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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是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的关
键之年，我校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新成绩。

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纵向科研经费快速增长，国家级项目竞争

力明显增强】　２００８年，我校纵向科研瞄准
学科前沿和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大需求，以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为主线，加强基础和应用研

究，纵向科研经费及项目数量快速增长，全

年纵向经费突破７０００万元（实际为７１００万
元），比去年（５３００万元）增长了 ３４％。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达 ３３项，经费突破
１０００万元，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首次获
批，国拨经费２００万元；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国家“８６３”重点项目经费额增幅明显，其
中，今年与同济大学联合获批科技部重大专

项课题１项；８６３重点项目课题 １项，国拨
经费约４８６万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教育
部计划、省科技厅项目数及经费额增幅明

显；２００８年我校人文社科纵向科研经费为
１３８万元，比去年增长了 ３４％；立项数为 ７８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３项，立项率为
９．７％（高于全国平均立项率），且立项经费
增长了 １２．５％；省部级项目 １７项，立项经
费为５４．４万元，比去年增长了７３．２％。
【国家级奖项再获新突破，科技创新成果丰

硕】　２００８年，我校精心组织国家和省部级
科技奖的申报工作。全校共申报各级各类

奖项８５项，获各类奖项５１项，其中：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１项，省部级奖２６项，省部级
一等、二等奖 １５项（比去年增长了 ５０％）；
特别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我校一举获得二等奖 ５项，获奖数居
江苏高校前列，标志着我校科技创新水平实

现了新的跨越。令人振奋的是，今年我校申

报国家级科技奖的成果，两项通过通讯评

审，进入专家答辩会审，在激烈的竞争中，赵

杰文教授主持的“食品、农产品品质无损检

测新技术及融合技术的开发”通过国家技

术发明奖的网评和专业评审，并以高票通过

评委会评审，实现了我校国家奖两连冠的目

标。此外，２００８年我校参加上海国际工业
博览会，并获得优秀展品二等奖，充分展示

了我校科技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科研基地建设成效显著，高水平创新平台

又有的新发展】　按照“总体规划、整合资
源、凝炼特色”的要求，加强以学校为主体

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以学科为主体的专业科

研平台建设，努力构建创新研发、成果转化、

公共服务三大平台体系。２００８年，我校在
加强现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建设

的基础上，成功获批“江苏道路载运工具技

术应用重点实验室”等 ５个重点实验室和
工程研究中心，为争取国家级科研基地奠定

了基础；此外，首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之一———“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

究基地”的成功获批，有力的推动了我校人

文社科的进一步发展，并为下一阶段申报教

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起到了积极的

引导作用。

【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促进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２００８年我校继续实
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按照《江苏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继续

实施人文社科五大基金的评审、立项、资助

工作。今年校人文社科基金资助总额近 ８０
万元，受理８部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交流 ２１人次；批准人
文社科项目 ３２项，其中面上项目 １０项，青
年项目２２项；政府计划项目配套经费全面
落实，有力地推动了我校人文社科学的科研

工作。

【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社会能力明

显增强】　继续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
献促发展”的方针，以校企科技对接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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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和平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

提升我校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提升横向科技合作的层次与水平。

２００８年我校横向科技继续保持良好的上升
势头，经费总额超过 １．６１亿元，较去年增长
２７％；全年共签订四技合同４９６份（其中：一
线教学科研人员立项合同额 ８２１６万元，到
帐经费５８３６万元）。全年新增产学研联合
体１５家，共建经费２００万元；与镇江市政府
签定校市全面合作协议，成功申报获批了江

苏省大学科技园，跻身于省级大学科技园行

列；此外，在“兴农富民工程”、“送科技下

乡，促农民增收活动”中，利用相关学科优

势，组织协调各方力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发明专利数量显著递增，知识产权工作续

写新的辉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
科技进步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作为鼓励和

保护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律制

度，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２００８年，我校知识产权工作紧扣《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继续加强以专利为核心的

知识产权工作。全校共申请专利２８４件，其
中发明专利 ２５７件，与去年相比，发明专利
申请量提高了 ６０％；今年授权专利 １０７件，
其中发明专利６３件，与去年相比，分别提高
了３４％和 ２１％。与此同时，积极推动我校
专利技术的的实施转化，２００８年我校专利
许可２９件，许可合同经费９４５．９万元，到账
经费１１９．３万元，较好的实现了我校专利从
质到量的提升。今年成立了“江苏省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中心将牢牢把握机遇，按

照“创新、求实、高效”的方针，加大知识产

权政策及对策应用研究力度，积极寻求与其

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广泛吸

收优秀人才和研究成果，力争在近年内使中

心具备齐全的研究方向，雄厚的研究实力和

高水平的创新成果，把中心建设成为政府决

策的智囊、学术研究的基地、人才培养的阵

地和宣传咨询的窗口，为推动我省乃至全国

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科技论文数量明显增长，ＳＣＩ检索收录情
况成绩喜人】　２００８年全校共发表科技论
文２７１５篇，较去年（２４８１篇）增长了９．４％；
２００８年全校三大检索（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共收
录９８０篇，较去年（６９２篇）增长了 ４２％；其
中：ＳＣＩ收录 ２８３篇，较去年（２０４篇）增长
了３９％；ＥＩ收录５４７篇，较去年（４８５篇）增
长了１３％，ＩＳＴＰ收录１５０篇。此外，２００８年
全校共出版论著 ９５部，较去年（１０２部）下
降了６．８％。
【军工质量管理系统工作稳步推进】　在我
校顺利通过军工保密资格认证、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认证三大认

证工作的基础上，今年，我校又顺利通过中

国新时代认证中心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军

品第一次监督审核，从而为我校承担国防重

大科研项目、实现从以民口科研为主向民、

军、核工结合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

【加强管理、服务优先】　科技处作为学校
的科研管理部门，坚持“管理一流、服务一

流”的宗旨，充分利用多种信息工具及时发

布科研信息，主要途径有：１）利用学校科技
处网站及时快捷发布科研项目申报、科研成

果报奖及基地申报等信息；２）利用校内信
息公告网和协作网，分别发布重要科技信息

和企业技术难题等；３）利用短信平台，将第
一手的科技信息以第一时间直接发送到相

关科研人员手中。精心组织了多场专题报

告会、研讨会和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介绍了

最新的科研动态、科技合同法、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申报专题报告等；１０月份召开
了全校科技工作研讨会；１１月份启动了 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基金和国家奖的预申报工作

等。在工作中注重加强自身的管理水平，提

高自身素质，为广大教师答疑解惑；在工作

方式上强调变被动为主动，瞄准国字头的大

科技项目和成果，开展针对性的工作，如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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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奖召开了８次以上专家咨询会，其中
在把专家请进来的同时我们还主动走出去，

到北京、南京请专家指导，涉及的专家也包

括技术专家和政府主管部门等多个层面，且

努力做到了奖励评审的全过程管理，从成果

申报、形式审查、网评、会评、终评等所有环

节加强指导，为课题组提供参考意见及把

关，确保校内做好最充分的材料准备。积极

引导广大教师做“大科技”、出“大成果”；

深入部分学院和专职科研机构，注重密切联

系广大基层教师；对外积极拓展，加强了与

国家部委办及省市等政府或行业机构的沟

通和交往，拓宽工作视野，充分体现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精神，使广大教师体会到科技处

是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和交流中心！

（供稿人：刘海霞、董　洁、张宜斌、唐　恒、
李　军　核稿人：左　勇）

科学技术

２００８年通过鉴定（评审）的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鉴定证

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主要完成人

１

尿液中微粒

物理特征的

光电检测理

论及技术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９号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江苏大学 王亚伟

韩广才、崔青义、苗永

红、袁 润、王国余、卜

敏、洪 云、王婧怡、吴

大建、刘 莹、邓晓斌、

王立峰、雷海娜、刘明

礼、刘仁杰

２

过渡族金属

硫硒化合物

纳米材料的

制备及摩擦

特性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８号

２００８．１１．３０ 江苏大学 李长生

刘艳清、唐华、刘玉华、

姜廷顺、陈康敏、于小

惠、张烨、董丽荣、于应

明、张伟、孙彩虹

３

水果内外品

质指标的多

技术同步在

线检测研究

机械联

合会

ＫＪ鉴字【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３４号

２００８．１１．２９ 江苏大学 陈全胜
蔡建荣、赵明、黄星奕、

邹小波、赵杰文、林颢

４

基于计算机

视觉的脐橙

智 能 分 级

技术

机械联

合会

ＫＪ鉴字【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３５号

２００８．１１．２９
江苏大学

机电总厂

有限公司

许友谊

赵杰文、葛福才、邹小

波、王维新、曾艳明、许

乔宝、张应龙、杨宁川、

范常青、王富良、殷晓

平、石吉勇、张松生

５

低比速矿用

隔爆型排污

沙潜水电泵

的全扬程无

过载研究

山东科

技厅

鲁科鉴字【２００８】
第 ７１３号

２００８．１１．２３

济宁安泰

矿山设备

制造有限

公司

陆伟刚
刘仲喜、曹卫东、程永

席、施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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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鉴定证

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主要完成人

６

内装式多级

矿用隔爆潜

水电泵的研

究与应用

山东科

技厅

鲁科鉴字【２００８】
第 ７１４号

２００８．１１．２３

济宁安泰

矿山设备

制造有限

公司

曹卫东
刘仲喜、陆伟刚、程永

席、施卫东

７

以音乐为背

景的语言诱

导治疗技术

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３号

２００８．８．２４ 江苏大学 刘　伟
李君荣、谭文捷、姜学

林、石锁荣、王昌凯、高

霞、吕晶

８

拮抗酵母防

治水果病害

及作用机制

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５号

２００８．６．２ 江苏大学 张红印 董英

９

盐析流动理

论与防结盐

技术研究及

装备研发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９号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杨敏官

贾卫东、王春林、刘栋、

高波、李忠、康灿、陈卫

兵、董祥、殷震宇、顾

海飞

１０

银杏外种皮

的灭螺作用

及植物增效

剂的影响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７号

２００８．１２．２９ 江苏大学 杨小明

陈盛霞、何广立、谢吉

民、姜旭淦、陈钧、李龙

根、夏磊、吴亮、张蓉

仙、刘方

１１

高性能不锈

钢高压仪表

球阀的研制

与产品开发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２号

２００８．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刘忠德

李传金、梁申勇、盛维

琛、吉文、苗润生、徐

军中

１２

面向移动环

境的网络化

制造集成技

术与系统

机械联

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２４号

２００８．６．２８ 江苏大学 顾寄南

于建武、陈雪芳、黄娟、

张洁、张林萅、范文慧、

侯永涛、方立东、鲁立

峰、张永锋、张刚、杨文

佳、唐敏、王瑞盘

１３

含钒微合金

钢的组织超

细化与控制

技术研究

机械联

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１２号

２００９．６．２８ 江苏大学 李新城

朱伟兴、梅东生、程兴

德、陈炜、张洁、张开

华、姜银方、郭娟等

１４
非线性动力

系统的若干

问题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２号

２００８．４ 江苏大学 毕勤胜 张正娣

１５

江苏生物质

能开发利用

前景及示范

方案设计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５号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江苏大学 马志强

朱永跃、杜秀芹、洪涛、

毛翠云、王谦、徐莹、周

奇恒、袁银男、谢磊、孟

庆波、宋东林、叶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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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鉴定证

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主要完成人

１６

我国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

项目风险评

价 与 控 制

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６号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江苏大学 马志强

朱永跃、李锦飞、洪涛、

何娣、唐恒、许良虎、朱

永跃、李国昊、谢磊、孟

庆波

（供稿人：徐红梅　核稿人：唐　恒）
２００８年科技项目（成果）获奖情况
一、２００８年国家技术发明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食品、农产品品质无

损检测新技术和融合

技术的研究

江苏大学 二等
赵杰文　黄星奕　邹小波
蔡健荣　刘木华　陈全胜

二、２００８年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间质干细胞分化及致

瘤安全性的研究

江苏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自然科学奖

二等

许文荣　钱　晖　朱　伟
张锡然　陈永昌　邵启祥
许化溪　胡嘉波　韩崇旭
孙晓春　姜润秋

２
磁化学合成高性能铝

基复合材料的关键技

术及应用

江苏大学

江苏省铝基复合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技术发明奖

二等

赵玉涛　程晓农　陈　刚
戴起勋　范国宪　李桂荣

３
高性能稻麦联合收割

机关键技术开发及

应用

江苏大学

泰州现代锋陵农业装备

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二等

李耀明　曹　扬　陈　进
徐立章　徐亚林　马朝兴
陈国华　陈树人　王　岳
张际先

４
车辆半主动悬架控制

以及液压减振器设计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江苏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

陈　龙　江浩斌　汪若尘
李　可　汪少华　李仲兴
贝绍轶　鲍可进　张孝良
张孝祖

５
淡水养殖智能化监控

与管理信息技术研究

及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江苏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

傅泽田　李道亮　赵德安
刘星桥　全　力　田　东

三、２００８年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ＳＮＤ系列智能型非
侵入式（多总线）阀

门电动执行机构

江苏大学

常州电站辅机总厂有限公司
二等

赵德安　姜迎新　葛润平
邵　杰　秦　云　蒋亚培
孙月平　袁福民　徐　洁
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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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２
南水北调工程用轴流

泵和斜流泵模型研制

及装置特性研究

江苏大学

扬州大学

江苏省水利工程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泵制造有限公司

高邮市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二等

关醒凡　施卫东　袁寿其
仇宝云　杨洪群　杨敬江
黄海田　张建华　朱红耕
魏　东

３ 无堵塞泵标准

江苏大学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山东名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王　洋　张咸胜　袁寿其
施卫东　丛小青　刘厚林
周本留

４
摩擦副表面激光微造

型及其节能减磨技术

与应用研究

江苏大学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

柴油机厂

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符永宏　王　霄　袁　润
尹必峰　叶云霞　华希俊
毕勤胜　何建光　徐　毅
钱恒荣

５
非线性分析下东西部

能源经济系统可持续

发展战略研究

江苏大学 二等

田立新　丁占文　孙　梅
杨宏林　唐　恒　蒋书敏
徐伟军　董高高

６
核用液下屏蔽泵关键

技术及推广应用

江苏大学

镇江正汉泵业有限公司
三等

王春林　杨敏官　姚庆余
殷震宇　康　灿

７
提高煤液化用往复式

特殊泵密封寿命的

研究

江苏大学

合肥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三等

许建强　叶晓琰　施卫东
袁寿其　杨晓锋

８
疲劳驾驶监测系统研

究和开发
江苏大学 三等

刘志强　葛如海　詹永照
商高高　张建明

四、２００８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纳米二氧化硅制备技

术在粉煤灰综合利用

中的研究

江苏大学 三等

谢吉民　朱建军　陈　敏
吕晓萌　徐洁明　闫永胜
林家敏　倪　良　朱卫华
赵干卿

２
通用型分体式耐高温

微型压力传感器

江苏大学

江苏工业学院

昆山双桥传感器测控技术

有限公司

二等

丁建宁　王　权　程广贵
袁宁一　王文襄　杨继昌
范　真　凌智勇

３
柴油乳化技术及其制

备装置的研究与开发

江苏鼎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三等

周毕华　施爱平　叶丽华
徐伟幸　徐荣进　缪云伦
贾卫东　周瑞峰　汪　东
朱根孝

４ 施卫东（个人奖） 江苏大学
青年科技

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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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２００８年授予２００７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制醋糟渣农用资源化

技术开发

江苏大学

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李萍萍　胡永光　陈笃江
吴　瑛　李国权　毛罕平
屈振国　叶有伟　沙爱国
陈　勇

２
食品功能因子的超临

界 ＣＯ２萃取及技术
集成

江苏大学 优秀奖

马海乐　骆　琳　王振斌
刘伟民　丁青芝　陈　钧
欧阳臻　何荣海

３
药用真菌生物转化银

杏叶提取物提高其降

血糖活性

江苏大学

镇江格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黄达明　张志才　崔凤杰
赵杰文　管国强　董　英
吴其飞　姜　松

４
粉煤灰气相法制备纳

米二氧化硅应用技术

研究

江苏大学 优秀奖
谢吉民　闫永胜　徐洁明
朱建军　吕晓萌　林家敏

六、２００８年度中国汽车工业科技进步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疲劳驾驶监测系统研

究和开发
江苏大学 三等

刘志强　葛如海　赵艳萍
詹永照　商高高

七、２００８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车辆悬架及其电子控

制系统关键零部件设

计理论、技术与应用

江苏大学 一等

陈　龙　江浩斌　汪若尘
李　可　汪少华　李仲兴
贝绍轶　鲍可进　张孝良

八、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政府科技计划培养人

才的绩效评估及数据

库建设

江苏大学 二等

赵喜仓　董　洁　杨道建
吴继英　陈海波　樊茗癑
冯　缨　张　瑾

九、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高性能节能环保型发

动机的激光珩磨技术

与装备

江苏大学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

柴油机厂

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张永康　符永宏　徐　毅
尹必峰　华希俊　袁　润
叶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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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２
间质干细胞分化及安

全性研究

江苏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三等
许文荣　钱　晖　朱　伟
张锡然　孙晓春

３
拮抗酵母防治水果病

害及作用机制研究
江苏大学 三等

张红印　董　英　姜　松
张海晖　徐　斌

４
微型射流式喷灌机组

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江苏大学

金坛天鹅喷灌机械有限公司
三等

刘建瑞　虞育芳　施卫东
马留土　孔繁余

５
创新环保型 Ｎ烷基
化反应技术研究及唑

来膦酸注射液的研发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药学院
三等

孙田江　陆宏国　徐希明
孟　霆　刘江华

６
离散制造企业信息集

成系统研究开发及其

在开关电气行业应用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清软英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三等
蔡　彬　雍建平　赵曦滨
徐　慧　吴　婕

十、２００８年江苏省高校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创新成果加速向规模

产业化研究
江苏大学 二等 董　洁

２
江苏省创业辅导体系

建设的研究
江苏大学 二等 梅　强　赵观兵　谢振宇

３ 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江苏大学 三等 周国强

４
国际科技合作模式

研究
江苏大学 三等 刘秋生　赵广凤　彭立民

５
教育方针的形态变化

与教育本性回归
江苏大学 三等 王长乐

６
教育学学科科学性研

究探索
江苏大学 三等 张忠华

７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

设中的政府管理职能
江苏大学 三等 金丽馥

８ 美术考古与考古研究 江苏大学 三等 何志国

９
《诗经》“二南”礼俗

研究
江苏大学 三等 吴晓峰

１０
意识形态生成结构

新探
江苏大学 三等 吕国忱

１１ 包装意象 江苏大学 三等 韩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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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２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

运动与斗争政治
江苏大学 三等 吴庆宏

１３ 遗山乐府校注 江苏大学 三等 赵永源

十一、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获奖 主要完成人

１
地方科技计划项目绩

效的统计分析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三等奖 赵喜仓

（供稿人：王卫龙　核稿人：唐　恒）

２００８年获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情况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合作 ２００７ＢＡＫ３５Ｂ０２
驾驶人安全驾驶行为分析平台与监测

技术研究及示范

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合作 ２００６ＢＡＤ１１Ａ１２－０６
农产品品质检测和商品化技术装备研

究与开发

３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项 ２００６ＢＡＤ２７Ｂ０６
抗氧化功能食品的研发及产业示范

研究

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项 ２００６ＢＡＤ１１Ａ０６
多功能谷物联合收获技术装备研究与

开发

５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项 ２００６ＢＡＤ１１Ａ１０－００６ 温室环境优化调控策略研究

６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项 ２００６ＢＡＤ１１Ａ１０－００２ 设施农业配套关键技术装备研究开发

７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项 ２００６ＢＡＤ１１Ａ０１
联合收割机数字化建模与关键部件虚

拟设计应用研究

８ 科技部国际合作 ２００９ＤＦＡ５０６２０
结构导向的纳米级金属簇合物基分子

功能材料光电性能调制研究：实验、理

论及应用

９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５０８２５９０２ 离心泵基础理论和节能关键技术研究

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１０８０４０３７
纳秒量级冲击波高压加载下材料的动

态响应与特征量测试的基础研究

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５０８０５０６６
无外界动力源的半主动／主动复合控
制悬架工作机理的研究

１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５０８０５０６７
基于集成设计的果蔬精准采摘实现方

法研究

１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５０８０５０６８
油菜脱出混合物与清选筛面粘附机理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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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５０８０５０６９
微构件的激光辅助热弯成形机理及方

法研究

１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５０８０６０３０
高压共轨式柴油机空穴雾化耦合机理

研究

１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５０８０６０３１
空化射流过程中空泡尺度对空蚀机理

的影响

１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５０８０７０２２
磁通记忆式定子永磁型电机及其驱动

控制技术研究

１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３０８００６６６
利用高光谱图像技术鉴别名优茶真伪

的研究

１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１０８７２０８０
含多时间尺度非线性振动系统的若干

问题

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２０８７１０６１
利用低聚糖修饰的磁共振成像功能配

合物合成与性能研究

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２０８７５０３９
磁控型离子液体生物微球的制备及其

生物传感研究

２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２０８７６０７１
仿酶型离子液体的设计及其在燃油深

度脱硫中的研究

２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２０８７７０３６
钛基晶须材料固相萃取分离／富集环
境中低放射性金属及机理研究

２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 ３０８４００５３
脐带间质干细胞介导的肾功能修复及

机制研究

２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 １０８４７１３７
在有限重子密度下三味道量子色动力

学的相变温度

２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 ６０８４１００３
基于密度函数的医学图像有效特征表

达及其提取方法研究

２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３０８７００９５
抗 Ｈ：ｚ６６抗体诱导伤寒沙门菌鞭毛
相变换机制

２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３０８７００９６
幽门螺杆菌 Ｃａｇ致病岛 ＩＶ型分泌装
置转运机制的研究

２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３０８７１１９３
瘦素诱导 Ｔｈ１７细胞分化的分子机制
及在 ＥＡＴ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３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３０８７１４４９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鞘翅目储粮害虫检

测与分类识别研究

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３０８７１８２６
家蚕浓核病毒中国株非结构蛋白特性

和病毒复制原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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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３０８７２１３９
内质网应激反应在甲基汞和丙烯腈致

神经激发与神经毒性中的作用

３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３０８７２３３５
Ｎｏｔｃｈ信号途径调控辅助性 Ｔ细胞功
能性分化参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实验

研究

３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５０８７５１１２
车辆主动悬架与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

匹配理论及其协调控制

３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５０８７５１１３
农业物料颗粒在风筛式清选装置中运

动规律的研究

３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５０８７５１１４
机械结构损伤检测中超声相控阵可控

强度驱动和正交异性传感技术研究

３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５０８７５１１５
微纳制造中界面多尺度杂交设计方法

与关键力学行为研究

３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５０８７８０９８
双指标侵蚀环境作用下预应力结构耐

久性试验与寿命预测研究

３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６０８７４０１４
无传感器的多电机同步系统模糊神经

α阶逆解耦控制

４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６０８７５０５２
静电喷涂机器人变量喷涂轨迹优化关

键技术研究

４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７０８７１０５６
系统范式及延迟脉冲金融投资演化均

衡模型的创新性研究

４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外交流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ｐｌｙｍｕｔｈｉｃａ群体感应信号系统
的鉴定

４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外交流

第十八届国际精细化学和功能高分子

学术讨论会暨 ＩＵＰＡＣ第四届新型材
料及其制备学术讨论会

４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 ３０７７１５１４
诱导罗伦隐球酵母生防效力激发子的

筛选及相关差异

４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 １０７７１１０４
传染病流行中若干影响因素的数学描

述与模型分析

４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 ６０８０１０１０
大气压强电场电离放电飞行器流动控

制研究

４７ 科技部农业成果转化 ２００８ＧＢ２Ｃ１００１０６
农产品酿造糟渣农用资源化技术及产

业化

４８ 科技部农业成果转化合作 ２００８ＧＢ２Ｃ１０００９９
高效生物质制备中热燃气技术及产业

化研究

４９ ８６３重点项目课题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００９０５ 蔬菜高效施药技术研究与装备创制

·２７１·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５０ “８６３”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Ｚ２０４
基于多光谱和多传感信息融合的作物

氮素和水分探测技术

５１ “８６３”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Ｚ２０８
基于高光谱图像技术的设施栽培作物

营养元素亏缺研究

５２ “８６３”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Ｚ１４５
家蚕优质高产及抗两种病毒基因聚合

分子育种

５３ “８６３”合作项目 ２００７ＡＡ１００４０５
农业生物制造与食品精细加工技术及

产品

５４ “８６３”合作项目 ２００７ＡＡ０４Ｚ１Ｂ２０１
基于价值网的企业间业务协作服务支

持平台研究与开发

５５ “８６３”合作项目 ２００７ＡＡ１００４０４ 活性肽分离纯化工业化技术研究

５６ “８６３”合作项目 ２００７ＡＡ１０Ｚ３００ 抗氧化肽的生物制备技术

５７ “８６３”合作项目 ２００７ＡＡ０９１６０２
海洋生物酶发酵过程软测量与优化控

制研究

５８ “８６３”合作项目 ２００７ＡＡ０５Ｚ２０７ 高扬程无过载潜水排污泵

５９ “９７３”子项 ２００５ＣＢ１２１００６
家蚕小他子 ｍＲＮＡ、小肽功能以及病
原体与宿主相互作用机理研究

６０ “９７３”子项 ２００６ＣＢ１０１６０１
菜籽中油脂形成的主控基因及其调控

机制

６１ “９７３”前期专项合作 ２００７ＣＢ６１６９０２
掺杂 ＺｎＯ结构稳定性及相关能带结
构的基础科学问题

６２ 星火计划 Ｘ２００７１１９ 檀梓平食用菌胶囊的规模化生产

６３ 科技部基础平台合作 ２００５ＤＫＡ２１１００
重要寄生虫虫种质资源标准化整理、

整合及共享

６４ 科技部中小企业基金合作 ０７Ｃ２６２１３４０１４４５ 在线式多级高速剪切分散匀浆泵

６５ 科技部中小企业基金合作 ０８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０６０１ 高强度高耐磨稀土铝合金内燃机连杆

６６ 教育部科技重点 ２００８０５２
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非线性动力学

及其控制

６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０８０２９９０００９
温室作物 －环境系统耦合模型及环境
调控策略

６８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０８０２９９０００４ 金属微构件激光喷丸延寿的基础研究

６９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联合 ２００８０２９９０００１
负热膨胀单晶材料的软化学制备技术

与特性研究

７０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联合 ２００８０２９９００１０
超声波辐射下蛋白质可酶解性与其分

子构象的关系研究

７１ 教育部（共三项） 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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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信房和城乡建设部 ２００８－Ｋ３－２２
既有玻璃幕墙安全性能动力检测及相

关技术研究

７３ 信房和城乡建设部 ２００８－Ｒ５－８
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风险评价与控制

研究

７４ 信房和城乡建设部 ２００８－Ｋ９－３ 公交运行管理系统研发

７５ 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合作 １０－４０（２００７ＧＹＪ０３３）
纳米芯片拉曼光谱快速无损检验检疫

技术研究

７６ 国家标准修订 ２００７２５４５－Ｔ－６０４ 低速汽车国家标准制定

７７ 国家标准修订 ＩＢ型单级离心泵／农业灌溉设备

７８ 国家标准修订 ２００７３７９０－Ｔ－４２４ 进出口食品中己二酸的测定

７９ 商务部合作 ２－酮基 －Ｄ－葡萄糖酸新工艺研发

８０ 国家安监局 ０８－０８６
高压二次旋转水气射流通风治理上隅

角瓦斯技术研究

８１ 省高技术（工业）合作 ＢＧ２００７０２３
零泄漏非接触式高性能机械密封及其

跨尺度激光造型加工技术的研究

８２ 省成果转化 ＢＡ２００７１０８
节能环保型球团生产装备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

８３ 省成果转化 ＢＡ２００７０８７
１００／１２５马力以上轮式拖拉机自主研
发及产业化

８４ 省成果转化 ＢＡ２００８１００
油脂饼粕功能多肽生产关键技术及其

产品开发

８５ 省科技攻关合作 ＢＥ２００７０１６
高压直流输电和柔性交流输电嵌入式

软件系统的开发

８６ 省科技攻关合作 ＢＥ２００７４２０
小麦胚芽的高效利用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

８７ 省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ＢＣ２００７１４４
多功能复合稀土铜锌铝记忆合金的关

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与应用

８８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２４
磁性负热膨胀材料及其复合材料的制

备与性能研究

８９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２５
ＮＰＡＣ技术转化柴油机 ＮＯｘ和 ＰＭ排
放的机理研究

９０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２６
新型咔咯配合物的合成及电催化还原

降解有机氯的研究

９１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２７
ＩＣ封装界面结构跨尺度设计方法及
热力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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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２８
自由活塞发电发动机的模型建立、结

构优化和控制策略研究

９３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２９
荷电雾滴在植株靶标界面上的粘附机

理及应用研究

９４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０
基于数字相位分布的生物细胞瞬态识

别光学检测方法

９５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１
卵巢癌特异性 ｎｃＲＮＡ的功能研究及
在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９６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２
骨髓间质干细胞与肿瘤微环境及靶向

治疗

９７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３
基于无轴承异步电机的数控机床高速

电主轴系统研究

９８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４
污泥煤浆的成浆性规律与制备技术

研究

９９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６
间充质干细胞在多发性骨髓瘤疾病过

程中出现获得性异常的机制的实验

研究

１００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７
新型 ＣＯＲＭ分子对创伤脓毒症信号
分子磷酸化的调控机制

１０１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８
肝素阻断新生鼠肝细胞先天性感染人

巨细胞病毒的实验研究

１０２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３９
小干扰 ＲＮＡ阻断 ＣＤ４０－ＣＤ４０Ｌ受体
－配体轴对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用

１０３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４１
纤维素水解的酶膜反应器超声动力学

效应

１０４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４２
用于兽药残留检测新型免疫亲和柱的

制备研究

１０５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４４
新化合物吡啶锰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自噬的研究

１０６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４５ 新型模块式微热光电动力系统的研究

１０７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４６
圆柱绕流滴灌灌水器湍流机理与结构

优化设计研究

１０８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４７
含手性单元的聚氨酯的制备及光开关

性能的研究

１０９ 省自然基金 ＢＫ２００８２４８
羟基自由基处理水源地突发性环境污

染物研究

１１０ 省自然基金（企业博士） ＢＫ２００８５５３ 客车高速方向发飘的机理及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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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０８１１８ 新一代高淬透性高强铝合金

１１２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０８１１０
高效能太阳能电池陷光结构与刻蚀的

关键激光技术与装备研发

１１３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０８１１４
城市公交电动客车电子控制空气悬架

研发

１１４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８０２９
微型无腔体压电宽频电声转换器压电

陶瓷材料及器件的研发

１１５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８０５１
二步法流化床生物质气化制氢技术

研发

１１６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ＢＪ２８涡轮增压
器研发及产业化

１１７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０８３７５
多功能农产品多频脉冲超声精深加工

设备的研制与应用研究

１１８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０８３７９
家蚕优质高产兼抗两种病毒病育种及

应用

１１９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０８３８０ 设施农业营养液自动灌溉施肥机研制

１２０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０８３８１
高效节水灌溉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

品开发

１２１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８３２３
抗暴雪大跨度连栋塑料温室结构设计

与关键技术

１２２ 省科技报务平台 ＢＭ２００８３７５
泵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推广及检测

服务

１２３ 省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建设合作 ＢＭ２００７３２９
丹阳市茶叶产业技术创新服务能力

建设

１２４ 省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建设合作 ＢＭ２００７３２８
面向科技创业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建设

１２５ 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发动机低排放技术开发及汽车摩托车

行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１２６ 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ＢＺ２００８０４９
基于功能金属簇合物分子结构的非线

性光学性能调制研究

１２７ 航空基金合作 ２００７ＺＦ５２０６２
有机凝胶先驱机转化法制备雷达隐身

用铁氧体纤维

１２８ 浙江省科技厅合作 ２００８Ｃ２２０２９
桑树重大疫病———桑花叶萎缩病病原

和防治技术的研究

１２９ 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８Ｂ０９０５０００８１
发动机气缸套的激光表面微造型技术

研究与工艺装备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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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贵州省科技基金合作 黔科合 Ｊ字［２００８］２０３６ 柴油机燃用小油桐压榨油的性能研究

１３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０８ＢＪＬ０２７ 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创业研究

１３２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０８ＢＴＱ０１０ 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１３３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０８ＢＪＹ０４０
新农村建设中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

题研究

１３４ 教育部理论研究应急项目 ２００８ＪＹＪ０２４ 中国高校党的建设三十年研究

１３５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８ＪＡ７９００５７
一类金融混沌系统的复杂动力学分析

及混沌控制

１３６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８ＪＡ７９００５８
长江三角洲地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一

体化研究

１３７ 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０８ＥＹＡ００１ 江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１３８ 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０８ＺＸＢ００１ 江苏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研究

１３９ 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０８ＦＸＢ００３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建设

研究

１４０ 省社科基金项目 ０８ＣＳＪ００８
长江三角洲加快推进环境保护一体化

研究

１４１ 省软科学项目 ＢＲ２００８００６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发展年度报告

１４２ 省软科学项目 ＢＲ２００８０２３
江苏省软件外包服务业发展的竞争力

分析及对策研究

１４３ 国家体育总局 １３００ＳＳ０８１１８
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投资及其产权制

度研究

１４４ 国家统计局重点项目 ２００８Ｌｚ００９
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

牌产品状况调查与分析 －以江苏为例

１４５ 国家统计局一般项目 ２００８ＬＹ０２８ 科研团队 Ｒ＆Ｄ绩效统计评价研究

１４６ 国家统计局一般项目 ２００８ＬＹ００６
长三角地区家族企业发展与绩效评价

的统计研究

１４７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作研

究分会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
ＬＸ２００８０１４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人员绩效考评体系

研究

１４８ 省委宣传部项目 ０８ＷＴＡ００１－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江苏的成功实践

１４９ 国家体科所
科技部 ２００５ＢＡ９０４Ｂ０２，

委 ０７－２９
男子足球奥运科技攻关与服务

１５０ 最高人民检察院 ＧＪ２００６Ｃ１８ 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

１５１ 国家软科学指导项目 ２００８ＧＸＱ６Ｄ１５５
国有企业负责人自主创新能力评价及

考核指标研究

１５２ 省社科基金指导项目 ０８ＦＸＤ０１４ 农村法制文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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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５３ 省社科基金指导项目 ０８ＪＹＤ０１４ 江苏省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供稿人：刘海霞、董　洁　核稿人：余江南、杨敬江）

２００８年出版著作（译著）一览

编号 专著（教材）　名称 出版出处 专著人 备　注

１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李新朝 独译第一，２５．９万

２ 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ａｎｓ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 胡　杰 独著，２５万

３ 传感器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鲍丙豪 主编第一，７７．４万

４ Ｐｒｏ／ｅ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肖爱民 主编第一，６０万

５ Ｐｒｏ／ｅ注塑模具设计与制造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肖爱民 主编第一，５７．５万

６ 液压阀使用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陆一心
主编，３６万，张应
龙编写 ２．５万

７ 数字信号与图像处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胡红梅 主编第一，２０万

８ 农业机械设计手册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光亮 主编第一，３８万

９ ＡｕｔｏＣＡＤ２００８电气设计实例解析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江　洪 主编第一，４８．７万

１０ 电视监控系统及其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金伴 主编第一，３９．９万

１１ 变频器使用指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康　梅 主编第一，４１．３万

１２ 异步电路设计原理———系统透视 电子工业出版社 赵不贿 译著第一，４３万

１３ 车辆工程学科发展报告———发动机专题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　忠 参编，４万

１４ ＵＧ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文超 主编第一，５５

１５ 无机化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谢吉民 主编第一，５２．１万

１６ 电分析化学与生物传感技术 科学出版社 郝　臣 参编，４万

１７ 液压维修技术问答 化学工业出版社 张应龙 主编第一，３３．９万

１８ 机械工程材料与加工工艺 化学工业出版社 马鹏飞 主编第一，４５．８万

１９ 锻造加工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张应龙 主编第一，４８万

２０ 模具制造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张应龙 主编第一，４８．７万

２１ 继电器与继电保护装置实用技术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金伴

主 编 第 二，１５．４
万，马 鹏 飞 参 编

６万

２２ 制齿工 国家职业标准 葛福才 参编，３．１万

２３ 《液压阀使用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张应龙 参编，３万

２４ 寄生虫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陈盛霞 参编，１万

２５ 人体寄生虫学实验研究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盛霞 参编，２．５万

２６ 人体寄生虫学实验研究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仇锦波 参编，２．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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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专著（教材）　名称 出版出处 专著人 备　注

２７ 奶牛疾病诊治彩色图谱 中国农业出版社 张柳平 参编，５万

２８ 患者学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姜学林 参编，１２．１万

２９ 面向智能体的知识工程 科学出版社 程显毅 主编第一，３５万

３０ 往复式增压泵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叶晓琰 参编，１．５万

３１
绞盘式喷灌机 第 ２部分：软管和

接头试验方法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０．９万

３２
绞盘式喷灌机 第 １部分：运行特性及

实验室和田间试验方法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５．２万

３３ 水轮泵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１０．５万

３４ 农业灌溉设备　铝灌溉管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１．３万

３５ 农业灌溉设备　水头控制器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１．８万

３６
喷灌设备　文丘里式差压液体

添加射流器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１．３万

３７ 贯流泵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２．３万

３８ 轻小型柴油机———泵直联机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２．３万

３９ 轻小型单级离心泵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４．２万

４０ 立式斜流泵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　洋 主编第一，３万

４１
动力机械工作过程及其测试技术研究

———李德桃教授论文选集
江苏大学出版社 李德桃 主编第一，１１０万

４２
镇江滨江湿地植物群落结构、

功能及修复技术研究
科学出版社 李萍萍 主著第一，２２．５万

４３ 水产品化学 化学出版社 高瑞昌 参编，４．３万

４４ 复合调味料生产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崔凤杰 参编，４万

４５ 香辛料生产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崔凤杰 参编，７万

４６ 复合调味料生产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钱静亚 参编，４万

４７ 香辛料生产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肖　香 参编，７万

４８ 食品安全导论 中国林业出版社 敬　璞 参编，２．３万

４９ 现代微生物学（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崔恒林 参编，８万

５０ Ｅｘｃｅｌ高效办公———学校管理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丁昌萍 参编，１５．４万

５１ Ｅｘｃｅｌ高效办公———市场与营销管理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丁昌萍 主编第一，６５．７万

５２ 科技统计实用手册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赵喜仓 参编，２万

５３ ｅｘｃｅｌ高效办公———财务管理 人民邮电出版社 王伏虎 主编，６７万

５４ 商务与管理沟通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赵银德 独译，７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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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编号 专著（教材）　名称 出版出处 专著人 备　注

５５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从人力

资本角度分析
中国农业出版社 陈　浩 独著，２０．１万

５６ 《决胜网络———创业管理案例》 江苏大学出版社 胡桂兰
主编第一，３９万，
毛翠云参编

５７ 《网海淘金———成功网商创业案例》 清华大学出版社 胡桂兰 独著，２８万

５８ 篮排球的教学理论与训练方法 西安地图出版社 覃立嵩 参编，８万

５９ 篮排球的教学理论与训练方法 西安地图出版社 王素平 参编，８万

６０ 轮滑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胡玉芹 参编，８．５万

６１ 电子技术入门突破 人民邮电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３９万

６２ 电源电路识图入门突破 人民邮电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４１万

６３ 放大器电路入门突破 人民邮电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４６万

６４ 电子电路识图入门突破 人民邮电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３４万

６５ 图表细说电子技师速成手册（超值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７４万

６６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超值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３５万

６７ 图表细说电子技术识图（超值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３３万

６８ 图表细说元器件及实用电路（超值版） 电子工业出版 胡　斌 主编第一，５９万

６９ 电子技术三剑客电路检修 电子工业出版 胡　斌 主编第一，３４万

７０ 电子技术三剑客元器件 电子工业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３１万

７１ 电子技术三剑客电路识图 电子工业出版社 胡　斌 主编第一，３１万

７２ 木偶奇遇记 山东文艺出版社 张　瞞 主编第一，１２．４万

７３ 西部 还没有牛仔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　瞞 主编第一，１５万

７４ 尼罗河 源头何处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　瞞 主编第一，１３．５万

７５ 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研究 齐鲁书社 何南林 独著，７１．５万

７６
知识分子与大众：１８８０－１９３９年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

译林出版社 吴庆宏 独著，２０．４万

７７ 金融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冯　涛 参编，５万

７８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晓波 参编，３万

７９ 当代教育理论新探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忠华 主编第一，３８．５万

８０ 文选名篇 江苏人民出版社 周　衡 参编，２．３万

８１ 教师职业道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炳生 参编，３万

８２ 《文选》学与楚文化 武汉出版社 吴晓峰 参编，１１万

８３
中国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

的改革和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石宏伟 主编第一，２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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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编号 专著（教材）　名称 出版出处 专著人 备　注

８４ 遗山词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永源 独著，２３．８万

８５ ｅｘｃｅｌ高效办公—生产管理 人民邮电出版社 杨　治 主编，６１万

８６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源泉 知识产权出版社 周　辉 独著，１６．３万

８７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动态仿真

与政策调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何有世 独著，２０．２万

２００８年人文社科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专著一览

编号 书稿名称 著作人 职称 出版社

１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政策调整 江心英 副教授 科学出版社

２ 市场调查与分析 赵喜仓 教授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３ 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 任晓霏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４ 五四以来中国思潮与人物研究 董德福 教授 人民出版社

５ 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 李金坤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６ 中小企业信用管理机制研究 谭中明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７ 朱正伦书法作品集 朱正伦 副教授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８ ＳＰＳＳ在社会经济统计中的应用 王伏虎 讲师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供稿人：董　洁、唐　恒　核稿人：左　勇）
２００８年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一览

申请号 专利名称 类别 发明人 所属单位 申请日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５４３．１
一种具有自紧式密封结构的高压仪

表球阀阀杆密封装置
实用 刘忠德 材料学院 ２００８．２．１９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８３４．０ 小灵通信号增强器 实用 李　阳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３．１０

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８３３．６ 车用缓速器进气系统的压力控制阀 实用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３．１０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８３２．１ 一种内滤式过滤器 实用 李维斌 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３．１０

５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３０１５．８ 人体工程学鼠标 实用 曾永乐 工商学院 ２００８．３．１８

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３０１６．２
采摘机器人果梗阻激光切断装置的

透镜支承调整结构
实用 刘继展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３．１８

７ ２００８３００２３４５９．９ 室外环境降温机 外观设计 王军锋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３．１８

８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３７７２．５
一种微器件的激光冲击微体积成形

装置
实用 王　匀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４．３

９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５２２６．５
一种石质冲击式水浴脱硫脱氮除

尘器
实用 李伟振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４．２９

１０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５４４６．８ Ｖ型管无阀压电泵 实用 何秀华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５．５

１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６０２６．１ 一种积分球检测系统 实用 陈　斌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８．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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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６２３３．８ 一种半喂入式脱粒装置的脱粒滚筒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５．１６

１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６６４８．４ 一种灯管成形的红外加热装置 实用 刘会霞 工商学院 ２００８．６．３

１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６６４９．９ 一种洗漱间废水再利用装置 实用 马朝兴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６．３

１５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９７３６．Ｘ 一种激光微造型盒形拉深模具 实用 符永宏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６．２５

１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９７３５．５ 一种能量回收装置 实用 袁　元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６．２５

１７ ２００８２００４１５１６．０
一种安装角度可调节的混凝土运输

车搅拌筒
实用 陈　炜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８．１２

１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５１１６．７
一种切流与纵轴流组合式脱离分离

装置的切流脱粒装置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８．２２

１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５１１５．２
联合收割机手自一体化负荷反馈调

速装置
实用 刘继展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８．２２

２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５１１４．８
联合收割机机电气系统故障诊断

装置
实用 左志宇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８．２２

２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５１１３．３
一种切流与纵轴流组合式脱粒分离

装置的辅助喂入装置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８．２２

２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８５３６．２
带螺旋喂入叶片的可调式横轴流脱

粒滚筒
实用 徐立章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８．１２

２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７００２．６ 一种能量回收装置 实用 袁　元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９．１２

２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８５３７．７
高度可调式半喂入脱粒滚筒喂入叶

片（２００９２００３６７０７．２）
实用 李耀明等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８．１２

２５ ２００８３０１４７０８４．７ 四叶农用防霜风扇 外观 胡永光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９．８

２６ ２００８３０２３０４３９．９ 农用防霜风车 外观设计 胡永光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

２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６６９２．３
单缸柴油机偏心齿轮（椭圆齿轮）

平衡机构
实用 姜树李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

２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６６７９．８
一种空气悬架客车车身高度检测

系统
实用 徐　兴

汽车学院

（两个单位）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

２９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５７７．６
一种可自劝更新滤纸的多功能空气

净化灭菌机
实用 张西良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４

３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１２２６．Ｘ 半自动擦黑板装置 实用 段金龙
教师教

育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

３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１２２７．４ 一种柴油机飞锤配对电子称重装置 实用 王维新 机电总厂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

３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４３５．１ 一种凹槽聚能超声波洗衣机 实用 黄毅红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３３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４３６．６ 一种风扇帽 实用 黄毅红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３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４３８．５ 一种数控气动发动机 实用 陈士安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３５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４３９．Ｘ 微小型扑翼机 实用 袁　元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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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０．１
一种可以恒速控制车辆的液力缓

速器
实用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３７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１．６ 一种磁吸式排种元件 实用 胡建平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３８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２．０
一种基于放射性元素的柔性纳米薄

膜硅电池
实用 祝　俊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３９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３．５
一种球形水果分级设备用自动排序

上料机
实用 葛福才 机电总厂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４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５．４ 一种保健牙刷 实用 陈　刚 材料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４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６．９ 交流混合磁轴承支承的高速电主轴 实用 邬清海 电气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４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７．３
五自由度交流磁轴承支承的高速电

主轴系统
实用 邬清海 电气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４３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６１１４．Ｘ
一种具有自紧式密封结构的高压仪

表球阀
实用 刘忠德 材料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４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０．９ 离心泵自循环真空辅助自吸装置 实用 沈振华 流体中心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４５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１．３ 气压式粒状毒饵撒播装置 实用 康　灿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４６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２．８ 三角绕流滴灌灌水器流道 实用 王新坤 流体中心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４７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３．２ 打火发电机 实用 丁建宁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４８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４．７ 一种双叶轮液下曝气机 实用 李维斌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４９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５．１
一种扫描电镜原位观察的全柔性三

平移混联微动装置
实用 杨启志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６．６ 一种臭氧氧化水处理装置 实用 张　波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７．０ 曲轴连杆运动装置 实用 李　强 流体中心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５９．Ｘ 独立式双凸极容错电机 实用 赵文祥 电气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３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６０．２ 一种智能浊度仪 实用 刘星桥 电气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５６１．７
微型宽频带正交异性 －声发射传
感器

实用 骆　英 理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５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８８０．４ 一种电动可控自锁升降平台 实用 杨文亮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

５６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３７８．７ 一种带水冷系统的自栗式缓速器 实用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７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３７９．１
一种脉冲电场活化干式喷钙烟气脱

硫装置
实用 吴春笃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８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０１１．１
一种介质阻挡放电低温等离子体有

害气体转化装置
实用 蔡忆昔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５９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０１２．６ 一种便捷式发电储能充电器 实用 丁建宁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６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０１０．７ 一种海洋与地热结合的中央空调 实用 黄毅红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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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００９．４ 三角环流滴灌灌水器流道 实用 王新坤 流体中心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６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００８．Ｘ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器 实用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６３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００７．５ 一种蠕动式微灌灌水器 实用 王新坤 流体中心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６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５００６．０
一种具有提高径向刚度能力的液压

式微量进给装置
实用 王树林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６５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１６６．９
缸内直喷天然气二气门发动机稀薄

分层燃烧室结构
实用 罗福强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

６６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７１６５．４
一种蜂窝状介质阻挡放电低温等离

子体发生器
实用 蔡忆昔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５

６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１９５７．４ 全平衡单缸柴油机 实用 尹必锋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５

６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１９５５．５ 单缸柴油机全平衡机构 实用 尹必锋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８．１２．５

６９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８１０７．Ｘ 一种茶园低温冻害无线监测装置 实用 王新忠 农工院 ２００８．１２．２６

２００８年发明专利申请一览

申请号 发明名称 类别 发明人 所属单位

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５３３７．２
一种电子控制空气悬架三档可调减震器

阻尼值的控制方法
发明 江　洪 机械学院

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２３９．８
基于能量分析的稳定超疏水表面可空设

计方法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２４０．０
基于几何分析的稳定超疏水表面可控设

计方法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３６６．８
微纳结构仿生瓣膜的制作及表面抗凝与

减阻测试方法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３６７．２ 强激光冲击微塑性成形的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３６８．７
金属基超疏水性为微结构表面的激光制

备方法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３６９．１
半导体材料微纳多尺度功能表面激光造

型方法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４０８．５ 一种中氮高锰奥氏体不锈钢 发明 袁志忠 材料学院

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２１９．５
一种利用功率超声对合金表面进行非晶

处理的方法
发明 陈　刚 材料学院

１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２２０．８ 一种 ＰＺＴ压电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刘　军 材料学院

１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９３６．８
一种高掺量高强蒸压粉煤灰砖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 张　钊 材料学院

１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５１８．０
一种镁合金板料数控渐进热成形方法及

其加热装置
发明 张青来 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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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３６．１ 一种耐热钢真空精炼剂 发明 司乃潮 材料学院

１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４２．７
一种 １－３型 ＰＭＮ－ＰＴ压电纤维复合材
料的制备方法

发明 孟献丰 材料学院

１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５５．４
一种用于降低电声转换器压电陶瓷烧结

温度的添加物
发明 黄新友 材料学院

１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５６．９
一种高性能中低温烧结高压陶瓷电容器

介质
发明 黄新友 材料学院

１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８９４．６
一种新型阻燃高强耐热镁合金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１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８９５．０
一种原位颗粒增强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１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６４．５
一种含锶和氟复合纳米羟基磷灰石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２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２８．３ 一种光子晶体贴片天线 发明 沈廷根 理学院

２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２９．８
一种可控热膨胀材料 ＺＲＷ２Ｏ８／ＺＲＯ２复
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发明 程晓农 材料学院

２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３３．４
一种负热膨胀材料 ＺＲＷ２Ｏ８薄膜的制
备方法（射频磁控）

发明 程晓农 材料学院

２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３４．９
一种负热膨胀材料 ＺＲＷ２Ｏ８薄膜的制
备方法（脉冲激光）

发明 刘红飞 材料学院

２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３６．８ 一种无镍含氮奥氏体不锈钢 发明 王安东 材料学院

２５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６．０ 一种超硫水表面的制备方法 发明 陈　刚 材料学院

２６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３１０．４
一种降低金属基复合材料合成温度的多

元熔剂组合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２７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５５９．５ 含氮奥氏体钢微观组织预测的方法 发明 袁志钟 材料学院

２８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５６２．７
一种镁合金板料数控渐进热成形方法及

其加热装置
发明 张青来 材料学院

２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７５．５
一种组合磁场电磁搅拌下合成金属基复

合材料的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３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７８．９
一种磁场与超声场耦合作用下制备金属

基复合材料的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３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７９．３
一种组合磁场电磁场下原位合成金属基

复合材料的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３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３３．２ 一种易切削不锈钢 ３０３Ｃ及其制造方法 发明 王雷刚 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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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３４．７
银添加铋锶钙铜氧固体自润滑材料的摩

擦学应用
发明 李长生 材料学院

３４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３５．１
一种高温超导材料在减摩耐磨和润滑方

面的用途
发明 李长生 材料学院

３５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１８１．２ 耐磨耐蚀高氮高锰奥氏体不锈钢 发明 戴起勋 材料学院

３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７８４．Ｘ
一种硅颗粒增强锌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３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０２．６
无轴承电机中磁场等效气隙虚拟绕阻电

流的分析方法
发明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３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３０．８
两电机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的协调控

制及其构造方法
发明 刘国海 电气学院

３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５００．６
复杂曲面上的喷涂机器人喷枪轨迹优化

方法
发明 赵德安 电气学院

４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７６１．８
基于 ＦＰＧＡ的神经网络缺失数据估算器
及其估算方法

发明 朱伟兴 电气学院

４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７０２．４ 一种四相永磁容错电动机的控制方法 发明 孙玉坤 电气学院

４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２６３．９ 一种智能浊度仪 发明 刘星桥 电气学院

４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２６５．８
基于 ＣＡＮ总线网关的 ＰＨ值测控装置
及测控方法

发明 刘星桥 电气学院

４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９５１．５
步进电机传动系统中机械绝对零位的控

制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 潘天红 电气学院

４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９５３．６ 一种零电压零电流全桥 ＤＣ－ＤＣ变换器 发明 刘星桥 电气学院

４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９９４．９
基于无线网络型盐度、温度的检测系统

及检测方法
发明 刘星桥 电气学院

４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４３．１ 一种永磁外转子混合磁轴承 发明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４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４４．６
一种外转子径向 －轴向三自由度混合磁
轴承

发明
邬清海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４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２．２
五自由度交流磁轴承支承的高速电主轴

系统
发明

邬清海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５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８３．０ 交流混合磁轴承支承的高速电主轴 发明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５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７７．４
一种锂离子电池组二级保护方法及其

电路
发明 刘国海 电气学院

５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３１．３ 一种养鸡场死鸡探测系统及探测方法 发明 朱伟兴 电气学院

５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４３．６ 一种重叠类圆颗粒物的计数装置和方法 发明 朱伟兴 电气学院

５４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２４．７ 一种汽车空气悬架的控制方法 发明 全　力 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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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９６３１．２
两感应电机的神经网络广义逆协调控制

变频器及构造方法
发明 刘国海 电气学院

５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４０９．Ｘ 宽调速磁通记忆式定子永磁型电机 发明 朱孝勇 电气学院

５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９５２．Ｘ
一种带标准信号接口的多通道电子移液

系统
发明 潘天红 电气学院

５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６５．Ｘ
非规则平面多边形的静电喷涂机器人变

量喷涂方法
发明 赵德安 电气学院

５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４４６．７ 独立式双凸极容错电机 发明 赵文祥 电气学院

６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１８０．９ 一种微机控制的抛光机 发明 蒯苏苏 工业中心

６１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２２８．５
具有抗肿瘤和影响线粒体功能的锰配合

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陈秋云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０３．０
一种制备单分散球形纳米金属氧化物粉

末的方法
发明 陈彩凤 材料学院

６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０４．５
无异味苯丙聚合物乳液胶粘剂的制备

方法
发明 邱凤仙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０６．４ 交联淀粉改性苯丙乳液的制备方法 发明 邱凤仙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１２２．５ 一种合成新癸酸钴的方法 发明 倪　良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４１．２
一种介孔分子筛固体超强酸催化合成水

杨酸异戊酯的方法
发明 赵　谦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４５．０
一种分离富集环境中痕量四环素类抗生

素的方法
发明 闫永胜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４６．５ 一种制备乙酰水杨酰胺的方法 发明 殷恒波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５１．６
三价铬电镀液及其制备以及应用其电镀

不锈钢工件的方法
发明 殷恒波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５０．３
一种以硅藻土为基体的可见光响应

Ｔｉｏ混晶的制备方法
发明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２３．７ 氧化淀粉改性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 发明 邱凤仙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７．５ 黄芪总黄酮纳米水溶液的制备方法 发明 陈秋云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８０．７ 白果酚在抗肿瘤中的用途 发明 杨小明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４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８１．１
抗肿瘤活性二吡啶甲基取代氨基酸及其

锰配合物及其制备和应用
发明 陈秋云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５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８２．６ 一种白果酚的制备方法 发明 杨小明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６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７８１．７ 氧化淀粉改性醋丙乳液的制备方法 发明 邱凤仙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７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７８２．１
氧化交联淀粉改性水性聚氨酯杂化材料

的制备方法
发明 杨冬亚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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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１８０．８
液相化学氧化法制备反尖晶石四氧化三

铁纳米片
发明 张锡凤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１８３．１
一种微波辅助萃取回收草甘膦纳盐的

方法
发明 陈　敏 化学化工学院

８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１８４．６
一种气浮溶剂浮选回收草甘膦纳盐的

方法
发明 陈　敏 化学化工学院

８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９９２．Ｘ 微波辅助液相还原法制备铜纳米线 发明 张锡凤 化学化工学院

８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５４．Ｘ 一种顺酐气相加氢制备四氢呋喃的方法 发明 殷恒波 化学化工学院

８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８．Ｘ
一种高效绿色化三吡啶甲基胺类化合物

制备方法
发明 陈秋云 化学化工学院

８４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７６．Ｘ
一种以线粒体为靶点的抗肿瘤锰配合物

及其制备和应用
发明 陈秋云 化学化工学院

８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９３．３ 一种羟基自由基浓度的测定方法 发明 张　波 环境学院

８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４００．３
一种以聚合物为原料生产多壁碳钠米管

的方法
发明 孔庆红 环境学院

８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９１１．５ 复合土壤臭气净化滤床 发明 解清杰 环境学院

８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９１３．４ 改性凹土吸附废气净化器 发明 解清杰 环境学院

８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９８９１０．２ 一种双叶液下曝气机 发明 李维斌 环境学院

９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３３．１ 一种臭氧氧化水处理装置 发明 张　波 环境学院

９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７４．０
一种添加磁性铁氧体粉末减缓膜污染的

方法
发明 吴春笃 环境学院

９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２１．３ 一种磁絮凝反应器 发明 吴春笃 环境学院

９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２２．８ 一种复合顺磁纳米絮凝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吴春笃 环境学院

９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８８８．Ｘ 一种铸造旧砂再生尾气处理方法 发明 解清杰 环境学院

９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９１２．Ｘ 一种离散型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发明 解清杰 环境学院

９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３２．Ｘ
一种超声波协同强电离放电生成羟基自

由基的装置及方法
发明 储金宇 环境学院

９７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４４４．８
一种脉冲电场活化干式喷钙烟气脱硫方

法和装置
发明 吴春笃 环境学院

９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９６．７
一种提高电除尘器中烟尘驱进速度方法

及装置
发明 依成武 环境学院

９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４．１
一种球形水果分级设备用自动排序上

料机
发明 葛福才 机电总厂

１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３０９．１ 一种柴油机飞锤配对电子称重装置 发明 王维新 机电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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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８２８．０
一种基于虚共焦的激光冲击波三维标识

的方法和装置
发明 鲁金忠 机械学院

１０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７５５．０
联合收割机的谷物流量测量装置及测产

方法
发明 张西良 机械学院

１０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７５６．５
温室三层次无线网络测控系统及其分层

分簇方法
发明 张西良 机械学院

１０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７５８．４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波薄板分层的检测方

法和装置
发明 罗开玉 机械学院

１０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７５９．９
电化学 －激光掩模聚焦微刻蚀加工方法
及装置

发明 张朝阳 机械学院

１０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６４３．７
基于激光动态压力的一种微器件焊接方

法及装置
发明 王　宵 机械学院

１０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６４４．１ 一种飞片驱动式激光焊接方法及装置 发明 王　宵 机械学院

１０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６４６．０
差厚激光拼焊板成形极限图的建立和使

用方法
发明 陈　炜 机械学院

１０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１１４７．３
基于回弹补偿的混凝土搅拌叶片模具型

面设计系统及方法
发明 陈　炜 机械学院

１１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１６５１．３ 一种光纤波分复用器 发明 陈明阳 机械学院

１１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１６５２．８ 一种光纤模式转换器 发明 陈明阳 机械学院

１１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２６４．３
一种微器件的激光冲击微体积成形方法

和装置
发明 王　匀 机械学院

１１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５０００．１ 一类管外自动喷涂机器人 发明 马履中 机械学院

１１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８７０２．６ 一种液压驱动式高刚度微位移装置 发明 王树林 机械学院

１１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６０９．０
一种基于动态掩模技术的激光塑料微焊

接方法及装置
发明 刘会霞 机械学院

１１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６１１．８
一种微型复合材料制备和成形的方法及

装置
发明 王　霄 机械学院

１１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６１２．２
一种红外加热金属箔板气压成形的方法

及装置
发明 刘会霞 机械学院

１１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６６１．８
一种基于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的激光塑料

微焊接方法及装置
发明 王　宵 机械学院

１１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６６２．２
一种基于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的光固化快

速成型方法及装置
发明 刘会霞 机械学院

１２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７５４．０
获得差厚激光拼焊板平面极限应变的试

验装置及方法
发明 陈　炜 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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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３１６．６ 电磁控制压边力的方法及装置 发明 陆广华 机械学院

１２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３１７．０
一种金属塑性成形模具表面的激光复合

造型处理方法
发明 符永宏 机械学院

１２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３１８．５ 凸轮表面形貌的激光微造型方法 发明 符永宏 机械学院

１２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５１４．２
一种激光表面造型发动机活塞环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 符永宏 机械学院

１２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３９．５
自发电宽频层叠磁致压电效应交流磁场

传感器及制作方法
发明 鲍丙豪 机械学院

１２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４０．８ 一种集磁反馈型光纤电流传感器 发明 鲍丙豪 机械学院

１２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０５３．５
一种链篦机关键零部件表面裂纹修复

方法
发明 任旭东 机械学院

１２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７８５．４
一种激光融覆结合激光喷丸强化表面改

性的方法和装置
发明 周建忠 机械学院

１２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７８７．３ 一种激光表面微造型装置及方法 发明 符永宏 机械学院

１３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５２．２ 一种激光表面微造型顶尖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符永宏 机械学院

１３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６６．４ 一种电磁加热微成形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 王　匀 机械学院

１３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６７．９
一种用于非磁性工件的电磁加热微成形

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 王　匀 机械学院

１３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２０．３ 一种复合式振动攻丝方法 发明 王贵成等 机械学院

１３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２２．２ 一种苹果采摘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 发明 马履中 机械学院

１３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３２．６ 一种新型高功率板条激光器系统 发明 姚红兵 机械学院

１３６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３２．７ 空气净化灭菌机及其节能操作方式 发明 张西良 机械学院

１３７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３４．６
基于激光复合延寿技术的激光器镜片防

护方法与装置
发明 冯爱新 机械学院

１３８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３２．８ 新型易切削不锈钢 ３０３Ｂ及其制造方法 发明 冯爱新 机械学院

１３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８６．８
一种含微小裂纹的金属结构件激光冲击

再制造方法
发明 任旭东 机械学院

１４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８７．２
一种扫描电镜原位观察的全柔性三平移

混联微动装置
发明 杨启志 机械学院

１４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７５７．Ｘ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波效应的板材双面精

密成形方法及装置
发明 姜银方 机械学院

１４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９８９０９．Ｘ 一种张紧式微弯曲成形方法及装置 发明 王　匀 机械学院

１４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４４３．３ 一种便捷式发电储能充电器 发明 丁建宁 机械学院

１４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１９４７．５ 一种金刚石圆锯片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骆志高 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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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８５７．７
一种玻璃切割专用金刚石锯片的生产

方法
发明 骆志高 机械学院

１４６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３１．２
一种新型 ＩＺ－ｓｈＧＩＴＲＬ融合蛋白及其制
备方法何应用

发明 王胜军 基础医学院

１４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５３４１．９
ｍＲＮＡ茎含结构探针及其制备方法以及
它在 ＥＭＳＡ中的应用

发明 肖德生 基础医学院

１４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１８１．２ 三维高分辨电阻率勘探及直接成像方法 发明 闫　述 计算机学院

１４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７０３．９ 一种具有无限密钥空间的对称加密方法 发明 王昌达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９９９．８ 一种医学图像识别方法 发明 朱玉全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０７９８．１
一种存储目标器以及面向存储目标器的

存储安全保护方法
发明 鞠时光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８７０１．１
一种面向存储区域网的消息加密装置和

方法
发明 鞠时光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５４．１ 一种高密度数字水幕显示系统 发明 房义军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２９．４
光突发交换机中基于域内网络状态感知

的资源预留方法
发明 朱　娜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９５０５９．５
一种扩大低频或高频 ＲＦＩＤ系统阅读范
围的天线设计方法

发明 王　刚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６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１８２．７ 一种基于 ＤＳＰ的图像编码方法 发明 宋雪桦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７０１．Ｘ
一种基于系统源代码搜索隐通道的信息

流分析方法
发明 鞠时光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５３２８．３
一种对多层箱体中存放物品的识别与定

位方法
发明 王洪金 计算机学院

１５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７８３．６
一种基于放射性元素的柔性纳米薄膜硅

电池
发明 祝　俊 科技处

１６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５４６．０
微型宽频带正交异性—声发射传感器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２６．４）
发明 骆　英 理学院

１６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３５．０ 磁力泵转轴位置在线监测装置和方法 发明 曾　培 流体中心

１６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８７０１．２
脱硫杂质泵压水室耐磨衬板间隙自动补

偿设计
发明 刘建瑞 流体中心

１６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０１．１ 变量喷洒全射流喷头 发明 袁寿其 流体中心

１６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７６０．３ 双向步进式全射流喷枪 发明 李　红 流体中心

１６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７６７．２ 自吸泵 发明 陆伟刚 流体中心

１６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９５２．１ 曲轴连杆运动装置 发明 李　强 流体中心

１６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８２９．５ 缩放形圆柱绕流滴灌灌水器流道 发明 王新坤 流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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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４９．０ 离心泵自循环真空辅助自吸装置 发明 沈振华 流体中心

１６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１３５．１ 可在线排除泄露液体的潜水泵 发明 李继忠 流体中心

１７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１７９．５ 三角绕流滴灌灌水器流道 发明 王新坤 流体中心

１７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９５７．Ｘ 船用蓝藻处理系统欧冠及其处理方法 发明 柴立平 流体中心

１７２ＰＣＴ／ＣＮ２００７／００３８２３附壁式射流喷头 发明 袁寿其 流体中心

１７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９４６０．５ 自吸泵 发明 陆伟刚 流体中心

１７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２８．Ｘ
一种内部带有扇形深槽的壳体状机械密

封环
发明 陈汇龙 能动学院

１７５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２２７．０ 一种可移动连续式太阳能空气取水器 发明 施爱平 能动学院

１７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８２９．０ 太阳能室外环境降温装置 发明 王军锋 能动学院

１７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４７７．４ 一种室外环境降温净化方法与装置 发明 王军峰 能动学院

１７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７６５．３ 平行板模块式微热光电系统 发明 潘剑峰 能动学院

１７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９９１．５
一种水平切向进口、中心垂直出口的

ＭＯＣＶＤ反应室
发明 左　然 能动学院

１８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６６０．３
一种用于微型热光电系统的高效多孔介

质燃烧器
发明 潘剑锋 能动学院

１８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３３．０
由太阳能供电的带 ＧＰＲＳ模块的汇聚节
点系统

发明
陈　玲
（阎述）

计算机学院

１８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４２．１ 微小型扑翼机 发明 袁　元 食品学院

１８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２０．９ 主动式太阳能温室集热储热系统 发明 左　然 能动学院

１８４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８８．７ 气压式粒状毒饵撒播装置 发明 康　灿 能动学院

１８５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１９４３．７ 农业物料冲击试验装置及方法 发明 徐立章 农工院

１８６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１９４４．１ 农业物料力学持性试验装置及方法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１８７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３９７．９ 谷物流量实时试验测定装置及方法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１８８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３９８．３ 茎杆切割试验装置及方法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１８９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３９９．８ 农业物料撞击特性试验装置及方法 发明 徐立章 农工院

１９０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４００．７
物料输送 －脱粒分离 －清选试验装置和
试验方法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１９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８２６．７ 果蔬收获机器人柔顺采摘末端执行器 发明 刘继展 农工院

１９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８３０．３ 一种除草机器人的六爪执行机构 发明 刘继展 农工院

１９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１６５０．９ 异速双横轴流脱粒分离装置 发明 徐立章 农工院

１９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９０２．１
一种基于图像分析的土壤速效磷的测定

方法
发明 吴沿友 农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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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００７．１
防除植物霜冻害的风扇系统控制方法及

装置（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４３４．７）
发明 胡永光 农工院

１９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６１４．１
半喂入式物料输送 －脱料分离 －清选试
验装置和试验方法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１９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４３４．７
一种防除植物霜冻害的风扇系统控制方

法及装置
发明 胡永光 农工院

１９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５１５．７ 一种冲量式谷物流量测产装置 发明 高建民 农工院

１９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５１６．１ 一种纵轴流脱粒分离装置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２００ＰＣＴ／ＣＮ２００８／００１５８４
一种防除植物霜冻害的风扇系统控制方

法及装置
发明 胡永光 农工院

２０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４１９．０ 一种车用空气弹簧橡胶气囊的设计方法 发明 周孔亢 汽车学院

２０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４４５．２
一种降低 ＮＯＸ排放生物柴油的改性
方法

发明 王　忠 汽车学院

２０３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３９６．４ 智能汽车水暖式暖风装置 发明 刘　军 汽车学院

２０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２８．０ 摆动气缸驱动阻尼可调式减震器 发明 江浩斌 汽车学院

２０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２９．５
一种电机驱动的大客车液压转向系统及

其控制转向的方法
发明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０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４９８．２ 一种能消除泵气损失的液力缓速器结构 发明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０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４９９．７
电涡流缓速器与汽车摩擦制动器的联合

控制器及控制方法
发明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０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１２４．４
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电动机的匹配设计

方法
发明 陈　龙 汽车学院

２０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４７５．５ 一种车用空气弹簧 发明 陈　燎 汽车学院

２１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７０４．３
一种车载汽油蒸汽的回收装置及回收

方法
发明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１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７０５．８
一种包含特殊工况的汽车电动助力转向

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发明 陈　龙 汽车学院

２１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２７０７．７
一种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电动机 Ｈ桥驱
动装置

发明 陈　龙 汽车学院

２１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６１３．７
一种用于发动机驱动与制动工况的一体

化气门驱动机构及其控制方法
发明 何　仁 汽车学院

２１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３８３０．８ 应用惯性蓄能的车辆悬架 发明 陈　龙 汽车学院

２１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５７８６．９
一种基于电子控制空气悬架车辆高度传

感器的路面等级预测方法
发明 周孔亢 汽车学院

２１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３０．０ 凝胶流动相方形直接乙醇燃料电池组 发明 汤东等 汽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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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９３１．５ 固 －胶流动相圆形直接乙醇燃料电池组 发明 汤东等 汽车学院

２１８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３．７
一种用于小型汽油机进排气系统流动特

性试验装置和排放控制方法
发明 刘胜吉 汽车学院

２１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５．６
缸内直喷天然气二气门发动机稀薄分层

燃烧室结构
发明 罗福强 汽车学院

２２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２７９．４
一种介质阻挡放电低温等离子体有害气

体转化装置
发明 蔡忆昔 汽车学院

２２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５６３．１
一种环保型微乳化生物柴油及其配置

方法
发明 孙　平 汽车学院

２２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９３０．３
空气悬架气体回路充（放）气过程数学

模型的建立方法
发明 周孔亢 汽车学院

２２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４１．７ 一种数控气动发动机 发明 陈士安 汽车学院

２２４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２３９５．Ｘ
一种通过排气稀释测量的汽车燃油消耗

测试装置
发明 刘　军 汽车学院

２２５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３９．Ｘ
一种蜂窝状介质阻挡放电低温等离子体

发生器
发明 蔡忆昔 汽车学院

２２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９４．８
超高压杀菌催陈酿造食醋、果蔬醋和醋

饮料的方法
发明 马永昆 食品学院

２２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９５．２
基于超高压杀菌催陈的果蔬黄酒的制备

方法
发明 马永昆 食品学院

２２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８８７．５
灵芝转化麦秸生产含灵芝酸饲料的方法

及其用途
发明 张志才 食品学院

２２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８８９．４
鸡脚菇液体转化桑叶的发酵液制备方法

及其用途
发明 张志才 食品学院

２３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３４０７．０
一种复合澄清果蔬汁饮料产品及制备

方法
发明 马海乐 食品学院

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７６４．９ 柑橘采摘机器人的柔性采摘装置和方法 发明 蔡健荣 食品学院

２３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７０５５．７
２－酮基 －Ｄ－葡萄糖酸半连续发酵
工艺

发明 孙文敬 食品学院

２３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７０５６．１
２－酮基 －Ｄ－葡萄糖酸半连续发酵
工艺

发明 孙文敬 食品学院

２３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２８３．５
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水果内部品质在

线检测方法及装置
发明 陈全胜 食品学院

２３５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５５７．６ 一种板栗壳多酚的制备方法 发明 段玉清 食品学院

２３６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５５８．０ 一种原花青素泡腾片及其制作方法 发明 段玉清 食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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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４５６０．８
基于声学特性的禽蛋裂纹快速在线无损

检测装置及方法
发明 赵杰文 食品学院

２３８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５４０．２
一种利用超高压技术保存果蔬汁中类胡

萝卜素的方法
发明 马永昆 食品学院

２３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７６７．７
具有降血压功能的玉米黄粉蛋白水解物

的制备方法及用途
发明 马海乐 食品学院

２４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７６８．１ 一种提高蛋白酶利用效率的方法 发明 马海乐 食品学院

２４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７６９．６
一种利用超声波改善小麦胚芽蛋白性能

的方法
发明 马海乐 食品学院

２４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５７８０．２
基于脉冲超声波技术的油菜籽蛋白水解

肽制备方法及用途
发明 马海乐 食品学院

２４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２３．２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机器视觉技术的茶叶

品质无损检测方法及装置
发明 陈全胜 食品学院

２４４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３１５７．１
基于轴向压缩量的挂面弯曲折断率测定

方法及测定仪
发明 姜　松 食品学院

２４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６０５．Ｘ 葛根黑米醋软胶囊及制备方法 发明 邹小波 食品学院

２４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５０８．Ｘ
一种山药糖蛋白产品及其超声辅助提取

的方法
发明 马海乐 食品学院

２４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８０５．５
对铁基柱状螺旋弹簧去毛刺的低硝酸化

学去毛刺液及其方法
发明 卢章平 图书馆

２４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５１．８
一种基于计算机检索系统的学术论文相

似度的检测方法
发明 王秀红 图书馆

２４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５３．７
一种基于分布式信息检索系统的集合选

择方法
发明 王秀红 图书馆

２５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９９７．２ 一种复方降脂微丸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欧阳臻 药学院

２５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２９９８．７
一种从桑叶总生物碱中分离 １－脱氧野
尻霉素单体的方法

发明 欧阳臻 药学院

２５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３６５１．８ 空心纳米结构羟基磷灰石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５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３６４８．６
一种由 Ｔｉ（ＳＯ４）２水热法制备板钛矿型
纳米 ＴｉＯ２粉体的方法

发明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供稿人：何　英　核稿人：唐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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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８１８５．０
ＴｉＣ／Ｎｉ３Ａｌ金属间化合物基表面复合涂
层的制备方法

发明 王树奇 材料学院

２ 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５３４９５
并行飞秒激光双光子光聚合微纳加工方

法及其装置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３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５４７５．４ 尖晶石型铁氧体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沈湘黔 材料学院

４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８０５Ｘ
射频磁控溅射制备 ＺｒＷ２Ｏ８／ＺｒＯ２薄膜
的方法

发明 程晓农 材料学院

５ ２００４１００６５２１７．７ 钛酸钾晶须增强型固体润滑剂 发明 李长生 材料学院

６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９
一种 ＺｒＷ２Ｏ８／Ａｌ２Ｏ３纳米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

发明 程晓农 材料学院

７ 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０２００．５
一种负热膨胀材料 ＺｒＷ１．７Ｍｏ０．３Ｏ８单
晶的制备方法

发明 杨　娟 材料学院

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８１２．８
一种球形多孔高密度 ＬｉＦｅＰＯ４粉体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 沈湘黔 材料学院

９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５０６５．Ｘ
一种有机凝胶 －热还原法制备微细金属
纤维的方法

发明 沈湘黔 材料学院

１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８６３５１
制备金属基纳米复合材料的磁化学反应

原位合成方法
发明 赵玉涛 材料学院

１１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１６００１
一种防止铜锌铝形状记忆合金耐磨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司乃潮 材料学院

１２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０７００
一种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半固态连

接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 陈　刚 材料学院

１３ 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５３４８０
一种近场光学虚拟光探针选择性微加工

方法及其系统
发明 周　明 材料学院

１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５４３．１
一种具有自紧式密封结构的高压仪表球

阀阀杆密封装置
实用 刘忠德 材料学院

１５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６３８６６ 滴注式气体渗硼的方法 发明 纪嘉明 材料学院

１６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０６６４
三自由度交直流径向 －轴向混合磁轴承
及其控制方法

发明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１７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４６１６２ 三自由度双薄片三相交流混合磁轴承 发明 费德成 电气学院

１８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０４９６．９
温室变结构自组织无线传感器网络以及

构建方法
发明 张荣标 电气学院

１９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３
无轴承交流异步电机神经网络逆解耦控

制器的控制方法
发明 朱誯秋 电气学院

２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７７７３．８ 一种基于流量调节的液压阻尼阀 发明 张荣标 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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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１８９８．２
径向四极二相交流驱动的径向 －轴向混
合磁轴承

实用 朱幌秋 电气学院

２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１８９７．８ 三自由度锥形定转子交直流混合磁轴承 实用 朱幌秋 电气学院

２３ ２００４１００６５５４２．３
等电位连接方法及在电力电子装置的水

冷却系统中应用
发明 郑　宏 电气学院

２４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６０４．８ 一种制备纳米镍的方法 发明 张锡凤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５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８３２８７
硅溶胶改性纳米 ＣａＣＯ３复合粒子的制
备方法

发明 杨冬亚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６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１７９２
纳米金红石二氧化钛沉积法制备云母钛

纳米复合材料
发明 殷恒波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７ 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１５６５Ｘ 一种匙羹藤总皂甙包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吴向阳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５４７３．５ 一种纳米羟基磷灰石的合成方法 发明 殷恒波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９ ２００４１００６６１４０．５ 一种制备锐钛矿型纳米 ＴｉＯ２的方法 发明 殷恒波 化学化工学院

３０ 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５３５０．８
ＡＤＣ发泡剂废水处理方法及一体化
装置

发明 缪应祺 环境学院

３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６９６２８ 高压水气射流二次旋转通风器 实用 马中飞 环境学院

３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６９６３．２
用于高压高气水比水气射流吸风的涡旋

式实心锥体喷嘴
实用 马中飞 环境学院

３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８３２．１ 一种内虑式过滤器 实用 李维斌 环境学院

３４ 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５３５１．２
一种多功能喷洒车用双流体可调多喷嘴

雾化喷头
发明 葛福才 机电总厂

３５ 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３０１４．３ 仿生耦合减振器 发明 杨　平 机械学院

３６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５０６２．６
基于非电离辐射制备氧化锌纳米晶体的

方法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３７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６４７５０
基于激光冲击波技术的去除切削毛刺的

方法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３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８１０．９
基于激光冲击技术的新型水约束层增压

的方法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３９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１５４．２
激光冲击焊接制备梯度材料的方法和

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４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４５６１
利用真空“零点能”实现驱动的量子微

型推进器
发明 丁建宁 机械学院

４１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１５８０
水下激光冲击成形有关参数的测定方法

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４２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５０６４．５
微波诱导掺杂物氧化制备氧化锌纳米晶

体的方法和装置
发明 鲁金忠 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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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６４７４６ 一种板材成形的方法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４４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８３５２．１ 一种并联机器人机构智能化型综合方法 发明 马履中 机械学院

４５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１５９．５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波技术的粉末压制方

法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４６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９５０５．４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波技术的孔的成形方

法和装置
发明 周建忠 机械学院

４７ 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２６５５．７ 一种新型激光加工机床 发明 王霄 机械学院

４８ 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０７３３３
一种用于液压系统油箱液体的低压增压

装置
发明 王存堂 机械学院

４９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１５９５
一种基于激光冲击冲击波技术的粉末压

制方法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５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１６１２
一种基于液晶掩模技术的激光表面冲击

加工方法和装置
发明 张永康 机械学院

５１ 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８７０４９ 一种实现机械密封零泄漏非接触的方法 发明 符永宏 机械学院

５２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９５０３．５ 一种用于激光冲击处理的可剥离涂料 发明 任旭东 机械学院

５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７５７３．７ 一种基于激光加工的微型塑料成形装置 实用 王　宵 机械学院

５４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１３５２．０ 金属损伤叶片激光冲击修复装置与方法 发明 任旭东 机械学院

５５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３７２５．５ 一种微器件的激光冲击微体积成形装置 实用 王匀 机械学院

５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８００８．２ 激模波导结构三分支光分路器 实用 周骏 机械学院

５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９９０３．５ 磁性防滑卫生勺 实用 吴多辉 机械学院

５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１１５０．１ 磁疗按摩保健马桶套 实用 夏得峰 理学院

５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６２１０Ｘ 一种椭圆偏振光分析装置 实用 曹国荣 理学院

６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２２５６７．Ｘ 磁力泵永磁联轴器间隙在线监测装置 发明 曾培 流体中心

６１ 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９１７７３ 自循环式喷头耐磨损试验装置 发明 李红 流体中心

６２ 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３０１５．８ 一种深井离心泵 发明 陆伟刚 流体中心

６３ ２００４１００６６１３６．９ 自吸式射流喷头反向装置 发明 李红 流体中心

６４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７８７８．８ 一种大流量自吸离心泵 发明 陆伟刚 流体中心

６５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７４０１９
太阳能 －地源联合供暖供热水供电制冷
系统及其操作方法

发明 王谦 能动学院

６６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９７４８．８
一种生物质与煤共气化的气化工艺及其

装置
发明 王立群 能动学院

６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９９４０．７
具有 Ｖ型板的太阳能 Ｖ形槽式蜂窝结
构双形程集储热系统

实用 左然 能动学院

６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４８１０．２ 具有 Ｖ型板的太阳能大棚集储热系统 实用 左然 能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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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申请号 发明名称 类别 发明人 所属单位

６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００９８．９
一种上进上出的垂直喷淋式 ＭＯＣＶＤ反
应器

实用 左然 能动学院

７０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５２２６．５ 一种石质冲击式水浴脱硫脱氮除尘器 实用 王立群 能动学院

７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４８１２．１ 太阳房潜热储热系统 实用 左然 能动学院

７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３４３８．３ 热管式电磁除铁器 实用 王立群 能动学院

７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３４３３．０ 全自动黑板除尘机 实用 袁元 能动学院

７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２６３５．３ 汽车智能防碰系统 实用 袁元 能动学院

７５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８３４．０ 小灵通信号增强器 实用 李 阳 能动学院

７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６９５９．６ 一种小型家用生物质气化炉 实用 刘春生 能动学院

７７ 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０７３４８ 油菜茎秆预切割装置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７８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８９６１．７ 振动清选筛 发明 李耀明 农工院

７９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２０００．２ 物料输送、脱粒分离试验装置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８０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９９０１．６ 小型物料脱粒分离试验装置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８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９９０２．０ 可变结构的轴流脱粒滚筒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８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１９２４．０ 小型物料清选试验装置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８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３０１６．２
采摘机器人果梗阻激光切断装置的透镜

支承调整结构
实用 刘继展 农工院

８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１９９９．９ 农业物料清选试验装置 实用 李耀明 农工院

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４９６５．６ 车辆转向系统力矩模拟装置 实用 陈龙 汽车学院

８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６１１６．６ 轮胎钢丝帘线张力传感器 实用 王国林 汽车学院

８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６２１１４ 汽车碰撞试验牵引车 实用 陈晓东 汽车学院

８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４９９９．７
通用小型四冲程汽油机的二次再燃烧废

弃净化装置
实用 刘胜吉 汽车学院

８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９９３７．５ 一种车用电子机械制动装置 实用 何仁 汽车学院

９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９９３８．Ｘ
一种基于汽车联合制动系统的制动稳定

性检测装置
实用 何仁 汽车学院

９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００６５．４ 一种汽车制动能量再生系统模拟试验台 实用 何仁 汽车学院

９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２８３３．６ 车用缓速器进气系统的压力控制阀 实用 何仁 汽车学院

９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１８９０６
方便维修的行李传送带车辆发动机机舱

拉出装置
实用 田晋跃 汽车学院

９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１８８９３ 行李传送车发动机引风结构 实用 田晋跃 汽车学院

９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１９６４．５
一种通过排气稀释测量的汽车燃油消耗

测试装置
实用 刘军 汽车学院

９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１９６５．Ｘ 智能汽车水暖式暖风装置 实用 刘军 汽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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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 发明名称 类别 发明人 所属单位

９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９９３９．４ 台式电脑一体化搬运行李箱包 实用 姜颜宁 食品学院

９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８５２９３
基于独立分量的红外光谱去噪方法和

装置
发明 赵杰文 食品学院

９９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９７５７．７ 苦瓜伤流汁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及用途 发明 董英 食品学院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５９６１Ｘ 多光路输出型积分球 实用 陈斌 食品学院

１０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３０１５．８ 人体工程学鼠标 实用 曾永乐 食品学院

１０２ ２００４１０１０３０９５．６
一种学生单元与系统之间的无线磁导连

接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 胡　斌 外国语学院

１０３ 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０２０２．４ 大黄硫黄凝胶剂的制备方法 发明 陈钧 药学院

１０４ 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３０１０．５ 复方降脂滴丸的制造方法 发明 欧阳臻 药学院

１０５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８６１６９．９ 中华补血草用于制备抗肿瘤药物的用途 发明 高静 药学院

１０６ 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１５６６．４ 一种综合利用五味子的方法 发明 仰柳青 药学院

１０７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８７１３．２ 桑叶降血糖有效组分组合物及制备方法 发明 欧阳臻 药学院

（供稿人：何　英　核稿人：唐　恒）
各类技术合同统计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２１日至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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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６ １６，０９７．０６ １５，９４５．９６

技术开发合同 ３５４ １２，４５６．９６ １２，３４１．８６

技术转让合同 ４０ ９４２．９０ ９２５．９０

技术咨询合同 ２７ １７２．８０ １７２．８０

技术服务合同 ７５ ２５２４．４０ ２５０５．４０

（供稿人：张宜斌　核稿人：罗福强）

科研基地

校科研机构：农业工程研究院、生命科

学研究、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学

研究院。

江苏大学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

共计１７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其中 １０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包
含４个行业重点实验室），７个省部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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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情况一览

重点实验室名称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１ 江苏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室 １９９８年 江苏省教育厅 何　仁

２ 江苏省材料摩擦学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２年 江苏省教育厅 程晓农

３
江苏省光子制造科学与技术重点

实验室
２００５年 江苏省教育厅 张永康　周　明

４
江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与应用

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年 江苏省教育厅 袁银南

５
机械工业金属基复合与功能材料

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年 机械工业联合会 赵玉涛

６
机械工业机械结构损伤检测评估

技术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年 机械工业联合会 骆　英

７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年 教育部

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培

育建设点

李萍萍　毛罕平

８
江苏道路载运工具技术应用重点

实验室
２００８年 科技厅 陈　龙

９
机械工业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重

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年 机械工业联合会 张永康

１０ 机械工业离心泵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年 机械工业联合会 杨敏官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概况一览

工程中心名称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１ 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程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年 江苏省发改委 刘胜吉

２ 江苏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２年 江苏省科技厅 施卫东

３ 江苏省农产品生物加工与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３年 江苏省科技厅 马海乐

４ 江苏省铝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３年 江苏省科技厅 赵玉涛

５ 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 ２００６年 江苏省发改委 袁银南

６ 江苏省高性能特种精密钢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年 江苏省科技厅 程晓农

７ 江苏省拖拉机及机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年 江苏省科技厅 高翔

（供稿人：李　军　核稿人：毕勤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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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基地与公共服务平台

校外地区研究院及研究中心一览

序号 名　　称 合作单位 合作单位 签订日期

１
江苏大学—江苏索普兴大药业有

限公司合成药物研发中心
药学院 江苏索普兴大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１．１６

２
产学研合作

!

共建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协议
研究生工作部

东台市人民政府（东台市溱东

镇财政管理所
２００８．３．１０

３ 江大太古电能管理技术研究院 江苏大学 张家港太古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３．７

４
“精功江大汽车工程研究院”共

建协议

江苏大学汽车

学院
精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３．７

５ 校企产学研中心共建协议 江苏大学 昆山市三建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１０．２８

（供稿人：张宜斌　核稿人：罗福强）

学术交流

科技交流情况一览

科技交流形式 合计 国（境）内 国（境）外

合作研究　［派　遣］（人次） １０１ ６９ ３２

合作研究　［接　受］（人） ９３ ７３ ２０

国际学术会议　［出席人员］（人次） １０２ ８８ １４

国际学术会议　［交流论文］（篇） １０２ ８８ １４

国际学术会议　［特邀报告］（篇） ５ ４ １

国际学术会议　［主　办］（次） ２ ２ ０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情况一览

学术交流类别

校办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 受聘讲学 社科考察 进修学习 合作研究

本校

独办

数

与外单

位合办

数

参加

人次

提交

论文

（篇）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课题数

（项）

合计 ４ １ １３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０ １２ ０ ２ １０ ０

国际学术交流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国内学术交流 ４ １ １１ １１ ０ １０ ０ ０ ８ ０ ２ 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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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情况一览

论文发表数 ２７１５篇

三大检索数（２００７被收录） ９８０篇

其中：ＳＣＩ收录 ２８３篇

　　 ＥＩ收录 ５４７篇

　　　 ＩＳＴＰ收录 １５０篇

（供稿人：左　勇）

校办产业

·综　述·

２００８年校办产业工作以推进企业规范
化建设为工作重点，在全资企业的清产核

资、资产审计与评估、全资企业改制变更、参

股企业投资主体变更、科技园规划建设、校

办产业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科技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　２００８年校产
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进

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完成了

江苏大学全资企业资产剥离与资产损失核

销工作，各企业按相关程序和规定进行处

置和账务处理。完成江苏大学所投资企业

股权与资产划转工作，各企业按相关程序

和规定将学校对企业拥有的股权和净资产

无偿划转至资产公司，与学校签订《经营

性资产无偿划转协议书》，顺利完成全资

企业净资产划转和资产公司的工商变更登

记。聘请中介机构，对江苏大学机电总厂

等 ７家全资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专项审
计、资产评估工作。７家全资企业共核销
不良资产 ２６６．９万元，剥离非经营性资产
７２．１６万元，无偿划转净资产 １１４９万元、
股权 １５０４万元。完成 ４家全资企业的清
产核资专项审计、资产评估、改制方案审批、

改制成有限公司后的章程的起草、净资产划

转、投资主体变更等工作，任命了改制后各

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监事，顺利完成全资

企业改制变更为有限公司的工作。６月，向
市内外参股企业寄发了《关于商请办理变

更投资主体的函》，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要

求各参股企业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形成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到各所在地工商

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现参股企业投资主体

的变更登记、投资企业股本金的无偿划转手

续已全部完成。

【企业管理工作】　１．转换角色，当好股东，
确保国有股的保值增值。建立健全资产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向投资企业委派股权代表、

董事或执行董事和监事，明确了各自的责任、

权利和义务。与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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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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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园建设工作】　２００８年 ２月镇江市政
府、镇江新区管委会、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

学共同出资成立“镇江市江大江科大大学

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３月升格为省级科
技园。为配合市相关部门共同推进大学科

技园的建设工作，针对江苏大学如何在科技

园中确立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树

·３０２·科学研究·科技服务·校办产业



立应有的形象，资产公司走访江苏大学机

械、汽车、材料等十几个学院，宣传科技园优

惠政策，征求各学院领导和科研人员参与科

技园建设的建议和意见，拟形成江大园建设

和工程技术研究院设立的建议方案。

２００８年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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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锦清 全资

２ 江苏大学机电总厂有限公司 许友谊 全资

３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质量技术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施卫东 全资

４ 江苏大学汽车摩托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陆　勇 全资

５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骆　英 全资

６ 江苏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吴明新 全资

７ 镇江市江大江科大大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沈　沉 参股

８ 镇江市江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　力 参股

９ 镇江江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杨小卫 参股

１０ 江苏江大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徐　亮 参股

１１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朱殿春 参股

１２ 镇江江大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孟合营 参股

１３ 镇江金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沈国贤 参股

１４ 成都工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陆洲 参股

１５ 江苏捷士达高校科技开发公司 赵海阳 参股

１６ 开封中州高新农业装备股份公司 黄锦东 参股

１７ 江苏省大亚铝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陈建华 参股

１８ 华博机械教育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周然飞 参股

１９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　明 参股

２０ 南京机床集团 闻庆云 参股

（供稿人：汤华明　核稿人：陈锦清）

·４０２·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