统 赵志伟 成教学院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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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专利授权一览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１ 一种高效ＳＯ２－４ 去除剂及其生产方法 李龙海 环境学院 授权

２ 一类多自由度并联机构组合弹性减震装置 马履中 机械学院 授权

３ 一类全柔性三自由度微型激振台 杨启志 机械学院 授权

４
一种振动攻丝在线故障诊断的方法及其装

置
王贵成 机械学院 授权

５
界面结合强度的远紫外激光划痕测量方法

及装置
冯爱新 机械学院 授权

６ 一种带洗手盆的新型节水小便池 张西良 机械学院 授权

７
一类基于混联式运动副并联机构弹性多维

减振平台
马履中 机械学院 授权

８
压阻式压力传感器芯片外引线键合的热压

焊装置
丁建宁 机械学院 授权

９
界面结合强度的准静态激光划痕测量方法

及装置
冯爱新 机械学院 授权

１０ 硅芯片／玻璃环键合装置 丁建宁 机械学院 授权

１１
以冰为约束层的激光冲击处理方法及其装

置
张永康 机械学院 授权

１２
泡沫铝／ＰＣ树脂／铝合金叠层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

赵玉涛 材料学院 授权

１３ 锌基合金蜗轮精密成形方法及专用模具 刘忠德 材料学院 授权

１４
一种无金属柜体式结构大电流电力电子装

置
郑　宏 电气学院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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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１５ 发酵系统自动接种装置 朱湘临 电气学院 授权

１６ 食用菌液体制种发酵装置 朱湘临 电气学院 授权

１７ 一种新型发酵自动取样阀 朱湘临 电气学院 授权

１８ 液压调速式缓降链梯逃逸装置 张荣标 电气学院 授权

１９ 一种发动机飞锤双角度成形铣刀 葛福才 机电总厂 授权

２０ 一种低比转数离心泵叶轮设计方法 陆伟刚 流体中心 授权

２１ 磁力泵永磁联轴器间隙在线监测装置 曾　培 流体中心 授权

２２ 脱除高浓度间隙性氮氧化物的装置 施爱平 能动学院 授权

２３ 液下潜水屏蔽泵 王春林 能动学院 授权

２４ 二级外啮合齿轮泵 施爱平 能动学院 授权

２５ 灯火消防水枪 施爱平 能动学院 授权

２６ 一种磁力滚筒式精密播种装置 胡建平 农业工程研究院 授权

２７ 诸葛菜用作浮床植物的新用途 吴沿友 农业工程研究院 授权

２８ 茅苍术组培繁殖的种植保存方法 吴沿友 农业工程研究院 授权

２９ 一种制动力矩可分档的永久磁铁式缓速器 何　仁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０
一种车用缓速器转子盘异型顺排强制散热

风道
何　仁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１ 一种永磁式馈能型悬架 陈士安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２
具有非线性特性的单气室油气隔离式油气

弹簧
田晋跃 汽车学院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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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备注

３３
一种电涡流缓速器试验台可调转动惯量的

转子盘装置
何　仁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４ 发动机废气再循环生物质气化装置 罗福强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５ 汽车下底部微穿孔降噪装置 赵晓丹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６
一种用于电动助力转向装置的啮合套式电

磁离合器
何　仁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７ 一种车用永磁式缓速器转子鼓 何　仁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８ 一种车用永磁式缓速器安装支架 何　仁 汽车学院 授权

３９ 气道试验台涡流叶片高度可变装置 罗福强 汽车学院 授权

４０ 单缸柴油机的机体 姜树李 汽车学院 授权

４１ 近红外水果糖酸度分析用漫反射检测装置 赵杰文 食品学院 授权

４２
一种大蒜蛋白酶解物系列产品及其制备方

法和用途
马海乐 食品学院 授权

４３
一种水果外观质量在线检测技术的视觉数

据处理系统
赵杰文 食品学院 授权

４４ 防盗报警钱包 秦　谦 现教中心 授权

４５ 行星轮外啮合齿轮泵 秦　谦 现教中心 授权

４６
用作难溶性药物载体的普朗尼克 磷酯 胆

酸盐三元组合物
徐希明 药学院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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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各类技术合同统计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项数单位：项　　金额单位：万元

合同类别 合同数

合同成交金额
技术合同预测

经济效益调查

合　计 其中：技术

交易额

调查的

合同数

预计新

增投入

预计新

增产值

合计 ４７３ ９，６３８．８８ ８，４３８．７２ ０ － －

技术开发合同 ３４７ ６，８０２．３８ ６，１３９．７２ ０ － －

技术转让合同 ２８ ７３４．９３ ６３４．９３ ０ － －

技术咨询合同 １２ ９１．７０ ９１．７０ ０ － －

技术服务合同 ８６ ２，００９．８７ １，５７２．３７ ０ － －

２００６年各级计划项目进入技术市场统计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项数单位：项　　金额单位：万元

　　计划类别

卖方类别　　

合计 国家、部门计划

省、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计划

地、市、县计划

项数 金额 项数 金额 项数 金额 项数 金额

合计 ５９ ２，０５０．００ ３ ４５．００ １５ ４２６．００ ４１ １，５７９．５０

科研机构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大中专院校 ５９ ２，０５０．５０ ３ ４５．００ １５ ４２６．００ １，５７９．５０

企业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技术贸易机构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个体经营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它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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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产业

综　　述

２００６年我校积极发展、规范管理校办科技产业，在学校资产
经营公司组建、科技园筹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规范企业管理工作

１．参股企业管理
我校现有参股企业６家，按照《公司法》要求，学校委派了股

权代表和校方董事人员。学校与企业的关系是股东与其所投资者

的关系，学校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参加企业股东大会和派出董事参

与企业的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２．全资企业的管理。
与企业负责人签订年度目标经营责任书，明确企业的义务和

权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３．其他
完善校办产业的各项管理制度，走访各校办企业，尽可能为企

业提供帮助。收集企业财务月报，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管。做好

与工商、税务等方面的协调工作，为企业服务。完善科技成果产业

化渠道，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二、推进学校资产经营公司组建工作

为了规范企业管理，规避学校风险，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要

求，积极推进江苏大学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按照学校规划，和镇

江市相关职能部门一起，做好科技园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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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全资、参股企业一览
（不含后勤集团所属企业）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法人代表 备　注

１
江苏大学机电总厂

投资：江苏大学依维燃油喷射经营部
许友谊 学校全资

２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投资：江苏大学流体机械质量技术检验中心
施卫东 学校全资

投资：镇江江大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施卫东 学校参股

投资：镇江华立特种泵阀科技有限公司 柴立平 学校参股

３ 江苏大学汽车摩托车研究所 陆　勇 学校全资

４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测试技术研究所 骆　英 学校全资

５ 镇江市江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　力 学校参股

６ 镇江江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杨小卫 学校参股

７ 江苏江大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徐　亮 学校参股

８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朱殿春 学校参股

９ 镇江江大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孟合营 学校参股

１０ 镇江金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沈国贤 学校参股

２００６年全资、参股企业发展状况一览
（不含后勤集团所属企业）

单位：万元

项　目 产业单位数 企业从业人数 销售收入 企业净资产

总　计 １４ ４２７ ９８８４．６８ ２６０８．４６

其中：科技企业 ９ ２６３ ４９９２．２５ ２１２２．１１

经营

性质

生产型 ６ １８７ ２３３０．０３ １１６４．２７

商贸型 １ ２２ ５０７４．１７ ３９８．８７

其　他 ７ ２１８ ２４８０．４８ １０４５．３２

·６３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