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QRSPTUVS/WXY

１６９　　

综述

２０１２年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
的攻坚之年。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

下，根据学校“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对高

水平科研的目标定位，全校科技工作按照

“科技人才精英化，科研方向特色化，科技平

台高端化，科研团队国际化”的工作思路，围

绕“国字头”，突出“高端、青年、国际化”，着

力打造“科技新高原”，大力推进与行业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的协同创新，

在各学院、研究院（所）及相关职能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校

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实现了新的跨

越。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科研经费快速增长，国家基金项目取得新

突破】　２０１２年，全校科研总经费达 ５．０１
亿元，较去年增长了２３．１％。其中：纵向经
费１．４５亿元，比去年增长了３６．８％，国家级
立项经费占７０．２％。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数达１４０项，立项数在全省高校位列
第五，立项经费达７４０３万元，并首次同年获
批２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建校以来获
批此类重点项目仅４项。获批国家“９７３”合
作项目、“８６３”项目、国家科技支撑等１２项。
２０１２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９项（含 ２
项教育学单列学科），在全省高校位列第六，

并首次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招标项目上实

现零突破，创历史最好水平。人文社科纵向

科研经费为 ６０９．２万元，比去年增长了
２４．９％，其中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经费占
７２．１％。
【科技奖项迅速攀升，省部级一等奖再创新

高】　２０１２年度全校共获得自然科学与人
文社会科学省部级奖项４３项，获奖数较去
年增长了７９．２％，其中自然科学类省部级
以上奖３０项，省部级政府及行业一等奖 ６

项，人文社科类省部级以上奖项１３项，其中
省部级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１１项。已获批
的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中，由食品学院完成的

“食品质量智能化评判和数据处理研究”、

电气学院和南京工程学院共同完成的“无轴

承永磁同步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两项成

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在全省省属

高校名列第一；由新材料研究院和江苏银环

精密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超

（超）临界火电／核电装备用关键管材及其
新材料设计开发”获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

一等奖，由流体中心完成的“低成本低能耗

井用潜水泵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获中国石

油和化工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由汽车

工程研究院和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合作

完成的“乘用车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及关键零

部件技术研究与应用”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作为第二完成单位获批总

装备部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２０１２年共
组织３项成果申报国家科技奖，最终作为合
作单位与常州大学、镇江东方电热有限公司

合作完成的“多晶硅冷氢化生产核心专用加

热合成反应器成套工艺装备”研究成果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赵杰文教授获得何梁

何利基金科技创新奖，我校累计已获得此项

奖２项，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在全省高
校中仅次于南京大学。

【科研基地建设成效明显，协同创新中心组

建取得突破】　２０１２年，以“大力建设科技
创新体系，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主线，

加强基础性研究，促进学科交叉与集成，以

实施“２０１１计划”为关键抓手，按照“总体规
划、整合资源、凝练特色”的要求，强化四类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全校以江苏大学为承

担单位申报省部级平台１５项，以共建单位
合作申报省级平台 ２６项，市级平台 ４项。
作为承担单位成功获批“江苏省高端结构材

料高技术重点实验室”、“机械工业设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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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测控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江苏大

学工业设计中心”３项省部级平台；作为共
建单位获批省部级平台１６项。校内成立了
“先进制造与现代装备技术工程研究院”、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江苏大学纳米医学

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江苏省道路载运工

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

大力推进“２０１１计划”，汇聚国内外创新资
源和人才，联合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

我校作为牵头单位已成功签约组建并成立

了“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在江苏省１２家高校遴选申报国家级协同创
新中心评审中进入“２＋２”；积极启动申报
省级协同创新申报，我校作为牵头单位已签

约组建并成立了“高端金属结构材料与重大

装备关键部件成形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新能源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目前申报材

料已上报教育厅。此外，我校作为合作单位

参加了“先进生物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南

京工业大学牵头）、“水处理技术与材料协

同创新中心”（苏州科技学院牵头）、“配电

网智能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工

程学院牵头）三个协同创新中心。

【产学研合作成果丰硕，科技服务社会能力

快速提升】　２０１２年，我校教授团队与２６０
余家企业建立产学研联盟，以学校优势学科

与地区产业、重点行业、科研院所组合形成

国家农业装备、江苏省高性能合金、数控机

床、电力电器、收获机械、山东矿用泵等国家

省、市产业技术联盟２０余家，与８７家企业
签订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２２家企业建立
企业研发中心、实验室。目前我校累计与

１９０余家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１２５
家企业设立了研发中心、实验室。尤其是强

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如与徐工集团、

无锡锡柴、中国重汽、一拖集团分别建立产

学研战略合作，徐工集团、无锡锡柴分别在

学校设立产学研创新基金。全校横向科技

合同经费总额实现３．５６亿元，比去年增长
１８％。在２０１２年度中国产学研评奖中，我
校获得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和产学研合作创

新成果奖各１项。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上２项成果分别获得工博会铜奖
和创新领域高校展区优秀奖。２０１２年，组
织和参加教育部蓝火计划、中国上海工博会

等技术交易相关的对接活动５０余次，为企
业提供各种技术咨询服务１０００余次，对接
产学研项目５１０余项。“江苏大学技术转移
中心”顺利通过省科技厅验收。

【论文专利成绩喜人，对学科支撑作用凸

现】　２０１２年全校论文三大检索（ＳＣＩ、ＥＩ、
ＩＳＴＰ）共收录 １９８８篇，较去年增长了 ２９．
９％；其中：ＳＣＩ收录６４３篇，ＳＣＩ收录较去年
增长了１７．８％，ＥＩ收录１１５３篇，ＥＩ收录较
去年增长了２６．３％；２０１２年 ＳＣＩ源刊物发
表论文 ６２４篇，ＣＳＳＣＩ收录 ２２０篇，其中：
ＣＳＳＣＩ源刊物发表论文１６４篇，出版论著８２
部。２０１２年我校工程学（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和材
料科学（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二个学科（领域）
的ＥＳＩ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
１％，这也凸现了发表 ＳＣＩ收录论文对学科
的重要支撑作用。２０１２年全校共申请专利
１１４２件，其中：国际 ＰＣＴ专利申请８件，国
家发明专利９２４件，与去年相比，发明专利
申请量提高了 ９８．３％；今年授权专利 ５６４
件，其中发明专利４０７件，与去年相比，分别
提高了８６．８％和１２０％。与此同时，积极推
动我校专利技术的实施转化，２０１２年我校
专利许可２８件，许可合同经费４８０．４万元，
到账经费３０４．９万元，较好的实现了我校专
利从量到质的提升。

【军工科技发展态势良好，管理体系工作稳

步推进】　利用我校工科的学科与科技优
势、寻求与军工、核工院所、企业的切入点，

推动我校由民口科研为主向民、军、核工结

合的根本转变，促使纵横向科研做大做强。



P(QRSPTUVS/WXY

１７１　　

２０１２年，我校获批国防８６３项目两项，并组
织完成了项目的中期检查以及验收工作；组

织申报了国防科工局的民口配套项目；完成

了２０１０年总装预研基金的项目验收工作及
２０１３年度总装预研基金的申报工作；顺利
启动国防科工局民口配套项目的指南起草

及列入２０１３年民口配套项目指南的工作及
Ｘ０５课题组、Ｘ１２课题组的国防 ８６３项目
２０１３年度的申报工作。顺利完成了武器装
备质量体系的内审和管理评审工作，并通过

了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监

督审核。完成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延续申请书的编写和准备工作。配合保密

办公室室完成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的换

证准备工作。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国防

工办组织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业务培

训、国防科技工业安全保密培训及中国新时

代认证中心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

训。我校作为第二完成单位获批总装备部

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加强科技信息化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　经过前期的考察调研，我校于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顺利引进科研管理系统，科研管理
系统的引进，对我校科技管理的信息化、科

学化、系统化等具有重要意义。科研管理系

统的运行能够极大的提高科研管理的工作

效率，实时汇总各类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

析，可以进一步挖掘我校科研潜力，促进我

校科技工作由量的引领转变为以质为导向，

质量并举的发展路径中来。认真做好学校

年鉴及江苏省科技年鉴中有关我校科技工

作的史料编制、对外宣传报道工作。配合整

理２０１２年江苏大学年鉴材料。根据全校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统一部署以及关于加

强机关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

统一要求，科技处切实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

工作，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认真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及各项科技新政策，健全完善

监督约束机制，进一步提高科技处全体工作

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牢固树立服务

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管理一流、服务一

流”的宗旨，在工作中加强对科研管理工作

的研究，继续保持和发扬科技处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继续争创优秀满意机关。

【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配合学校相关

部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今年，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我处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

八大精神，“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是十八

大的灵魂，我们要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认

真贯彻落实好十八大精神，用“科学发展

观”指导我们的工作，引领我们的学习；积极

参加以“服务师生创佳绩，喜迎党的十八

大”为主题的基层组织建议年活动，深入开

展“深入学院班级，促进作风建设”活动，利

用与南通通州区科技局产学研合作的契机，

组织党员开展最佳党日活动，取得明显成

效；此外，配合党办起草了《江苏大学章程》

部分章节，配合人事处完成了２０１２年度职
称评审材料及各类人才工程申报相关材料

的审核工作，配合研究生院完成了２０１２年
度优秀博、硕士论文以及硕、博导材料的审

核工作，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做好校史馆资建

设所需的科技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最后，衷心感谢全体校领导的关心和指导！

也非常感谢职能部门、各学院或研究院（中

心）领导和全体教师对科技处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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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

２０１２年度通过鉴定（评审）的科研项目（江大第一单位）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

鉴定

单位

证书编号 成果水平
鉴定

第一单位

第一完成

单位

协助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其它主要完成人

鉴定

时间
学院

１

淮北矿区采掘

工作面动态产

尘规律及治理

技术研究

中国

煤炭

工业

协会

中煤科鉴

字［２０１２］
第２１６号

国际领先

水平

“淮北矿

业股份有

限公司”

“淮北矿

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

大学
葛春贵

马中飞　陈家祥
徐　瑞　何世久

２０１２．５．３０环境学院

２
高速切削加工

中毛刺的形成

机理及其控制

教育

部

鉴字［教

ＳＨ２０１２］
第００６号

国际领先

水平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

江苏

大学
王贵成

朱云明　王树林
裴宏杰　沈春根
樊曙天　王　志

２０１２．６．３０机械学院

３
农产（食）品

亚临界流体萃

取新技术

豫科

鉴

豫科鉴委

字［２０１２］
第３１８号

国内领先

水平

安阳漫天

雪食品制

造有限公

司

安阳漫天

雪食品制

造有限公

司

江苏

大学
祁　鲲 徐　斌 ２０１２．６．２０食品学院

４
高效安全直投

泡菜发酵剂的

研制及应用

教育

部

鉴字

［２０１２］
第２００号

国内领先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
江苏

大学
董　英

徐　斌　郭　钦
崔恒林　周兴华
赵延胜　程　新

２０１２．７．２０食品学院

５

生猪规模养殖

数字化设计与

智能化控制技

术研发

机械

联合

会

ＪＫ鉴字
［２０１２］
２６５

国 内 领

先、国际

先进水平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

镇江希

玛牧业

有限责

任公司

朱伟兴 李新城　时云庆２０１２．１２．２０电气学院

６
多功能全自动

智能化信封机

研制

机械

联合

会

ＪＫ鉴字
［２０１２］
２６６

国 内 领

先、国际

先进水平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

镇江现

代印刷

机器厂

朱伟兴 李新城　时云庆２０１２．１２．２０电气学院

２０１２年度科技项目（成果）获奖情况

序号 级别 获奖时间及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完成人 单位

１ 国家

级

２０１２年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多晶硅冷氢化生产

核心专用加热合成

反应器成套工艺

装备

常州大学（原江苏

工业学院），镇江东

方电热有限公司，江

苏大学

丁建宁　谭　克　董国俊
王树立　华同曙　袁宁一
李锦春　王　权　赵　勇

机械

学院

２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科 技 进 步 一

等奖

食品质量智能化评

判和数据处理研究
江苏大学

赵杰文　邹小波　陈全胜
林　颢　黄星奕　蔡健荣
刘木华　孙宗保

食品

学院

３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科 技 进 步 一

等奖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

机及其驱动控制技
江苏大学

朱誯秋　孙玉坤　姜晋文
杨泽斌　吴　熙　成秋良
孙晓东　施爱平

电气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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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获奖时间及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完成人 单位

４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农业节
水科技一等奖

变量喷洒低能耗轻

小型灌溉机组研究
江苏大学

袁寿其　李　红　施卫东
钱一超　范永申　刘建瑞
汤　跃　王新坤　朱兴业
向清江　金宏智　黄修桥
陆伟刚　蔡　彬　袁新华
刘俊萍　侯永胜　朱勇

流体

中心

５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商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

改革３０年国有经济
布局演变分析及调

整思路研究

江苏大学，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范　明　孔玉生　李国昊
李靠队　苗　晴　陈　鸿

管理

学院

６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商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

长三角地区家族式

项目商业企业发展、

治理模式与绩效评

价创新研究

江苏大学，江苏镇江

南徐环境艺术设计

公司，浙江丰洋进出

口有限公司，上海盛

大金石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吴梦云　陆　杰　李　雯
孙胜祥　陈银飞　王　艳
潘　俊　万　武　石盈芳

财经

学院

７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商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

ｄ异抗坏血酸钠高
效生产技术的研究

及应用

江苏大学，江西省德

兴市百勤异 ｖｃ钠有
限公司，河北师范大

学，河北化工医药职

业技术学院

孙文敬　周　强　黄达明
余泗莲　崔凤杰　余　彬
刘敬泽　魏　转

食品

学院

８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

装备部一等奖

项目号：

２０１２８６３７０５１０２ 清华大学，江苏大学 赵文祥
电气

学院

９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一等奖

超（超）临界火电／
核电装备用关键管

材及其新材料设计

开发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大学

程晓农　庄建新　唐　鹏
戴起勋　韩　敏　李冬升
王顺良　纪建国　王雷刚
华杨康　闻建良　王国建

材料

学院

１０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中石化
科 技 进 步 一

等奖

低成本低能耗井用

潜水泵关键技术研

究与开发

江苏大学

施卫东　袁寿其　陆伟刚
李　伟　周　岭　王　川
许建强　张启华　许敏田
史志华　汪　飞　董绵杰
曹卫东　高雄发　徐焰栋

流体

中心

１１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公路学
会科技进步一

等奖

乘用车电动助力转

向控制及关键零部

件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大学

陈　龙　江浩斌　袁朝春
耿国庆　黄　晨　汪若尘
孙运全　唐　斌　杨晓峰
巢勇军　王爱仙

汽车

研究

院

１２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技术

发明二等奖

中药活性成分纳米

制剂关键技术研究

及其应用

江苏大学，上海医药

工业研究院，江苏省

中医药研究院

徐希明　奉建芳　陈　彦
余江南　贾晓斌　曹　霞

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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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获奖时间及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完成人 单位

１３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

技 术 进 步 二

等奖

切纵流智能联合收

割机关键技术开发

及应用

江苏大学，江苏沃得

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常发锋陵农业装备

有限公司

李耀明　徐立章　陈　进
胡必友　王乐刚　薛　臻
赵　湛　邱白晶　唐　忠
马　征

农工

院

１４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

技 术 进 步 二

等奖

高效多工况双流道

泵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江苏大学，泰州泰丰

泵业有限公司，江苏

江进泵业有限公司

刘厚林　袁寿其　施卫东
谈明高　关醒凡　王　洋
董　亮　王　凯　王　勇
陆伟刚　马皓晨　曹卫东
丛小青　赵斌娟　毛　骥
刘凤兴

流体

中心

１５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

技 术 进 步 二

等奖

低扬程泵及装置设

计理论研究与工程

应用

江苏大学，南水北调

东线江苏水源有限

责任公司，日立泵制

造（无锡）有限公

司，南京蓝深制泵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利欧锡泵制

造有限公司，江苏亚

太泵阀有限公司，江

苏航天水力设备有

限公司

施卫东　张德胜　关醒凡
袁寿其　商明华　李彦军
张启华　邓东升　陈　斌
高盘林　孟凡有　王桂月
王　洋　潘再兵　谈　强

流体

中心

１６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二等奖

中国 Ｒ＆Ｄ统计理
论、方法及应用研究

江苏大学 赵喜仓　陈海波　李芳林 财经

学院

１７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二等奖

中小企业安全生产

管制研究———基于

生命价值理论视角

江苏大学 梅　强　刘素霞 管理

学院

１８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科 技 进 步 二

等奖

低比速离心泵优化

水力设计与系统节

能技术及应用

江苏大学，南京蓝深

制泵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泰丰泵业

有限公司，浙江利欧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新界泵业股份有限

公司

袁建平　张金凤　潘中永
裴　吉　袁寿其　汤　跃
丛小青　王　洋　陆伟刚
李　红　骆　寅

流体

中心

１９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科 技 进 步 二

等奖

柴油机燃油喷射与

燃烧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

江苏大学，无锡油泵

油嘴研究所

王　谦　何志霞　潘剑锋
吉恒松　屈　健　王　平
刘　涛　刘　庆　李德桃
胡林峰　夏兴兰

能动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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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获奖时间及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完成人 单位

２０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科 技 进 步 二

等奖

高端装备用管不锈

钢新材料与核心制

造技术研究开发

江苏大学，江苏银环

精密钢管股份有限

公司

程晓农　庄建新　戴起勋
唐　鹏　李冬升　韩　敏
王顺良　纪建国　王雷刚
闻建良　王国建

材料

学院

２１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一等奖

社会科学计算实验

理论与应用

南京大学，河海大

学，江苏大学
杜建国

管理

学院

２２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陕西省
科 学 进 步 二

等奖

煤矿水害隐患瞬变

电磁法精细探测理

论及应用技术研究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

研究院，江苏大学

石显新　闫　述　陈明生
梁　爽　王　鹏　傅君眉
毛　平　蒋中秋　韩德品
王秀臣　冷胜友

计算

机

２３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

磁通可控式电机与

控制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品开发

江苏大学，东南大

学，常州市武起常，

乐电机有限公司

朱孝勇　盛占石　全　力
鲍　方　程　明　花　为
杜　佚　陆继远　肖青峰
鲍全兴

电气

学院

２４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

规模养猪场环境调

控高效养殖和废弃

物处理技术及关键

装备研究

江苏大学，丹阳市荣

鑫农牧发展有限

公司

朱伟兴　李新城　陆朝荣
马长华　王东宏　李凤祥
黄振跃　卞　力

电气

学院

２５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

工业泵关键部件动

力学特性研究及工

程应用

江苏大学，上海凯泉

泵业（集团）有限公

司，南京蓝深制泵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建业机械有限公

司，杭州大路实业有

限公司，济宁安泰矿

山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合肥华升泵阀有

限责任公司

李　伟　施卫东　蒋小平
陆伟刚　袁寿其　曹卫东
潘中永　叶晓琰　周　岭
陈　斌

流体

中心

２６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

离心泵先进节能设

计关键技术研究及

推广应用

江苏大学

谈明高　袁寿其　王　凯
刘厚林　马皓晨　王　勇
吴贤芳　董　亮　李彦军
陆伟刚

流体

中心

２７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

耐氯离子腐蚀棒材

节能增效生产新技

术及应用

江苏大学，上海大

学，南通大学

钟庆东　花银群　肖　轶
陈瑞芳　朱龙彪　叶云霞
刘海霞　薛　青

材料

学院

２８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

低温等离子体协同

催化技术降低柴油

机 ＮＯｘ和 ＰＭ排放
及再生ＤＰＦ的研究

江苏大学

蔡忆昔　李小华　王　军
王　攀　王　静　韩文赫
马淋军

汽车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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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

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水产集约养殖数字

化关键技术及装备

中国农业大学，江苏

大学

李道亮　傅泽田　赵德安
刘星桥　马道坤　位耀光

电气

学院

３０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中石化
科 技 进 步 二

等奖

离心泵节能设计关

键技术研究及推广

应用

江苏大学

谈明高　袁寿其　王　勇
刘厚林　马皓晨　王　凯
吴贤芳　董　亮　陆伟刚
李彦军

流体

中心

３１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中石化
科 技 进 步 二

等奖

石化用高效液下特

种泵关键技术与推

广应用

江苏大学

朱荣生　付　强　王秀礼
欧鸣雄　王桂月　滕国荣
蒋旭松　吴永旭　陈　娟
苏保稳

流体

中心

３２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中国煤
炭工业科学技

术二等奖

高效矿用与井用潜

水电泵研究开发及

推广应用

江苏大学 施卫东
流体

中心

３３ 省部

级

江苏省２０１２年
科 技 进 步 三

等奖

轮系机械智能进化

机制与设计策略

研究

江苏大学 杨　平 机械

学院

３４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
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满足美国 ＥＰＡ３排
放法规的高性能通

用小型汽油机关键

技术

江苏大学
刘胜吉　王　建　尹必峰
贾和坤　李青林　盛雪德

汽车

学院

３５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
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汽车辅助制动装置

设计理论与方法研

究及其工程应用

江苏大学

何　仁　阚一鹏　杨效军
江蕴梅　牛润新　黄长扣
赵万忠　赵迎生　严　军

汽车

学院

３６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制度与路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变

迁的历史与现实

江苏大学 马耀鹏 马院

３７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时代焦虑的哲学

转向
江苏大学 吕国忱 马院

３８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中国英语学习者会

话增量行为习得

研究

江苏大学 李　民 外国

语

３９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戏 剧 翻 译 上 口

性———基于语料库

的英若诚汉译《请

君入瓮》个案研究

江苏大学 任晓霏　朱建定　冯庆华 外国

语

４０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艺术效应与视觉心

理———艺术视觉心

理学

江苏大学 王令中
艺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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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有容乃大辽宋金元

时期饮食器具研究
江苏大学 韩　荣 艺术

学院

４２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江苏大学志 江苏大学

姚冠新（主编）

尹志国

戈国元（副主编）

校办

４３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长三角区域非均衡

发展演化及协调对

策研究

江苏大学 杜建国　陈永泰　姜宇华 管理

学院

４４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国家高新区知识产

权状况调查研究
江苏大学

唐　恒　冯楚建　温　明
金玉成　金基瑶　王树海
杨跃承　程凌华　肖晗彬
付丽颖　邱小玲　朱　华
熊硕真　王建卿　余志海
王春阳　宋联可　云　洁

管理

学院

４５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第十二届哲社

三等奖

房地产开发投资项

目风险评价与控制

研究

江苏大学 马志强
管理

学院

４６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优

秀奖

清末民初旗民生存

状态研究
江苏大学 戴迎华 马院

４７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商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

二等奖

高速香肠线扎机

嘉兴市威尔美尼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江

苏大学

刘金生　赵德安　刘明禹
赵不贿

电气

学院

４８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

Ｐ型破碎机的研究
与应用

南京蓝深制泵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大学

陈　斌　施卫东　曹卫东
杨荣群　潘永彭　王　洋
董绵杰　张德胜　邵月云
孙　凯

流体

中心

４９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第十届
钟家庆数学奖

不 可 压 缩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江苏大学 桂贵龙

理学

院

５０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汽车工业科学

技术三等奖

微型电动汽车用磁

通可控式电机研制

及产业化

江苏大学，常州市武

起常乐电机有限

公司

朱孝勇　全　力　盛占石
鲍　方　谭　斐　傅海军
陆继远　盛碧琦　肖青峰
鲍全兴

电气

学院

５１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三等奖

总线化智能多参数

高精度检测与控制

仪表

江苏大学
刘星桥　赵德安　张荣标
赵不贿　刘一颖

电气

学院

５２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三等奖

柴油机燃油喷射及

喷雾燃烧系统关键

技术与应用

江苏大学，无锡油泵

油嘴研究所

何志霞　王　谦　潘剑锋
吉恒松　屈　健

能动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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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级别 获奖时间及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完成人 单位

５３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三等奖

新型电子式电流互

感器

江苏大学，镇江市丹

高电器有限公司

全　力　张宝忠　曹建晓
姚丽敏　朱孝勇

电气

学院

５４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中国产
学研成果奖

高性能油菜联合收

割机关键技术研究

及工程应用

江苏大学

李耀明　徐立章　陈　进
胡必友　王乐刚　薛　臻
赵　湛　邱白晶　唐　忠
马　征

农工

院

５５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中石化
科 技 进 步 三

等奖

高档轿车面漆用金

红石型二氧化钛技

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江苏大学
殷恒波　王爱丽　笪祖林
邱健亭　陈　俊

化工

学院

５６ 省部

级

２０１１年商业联
合会服务业科

技创新一等奖

房地产税源数据管

理信息系统开发

研究

江苏大学 赵喜仓
财经

学院

５７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科 技 进 步 三

等奖

高扬程无过载潜水

排污泵关键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

江苏大学 施卫东
流体

中心

５８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国家能
源科技进步二

等奖

典型工业泵、阀、风

机节能与测试关键

技术应用研究

江苏大学 施卫东
流体

中心

５９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社科应用精品

工程优秀成果

一等奖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
ｃｈｉｎ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江苏大学东华大学
宋新平　丁永生　黄景文
葛　艳

管理

学院

６０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一

等奖

诗经中物类事象的

礼俗化研究
江苏大学 吴晓峰

文法

学院

６１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一

等奖

权利视野下的基层

司法实践：刑事被害

人救助制度研究

江苏大学 李炳烁
文法

学院

６２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一

等奖

敬畏教育 江苏大学 王长乐

教师

教育

学院

６３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高教学
会一等奖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

理念与实践创新
江苏大学 范　明 管理

学院

６４ 省部

级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三等奖

高性能钨极惰性气

体保护电弧焊枪

常州工学院，常州特

尔玛枪嘴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张　兵　朱兴业　黄文生
张建生　徐国强

流体

中心

６５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高校第八届哲

社优秀成果二

等奖

中国运动员人力资

本投资及其产权制

度研究

江苏大学 王武年
体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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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级别 获奖时间及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完成人 单位

６６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二

等奖

破坏性创新与我国

制造业国际竞争优

势的构建

江苏大学 田红云
管理

学院

６７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二

等奖

留住民族记忆的背

影———镇江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与

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江苏大学 孙　伟 艺术

学院

６８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二

等奖

不对称信息下逆向

供应链契约设计
江苏大学 贡文伟

管理

学院

６９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二

等奖

中国小说观念的嬗

变及其文化精神
江苏大学 梁爱民

教师

教育

学院

７０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高校第八届哲

社优秀成果三

等奖

中国物流业技术效

率差异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基于省

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分析

江苏大学 田　刚　李　南 管理

学院

７１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高校第八届哲

社优秀成果三

等奖

行政私法理论在合

同 制 度 中 的 展

开———论行政私法

合同的内涵、性质与

界分

江苏大学 邹焕聪
文法

学院

７２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三

等奖

偏离 －份额分析
Ｅｓｔｅｂａｎ模型及其在
劳动生产率分析中

的应用

江苏大学 吴继英
财经

学院

７３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三

等奖

超越感觉———批判

性思考指南
江苏大学 董玉荣

文法

学院

７４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三

等奖

论行政私法行为的

法律性质———兼及

金融危机背景下政

府救市行为的分析

江苏大学 邹焕聪
文法

学院

７５ 市厅

级

２０１２年镇江市
第九届哲社三

等奖

网络环境农史信息

资 源 的 知 识 组

织———面向概念检

索的信息门户构建

与应用

江苏大学 刘　竟 图书

馆

（撰稿人：王卫龙　审稿人：赵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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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获省部级以上项目立项情况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Ｕ１２３３１１１ 基于微观结构控制的热障涂层热生长氧化物

生长行为与应力状态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２０９３ 基于负热膨胀颗粒的低热膨胀、高导热复合材

料的设计、制备及性能调控

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４１０６ ＭＮＷｓＣＮＴｓ／ＰＥＴ复合耐磨柔性透明导电膜
制备、界面结构及特性研究

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３ Ｎｂ１ｘＴｉｘＳｅ２（ｘ＝０．０１－０．１）的制备及作为电
接触复合材料摩擦学特性研究

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６ 高强镀锌板拉延摩擦多尺度多因素耦合建模

与协同控制

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２０９１ 基于磁交换耦合软—硬磁铁氧体复合纳米纤

维的可控制备及电磁特性

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２０９３ 基于负热膨胀的异质结构复合材料的设计制

备与热性能研究

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５１７１ 高压淹没水射流强化材料表面机理及尺度效

应研究

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５１２８ 单束飞秒激光诱导自组装周期微纳结构形成

机理和调控方法研究

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１１０３ 基于复杂网络的金融流动性风险的计算实验

范式的研究

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０３０７９ 境内集群式产业转移驱动的国内价值链重构

与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

１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７０８９ 次同步振荡实际系统分层次建模理论与方法

研究

１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７１９４ 高推力密度容错式轨道交通永磁直线电机及

其协调控制

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３１４２ 高度混合制程的批间控制与性能评估

１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３１５４ 基于神经网络联合逆的４ＷＩＤ多电机协调容
错控制

１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３０１４ 非光滑级联系统的分析与综合

１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３０５４ 三角结构随机非线性系统的非光滑镇定研究

１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２１４８
脓毒症时血小板 ｃＧＭＰ／ＧＳＫ３β信号途径调
节血小板活化的分子机制及外源性 ＣＯ的调
控作用

１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０２２２ ＣｙＰＡＥＭＭＰＲＩＮ相互作用与动脉粥样硬化及
斑块稳定性的关系研究

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２３５８ ＴＮＦα抑制ＭＳＣ成骨分化参与ＳＬＥ骨质疏松
信号通路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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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３１１８ 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企业低碳制造战略形

成机制与驱动模式研究———以水泥行业为例

２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０１０７１ 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排污权交易系统优化

设计

２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０３０８０ 基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老年居民慢性病管

理模式研究

２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１０９０ ＨＩＦ１介导的糖酵解抑制功能配合物及作用
机制的研究

２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６１１６ 可见光响应单相多元氧化物／石墨烯复合纳米
光催化剂的可控制备及其光解水性能研究

２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６１１７ 多酸型离子液体可控合成新型介孔材料及其

催化氧化燃油脱硫的研究

２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７０６３ 硅基荧光磁性分子印迹材料选择性识别与分

析菊酯类农药残留及其机理研究

２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２０９４ 石墨烯／银系半导体复合光催化材料的构筑及
其可见光催化性能

２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１０８４ 基于高自旋簇构筑单链磁体研究

３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１０８５ 可见光响应连续多孔金属氧化物电极的设计、

合成及光电化学制氢性质

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４０３１ 基于聚膦腈纳米管的新型磁共振成像对比剂

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６０５９ 基于植物色素提取的双水相气浮溶剂浮选体

系的构建及分离行为和机理研究

３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６０６０ 金属基反应型离子液体中碳基复合材料的构

筑及其光催化降解酚类污染物研究

３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７０５１ 表面ＲＡＦＴ印迹硅基介孔材料选择性分离／富
集中低放射性金属及机理研究

３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７０５３ 量子点表面印迹智能型光催化剂制备及选择

性降解抗生素废水研究

３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８２２９ 超微细粉尘荷电凝并的关键技术研究

３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７０５２ ＰＯＰｓ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的等离子体／粘土
矿物联合修复行为与机理研究

３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０１９ 太湖噬藻体多样性及其与蓝藻种群演替的关

系：基于噬藻体辅助代谢基因资源研究

３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３１６ 内源脱落酸与赤霉素互作调控克隆入侵植物

表型可塑性的作用机制

４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３１７ 入侵植物根系分泌物对入侵地菌根共生体系

的重构及调控机理研究

４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７５２ 家白蚁唾液腺来源关键生物预处理酶的识别

及其作用机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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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４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２０９２ 多尺度纳米复合炭基杂化材料的可控组装及

其气敏性能研究

４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７ 高档数控机床主轴／刀具接口设计理论与检测
技术研究

４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８ 空心脉冲激光管内热力效应对电极反应的作

用机制及微制造研究

４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９ 基于光学性能匹配的生物微器件激光透射连

接应用基础研究

４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２０ 轻合金热／力耦合植入颗粒型纳米薄膜的可控
制备及协同强化机制

４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５５６ 超常服役关键件纳秒激光改性延寿精确控制

与温度极限研究

４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４ 纳米通道中的热气泡成核机理研究

４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４１０７ 类三明治结构的表面等离子纳米增益波导的

研究

５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１０７０ 基于微纳复合粉体的激光熔覆组织的演变特

征及强化机制

５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５１７０ 大功率液粘调速离合器油膜动力学行为演变

机理研究

５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５１７２ 飞秒激光诱导超快超高压冲击加载下金属箔

材塑性成形机理及方法

５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０９４７ Ｎｕｏｃｙｔｅｓ调控 Ｔｈ９细胞分化及在小鼠哮喘病
模型中的作用

５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３９９ 颌面部骨骼疾病十型胶原蛋白基因的异常

调控

５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０２１４ ＭＳＣ来源ｅｘｏｓｏｍｅｓ在急性心肌梗死损伤修复
中的作用及机制

５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１７９５ 幽门螺杆菌ＩＶ型分泌系统伴侣蛋白的功能与
机制研究

５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２４８１ 间质干细胞来源的 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ｉｃｌｅｓ对顺铂肾毒
性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５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２７５５ 蛋白激酶ＧⅡ对胃癌细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活性的抑制

５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３１２４ 金属配合物形成及Ｎｆ２／ＡＲＥ通路激活在姜黄
素拮抗甲基汞神经毒性中的作用研究

６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３２０２ Ｎｏｔｃｈ信号在胸腺上皮细胞退化中的作用机制
及强力霉素对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６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６７６ ｍｉＲ３０ｂ／ｄ调控肝基质细胞诱导的调节性树
突状细胞功能机制的研究

６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３４６ 人参多糖调控 ＰＧＣ１α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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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０３１２ 间质干细胞来源 ｅｘｏｓｏｍｅ抗肝纤维化作用机
制研究

６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１６６０ 胃癌微环境ＭＳＣ调节中性粒细胞极化作用及
分子机制

６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１９５９ ＰＫＧＩＩ对胃癌裸鼠原位移植瘤的抑制

６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１３８５ 编码先验约束的高维小样本数据处理方法的

研究

６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２０７４ 面向物联网的混合式无线传感网容侵结构及

关键技术研究

６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２２１１ 基于情感上下文的视觉语音多模态协同情感

分析方法研究

６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２１１０ 基于数据挖掘的第三方构件安全性测试方法

研究

７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２４７４ 基于零知识的移动对等网络环境下动态安全

资源共享机制研究

７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３２４４ 数据内在结构驱动的大间隔特征提取算法及

其应用研究

７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０６３０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在白血病ＤＮＭＴ抑制剂耐药中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７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１０８６ 基于固态晶种催化生长机理构建一维半导体

纳米（异质）结构及其几何构型调控

７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２０６３ 硫醇时间分辨比率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及其

应用于细胞成像研究

７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３０６７ 新型有机半导体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在光电器

件中的应用

７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１１６４ 流体力学方程的适定性及其相关问题

７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５ 非光滑连续动力系统中的不同尺度效应及其

分岔机理研究

７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１ 煤电系统碳捕集碳封存下的碳排放及经济技

术综合评价

７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３１１９ 基于计算实验的石油供需网络优化与动态调

控研究

８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３１２０ 低碳背景下我国能源开发利用及经济增长：理

论模型与政策

８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１１８６ 具有临界指数增长的椭圆型方程若干问题的

研究

８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１１８７ 斜纹夜蛾耐药机制的演化及种群控制策略

８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１１８８ 基于序列比率的组合性质研究

８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３ 海水淡化高压泵水润滑轴承 －转子耦合系统
瞬态动力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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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９０６８ 泵自吸过程气液两相流动特性及自吸机理的

研究

８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９０６９ 新型多级泵叶轮—导叶耦合流场结构与能量

转换机理研究

８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９１０５ 基于环境识别记忆的离心泵多工况水力设计

研究

８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９１０６ 固液两相流离心泵非定常流动诱导磨损机理

研究

８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３９００５ 水力机械的空化特性及对策

９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２ 基于压电—固—液耦合的无阀压电泵内部具

有旋涡的瞬变流动机理研究

９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４ 柴油机喷雾近场结构及非稳定性研究与初次

雾化模型再构

９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９０６７ 水力机械端面密封内部微尺度流动与密封润

滑机理研究

９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２ 壁面结构和温度梯度对 ＴａｙｌｏｒＣｏｕｅｔｔｅ流动稳
定性影响的研究

９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３ 叶栅非稳态空化绕流诱导振动特性研究

９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５ ＭＥＭＳ微型回路脉动热管启动、传热及运行机
理研究

９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６ 多孔介质回热型微燃烧器内耦合燃烧机理的

研究

９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７ ＵＶ（紫外光）／Ｈ２Ｏ２高级氧化脱除燃煤烟气
中单质汞研究

９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９ 多场耦合诱导枝晶的生长和输运规律

９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６２０ 脱色反应成像表征内流混药浓度场均匀性的

研究

１０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４ 低频超声雾化栽培系统根域雾场最优调控机

理研究

１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５ ＰＷＭ间歇喷雾变量喷施系统中压力波动的形
成、衰减及耦合机理研究

１０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６５９ 基于多管离子选择性微电极的番茄营养水平

快速检测方法

１０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３３００６ 温室环境作物生长模型与环境优化调控

１０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２ 汽车摩擦制动与电磁制动的系统集成和协调

控制

１０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５ ＮＴＰ协同 ＨＺＳＭ５催化裂解生物油的机理
研究

１０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８ 等离子体协同纳米催化脱除 ＮＯｘ及实现 ＰＭ
低温燃烧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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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８２３２ 基于事故替代指标的高速公路匝道与主线结

合部安全性能评价及预测方法研究

１０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１ 按需功率匹配的重型车辆ＥＥＣＨＰＳ节能机理
与协调控制研究

１０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０１９２ 家蚕细小病毒样病毒非结构蛋白 ＮＳ１的表达
调控及靶分子识别

１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２７２ 通过蛋白组转录组和基因筛选研究镉诱导生

物毒性的机理

１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７６０ 参与油脂合成的三个油菜长链脂酰辅酶 Ａ合
成酶基因（ＢｎＬＡＣＳ）的功能鉴定

１１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２５０７ 自编码ＤＮＡ聚合酶的ｓｓＤＮＡ病毒基因组复制
模式

１１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２０９ Ｎ乙酰基高丝氨酸内酯对植物耐盐性的影响
及机制分析

１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６０２ 基于脂肪酶 Ａ突变体探索无固定结构蛋白催
化机制

１１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１８９ 水稻愈伤组织分化相关蛋白的分离及其功能

研究

１１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８７４ 二维相关＋偏振荧光技术在食用植物油品质
快速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１１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８７５ 基于跨感知仿生传感器融合的食品智能化感

官检验研究

１１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９６６ 脉冲强磁场作用下食源性致病菌细胞凋亡及

其生物学窗效应发生机制研究

１１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９６７ 胶红酵母控制苹果展青霉素产生与降解的生

理机制研究

１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５０５０ 功能纳米探针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及其对食源

性致病菌检测研究

１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５０５１ 乳制品中大肠杆菌的高灵敏度和强抗干扰性

电化学检测方法研究

１２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３ 噬菌体介导的食品中副溶血弧菌性毒力基因

快速转导机制

１２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４５１ 利用声脉冲—振动二维响应信号检测禽蛋裂

纹的研究

１２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４５６ 板栗壳原花青素诱导肿瘤细胞自噬性死亡及

其机制研究

１２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６ 具有初始织构的多晶铁磁形状记忆合金力磁

耦合相变机理与力学性能分析

１２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７ 基于相场理论的正冻饱和岩土介质的本构理

论研究



%&'()*

（２０１３）

１８６　　

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２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８ 用于结构损伤监测的新型应变梯度传感器

研制

１２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６１１５ 反应蒸馏过程的非线性分析及其控制

１２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８２３０ 海工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试验相似理论

探索与工程应用研究

１３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２０８５ 慢变激励下的混合模式振动的动力学机制

研究

１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２０９４ 基于硫乙酰赖氨酸机制导向的 ＳＩＲＴ１／ＳＩＲＴ２
双靶点抑制剂

１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８５０ 一种新型铬（Ⅲ）配合物的降血糖活性、作用
机制及安全性研究

１３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３４７０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非病毒纳米传递系统构建及其促进
体细胞重编程研究

１３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２９３０ 载蟾毒灵新型“触发式”自组装蛋白聚合物纳

米载体的设计制备及肝肿瘤靶向研究

１３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４００４６ 功能鉴定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ｐｌｙｍｕｔｈｉｃａ硝吡咯菌素生物
合成基因簇及其调控

１３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２６２１０ 关于随机环境下树指标马氏链的极限性质的

研究

１３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２６３００ ＧｌｌｎｉｔｚＧｏｒｄｏｎ函数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

１３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２６３０８ 抛物型随机偏微分方程的数值计算方法

１３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５００３５ 假基因Ｃｒｉｐｔｏ３在人大肠癌发展中作用及机
制探讨

１４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１７０６７２
磁酸性离子液［ＣｎＭＩＭ］／ＹｍＸ３ｍ＋１的合成、
物性及其催化农林生物质糖类制备５－ＨＭＦ
研究

１４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 ４１１７４０９０ 基于时变点电荷载流微元的瞬变电磁场理论

研究

１４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 ７１１０１０７２ 基于预测控制的新产品开发与扩散动态决策

１４３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合作）
１１２３２００８ 热障涂层失效行为的实验力学方法与技术

研究

１４４ 科技部国际合作 ２０１１ＤＦＧ５２９７０ 性能导向的近红外非线性光学无机—有机功

能材料及器件的合作研究

１４５ 科技部农转资金 喷杆式静电喷雾机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开发

１４６ 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资金（合作）
２０１０ＧＢ２Ｃ１００１５８ 玉米多肽制备关键技术产业化及多肽饮料的

开发

１４７ 国家科技支撑（合作） ２０１２ＢＡＢ１７Ｂ０２ 大型膜法海水淡化系统集成与冶金工业园区

供水工程示范

１４８ 国家科技支撑（合作） ２０１０ＢＡＤ０１Ｂ０６ 油菜中小型高效机械化生产装备研制及配套

农艺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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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国家科技支撑（二次合同） ２０１２ＢＡＤ３６Ｂ０５ 珍稀真菌高值利用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１５０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１ＡＡ１１Ａ２２２ 长安全新结构小型纯电动车研发———基于伺

服控制系统的电动助力转向（ＥＰＳ）技术

１５１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１ＡＡ１１Ａ２１６ 奇瑞Ｘ１增程式纯电动轿车研发及产业化技
术攻关

１５２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１ＡＡ０９０７０３－０１ 海洋生物酶产业化制备技术及优化控制的

研究

１５３ ８６３计划重大项目合作 ２０１２ＡＡ０３Ａ５０１ 先进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锅炉管开发

１５４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２ＡＡ１０Ａ５０２ 高效收获分离清选技术研究———大型多功能

联合收割机智能控制技术研究

１５５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２ＡＡ１０Ａ５０８ 茶园智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

１５６ ９７３课题（合作） ２０１１ＣＢ０１３００４ 航空／新型能源关键结构／器件激光制造及性
能控制

１５７ ９７３课题（合作） ２０１２ＣＢ８２１５０２ 玻璃化转变的分子机理与分子链内协同运动

规律

１５８ ９７３课题（合作） 家蚕关键品质性状分子解析及分子育种基础

研究

１５９ ９７３课题（合作） ２０１１ＣＢＡ００８０１ 芽孢杆菌细胞工厂的基础研究

１６０ ９７３二次合同 ２０１２ＣＢ９２１５０４ 声学超构材料的精密加工

１６１ 科技部科技重大专项

（二次合同）
２００９ＺＸ０２０２３－００３ 相变存储单元ＴＣＡＤ模型与工具开发

１６２ 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合作）
１１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１４１５ 玉米加工副产物联产高纯度 α玉米朊和玉米

黄素

１６３ 科技部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基金（合作）
０８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０６４７ 高效特种液下污水泵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１６４ 科技部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二次合同）
０９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３６８９ 基于目标的版本化文档管理系统

１６５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

企业项目（合作）
２００９ＧＪＣ１００３４ 基于蒜素生成控制技术的蒜片加工及产品开

放研究

１６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３０００２ 基于挠曲电效应的航空结构早期损伤监测应

变梯度传感器

１６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５ 卡利比克毕赤酵母控制葡萄赭曲霉毒素 Ａ产
生与降解的生理机制研究

１６８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８ 幽门螺杆菌ＩＶ型分泌系统四种伴侣蛋白的功
能与机制研究

１６９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９ 基于多糖—磷酸钙纳米粒的ｍｉｃｒｏＲＮＡ高效传
递系统研究

１７０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２ 多电机独立驱动电动汽车容错ＤＹ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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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６ 侵蚀环境下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耐久性损伤及

承载力退化机理研究

１７２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２３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医疗资源协同优化决策模

型及实证研究

１７３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８ ｍｉＲ３０ｂ调控肝基质细胞诱导的调节性树突
状细胞功能机制的研究

１７４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２１ 稀土掺杂高介电高非线性 ＣＣＴＯ／ＺｎＯ并联多
层薄膜的制备及机理研究

１７５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２３ 金属玻璃激光热—力诱导晶相—应力复合强

化延寿基础研究

１７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６ ＵＶ／Ｈ２Ｏ２高级氧化脱除燃煤烟气单质汞机理
及动力学研究

１７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７ 磁场诱导生长大晶粒多晶硅的传热传质规律

１７８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６ 新型纳米复合炭基杂化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

气敏性能研究

１７９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５ 表面ＲＡＦＴ印迹硅基介孔材料选择性分离／富
集中低放射性金属及机理研究

１８０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０ 区域间商品流动的碳排放转移效应：模型与实

证研究

１８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７ 基于意象认知的产品创新设计与评价方法

研究

１８２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６ 复合造型模具表面的摩擦、成形机理研究

１８３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８ 生物细胞跨域光信息与其微纳结构物理特征

的关系

１８４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２１ 面向版权保护的三维模型鲁棒数字水印算法

研究

１８５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６ 激光直接沉积功能梯度强化层的工艺及机理

研究

１８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５ ＥＣＡＳ车辆车身高度调节机理分析与控制

１８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合作） ２０１１０２０５１１００１４ 硅基材料表面原子转移自由基印迹分离／富集
抗生素残留及机理研究

１８８ 教育部 ＮＣＥＴ１１０９８６ ２０１１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１８９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铁盐／碘代异丙烷体系催化的自由基环化反应
及其在有药活性分子合成中的应用

１９０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蛋白类生长因子生物降解缓释体系的建立与

蛋白稳定机制的考察

１９１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高效异源表达分泌羟化四氢嘧啶的机制研究

１９２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基于高光谱的设施栽培黄瓜叶片生命信息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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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硅纳米线在太阳能光电应用中的尺寸效应

１９４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拟南芥ＡｔＰＰＲ９８７所控制的花药发育机制的初
步研究

１９５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人多聚胞嘧啶结合蛋白在铁代谢中的功能

研究

１９６ 公益性行业（农业）专项合作 植保机械关键技术优化提升与集成示范

１９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项目（自筹）
２０１２－Ｒ２－１６ 我们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研究

１９８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６９ 核电装备关键部件用新型高性能不锈钢的研

究开发

１９９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０ 节能型电液智能控制大功率轮式拖拉机研制

２００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１ 纯天然新型降血糖药“桑酮碱胶囊”的临床前

研究

２０１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２ 麦胚制备抗肿瘤功能食品及新型食品配料关

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２０２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３ 智能泊车系统与ＥＰＳ集成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３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１ 基于发光共振能量转移原理构建硫醇时间分

辨比率荧光探针

２０４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２ 非线性椭圆型方程中基态解问题的研究

２０５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３ 非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连续级联系统理论及应用研究

２０６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４ 基于变异测试与数据挖掘的 ＣＯＴＳ构件安全
性测试方法

２０７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５ 无人机航空喷雾覆盖路径规划方法研究

２０８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６ 基于嗅觉可视化传感器技术的食醋气味表征

及机理研究

２０９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７ 多酚扫频超声处理促进其清除自由基机理及

控制机制研究

２１０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８ 脐带间质干细胞来源 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ｉｃｌｅ在肝纤维化
修复中作用及机制

２１１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９ 宿主细胞内参与戊肝病毒跨种感染关键蛋白

的筛选及鉴定

２１２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０ 五种动物药鉴定中标志蛋白和多肽特征识别

物的研究

２１３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１ 功能梯度表面作用下硅基微型回路脉动热管

热力特性研究

２１４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２ 多场／多界面耦合及其对油膜动力学行为的影
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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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３ 新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ＭＳ２（Ｍ＝Ｗ、Ｖ）／石
墨烯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２１６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４ 连续多孔金属氧化物薄膜的制备及其光电化

学制氢性质研究

２１７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７ 交流式磁轴承电主轴关键基础理论及精密控

制研究

２１８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８ 多频复合超声促进高温变性菜籽蛋白溶解的

机理研究

２１９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９ 干细胞因子 ＳＡＬＬ４在胃癌诊断与治疗中的实
验研究

２２０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０ ＨＩＦ羟化酶模拟物“双效”抗肿瘤新机制

２２１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用大推力容错式永磁直线电机

系统

２２２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２ 激光间接冲击下金属箔板微冲裁基础研究

２２３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３ 高锰钢基复合涂层的激光合金化原位再制造

技术研究

２２４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４ 混合动力车辆主动悬架振动能量回收机理与

协调控制研究

２２５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５ 大塑性变形制备高性能纳米晶铝合金及其复

合强化机制研究

２２６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６ 生物质碳基可见光芬顿试剂的制备及其光催

化机理研究

２２７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７ 类石墨烯基复合材料的可控合成及其光催化

降解有机污染物研究

２２８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５ 磁场控制生长晶粒多晶硅的传热传质研究

２２９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１５４ 抑制非酶糖基化反应的食药用真菌资源及其

活性物质分析

２３０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４６１
基于菊酯类农药残选择性分离的硅基微／纳米
磁性材料表面印迹吸附剂制备及其分离机理

研究

２３１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４５９ 双重癌症治疗用高分子纳米微粒的设计与

组装

２３２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４６０ 可识别性表面印迹光催化剂的制备及选择性

去除抗生素废水研究

２３３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０３４８ 过渡金属硒化物纳米级润滑剂的研制及摩擦

性能研究

２３４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２ 抗肝癌五味子多糖的结构及免疫机制研究

２３５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５０６ 基于燃油清洁生产中新型功能化离子液体的

设计及反应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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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２６９７ 基于多酸型离子液体模板构建新型介孔材料

用于燃油氧化脱硫研究

２３７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１２１３５ 高强耐热铝基原位复合材料设计制造关键技

术研究

２３８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１２１３６ 核电站用高可靠开关磁阻调速型阀门电动执

行机构研制

２３９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１２１４３ ＭＮＷｓＣＮＴｓ／ＰＥＴ复合耐磨柔性透明导电膜
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２４０ 省科技支撑—工业标准 ＢＥ２０１２５０７ 高性能金属基复合材料标准

２４１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１４９ 大飞机用轻型化复合材料耐环境高密度抗干

扰电连接器及其关键技术

２４２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１５５ 高性能自动对焦智能系统

２４３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１２ 联合收获机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

２４４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８１ 蔬菜穴盘苗自动移栽机研制

２４５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８５ 低能耗自动卷盘式智能农业灌溉装备研究与

开发

２４６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９３ 大蒜降血压功能因子超声酶法制备关键技术

研究

２４７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３９０ 设施农业环境无线远程智能监控系统的研究

开发

２４８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４１９ 沿海滩涂耐盐碱纤维能源作物甜高粱新品种

培育及规范化技术研究

２４９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３４ 喷杆式静电喷雾机的研究和开发

２５０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３８ 设施花卉生长参数检测系统与智能调控技术

２５１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４０１ 混菌固态发酵油脂饼粕制备多肽饲料关键技

术研究及生产

２５２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４６ 新型屋顶光伏发电智能化连栋温室关键技术

研发

２５３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３８２ 高效油菜联合收割机关键技术与配套栽培技

术研究

２５４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４８ 工厂化、智能化育苗播种成套设备研究开发

２５５ 省科技支撑—社发 ＢＥ２０１２７１４ 基于超声固态厌氧分步发酵技术的醋糟生态

循环转化关键技术

２５６ 省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７１５ 煤矸石集料生态混凝土的制备及工程应用

研究

２５７ 省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７５２ 江苏省扬中市中桥社区科技示范社区建设

２５８ 省临床医学科技专项 ＢＬ２０１２０５５ 癌相关间质干细胞源性ｍｉＲＮＡ分析技术在胃
癌分子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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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 省成果转化（合作） ＢＡ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０００ｋＷ级高效智能型潜水电泵系列产品研发
及产业化

２６０ 省成果转化（合作） ＢＡ２０１１１１２ ＭＥＭＳ近红外光谱仪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及产
业化

２６１ 省国际合作（合作） ＢＺ２０１２０２５ 车载诊断系统的新型颗粒物传感器联合研发

２６２ 省创新资金（合作） ＢＣ２０１１４６４ 汽车用一体式长轴内球笼精锻件塑性成型技

术的开发

２６３ 省苏北科技发展计划（合作） ＢＣ２０１０４１８ 蒜氨酸和蒜氨酸酶的双频超声提取与超滤制

备技术研究

２６４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

创新资金（合作）
ＢＣ２０１２２０８ 基于医疗物联网的便携式快速智能血糖检

测仪

２６５ 广东省省部

产学研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Ｂ０９０４０００２７ 高介高压交流陶瓷电容器

２６６ 广东省省部

产学研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Ａ０９１１０２００５ 汽车零部件用高品质特殊钢的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攻关

２６７ 长三角科技联合

攻关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Ｃ１６０３９ 防治鸡球虫病口服生物制剂的研制及产业化

２６８ 中组部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２６９ 江苏特聘教授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内吞体泛素化信号传递

２７０ 省六大人才高峰 精密零部件制造用新材料的研究

２７１ 省六大人才高峰
农用直驱风力发电机混合磁轴承支承关键技

术研究

２７２ 省六大人才高峰
基于交通方式选择特性分析的城市群城际客

运交通结构优化研究

２７３ 省六大人才高峰
界面动态结合强度激光冲击离散划痕检测基

础研究

２７４ 省六大人才高峰 太赫兹等离子体光子晶体带隙特性研究

２７５ 省六大人才高峰 中药抗肿瘤活性成分高通量筛选新方法研究

２７６ 省六大人才高峰
硅纳米线的低成本、高效率和大规模制备技术

开发

２７７ 省六大人才高峰 多种燃料转子发动机的关键技术研究

２７８ 省六大人才高峰 遗传操纵Ｃｓｒ调控子改良多功能生防菌

２７９ 省六大人才高峰
降解苹果展青霉素拮抗酵母的分离、筛选及制

剂化研究

２８０ 省六大人才高峰
基于双机械端口磁通切换电机的新型电磁式

混合动力合成系统研究

２８１ 省六大人才高峰
自吸泵自吸机理的研究及高比速喷灌自吸泵

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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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 省六大人才高峰
含惯质的车辆半主动悬架系统的理论与试验

研究

２８３ 省六大人才高峰
具有行程关联变刚度特性的新型半主动悬架

研究与应用

２８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１ 凝胶燃烧法制备新型固溶体正极材料及相关

机理研究

２８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１７２ 碳载可循环 ＳＥＲＳ基底在污水检测与治理中
的基础研究

２８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１７４ 离子液体中碳基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光催化

性能研究

２８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３ 新型咔咯酞菁夹心稀土配合物的合成、自组装

及性质研究

２８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４ ＴｉＯ２／硫化物复合纳米材料：制备及可见光裂
解水性质

２８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２ 可见光响应型连续多孔半导体电极制备及

ＰＥＣ制氢性质

２９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０ 介孔硅表面 ＲＡＦＴ印迹分离富集中低放射性
金属及机理研究

２９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９ 识别抗生素降解可控型光催化剂的制备及识

别行为研究

２９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１７３ 微流控立体选择性生物合成二咖啡酰奎尼酸

的催化机理

２９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０ 铁基蒙脱土层间化合物在聚丙烯中的催化成

炭机理研究

２９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１ 酞酸酯类污染物在水／底泥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研究

２９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８ 多场／多界面耦合机制与界面间油膜动力传递
特性研究

２９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９ 线性单体强韧化形状记忆聚合物的设计、制备

与机理研究

２９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０ 基于ＦＲＥＴ的次氯酸荧光比率探针的设计、合
成及应用研究

２９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７９ 半经典椭圆型方程基态解和多饱解问题的

研究

２９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３ 变工况下太阳能离心泵内部不稳定流动机理

的研究

３０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４ 静电场中雾滴表面形变及内部流动特性研究

３０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７ 多效应下超常传热行为的多场耦合分析

３０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２ 新型微热光电系统内光电池冷却通道流动及

换热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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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８ 多光程透散结合的混药浓度在线测量方法

研究

３０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７ 农药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研究

３０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５ 串联重复序列调控基因表达的研究

３０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６ 两种新发现的抗ＨＢＶ天然药物药效评价及作
用机制

３０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３ 智能型柠檬桉精油纳米微囊体系设计及抗菌

释放机制

３０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２ 桑黄糖蛋白分子结构片段与抗肿瘤活性关系

的研究

３０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４ 功能纳米碳球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对农药残

留检测研究

３１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５ 荷载与环境耦合作用下砼桥梁耐久性试验与

寿命预测研究

３１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６ 利用遗传修饰技术定向固定化ＮＡＤＨ氧化酶

３１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５ ＨＭＧＢ１／ＬＰＳ调节 Ｔｈ１７细胞参与牙周病骨吸
收的机制研究

３１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４ 低氧高氨氮的污染河道沉积物氨氧化作用的

微生物学机制

３１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５ 轻合金光／热／力耦合植入技术及协同强化
机制

３１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６ 无机超薄纳米片构筑及其传感性能研究

３１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７ 核电关键材料及其焊接部位在高温 －应力下
的组织演变

３１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８ 基于流固耦合的轴流泵动静相干流场与结构

动力特性研究

３１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９ 超级稻切纵流柔性脱粒高效分离理论与技术

研究

３１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７０ 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纳米化生物处理技术

研究

３２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７１ 信任扩展视角下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内聚力及

团队效能研究

３２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０５４ 多孔碳基可见光 Ｆｅｎｔｏｎ试剂的制备及其光催
化机理研究

３２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９９７ 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利益分配的模式及

应用研究

３２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９９８ 基于核壳纳米晶的食源性真菌毒素阵列化检

测新方法研究

３２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９９９ 内源脱落酸与赤霉素互作调控克隆入侵植物

繁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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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０ 外来植物根系分泌物重构入侵地菌根群落结

构的机理研究

３２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１ 基于脂肪酶Ａ突变体探索无规蛋白催化机制

３２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２ 膜基体系材料纳米力学测试中的切向接触问

题研究

３２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３ 大型摩擦提升机时变刚柔耦合系统动力学

研究

３２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４ 基于ＬＩＢＳ的飞秒激光多层薄膜微加工实时调
控技术研究

３３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５ 纳米晶对表面等离子体波导的增益放大研究

３３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６ 微电子器件聚合物—金属界面传热及其失效

机理研究

３３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７ 二级可控光响应性大分子水凝胶的构建及控

释性能研究

３３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８ 失水事故核主泵汽液两相流动机制及瞬态特

性研究

３３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９ 风光互补水泵系统双输入变换器电路拓扑与

控制策略研究

３３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０ 混合动力汽车用新型永磁式行星齿轮电机基

础理论研究

３３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１ 四元复合电催化材料的功能导向合成和共协

同效应研究

３３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２ 轨道交通新型永磁直线容错电机基础理论与

关键技术研究

３３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３ 温室立柱栽培的全自动移栽作业运动规划与

优化控制研究

３３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４ 类石墨烯杂化材料的可控合成及其光催化性

能研究

３４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５ 制备漂浮型磁性印迹光催化剂用于选择性吸

附光解水杨酸

３４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６ 基于嗅觉可视化技术的镇江香醋气味表征及

机理研究

３４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７ 多肽壳聚糖多层膜乳状液氧化稳定性及体外

模拟消化研究

３４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８ 银杏酚的制备及对肝癌细胞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活性的抑制

３４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９ 人参多糖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活性研究

３４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０ 微波钝酶作用及对谷物胚芽品质影响的分子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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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１ 具有除草活性氮杂橙酮衍生物的设计合成及

生物活性研究

３４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２ 可保持神经生长因子蛋白活性的新型缓释给

药体系的建立

３４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３ 红藤抗炎和抗神经退行性疾病活性组分的

研究

３４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４ 考虑他涉偏好的供应链激励机制研究

３５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５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及

实现机制研究

３５１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１２＆ＺＤ０６２ 我国能源价格体系建设与能源发展战略转型

研究

３５２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１２ＣＫＳ０１４ 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３５３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１２ＣＧＬ０７４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户劳动供给决策与

就业发展研究

３５４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ＴＱ００７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生存环境与功能定位的

变革研究

３５５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ＧＬ０２５ 金融双轨制下融资担保链危机形成与治理

研究

３５６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ＧＬ１１０ “参合”农民重大疾病保证水平、适宜度及支

付制度研究

３５７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ＦＸ０１３ 农村法律文化与农民权利发展问题研究

３５８ 教育部马克思主义专项 １２ＪＤ７１００７４ 胡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思想研究

３５９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２０００６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

３６０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４０１５２
中国高校研究生英语文科学话语能力现状调

查与发展对策研究———以生物化工专业为调

查对象

３６１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４００４７ 基于学术语篇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

能力研究

３６２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６００２２ 辽宋金元饮食器具设计研究

３６３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１００６７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与社会正义研究

３６４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１００２５ 利益协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机制研究

３６５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７９０１２３ 产业共生视角下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

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３６６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７９００６０ 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

３６７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ＺＨ０９０ 基于计算实验的排污权交易系统优化研

究———以排污权初始分配为例

３６８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ＺＨ０２０ 湖泊流域水环境管理的政府行为决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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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９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ＺＨ０５５ 利益相关者博弈势态与要素参与分配原则的

契合度研究：基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视角

３７０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ＺＨ００２ 基于混沌动力学理论的金融系统模型理论方

法及对策研究

３７１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６３０２８０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背景下的基层医疗机

构补偿机制研究

３７２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６３０１８８ 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我国企业隐性知识转移

微观机制研究

３７３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６３００６９ 我国中小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内

生发展机制研究

３７４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ＧＡＴ００２ 基于专利分析的海峡两岸战略新兴产业耦合

机制研究

３７５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０９８ 中日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比较研究

３７６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０７６ 底层视角下的农民维权与权力发展问题研究

３７７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０２８ 近代苏州商会商事裁判权探析

３７８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２０２７ 江苏能源系统碳排放演化及控制研究战略

３７９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２０２６ 江苏省新兴产业培育中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

的结合路径研究

３８０ 省社科重点项目 １２ＴＱＡ００２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生态与服务变革研究

３８１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ＷＷＢ００３ 伍尔夫的传记文学叙事艺术研究

３８２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ＥＹＣ０１４ 江苏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问题研究

３８３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ＦＸＣ０１３ 网络舆论对刑事裁判影响的实证研究

３８４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ＸＺＢ０１１ 深刻把握宁镇扬差异性与互补性特征，加快推

进同城化发展水平

３８５ 省社科基金专项一般 １２ＤＤＢ００６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研究

３８６ 国家统计局重点 ２０１２ＬＺ０１１ 我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测度理论与方法

研究

３８７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０８８ 物联网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３８８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２３ 江苏省人口素质的测度及其关联分析

３８９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４７ 参数和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统计推断和应用

研究

３９０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６０ 自选择理论在网络抽样调查中的应用研究

３９１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７６ 基于 ＧＦＳ与政府会计体系融合的服务型政府
绩效评价统计研究

３９２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８４ 动态时序视角下考虑碳约束的内生经济增长

模型扩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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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３９３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０５９ 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

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３９４ 国家知识产权局
实施国家人才规划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促进知识产权人才发展长效政策机制研究

３９５ 国家知识产权局 ＳＳ１２－Ａ－０８ 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联盟的构建及运作模式

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３９６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价值分析师培养体系研究

３９７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转移合同指引制定研究

３９８ 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最新实务问题研究

３９９ 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联合体师范项目

４００ 民政部
２００８ＭＺＡＣＲ００１－

１２３４
基金会独立法人职业治理模式的国际经验与

分析

（撰稿人：刘海霞　董　洁　审稿人：赵玉涛）

２０１２年获各类纵向项目立项情况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Ｕ１２３３１１１ 基于微观结构控制的热障涂层热生长氧化物

生长行为与应力状态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２０９３ 基于负热膨胀颗粒的低热膨胀、高导热复合材

料的设计、制备及性能调控

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４１０６ ＭＮＷｓＣＮＴｓ／ＰＥＴ复合耐磨柔性透明导电膜
制备、界面结构及特性研究

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３ Ｎｂ１ｘＴｉｘＳｅ２（ｘ＝０．０１－０．１）的制备及作为电
接触复合材料摩擦学特性研究

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６ 高强镀锌板拉延摩擦多尺度多因素耦合建模

与协同控制

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２０９１ 基于磁交换耦合软—硬磁铁氧体复合纳米纤

维的可控制备及电磁特性

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２０９３ 基于负热膨胀的异质结构复合材料的设计制

备与热性能研究

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５１７１ 高压淹没水射流强化材料表面机理及尺度效

应研究

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５１２８ 单束飞秒激光诱导自组装周期微纳结构形成

机理和调控方法研究

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１１０３ 基于复杂网络的金融流动性风险的计算实验

范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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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０３０７９ 境内集群式产业转移驱动的国内价值链重构

与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

１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７０８９ 次同步振荡实际系统分层次建模理论与方法

研究

１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７１９４ 高推力密度容错式轨道交通永磁直线电机及

其协调控制

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３１４２ 高度混合制程的批间控制与性能评估

１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３１５４ 基于神经网络联合逆的４ＷＩＤ多电机协调容
错控制

１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３０１４ 非光滑级联系统的分析与综合

１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３０５４ 三角结构随机非线性系统的非光滑镇定研究

１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２１４８
脓毒症时血小板 ｃＧＭＰ／ＧＳＫ３β信号途径调
节血小板活化的分子机制及外源性 ＣＯ的调
控作用

１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０２２２ ＣｙＰＡＥＭＭＰＲＩＮ相互作用与动脉粥样硬化及
斑块稳定性的关系研究

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２３５８ ＴＮＦα抑制ＭＳＣ成骨分化参与ＳＬＥ骨质疏松
信号通路机制研究

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３１１８ 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企业低碳制造战略形

成机制与驱动模式研究———以水泥行业为例

２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０１０７１ 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排污权交易系统优化

设计

２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０３０８０ 基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老年居民慢性病管

理模式研究

２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１０９０ ＨＩＦ１介导的糖酵解抑制功能配合物及作用
机制的研究

２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６１１６ 可见光响应单相多元氧化物／石墨烯复合纳米
光催化剂的可控制备及其光解水性能研究

２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６１１７ 多酸型离子液体可控合成新型介孔材料及其

催化氧化燃油脱硫的研究

２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７０６３ 硅基荧光磁性分子印迹材料选择性识别与分

析菊酯类农药残留及其机理研究

２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２０９４ 石墨烯／银系半导体复合光催化材料的构筑及
其可见光催化性能

２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１０８４ 基于高自旋簇构筑单链磁体研究

３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１０８５ 可见光响应连续多孔金属氧化物电极的设计、

合成及光电化学制氢性质

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４０３１ 基于聚膦腈纳米管的新型磁共振成像对比剂

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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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６０５９ 基于植物色素提取的双水相气浮溶剂浮选体

系的构建及分离行为和机理研究

３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６０６０ 金属基反应型离子液体中碳基复合材料的构

筑及其光催化降解酚类污染物研究

３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７０５１ 表面ＲＡＦＴ印迹硅基介孔材料选择性分离／富
集中低放射性金属及机理研究

３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７０５３ 量子点表面印迹智能型光催化剂制备及选择

性降解抗生素废水研究

３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８２２９ 超微细粉尘荷电凝并的关键技术研究

３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７０５２ ＰＯＰｓ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的等离子体／粘土
矿物联合修复行为与机理研究

３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０１９ 太湖噬藻体多样性及其与蓝藻种群演替的关

系：基于噬藻体辅助代谢基因资源研究

３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３１６ 内源脱落酸与赤霉素互作调控克隆入侵植物

表型可塑性的作用机制

４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３１７ 入侵植物根系分泌物对入侵地菌根共生体系

的重构及调控机理研究

４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７５２ 家白蚁唾液腺来源关键生物预处理酶的识别

及其作用机制初探

４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２０９２ 多尺度纳米复合炭基杂化材料的可控组装及

其气敏性能研究

４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７ 高档数控机床主轴／刀具接口设计理论与检测
技术研究

４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８ 空心脉冲激光管内热力效应对电极反应的作

用机制及微制造研究

４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９ 基于光学性能匹配的生物微器件激光透射连

接应用基础研究

４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２０ 轻合金热／力耦合植入颗粒型纳米薄膜的可控
制备及协同强化机制

４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５５６ 超常服役关键件纳秒激光改性延寿精确控制

与温度极限研究

４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４ 纳米通道中的热气泡成核机理研究

４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４１０７ 类三明治结构的表面等离子纳米增益波导的

研究

５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１０７０ 基于微纳复合粉体的激光熔覆组织的演变特

征及强化机制

５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５１７０ 大功率液粘调速离合器油膜动力学行为演变

机理研究

５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５１７２ 飞秒激光诱导超快超高压冲击加载下金属箔

材塑性成形机理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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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０９４７ Ｎｕｏｃｙｔｅｓ调控 Ｔｈ９细胞分化及在小鼠哮喘病
模型中的作用

５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３９９ 颌面部骨骼疾病十型胶原蛋白基因的异常

调控

５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０２１４ ＭＳＣ来源ｅｘｏｓｏｍｅｓ在急性心肌梗死损伤修复
中的作用及机制

５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１７９５ 幽门螺杆菌ＩＶ型分泌系统伴侣蛋白的功能与
机制研究

５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２４８１ 间质干细胞来源的 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ｉｃｌｅｓ对顺铂肾毒
性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５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２７５５ 蛋白激酶ＧⅡ对胃癌细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活性的抑制

５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３１２４ 金属配合物形成及Ｎｆ２／ＡＲＥ通路激活在姜黄
素拮抗甲基汞神经毒性中的作用研究

６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３２０２ Ｎｏｔｃｈ信号在胸腺上皮细胞退化中的作用机制
及强力霉素对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６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６７６ ｍｉＲ３０ｂ／ｄ调控肝基质细胞诱导的调节性树
突状细胞功能机制的研究

６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３４６ 人参多糖调控 ＰＧＣ１α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
研究

６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０３１２ 间质干细胞来源 ｅｘｏｓｏｍｅ抗肝纤维化作用机
制研究

６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１６６０ 胃癌微环境ＭＳＣ调节中性粒细胞极化作用及
分子机制

６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１９５９ ＰＫＧＩＩ对胃癌裸鼠原位移植瘤的抑制

６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１３８５ 编码先验约束的高维小样本数据处理方法的

研究

６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２０７４ 面向物联网的混合式无线传感网容侵结构及

关键技术研究

６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７２２１１ 基于情感上下文的视觉语音多模态协同情感

分析方法研究

６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２１１０ 基于数据挖掘的第三方构件安全性测试方法

研究

７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２４７４ 基于零知识的移动对等网络环境下动态安全

资源共享机制研究

７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０３２４４ 数据内在结构驱动的大间隔特征提取算法及

其应用研究

７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０６３０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在白血病ＤＮＭＴ抑制剂耐药中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７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１０８６ 基于固态晶种催化生长机理构建一维半导体

纳米（异质）结构及其几何构型调控



%&'()*

（２０１３）

２０２　　

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７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２０６３ 硫醇时间分辨比率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及其

应用于细胞成像研究

７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３０６７ 新型有机半导体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在光电器

件中的应用

７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１１６４ 流体力学方程的适定性及其相关问题

７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５ 非光滑连续动力系统中的不同尺度效应及其

分岔机理研究

７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１ 煤电系统碳捕集碳封存下的碳排放及经济技

术综合评价

７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３１１９ 基于计算实验的石油供需网络优化与动态调

控研究

８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１２７３１２０ 低碳背景下我国能源开发利用及经济增长：理

论模型与政策

８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１１８６ 具有临界指数增长的椭圆型方程若干问题的

研究

８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１１８７ 斜纹夜蛾耐药机制的演化及种群控制策略

８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１１８８ 基于序列比率的组合性质研究

８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３ 海水淡化高压泵水润滑轴承—转子耦合系统

瞬态动力特性研究

８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９０６８ 泵自吸过程气液两相流动特性及自吸机理的

研究

８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９０６９ 新型多级泵叶轮—导叶耦合流场结构与能量

转换机理研究

８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９１０５ 基于环境识别记忆的离心泵多工况水力设计

研究

８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９１０６ 固液两相流离心泵非定常流动诱导磨损机理

研究

８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３９００５ 水力机械的空化特性及对策

９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２ 基于压电—固—液耦合的无阀压电泵内部具

有旋涡的瞬变流动机理研究

９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４ 柴油机喷雾近场结构及非稳定性研究与初次

雾化模型再构

９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９０６７ 水力机械端面密封内部微尺度流动与密封润

滑机理研究

９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２ 壁面结构和温度梯度对 Ｔａｙｌｏｒ—Ｃｏｕｅｔｔｅ流动
稳定性影响的研究

９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３ 叶栅非稳态空化绕流诱导振动特性研究

９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５ ＭＥＭＳ微型回路脉动热管启动、传热及运行机
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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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６ 多孔介质回热型微燃烧器内耦合燃烧机理的

研究

９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７ ＵＶ（紫外光）／Ｈ２Ｏ２高级氧化脱除燃煤烟气
中单质汞研究

９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９ 多场耦合诱导枝晶的生长和输运规律

９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６２０ 脱色反应成像表征内流混药浓度场均匀性的

研究

１０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４ 低频超声雾化栽培系统根域雾场最优调控机

理研究

１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５ ＰＷＭ间歇喷雾变量喷施系统中压力波动的形
成、衰减及耦合机理研究

１０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６５９ 基于多管离子选择性微电极的番茄营养水平

快速检测方法

１０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１２３３００６ 温室环境作物生长模型与环境优化调控

１０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２ 汽车摩擦制动与电磁制动的系统集成和协调

控制

１０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６０８５ ＮＴＰ协同 ＨＺＳＭ—５催化裂解生物油的机理
研究

１０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６０６８ 等离子体协同纳米催化脱除 ＮＯｘ及实现 ＰＭ
低温燃烧的机理研究

１０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０８２３２ 基于事故替代指标的高速公路匝道与主线结

合部安全性能评价及预测方法研究

１０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５２１１ 按需功率匹配的重型车辆 Ｅ—ＥＣＨＰＳ节能机
理与协调控制研究

１０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０１９２ 家蚕细小病毒样病毒非结构蛋白 ＮＳ１的表达
调控及靶分子识别

１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２７２ 通过蛋白组转录组和基因筛选研究镉诱导生

物毒性的机理

１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７６０ 参与油脂合成的三个油菜长链脂酰辅酶 Ａ合
成酶基因（ＢｎＬＡＣＳ）的功能鉴定

１１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２５０７ 自编码ＤＮＡ聚合酶的ｓｓＤＮＡ病毒基因组复制
模式

１１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２０９ Ｎ乙酰基高丝氨酸内酯对植物耐盐性的影响
及机制分析

１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０６０２ 基于脂肪酶 Ａ突变体探索无固定结构蛋白催
化机制

１１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１８９ 水稻愈伤组织分化相关蛋白的分离及其功能

研究

１１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８７４ 二维相关＋偏振荧光技术在食用植物油品质
快速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

（２０１３）

２０４　　

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１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８７５ 基于跨感知仿生传感器融合的食品智能化感

官检验研究

１１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９６６ 脉冲强磁场作用下食源性致病菌细胞凋亡及

其生物学窗效应发生机制研究

１１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９６７ 胶红酵母控制苹果展青霉素产生与降解的生

理机制研究

１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５０５０ 功能纳米探针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及其对食源

性致病菌检测研究

１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０５０５１ 乳制品中大肠杆菌的高灵敏度和强抗干扰性

电化学检测方法研究

１２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３ 噬菌体介导的食品中副溶血弧菌性毒力基因

快速转导机制

１２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４５１ 利用声脉冲—振动二维响应信号检测禽蛋裂

纹的研究

１２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０１４５６ 板栗壳原花青素诱导肿瘤细胞自噬性死亡及

其机制研究

１２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６ 具有初始织构的多晶铁磁形状记忆合金力磁

耦合相变机理与力学性能分析

１２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７ 基于相场理论的正冻饱和岩土介质的本构理

论研究

１２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７２１３８ 用于结构损伤监测的新型应变梯度传感器

研制

１２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６１１５ 反应蒸馏过程的非线性分析及其控制

１２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１２７８２３０ 海工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试验相似理论

探索与工程应用研究

１３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０２０８５ 慢变激励下的混合模式振动的动力学机制

研究

１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２７２０９４ 基于硫乙酰赖氨酸机制导向的 ＳＩＲＴ１／ＳＩＲＴ２
双靶点抑制剂

１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７１８５０ 一种新型铬（Ⅲ）配合物的降血糖活性、作用
机制及安全性研究

１３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７３４７０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非病毒纳米传递系统构建及其促进
体细胞重编程研究

１３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０２９３０ 载蟾毒灵新型“触发式”自组装蛋白聚合物纳

米载体的设计制备及肝肿瘤靶向研究

１３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４００４６ 功能鉴定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ｐｌｙｍｕｔｈｉｃａ硝吡咯菌素生物
合成基因簇及其调控

１３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２６２１０ 关于随机环境下树指标马氏链的极限性质的

研究

１３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２６３００ ＧｌｌｎｉｔｚＧｏｒｄｏｎ函数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



P(QRSPTUVS/WXY

２０５　　

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３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２２６３０８ 抛物型随机偏微分方程的数值计算方法

１３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２５００３５ 假基因Ｃｒｉｐｔｏ３在人大肠癌发展中作用及机
制探讨

１４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１７０６７２
磁酸性离子液［ＣｎＭＩＭ］／ＹｍＸ３ｍ＋１的合成、
物性及其催化农林生物质糖类制备５－ＨＭＦ
研究

１４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 ４１１７４０９０ 基于时变点电荷载流微元的瞬变电磁场理论

研究

１４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 ７１１０１０７２ 基于预测控制的新产品开发与扩散动态决策

１４３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合作）
１１２３２００８ 热障涂层失效行为的实验力学方法与技术

研究

１４４ 科技部国际合作 ２０１１ＤＦＧ５２９７０ 性能导向的近红外非线性光学无机—有机功

能材料及器件的合作研究

１４５ 科技部农转资金 喷杆式静电喷雾机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开发

１４６ 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资金（合作）
２０１０ＧＢ２Ｃ１００１５８ 玉米多肽制备关键技术产业化及多肽饮料的

开发

１４７ 国家科技支撑（合作） ２０１２ＢＡＢ１７Ｂ０２ 大型膜法海水淡化系统集成与冶金工业园区

供水工程示范

１４８ 国家科技支撑（合作） ２０１０ＢＡＤ０１Ｂ０６ 油菜中小型高效机械化生产装备研制及配套

农艺技术研究

１４９ 国家科技支撑（二次合同） ２０１２ＢＡＤ３６Ｂ０５ 珍稀真菌高值利用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１５０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１ＡＡ１１Ａ２２２ 长安全新结构小型纯电动车研发———基于伺

服控制系统的电动助力转向（ＥＰＳ）技术

１５１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１ＡＡ１１Ａ２１６ 奇瑞Ｘ１增程式纯电动轿车研发及产业化技
术攻关

１５２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１ＡＡ０９０７０３－０１ 海洋生物酶产业化制备技术及优化控制的

研究

１５３ ８６３计划重大项目合作 ２０１２ＡＡ０３Ａ５０１ 先进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锅炉管开发

１５４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２ＡＡ１０Ａ５０２ 高效收获分离清选技术研究———大型多功能

联合收割机智能控制技术研究

１５５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１２ＡＡ１０Ａ５０８ 茶园智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

１５６ ９７３课题（合作） ２０１１ＣＢ０１３００４ 航空／新型能源关键结构／器件激光制造及性
能控制

１５７ ９７３课题（合作） ２０１２ＣＢ８２１５０２ 玻璃化转变的分子机理与分子链内协同运动

规律

１５８ ９７３课题（合作） 家蚕关键品质性状分子解析及分子育种基础

研究

１５９ ９７３课题（合作） ２０１１ＣＢＡ００８０１ 芽孢杆菌细胞工厂的基础研究

１６０ ９７３二次合同 ２０１２ＣＢ９２１５０４ 声学超构材料的精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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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６１ 科技部科技重大

专项（二次合同）
２００９ＺＸ０２０２３－００３ 相变存储单元ＴＣＡＤ模型与工具开发

１６２ 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合作）
１１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１４１５ 玉米加工副产物联产高纯度 α玉米朊和玉米

黄素

１６３ 科技部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基金（合作）
０８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０６４７ 高效特种液下污水泵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１６４ 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二次合同）
０９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３６８９ 基于目标的版本化文档管理系统

１６５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

企业项目（合作）
２００９ＧＪＣ１００３４ 基于蒜素生成控制技术的蒜片加工及产品开

放研究

１６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３０００２ 基于挠曲电效应的航空结构早期损伤监测应

变梯度传感器

１６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５ 卡利比克毕赤酵母控制葡萄赭曲霉毒素 Ａ产
生与降解的生理机制研究

１６８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８ 幽门螺杆菌ＩＶ型分泌系统四种伴侣蛋白的功
能与机制研究

１６９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９ 基于多糖—磷酸钙纳米粒的ｍｉｃｒｏＲＮＡ高效传
递系统研究

１７０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２ 多电机独立驱动电动汽车容错ＤＹＣ控制

１７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６ 侵蚀环境下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耐久性损伤及

承载力退化机理研究

１７２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２３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医疗资源协同优化决策模

型及实证研究

１７３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８ ｍｉＲ３０ｂ调控肝基质细胞诱导的调节性树突
状细胞功能机制的研究

１７４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２１ 稀土掺杂高介电高非线性 ＣＣＴＯ／ＺｎＯ并联多
层薄膜的制备及机理研究

１７５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２３ 金属玻璃激光热—力诱导晶相—应力复合强

化延寿基础研究

１７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６ ＵＶ／Ｈ２Ｏ２高级氧化脱除燃煤烟气单质汞机理
及动力学研究

１７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７ 磁场诱导生长大晶粒多晶硅的传热传质规律

１７８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６ 新型纳米复合炭基杂化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

气敏性能研究

１７９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５ 表面ＲＡＦＴ印迹硅基介孔材料选择性分离／富
集中低放射性金属及机理研究

１８０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２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０ 区域间商品流动的碳排放转移效应：模型与实

证研究

１８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７ 基于意象认知的产品创新设计与评价方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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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８２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６ 复合造型模具表面的摩擦、成形机理研究

１８３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８ 生物细胞跨域光信息与其微纳结构物理特征

的关系

１８４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２１ 面向版权保护的三维模型鲁棒数字水印算法

研究

１８５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６ 激光直接沉积功能梯度强化层的工艺及机理

研究

１８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５ ＥＣＡＳ车辆车身高度调节机理分析与控制

１８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合作） ２０１１０２０５１１００１４ 硅基材料表面原子转移自由基印迹分离／富集
抗生素残留及机理研究

１８８ 教育部 ＮＣＥＴ－１１－０９８６ ２０１１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１８９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铁盐／碘代异丙烷体系催化的自由基环化反应
及其在有药活性分子合成中的应用

１９０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蛋白类生长因子生物降解缓释体系的建立与

蛋白稳定机制的考察

１９１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高效异源表达分泌羟化四氢嘧啶的机制研究

１９２ 教育部留学回国启动基金
基于高光谱的设施栽培黄瓜叶片生命信息

获取

１９３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硅纳米线在太阳能光电应用中的尺寸效应

１９４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拟南芥ＡｔＰＰＲ９８７所控制的花药发育机制的初
步研究

１９５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人多聚胞嘧啶结合蛋白在铁代谢中的功能

研究

１９６ 公益性行业（农业）

专项合作
植保机械关键技术优化提升与集成示范

１９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项目（自筹）
２０１２－Ｒ２－１６ 我们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研究

１９８ 省产学研联合

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６９ 核电装备关键部件用新型高性能不锈钢的研

究开发

１９９ 省产学研联合

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０ 节能型电液智能控制大功率轮式拖拉机研制

２００ 省产学研联合

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１ 纯天然新型降血糖药“桑酮碱胶囊”的临床前

研究

２０１ 省产学研联合

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２ 麦胚制备抗肿瘤功能食品及新型食品配料关

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２０２ 省产学研联合

创新资金项目
ＢＹ２０１２１７３ 智能泊车系统与ＥＰＳ集成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３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１ 基于发光共振能量转移原理构建硫醇时间分

辨比率荧光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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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４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２ 非线性椭圆型方程中基态解问题的研究

２０５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３ 非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连续级联系统理论及应用研究

２０６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４ 基于变异测试与数据挖掘的 ＣＯＴＳ构件安全
性测试方法

２０７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５ 无人机航空喷雾覆盖路径规划方法研究

２０８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６ 基于嗅觉可视化传感器技术的食醋气味表征

及机理研究

２０９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７ 多酚扫频超声处理促进其清除自由基机理及

控制机制研究

２１０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８ 脐带间质干细胞来源 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ｉｃｌｅ在肝纤维化
修复中作用及机制

２１１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８９ 宿主细胞内参与戊肝病毒跨种感染关键蛋白

的筛选及鉴定

２１２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０ 五种动物药鉴定中标志蛋白和多肽特征识别

物的研究

２１３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１ 功能梯度表面作用下硅基微型回路脉动热管

热力特性研究

２１４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２ 多场／多界面耦合及其对油膜动力学行为的影
响机理

２１５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３ 新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ＭＳ２（Ｍ＝Ｗ、Ｖ）／石
墨烯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２１６ 省自然基金—青年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４ 连续多孔金属氧化物薄膜的制备及其光电化

学制氢性质研究

２１７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７ 交流式磁轴承电主轴关键基础理论及精密控

制研究

２１８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８ 多频复合超声促进高温变性菜籽蛋白溶解的

机理研究

２１９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９ 干细胞因子 ＳＡＬＬ４在胃癌诊断与治疗中的实
验研究

２２０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０ ＨＩＦ羟化酶模拟物“双效”抗肿瘤新机制

２２１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用大推力容错式永磁直线电机

系统

２２２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２ 激光间接冲击下金属箔板微冲裁基础研究

２２３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３ 高锰钢基复合涂层的激光合金化原位再制造

技术研究

２２４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４ 混合动力车辆主动悬架振动能量回收机理与

协调控制研究

２２５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５ 大塑性变形制备高性能纳米晶铝合金及其复

合强化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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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２６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６ 生物质碳基可见光芬顿试剂的制备及其光催

化机理研究

２２７ 省自然基金—面上 ＢＫ２０１２７１７ 类石墨烯基复合材料的可控合成及其光催化

降解有机污染物研究

２２８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２２９５ 磁场控制生长晶粒多晶硅的传热传质研究

２２９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１５４ 抑制非酶糖基化反应的食药用真菌资源及其

活性物质分析

２３０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４６１
基于菊酯类农药残选择性分离的硅基微／纳米
磁性材料表面印迹吸附剂制备及其分离机理

研究

２３１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４５９ 双重癌症治疗用高分子纳米微粒的设计与

组装

２３２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４６０ 可识别性表面印迹光催化剂的制备及选择性

去除抗生素废水研究

２３３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０３４８ 过渡金属硒化物纳米级润滑剂的研制及摩擦

性能研究

２３４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２７０２ 抗肝癌五味子多糖的结构及免疫机制研究

２３５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１５０６ 基于燃油清洁生产中新型功能化离子液体的

设计及反应机理研究

２３６ 省自然基金—面上（合作） ＢＫ２０１２６９７ 基于多酸型离子液体模板构建新型介孔材料

用于燃油氧化脱硫研究

２３７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１２１３５ 高强耐热铝基原位复合材料设计制造关键技

术研究

２３８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１２１３６ 核电站用高可靠开关磁阻调速型阀门电动执

行机构研制

２３９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１２１４３ ＭＮＷｓ－ＣＮＴｓ／ＰＥＴ复合耐磨柔性透明导电膜
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２４０ 省科技支撑—工业标准 ＢＥ２０１２５０７ 高性能金属基复合材料标准

２４１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１４９ 大飞机用轻型化复合材料耐环境高密度抗干

扰电连接器及其关键技术

２４２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１５５ 高性能自动对焦智能系统

２４３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１２ 联合收获机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

２４４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８１ 蔬菜穴盘苗自动移栽机研制

２４５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８５ 低能耗自动卷盘式智能农业灌溉装备研究与

开发

２４６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１２３９３ 大蒜降血压功能因子超声酶法制备关键技术

研究

２４７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３９０ 设施农业环境无线远程智能监控系统的研究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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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４８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４１９ 沿海滩涂耐盐碱纤维能源作物甜高粱新品种

培育及规范化技术研究

２４９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３４ 喷杆式静电喷雾机的研究和开发

２５０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３８ 设施花卉生长参数检测系统与智能调控技术

２５１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４０１ 混菌固态发酵油脂饼粕制备多肽饲料关键技

术研究及生产

２５２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４６ 新型屋顶光伏发电智能化连栋温室关键技术

研发

２５３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３８２ 高效油菜联合收割机关键技术与配套栽培技

术研究

２５４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３４８ 工厂化、智能化育苗播种成套设备研究开发

２５５ 省科技支撑—社发 ＢＥ２０１２７１４ 基于超声固态厌氧分步发酵技术的醋糟生态

循环转化关键技术

２５６ 省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ＢＥ２０１２７１５ 煤矸石集料生态混凝土的制备及工程应用

研究

２５７ 省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ＢＥ２０１１７５２ 江苏省扬中市中桥社区科技示范社区建设

２５８ 省临床医学科技专项 ＢＬ２０１２０５５ 癌相关间质干细胞源性ｍｉＲＮＡ分析技术在胃
癌分子诊断中的应用

２５９ 省成果转化（合作） ＢＡ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０００ｋＷ级高效智能型潜水电泵系列产品研发
及产业化

２６０ 省成果转化（合作） ＢＡ２０１１１１２ ＭＥＭＳ近红外光谱仪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及产
业化

２６１ 省国际合作（合作） ＢＺ２０１２０２５ 车载诊断系统的新型颗粒物传感器联合研发

２６２ 省创新资金（合作） ＢＣ２０１１４６４ 汽车用一体式长轴内球笼精锻件塑性成型技

术的开发

２６３ 省苏北科技发展

计划（合作）
ＢＣ２０１０４１８ 蒜氨酸和蒜氨酸酶的双频超声提取与超滤制

备技术研究

２６４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

创新资金（合作）
ＢＣ２０１２２０８ 基于医疗物联网的便携式快速智能血糖检

测仪

２６５ 省属高校自然重大项目 １２ＫＪＡ４３０００１ ＭＮＷｓＣＮＴｓ／ＰＥＴ复合耐磨柔性透明导电膜
设计及特性研究

２６６ 省属高校自然重大项目 １２ＫＪＡ５５０００１ 多频顺序超声强化蛋白酶解反应及其机制

研究

２６７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１３０００１ 石墨烯增强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界面微观

力学行为研究

２６８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１４０００３ 激光高频超声技术检测微纳米薄膜性能的理

论与实验研究

２６９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１５０００７ 嵌入型埃米贵金属／碳化物的制备及电催化协
同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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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７０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１８０００２ Ｈｓｈ热激表达系统控制外源蛋白可溶性表达
的机理研究

２７１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２１０００１ 农作物秸秆同步酶解发酵过程软测量与优化

控制

２７２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２１０００２ 水稻愈伤组织分化相关蛋白的分离及其功能

研究

２７３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３１０００１ ＰＫＧⅡ抑制胃癌细胞ＥＧＦＲ活化的机制

２７４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３５０００２ 仿生型纳米载体的设计及肿瘤细胞靶向性

研究

２７５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４３０００４ 新型二维纳米材料“碳氮烯”制备、功能化及

光电性质研究

２７６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４３０００５ 薄膜太阳能电池用ＦＴＯ绒面高效陷光微结构
的设计、可控构筑及性能与机制研究

２７７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４７０００２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非线性解耦控制及转速

自检测研究

２７８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４７０００３ 纳米通道中的热气泡行为研究

２７９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４８０００４ 基于能量自平衡系统制取大型海藻生物油的

机理研究

２８０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５１０００２ 无线认知网络混合频谱共享关键技术研究

２８１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５５０００２ 柠檬桉精油纳米脂质体抗菌及控制释放机制

研究

２８２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项目 １２ＫＪＢ５８０００１ 基于ＳＤＲＥ的车辆空气悬架系统非线性特性
分析及控制研究

２８３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１５０００３ 基于催化水氧化功能新型多孔配位聚合物的

合成及性能研究

２８４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１８０００１ 入侵植物根系分泌物对入侵地菌根共生体系

的重构及调控

２８５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２１０００１ 基于信息融合的低成本农田精确导航与同步

制图研究

２８６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２１０００２ 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夹带损失实时监测方法的

研究

２８７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３１０００１ 布鲁氏菌胞内生存相关ｓＲＮＡ的功能研究

２８８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４６０００２ 多尺度微纳拓朴结构材料与神经细胞作用机

制研究

２８９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５８０００２ 车联网环境下车载电子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研究

２９０ 省属高校自然面上自筹项目 １２ＫＪＤ６１０００３ 新型有机／无机复合改性木素系绿色水处理剂
的研究

２９１ 省教育厅产业化推进项目 ＪＨＢ２０１２－３７ 食用菌多糖规模提取及药用功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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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省教育厅产业化推进项目 ＪＨＢ２０１２－３８ 低成本低能耗井用潜水泵系列开发及产业化

２９３ 省教育厅产业化推进项目 ＪＨＢ２０１２－３９ 无轴承永磁薄片电机离心泵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

２９４ 省农机三新工程 ＮＪ２０１２－１２ 设施农业水肥一体化技术及装备研制

２９５ 省农机三新工程（合作） ＮＪ２０１２－０８ 智能型丘陵果园多功能管理机研发

２９６ 省农机三项（合作） ＮＪ２０１０－１２ 小型无人飞机航空喷雾试验示范

２９７ 省农委 ２０１２年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

２９８ 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项目 ＣＸ（１２）３０２５ 江苏丘陵茶区机械化防霜装备与控制技术

研发

２９９ 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项目 ＣＸ（１２）３０８４ 大蒜活性因子制备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制

３００ 省农业自主创新

资金项目（合作）
ＣＸ（１２）３０２８ 电动无污染高效自走式秧草联合收获机创制

３０１ 江苏省智能农业物联网

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合作）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农业示范工程———设

施畜禽（水产）示范

３０２ 江苏省智能农业物联网

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合作）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农业示范工程———设

施农业（食用菌）示范

３０３ 江苏省智能农业物联网

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合作）
基于物联网的设施园艺生产技术示范工程

３０４ 市科技支撑—农业 ＮＹ２０１２０３０ 自走式超低量静电喷雾施药机的研究开发

３０５ 市科技支撑—农业 ＮＹ２０１２０３１ 水飞蓟籽仁的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

品开发

３０６ 市科技支撑—农业 ＮＹ２０１２０３２ 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综合利用果树植物修剪

枝的研究

３０７ 市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ＮＹ２０１２０２９ 果园自变速动力及开沟机的研发

３０８ 市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ＮＹ２０１２００１ 联合收割机负荷反馈控制及故障诊断技术与

装备

３０９ 市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ＮＹ２０１２０１３ 超声波在镇江香醋发酵、催陈和杀菌中的应用

及装备研发

３１０ 市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ＮＹ２０１２０３４ 便携式水果品质无损检测仪的研制

３１１ 市科技支撑—社发 ＳＨ２０１２０１３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环境污染物羟基自由基

应急处理技术及装备的研究

３１２ 市科技支撑—社发 ＳＨ２０１２０２０ 新型可见光响应型光催化材料控制合成及其

深度处理工业废水技术研发

３１３ 市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ＳＨ２０１２０２１ 基于废水中中低放射性核素分离／富集的表面
ＲＡＦＴ印迹介孔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３１４ 市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ＳＨ２０１２００３ 基于信息技术及绿色节水的“三新”社区研究

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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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市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ＳＨ２０１２００９ 秸秆纤维素在多离子液体中的降解合成呋喃

类化合物的研发

３１６ 市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ＳＨ２０１２０２１ 基于废水中中低放射性核素分离／富集的表面
ＲＡＦＴ印迹介孔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３１７ 市科技支撑—工业 ＧＹ２０１２０１８ 车辆新型蓄能悬架设计开发与关键技术研究

３１８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１０２８ 食用菌多糖规模提取及保肝护肝产品开发

３１９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２０２０ 镀膜复合法制备高性能铜复合排的关键技术

研究

３２０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２０４８ 有机硅废料生产气凝胶及其对重金属废水的

高效吸附性能研究

３２１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２０２７ Ａ级轻质水泥发泡防火保温板的研发

３２２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２０２８ ６３－１００ｔ重型数控车床关键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

３２３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２００７ 分布式社交网络海量图像分类关键技术及其

应用平台研究

３２４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２０１５ 新型透明质酸医用材料的研制

３２５ 市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ＧＹ２０１２０２９ 基于医疗物联网的便携式快速智能血糖检

测仪

３２６ 镇江市新兴产业

科技专项（合作）
ＣＹ２０１１００３ 高精密电容器用铝带材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３２７ 镇江市新兴产业

专项（合作）
ＣＹ２０１１０２５ 不粘、高导电性、自灭菌新型双极电凝镍研发

与产业化

３２８ 镇江市新兴产业科技

专项（合作）
ＣＹ２０１１０１７ 高效节能电动汽车 ＰＴＣ电加热器研发及产

业化

３２９ 镇江市软件产业发展

专项（合作）

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车载网络信息终端
软件

３３０ 镇江市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引导资金（合作）

基于快速无损检测的水飞蓟加工过程质量控

制研究

３３１ 扬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资金子项
ＹＺ２０１０１８２ 新型漂浮硅基污水深度处理材料的研发

３３２ 常州市科技支撑（农业） ＣＥ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水产养殖信息化智能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和应用示范

３３３ 南宁市科技项目（合作） ２０１２１０１７ 生物法转化木薯淀粉生产木糖醇的研究

３３４ 浙江省公益

技术项目（合作）
２０１２Ｃ２２００８ 富硒灰树花栽培及综合利用研究

３３５ 浙江省公益

技术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Ｃ３２００５ 利用家蚕病毒融合表达和纯化抗肿瘤药物天

冬酰胺酶

３３６ 广东省省部

产学研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Ｂ０９０４０００２７ 高介高压交流陶瓷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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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７ 广东省省部

产学研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Ａ０９１１０２００５ 汽车零部件用高品质特殊钢的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攻关

３３８ 长三角科技联合

攻关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Ｃ１６０３９ 防治鸡球虫病口服生物制剂的研制及产业化

３３９ 福建省经贸委企业

技术提升辅导（合作）

２０１２年福建省泵业行业对接会暨技术提升、
诊断及辅导

３４０ 南京市科技计划

项目（合作）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４ Ｐｌｕｇｉｎ混合动力轻型商用车整车控制系统开

发及产业化

３４１ 常州市工业支撑（合作） ＣＥ２０１２００１４ 轨道交通铁路接触网和轨道综合在线检测车

的研制

３４２ 常州市工业支撑（合作） ＣＥ２０１２００９５ 非道路柴油机高效清洁燃烧与排放控制技术

研究

３４３ 南通市产业化项目（合作） ＡＳ２０１１００３ 灵芝银杏酒的开发

３４４ 南通市科技项目（合作） ＡＳ２０１１０１５ 生物细胞亚类识别全域散射式光学传感器

３４５ 无锡市科技成果产业化

资金项目（合作）
ＣＹＥ２２Ｃ１２１６ 智能化高产稻麦联合收割机关键技术的研发

及产业化

３４６ 句容市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合作）
利用白蚁巢制酒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３４７ 开放基金 ＳＫＬＰＳ１１１２ ＯｘｙＲ调控鼠疫耶尔森氏菌抗氧化杀伤分子机
制的研究

３４８ 开放基金 石墨烯硅复合储能材料

３４９ 开放基金 １１０８ 氢化纳米硅薄膜多物理场下表／界面损伤行为
和机制研究

３５０ 开放基金 Ｊ２０１１００４ 基于湿微藻原料的离子液催化绿色制备生物

柴油研究

３５１ 开放基金 ４０９１３ 金属基离子液体的构建及其在柴油氧化脱硫

中的研究

３５２ 开放基金 ｊｒ１２０３ 骨修复与骨替代用 ＨＡＢＮＴ生物材料的仿生
设计、制备与应用研究

３５３ 开放基金 ２０１２０５ 高压作用下纳米半导体晶体的微观结构状态

３５４ 开放基金 ２０１１－ＳＫＬ－１ 风幕式喷杆喷雾气液两相流动特性研究

３５５ 开放基金 ＫＨＫ１１０９ 功能氧化硅介孔材料甲醛清除器

３５６ 开放基金 ＡＷＪ－Ｚ１３－０１ 低活化铁素体／马氏体钢（ＲＡＦＭ）焊接及配
套焊接材料的研究

３５７ 开放基金 ２０１２０２ 离子液体对蛋白质结构和活性的影响研究

３５８ 开放基金 ２０１２０１ 新型离子液体构建及其萃取分离蛋白质的

研究

３５９ 开放基金 ＡＥ２０１１０３ ＴｉＯ２／Ｇｒａｐｈｅｎｅ纳米复合薄膜的制备及光催化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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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３６０ 开放基金 ２０１１ＣＥＭ０１０ 应力状态下腐蚀环境引起的钢筋锈蚀特性

研究

３６１ 开放基金 ＥＭＬ２０１２０８ 高能超声合成铝基原位纳米复合材料及界面

研究

３６２ 开放基金 ２０１２ＫＦＭＳ１２ 驾驶辅助系统中基于生物冗余的模糊故障诊

断与容错控制

３６３ 探索项目（二次合同） 低间隙机电伺服作动系统的研制

３６４
总后勤部卫生部

———全军科技“十二五”

科研项目（合作）

ＣＷＳ１１Ｊ２６４ 载氟纳米二氧化硅空心微球氟控制释放在龋

病预防中的应用

３６５ 中组部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３６６ 江苏特聘教授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内吞体泛素化信号传递

３６７ 省六大人才高峰 精密零部件制造用新材料的研究

３６８ 省六大人才高峰
农用直驱风力发电机混合磁轴承支承关键技

术研究

３６９ 省六大人才高峰
基于交通方式选择特性分析的城市群城际客

运交通结构优化研究

３７０ 省六大人才高峰
界面动态结合强度激光冲击离散划痕检测基

础研究

３７１ 省六大人才高峰 太赫兹等离子体光子晶体带隙特性研究

３７２ 省六大人才高峰 中药抗肿瘤活性成分高通量筛选新方法研究

３７３ 省六大人才高峰
硅纳米线的低成本、高效率和大规模制备技术

开发

３７４ 省六大人才高峰 多种燃料转子发动机的关键技术研究

３７５ 省六大人才高峰 遗传操纵Ｃｓｒ调控子改良多功能生防菌

３７６ 省六大人才高峰
降解苹果展青霉素拮抗酵母的分离、筛选及制

剂化研究

３７７ 省六大人才高峰
基于双机械端口磁通切换电机的新型电磁式

混合动力合成系统研究

３７８ 省六大人才高峰
自吸泵自吸机理的研究及高比速喷灌自吸泵

的开发

３７９ 省六大人才高峰
含惯质的车辆半主动悬架系统的理论与试验

研究

３８０ 省六大人才高峰
具有行程关联变刚度特性的新型半主动悬架

研究与应用

３８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１ 凝胶燃烧法制备新型固溶体正极材料及相关

机理研究

３８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１７２ 碳载可循环 ＳＥＲＳ基底在污水检测与治理中
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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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３８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１７４ 离子液体中碳基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光催化

性能研究

３８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３ 新型咔咯酞菁夹心稀土配合物的合成、自组装

及性质研究

３８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４ ＴｉＯ２／硫化物复合纳米材料：制备及可见光裂
解水性质

３８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２ 可见光响应型连续多孔半导体电极制备及

ＰＥＣ制氢性质

３８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０ 介孔硅表面 ＲＡＦＴ印迹分离富集中低放射性
金属及机理研究

３８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９ 识别抗生素降解可控型光催化剂的制备及识

别行为研究

３８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１７３ 微流控立体选择性生物合成二咖啡酰奎尼酸

的催化机理

３９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０ 铁基蒙脱土层间化合物在聚丙烯中的催化成

炭机理研究

３９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１ 酞酸酯类污染物在水／底泥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研究

３９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８ 多场／多界面耦合机制与界面间油膜动力传递
特性研究

３９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９ 线性单体强韧化形状记忆聚合物的设计、制备

与机理研究

３９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０ 基于ＦＲＥＴ的次氯酸荧光比率探针的设计、合
成及应用研究

３９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７９ 半经典椭圆型方程基态解和多饱解问题的

研究

３９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３ 变工况下太阳能离心泵内部不稳定流动机理

的研究

３９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４ 静电场中雾滴表面形变及内部流动特性研究

３９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７ 多效应下超常传热行为的多场耦合分析

３９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２ 新型微热光电系统内光电池冷却通道流动及

换热机理研究

４０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８ 多光程透散结合的混药浓度在线测量方法

研究

４０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７ 农药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研究

４０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５ 串联重复序列调控基因表达的研究

４０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６ 两种新发现的抗ＨＢＶ天然药物药效评价及作
用机制

４０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３ 智能型柠檬桉精油纳米微囊体系设计及抗菌

释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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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４０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２ 桑黄糖蛋白分子结构片段与抗肿瘤活性关系

的研究

４０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４ 功能纳米碳球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对农药残

留检测研究

４０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５ 荷载与环境耦合作用下砼桥梁耐久性试验与

寿命预测研究

４０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９６ 利用遗传修饰技术定向固定化ＮＡＤＨ氧化酶

４０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７０５ ＨＭＧＢ１／ＬＰＳ调节 Ｔｈ１７细胞参与牙周病骨吸
收的机制研究

４１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４ 低氧高氨氮的污染河道沉积物氨氧化作用的

微生物学机制

４１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５ 轻合金光／热／力耦合植入技术及协同强化
机制

４１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６ 无机超薄纳米片构筑及其传感性能研究

４１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７ 核电关键材料及其焊接部位在高温 －应力下
的组织演变

４１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８ 基于流固耦合的轴流泵动静相干流场与结构

动力特性研究

４１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６９ 超级稻切纵流柔性脱粒高效分离理论与技术

研究

４１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７０ 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纳米化生物处理技术

研究

４１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Ｔ５０４７１ 信任扩展视角下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内聚力及

团队效能研究

４１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０５４ 多孔碳基可见光 Ｆｅｎｔｏｎ试剂的制备及其光催
化机理研究

４１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９９７ 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利益分配的模式及

应用研究

４２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９９８ 基于核壳纳米晶的食源性真菌毒素阵列化检

测新方法研究

４２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９９９ 内源脱落酸与赤霉素互作调控克隆入侵植物

繁殖策略研究

４２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０ 外来植物根系分泌物重构入侵地菌根群落结

构的机理研究

４２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１ 基于脂肪酶Ａ突变体探索无规蛋白催化机制

４２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２ 膜基体系材料纳米力学测试中的切向接触问

题研究

４２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３ 大型摩擦提升机时变刚柔耦合系统动力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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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４２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４ 基于ＬＩＢＳ的飞秒激光多层薄膜微加工实时调
控技术研究

４２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５ 纳米晶对表面等离子体波导的增益放大研究

４２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６ 微电子器件聚合物—金属界面传热及其失效

机理研究

４２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７ 二级可控光响应性大分子水凝胶的构建及控

释性能研究

４３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８ 失水事故核主泵汽液两相流动机制及瞬态特

性研究

４３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０９ 风光互补水泵系统双输入变换器电路拓扑与

控制策略研究

４３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０ 混合动力汽车用新型永磁式行星齿轮电机基

础理论研究

４３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１ 四元复合电催化材料的功能导向合成和共协

同效应研究

４３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２ 轨道交通新型永磁直线容错电机基础理论与

关键技术研究

４３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３ 温室立柱栽培的全自动移栽作业运动规划与

优化控制研究

４３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４ 类石墨烯杂化材料的可控合成及其光催化性

能研究

４３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５ 制备漂浮型磁性印迹光催化剂用于选择性吸

附光解水杨酸

４３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６ 基于嗅觉可视化技术的镇江香醋气味表征及

机理研究

４３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７ 多肽壳聚糖多层膜乳状液氧化稳定性及体外

模拟消化研究

４４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８ 银杏酚的制备及对肝癌细胞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活性的抑制

４４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１９ 人参多糖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活性研究

４４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０ 微波钝酶作用及对谷物胚芽品质影响的分子

机制

４４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１ 具有除草活性氮杂橙酮衍生物的设计合成及

生物活性研究

４４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２ 可保持神经生长因子蛋白活性的新型缓释给

药体系的建立

４４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３ 红藤抗炎和抗神经退行性疾病活性组分的

研究

４４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４ 考虑他涉偏好的供应链激励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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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０２５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及

实现机制研究

４４８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１Ｃ 富锰层状固溶体正极材料的改性与相关机理

研究

４４９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８Ｃ 中国能源消费低碳化控制研究———基于碳排

放影响因素分析

４５０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０９Ｃ 神经网络左右逆协同控制方法及其在生物发

酵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４５１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０Ｃ 果蔬精准采摘机器人可重构末端执行器抓持

力建模与柔顺控制

４５２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７Ｃ 基于计算实验的排污权交易系统协调与优化

４５３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００１Ｃ 石墨烯无机类似结构材料的可控制备及气敏

性能研究

４５４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００９Ｃ 基于新型纳米结构和 ＳＥＲＳ技术的食品污染
物的快速检测研究

４５５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９Ｃ
生物及其复合材料表面原子转移自由基印迹

聚合物选择性分离／富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残
留及机理研究

４５６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０Ｃ 纳米金属晶结构、形貌控制与选择催化加氢

研究

４５７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２Ｃ 近单层金属碲化物薄片的室温化学插层法制

备及其热电性能

４５８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３Ｃ Ｂｉ２Ｔｅ３／Ｓｂ２Ｔｅ３核壳量子点的绿色可控合成及
其热电性能

４５９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４Ｃ 新型稀土—有机框架材料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４６０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６Ｃ 金属酞菁配合物的合成及电催化降解 ＤＤＴ的
研究

４６１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６Ｃ 脉冲放电等离子体ＴｉＯ２光催化协同再生活性
炭过程及机理研究

４６２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８Ｃ 碳纳米管复合等离子体型光催化剂的调控及

其降解有机污染物的研究

４６３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５Ｃ 介孔碳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水溶液锂离

子电池中的应用

４６４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２Ｃ 热、力、电耦合作用下碳纳米管内流体流动特

性研究

４６５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３Ｃ 复杂物理结构下高速电路信号完整性故障测

试方法研究

４６６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４Ｃ 高分散性纳米稀土改性 ＭＣｒＡｌＹ涂层制备技
术的研究

４６７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５Ｃ 超高密度探针信息存储机理及热、电、力耦合

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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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３１Ｃ 谷物联合收割机夹带损失实时监测方法及装

置的研究

４６９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３３Ｃ

４７０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１Ｃ 金属板料无约束层激光喷丸精密校形研究

４７１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０１０Ｃ 转基因水稻抗虫外源蛋白Ｂｔ对非靶标生物家
蚕的风险评估

４７２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３０Ｃ ＢｎＭＰＫ４介导的茉莉酸信号反应调控油菜菌
核病抗性的分子基础

４７３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１７Ｃ 口服胶原蛋白延缓皮肤衰老的分子机制研究

４７４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３２Ｃ 番茄叶绿体碳酸酐酶基因的表达及其在植物

耐盐中的作用研究

４７５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２９Ｃ ＨＭＧＢ１调节Ｔｈ１７参与牙龈卟啉菌诱导的小
鼠牙周病骨吸收机制研究

４７６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１０２１３４Ｃ 变工况下太阳能离心泵内部流动机理研究

４７７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０１Ａ 太赫兹等离子体光子晶体电磁特性研究

４７８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２４Ｂ 核主泵失水事故工况汽液两相瞬态流动特性

机理研究

４７９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２５Ｂ 银杏酚的制备及对人肝癌细胞作用效果的

研究

４８０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２６Ｂ 超高压淹没水射流冲蚀材料表面的流动机制

４８１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２７Ｂ 大血藤的抗炎和抗衰老活性组分的研究

４８２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２８Ｂ 基于界面封闭率与多组织结构的番茄柔顺吸

持控制研究

４８３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１５Ｃ 混合动力汽车用新型双机械端口永磁行星齿

轮电机基础理论研究

４８４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１６Ｃ 水产养殖废水亚硝化—厌氧氨氧化脱氮机理

研究

４８５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３６Ｃ 金属模具表面复合形貌激光热流固耦合成形

及摩擦机理研究

４８６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３７Ｃ 轻量级基于纠错码的公钥密码体制

４８７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１０７０Ｃ Ｎ乙酰基高丝氨酸内酯对植物耐盐性的影响
及机制分析

４８８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０２Ｂ 多孔／中空智能型印迹聚合物选择性分离／富
集菊酯类农药残留及机理研究

４８９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０９Ｂ 纳米通道中热气泡特性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及

实验研究

４９０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１０Ｂ 一种新型纳米荧光识别探针的制备及其应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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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１１Ｂ 伤寒沙门菌一线性质粒ｐＢＳＳＢ１ｄｅ复制机制研
究

４９２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１２Ｂ Ｗｉｇｎｅｒ分布函数的变换在白细胞数字全息显
微成像理论中的应用研究

４９３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３６Ｃ 煤电系统碳捕集碳封存的经济性评价与风险

管理

４９４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３７Ｃ 基于数据挖掘的线粒体疾病生物信息研究

４９５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３８Ｃ 开裂混凝土结构在氯盐环境中的耐久性研究

４９６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３９Ｃ 双水相气浮溶剂浮选提取／分离植物的黄酮类
化合物及机理研究

４９７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４０Ｃ 可见光驱动金属／磷酸银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其
性能研究

４９８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４１Ｃ 基于趋化陷阱及多靶点治疗的胶质瘤术后埋

置给药系统研究

４９９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０４２Ｃ 一种新重组杂合肽型复合免疫佐剂的研究

５００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１１４Ｃ 金融资产转换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５０１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１２０２１１５Ｃ 基于计算实验的重大工程协同策略研究

５０２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１２＆ＺＤ０６２ 我国能源价格体系建设与能源发展战略转型

研究

５０３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１２ＣＫＳ０１４ 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５０４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１２ＣＧＬ０７４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户劳动供给决策与

就业发展研究

５０５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ＴＱ００７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生存环境与功能定位的

变革研究

５０６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ＧＬ０２５ 金融双轨制下融资担保链危机形成与治理

研究

５０７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ＧＬ１１０ “参合”农民重大疾病保证水平、适宜度及支

付制度研究

５０８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ＢＦＸ０１３ 农村法律文化与农民权利发展问题研究

５０９ 教育部马克思主义专项 １２ＪＤ７１００７４ 胡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思想研究

５１０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２０００６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

５１１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４０１５２
中国高校研究生英语文科学话语能力现状调

查与发展对策研究———以生物化工专业为调

查对象

５１２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４００４７ 基于学术语篇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

能力研究

５１３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６００２２ 辽宋金元饮食器具设计研究

５１４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１００６７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与社会正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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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７１００２５ 利益协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机制研究

５１６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７９０１２３ 产业共生视角下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

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５１７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７９００６０ 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

５１８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ＺＨ０９０ 基于计算实验的排污权交易系统优化研

究———以排污权初始分配为例

５１９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ＺＨ０２０ 湖泊流域水环境管理的政府行为决策研究

５２０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ＺＨ０５５ 利益相关者博弈势态与要素参与分配原则的

契合度研究：基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视角

５２１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ＺＨ００２ 基于混沌动力学理论的金融系统模型理论方

法及对策研究

５２２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６３０２８０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背景下的基层医疗机

构补偿机制研究

５２３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６３０１８８ 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我国企业隐性知识转移

微观机制研究

５２４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６３００６９ 我国中小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内

生发展机制研究

５２５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ＧＡＴ００２ 基于专利分析的海峡两岸战略新兴产业耦合

机制研究

５２６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０９８ 中日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比较研究

５２７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０７６ 底层视角下的农民维权与权力发展问题研究

５２８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０２８ 近代苏州商会商事裁判权探析

５２９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２０２７ 江苏能源系统碳排放演化及控制研究战略

５３０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２０２６ 江苏省新兴产业培育中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

的结合路径研究

５３１ 省社科重点项目 １２ＴＱＡ００２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生态与服务变革研究

５３２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ＷＷＢ００３ 伍尔夫的传记文学叙事艺术研究

５３３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ＥＹＣ０１４ 江苏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问题研究

５３４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ＦＸＣ０１３ 网络舆论对刑事裁判影响的实证研究

５３５ 省社科一般项目 １２ＸＺＢ０１１ 深刻把握宁镇扬差异性与互补性特征，加快推

进同城化发展水平

５３６ 省社科基金专项一般 １２ＤＤＢ００６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研究

５３７ 国家统计局重点 ２０１２ＬＺ０１１ 我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测度理论与方法

研究

５３８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０８８ 物联网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５３９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２３ 江苏省人口素质的测度及其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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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０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４７ 参数和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统计推断和应用

研究

５４１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６０ 自选择理论在网络抽样调查中的应用研究

５４２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７６ 基于 ＧＦＳ与政府会计体系融合的服务型政府
绩效评价统计研究

５４３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１８４ 动态时序视角下考虑碳约束的内生经济增长

模型扩展及其应用

５４４ 国家统计局一般 ２０１２ＬＹ０５９ 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

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５４５ 国家知识产权局
实施国家人才规划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促进知识产权人才发展长效政策机制研究

５４６ 国家知识产权局 ＳＳ１２－Ａ－０８ 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联盟的构建及运作模式

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５４７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价值分析师培养体系研究

５４８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转移合同指引制定研究

５４９ 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最新实务问题研究

５５０ 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联合体师范项目

５５１ 民政部 ２００８ＭＺＡＣＲ００１－１２３４基金会独立法人职业治理模式的国际经验与
分析

５５２ 省教育厅校外基地项目 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统计研究

５５３ 省教育厅校外基地项目 政府统计数据质量及其管理研究

５５４ 省教育厅校外基地项目 Ｒ＆Ｄ统计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

５５５ 省教育厅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保障机制研究

５５６ 省教育厅重点 江苏高校服务社会功能拓展提升研究

５５７ 省教育厅重点 江苏农村校车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５５８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ＦＤＹ０１５ 后现代视野下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研究

５５９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ＦＤＹ０１６ 普通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研究

５６０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ＦＤＹ０１７ 卓越辅导员的成长机制研究

５６１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６０００９ 江苏省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以扬州地区为例

５６２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８２０００４ 电子法庭审判模式理论研究

５６３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８２０００５ 公私协力中私人主体的行政法研究

５６４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８４０００２ 对外传播和江苏城市形象研究

５６５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５００１９ ＯＡＷ的文化位置与乔治·梅瑞迪斯的创作理
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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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５６６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４０００６ 《玉台新咏》词汇研究

５６７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１０００５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５６８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８８００２１ 大学生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机理

研究

５６９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８８００２２ 家庭教育网络协商机制研究

５７０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８９０００３ 高校体育资源服务城市社区的保障机制研究

５７１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９０００９ 产业系统碳减排机理、路径与政策模拟研

究———基于江苏产业关联的视角

５７２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９００１０ 江苏产业集群包容性转移的动力机制及变迁

研究

５７３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６３００１０ 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

５７４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６３００１１ 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利益分配的模式及

其在江苏省的实证检验

５７５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ＳＪＢ６３００１２ 组织能力视角的江苏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战略

与绩效研究

５７６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６３０００７ 基于产业集群情景嵌入的小微企业创业者

研究

５７７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６３０００９
节约型社会视角下江苏省消费者资源节约模

式的构建及其演化分析———基于社会科学计

算实验的方法

５７８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６３００１０ 小微企业创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５７９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６３００１１ 制造企业新生代员工职业价值观对其忠诚度

的影响研究

５８０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６３００１２ 基于医护患共同决策的护理分级新标准的

研制

５８１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１０００７ 基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

关系研究

５８２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１０００８ 文化自觉自信的核心及其生成机制研究

５８３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２０００１ 安东尼奥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研究

５８４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２０００２ 科学人文主义的素质教育功能及其实现研究

５８５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４００１０ 汉语量词生成机制研究

５８６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４００１１ 基于语料库的双语词典例证选择与翻译研究

５８７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４００１２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

５８８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７０００２ 白寿彝与２０世纪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大众化历程

５８９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９０００２ 江苏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研究

５９０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９０００３ 中国民间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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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５９１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８２０００３ 商标侵权标准问题研究———以法律现实主义

为视角

５９２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８８００１５ 大学生的学校组织认同感及其对学业发展的

影响研究

５９３ 省教育厅指导 ２０１２ＳＪＤＦＤＹ０５０ 提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实现高校就业

服务体系专业化

５９４ 省文化厅 １２ＺＣ０２ 江苏省内以历史街区为依托的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建设发展思路研究

５９５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要素保障研究

５９６ 省中小企业局 江苏省小型微型企业扶持政策研究

５９７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０２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多元化下的诉调对接机制

研究

５９８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１１ 镇江市城市综合体发展策略研究

５９９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１５ 改革环境下事业单位收入分配与财务管理制

度研究

６００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１６ 镇江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制与路径研

究———基于综合比较优势的演化视角

６０１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１７ 镇江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６０２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１８ 专利转移机制的创新模式和支持政策研究

６０３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２２ 镇江市新兴产业核心专利的挖掘与评估—以

园区为例

６０４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２３ 镇江小微企业创新战略和政策研究

６０５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２７ 镇江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池信托融资模式

研究

６０６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２８ 镇江市开放式创新平台的建设研究

６０７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２９ 科技创新对镇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

研究

６０８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３０ 镇江市电子商务服务业培育与发展研究

６０９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３５ 镇江市企业知识资本开发对核心竞争力的促

进机制研究

６１０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３６ 镇江高星级酒店从业人员跨文化语用能力现

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６１１ 市软科学 ＲＫ２０１２０３７ 镇江地校联动培养创业创新人才机制研究

６１２ 省知识产权局 ＪＳＩＰ－２０１２－Ｒ－６ 江苏专利实力状况与统计指标研究

６１３ 市知识产权局 ＺＬ２０１２０１３ 镇江市专利维权托管服务平台建设

６１４ 市知识产权局 合同
全国自主知识产权运用于产业化示范项目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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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６１５ 市统计局重点 镇江农村人口问题研究

６１６ 市统计局重点 镇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研究

６１７ 市统计局 镇江人口承载力研究

６１８ 市统计局 镇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６１９ 市统计局 镇江人口素质综合评价分析

６２０ 市统计局 镇江人口老龄化及其对消费的影响

６２１ 市统计局 人口老龄化对镇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６２２ 市统计局 镇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６２３ 市经信委重点 镇江市工业产业链现状调研及发展对策研究

６２４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１ 镇江市“训科医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与对

策研究

６２５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４ 老年人健身活动的负效应的社会学研究———

以江苏大学社区为例

６２６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５ 镇江地区小城镇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研究

６２７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７ 全民健身新兴项目健身排舞在镇江市的发展

前景及对策

６２８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８ 江苏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研

究———以镇江为例

６２９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１４ 江苏省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研究

６３０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１５ 镇江市普通高校武术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６３１ 市体育局 ＺＪ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１６ 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整合模式的探讨

（撰稿人：刘海霞　董　洁　审稿人：赵玉涛）

２０１２年学校教师出版著作（译著）一览

序

号
专著名称

作者

姓名
专著级别 出版社 发表时间

字数

（万）

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ｓ：Ｏ
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李松军

曹顺生
译著、学术性编著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５．５

２ 财务诡计 张　华 译著、学术性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２０

３ 财务会计 张　华 译著、学术性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５０

４ 管理会计 张　华 译著、学术性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５０

５ 国际市场营销 张　华 译著、学术性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５０

６ 基于傅里叶级数的单相有源电力

滤波器谐波电流检测方法
李自成 学术性专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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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著名称

作者

姓名
专著级别 出版社 发表时间

字数

（万）

７ 磁记忆检测信号处理与井下应用 张　军 译著、学术性编著 哈尔滨工程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２．６

８ 管理信息系统研发及其应用 刘秋生 译著、学术性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３３．８

９ 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管制研究———

基于生命价值理论视角
梅　强 学术性专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４４．７

１０ 现代市场营销策划与管理研究 谢振宇 译著、学术性编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９月 １８

１１ 先进激光制造技术
张永康

崔承云
学术性专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张永康

３６．５
万字，

崔承云

５万字

１２ 医学寄生虫图鉴 陈盛霞 译著、学术性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６月 １．５

１３ 流式细胞术操作规程 邵启祥 译著、学术性编著 人民军医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４６．８

１４ 对等（Ｐ２Ｐ）网络安全技术 李致远 译著、学术性编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１０

１５ 国际课程专家的课程视野 高有华 学术性专著
安徽师范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５０．６

１６ 思想演变与体制转型———中国教

师教育回眸与展望

李晓波

陆道坤
学术性专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８

１７ 平等与自由：学校选择的未来 王佳佳 译著、学术性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１０

１８ 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

的比较研究
王悦芳 学术性专著

安徽师范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４０．１

１９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２０年 于忠海 译著、学术性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５

２０ 教育学原理 张忠华 学术性专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 ６３

２１ 耶鲁大学史 周　雁 学术性专著
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８月 ３０．３

２２ 联合收割机结构与使用维修 马朝兴 译著、学术性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２．２

２３ 量子力学的相空间理论 吕翠红 学术性专著
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１０

２４ 中国数学课程研究３０年 宋晓平 学术性专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８．５

２５ 交易大师之路—黄金、白银等贵

重金属交易战法
王南乡 学术性专著

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８月 ２８．４

２６ 中医饮食与健康 罗卓洲 译著、学术性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８月 ２９．５

２７ 双流道泵 刘厚林 学术性专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３１

２８ 泵流体力学 潘中永 译著、学术性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６月 ４１

２９ 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

的现代性
付清松 译著、学术性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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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３０ 科学主义在中国 李　丽 学术性专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２

３１ 两宋四明楼氏的盛衰沉浮及其家

族文化：基于《楼钥集》的考察
孙旭红 学术性专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８．７

３２ ２１世纪的大会哲学 ?南峋 学术性专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９月 １８

３３ 高等传热和流动问题的数值计算 李昌烽 译著、学术性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８

３４ 高等传热和流动问题的数值计算 左　然 学术性专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８

３５ 组培苗无菌检测原理及技术 吴沿友 学术性专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６月 ２０

３６ 乳及乳制品检测新技术 丁青芝 译著、学术性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１０

３７ 我国食品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 何荣海 译著、学术性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３

３８ 食品、农产品检测中的数据处理

和分析方法
赵杰文 译著、学术性编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３０

３９ Ａｐｐｌｅ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 邹小波 译著、学术性编著

Ｎｏｖ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４．５

４０ 球类健身的原理与方法 程　征 译著、学术性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８

４１ 传统武术与健身 黄　巍 译著、学术性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８

４２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教学与

实践
李　岚 译著、学术性编著中国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９

４３ 高校排球教学与训练研究 刘春忠 译著、学术性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９月 １６

４４
网络环境农史信息资源的知识组

织———面向概念检索的信息门户

构建与应用

刘　竟 学术性专著
安徽师范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

４５ 汉英数字认知表征 何南林 学术性专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２０

４６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英语使用及其

本土化研究
李　民 学术性专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

４７ 日本科幻小说史话 王保田 译著、学术性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１５．１

４８ 金钱与人生 张　杰 译著、学术性编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１１

４９ 近代画家 张　瞵 译著、学术性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１６３．７

５０ 莎士比亚经典故事集 张　瞵 译著、学术性编著 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１２

５１ 自助的力量 张明权 译著、学术性编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１１

５２ 北航法律评论 姜海峰 译著、学术性编著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１

５３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过去、现在

及其未来
姜海峰 译著、学术性编著

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１．５

５４ 中药新剂型与新技术 刘宏飞 学术性专著 沈阳市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８

５５ 唐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研究 阮　立 学术性专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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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专著名称

作者

姓名
专著级别 出版社 发表时间

字数

（万）

５６ 罗
!

子 朱光耀 学术性专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２３

（撰稿人：徐红梅　审稿人：赵玉涛）

２０１２年学校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著作一览

序号 专著名称 作者姓名 出版社 发表时间 字数（万）

１ 有限道德、伦理判断与供应商管理决策

行为
陈银飞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０

２ 集群式产业转移机制研究 孙华平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５

３ 长三角地区家庭企业代际传承、治理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
吴梦云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５

４ 人口大国的“蓝色”营养———我国新东部

海洋渔业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
蔡　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７

５ 网络调查数据质量控制的方法与对策研究 冯　缨 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 ２１

６ 基于演化视角的高效辅导员管理研究 李洪波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１８

７ 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实证研究 李明星等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３５

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导航 李战军等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３５

９ 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究 周绿林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１６

１０ 氢化硅薄膜介观力学行为研究和高温压力

传感器研制
王　权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１６

１１ 光散射理论及其检测技术 王亚伟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３０

１２ 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 孙旭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５

１３ 花草芬芳第二集（诗词曲段作品集）
高良润

笪远毅等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２

１４ 知识产权论———国家干预知识产权的理论

基础与制度建构
冯　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１６

１５ 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解释框架：转型空间、

知识命题、图景样式
刘同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４０

１６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理念与实务 谢仁海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３５

１７ 写意 中国画发展方向 邵慧良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３５

１８ 中国连环画叙事研究 沈其旺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２

（撰稿人：徐红梅　审稿人：赵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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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各类技术合同统计表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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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２ ３５，６０９．７２ ３５，３９９．００

技术开发合同 ５４２ ２５，２７６．００ ２５，０９３．００

技术转让合同 ２８ ９２５．００ ９２５．００

技术咨询合同 ７０ ８８４．００ ８８３．００

技术服务合同 １６２ ８，５２４．００ ８，４９８．００

（撰稿人：费　鹏　审稿人：赵玉涛）

科研基地

国家级、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编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批准单位

批准／
成立

年份

第一

负责人
备注

１ 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部 ２０１０ 袁寿其
江苏大

学牵头

２ 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发改委 １９９８ 刘胜吉
江苏大

学牵头

３ 江苏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１９９９ 施卫东
江苏大

学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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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江苏省铝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３ 共建

６ 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 江苏省发改委 ２００６ 袁银南
江苏大

学牵头

７ 江苏省高性能特种精密钢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８ 共建

８ 江苏省拖拉机及机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８ 共建

９ 江苏省太阳能电池激光加工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８ 共建

１０ 江苏省高温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８ 共建

１１ 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装备研发分中心 农业部 ２００９ 马海乐
江苏大

学牵头

１２ 江苏省电气设备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９ 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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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批准单位

批准／
成立

年份

第一

负责人
备注

１３ 江苏省汽车焊接冲压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９ 共建

１４ 江苏省汽车零部件精密锻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９ 共建

１５ 江苏省养殖环境生态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１６ 江苏省超临界萃取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１７ 江苏省电力阀门驱动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１８ 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１９ 江苏省空调器用高精度铝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０ 江苏省光学材料及玻纤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１ 江苏省电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２ 江苏省电力保障专用车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３ 江苏省新型特殊电热元件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４ 江苏数字化电冰箱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５ 江苏省多功能大容量射频同轴连接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６ 江苏省高模量玻璃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７ 江苏省电变压器用高性能电磁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８ 江苏省全智能大型高频臭氧发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２９ 江苏省电力补偿装备智能化

数字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０ 江苏省特种泵高效水力模型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１ 江苏省（华印）高精密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２ 江苏省水杨酸清洁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３ 江苏省冷链物流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４ 江苏省轨道车辆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５ 江苏省（新美龙）车辆内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６ 江苏省特种橡胶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７ 江苏省生物燃料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８ 江苏省（丹阳）小麦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３９ 江苏省（中兴）水飞蓟深度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４０ 江苏省视光学材料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４１ 江苏省（茂源）水杨酸系列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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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批准单位

批准／
成立

年份

第一

负责人
备注

４２ 江苏省（东海）汽车车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 刘志强
江苏大

学牵头

４３ 江苏省潜水电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 共建

４４ 江苏省（永一）冶金用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 共建

４５ 江苏省船用特种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 共建

４６ 江苏省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 共建

４７ 江苏省冷温热复合精密成形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 共建

４８ 江苏省中重型柴油车尾气后处理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４９ 江苏省（艾特克）悬浮滤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０ 江苏省铝镁合金型材料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１ 江苏省（希西维）自润滑向心关节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２ 江苏省（荣德）太阳能光伏硅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３ 江苏省（优德）智能微型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４ 江苏省路面保洁综合处理车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５ 江苏省通心粉成套加工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６ 江苏省（震东）道路机动车辆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７ 江苏省（亚太）大功率潜水电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８ 江苏省（尚宝罗）制浆用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５９ 江苏省绿色照明驱动及光伏逆变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６０ 江苏省（百瑞吉）高效砂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６１ 江苏省（向荣）风电配电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６２ 江苏省（吟春碧芽）茶叶及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１２ 共建

（撰稿人：徐红梅　审稿人：赵玉涛）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情况

编号 重点实验室名称
批准／
成立年份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１ 江苏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室 １９９８ 江苏省教育厅 何　仁

２ 江苏省材料摩擦学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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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教育厅 张永康　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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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重点实验室名称
批准／
成立年份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４ 江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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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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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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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李萍萍，毛罕平。

省部共建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点。

８ 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 江苏省科技厅 陈　龙

９ 机械工业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 机械工业联合会 周建忠

１０ 机械工业离心泵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 机械工业联合会 杨敏官

１１ 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９ 科技厅 毛罕平

１２ 江苏省农产品物理学加工技术及装备重点实验室 ２０１０ 江苏省教育厅 马海乐

１３ 江苏省高端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 ２０１２ 江苏省科技厅 程晓农

１４ 机械工业设施农业测控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２０１２ 机械工业联合会 赵德安

国际合作平台

１ 中澳光电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科技部 张 弛

协同创新中心

１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３ 江苏省教育厅 袁寿其

（撰稿人：徐红梅　审稿人：赵玉涛）

校外地区研究院及研究中心

序号 名 称 合作单位 合作单位 签订 日期

１ 江苏大学—江阴市江河化纤有限公司 特种

功能化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机械学院 江阴市江河化纤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８．２８

２ 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东台市远洋

船舶配件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材料学院

东台市远洋船舶配件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１２．０５

３ 白求恩医科大学制药厂—江苏大学生物资源

高效利用研发中心
药学院 白求恩医科大学制药厂 ２０１１．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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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合作单位 合作单位 签订 日期

４ 西派—江苏大学流体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材料学院 西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２．２０

５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大学校企

产学研中心

农业工

程研究院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１３

６ 宝亨新智能电气成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电气学院 江苏宝亨新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２．２４

７ 江阴市金利达堤坡防护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大学 堤坡防护特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机械学院

江阴市金利达堤坡防护工

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

８ 江苏大学与沃力机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能动学院 宁波沃力机电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４．２０

９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大学“产学

研”战略合作
土木学院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１０ 江苏顺发电热材料研发中心 机械学院
江苏顺发电热材料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５．１０

１１ 江苏大学———江苏银环精密钢管股份有限公

司产学研战略合作
材料学院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５．２３

１２ 江苏大学－金苇电气技术研究中心 机械学院
江苏金苇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０８

１３ 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江苏大学模块

化集成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机械学院

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１４ 江苏大学—金坛诚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联合

工程技术中心
机械学院

金坛诚辉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１５

１５ 浮玉公司—江苏大学贵重食用油脂安全加工

研发中心
食品学院 镇江浮玉麻油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３０

（撰稿人：费　鹏　审稿人：赵玉涛）

２０１２年自然科学学术交流情况

科技交流形式 合计 国（境）内 国（境）外

合作研究［派遣］（人次） １４１ ４５ ９６

合作研究［接受］（人） ８１ １６ ６５

国际学术会议［出席人员］（人次） １２３ ２８ ９５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篇） １２３ ２８ ９５

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篇） １６ ９ ７

国际学术会议［主办］（次）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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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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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办
数

与
外
单
位
合
办
数

参
加
人
次

其
中


赴
境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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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来
校
人
数

派
出
人
数

来
校
人
数

课
题
数
︵
项
︶

合 计 ３１ ６ ２５ １８ ２２ ５ １３ ４

国际学术交流 １６ ３ １１ ８ ９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５ ３ １４ ３ １３ ５ １３ ４

与港澳台地区

学校交流
７

２０１２年学校论文发表及被收录情况
单位：篇

论文发表数（２０１２年发表数） ３５５９

ＣＳＳＣＩ收录（２０１１年被收录） ２２０

三大检索数（２０１１年被收录） １９８８

其中：ＳＣＩ收录 ６４３

ＥＩ收录 １２９７

ＩＳＴＰ收录 １６

（撰稿人：徐红梅　审稿人：赵玉涛）

校办产业

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是由学校出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公司，承

担学校经营性资产的经营、监督、管理和保

值增值职能。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公司下属企
业总数为２２家，其中独资公司７家，参股公

司８家，对外投资７家。２０１２年，资产公司
围绕学校党政工作要点，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积极发展、规范管理”为主线，以促

进我校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在建章

立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升服务社会能

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履行出资人职责，不断完善国资监管】　
依据《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派出

董监事履行职责的管理办法》、《江苏大学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推行年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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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目标责任制的暂行办法》等制度，强化

股权管理，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履行投资者

的义务，开展各项管理工作。与所属独资企

业签订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书、与参股企业商

订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管理目标。２０１２年
初，根据《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关于

推行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的暂行办

法》，结合独资公司 ２０１１年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２年实际经营情况，本着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的原则，与机电总厂等独资公司签订了

２０１２年经营与管理目标责任书，从企业收
入、税后利润、上缴学校、教学实习等方面提

出具体的考核要求。从年报反映的情况来

看，今年完成情况良好。土木工程技术研究

院、汽车摩托车研究所、江大监理、江大环境

等公司稳步增长，效益较好；机电总厂、出版

社、江大科技、江苏悦虎、和盛环境等公司增

长较快，效益明显好于上年，确保了年度目

标的完成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积极推

进《江苏大学校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与

有偿使用学校非经营性资产管理办法》等相

关政策的出台。２０１２年资产公司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了《江苏大学校办企业国有资本收

益收取与有偿使用学校非经营性资产管理

办法》、《江苏大学校办企业考核与年终分

配管理办法》、《江苏大学校办企业用工管

理实施办法》的讨论稿，即将提交公司董事

会、校长办公会讨论，讨论通过后以学校文

件下发实施。这些办法的实施将有利于维

护投资者的权益，明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

任，进一步规范校办企业的管理。组织委派

董监事学习，提高履职能力。组织委派到企

业的董监事学习，认真学习了《公司法》、

《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派出董监

事履行职责的管理办法》等，明确了工作目

标、工作内容、工作重点、工作流程，切实履

行职责，维护资产公司权益，确保国有资产

的安全和保值增值。

【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学校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产业化】　江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有限
公司以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为核心，通过将学

校人才、科技成果的市场化推广和选择，将

学校资源与地方产业发展需求进行了有效

嫁接，实现了江苏大学科技成果在地方的市

场化运作和产业化发展。利用大学科技园

提供的场地，加快孵化基地建设，促进学校

科技成果转化，引进学校科研机构入驻，孵

化学校高新技术企业。依托大学科技园创

业平台，积极引导老师创新创业，转化科技

成果。２０１２年年底，食品学院马海乐老师
将五棵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为５００万
元，将学校非专利技术“一种多功能农产品

食品多频扫频脉冲超声精加工设备生产专

有技术”通过评估作价入股，学校占公司总

股本的１０％，占股５０万元；机械学院郑刚等
老师注册成立了镇江鼎成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计划二期投入时将学校专利技术评估作

价入股公司，学校占股１２％。
【增强创新意识，投资企业的市场承受力和

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　鼓励科研投入，
开发新技术。通过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企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２０１２年，机电总厂受理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各１项，授权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各１项；江大环境特别
注重科技投入，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提

高科技含量，２０１２年，通过技术创新、引进
消化吸收先进工艺，在原拥有６项国家专利
的基础上，今年获授权发明专利１项，实用
新型专利１项，申请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
型专利一项。和盛公司拥有多项技术专利，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研发的技术已在多

个项目得到了成功应用。强化资质申报，拓

展经营范围。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江大监理市政
工程甲级资质申报成功，成为镇江市双甲级

资质的监理公司；汽摩所实验室作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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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认证中心”的强制认证签约实验室，积

极向零部件领域进行业务拓展；土木工程研

究院计划新增检测项目；机电总厂计划开发

新产品；江大环境加大了咨询业务的扩展。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提高企业层次。

２０１２年，机电总厂、土木工程研究院申报了
省高新技术企业，机电总厂己通过公示，土

木工程研究院正在公示。此前我校已有两

家高新技术企业：江大环境和江大科技。

高新技术企业是校办产发展方向，它享受

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资产公司鼓励符合条

件的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４．加
强质量管理、注重品牌建设。江大监理注

重质量管理，２０１２年初有五个项目获省优
质工程（扬子杯），是镇江市监理行业获扬

子杯最多的监理企业；出版社坚持打造精

品化路线，多部图书喜获大奖；土木工程研

究院严格按照资质核准的项目范围承接业

务，不搞恶性竞争，注重诚信经营，受到外

界普遍好评。

【提高常规性工作效率，努力为投资公司做

好服务】　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计划，认真
学习政策法规，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创新

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做好各项工

作。１．按时完成企业财务报表收集、汇总、
分析工作，及时掌握企业财务运行状况，定

期向分管校领导汇报；２．完成我校全资公
司工商年检及企业法人变更工作；３．根据
省教育厅、财政厅的要求，汇同学校审计处、

财务处完成了所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决算

编报和年度审计工作；４．按照省教育厅的
要求，完成校办产业年报的统计上报工作；

５．做好我校科技成果转化、转让和产业化
过程中决策咨询和服务工作。

江苏大学全资、参股企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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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晓世 全资

２ 江苏大学机电总厂有限公司 杨小平 全资

３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质量技术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马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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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锦飞 全资

７ 镇江亿百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王维华 全资

８ 镇江江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张宜斌 全资

９ 镇江市江大江科大大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沈　沉 参股

１０ 镇江市江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刘国海 参股

１１ 江苏悦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秦　谦 参股

１２ 江苏江大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徐　亮 参股

１３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朱殿春 参股

１４ 镇江江大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孟合营 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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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备　注

１５ 镇江和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林忠伟 参股

１６ 镇江金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沈国贤 参股

１７ 成都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 王陆洲 参股

１８ 江苏捷士达高校科技开发公司 赵海阳 参股

１９ 开封中州高新农业装备股份公司 黄锦东 参股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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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华博机械教育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周然飞 参股

２２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　明 参股

２３ 南京机床集团 闻庆云 参股

（撰稿人：李少峰　审稿人：许晓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