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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汇编收录了 2012 年度我校教职工撰写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获

得的奖励、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被授权的职务专利以及各类科研立项情

况。旨在从一个侧面反映我校的科研现状，展示我校科研水平和科技实力，

促进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快我校科技工作的步伐。 

2012 年度我校教师共发表（含参与发表）论文 1160 篇，其中被三大检

索收录 176 篇；核心论文（含国外科技、人文核心）366 篇，出版著作 40

部。获得各类科研奖励 63 项。科研立项 37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0 项，

省部级项目 23 项，市厅级项目 92 项，横向及其他项目 236 项，纳入科研

管理的科研总经费达 3513 万元。科研项目通过省部级鉴定 18 项，67 项职

务专利被授权。 

本汇编收录的成果是本校教职工在学校科研管理系统中自行登录后经

过各相关单位及学校审核确认后的最终成果。备注栏中的符号分别代表：*：

三大检索论文；A：北大图书馆 2012 版核心刊物、CSSCI、CSCD 论文、国

外科技、人文核心论文；B：普通刊物论文； E：论文集或增刊论文； Z：

著作或教材；Q：其他（报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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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凝固的生命—现代绘画中的材料表现艺术 曹钧 文艺评论 2012-11-15 A
2 看与画—油画创作与教学中的观看方式探 曹钧 大众文艺 2012-10-15 B
3 印里乾坤：篆刻学习与鉴赏 陈道义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04-25 Z

4 古代摩崖题刻书法的装饰功能与中国山水
文化

陈道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12-07-20 
B

5 吴门篆刻史研究 陈道义 周新月(外) 文物出版社 2012-08-22 Z
6 如何构建未来课堂教学模式 陈卫东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2-10-01 A

7 未来课堂：多屏学习空间 陈卫东
ICT2012
proceedings 2012-07-08 E

8 未来课堂：智慧学习环境
陈卫东 叶新东(外) 许亚峰
(外) 远程教育杂志 2012-10-01 A

9 洛维斯·柯林特与19世纪末德国绘画的转型 崔冀文 大众文艺 2012-08-25 B
10 数字媒体专业开放性实验的实践与探索 顾邦军 蒋雪明 万华明 现代教育技术 2012-10-02 A
11 基于Eon Studio虚拟产品的开发与发布 顾邦军 万华明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12-05-15 B

12 基于面向对象思想的虚拟场景漫游研究 顾邦军 万华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3-01 B
13 山水画临摹教学刍议 顾国兰 大众文艺 2012-03-03 B
14 广告设计中合理夸张创意的表现形式研究 胡依娜 艺术与设计 2012-11-01 B
15 论传统水墨动画的集成与发展 黄鹿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2-10-20 B

16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较水墨动画与
水墨画的美学渊源和艺术特征

姜艳琴 文艺生活 2012-09-17 B
17 电子游戏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刘彪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2-01 B
18 城市近郊失地农民心理困惑的个案研究 刘卫春 王靖 枣庄学院学报 2012-12-01 B

19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地方政府与农民互动机
制研究

陆道平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06-20 Z

20 独与天地精神所往来 陆霄鹰 江南时报 2012-12-13 Q

21 换个角度看世界——浅谈绘画的继承与发
展

马忠贤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1-05 B
22 文化海报中的汉字意境探究 莫军华 大舞台 2012-07-20 A

23 人物纪录片的叙事特征与叙事结构模式透
析

任颖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12-06-15 
B

24  中国昆曲艺术影像资源库设计与实现 邵斌 艺海 2012-12-20 B
25 以数字化技术提升创新能力 邵斌 苏州日报 2012-11-03 Q
26 城市近郊失地农民媒介素养教育的策略研 王靖 陈卫东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08-25 B

27 具身认知理论及其对教学设计与技术的应
用启示

王靖 陈卫东 远程教育杂志 2012-06-01 A
28 媒介素养与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王靖 陈卫东 刘卫春 长春大学学报 2012-01-30 B

29 城市近郊失地农民媒介素养现状的调查研
究-以苏州市近郊区域为例

王靖 刘卫春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

2012-12-20 B
30 数字视频教学资源实用标准的应用与实践 王靖 毛莉花 现代教育技术 2012-10-05 A

31 “秀骨清像”、“褒衣博带” 王霞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2012-06-15 A

32 当下姑苏版画的传承与发展 王於中
2012苏州青年版画
展作品集

2012-12-21 B

33 数字化语境下视频包装形式语言的一般性
与特殊性

王正林 西江月 2012-12-21 B
34 数字音频水印技术研究 辛蔚峰 中国科技信息 2012-07-01 B

一、公开出版及发表的著作、论文
1、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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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35 基于吴文化的苏州动漫原创性研究
杨久俊 顾邦军 周红 季增
品(外) 大众文艺 2012-10-25 B

36 谈现代动画中的数字技术 杨久俊 万华明 电子制作 2012-10-20 B
37 中国上市网络游戏角色设计研究 杨久俊 翟硕(外) 文艺生活 2012-09-15 B
38 数字媒体专业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策略研 杨丽 惠州学院学报 2012-10-25 B
39 基于安卓平台的手机游戏的设计 杨丽 淮海工学院学报 2012-08-15 B
40 纪录片片头视听元素创意分析 杨秋 今传媒 2012-12-05 B
41 影视纪录片片头视听元素创意分析 杨秋 南国传播 2012-11-01 B
42 美术专业设计色彩课程本科教学改革研究 杨新华 教育教学论坛 2012-12-10 B

43 未来课堂研究的转变：社会性回归与人的
回归

叶新东(外) 陈卫东 许亚峰
(外) 远程教育杂志 2012-06-01 A

44 增强现实（AR）应用介绍 张迪 上海工艺美术 2012-09-20 B
45 基于A.R.技术的体育电视节目设计与实现 张迪 今传媒 2012-03-21 B

46 “90后”大学生责任意识现状的问卷分析 张媛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
报

2012-10-20 B
47 延安学派的木版诗人 郑英锋 美术研究 2012-05-15 A
48 重构时尚 郑英锋 李临爱 世界美术 2012-06-15 A
49 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的里程碑 朱永明 中国出版 2012-11-15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基于聚合物微环的多维振动传感研究 董兴法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版

2012-12-13 B

2 基于有向带环加权多图的线性服务组合
傅朝阳 杨利娟 华泽 高济
(外)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26 A
3 一种有效的基于电子海图的面积测量方法 胡伏原 吴宏杰 王俭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20 B

4 基于SOA和Web服务的智能交通综合信息
平台研究

华泽 陆悠 微型机与应用 2012-02-29 B

5 基于.NET平台能源监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兴良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01 B

6 一种网络拓扑发现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李兴良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6-01 B

7
Performance of Spectrum Sensing and
Optimization Based on User Selection in
Cognitive Radio

欧扬 汪一鸣(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
NS

2012-06-15 

A
8 Logistic混沌系统的熵特性研究 潘欣裕 赵鹤鸣(外) 物理学报 2012-10-20 A
9 汽车网络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邱劲 科协论坛 2012-03-19 B

10
Research and Implement of Enterprise
Telephony 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任建平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2012-11-04 

A

11
Control for High Heat Chips’ Cooling
Based on Power Consumption and
Temperature Signals

王俭
Proceedings of
UKACC Control
Conference 2012

2012-09-05 
*

12 一种基于加速度传感器的婴儿车智能刹车
系统研究

王俭 李廷志(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12-01 B

13 一种序列相关支持向量机的β桶状跨膜蛋白
预测方法

吴宏杰 计算机科学 2012-08-01 A

2、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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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4 从头预测蛋白质骨架的一种并行蚁群方法
及其在CASP8/9中应用

吴宏杰 中国科学.E辑 2012-08-01 A

15 一种基于粗糙K均值的多靶点中心优化方法 吴宏杰 胡伏原 付保川
苏州科技学院院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01 B

16 一个面向基坑工程领域的三维仿真模型构
件库

奚雪峰 班建民 陆悠 赵梅
付保川

系统仿真学报 2012-01-16 A
17 熔融拉锥过程中熔锥形状特性的研究 夏娟 光通信研究 2012-12-10 A

18 汇编语言与C/C++语言的混合编程 夏娟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
报

2012-01-01 B
19 基于认知无线电的工业无线系统设计研究 许洪华 工业控制计算机 2012-11-25 B

20 Service discovery oriented ontological
matchmaking via syntax 杨利娟 傅朝阳

System of Systems
Engineering
(SoSE), 2012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12-06-19 

*

21 Texture statistics features of SAR oil spills
imagery 杨永生 RSETE 2012-06-08 *

22 X波段雷达实测海杂波的特性分析 杨永生 通信技术 2012-06-01 B
23 楼宇自动化常见问题解析 叶晓燕 科学出版社 2012-06-08 Z
24 基于LTE技术的智慧校园中的无线关键技术 殷明 科协论坛 2012-03-24 B
25 五子棋机器博弈系统评估函数的设计 张明亮 吴俊 李凡长(外) 计算机应用 2012-07-01 A

26 面向服务的经济预警系统研究
张昭玉 陈国新 周蓓蓓 白
云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24 B

27 A Fuzzy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developing teaching evaluation 张昭玉 黄研秋 高恩婷

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CECNet 2012 -
Proceedings

2012-05-10 

*

28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deling
Virtual Campus 赵美虹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2012-11-04 

A
29 电解电火花复合加工深孔试验研究 诸跃进 电加工与模具 2012-12-20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Titanium-oxo-Clusters with Dicarboxylates:
Single-Crystal Structure

Yin-Yin Wu(外) Wen
Luo(外) 王玉红 Jie Dai, et
al(外)

Inorg. Chem. 2012-10-01 
*

2 浅析网络时代的大学教育 曹丰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2-12-01 B

3 以花粉为生物模板制备磷酸铁中空微球的
研究

曹丰 孙起(外) 吴正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01 B

4 以花粉为模板合成不同结构多孔氧化铈材
料

曹煜(外) 陈志刚 刘成宝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10 B

3、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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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5
Biotemplate synthesis of porous titanium
oxide fiber and study on its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陈丰(外) 陈志刚 刘成宝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2-05-01 

E

6 以枫叶为模板合成分级多孔氧化铈材料及
其催化性能

陈丰(外) 陈志刚 钱君超
(外) 刘成宝

无机材料学报 2012-01-06 *

7 Biogenic synthesis and catalysis of porous
CeO2 hollow microspheres

陈丰(外) 王炜(外) 陈志刚
王太斌(外)

Journal of Rare
Earths 2012-06-01 *

8 Fe3O4/CdTe磁性荧光纳米复合物的逐步杂
凝聚法合成及其表征

陈恭(外) 王秀玲 刘勇健
顾银君(外) 材料导报 2012-05-25 A

9 表面活性剂二次包覆制备Fe3O4水基磁流
体

陈恭(外) 王秀玲 刘勇健
顾银君(外) 张利杰(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26 B

10 盐肤木叶片总RNA 提取方法的比较研究
陈宏伟 万里红(外) 杨进军
(外) 饶力群(外) 邱业先

江苏农业科学 2012-10-15 A

11 119种植物种子蛋氨酸含量分析
陈宏伟 杨进军(外) 饶力群
(外) 邱业先

广西植物 2012-07-02 A

12
A Systems Biology Perspective on
Rational Design of Peptide Vaccine
Against Virus Infections

陈佳佳 王颖(外) 郭德银
(外)

CURRENT
TOPICS IN
MEDICINAL

2012-06-15 
*

13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consistent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associated with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陈佳佳 张大庆(外) 张文宇
(外) 汤溢飞(外) 郭凌川
(外) 沈百荣(外)

2012 IEE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Biology,
ISB 2012

2012-08-20 

*

14 再生水回用中混凝强化除磷的技术研究
陈义（研究生）(外) 鲍治
宇 黄鹏(外) 董延茂 尚巍
(外)

水处理技术 2012-08-30 
A

15
Preparation of porous TiO2 using eggshell
membrane as template and its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陈志刚 刘成宝 陈丰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2-05-10 

E

16 地方高校工程类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陈志刚 杨新海 吴健荣 付
保川 徐宗宁 张兄武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2-01-10 A

17
The electrochemical behavior and
oxidation mechanism of sertraline on a
rutin modified electrode

程宏英 梁建棠(外) 张钱丽
屠一锋(外)

Journal of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

2012-04-19 
*

18

Separation of Fat-soluble Isoquinoline
Enantiomers Using Cyclodextrin-modified
Micellar Capillary Electrokinetic
Chromatography

程宏英 张钱丽 屠一锋(外)
Current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2012-01-10 

*

19 聚乙烯醇/粘土复合凝胶的制备及性能
丁晓锋(外) 邱业先 蒋伟娜
(外) 广 东 化 工 2012-12-01 B

20  改性氧化镁脱硫废渣协效阻燃环氧树脂的
研究，

董延茂 郭叶书(外) 江建军
(外) 姚社春(外) 曹建华
(外) 汤涛(外) 邹建(外)

环境科技 2012-03-01 
B

21
Tunable morphology and
photoluminescence of poly (Styrene-block-
4-Vinylpyridine) -CdS nanocomposites

董延茂 路建美(外)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2-05-24 

*

22 抗静电超薄型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研制
董延茂 倪春华(外) 郭叶书
(外) 姚社春(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8-01 B

23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化学人才

董延茂 魏杰 王彦林 王秀
玲 刘勇健 赵鑫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2-08-01 B

24 磷酸三聚氰胺聚丙烯酸盐膨胀型阻燃剂的
制备及性能研究

董延茂 姚社春(外) 郭叶书
(外) 塑料科技 2012-07-0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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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ynthesis, photophysical and iron-sensing
properties of terpyridyl-based

范从斌(外) 王筱梅 丁平
(外) 王晶晶(外) 梁作芹 陶
绪堂(外)

Dyes and Pigments 2012-05-09 
*

26

Synthesis of chromophores with porphyrin
core and triphenylamine branching effect
on the properties of linear/two-photon
absorptionOptical Materials

范丛斌(外) 王筱梅 王晓宏
(外) 罗建芳(外) Optical Materials 2012-08-01 

*

27 Characterization of half N-acetylated
chitosan powders and films

冯芳 刘预(外) 赵斌元(外)
胡克鳌(外)

procedia
Enginee4ring 2012-06-04 B

28 文献检索与专业英语交叉教学体系的思考 冯芳 王东田 江番 广东化工 2012-07-18 B
29 “材料化学导论”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 冯芳 王东田 庄虹 广东化工 2012-06-20 B

30 二氧化铅电极上有机污染物的电化学降解 冯磊(外) 魏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6-20 B

31 活性炭-铁酸镍磁性催化剂的光催化性能
冯连荣(外) 胡丰田(外) 刘
成宝 徐楠 刘守清 陈志刚

催化学报 2012-08-20 *

32 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车内空气的应用研究
冯连荣(外) 许雪峰(外) 刘
守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版）

2012-06-15 B

33 云南透骨草的化学成分研究
扶教龙 谭昌恒(外) 谭俊杰
(外) 陈佳佳 邱业先 朱大
元(外)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
发

2012-01-01 
A

34 新型含噁二唑环双Schiff碱的合成及光电性
能

葛梦媛(外) 赵鑫 顾帧燕(外)
杨慧慧(外) 解金库(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15 B

35 新型三苯胺衍生物的合成及光谱和电化学
性能

葛梦媛(外) 赵鑫 严秋钫
(外) 管翔(外) 杨慧慧(外) 精细化工 2012-03-15 A

36 聚氨酯泡沫在环境领域的应用及其回收处 耿佳(外) 冯芳 王东田 材料导报 2012-06-12 A

37 二氧化钛/活性炭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
降解性能

耿佳(外) 冯芳 颜怀洋(外)
王东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6-29 B

38 灰树花多糖的提取及抗氧化活性
顾华杰 沈晨斌(外) 严志舟
(外) 金进 王桃云 胡翠英
陈家长(外)

生物加工过程 2012-01-15 
A

39 高校班级管理有效机制探索 顾姗姗 才智 2012-07-20 B

40 试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会支持体系的
构建

顾姗姗 仇伟 现代商业 2012-06-28 B

41 荧光磁性双功能树状分子微球的制备与表
征

顾银君(外) 王秀玲 陈恭
(外) 赵勤(外) 刘勇健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2012-05-26 *

42  氨基硅烷化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与表征
顾银君(外) 王秀玲 陈恭
(外) 赵勤(外) 刘勇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26 B

43 不同电极降解2-氯苯酚
郭新艳(外) 魏杰 王东田
王钦(外) 黄勇

环境工程学报 2012-03-05 A

44 激发高校辅导员进取心的“飞鸟型”机制系统
研究

和洁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2-11-01 B
45 高校辅导员进取心伦理价值的实现路径研 和洁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2-09-01 B
46 论高校辅导员进取心的伦理价值 和洁 赤峰学院学报 2012-03-25 B
47 4种DS阳极的制备及其电催化性能的比较 季跃飞(外) 魏杰 王东田 过程工程学报 2012-04-05 A

48 抗高温淀粉降滤失剂的合成及其性能
解金库(外) 赵鑫 金盛春
(外) 管翔(外) 石油化工 2012-12-15 A

49 镧、铈对酸雨胁迫下玉米保护酶影响的比 金进 周静(外)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1-25 A

50 净水污泥的性质与资源化利用
孔丹(外) 魏美洁(外) 张玉
妹(外) 王东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2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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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ynthesis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Er(NO )
(HL) (HL = 李理 袁福根

Synthesis and
Reactivity in
Inorganic, Metal-
Organic,

2012-08-06 

*

52

Bis(μ-2-{bis[(2-
oxidobenzylidene)amino]methyl}phenolato)
bis[(tetrahydrofuran)samarium(III)]tetrahyd
rofurandisolvate

李理 袁福根
ActaCrystallographi
caSectionE:Structu
reReportsOnline

2012-04-11 

A

53

Synthesi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Heteroleptic Nickel 2-Aminopyridine
Complex of (acac)(CH3COO)Ni(2-
NH2Py)2

李理 袁福根

Synthesis and
Reactivity in
Inorganic, Metal-
Organic,and Nano-
Metal Chemistry

2012-03-23 

*

54 稻草水解液与乙腈的双水相分配特性
李良智 胡翠英 徐潇文 邱
业先

化工进展 2012-02-10 A

55

Enhancement of Ribitol Production during
Fermentation of Trichosporonoides
oedocephalis ATCC 16958 by Optimizing the
Medium and Altering Agitation Strategies

李良智 张华星(外) 扶教龙
邱业先

Biotechnology and
Bioprocess
Engineering

2012-02-20 

*

56 Ce(BH4)3和(Gua)Ce(BH4)2催化e-己内酯
聚合性能

李婷婷(外) 袁福根 张海霞
(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1-10 B

57
Development of attapulgite/Ce1-xZrxO2
nanocomposite as catalyst for the
degradation of methylene blue

李霞章(外) 倪超英(外) 陈
志刚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2012-01-14 

*

58 咔唑衍生物及8-羟基喹啉与ZnS纳米粒子复
合及光学性能研究

梁小龙(外) 岳富民(外) 王
宝(外) 丁平(外) 梁作芹 王
筱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1 
B

59

Novel 4-(2,2-diphenyl-vinyl)-phenyl
substituted pyrene derivatives as
ef&#64257;cient emitters for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

梁作芹 初增泽(外) 邹德春
(外) 王筱梅 陶绪堂(外) Organic Electronics 2012-09-12 

*

60 不对称多枝三苯胺衍生物的制备与其双光
子性质研究

梁作芹 王宝(外) 岳富民
(外) 王晶晶(外) 王筱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1-06 B

61 活性炭表面改性及其苯酚吸附性能研究 刘成宝 陈志刚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06 B

62 微纳米多孔碳质材料的表面修饰及苯酚吸
附性能

刘成宝 陈志刚 陈丰 吴正
颍

硅酸盐学报 2012-05-02 *

63 Properties and preparation of porous carbon
material supported with modified TiO2

刘成宝 陈志刚 苗峙(外)
陈丰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2-05-10 

E

64
Cloning of a phosphatidylinositol 4-kinase
gene based on fiber strength transcriptome
QTL mapping in Gossypium barbadense

刘恒蔚 石瑞风(外) 王省芬
(外) 潘玉欣(外) 张桂寅
(外) 马峙英(外)

Genet Mol Res 2012-09-25 
*

65  Magnetic semiconductor nano-photocatalysts
for the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刘守清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2012-09-20 

*

66
Magnetic nickel ferrite as a heterogeneous
photo-Fenton catalyst for the degradation of
rhodamine B in the presence of oxalic acid

刘守清 冯连荣(外) 徐楠
陈志刚 王筱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2-0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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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Graphene nano sheet-fabricated
electrochemical sensor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opamine in the presence of ascorbic acid
using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as the
discriminating agent

刘守清 孙为慧(外) 胡丰田
(外)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2012-10-15 

*

68
Electrocatalytic Oxidation and
Voltammetric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B6
by a ssDNA-modified Electrode

刘守清 孙为慧(外) 李丽春
李华(外) 王秀玲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chemical

2012-01-02 
*

69 弱酸性介质中介孔Sn-SiO2的合成以及形貌
控制

陆秋月(外) 陈志刚 吴正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1 B

70
Hydrothermal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catalytic oxidation property of
ATP/Ce1-xLaxO2-δ nanocomposites

陆晓旺(外) 李霞章(外) 钱
君超(外) 陈志刚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2-07-17 

*

71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antibacterial property of Ag/mesoporous
CeO2 nanocomposite material

路晓旺(外) 钱君超(外) 陈
丰(外) 李霞章(外) 陈志刚

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

2012-06-07 
*

72 双光子吸收效应研究新进展
罗建芳(外) 梁作芹 王宝
(外) 梁小龙(外) 丁平(外)
王筱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1 
B

73

White-Light Electroluminescence with
Tetraphenylethylene as Emitting Layer of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s
Enhancement

罗建芳(外) 王晓宏(外) 王
筱梅 苏文明(外) 陶绪堂
(外) 陈志刚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2012-12-01 

*

74 水热法制备LiFePO4及其性能改进研究 吕桃林(外) 魏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20 B

75
Daylight photocatalysis performance of
biomorphic CeO2 hollow fibers prepared
with lens cleaning paper as biotemplate

钱君超(外) 陈丰(外) 王芳
(外) 赵晓兵(外) 陈志刚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 2012-08-15 

*
76 太湖底泥中厌氧氨氧化菌初步研究 钱玮 朱艳霞(外) 邱业先 江苏农业科学 2012-11-25 A

77 Cu(II)的丙烯酸桥联双核配合物及醋酸、2，4，
6一三甲基吡啶三元配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钱永 王建军(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22 

B

78 NaOH改性落叶松锯木屑对活性染料的吸附
性能

钱永 吴磊(外) 王建军(外)
庄俊涛(外)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
报

2012-07-25 A

79 咪唑的合成工艺改进
钱永 杨海 王建军(外) 吴
磊(外) 化工中间体 2012-04-15 B

80 氰戊菊酯对雄性大鼠生殖系统的时间毒性
秦粉菊 袁红霞 陈丽莉(外)
姜秉成(外) 童建(外) 张洁
(外)

卫生研究 2012-11-30 
A

81
Effects of 1800-MHz Radiofrequency
Fields on Circadian Rhythm of Plasma
Melatonin and Testosterone in Male Rats

秦粉菊 张洁(外) 曹洪龙
(外) 曹毅(外) 李建祥(外)
聂继华(外) 陈丽莉(外) 王
加俊(外) 童建(外)

Journal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Part A

2012-08-15 

*

82 Dibromido[methyl 2-(quinolin-8-
yloxyj2N,O)acetic acid-jO]mercury(II) 宋瑞峰 朱雪华 王玉红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2012-07-15 
A

83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对石墨烯电极在多
巴胺共存时测定抗坏血酸的研究

孙为慧(外) 李丽春 刘守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版）

2012-03-15 B
84 一棵树的四季 孙育红 大学英语 2012-11-01 B
85 于文霞摘得2012年10“世界小姐”桂冠 孙育红 大学英语 2012-10-01 B
86 独一无二的我 孙育红 大学英语 2012-09-01 B
87 放飞爱 孙育红 大学英语 2012-09-0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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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安逸及其害处 孙育红 大学英语 2012-06-01 B
89 玫瑰传奇 孙育红 大学英语 2012-05-01 B
90 30秒钟小测验 孙育红 大学英语 2012-04-01 B
91 多相稀土催化臭氧氧化法降解印染废水 邰佳(外) 刘勇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6-26 B

92 香菇多糖对罗非鱼非特异性免疫力的影响
万安韬(外) 张林存(外) 程
宇星(外) 孙海建(外) 金进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4-25 A

93 非均相Fenton和非均相US-Fenton体系中甲
基橙降解动力学

王红琴(外) 刘勇健 环境工程学报 2012-10-26 A

94 苏州野生地被植物资源分析
王金虎 彭志(外) 汤庚国
(外) 江苏林业科技 2012-06-01 B

95 膨胀石墨基炭/炭复合电极的制备及含酚废
水的降解

王太斌(外) 陈志刚 陈丰
刘成宝

功能材料 2012-01-30 *

96 响应面优化藜根总黄酮提取工艺的研究
王桃云 邱业先 郭伟强(外)
刘佳 缪辰煜(外) 化学研究与应用 2012-06-25 A

97 响应面优化紫萍黄酮提取工艺及其抗氧化
活性

王桃云 王金虎 胡翠英 顾
华杰 钱玮 刘成龙(外) 生物加工过程 2012-01-02 A

98
Li3V2（PO4）3/C和Li2.5Na0.5V2
（PO4）3/C的结构和电化学性能的比较研
究（英文）

王文辉(外) 陈振宇(外) 戴
长松(外) 纪大龙(外) 李佳
杰(外) 魏杰

Chinese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2012-05-15 
*

99 新型氨基化磁性树状分子纳米颗粒制备与
表征

王秀玲 顾银君 庄虹 赵勤
(外) 顾亚琼(外) 马倩(外)
刘勇健

化工新型材料 2012-11-06 
A

100 硅酸苄基三（二氯丙基）酯的合成及表征
王彦林 刁建高(外) 纪孝熹
(外) 张艳丽(外) 科技通报 2012-07-15 A

101 硅酸四（氯乙基）酯的合成及表征
王彦林 刁建高(外) 纪孝熹
(外) 张艳丽(外)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1-20 A

102 含磷高分子阻燃剂HMPP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王彦林 康天飞(外) 杨兴(外)
张艳丽(外) 刁建高(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15 B

103 四（O,O-二甲基膦酰基）对苯醌的合成研究 王彦林 杨兴(外) 马肃(外) 化学世界 2012-04-25 A

104 聚合型含硫有机膦阻燃剂的制备及其应用
王彦林 张艳丽(外) 纪孝熹
(外) 刁建高(外) 王冬军(外) 石油化工 2012-07-15 

A

105
A Wheel-Shaped Indium&#8722;Telluride
Nanocluster [In18Te30(dach)6]6&#8722;:Its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王玉红 Wen Luo(外)
Jian-Bing Jiang(外) Jie
Dai, et al(外)

Inorg. Chem. 2012-01-30 
*

106 工科普通化学教学中渗透化学前沿知识的探讨 王玉红 宋瑞峰 江番 科教文汇 2012-07-10 B

107
Synthesis of Two-dimensional Honeycomb-like
Silver(I) Coordination Polymer with 3,6-bis(2-
pyridylthio)pyridazine

王玉红 钟钦(外) 杨晓园
(外) 宋瑞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15 
B

108 Bis(l-di-2-pyridyl disulfide-j3N,S:N0)dil3-
iodido-di-l2-iodido-tetracopper(I) 王玉红 朱雪华 Acta Cryst. 2012-01-01 *

109 Dichlorido[methyl 2-(quinolin-8-yloxy-
k2N,O)acetate-jO]mercury(II) 王玉红 朱雪华 宋瑞峰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2012-07-01 
A

110 Diiodido[methyl 2-(quinolin-8-yloxy)-
acetate-jN]mercury(II) 王玉红 朱雪华 宋瑞峰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2012-07-01 
A

111 Ti/SnO2+Sb2O3/Fe-PbO2电极电催化性能
研究

魏杰 季跃飞(外) 王东田 化学研究与应用 2012-11-05 A

112 运行参数对浸没式超滤膜污染影响中试研
究

肖友道(外) 张维佳 王东田 陈
杰(外) 牛淮金(外) 周颖(外) 水处理技术 2012-04-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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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非晶MnO2的制备及其电容性能
徐金玲(外) 陈辉(外) 徐孝
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9-12 B

114 Molybdate removal from aqueous solution
using goethite

徐楠 Washington
Braida(外) Christos
Christodoulatos(外)

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2012-06-01 

*
115 农业磷面源污染形成机制及治理进展 徐楠 陈志刚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1 B

116

Separ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ree
Phenolic Xenoestrogens in Industrial
Wastewater by Micellar Electrokinetic
Chromatography on Polydimethylsiloxane
Microchip

杨慧娟(外) 张钱丽 赵金金
(外) 屠一锋(外)

Water Air Soil
Pollut 2012-03-10 

A
117 除草剂对萝卜幼苗逆境生理指标的影响 叶亚新 栗冠珍(外) 江苏农业科学 2012-10-25 A

118

Polymerization of ε-caprolactone by
lanthanide trisborohydrides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Ce(BH4)2(THF)5]
[Ce(BH4)4(THF)2]

袁福根 李婷婷(外) 李理
周媛(外)

Journal of Rare
Earths 2012-08-08 

*

119 粉煤灰基催化臭氧处理亚甲基蓝催化剂的
制备

袁淼卉(外) 刘勇健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03-26 A

120
Study on the bonding strength between
calcium phosphate/chitosan composite
coatings and a Mg alloy substrate

张杰(外) 戴长松(外) 魏杰
温朝辉(外)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12-08-10 
*

121 4,4,6,6-Tetra-tert-butyl-2,2-[1,3-diazinane-1,3-
diylbis(methylene)]diphenol 0.25-hydrate

张曼曼(外) 李理 袁福根
钱蕙

Acta Crystallogr. 2012-07-10 
A

122 锌掺杂纳米TiO2光 催化去除水中腐植酸研
究

张鹏（研究生）(外) 鲍治
宇 董延茂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30 B

123 电位滴定法测定水杨酸的研究
张钱丽 陈竹(外) 屠一锋
(外) 中国科技纵横 2012-10-05 B

124 微电解处理电镀含氰废水数学模型的建立
张跃(外) 刘勇健 庄虹 刘
浩(外)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01-26 A

125 超声波/零价铁降解水中双酚A 赵生培(外) 王东田 周颖
(外) 黄勇

环境工程学报 2012-12-05 A

126 超声波/零价铁协同降解苯酚的研究
赵生培(外) 王东田 周颖
(外) 吴正颍 黄勇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09-10 A

127 凹凸棒土负载CeO2-La2O3复合材料的制备
、表征及催化性能

赵晓兵(外) 孟英芹(外) 李
霞章(外) 陈志刚

复合材料学报 2012-08-28 *

128 新型菲并咪唑衍生物的合成及其光物理性
能

赵鑫 葛梦媛(外) 何维杰
(外) 管翔(外) 杨慧慧(外) 石油化工 2012-05-15 A

129 有机硅改性阳离子淀粉降滤失剂的合成及
性能

赵鑫 解金库(外) 盛金春
(外) 管翔(外) 化学世界 2012-12-25 A

130 抗高温苯基阳离子淀粉降滤失剂的合成及
性能

赵鑫 解金库(外) 张灵霞
(外) 石油化工 2012-07-15 A

131 苯腙类光电材料的合成及其性能
赵鑫 夏志(外) 葛梦媛(外)
解金库(外) 杨慧慧(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报

2012-04-20 A

132 回收混凝剂处理印染废水试验研究
赵忠涛(外) 王东田 魏美洁
(外) 给水排水 2012-09-10 A

133 稀土催化乙酸乙酯合成反应
周媛(外) 李婷婷(外) 袁福
根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4-12 B



      苏  州  科  技  学  院  2012  年  度  科  研  成  果  目  录  汇  编

 10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34
Aluminum chloride: A highly efficient catalyst
for addition of amines to carbodiimides to
synthesize substituted guanidines

朱雪华 徐凡(外) 沈琪(外)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2-08-24 

*
135 一种适用于太湖底泥基因组DNA 的提取方法 朱艳霞(外) 邱业先 钱玮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7-01 A

136 LDHs的改性及其在阻燃材料中的研究与应
用进展

朱玉刚(外) 董延茂 塑料工业 2012-04-01 A
137 对提高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的思考 祝信刚 孟凯建 科教文汇 2012-03-30 B
138 大学生党员心理健康问题刍议 祝信刚 孟凯建 健康教育健康促进 2012-03-20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超声波/Fenton工艺降解微量邻苯二甲酸二
甲酯和壬基酚效能的研究

 李花(外) 沈耀良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12-10-15 A

2

SIMULATION OF ORGANIC MATTER
AND POLLUTANT EVOLUTION DURING
COMPOSTING: THE COP-COMPOST
MODEL

G. Lashermes(外) 张园 S.
Houot(外) J.P. Steyer(外) D.
Patureau(外) E.
Barriuso(外) P. Garnier(外)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12-08-08 

*
3 苏州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迁分 陈德超 杜景龙 孙超(外) 安徽农业科学 2012-12-01 A
4 苏州市绿色交通策略研究 陈德超 高若愚(外) 李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20 B

5 1999-2008年苏州市生态足迹变化与分析
陈德超 李纲(外) 司忠新
(外)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
究

2012-08-25 A
6 张家港市道路光环境及其管理研究 陈勤(外) 陈亢利 灯与照明 2012-06-05 B
7 好氧颗粒污泥的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陈烨(外) 郭海娟 沈耀良 水处理技术 2012-04-10 A

8 ABR-AO反应器处理双乙烯酮、安赛蜜废水
的启动试验

崔颖(外) 李勇 水处理技术 2012-05-10 A

9 城市规划方法——地理信息系统ArcEngine
程序设计

杜景龙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04-08 Z

10 长江三角洲前缘近十余年的冲淤演变及工
程影响研究

杜景龙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
学

2012-09-09 A

11 三峡工程对现代长江三角洲地貌演化影响
的初步研究

杜景龙 杨世伦(外) 陈德超 海洋通报 2012-10-20 A

12 印染废水水解酸化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
方前逵(外) 徐乐中 黄天寅
沈耀良

环境科技 2012-01-15 B
13 印染废水优化回用可行性研究 龚海华(外) 陈亢利 牟子平 工业安全与环保 2012-04-18 A
14 活性污泥数学模型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研 顾晓丹(外) 黄勇 广东化工 2012-09-16 B

15
Startup research of integrated anoxic
aerobic process in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郭永福 Haihua Yang(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3-15 

*

16
[2]	Research of sludge properties during
startup of integrated anoxic aerobic
process

郭永福 储金宇(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5-14 

*

17
Startup research of DIC hydrolysis
acidification reactor in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郭永福 储金宇(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3-15 

*

18
Application of anoxic-aerobic biological
process for treatment of compositive
electroplating wastewater

郭永福 吴伟(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5-14 

*

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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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Removal of elemental mercury with
Mn/Mo/Ru/Al2O3 membrane catalytic
system

郭永福 晏乃强(外)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2012-12-20 

*

20
[1]	Conversion of elemental mercury with a
novel membrane catalytic system at low
temperature

郭永福 晏乃强(外)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2-04-12 
*

21 环境保险制度于污染物总量控制中的应用 韩婵娟(外) 陈亢利 环境科技 2012-06-05 B
22 苏州市河道生态化建设研究 侯爱敏 耿立晴(外) 生态经济 2012-05-16 A

23 苏州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研究
黄天寅 马奕(外) 吴玮 黄
晨(外) 沈海滨(外) 中国给水排水 2012-02-17 A

24 苏州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长效管理机制
与对策

黄天寅 马奕(外) 吴玮 黄晨
(外) 沈海滨(外) 丁永伟(外) 中国给水排水 2012-06-07 A

25 苏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研究与对策分析—
—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

黄天寅 吴玮 浦建新(外)
戴飞(外)

南通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09-20 B

26 动态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过程及阻力分析
黄天寅 姚嘉(外) 俞汉青
(外) 李文卫(外)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09-10 A

27 运用微博进行旅游营销的探讨
吉银翔(外) 单鹏飞 石海洋
(外) 王立新(外) 旅游发展研究 2012-11-01 B

28 人工湿地脱氮效果影响因素及其应用分析
计小明(外) 张媛媛(外) 沈
耀良

《苏州科技学院学
报：工程技术版》

2012-04-10 B
29 农村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评析与研究 姜进峰(外) 李翠梅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5-01 A

30 北里湖总氮、总磷主要输入外源辨识
焦锋 秦惠平(外) 秦伯强
(外)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02-06 A

31 MBR处理微污染河水中PPCPs的效能及膜
污染特性研究

焦宁(外) 宋小康(外) 沈耀
良

水处理技术 2012-12-10 A

32 MBR去除水中新型微污染物PPCPs的效果
及影响因素

焦宁(外) 宋小康(外) 沈耀
良

环境工程 2012-01-15 A
33 昆山市产业承接平台研究路径研究 景晓磊(外) 侯爱敏 中国集体经济 2012-06-15 B

34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verifying model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in networks and case study in China

李翠梅 王建华(外)

World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Resources
Congress
2012,USA

2012-09-13 

*

35 Urban water consumption long-term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the water price

李翠梅 王建华(外) 王海
(外)

EWRI2012-
ASCE(USA) 2012-09-13 *

36 扰动状态下pH值对内源磷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李大鹏 黄勇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08-15 A

37 扰动强度对太湖沉积物中磷释放及其形态
转化的影响

李大鹏 黄勇 环境科学 2012-08-10 A

38 沉积物扰动持续时间对悬浮物中磷形态数
量分布的影响

李大鹏 黄勇 李勇 潘杨 环境科学 2012-02-10 A
39 繁花几度:江南十三城记 李果(外)  张晓芳 星球地图出版社 2012-05-01 Z

40 底泥不同悬浮方式对水体生物有效磷的影
响

李建金(外) 黄勇 李大鹏
王晶(外)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10-15 A

41 太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探讨 李林林(外) 朱英存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

2012-02-01 B
42  A~2/O工艺内回流中溶解氧对反硝化的影响 李培(外) 潘杨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01-16 A

43 环境工程综合性实验系统建立对优化专业
实验教学的思考

李祥 黄勇 沈耀良 李勇 潘
杨 张俊强

安徽农业科学 2012-12-15 A

44 HCO3-浓度对厌氧氨氧化反应器脱氮效能
的影响

李祥 黄勇 袁怡 环境科学学报 2012-02-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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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自养厌氧硫酸盐还原/氨氧化反应器启动特
性

李祥 黄勇 袁怡 张春蕾
(外) 李大鹏

化工学报 2012-08-05 A

46 不同泥源对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启动的影响
李祥 黄勇 袁怡 张丽(外)
朱莉(外) 环境工程学报 2012-07-15 A

47 温度对厌氧氨氧化反应器脱氮效能稳定性
的影响

李祥 黄勇 郑宇慧(外) 袁怡
李大鹏 潘杨 张春蕾(外) 环境科学 2012-04-15 A

48 蚀刻液废水厌氧氨氧化脱氮性能研究
李祥 黄勇 朱莉(外) 袁怡
李大鹏 张丽(外) 中国环境科学 2012-12-15 A

49 畜禽副产物资源利用中的膜技术应用
李学艳 蔡邦肖(外) 夏仙兵
(外) 中国食品学报 2012-10-31 A

50 FLASH动画在《水污染控制工程》概念教
学中的应用

李勇 时代教育 2012-06-10 B
51 城市富营养化水体底泥净化磷效果 李勇 李大鹏 黄勇 环境工程学报 2012-02-05 A

52 AK糖石膏制备建筑石膏工艺研究
李勇 王若云(外) 陈小萍
(外) 新型建筑材料 2012-07-25 B

53 基于耗散结构的矿区采动生态承载力演变趋势 连达军 汪云甲(外) 金属矿山 2012-07-01 A

54 Study on Mining-induced Effective of Soil
Erosion in Mining Areas

连达军 汪云甲(外) 张华
(外) RSETE2012 2012-06-01 *

55 熵-理想点法在GPS观测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研究

连达军 徐旭(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01 B

56 碳酸盐和硅酸盐材料化学钝化修复重金属
污染土壤的研究进展

梁媛 王晓春(外) 曹心德
(外) 环境化学 2012-01-02 A

57 毛细管空调的舒适度研究及改进构想
刘成刚 李阳(外) 张莉波
(外) 寇子恒(外) 暖通制冷空调 2012-02-15 B

58 UASB处理头孢类抗生素制药废水的研究
刘锋 姜有蕾(外) 熊芳芳
(外) 马三剑

工业用水与废水 2012-10-28 B

59 某化工废水管道过河隧道设计
刘寒寒(外) 巫华(外) 黄天
寅 吴玮

给水排水 2012-05-10 A

60 改性硅藻土除磷剂的研究进展
刘阳（研究生）(外) 赵丹
董延茂

污染防治技术 2012-08-20 E

61 应急状态下的城市居民生活供水量与用水
量分析

陆艳晨(外) 李翠梅 刘成刚 净水技术 2012-04-25 B

62
Optimization of mixed-cultivation
conditions of methanotrophs from the
aged refuse

梅娟 赵由才(外) 苏群 韩
丹(外) 黄仁华(外) 任浩全
(外)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2-05-30 

*
63 水体中浊度测定方法的研究进展 梅玫(外) 黄勇 广东化工 2012-09-16 B

64 污泥转移SBR工艺处理低浓度生活污水
潘杨 黄勇 曹桂华(外) 李
勇 赵印举(外) 环境工程学报 2012-04-18 A

65 基于污泥转移的SBR工艺污泥沉降性能研
究

潘杨 黄勇 曹桂华(外) 赵
应举 (外) 环境工程 2012-06-20 A

66  A-A2/O 工艺的脱氮途径分析与运行诊断 潘杨 黄勇 李培(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6-01 B

67 污泥转移SBR工艺污泥膨胀的原因分析及
控制

潘杨 赵印举(外) 余同(外) 中国给水排水 2012-12-18 A
68 水环境管理中现有水功能区划研究进展综 任静(外) 李新 环境科技 2012-02-15 B
69 餐厨垃圾厌氧发酵产甲烷综述 任维琰(外) 李勇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2-20 A
70 江苏县城光环境及其管理调查 沈玉东(外) 陈亢利 灯与照明 2012-06-05 B
71 基于文脉传承的民族村寨旅游规划与设计研究 盛成 王爱(外) 黄明华 广西城镇建设 2012-03-2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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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Carbon Storage Capacity of Some
Important Vegetation in Urban Residential
Area

施维林 程思娴(外) 钟宇鸣
(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9-01 

*

73 三角帆蚌免疫系统及其珍珠层研究进展
施维林 葛耀(外) 吴晓乾
(外)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6-23 A

74 The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transition
of pearls induced by cerium

施维林 金叶飞(外) 葛耀
(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10-08 *

75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Rear Earth
Elements on microstructure of Pearl
Surface Observed by SEM

施维林 金叶飞(外) 葛耀
(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9-01 

*

76
Observing of Surface Microstructure Pearl
in Bionic Materials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施维林 金叶飞(外) 许倩
(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10-08 

*

77 The polluted Statu in Contaminated Soil of
Suzhou Chemical Plant

施维林 吴晓乾(外) 薛嵩
(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 2012-09-01 *

78
The Polluted Characters of Cr, Toluene
and Dimethylbenzene in Contaminated soil
of Dongsheng Chemical Plant in Suzhou

施维林 张建荣(外) 薛嵩
(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10-08 

*

79 发达经济体高铁枢纽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石海洋(外) 侯爱敏 付广帅
(外)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学报

2012-12-06 B

80 发达国家及地区高铁枢纽站周边区域产业
发展研究

石海洋(外) 侯爱敏 高菲
(外) 城市 2012-02-18 B

81 环境生物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探讨 史绮 牟子平 高为 安徽农学通报 2012-03-10 B
82 中西方文化对城镇体系的影响研究 宋梦洁(外) 黄明华 小城镇建设 2012-07-07 B

83 分散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及其分析
宋小康(外) 焦宁(外) 沈耀
良

环境科技 2012-03-11 B

84 ABR＋复合人工湿地处理分散性生活污水
的中试研究

宋小康(外) 金龙 王建芳
郭海娟 焦宁(外) 杨为康
(外) 沈耀良

环境工程学报 2012-09-10 
A

85 环戊烷水合物形成过程实验研究 孙志高 刘成刚 制冷技术 2012-06-15 B

86
Equilibrium Conditions of Methane in
Semi-Clathrate Hydrates of Tetra-n-
butylammonium Chloride

孙志高 刘成刚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2012-03-12 
*

87 单级低温系统性能实验研究 孙志高 刘成刚 黄海峰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2-03-09 A

88 滆湖大洪港草、藻状态转换的磷阈值
陶花(外) 潘继征(外) 沈耀
良

应用生态学报 2012-01-10 A

89 物化—A/O组合工艺处理合成氨生产废水工
程实例

王传琦(外) 黄天寅 盛国平
(外) 给水排水 2012-07-10 A

90 线路板园区综合废水碱法除铜优化实验 王建芳 刘志刚(外) 沈耀良 环境工程学报 2012-03-01 A

91 改进型厌氧折流板反应器预处理农村生活
污水效能研究

王建芳 沈耀良 水处理技术 2012-08-01 A

92 溧阳市主体功能区划初步研究
王明亮(外) 陈德超 黄振旭
(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03 B

93 AK糖石膏性能及其水洗净化研究 王若云(外) 李勇 环境科技 2012-04-15 B

94 GIS技术在苏州市新建住宅区生态环境分析
中的应用

王跃 马燕艳(外) 李广斌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20 B
95 生物膜反应器中低氨氮浓度废水的亚硝化 吴继滨(外) 沈耀良 郭海娟 环境工程学报 2012-06-10 A

96 ABR／MBR复合反应器处理城市污水的启
动研究

吴鹏(外) 计小明(外) 沈耀
良

中国给水排水 2012-11-11 A
97 MBR反应器中SMP的研究 吴鹏(外) 沈耀良 水处理技术 2012-07-10 A
98 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应用研究与展望 吴鹏(外) 沈耀良 上海环境科学 2012-01-15 A
99 提高空气质量指数准确性的建议 伍燕南 王跃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2-08-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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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由表及里的苏州市生态城市建设评价（英文） 伍燕南 王跃 景观研究（英文） 2012-04-10 B
101 由表及里的苏州市生态城市建设评价 伍燕南 王跃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3-10 A
102 苏州园林水体生态化治理之路探讨 伍燕南 王跃 陈德超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2-10-15 B

103 溶解氧对污泥转移SBR工艺除污性能的影
响

徐军(外) 潘杨 李大鹏 俞苗新
(外) 赵应举(外) 陈昊(外) 水处理技术 2012-12-28 

A
104 乡镇印染废水处理研究 徐乐中 李翠梅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5-10 A
105 改性净水污泥的磷吸附特性研究 徐乐中 朱亚琴(外) 李大鹏 水处理技术 2012-06-10 B
106 景观水体藻类水华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薛峰(外) 黄勇 李学艳 广东化工 2012-09-16 B
107 乙酰磺胺酸钾废水的预处理工艺优化研究 薛张辉(外) 李勇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03-15 A

108 基于Harris-Laplace特征点的多时相SPOT
图像配准方法

杨朝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6-20 B

109 导线测量中起始坐标方位角的计算新方法 杨朝辉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
息

2012-06-05 B
110 基于卡方检验的SAR图像道路检测算法 杨朝辉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12-05-10 A

111 Change detection algorithm using
multitemporal SPOT images 杨朝辉 钱新强 RSETE 2012 2012-06-01 *

112 ICP-OES同时测定土壤中多种重金属可给
态的研究

杨旭鹏(外) 朱英存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

2012-02-01 B
113 校园踩踏事件事故树分析 杨艳丽(外) 李新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12-03-30 B

114 活性污泥法合成可生物降解塑料的工程化
可行性探讨

俞苗新(外) 潘杨 黄勇 钱
亚芳(外) 陈晓杰(外)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12-09-04 A

115 活性污泥法合成PHB的研究进展
育苗新(外) 潘杨 黄勇 赵
印举(外) 水处理技术 2012-06-06 A

116 臭氧-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的一些改进
措施及工程应用

袁煦 郑志民(外) 黄天寅
王纵(外) 邬亦俊(外) 给水排水 2012-08-01 E

117 含氨和硫酸盐废水的处理技术展望
袁怡 黄勇 李祥 张春蕾
(外) 张丽(外) 工业水处理 2012-11-23 A

118 厌氧氨氧化电子受体的研究 张春蕾(外) 李祥 黄勇 袁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2-05-15 A
119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张菡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2-09-20 B

120 全程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模式研究 张菡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
育

2012-05-11 A

121 当代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现状研究
——以苏州科技学院为样本

张菡 中国成人教育 2012-02-29 A

122 高氨氮废水来源及处理工艺研究进展
张俊强 李祥 李勇 袁砚 杨
琳

江苏农业科学 2012-10-25 B
123 生物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研究进展 张丽(外) 黄勇 袁怡 李祥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12-12-15 A
124 城市河流水质参数空间变异性研究 张林(外) 牟子平 中国环境监测 2012-04-01 A
125 苏南某市河流水质参数时空变异性研究 张林(外) 牟子平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12-02-15 A

126 A~2/O-MBNR工艺活性污泥中PHB提取方
法的选取与优化

张娜(外) 李勇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9-25 A
127 外源污染负荷对人工曝气修复河道的影响研究 张同祺(外) 李勇 环境科技 2012-02-15 B
128 论昆山市水环境安全支撑体系的构建 张小斌(外) 李新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2-08-18 A
129 苏州虎丘塔三维数字化表达研究与应用 张序 李兆堃 袁铭 杨威 测绘通报 2012-12-25 A

130 三维激光扫描仪在树冠体积测计中应用研
究

张序 唐雪海(外) 李兆堃
韦雪花(外) 现代测绘 2012-11-09 E

131 一种光电测距仪周期误差自动检定系统
张序 王爱华(外) 薛彩霞
何诚(外) 测绘科学 2012-11-20 A

132 基于WebGIS的苏州控制保护性建筑信息管
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张序 张志敏 朱威(外) 史
守正

2012年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大会论文集

2012-11-2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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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Study on 3D Laser Scanning
Measurement and Visual Expression
Application in Suzhou Classical Gardens

张序 周云 樊江川(外)

The 2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Urban
Pl i

2012-08-02 

*

134 Modelling Of Organic Matters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张园 G. Lashermes(外) S.
Houot(外) J. Doublet(外)
J.P. Steyer(外) Y-G ZHU(外)
P. Garnier(外)

Waste
Management 2012-01-18 

*
135 堆肥体系中有机物动态模拟模型研究进展 张园 耿春女(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21 B

136 协同环境下的政务GIS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应
用

张志敏 何继峥 杜景龙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9-01 B
137 肠衣加工废水处理技术进展 赵丹 董延茂 工业水处理 2012-07-20 A

138 Modeling and mechanism of the adsorption of
copper ion onto natural bamboo sawdust

赵雪涛 曾腾(外) 胡张军
(外) 郜洪文(外) 谢治(外)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2-06-11 

*

139 Modeling and mechanism of the
adsorption of proton onto natural bamboo

赵雪涛 曾腾(外) 胡张军
(外) 郜洪文(外) 邹丛阳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2-02-01 

*

140 基于污泥转移的SBR工艺除污性能的研究 赵印举(外) 潘杨 黄勇 水处理技术 2012-04-17 A

141 进水水质成分改变引发的污泥粘性膨胀及
控制

赵印举(外) 潘杨 黄勇 俞
苗新(外) 环境工程学报 2012-12-26 

A
142 上海某办公建筑节能性模拟分析 周波 刘成刚 孙志高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2-04 B

143 HS-SPME-GC/MS法测定地表水中典型嗅
味物质

周雪(外) 黄勇 李学艳 付
杰(外) 中国给水排水 2012-10-25 

A

144 大一新生学风建设的问题及策略 朱柠熙 时代教育 2012-06-01 B

145 以党日活动为载体建设高校学生党支部 朱柠熙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2-03-30 
B

146 苏州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绩效审计
评价体系的研究

朱英存 张卫国(外)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

2012-02-01 
B

147 曝气生物滤池去除污水处理厂尾水中磷的
效果研究

张维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6-15 
B

148 分散液液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水中
多环芳烃

张晓赟(外) 张丽君 张占恩 分析科学学报 2012-04-15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Research of Micro Burr in Miniaturized
Milling Process 曹自洋 李华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6-07 *

2 基于自适应竞争聚类的多输入多输出热工
过程模糊识别

郝万君 乔焰辉 关尚军(外)
李泽

动力工程 2012-10-10 A

3 Robust Fuzzy Control for Uncertain
System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郝万君 乔焰辉 朱学莉 吴
永芝 李泽

2011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2-05-25 

*

5、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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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正交试验法的中走丝线切割机床单次
切割工艺参数优化研究

齐文春 黄莺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15 B

5 基于多次切割工艺的第一次切割参数优化
策略研究

齐文春 麻长平(外) 高坚强
(外) 电加工与模具 2012-06-20 B

6 Resource Constrained Multirobot Task
Allocation with an Optimal Solution 尚文 钟俊 颜钦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s and
Automation

2012-08-05 

*

7 Analysis of DXF Fil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3D Graphic Display 尚文 钟俊 颜钦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on

2012-06-06 

*

8 Analysis for modeling of 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s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田玉冬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8-25 *

9 Research for experiment of 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s generation 田玉冬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8-22 *

10
Based on Microscale Laser Shock
Processing of Metal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Prospect

汪帮富 朱学莉 谢鸥 殷振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3-26 

*

11 考虑滑移效应的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
刚度研究

翁晓红 钱善青(外) 白明杰
(外)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2012-11-20 A

12
Research of Embedded Precision Internal
Grinding Open CNC System Based on
Decoupling Design

谢鸥 李华 汪帮富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8-08 

*
13 嵌入式数控内圆磨床人机交互系统研究 谢鸥 李华 吴永芝 机床与液压 2012-08-15 A

14
Research of Precision CNC Internal
Grinder Soft-PLC System Based on
Embedded Technology

谢鸥 李华 殷振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10-05 

*

15 Research of embedded open soft-CNC
system based on component 谢鸥 刘义生 曹自洋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6-14 *

16 Research of Embedded Precision Internal
Grinding Flexible Open CNC System 谢鸥 陆丛相(外) 吴永芝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8-12 *

17 关于独立学院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 谢鸥 汪帮富 殷振 首都教育学报 2012-08-05 B

18
A Novel Implementation of a Flexible
Robotic Fin Actuated by Shape Memory
Alloy

颜钦 王磊(外) 刘波(外) Journal of Bionic
Engineering 2012-06-01 

*
19 机械原理多元化实验教学模式探索 殷振 黄莺 李艳(外) 杨建锋 首都教育学报 2012-11-02 B

20 Study on the Design of Ultrasonic
Vibration Petrol Atomizer Vibrator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5-18 *

21
Study and Design of Human-Machine
Interface System for Embedded CNC
Precision Internal Grinder

殷振 李华 李艳(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3-03 

*

22 Finite Horizon Optimal Control of Discrete-
Time Switched Linear Systems 朱其新 谢广明(外)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12-08-10 
*

23 Comparative Study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nd neural networks 朱树先 朱学莉 郭胜辉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10-05 *

24 多变量模糊控制在恒压供水中的应用 朱树先 朱学莉 郭胜辉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

2012-01-05 B

25 基于无线模式的中央空调节能监控网络应
用研究

朱树先 朱学莉 郭胜辉 汪
帮富

测控技术 2012-10-0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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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核矩阵分析法用于支持向量机性能优化
朱树先 朱学莉 郭胜辉 祝
勇俊

控制工程 2012-11-07 A

27
Application Study of Load Forecasting of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Time Sequence Analysis Method

朱学莉 董博(外) 祝勇俊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 2012-08-16 

*

28 基于LPC2131的EPS控制系统设计
祝勇俊 朱树先 郭胜辉 赵
景波(外)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 2012-05-25 B

29 基于MC9S08JM60的电动助力转向控制系
统设计

祝勇俊 朱学莉 刘文波(外)
吴寅(外) 微特电机 2012-07-28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略论和合本圣经广泛传播的和合文化价值 汪祖民
第五届寒山寺文化
论坛论文集2011 2012-02-15 E

2 提高高校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略论 曹毓民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
育

2012-09-01 A
3 大学文化：社会文化之动力站 曹毓民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5-14 Q

4 “契合”还是“附会”——大学治理视阈中的新
公共管理批判

丛春秋 教育探索 2012-08-25 A

5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理
据与框架

丁福兴 现代教育科学 2012-12-20 A

6 大学服务型教学管理范式构建的内动力障
碍分析

丁福兴 李源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11-05 A
7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价值论辩:范畴与框架 丁福兴 周琴(外)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01-05 A
8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宫向阳 苏州日报 2012-09-01 Q
9 高校育人的文化意蕴 宫向阳 文汇报.理论版 2012-12-28 A

10 用生命观教育呵护大学生成长 宫向阳
光明日报（理论
版）

2012-12-22 A

11 融入 服务 支撑：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中的高校使命

宫向阳 群众 2012-07-19 B

12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状况解析 宫向阳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
育

2012-05-15 A
1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宫向阳 江苏高教 2012-01-20 A
14 德鲁克社会管理理论及其对我国现阶段的启示 宫向阳 李兰芬(外)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2-07-20 B
15 具有互动研讨功能的录播系统设计 钱震 现代教育技术 2012-09-10 A

16 苏州高新区化工企业的水环境风险源评估 任晓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03 B
17 一卡通系统在高校数字化管理中的构建分 宋晓辉 软件 2012-09-15 B
18 自控式正反转搅拌器电路设计 宋晓辉 制造业自动化 2012-09-10 A
19 校园网出口双向多链路负载均衡策略分析 宋晓辉 科协论坛 2012-03-13 B

20 基于VPN和SPT技术的跨校区财务辅助系
统的开发和应用

张新亚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2-07-30 B
21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高教管理体制分析 张新亚 江苏高教 2012-06-01 A
22 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张新亚 城市发展研究 2012-05-30 A
23 大学精神：科技繁荣的灵魂 曹毓民 新华日报 2012-03-20 Q

24 独立学院辅导员职业倦怠差异分析及改善
策略

李依群
长江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07-15 B

25 高校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探究 李依群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
报

2012-03-16 B
26 独立学院辅导员从业现状分析及其对策思 李依群 教育探索 2012-01-25 A

6、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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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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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微博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探略 李依群 邵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7-15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A research into the district strategy on the
transportation junction terminal of high-
speed railway - An analysis of the urban
design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district in
city of Wenling

Chen, Jian(外) Zhou,
Yanli(外) 黄耀志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ation

2012-05-25 

*

2 Low carbon development mode for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u, Deren(外) Rao,
Huanhuan(外) 黄耀志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

2012-07-23 
*

3 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历史街区有机更新方式探析 陈超君(外) 黄耀志 城市 2012-08-25 B

4 产业行为主导下的现代产业园区景观营造
陈超君(外) 马思渊(外) 黄
耀志

生态经济 2012-05-01 A

5 关于高校网站建设的一些思考----以苏州科
技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例

陈伟 中国校外教育 2012-06-20 B
6 高校设计类图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陈伟 科教文汇 2012-01-15 B

7 城市商业步行街景观的地域性营造—以苏
州观前街为例

陈懿君(外) 阮如舫 江苏建筑 2012-10-04 B

8 村庄规划编制的农户过程式参与模式研究
陈瑜雯(外) 袁中金 赵邹斌
(外) 城市发展研究 2012-05-16 A

9 社会转型背景下桂北少数民族聚落空间重
构策略研究

邓春风 (外) 石晓红(外) 黄
耀志

城市发展研究 2012-12-26 A

10 住区景观环境生态化建设的技术策略探析 丁金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6-01 B
11 江南乡村景观环境更新的生态化策略研究 丁金华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3-15 A

12 中国传统文化意境在室内空间中的多元表
现手法探索

董立惠 顾天成(外) 西江月 2012-10-10 B

13
Ecological network evolving research on
Suzhou greenbel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范凌云

Advanced Building
Materials an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2012-05-08 

*
14 城市边缘区发展演化的新特征 范凌云 雷诚(外) 城市问题 2012-10-27 A

15 汾湖镇核心区控规实施研究 范文群(外) 黄耀志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01 B
16 基于公平理念的新农村规划建设途径 傅德仁(外) 黄耀志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5-25 A
17 探究高校建筑美术教育的基础性意义 耿旺 美术研究论文集 2012-05-01 B
18 引入格式塔学习理论的建筑设计教学探索 顾汝飞 高等建筑教育 2012-04-20 E
19 格式塔心理学对二年级建筑设计教学的启 顾汝飞 科学时代 2012-04-16 B

20 铁路客站城市门户形象设计探析 顾汝飞 苏涛(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4-09 B
21 浅析铁路客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整合 顾汝飞 苏涛(外) 华中建筑 2012-02-04 B

22 亚洲室内设计交流会之反思 郭晓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
技术学院院刊

2012-03-01 B

23 网络媒体设计 郭晓阳 刘立伟(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

2012-03-01 Z

24 传统营造技艺在当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 华亦雄
2012中国室内设计
论文集

2012-11-20 E

7、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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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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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住宅建筑节能现状与住宅低碳技术的类型
分析

华亦雄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9-18 *

26 数字媒体技术泛化背景下构成课的应变与改革 华亦雄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2012-03-20 B

27 高等美院教师写生作品——黄晓平水彩写
生作品集

黄晓平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2-12-12 Z

28 黄晓平水彩作品集 黄晓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音
像教材出版社

2012-12-12 Z

29 城市详细规划设计 黄耀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03-01 Z

30
Modern industrial zone landscap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behavior
orientation

黄耀志 Chen,
Chaojun(外)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2-07-23 

*

31
Space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heritage countermeasures of Dong
villages in northern Guangxi

黄耀志 Shi, Xiaohong(外)
Deng, Chunfeng(外)

Advanced Building
Materials an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2012-05-25 

*

32
Reflection on the rational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cluster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黄耀志 Zhou, Yinbo(外)
Chen, Chaojun(外)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2-07-24 

*
33 姜亚洲钢笔淡彩作品集 姜亚洲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2-12-06 Z

34 传统民居聚落公共空间形式探析—以贵州
侗族为例

金双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12-01 A

35 光与色在城市夜景观中的运用研究—以苏
州市为例

金双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6-01 B

36 探讨幼儿园校园安全——场地及空间设计
的角度

黎继超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2-10-25 B
37 快速交通引导下的常熟市域城镇空间重组初探 李慧君(外) 朱建达 小城镇建设 2012-04-07 B

38 BIM在建筑可持续设计中的应用 李兆堃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2-01 B

39 苏州古城平江历史街区“街巷——河流”空间
复合研究

刘彬(外) 杨忠伟 封振华
(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1 B

40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升城市区域竞争力之
探讨

刘皆谊
国际城市规划2012
年会论文

2012-11-02 E

41 城市核心区地下街规划探讨
刘皆谊 金英红 殷勇 束昱
(外) 路珊(外)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
报

2012-02-01 A

42 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结合地下空间开发之探
讨

刘皆谊 夏健 申青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
报

2012-04-02 A
43 唐代铜镜之月宫图像研究 刘芊 芒种 2012-12-16 A
44 汉代伏羲擎日、女娲举月图图像建构研究 刘芊 装饰 2012-11-01 A

45 浅谈工业遗址保护中不同空间景观要素的
规划设计对策

刘燕(外) 杨新海 现代城市研究 2012-02-15 A
46 我国城市绿地功能评价研究进展及展望 刘志强 洪亘伟 生态经济 2012-11-01 A
47 我国园林绿化评价研究进展及展望 刘志强 洪亘伟 北方园艺 2012-07-30 A

48 城市绿地与地下空间复合开发的整合规划
设计策略

刘志强 洪亘伟 规划师 2012-07-01 A
49 基于数值模拟方法的建筑光环境设计探讨 罗小华 浙江建筑 2012-01-25 B
50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育的思 毛贺 大家 2012-06-06 B
51 苏州高铁沿线的环境形象和景观设计 毛贺 建筑与文化 2012-02-12 B
52 小城镇在运营发展进程中的形象特色研究 毛颖(外) 文剑钢 小城镇建设 2012-06-15 B
53 基于弹性控制的控规容积率赋值方法研究 平茜(外) 杨新海 现代城市研究 2012-11-15 A
54 景观规划控制构建城市特色研究 钱达 北方园艺 2012-02-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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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都市农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台湾
飞牛牧场为例

阮如舫 台湾农业探索 2012-02-01 B

56 历史街区休闲空间营造—以日本古川町为
例

阮如舫 陈懿君(外) 王东
(外) 城市观察 2012-10-08 B

57 轨道交通地下商业发展建议 阮如舫 余诗跃(外) 江苏城市规划 2012-10-19 B
58 台北捷运公共艺术的发展与启示 阮如舫 赵晟宇(外)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12-12-01 A
59 地铁车站风亭的美学设计研究 阮如舫 赵晟宇(外) 山西建筑 2012-10-09 B
60 地铁车站外部空间景观美学设计研究 阮如舫 赵晟宇(外) 华中建筑 2012-10-01 B

61 江南聚落生活空间体验 申青
全国第十三次建筑
与文化2012学术讨
论会论文集

2012-11-16 
E

62 中外文化融合下的小城镇形象探析 石薇(外) 文剑钢 小城镇建设 2012-03-12 B
63 苏州市城市扩张中城市用地的景观特征分 苏群 连达军 汪炜(外) 北京规划建设 2012-12-01 B

64 从“零和”至“正和”---博弈视角下城市公共空
间合作开发要件研究

孙宁(外) 杨忠伟 城市发展研究 2012-03-01 A
65 高校美术素质教育探索与研究 孙云 大舞台 2012-07-20 A
66 架上绘画形式语言探索实践 孙云 美术观察 2012-07-01 A
67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屠苏莉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2-10-10 B

68
基于居民需求的保障性社区配套设施建设
实证研究——以上海市嘉定区“新江桥城”为 王爱(外) 盛嘉(外) 夏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15 B

69 人本主义视角下的城镇街道环境营造 王东(外) 王勇* 小城镇建设 2012-12-07 B
70 街道环境的生态性营造之道 王东(外) 王勇* 规划师 2012-06-01 A
71 改革与开放 王松 改革与开放 2012-06-21 B
72 城市广场设计中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塑 王维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2-07-12 B
73 城市立体绿化建设:形式、问题、发展 王维 建筑与文化 2012-04-06 B

74 The Dilemma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Planning 王勇* jiang liang(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1-27 *
75 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进展与展 王勇* 李广斌 城市问题 2012-12-27 A

76 基于“时空分离”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其风
险

王勇* 李广斌
国际城市规划（原
名国外城市规划，
07年更名）

2012-02-19 
A

77 新农村建设下的苏南农村生活世界合理化隐忧 王勇* 李广斌 中国名城 2012-01-15 B
78 基于空间生产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规划应对 王勇* 李广斌 王传海(外) 规划师 2012-04-01 A
79 低碳建筑室内设计的人格探讨 文剑钢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2-05-20 B

80 中国快速城市化对传统小城镇形象与环境
特色的影响研究——以苏南小城镇为例

文剑钢 李慕寒(外) 城市观察 2012-02-18 B

81 苏南新农村社区形象特色缺失研究——以
苏州为例

文剑钢 吕席金(外) 王传海
(外) 现代城市研究 2012-12-11 A

82 小城镇环境与景观设计 文剑钢 邱德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2012-12-25 Z

83 历史风貌保护区审美价值解析及其形象保
护与更新策略

文剑钢 王立新(外) 古银翔
(外) 城市 2012-04-15 B

84 苏州太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开发初探 吴杰 闵怡(外)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2-06-20 B

85 The design of a factory-renovated library in
ChongQing 吴珏旻思(外) 范凌云

Civil Engineering
and Urban 2012-08-08 *

86 浅谈苏州新农村居住建筑的生态设计 吴珏旻思(外) 范凌云 中外建筑 2012-07-01 B
87 “街区记忆”与环境整治 谢岚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2-10-25 B
88 城市公园绿地综合防灾规划建设的原则和要点 徐洁(外) 洪杰 城乡建设 2012-11-05 B

89 长三角水网地区乡村空间的格局类型演变
及发展对策

徐谦(外) 杨凯健(外) 黄耀
志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05-01 A
90 外来密檐塔形态转译及其本土化研究 徐永利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11-01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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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汉地砖砌穹窿起源刍议 徐永利
建筑学报学术论文
专刊

2012-04-30 E

92 运河水系对古代权力、文化中心转移的推
动

徐永利 孙广华(外)
2012年中国建筑史
学年会暨学术研讨
会学术论文集

2012-10-12 
E

93 论两座典型运河城镇对运河文化的空间演
绎

徐永利 孙广华(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30 B
94 小议图底关系理论在建筑学教学中的应用 徐忠 科学时代 2012-09-10 B
95 城市“灰色用地”规划的应用性研究 许维(外) 杨忠伟 王震(外) 上海城市规划 2012-01-01 B

96 乡村空间格局的保护与健康评价研究——
以长三角水网地区为例

杨凯健(外) 黄耀志 徐谦
(外)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6-01 A

97 “街道家具”供需调查及规划对策研究 杨新海 刘燕(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15 B

98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地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
构演化

杨忠伟 徐勇(外) 城市规划学刊 2012-05-20 A

99 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策略研究——以苏州
古城第16号街坊为例

杨忠伟 严凯(外)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8-01 A
100 乡村风貌提升初探 雍振华 江苏建设 2012-03-15 B
101 浅谈黄宾虹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 于亨 美术研究论文集 2012-05-01 B
102 论四川民族地区的传统聚落体系及其保护 余慧 广西民族研究 2012-06-25 A

103 西南丝绸之路与四川传统多民族聚落的生
长和演变解析

余慧 邱建(外) 中国园林 2012-07-15 A

104 苏州观前商业街区近三十年形态演变探析 张琼予 (外) 彭科(外) 夏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6-15 B

105 苏州印象 张曦 江苏建筑 2012-02-29 B
106 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张新亚(外) 杨忠伟 袁中金 城市发展研究 2012-05-01 A

107 城乡一体化规划理论与实施机制研究：以
苏州市为例

张振龙 现代城市研究 2012-04-10 A
108 以“创先争优”为契机，构建高校学风长效机制 张铮 孟蓓琪 科教导刊 2012-09-05 B

109 通过车站设计提升地铁公共艺术主题—以
台湾高雄捷运美丽岛站与中央公园站为例

赵晟宇(外) 阮如舫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12-11-21 A

110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JC/T984-2011 赵书杰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
社

2012-05-01 Z

111 全国建筑防腐保温隔热工程定额手册 赵书杰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2-03-01 Z
112 新型水平百叶活动建筑外遮阳装置的研究 赵书杰 建筑技术 2012-03-15 A
113 大都市边缘区土地开发强度控制研究 郑皓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8-01 A

114 城市边缘区空间发展中的利益主体分析与
机制调整

郑皓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7-01 A
115 城市结构形态低碳化的规划策略 郑皓 规划师 2012-05-01 A
116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村庄综合规划对策探析 郑皓 于淼 江苏农业科学 2012-04-01 A
117 论装饰织物在家居空间设计中的“形式美”法则 周佳 大众文艺 2012-06-25 B

118 “灰色用地”理论对旧城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
的借鉴意义

周思颖(外) 杨忠伟 小城镇建设 2012-05-07 B
119 西方城市绿地相关理论及建设简介 周曦 科学时代 2012-07-20 B

120 避灾绿地服务半径分析 朱颖 昝勤(外)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08-01 A
121 明木刻与日本浮世绘之水浒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祝贺 大众文艺 2012-12-25 B
122 展示设计中体验展示的实现方式 祝贺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2012-12-25 B
123 浅议修养与实用并重的公共艺术课教学 祝贺 美术教育研究 2012-12-1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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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商业展位设计中的体验展示与其结构层次
浅议

祝贺 大众文艺 2012-11-15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论尊严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的应用 陈慧珍 中州学刊 2012-11-10 A

2 天道信仰及其现代价值 陈建明
长安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06-15 B
3 基督教的工作伦理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 陈建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15 B
4 佛教的财富伦理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 陈建明 宁夏社会科学 2012-03-15 A

5 万法唯心，三教融通--紫柏大师的佛教会通
思想浅析

陈建明
第五届寒山寺文化
论坛论文集

2012-02-15 B
6 师恩难忘 陈建新 苏州科技学院报 2012-09-15 Q
7 拓展中俄科学学研究新的合作之旅 陈建新 科学学研究 2012-07-15 A
8 知识分子：最重是公德 陈建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7-13 Q
9 一堂关于“幸福”的课 陈建新 苏州科技学院报 2012-04-30 Q
10 我看教师“惜授”现象 陈建新 中国科学报 2012-03-27 Q
11 相约山楂树 情定乒乓球 陈建新 南粤乒乓 2012-03-27 Q
12 智慧苏州需要智慧苏州人 陈建新 陈莉(外) 科普苏州 2012-04-12 B

13 论社会系统的和谐性分析 陈建新 陈至杰(外) 第六届寒山寺文化
论坛

2012-09-21 E
14 论我国反腐败机构设置的改革与完善 陈建新 郭剑(外) 廉政文化研究 2012-05-15 B

15 Concerning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Anti-Corruption Agency in China 陈建新 郭剑(外)

Proceedings of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CMIPP 2012)

2012-01-05 

E
16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陈俊梁 红旗出版社 2012-03-15 Z
17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合作的组织创新及发展趋势 陈俊梁 华东经济管理 2012-04-01 A
18 "三化“同步及其策略选择 陈俊梁 陈瑜 求实 2012-11-10 A

19 比较分析的视角：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经
济的影响

陈三毛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1-15 B

20 构建多元性腐败治理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
践尝试

程海亮 韩俊丽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12-11-10 A
21 是改革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吗？ 程海亮 韩俊丽 理论探讨 2012-05-15 A
22 试论时代的发展与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 程海亮 韩俊丽 长白学刊 2012-03-20 A
23 从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到公平正义社会和 程海亮 韩俊丽 寒山文化论坛 2012-02-18 B

24 高等院校师范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丁敏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7-15 B

25 心理学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尝试 丁敏
教书育人（高教论
坛）

2012-03-25 B

26 论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心理的培育 丁敏
中外教育研究（青
年与社会）

2012-02-28 B

27 苏州准移民城市定位及新苏州人服务管理
模式创新

丁宪浩 调研通报 2012-11-30 E

28 加速重点公共政策均等化 促进“新市民”安居
乐业

丁宪浩 唯实 2012-07-10 B
29 发达地区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战略思考 丁宪浩 开放导报 2012-06-08 A

8、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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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海世博会主题的环境伦理精神分析 胡可人(外) 王建明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2-06-30 B

31 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与问题的调查
分析

华冬萍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

2012-01-25 B
32 内隐联想测验“内隐性”的可控性研究 贾凤芹 冯成志(外) 心理科学 2012-12-07 A
33 美国两个共产党如何应对大选 刘雅贤 社会科学报 2012-11-01 Q

34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对美政党交往的变迁
及启示

刘雅贤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
机关党校学报

2012-05-08 B

35 高师学生学科从教能力培养实践研究 陆敏菊
长江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10-15 B
36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吕耀怀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2-11-10 A
37 公民的政治参与:自治与隐私 吕耀怀 江苏社会科学 2012-10-15 A
38 论政治组织的隐私利益及其正当性边界 吕耀怀 思想战线 2012-09-15 A
39 民主政治的隐私需求 吕耀怀 天津社会科学 2012-05-23 A
40 信任重建的关键环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吕耀怀 湖湘论坛 2012-03-20 B

41 当代西方对公共领域隐私问题的研究及其
启示

吕耀怀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2-01-25 
A

42 古代书院个体德性培育及其当代启示 吕耀怀 杜华伟(外) 甘肃社会科学 2012-05-25 A
43 我国隐私权保护问题的伦理辩护 吕耀怀 熊节春(外) 江西社会科学 2012-03-15 A
44 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马彦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12-08 A

45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课程建设的探索与
思考

马彦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2-02-01 
B

46 范仲淹忧患意识新解 牟永生
北京日报（理论周
刊）

2012-08-06 Q
47 范仲淹与佛教考议 牟永生 湖南社会科学 2012-03-28 A

48 范仲淹与佛教刍议 牟永生
第五届寒山寺文化
论坛论文集

2012-02-01 B
49 范仲淹忧患意识探源 牟永生 传统文化研究 2012-01-02 B
50 儒道佛慈善论的核心价值:以孔老惠为例 牟永生 西夏研究 2012-01-01 B

5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plicit Arithmetic
Strategy Use 彭杜宏 韦洪涛

Future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2-06-01 B

52 新生代蓝领工人的价值观及其对职业稳定
性的影响

邵爱国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1-15 B
53 促进企业基层员工稳定就业的对策研究 邵爱国 韦洪涛 人民论坛 2012-11-15 A

54 压抑防御机制的理论探讨 宋春蕾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1-01 B

55 新媒体时代的青少年同一性危机与媒体素
养教育

宋春蕾 徐光兴(外) 新闻界 2012-06-05 A

56 人际吸引中性别助长效应的实验研究
宋春蕾 殷玮(外) 陆胜男
(外)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05-01 B

57 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冲突 苏彦捷(外) 贾凤芹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01-10 Z

58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学改革研
究

孙红军
长江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11-15 B

59 全球空间生产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及其历史
后果

孙江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2-03-20 A

60 团体沙盘游戏训练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影响
的研究

孙长安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
报

2012-12-25 B

61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专业化问题的思
考

滕妍(外) 于海英(外) 鲍谧
清

教学与管理 2012-02-12 A
62 和谐社会视域中弱势群体文化权益保护研 王爱桂 上海三联书店 2012-08-01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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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 王建明 王爱桂
河海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03-25 B
64 当代水伦理价值观反思 王建明 杨志考(外)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2-01-15 B

65 《一巷三杰的语言小道——访常州青果巷
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旧居》

王玲玲 语文建设 2012-11-08 A

66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初中理科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

韦洪涛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7-01 B
67 高校辅导员人格特征调查研究 韦洪涛 孙长安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12-12-28 B
68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对吴文化生态保护 温波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06 B

69 科学规划引领城乡一体化案例分析 温波
苏州2011年度蓝皮
书

2012-01-12 E

70 论地方政府履行生态责任的伦理原则 夏艳洁(外) 王建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15 B

71 中国异地机构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谢赟慧 经济研究导刊 2012-08-15 B

72 社会保障信息化若干问题分析 徐凤亮(外) 马彦 图书情报工作 2012-10-01 A

73 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中企业的功能探
究

徐银香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2-03-25 A

74 高校应用文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 徐银香 教育评论 2012-02-28 A

75 论高校应用文科专业教学方法改革 徐银香 张兄武 教育评论 2012-10-28 A

76 课改背景下师范生个体认识信念的外显和
内隐比较研究

杨翠蓉 韦洪涛 心理研究 2012-08-01 B

77 课改背景下师范生内隐个体认识信念的研
究

杨翠蓉 韦洪涛 当代教师教育 2012-06-15 B

78 微格实验室开放式管理工作研究 殷雪梅 实验教学与仪器 2012-09-01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以“创新”深化转型升级 韩云 苏州日报 2012-12-06 Q
2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生产者道德自律机制的研究 韩云 江苏商论 2012-10-20 A

3 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关联分析——以
天津和上海为例

贾海成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12-01 A

4 外商直接投资与开发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以苏州经济开发区为例

贾海成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9-01 B
5 区域物流需求预测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贾海成 秦菲菲(外)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12-02-02 A
6 中挪物流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比较研究 贾海成 秦菲菲(外)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2-03-28 A

7 江苏省物流与产业结构适应性研究—基于
DEA和VAR的实证分析

贾海成 袁昕昕(外) 物流技术 2012-11-01 A
8 生存之痛：《火山恋人》的“他者”群像初探 柯英 当代外国文学 2012-04-15 A

9 “局外人”的死亡想象：《死亡之匣》中的存
在与荒诞

柯英 祝平 山东外语教学 2012-08-02 A

10 苏州市旅游业的经济效应分析与建议 黎宏宝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
技

2012-12-08 B

11 基于“任务驱动法”的饭店管理类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

李晓 现代企业教育 2012-10-30 B

12 苏州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实证研究——
基于游客满意度视角

李晓 江苏商论 2012-08-30 A
13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与外资溢出影响分析 李雪冬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07-27 A

9、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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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国高技术产业特定细分行业上市公司业
绩评价——基于外向型差异角度DEA视窗

李雪冬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7-11 B
15 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问题的探 刘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15 B

16 我国封闭式基金的管理能力评价 刘霞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1-02 B

17 分散型供应链需求预测动力方程模型及实
证分析

邵举平 物流技术 2012-07-26 A

18 论知识产权证券化与投资者保护 宋红波
知识产权律师实务
与法律服务技能

2012-12-01 B

19
Empirical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田雪莹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2012-09-12 

*

20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Firm by
Collaborating wi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 Case Analysis

田雪莹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2-08-09 

*

21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Antecedent Variabl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田雪莹

Proceedings of
2011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2-01-10 

*

22 企业慈善捐赠的前因变量与组织绩效研究 田雪莹 蔡宁(外)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2-09-05 A

23 开发区土地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王世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0-01 B
24 以“三个创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2-04-24 Q
25 扬长补短寻找产业发展新突破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2-03-10 Q

26 并购的产业整合功能及其绩效研究 王世文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学报

2012-03-01 A
27 优化环境让更多“苹果”成熟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2-02-28 Q

28 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王世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1-01 B
29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第2版) 王勇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02-02 Z
30 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孰优孰劣？ 王勇 王兆阳(外) 国际工程与劳务 2012-07-10 B
31 江苏开发区发展水平提升的路径选择 王仲君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1-01 B
32 苏州城市：创新与发展 王仲君 邢夫敏 黄明华 红旗出版社 2012-10-01 Z

33 苏州与沪、深、甬吸引外资研发中心创新
环境的比较研究

夏海力 华东经济管理 2012-03-05 A
34 苏州市大学科技园建设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夏海力 科技管理研究 2012-02-05 A

35 基于因子分析的长三角主要城市研发产业
发展的评价和分析研究

夏海力 贾海成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11-10 A
36 苏州市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研究 夏海力 贾海成 中国科技论坛 2012-07-05 A

37 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分析及拓展研究——基
于苏州乡村旅游的调研

邢夫敏 丁会会(外) 社会科学家 2012-09-25 A

38 “双三角”主要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
——以苏州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为视角

徐国泉 科技管理研究 2012-08-15 A
39 苏州市人才软环境满意度调查与评价 徐国泉 张春来(外) 科技管理研究 2012-08-01 A
40 江苏国家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杨传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0-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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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于生产商责任延伸制度的企业电子废旧
品回收物流评价体系研究

杨传明 生态经济 2012-01-01 A

42 城市住宅小区停车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

杨传明 陈婧(外) 崔亮(外) 现代城市研究 2012-08-08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南、北《赵氏孤儿》的改编关系 鲍开恺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10-22 Q
2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保”转“城保” 陈建兰 农村经济 2012-01-25 A

3 唯美爱情神话的俗世转身——评2011年新
版《倩女幽魂》

陈娇华 电影评介 2012-12-20 B
4 《李自成》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嬗 陈娇华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12-08-25 B
5 试论丁玲的文学批评 陈娇华 武陵学刊 2012-07-10 B
6 论近年来新历史小说创作的装型与回归趋 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15 B
7 陈艾之争与晚明文统归宗 丁国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1-12 B
8 中国本土企业社会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高钟 社会工作 2012-02-25 B
9 企业社会工作实务 高钟 王丰海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2-05-15 Z
10 自我说服中的生命续度——也说史铁生 何清 文艺争鸣 2012-10-15 A

11 清代浙江厘金制度的创办与衍生形态述论
(1854—1866年) 侯鹏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1-07 B
12 《明史·职官志》都察院更置时间辨证 黄阿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15 B
13 明代前期的救钞运动及其影响 黄阿明 江汉论坛 2012-02-15 A

14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异同及
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蒋重母 龚勇安(外) 社会科学家 2012-06-25 A
15 论刘向《说苑》的儒家伦理思想 蒋重母 谢祥娟(外) 名作欣赏 2012-01-01 A

16 俄国社会革命党研究（1901-1925） 解国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2-04-15 Z

17 苏州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调
查研究

金红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10 B

18 青春版〈牡丹亭〉盛演后昆曲在苏州的现
状调查

金红 中国戏剧 2012-07-20 A
19 如何走进戏曲经典 金红 戏剧文学 2012-07-15 A
20 万斛相思见风骨 苏剧新翻红豆篇 金红 中国戏剧 2012-05-20 A

21 文学生命的追索与还魂——重读白先勇的
〈游园惊梦〉

金红 名作欣赏 2012-05-15 A

22 苏州昆曲、苏剧、评弹传承与发展研究 金红
中国苏州发展报告
2011 2012-01-10 B

23 鸳鸯蝴蝶派文人与早期中国电影音乐 李斌 人民音乐 2012-10-15 A

24 鸳鸯蝴蝶派对早期中国出版产业的创意推
动（英）

李斌 亚洲社会科学 2012-08-15 B
25 试论苏州特色电视剧文化体系的构建 李斌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6-05 B

26 早期电影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以《紫罗
兰》电影号为例

李斌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2012-03-05 B
27 周瘦鹃《影戏话》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生 李斌 曹燕宁(外) 电影艺术 2012-06-05 A
28 《二十四诗品》与江南园林 凌文生 古典文学知识 2012-12-01 B
29 论宋代曲艺与小说之关系 凌文生 辽东学院学报 2012-08-01 B

30 宋词雅俗观 凌文生
2012词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2012-08-01 E
31 论文学雅俗观 凌文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6-01 B
32 从《枫桥夜泊》英译看中国古诗的抗译性 凌文生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2-05-15 B

10、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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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宋代雅俗文学观 凌文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2-08-01 Z

34 章藻功骈文刍论 路海洋 广西社会科学 2012-07-25 A
35 论洪亮吉骈文的创作艺术 路海洋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2-04-28 B

36 有正有变，文质并胜——论杭世骏骈文的
创作特色与艺术成就

路海洋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2-03-15 B

37 论宗风家学与师友交游对陈维崧的影响—
—兼谈古代文学研究的立体视角

路海洋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1-20 B

38 冲突的声音——电影《黑天鹅》的女性主
义解析

潘延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2-04-10 B
39 “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 齐嘉 历史研究 2012-07-02 A
40 邵康节体：理学趣味的诗性表现 阮堂明 殷都学刊 2012-09-10 B
41 理学思想的诗性阐释——张载和他的理学 阮堂明 古典文学知识 2012-07-15 B
42 陈师道的诗学观新论 阮堂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10 B
43 国共双方因何都开除谭平山 沈华 人民政协报 2012-12-13 Q
44 简论素质教育的积极目标和消极目标 沈华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08-31 B
45 学术研究忌浅尝辄止 师为公 学术界 2012-02-15 A
46 从《水浒传》看近代汉语的词类活用 师为公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1-15 B

47 山水诗选 孙虎
凤凰出版传传媒集
团

2012-04-01 Z

48 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
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孙虎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2-11-20 A

49 产科医生遇上“怕疼”产妇?——中国女性生
产经历的身体政治

陶艳兰 妇女研究论丛 2012-01-25 A

50 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模式: 理论建构与政策启
示

陶艳兰 风笑天(外)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2-05-18 
A

51 论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现代化进程及其特 汪诗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0-25 B

52 论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向“被偷的一代”表示
道歉的路径选择

汪诗明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5-15 A

53 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
汪诗明  王宇博(外) 朱建

君(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04-01 Z

54 19世纪英国犹太族群的文化教育成就 王本立 贵州社会科学 2012-12-15 A
55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犹太工人运 王本立 社会科学论坛 2012-12-15 B
56 “儿童运输”：纳粹促成的一场骨肉大分离运动 王本立 探索与争鸣 2012-11-15 A

57 记忆及日记中的我与朱季海先生 王本立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3-15 B

58 1656至1815年英国犹太人口的变迁 王本立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1-15 B
59 中美比较视域下的慈善组织发展与反思 王春 社会福利 2012-03-04 B

60 试论拉纳家族政权的建立 王艳芬
《苏州科技学院学
报》（哲社版）

2012-12-15 B
61 索因卡文学创作中的二元整合 王燕 大学生GD阅读 2012-06-28 B
62 非洲民间口传叙事的基本形态及文化内涵 王燕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20 B
63 汉英物象词语的比较探析 吴汉江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07-10 B

64 准确性 系统性 认知性和人文性——从物象词语
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义修订

吴汉江 克拉玛依学刊 2012-05-25 B

65 《汉语大词典》释义例证存在的问题——
以汉语物象词语为例

吴汉江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2012-04-28 B

66 汉语物象词语与比喻词汇化 吴汉江
聊城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02-01 B
67 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研究性教学的思考 吴汉江 林区教学 2012-01-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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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汉语物象词语初探 吴汉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1-10 B

69 高等教育中作业功能实施研究 谢昉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

2012-09-15 A
70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考论 许兴宝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2-12-05 B
71 词源禅语汇释 许兴宝 阴山学刊 2012-12-03 B

72 从阴抑苏黄到顾挹苏氏之余波——论叶梦
得早期贬素与后气血素的必然性

许兴宝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
报

2012-12-02 B
73 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 姚海 史学月刊 2012-06-15 A
74 关于列宁取道德国回国问题的研究 姚海 历史教学问题 2012-04-20 A
75 不要专制的“帝国文明” 叶文宪 探索与争鸣 2012-09-15 A
76 略论汉民族的形成于兼容并包的汉文化 叶文宪 历史教学问题 2012-06-15 A
77 试论公共外交主体与对象的多元性 袁成亮 理论界 2012-10-10 B

78 城市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研究
张明(外) 朱爱华 徐成华

(外)
科学出版社 2012-08-01 Z

79 《慎宜轩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的心性
修养与健康维护

张笑川 历史教学 2012-11-16 A
80 民初“清遗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笑川 兰州学刊 2012-09-10 B

81 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1911-1931）—
—以《郑孝胥日记》为中心

张笑川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2-06-20 B

82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
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笑川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
转载

2012-03-15 A

83 “朱门酒肉臭”解——兼谈“臭”字解法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赵川兵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1-12 B
84 “行歌”与“艳歌” 赵川兵 语文建设 2012-03-01 A
85 “三言”、“二拍”研究 朱全福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12-01 Z
86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士商对流”现象探析 朱全福 名作欣赏 2012-09-20 A

87 聪明反被聪明害——《三国演义》“杨修之
死”故事解读

朱全福 名作欣赏 2012-06-20 A
88 “三言”、“二拍”少女形象论 朱全福 人民论坛 2012-05-15 A
89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形象解读 朱全福 中国李白研究 2012-01-01 B
90 社会管理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教育 朱永涛 教育教学论坛 2012-08-15 B

9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
原则与实践

朱昭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12-09-15 B
92 日本的土地问题及其他 祝曙光 经济学家茶座 2012-09-15 B
93 艺伎经济学 祝曙光 经济学家茶座 2012-04-15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Crystal structure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novel Hf3Ni2Si3-type R3Co2Ge3
compounds (R=Y, Sm, Tb-Tm)

A. V. Morozkin(外) R.
Nirmala(外) 姚金雷 Y.
Mozharivskyj(外) O.
Isnard(外)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 2012-12-01 

*

2
Crystal structure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novel R3Co2.2Si1.8 compounds (R=Y,
Gd–Tm)

A. V. Morozkin(外) 姚金
雷 Y. Mozharivskyj(外)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 2012-08-01 

*

3
Magnetic structure of the La3NiGe2-type
Tb3NiGe2 and Mn5Si3-type
Tb5NixGe3&#8722;x (x = 0 and 0.3)

A. V. Morozkin(外) 姚金
雷 Y. Mozharivskyj(外) O.
Isnard(外)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2012-09-01 
*

11、数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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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magnetocaloric
effect of Sc2CoSi2-type Gd2CoSi2 and
Gd2CoGe2 compounds

A. V. Morozkin(外) 姚金
雷 Yu. Mozharivskyj(外) Intermetallics 2012-02-01 

*

5

Decoupling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Seebeck coefficient in the RE2SbO2
compounds through local structural
perturbations

Peng L. Wang(外) Taras
Kolodiazhnyi(外) 姚金雷
Yurij Mozharivskyj(外)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2-01-25 

*

6 有限族Lipchitz映射隐迭代序列的强收敛 陈伟旭(外) 郭伟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6-15 B
7 0-1动态数据的双向差分的模型构建 程毛林 统计与决策 2012-04-10 A
8 基于主成分回归模型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程毛林 运筹与管理 2012-02-25 A
9 数据拟合函数的加权最小二乘积分法 程毛林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2-02-23 A

10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通货膨胀水平的周期
变动分析与综合测定

程毛林 韩云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01 B
11 基于微分方程数值解的灰色预测建模 程毛林 韩云 系统工程 2012-04-28 A
12 氧化浓缩法制备SGOI材料 程新利 沈娇艳 潘涛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01 B

13 绝缘体上锗硅材料制备过程研究
程新利 王冰(外) 沈娇艳
唐运海 秦长发 潘涛

第十二届全国敏感
元件与传感器学术
会议论文集

2012-10-01 
E

14 对偶模型的巴黎型破产 董迎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3-01 B

15
Unilateral Counterparty Risk Valuation for
CDS Under a Regime Switching
Interacting Intensities Model

董迎辉 梁雪 王过京(外) Asia-Pacific
Financial Markets 2012-10-15 

B

16
THE DEPENDENCE OF ASSETS AND
DEFAULT THRESHOLD WITH
THINNING-DEPENDENCE STRUCTURE

董迎辉 王过京(外)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2012-03-15 

*

17 Golay3望远镜系统的倾斜误差 范君柳 王军 吴泉英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

2012-11-15 A

18 大型互联线性系统的输入-输出分散有限时
间镇定

傅勤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9-15 B

19 含非匹配互联项的一类大型互联非线性系
统的鲁棒全局实际镇定

傅勤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2012-07-15 
E

20 大型互联非线性系统的分散有限时间镇定 傅勤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2012-07-15 

E

21 一类分布参数系统的有限时间镇定 傅勤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2012-07-15 

E

22 Robust Global Practical Stabilization of a
Class of Affine Nonlinear Systems 傅勤

Proceedings of the
2012 24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2-05-15 

*

23 大型互联区间线性系统的鲁棒稳定性 傅勤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3-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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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n p-measures of asymmetry for convex
bodies 国起

Advances in
Geometry 2012-06-01 *

25 Dynamics of quantum entanglement in
reservoir with memory effects

郝翔 沙金巧 孙坚 朱士群
(外)

Communication in
Theoretical Physics 2012-01-15 *

26
ENHANCED QUANTUM
TELEPORTATION IN NON-MARKOVIAN
ENVIRONMENTS

郝翔 朱士群(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2012-09-11 
*

27
Half-Metallic Ferromagnetism via the
Interface Electronic Reconstruction in
LaAlO3/SrMnO3 Nanosheet Superlattices

侯芳 蔡田怡(外) 雎胜(外)
沈明荣(外) ACS Nano 2012-09-17 

*

28 Differential polynomianls generated by
solutions f''+A(z)f=F 黄志刚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2012-06-15 

*

29
Some oscillation results of higher-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meromorphic coefficients

黄志刚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2012-03-10 

*

30
Relation between small functions with
differential polynomials generated by
solutions of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黄志刚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2012-01-20 

*

31
An Uncertain Chance-Constrained
Programming Model for Empty Container
Allocation

蒋光洁 INFORMATION 2012-12-13 
B

32 如何引导新生更快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蒋光洁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10-01 B

33 液体内电场对折射率的影响
蒋轲(外) 袁朋朋(外) 许浩
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5 B

34 Asymmetry of Convex Bodies of Constant
Width 金海林(外) 国起

Discrete &
Computational
Geometry

2012-06-01 
*

35 Convergence theorems for nonself
asymptotically nonexpansive mappings 阚绪周(外) 郭伟平 应用数学 2012-07-15 A

36 Strong convergence for two asymptotically
quasi-nonexpansive mappings 雷晶(外) 郭伟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6-15 B

37 区间有理Bezier曲线的降多阶逼近 李涛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9-15 B

38 基于两次金融危机的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指数定量分析

李玮玲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1 B
39 数学师范专业“师范性”评价实证分析 李玮玲 数学教学研究 2012-02-29 B

40 对高等数学阶段双语教学的思考 李晓南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
报

2012-01-01 B

41
On a Reduced Form Credit Risk Model
with Common Shock and Regime
Switching

梁雪 王过京(外)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2012-08-15 
B

42 水浴沉积法制备硫化镉薄膜的初步研究 林健敏等(外) 李建康 红外 2012-11-15 B

43 在LaNiO_3衬底上（Pb,La）TiO_3铁电薄
膜的制备和研究

刘兴(外) 赵帮岭(外) 李建
康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08 B

44 环面形稀疏孔径的研究
柳军(外) 王军 吴泉英 范
君柳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

2012-11-10 A

45

Hydrostatic pressure influence on
magnetic phase diagram and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SrTcO3 from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马春兰 臧涛成 王晓丹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2012-0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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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Comparison of the structural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ground-state SrTcO3 and
CaTcO3 from first principles

马春兰 周通(外)
Physica B: Physics
of Condensed
Matter

2012-01-15 
*

47 Fabrication of Ferromagnetic Ge Quantum
Dots Material 马锡英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8-03 *

48 The magnetic properties of Gd doped ZnO
nanowires 马锡英 Thin Solid Films 2012-06-07 *

49 The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dilute
magnetic GeSi:Mn, quantum rings 马锡英

J. Materals
Science 2012-12-11 *

50 Observation the Op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ZnS and Mn-Doped ZnS Nanoparticles

马锡英 Jingwei Song(外)
Zhangshen Yu(外)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hot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May 21- 23,
Shanghai, China

2012-08-02 

*

51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rare earth Gd
doped ZnO nanocrystals 马锡英 Zui Wang(外)

Materials Science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2012-05-03 
*

52 The Fer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Ge
Magnetic Quantum Dots Doped With Mn 马锡英 Zui Wang(外)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12-03-01 *
53 非均匀介质透射波Goos_Hanchen位移的研究 毛红敏 红外与激光工程 2012-11-25 A

54
Goos–H&auml;nchen shifts of the reflected
waves from the inho-mogeneous slab with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dex transition layer

毛红敏 臧涛成 孙坚 潘涛
徐国定

physica status
solidi 2012-04-01 

*

55 A FAMILY OF CHROMATICALLY
UNIQUE K4-HOMEOMORPHS 彭燕玲

ARS
COMBINATORIA 2012-05-18 *

56 一类K4同胚图的色唯一性 彭燕玲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

2012-01-18 A

57 磁控溅射生长Cu薄膜的AFM三维表面形貌
研究

沈娇艳 唐运海 程新利 秦
长发 潘涛 王冰(外) 王文
襄(外)

第十二届全国敏感
元件与传感器学术
会议论文集

2012-10-01 
E

58 关于高等数学教学的几点认识 沈菁华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2-11-15 B
59 A new definition of topological pressure 沈菁华 王娟(外) 苏州大学学报 2012-10-10 B

60 Entropy for flows on non-compact set 沈菁华 赵云(外)
Open Systems &
Information
Dynamics

2012-06-06 
*

61 Golay6结构径向平移误差分析 沈婷婷(外) 吴泉英 范君柳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

2012-09-10 A

62 两族非自映射的不动点收敛定理 宋传静(外) 吴健荣
扬州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05-28 A

63
The discrete degree of metric spaces and
the Lipschitz-continuity of distance
transforms

苏郇立 郭进峰 国起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2012-04-01 

*

64 Repulsive and attractive Casimir forces
between magnetodielectric slabs 孙坚 花修坤(外) 高雷(外) 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s 2012-09-01 *

65 磁控溅射制备纳米银薄膜的微结构及光学
常数研究

唐运海 沈娇艳 程新利 秦
长发 潘涛 王冰(外) 王文
襄(外)

第十二届全国敏感
元件与传感器学术
会议论文集

2012-10-31 
E

66 渐进多焦点眼用镜片的个性化设计
唐运海 吴泉英 钱霖(外)
刘琳(外) 光学精密工程 2012-12-0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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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共相位望远镜阵列的光束耦合问题研究
王福亮(外) 吴泉英 范君柳
钱霖(外) 中国激光 2012-06-06 *

68 利用空域滤波虚光栅叠栅法提取干涉图波 王军 陈磊(外) 吴泉英 中国激光 2012-05-01 *

69 基于短相干光干涉的平行平板型光学元件
面形测量

王军 陈磊(外) 吴泉英 臧
涛成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

2012-12-01 A

70 基于反射光谱的景观水体表观质量的测量
研究

王军 黄勇 吴泉英 潘杨 范
君柳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

2012-11-10 A

71 带常利率相依风险模型的有限时破产概率 王开永 林金官(外)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11-15 A
72 随机和的和的分布 王开永 戚文文(外) 高等数学研究 2012-01-15 B

73
Precise large deviations for widely orthant
dependent random variables with
dominatedly varying tails

王开永 杨洋(外) 林金官
(外)

Frontiers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2012-09-15 
*

74
On a set of orthogonal polynomials
associated with a quantized physical
model

王开永 虞国富(外)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12-03-01 
*

75

Effects of Ce3+ energy level structure on
the absorption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Ce-doped YAlO3, Y3Al5O12
and LaAlO3 single crystals

王晓丹 毛红敏 马春兰 徐
军(外) 曾雄辉(外)

Chinese Optics
Letters 2012-07-10 

*

76 Nd:Lu3Al5O12晶体光谱与激光性能研究
王晓丹 徐晓东(外) 王静雅
(外) 马春兰 徐军(外) 中国激光 2012-05-16 *

77 推广的第一积分中值定理的逆问题及其渐
进性

吴健荣 谷建胜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8-15 A

78 模糊Choquet积分的性质与Minkowski型不
等式

吴健荣 蒋诚刚(外)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12-20 A

79 Relations among convergence concepts of
uncertain sequences 吴健荣 夏阳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2-09-01 *

80 Demonstration of the Golay3 multiple-mirror
telescope with a spherical primary mirror 吴泉英 钱霖(外) Optics and Laser

Technology 2012-01-10 *

81 渐进多焦点眼用镜片的主曲率差优化设计
方法

吴泉英 唐运海 钱霖(外)
刘琳(外) 光学学报 2012-06-10 *

82 Repulsive Casimir force between
gyroelectric slabs

徐国定 孙坚 臧涛成 毛红
敏 潘涛

Applied physics A 2012-02-10 *

83
Suppression of antiferromagnetic
interactions through Cu vacancies in Mn-
substituted CuInSe2 chalcopyrites

姚金雷 Carl D.
Brunetta(外) Jennifer A.
Aitken(外)

Journal of Physics-
Condensed Matter 2012-01-26 

*

84 Crystal structure and magnetism of Gd5-
xEuxGe4

姚金雷 Peng L. Wang(外)
Yurij Mozharivskyj(外)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2-09-05 *

85
Electron-deficient Eu6.5Gd0.5Ge6
intermetallic: a layered intergrowth phase
of the Gd5Si4- and FeB-type structures

姚金雷 Peng Wang(外)
Yurij Mozharivskyj(外)

Inorganic
Chemistry 2012-03-05 

*

86
Tuning magnetic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s
through valence electron concentration in the
giant magnetocaloric Gd5-xEuxGe4 phases

姚金雷 Peng Wang(外)
Yurij Mozharivskyj(外)

Chemistry of
Materials 2012-02-14 

*
87 幂集上开启算子的结构 于丽娟(外) 国起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6-01 B

88 用杂交技术制备厚膜_架起了溶胶-凝胶与传
统陶瓷制备工艺之间的桥梁(英文) 张红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08 B

89

Impedance spectroscopic characterization
of fine-grained magnetoelectric
Pb(Zr0.53Ti0.47)O3–(Ni0.5Zn0.5)Fe2O4
ceramic composites

张红芳 Chee-Leung
Mak(外)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2-0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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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高校线性代数教学的改革与实践探索 张秀伟 赤峰学院学报 2012-04-10 B

91 溶胶-凝胶法制备BST/MgO复合陶瓷的结构
研究

赵帮岭(外) 刘兴(外) 李建
康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16 B

92 Remarks on two finite families of
asymptotically nonexpansive mappings 周洁(外) 郭伟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9-15 B
93 7维二步幂零李代数的分类 朱爱静(外) 任斌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2-02-15 B

94 石墨烯薄膜的化学气相法制备及光、电特
性研究

组丰硕(外) 王滩(外) 石岩
(外) 朱峰(外) 张浩(外) 董
洁雯(外) 丁澜(外) 马锡英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20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2011年澳网半决赛和决赛李娜技术指标统
计分析

蔡治东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
学报

2012-10-15 B
2 2011年李娜澳网法网温网竞技分析 蔡治东 体育文化导刊 2012-03-23 A
3 第14届游泳世锦赛竞技实力分析 蔡治东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2-02-15 B
4 江苏省高校学生篮球裁判能力培养研究 李建龙 鸡西大学学报 2012-08-15 B
5 后奥运时期我国三大球成绩滑坡原因初探 李宁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2-11-15 B

6 试论控制理论与体育课堂教学管理 李宁
体育世界（学术
版）

2012-09-20 B

7 2010-2011赛季NBA总决赛常规技术指标对
比分析

李宁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
学报

2012-04-25 B
8 苏州市城市体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举措研 孟祥波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2-12-20 B

9 “闪动法”在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教学中的实
验研究

彭飞 当代体育科技 2012-10-15 B
10 论新舞龙规定套路对体教男生心肺功能的影响 彭飞 湖北体育科技 2012-08-15 B
11 竞技舞龙运动中龙头技术初探 彭飞 运动 2012-06-08 B
12 健身环境对群众体育锻炼者参与行为的影 孙锡杰 博击武术科学 2012-10-28 B
13 国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 汤际澜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2-11-15 A
14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 王生贵 博击体育论坛 2012-10-18 B
15 NBA劳资纠纷产生的二维观 王生贵 当代体育科技 2012-01-15 B

16 苏州市体育产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吴谋林 运动 2012-09-05 B

17 深圳大运会75枚金牌的冷思考 吴谋林 辽宁体育科技 2012-06-15 B

18 苏州社区休闲体育服务体系的现状及建设 武波 辽宁体育科技 2012-10-15 B

19 城市社区休闲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学
审视

武波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
报

2012-06-15 B

20 瑜伽练习对中年女性身体素质的影响 尹亚晶 四川体育科学 2012-04-15 B

21 Cultural Influence of Beijing Olympic
Games

尤来菊
World Academic
Press

2012-04-16 *

22 高校普通学生运动队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
究

绽小霞 湖北体育科技 2012-09-14 B

23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张宏伟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11-29 A

24 以运动服装为主营业务的体育用品制造业
上市公司业绩评价--基于DEA视窗分析方法

张宏伟 体育科学 2012-02-15 A

25 分级递增负荷强度训练与血红蛋白含量变
化研究

张燕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3-15 B

26 当代中国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创新发
展——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周小林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2-08-15 B

12、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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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历史变迁
（1949-2010）

周小林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2-02-15 B

28 第16届世锦赛中国男篮参赛情况分析 周小林 运动 2012-02-15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基于流通数据的图书采访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 顾永时 图书与情报 2012-04-15 
A

2 建立人事档案管理中心可行性研究及其法
律探索

过言之 兰台世界 2012-01-12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Study of the Anisotropic Properties of
Argillite Under Moisture and Mechanical
Loads

Diansen Yang(外) Serge
Chanchole(外) Pierre
Valli(外) 陈留凤

Rock Mech Rock
Eng. 2012-06-03 

*

2  基于虚功原理的一类刚架结构的受力分析 鲍四元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2-08-23 
B

3 探究一道高考数学题 鲍四元 考试周刊 2012-05-01 
B

4 多铰链刚体系平衡问题的求解方法 鲍四元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2-02-09 B

5 Hamilton体系下中厚板静力弯曲和自由弯曲
振动问题的一类模型及通解

鲍四元 邓子辰(外) 动力学与控制学报 2012-06-04 B

6 基于MTS-OpenFresco的单榀钢框架抗震混
合试验技术初探

蔡新江 田石柱 贾红星(外)

第三届“土木工程结
构试验与检测技术
暨结构实验教学”研
讨会论文集

2012-08-07 

E

7
Research on combined numerical integral
algorithms in structure seismic hybrid
testing

蔡新江 田石柱 王晓峰(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5-08 

*
8 团体辅导在大学新生班级管理中的应用探 曹冬冬 《教育教学论坛》 2012-08-10 B
9 浅谈和谐师生关系对学风建设的影响 曹冬冬 《科技资讯》 2012-06-29 B

10 桥梁管理系统与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
融合

常军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12-26 B

11 基于波折开孔钢板连接件的组合梁受力性
能试验研究

陈建兵 万水(外) 尤元宝
(外) 赵文娟(外) 建筑结构 2012-10-15 A

12
Investigations on serviceability control of
long-span structures under human-
induced excitation

陈鑫 丁幼亮(外) 张志强
(外) 孙鹏(外) 李爱群(外)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Vibration

2012-03-01 

*
13 完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有效途径 陈琰 韩晓庆(外) 学周刊 2012-11-05 B

14 角钢桁架型钢混凝土梁纯扭性能试验研究
成健(外) 邵永健 陈宗平
(外) 刘峰(外)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08-25 A

15 自行车CA模型的元胞长度动态修正 邓建华 计算机工程 2012-02-12 A

16 震后城市地震动场快速评估方法-以福州盆
地为例

丁海平 卜超鹏(外) 杨朝辉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
动

2012-02-28 A

13、图书馆

14、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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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断层向爱芳地壳分层结构对地震动模拟结
果的影响研究

丁海平 于彦彦(外) 王进
(外)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
动

2012-12-21 A

18 基于双剪屈服准则钢筋混凝土轴对称圆球
壳有矩理论的极限分析

范存新 唐和生(外) 陈家瑾
(外)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08-30 A

19 薄板混凝土组合截面部分外包组合柱（弱
轴）滞回性能足尺试验研究

方有珍 顾强 申林(外) 马
吉(外) 陆佳(外) 建筑结构学报 2012-04-15 *

20 薄壁钢板组合截面PEC柱（强轴）滞回性
能试验研究

方有珍 陆佳(外) 马吉(外)
孙国华

土木工程学报 2012-04-15 *
21 四角锥网架与抽空四角锥网架结构性能对 房亮 淮阴工学院学报 2012-02-15 B
22 某柴油机房楼板振动分析及减振加固 冯超(外) 邵永健 工程质量 2012-03-10 B

23 基于粗糙集和合理变权的公路网节点重要
度测算方法

冯焕焕 公路工程 2012-04-25 A
24 基于云理论的公路网交通适应性评价方法 冯焕焕 朱从坤 公路工程 2012-02-20 A

25 VISSIM在道路改造方案交通运行质量评价
中的应用

冯焕焕 朱从坤 邓建华 交通科技与经济 2012-01-10 B

26 政府投资适度规模的判定——以苏州为例 高荣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
技

2012-11-25 B
27 政府投资过度的成因与后果分析 高荣 商业时代 2012-01-20 A
28 三面受火型钢混凝土柱耐火性能有限元分 高伟华(外) 毛小勇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12-02 A

29 Infinitesimal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l for a generalized Birkhoff system 葛伟宽(外) 张毅 Acta Phys Sin 2012-07-25 *

30 轻型钢结构技术规程 顾强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

2012-12-01 Z

31
Excitation effect of soluble glass on
composite system wtih calcined coal
gangue and slag

韩静云 宋旭艳 郜志海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5-25 

*
32 锰铁合金烟气灰潜在活性激发与评价 韩静云 宋旭艳 郜志海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3-20 B

33 掺加石灰石煅烧煤矸石及其在水泥水化过
程中的作用机理

韩静云 张伟(外) 宋旭艳
郜志海

材料导报 2012-07-25 A

34 钢筋混凝土井管 胡恒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
社

2012-05-25 Z

35 Partnering模式定义辨析与比较研究 姜保平 师东河(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12-01 B

36 在建工程抵押估价的成本法研究 金建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12-01 B

37 在建工程抵押估价的假设开发法研究 金建清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1-30 B

38 弯矩分布模式对约束pec柱抗火性能的影响 金晓飞(外) 毛小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30 B
39 钢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分析 李成(外) 顾强 科技通报 2012-06-01 B

40 有速度脉冲的近场地震下中心支撑钢框架
抗震性能评估

李良伟(外) 顾强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6-01 B

41
Experiment on the Hysteretic Behaviors of
Light-weight Steel Portal Frame with
Tapered Members

李启才 王振山(外) 苏明周
(外) 邵雪超(外) 申林(外)

ADVANCES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INNOVATION

2012-01-02 

*
42 “交通系统分析”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探索 李燕 中国电力教育 2012-09-01 B

43 基于模糊随机变量不同概率分布的基坑稳
定性分析

廖瑛 王月香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12-20 A
44 悬臂式基坑支护结构嵌固深度的模糊概率分析 廖瑛 伍凯(外) 工业建筑 2012-02-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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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Study on fuzzy reliability of the gravity
retaining and protecting structure for
fundation pit

廖瑛 夏海力 刘旭(外) 王
灿(外)

Progress in Civil
Engineering 2012-05-25 

*
46 村镇住宅建筑材料选择与性能测试标准 刘凡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2-12-01 Z
47 多元统计分析在在矿井断层预测中的应用 刘颖鑫(外) 孙洪泉 中国煤炭地质 2012-08-25 B

48 Birkhoff系统Lie对称性逆问题的两种提法和
解法

龙梓轩(外) 张毅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5-15 A

49 非自治广义Birkhoff系统的Poisson理论 龙梓轩(外) 张毅
扬州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02-15 A
50 改进蚁群算法在材料销售商选择中的应用 吕玉惠 俞启元 财会月刊 2012-04-20 A

51 基于多层体系结构的交通系统多分辨率仿
真架构研究

马健(外) 张丽岩 物流科技 2012-10-01 B

52 三面受火小偏压SRC柱耐火极限试验
毛小勇 李丽丽(外) 高伟华
(外) 徐悦军(外)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
报

2012-01-30 *

53 标准升温下轴向约束PEC柱耐火极限及影
响因素分析

毛小勇 满建政(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6-30 B

54 约束PEC柱轴力变化及影响因素
毛小勇 满建政(外) 金晓飞
(外)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12-05-30 A

55 标准升温条件下pec柱耐火极限理论分析与
简化计算

毛小勇 徐悦军(外) 行盼娟
(外)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2012-02-28 A

56 十字形截面型钢混凝土异形柱抗火性能分 毛小勇 赵月(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12-01 B

57 填充墙框架结构简化计算方法探讨 皮淑萍(外) 唐兴荣
淮海工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6-25 B
58 薄钢板剪力墙结构水平反复荷载试验研究 邵建华(外) 顾强 土木工程学报 2012-09-01 A

59 三层钢框架－薄钢板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
试验

邵建华(外) 顾强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9-01 A

60 基于屈服点谱法的中心支撑钢框架抗震性
态评估

邵建中(外) 顾强 沈建超
(外)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10-01 A

61 门式刚架结构整体弹塑性时程分析
邵雪超(外) 李启才 苏明周
(外)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06-01 A

62 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剪切粘结性能研
究

佘热兵(外) 邵永健 翁晓红
白明杰(外)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06-25 A

63 苏州古城区交通拥堵成因分析以及治理策 师桂兰 邓建华 朱从坤 交通科技与经济 2012-04-12 B
64 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策略探讨 师桂兰 李燕 城市公共交通 2012-01-28 B

65 苏州现有框架墙体填充材料的调查报告
史翔(外) 吴青青(外) 张莹
(外) 陆承铎

江苏建筑 2012-10-31 B

66 Study of complex chemical activator on
activation effect of calcined coal gangue 宋旭艳 韩静云 郜志海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1-24 *

67 石场尾矿砂用作混凝土细集料的试验研究 宋旭艳 韩静云 向祚铁(外) 非金属矿 2012-11-20 A

68 半刚接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滞回性能的
有限元分析

孙国华 顾强 何若全 方有
珍

土木建筑与环境工
程

2012-10-01 *

69 基于能量反应谱抗弯钢框架结构的能量计
算

孙国华 顾强 何若全 方有
珍

土木工程学报 2012-05-01 *

70 半刚接钢框架内填RC墙结构宏观有限元模
型

孙国华 顾强 何若全 方有
珍 申林(外) 工程力学 2012-02-01 *

71 近断层地震作用下钢板剪力墙结构基于
MECE谱的性态设计方法

孙国华 顾强 何若全 杨文
侠(外) 建筑结构学报 2012-05-01 *

72 A Practical MATLAB Program for
Multifractal Interpolation Surface 孙洪泉

2012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Computation

2012-0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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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The Theory of Fractal Interpolated Surface
and Its MATLAB Program 孙洪泉

2012 IEEE
Symposium on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2012-06-24 

*

74
The Influence of the Coarse Aggregate
Size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孙洪泉 丁俊(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7-27 

*

75
 Research on Influences of the Coarse
Aggregate Size on the Cracks of the
Reinforced Beam

孙洪泉 丁俊(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6-12 

*

76
Influence of corrosion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zinc phosphate steel fiber and
cement

孙敏 闻荻江(外) 王红卫
(外)

MATERIALS AND
CORROSION 2012-01-01 

*

77 高层建筑转换层结构设计与施工（第二
版）

唐兴荣 参编80.8万字 已
署名；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2012-09-10 Z

78 带竖缝砌体填充墙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
震性能的试验研究

唐兴荣 刘利花(外) 周振轶
(外) 杨亮(外) 建筑结构学报 2012-10-05 *

79 不同构造措施的砌体填充墙框架结构抗震
性能的试验研究

唐兴荣 杨亮(外) 刘利花
(外) 周振轶(外) 建筑结构学报 2012-10-05 *

80 多层砌体填充墙框架结构抗震性能的试验
研究

唐兴荣 周振轶(外) 刘利花
(外) 杨亮(外) 建筑结构学报 2012-11-05 *

81 区域开发中工业用地利用的全寿命周期管 田鹏许 周云 工程管理年刊2012 2012-08-30 E

82 Study on Hybrid Simulation Technique with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田石柱 贾红星(外) 蔡新江

EACS 2012 – 5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Control

2012-05-08 

E

83 结构动力特性实验教学的新型动力加载方
法

田石柱 王大鹏 蔡新江

第三届“土木工程结
构试验与检测技术
暨结构实验教学”研
讨会论文集

2012-08-07 

E

84 机器鱼自主游动中变形体耦合动力学的数
值研究

万宏(外) 蒋明 机械工程学报 2012-08-05 A

85
Setup and application of a structural
seismic hybrid simulation system on local
area network

王大鹏 田石柱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English
Edition)

2012-09-27 

A

86 Pseudo-Dynamic Testing Method Based
on External Displacement Control 王大鹏 田石柱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8-10 *

87 工科院校专业英语（ESP）课程的教学改革
和实践

王嘉航 教育教学论坛 2012-09-10 B
88 圆环滚动时摩擦力的分析 王嘉航 淮阴工学院学报 2012-02-08 B

89
理工科新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调查与思考
—以苏州科技学院土木学院2011级新生为

王珏 曹冬冬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学报

2012-11-01 B

90  A new approach for vertical impedance in
radially inhomogeneous soil layer

王奎华(外) 杨冬英
Z.Q.Zhang(外) Leo Chin
Jian(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12-0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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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periment research of the lateral
properties and density variation of loess
subgrade to dynamic compaction for
mountainous highway

王月香 廖瑛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8-20 

*

92
 Analysis of the solidification reaction in
solidified sludge matrices based on water
content

王月香 廖瑛 丁建文(外)
Meteor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2-08-10 
B

93 基于含水率的固化污泥基质体中固化反应
的分析

王月香 廖瑛 丁建文(外) 安徽农业科学 2012-07-20 A

94 单层单跨变截面轻型门式刚架拟静力试验
研究

王振山(外) 苏明周(外) 李
启才

土木工程学报 2012-07-05 A

95 SRC-RC转换柱抗震性能的试验研究
吴健(外) 邵永健 薛建阳
(外) 伍凯(外) 建筑技术 2012-05-15 B

96 Numer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Spatial Concrete Frames after Fire

夏敏 余江滔(外) 陆洲导
(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8-10 *

97 基于纤维模型的受火后混凝土框架的有限
元分析

夏敏 余江滔(外) 陆洲导
(外) 向怡宁(外)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2012-02-15 A

98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Concrete
Frames after Fire with Fiber Model

夏敏 余江滔(外) 陆洲导
(外) 张力文(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08-22 *

99 中澳欧风荷载规范的对比研究 夏瑞光(外) 范存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01 B

100 豫北某县农村房屋抗震性能分析 夏瑞光(外) 范存新 河北工业科技 2012-01-30 B

101 有速度脉冲的近场地震下偏心支撑钢框架
抗震性态评估

肖俊俊(外) 顾强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6-01 B

102 利用角钢塑性耗能的自复位梁柱连接节点
抗震性能研究

闫二伟(外) 李启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01 B

103 薄壁钢板组合截面PEC柱抗震性能的试验
研究

杨文侠(外) 方有珍 顾强
孙国华 马吉(外) 工程力学 2012-08-15 *

104 Y 形偏心支撑钢框架的地震反应折减系数和
超强系数

杨文侠(外) 顾强 宋振森
(外) 李东(外) 方有珍

工程力学 2012-10-01 *

105 表面改性氧化铝分体在丙酮中的电泳沉积
研究

游常 张兆泉(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3-01 B

106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gration
Cost Dynamic Mode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俞启元 仇皓月(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6-14 

*

107 基于系统集成理论的施工项目成本运动模
型研究

俞启元 吕玉惠 财会月刊 2012-12-08 A

108 基于价值网的建筑施工企业供应链协同模
型研究

俞启元 吕玉惠 建筑经济 2012-02-24 A
109 建筑施工企业供应链协同信息管理系统研 俞启元 吕玉惠 张尚 建筑经济 2012-09-26 A
110 施工项目进度成本集成计划和控制方法研 俞启元 吕玉惠 张尚 建筑经济 2012-07-26 A

111 倒L形型钢混凝土梁扭转刚度分析及强度计
算

张健(外) 邵永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09-15 B

112 基于粒计算的物流节点选址理论建模 张丽岩 马健(外) 物流科技 2012-09-01 B

113 A Novel Meso-dynamic Simulation Model
of Traffic Flow 张丽岩 马健(外) RSETE 2012 2012-06-01 *

114 工程分包与分包商管理问题研究 张尚 建筑经济 2012-09-30 A

115 粉煤灰-矿粉-水泥胶凝体系的高效复合早强
剂研制

张小伟 肖瑞敏 张雄(外) 建筑材料学报 2012-04-01 *

116 Symmetry of Birkhoffians and conserved
quantity for a relativistic mechanical system 张毅 Acta Phys Sin 2012-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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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An inverse problem of a nonholonomic
non-conservative mechanical system in
phase space

张毅 Acta Armamentarii 2012-05-15 
*

118 广义Birkhoff系统的Bertrand定理 张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12-15 B

119
Fra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f motion
in terms of combined Riemann-Liouville
derivatives

张毅 Chinese Physics B 2012-08-15 
*

120 Fra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f motion
in terms of Riesz fractional derivatives 张毅

Taansaction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2-07-15 
*

121
Method of Jacobi last multiplier for solving
dynamics equations integration of
generalized classical mechanics system

张毅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2012-04-15 

*

122 积分二阶线性非完整力学系统的最终乘子
法

张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3-15 B

123 简支组合管桁架的试验研究
赵宝成 陶涛(外) 姚江峰
陈旭东(外)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2-04-01 A

124 Stdudy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Y-
Eccentrically Braced Steel Frames Links 赵宝成 于安林

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eel
Structures

2012-04-12 

E

125 Y形偏心支撑耗能段长度对结构抗震性能的
影响

赵宝成 于安林 沈淼(外)
李仁达(外)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01-01 A

126 钢管混凝土柱与桁架穿芯螺栓端板式连接
节点试验研究

赵宝成 朱浩(外) 何若全
顾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02-01 A

127 汶川地震中高原大桥落梁破坏分析 赵闯(外) 丁海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12-20 B

128 高层建筑防火救灾逃生难点的客观要求与
迫切性

周云 今日科苑 2012-09-23 B
129 关于高层正在小区消防安全管理的调查分 周云 领导科学 2012-07-02 B

130 房地产经纪概论（第2版）
周云 参编12.3万字 已署
名；  高荣 参编15.0万字
已署名；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02-20 Z

131 房地产经纪实务（第2版）
周云 参编36.4万字 已署
名；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08-10 Z

132 Nume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hield tunneling to adjacent loaded piles 朱逢斌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07-17 *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美国野牛》的商业伦理思想 蔡隽 外国文学研究 2012-06-25 A
2 试论大学生流行语的形成原因 曹顺娣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2-09-30 B
3 对大学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培养的再思考 陈辉 中国电力教育 2012-03-01 B

4 龙年话“龙” 陈辉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
研究

2012-02-20 A
5 试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英美文学渗透 陈妍 海外英语 2012-09-10 B
6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多萝西 格林 陈振娇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2012-09-14 B

15、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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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解读《翻译》中的三种“认知暴力” 陈振娇
戏剧：中央戏剧学
院学报

2012-03-30 A

8 新“挪亚方舟”的故事 陈振娇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
报

2012-03-25 A
9 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 邓漪涟(外) 张顺生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2-06-01 B
10 《京华烟云》中男性人名的音译与意译 丁静 高珍 科技信息 2012-09-05 B

11 《京华烟云》中女性人名的音译与意译 丁静 高珍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
报

2012-07-10 B

12 五四时期马克思的翻译 丁静 高珍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
报

2012-06-10 B
13 口译短时记忆训练方法实证探索 段燕 王文宇(外) 当代外语研究 2012-11-15 B

14 汉英交替口译非流利性原因的文本分析及
建议

段燕 王文宇(外)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2-08-01 B
15 年龄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 费珺 海外英语 2012-08-15 B

16 改革后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反拨效应实证
研究

高珍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
报

2012-05-16 B
17 通过 文化移情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高珍 丁静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07-15 B
18 口头作文：大学英语教学的新视野 高忠信 英语教师 2012-02-25 B

19 以《欧洲文化入门》为内容依托的大学英
语教学

龚金莲 考试周刊 2012-07-17 B

20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改革-以苏州科技学院
为例

韩涛 新课程研究 2012-12-15 B
21 经济思想 何慈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6-01 Z
22 以内容为依托的双语教学模式探索 洪梅 时代教育 2012-11-08 B
23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语调表义功能 胡倩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12-11-01 B

24 “反者道之动”——毛姆小说中主人公人性觉
醒历程剖析

吉兆荣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06-25 B

25 符号学视角下商业广告翻译研究 吉兆荣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
报

2012-03-01 B
26 日语“连接语”与文章逻辑顺序的相关性研究 蒋晓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01 B

27 多模态语篇在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的应用 金政红
大学英语（学术
版）

2012-09-30 B

28 母语在二语习得课堂中的正迁移 孔沛琳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

2012-01-25 B

29 沉默背后的交际意图—— 析《忆起了巴比
伦》

孔一蕾 当代外国文学 2012-07-15 A

30 突破文化认同的困境：评大卫·马洛夫的《
大世界》

孔一蕾 世界文学评论 2012-05-31 B
31 网络生态学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师知识建 李春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15 B
32 整合电子学档的翻译技能形成性评价 李丽 现代教育技术 2012-11-15 A
33 高校师生对CAT技术主观认知的调查分析 李丽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 2012-09-20 B

34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浅谈非英语专业
翻译教学

李丽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2-08-15 B
35 谷崎润一郎的初期审美意识 李韬瑾 文教资料 2012-08-15 B
36 大学英语词汇习得中的“注意”研究 林卫萍 中国校外教育 2012-09-30 B
37 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英语情况调查 刘芳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 2012-09-01 B

38 高校外语教师职业发展与培训的热点问题 刘芳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
践

2012-05-25 A

39 高校英语教师培训及职业发展需求的实证
研究

刘芳 杨婕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
报

2012-11-07 B

40 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查 刘芳 杨婕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
报

2012-10-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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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础阶段日语教学方法初探 刘凯 科教文汇 2012-11-10 B
42 对一则公益广告的“语气”系统分析 马敏霞 管理学家 2012-12-01 B
43 英语课堂中的听力理解与焦虑的实证研究 裴丽霞 蚌埠学院学报 2012-10-20 B

44 全局-局部阅读策略知识与英语阅读理解的
相关研究

裴丽霞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1-25 B

45 财政学
彭曦(外)  顾长江  韩秋燕

(外) 范丽香(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1-01 Z

46 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积极情感的产生与运用 彭艳 海外英语 2012-08-10 B

47 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探究

浦净净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12-05-20 B

48 经典重释与价值重估——“全国英语文学研
究高层论坛”评述

綦亮 外国文学研究 2012-10-25 A

49 加拿大少数族裔英语文学研究在中国：
1980-2010 綦亮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12-06-25 B

50 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论伍尔夫的文化
帝国主义

綦亮 国外文学 2012-05-25 A

51 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评芭芭拉.金索芙的
《罅隙》

綦亮 外国文学动态 2012-04-17 B

52 “极简主义”中的人文关怀：评雷蒙德.卡佛短
篇小说集《大教堂》

綦亮 名作欣赏 2012-04-01 A
53 观念视点和预设意图 秦建栋 语文学刊 2012-08-25 B

54 国際理解教育のサステナビリティ―総合学習の
おける国際理解教育の実態と今後の課題― 秦莉 一粒書房 2012-11-18 Z

55 “跨文化交际学”抑或“跨文化互际学”？ 任瑞 中国科技术语 2012-08-25 B

56 谁该赎罪？何以赎罪？——论《赎罪》的
伦理经纬

宋艳芳(外) 罗媛 外国文学研究 2012-02-15 A
57 《傲慢与偏见》中人性的体现 谈有花 海外英语 2012-06-08 B
58 大学出版社网站建设刍议 汤定军(外) 周福娟 出版参考 2012-11-05 B
59 大学出版社体制与机制改革的反思 汤定军(外) 周福娟 出版广角 2012-09-01 A

60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
学与区域经济发展

王琤 徐晓晴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30 B
61 信息环境下自主翻译学习的设计与实证分 王峰(外) 李丽 中国远程教育 2012-01-06 A

62
《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Rethinking
Education: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王宏(外) 王金华(外)  张顺

生

The McGraw-Hill
Education
Companies

2012-11-01 Z

63 基于角色与值的指称关系分析 王劼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
报

2012-07-20 B

64 转喻回指中的常规与非常规关系 王劼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2012-05-30 A
65 民办高校大学英语班内分组教学研究 王薇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2-06-01 B

66 心理动词研究概述 王云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
报

2012-06-25 B
67 《瓦尔登湖》的生态学理念解读 夏弘容 海外英语 2012-09-10 B
68 《秋颂》的美学价值赏析 夏弘容 海外英语 2012-08-10 B

69 90年代中国和俄罗斯专业设置调整的比较
研究

熊英 新课程研究 2012-12-08 B
70 美国商业电影片名中文翻译探究 徐骏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1-01 B

71  从合作原则和关联理论看喜剧电影中的幽
默言语

徐艳
《大学英语》（学
术版）

2012-09-30 B
72 论好莱坞动画电影对中国儿童成长的影响 许慧 科教文汇 2012-11-30 B
73 浅析大学新生英语学习习惯的培养 许慧 海外英语 2012-10-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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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意识形态影响解释体分析语篇探究 杨洪武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
报

2012-11-16 B
75 用事件域认知模型体验词汇的转喻 杨洪武 语文学刊 2012-08-05 B
76 情态动词“可以”的认知语法视角 杨洪艳 黑河学刊 2012-09-20 B
77 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汉语情态研究--以“要”为例 杨洪艳 考试周刊 2012-05-15 B

78 暗香浮动，曲径通幽——“意境”一词的文化
内涵及其新译

杨婳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2-03-01 B
79 《翻译理论综合案例教学》评介 杨婳 王丽(外) 张顺生 中国科技翻译 2012-08-15 A

80 《人大复印资料*中学外语教与学》（2007-
2011）载文分析

杨婳 张顺生 英语教师 2012-06-25 B

81 面子理论与大学英语课堂提问 杨婕
《大学英语》（学
术版）

2012-03-30 B
82 试论史蒂文斯诗歌中的“自然描写特征” 杨梅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2012-06-01 B
83 试论史蒂文斯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杨梅 仲颖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12-09-25 B

84 关于如何提高学生日语翻译能力的教学策
略探讨

杨晓嫱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
报

2012-03-15 B

85 新编英语句型句法全解 杨元兴(外) 江沈巨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2012-07-18 Z

86 学术论文摘要英译的个案研究 弋睿仙(外) 彭艳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
报

2012-12-10 B

87 对大学英语拓展课程研究性教学的研究与
实践

余祖英
大学英语（学术
版）

2012-09-30 B
88 刘洋完美诠释“妇女能顶半边天” 张顺生 大学英语 2012-09-01 B
89 也谈“Cabbages and Kings”的汉译 张顺生 中国翻译 2012-05-15 A

90 英语床头灯 幸福人生
张顺生 余芳等(学 刘兆香

孙育红 李丽 钱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12-09-01 Z

91 春回大地人精神 张顺生 朱含玮(外) 大学英语 2012-04-01 B

92 超越种族的女性关爱---评托尼.莫里森《慈
悲》

张晓锋 文学界 2012-10-26 B

93 亦秀亦豪腕挟风雷---从Jesperson的rank、
junction、nexus角度赏析张晓风的行文风格

张秀杰 海外英语 2012-05-20 
B

94 Language in Politics: Bush's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s 张知国

英语广场（学术研
究）

2012-10-15 B
95 云计算在大学英语网络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张知国 中国校外教育 2012-08-30 B
96 国内译界主体间性研究：现状、问题和前 赵诚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7-18 B

97 孤独的歌者：W.Whitman诗歌同性恋主题
探微——基于In Paths Untrodden个案研究

赵诚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2-06-18 B

98 从会话含义理论看《傲慢与偏见》中人物
对话的反讽特色

赵计梅 大学英语 2012-03-30 B
99 对话的本质、意义及其教学启示 支永碧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2-11-30 B
100 试论《呼啸山庄》中的女性哥特主义 仲颖 杨梅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2-07-15 B

101 认知视域中的指陈转喻 周福娟
扬州大学学报.社科
版

2012-09-30 B
102 词汇语用意义的认知理据 周福娟 外语学刊 2012-03-05 A
103 指称转喻：词汇语义的认知途径 周福娟  汤定军(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12-01 Z
104 高校贫困生“5E”思想教育疏导法刍论 周茹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2-10-30 B
105 高校贫困生帮扶体系建设新探 周茹 陕西教育（高教） 2012-10-28 B
106 中德教育体制对比浅析 周薇 赤峰学院学报 2012-07-25 B
107 英文信用证条件属性之语言分析 周一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2-11-25 B
108 商务英语合同的语用翻译 朱晓红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12-06-25 B

109 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
—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朱振武(外) 綦亮
上海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07-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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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论日本美的根源——以日本龙安寺石庭等
为中心

朱珠 作家 2012-08-28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交流 印象 思考——谈德国现代实验音乐乐
团的苏州音乐之旅

卞秀峰 音乐时空 2012-11-30 B

2 江南丝竹对中国扬琴艺术影响之探究 卞秀峰 音乐创作 2012-09-08 A

3 对扬琴叙事曲《香妃情》之解读与演绎 卞秀峰 黄河之声 2012-05-30 B

4 流动的书法与凝固的舞蹈——论舞蹈与书
法的相通相融性

陈菁 淮海工学院学报 2012-12-15 B

5 传统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相互交融——
析桑桐钢琴《随想曲》的创作手法

陈林 音乐创作 2012-03-01 A
6 论桑桐对半音化和声研究的贡献 陈林 黄河之声 2012-01-01 B
7 大学生管乐队基础训练探析 邓韬 大众文艺 2012-04-15 B
8 流行歌曲的大众审美心理 冯智全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18 B
9 琵琶演奏中的苏州评弹风格 龚瑛 大众文艺 2012-06-15 B
10 戈多夫斯基《爪哇组曲》解析 胡奇章 音乐创作 2012-08-08 A
11 谈如何提高高校计算机音乐教室的使用效 黄承箱 赵赟韵 大众文艺 2012-09-25 B
12 谈中小学音乐教师必备的计算机音乐知识 黄承箱 赵赟韵 黄河之声 2012-08-15 B
13 我国当代严肃音乐“出路问题”初探 黄祖平 大众文艺 2012-10-15 B

14 利盖蒂钢琴作品《莱切卡组曲》（Musica
ricercata）之四的音乐分析

黄祖平 黄河之声 2012-08-15 B

15 论多元文化架构下的地方音乐文化教育—
—以苏南地方音乐教育渗透为例

刘大巍 大舞台 2012-12-20 A

16 论吴歌的文学流变 刘大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9-15 B

17 歌唱艺术训练解析 刘大巍 歌唱艺术 2012-08-15 B

18 声乐教学中三“点”论 刘也愚 北方文学 2012-11-15 B

19 声乐教学语言的科学运用 刘也愚 黄河之声 2012-05-30 B

20 富有头声的歌唱 施敏 黄河之声 2012-05-30 B

21 关于声乐跨界演唱的两点思考 孙和安 黄河之声 2012-08-15 B

22 小议声乐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 孙和安 剧作家 2012-03-20 B

23 关于发声训练的几点意见 孙和安 剧作家 2012-01-20 
B

24 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的保护与传承 夏美君 大舞台 2012-12-20 A

25 歌唱声部问题释疑 夏美君 歌唱艺术 2012-06-15 
B

26 试析吴语文化架构下的吴地音乐艺术 夏美君 黄河之声 2012-05-15 
B

27 杨表正《弹琴杂说》中的琴学思想阐绎 俞飞 大舞台 2012-11-20 
A

28 求同存异——肖邦两首钢琴叙事曲的比较 赵赟韵
音乐艺术：上海音
乐学院学报

2012-12-08 A

16、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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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分类

29 论拉赫玛尼诺夫《交响舞曲》的双钢琴奏
法

赵赟韵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05-18 B

30 双钢琴之旅——拉赫玛尼诺夫作品45《交
响舞曲》演奏札记

赵赟韵 钢琴艺术 2012-02-01 
B



      苏  州  科  技  学  院  2012  年  度  科  研  成  果  目  录  汇  编                       

 45 

序号 所属机构 获奖成果 获奖者 奖励名称 奖励单位 获奖日期

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苏州市移动地理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胡伏原,董兴法,肖金球,
袁铭,吴宏杰,杨朝辉

2012中国地理信息科技进步
三等奖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协会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

2012/10/10

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金属履带式高速连续拉拔机 肖金球
2011年度苏州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2/8

3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凹凸棒石粘土高值化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应用

陈志刚
201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2012/9/25

4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热电固废制备阻燃与环境功能材料关键
技术研发及   其应用

董延茂
2012江苏省建设科学技术二
等奖

江苏省建设厅 2012/12/3

5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OLED关键原材料三苯胺及其衍生功能材
料研发

王筱梅
201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技术发明三等奖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2012/10/26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理论与苏州实践 陈亢利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5

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镇污水生物脱氮除磷新工艺（BICT）
的技术及装备

黄勇,潘杨,李勇,袁怡,李
大鹏,李学艳,李祥，袁
砚，肖金球

2012年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二
等奖

住建部 2012/12/28

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利益博弈视角下的区域规划转型 李广斌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1/29

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型人工强化湿地处理分散型农村生
活污水新工艺研究

沈耀良 徐乐中 王建芳 金
龙

2012年度江苏环境保护科学技

术三等奖
江苏省环保厅 2012/7/4

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都市森林植被三维绿量计测及三维表达 张序
2012中国地理信息科技进步
二等奖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协会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

2012/10/10

1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江南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集约利用
的对策研究

丁金华
2012江苏省建设科学技术三
等奖

江苏省建设厅 2012/12/2

1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论我国乡村规划的合法实施策略 范凌云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1/28

1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老厂房改造再利用特点与意义 居晴磊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1/28

二、科研成果、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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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常熟科技城科技商务楼
邱德华,殷新(外),胡莹,
董志国,陆进良

2012年江苏省城乡建设系统
优秀勘察设计三等奖

江苏省建设厅 2012/12/24

1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论“两规”冲突的体制根源——兼论地
方政府“圈地”的内在逻辑

王勇*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1/14

1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市区慢行系统布局规划研究 王雨村,郑皓,范凌云
2011年度江苏省城乡建设系
统优秀勘察设计三等奖

江苏省建设厅 2012/1/10

17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农村“三大合作”--中国特色城乡
一体化之路

陈俊梁 陈瑜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2/1

1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构建社会文明生态 程海亮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8

19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美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述
略

刘雅贤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2/5

20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生创业核心技能构成的调查研究 彭杜宏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

21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宰制空间的路径
分析

孙江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

22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差异性社会的文化矛盾及其解决 温波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5

23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共担四方联动：构建新型工科应用
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徐银香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2/5

24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学专长的实质研究 杨翠蓉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

25 商学院
世界金融体系演进中的银企关系理论研
究

段姝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9/3

26 商学院 低端制造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韩云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一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8/28

27 商学院
苏州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特征分析和
发展对策

韩云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
程二等奖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2012/4/18

28 商学院
苏州市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对策研
究

贾海成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1/1

29 商学院
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
——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法

李雪冬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0/5

30 商学院
不确定环境下供应链一体化物流计划模
型与算法

邵举平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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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商学院
企业捐赠行为与竞争优势——基于社会
资本视角的分析

田雪莹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9/19

32 商学院 基于金融视角的经济预警问题研究 万正晓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9/6

33 商学院
电子产品代工企业竞争力现状与提升策
略

王世文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1/26

34 商学院 贸易摩擦对江苏省出口的影响及其对策 王世文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
程二等奖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2012/4/18

35 商学院 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评估（第二版） 王勇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9/3

36 商学院
苏州流通领域现代物流业现状及行业运
行发展研究

王仲君,杨传明,徐国泉,
贾海成

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商业联合会 2012/1/31

37 商学院 新形势下苏州乡村旅游发展前景研究 邢夫敏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0/10

38 商学院
EPR下电子废旧品逆向物流产业链模块
化分析

杨传明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9/26

39 人文学院
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
实证研究——以苏州农村为例

陈建兰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2

40 人文学院 复社研究 丁国祥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1

41 人文学院
中国主流报纸的文化生存方式----《苏
州日报》的文化解构

高建国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0

42 人文学院
文体选择与心灵自觉——关于张承志的
散文

何清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2/5

43 人文学院
明建国前朱元璋集团的军事领导机构及
其演变

黄阿明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0

44 人文学院 鸳鸯蝴蝶派与中国现代电影发生 李斌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2

45 人文学院 唐代组诗研究 李正春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2/1

46 人文学院 鄱阳三洪集 凌文生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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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人文学院 中庸深解 师为公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0

48 人文学院
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
分析——兼论农村养老保险的效用

唐利平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0

49 人文学院 对<澳新协定>历史成因的解读 汪诗明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2

50 人文学院 论英国犹太人的解放 王本立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15

51 人文学院 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 张笑川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3

52 人文学院 连词“和”的来源及形式 赵川兵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1/19

53 人文学院
论“四大奇书”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及其
成因

朱全福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0

54 人文学院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问题与
日美关系

祝曙光
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2/18

55 人文学院 论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裁军运动 祝曙光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7

56 数理学院 风荷载压力传感器及其预警诊断系统 程新利 潘涛
2011年度苏州市技术发明二
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2/1

57 数理学院 移动式智能集成电力综合试验系统 吴健荣 樊斌
2011年度苏州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2/1

58 土木工程学院
钢构件连接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破坏机
理及抗震设计对策

顾强
2012年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2/9/19

59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古城控保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周云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1/1

60 外国语学院 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 郭富强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二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4

61 外国语学院 诗意的诠释学:文学、电影与文化史研

究
史惠风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

62 外国语学院 对翻译中“约定俗成”的再思考 张顺生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

63 外国语学院
“最好莫如作一个士兵”——索尔·贝
娄《只争朝夕》的伦理指向

祝平
苏州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获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2/12/2



      苏  州  科  技  学  院  2012  年  度  科  研  成  果  目  录  汇  编                       

 49 

序
号

所属机构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1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未来课题环境下教与学的方式研究 陈卫东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2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古建筑网络博物馆制作 丁国蓉 横向项目

3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江苏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效益提升策略研究 刘强(传媒)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4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创新社会管理、防控社会风险的路径研究 陆道平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5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均等化服务模型建构研究 陆道平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深化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中基层政府均等化服务模型构建研究 陆道平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7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传统绘画意象美与现代数码艺术表现的融汇与应用研究》 苏燕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8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苏州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分析与优化策略研究 万华明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9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基于html5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与开发研究 王靖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0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社会化视角下的90后大学生责任意识养成教育研究 张媛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11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文论翻译中文化意蕴的传达研究 郑英锋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12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传统汉字图像艺术研究 朱永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管道泄漏预测方法》专利转让 付保川 横向项目

1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服务协同的自治式SaaS系统研究与开发 傅朝阳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电子技术类开放式远程实验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胡伏原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1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序列图像的鲁棒重建及其在市政部件测量中的应用 胡伏原
江苏省现代企业信息化应用支撑软件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

1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实景三维实时测量系统关键技术的鲁棒性研究 胡伏原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1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车载像机实时定位与鲁棒测量关键技术研究 胡伏原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1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胡伏原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令性）

2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吴中区林场网站建设 李兴良 横向项目

2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移动健康信息服务平台 倪启东 横向项目

2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OMAP的建筑物变形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的研究 邱劲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导性）

2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802.11P的车载移动互联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邱劲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集成模拟多电平异相调制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开发 田学农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导性）

2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车辆动态管理信息化系统 王军(电子) 横向项目

2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车辆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升级维护 王军(电子) 横向项目

2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测控设备TDMA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王军(电子) 横向项目

2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GPCR 跨膜螺旋三维结构预测方法研究 吴宏杰 苏州大学江苏省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2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业分拣机器人高精度视觉系统的研究 吴宏杰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导性）

三、科研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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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大流量工业粉尘分布式快速检测装置 肖金球 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联合）

3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博弈树搜索中的子树复用新技术 张明亮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全闭环控制的精密双向走丝线切割加工机床的研制 诸跃进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33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微纳米分级多孔CeO2基生物遗态材料的人工光合作用研究 陈丰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4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介孔氧化铈基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研究 陈志刚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35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氧化铈介晶生物遗态催化材料合成及其对二氧化碳光合还原机理研究 陈志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6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介孔氧化铈基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研究 陈志刚 横向项目

3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介孔介晶氧化铈基稀土新材料研究 陈志刚 横向项目

3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粉末冶金高精密微型零件注射成型技术的研究 陈志刚 横向项目

3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改性固体废弃物在环境功能材料中的应用 董延茂 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项目（指令性）

4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双模板法合成大容量微通道介孔SiO2缓释材料 刘成宝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41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微纳米分级多孔氧化铈基生物遗态材料的人工光合作用研究 刘成宝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42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分级中空炭管材料的生物诱导构筑及其吸附性能研究 刘成宝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43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固态相变凝固及应用 刘成宝 横向项目

44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海岛棉纤维强度相关基因的克隆与功能研究 刘恒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45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吡啶多羧酸金属聚合物的合成及结构 刘晟波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46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介晶氧化铈遗态材料的生成及其人工光合作用研究 刘守清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4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太阳能电池电化学降解氨氮的应用技术研究 刘守清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导性）

4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粉煤灰基新型粒子增强耐蚀胶凝材料的研制与应用 刘勇健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令性）

4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绿色印染新材料新工艺开发 戚裕 横向项目

5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富士胶片精细化学品（无锡）有限公司废水处理中试 王东田 横向项目

51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苏州太湖三山岛植物资源调查 王金虎 横向项目

52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有机金属杂化聚合物薄膜制备技术及其电致变色器件研究 王筱梅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53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可(水)溶性酞菁超分子制备与弱光上转换增强/双光子特性研究 王筱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4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有机金属杂化聚合物薄膜制备技术及其电致变色器件研究 王筱梅 横向项目

55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新型有机硅膦协效阻燃剂的合成与应用研究 王彦林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56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二芳烯拓扑材料设计与新型光电存储研究 叶常青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5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苏香粳3号保香技术调控研究 叶亚新 横向项目

5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利用无脊椎动物家蚕高通量灵敏检测蔬菜中壬基酚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袁红霞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5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双极性有机小分子发光材料的合成及其光电性能研究 赵鑫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6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滨海县生态建设规划修编 陈德超 横向项目

6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东台市十二五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实施方案 陈德超 横向项目

6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溧阳罗地亚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环境报告书 陈德超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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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溧阳市第二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应急预案编制 陈德超 横向项目

6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陈德超 横向项目

6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十二五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 陈亢利 横向项目

6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家级生态村建设规划 陈亢利 横向项目

6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循环经济试点自评报告 陈亢利 横向项目

6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平江新城四个停车场环评 陈芝萍 横向项目

6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GIS的江苏人才金融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空关联研究 陈志辉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7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聚焦苏州城乡一体化——理论与案例 杜景龙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7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 侯爱敏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7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侯爱敏 横向项目

7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双轮驱动-打造人文宜居新天堂》审编 侯爱敏 横向项目

7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财政扶持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黄明华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7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产业密集型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黄天寅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

7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优秀农民集中区及省级健康区示范村申报材料编制 黄天寅 横向项目

7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熟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黄天寅 横向项目

7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周庄镇五村规划 黄天寅 横向项目

7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熟市城区零星污水收水完善工程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相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陆家镇联谊小区申报技术材料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熟市辛庄污水处理厂等污水收集管网工程技术资料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张浦镇优秀农民集中区评审申报技术材料编制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甪直镇莆田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项目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熟市城西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环评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优秀农民集中区评审申报技术材料编制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江市排水达标区建设规划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熟市服装城地块城市设计项目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金庭镇污水官网完善工程 黄天寅 横向项目

9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排水用塑料检查井在苏州新建住宅小区中的应用示范 黄天寅 横向项目

9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万河菱塘浜河道护岸工程 黄天寅 横向项目

9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电路板产业基地废水回用及综合处理研究 黄天寅 横向项目

9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州采菱港河道整治 黄天寅 横向项目

9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农村面源污染整治规划 黄天寅 横向项目

9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NGKSBR反应器中控系统的设计技术服务 金龙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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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熟董浜新万科染色有限公司大气除尘设备设计技术 金龙 横向项目

9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通鹏瑶水务公司环评 金龙 横向项目

9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十二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 金龙 横向项目

9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安徽中能化工厂合成氨废水治理设备中控系统的设计 金龙 横向项目

10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室废水治理设备中控系统的设计 金龙 横向项目

10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恒康新材料公司大气除尘设备的设计 金龙 横向项目

10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公共交通管理中心项目环评 李翠梅 横向项目

10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铁商务区环评 李翠梅 横向项目

10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锦溪镇老镇区污水官网现场调查与技术服务补充协议 李翠梅 横向项目

10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锦溪文昌路等生活污水支管现场调查 李翠梅 横向项目

10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底泥组合扰动下内源磷形态转化的诱发机制和行为过程机制 李大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0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与规划调控研究 李广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0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张浦镇农村环境及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李新 横向项目

10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利用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生物炭修复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 梁媛 市科技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指令性）

1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菁华公寓项目环评 梁媛 横向项目

11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菁汇公寓项目环评 梁媛 横向项目

11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菁星公寓项目环评 梁媛 横向项目

11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楼宇监控系统的地埋管浅埋地源热泵与毛细管空调组合系统节能关
键技术应用研究

刘成刚 市科技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指令性）

11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应用研究 梅娟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令性）

11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城乡文化一体化协调发展互动机制研究 牟子平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11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十二五物流业发展规划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1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盐城沿海合作开发园区产业发展规划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1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宿迁市十二五物流业发展规划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1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宿迁市十二五物流业空间布局研究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2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加快苏州经济转型的对策研究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2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莘庄镇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2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乡一体化与苏州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研究 任晓明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12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生物相分离与循环相结合的CA-MBR组合新工艺脱氮除磷特性及效能
的研究

沈耀良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12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咨询 施维林 横向项目

12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冷剂纳米流体快速水合相变蓄冷强化技术研究 孙志高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12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型低温水箱的研发 孙志高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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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零价铁处理印制电路板含铜废水试验研究 王建芳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12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美国重要环保法律文本的翻译与研究 王学华 横向项目

12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越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评 吴友谊 横向项目

13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环境保护对策研究 伍燕南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13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阳澄湖水环境面源及点源污染控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及示范工程 徐乐中 横向项目

13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湿地可持续性保护对策研究——以苏州太湖湖滨国家级湿地公园为 杨朝辉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13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紫元房地产阳光水世界环评 杨洁 横向项目

13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锦溪镇农村污水管网工程 杨洁 横向项目

13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注塑产品项目环评 杨洁 横向项目

13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D-InSAR技术的苏州城区地表形变监测应用技术 袁铭 横向项目

13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1年度苏州市区北区地面沉降监控网、监测网复测 袁铭 横向项目

13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利用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检测苏州地区地面沉降 袁铭 横向项目

13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年度苏州市北区地面沉降监控 袁铭 横向项目

14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养半反硝化-厌氧氨氧化联合工艺处理电镀含氮废水的研究 袁怡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14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从业资格培训考试中心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环评 袁怡 横向项目

14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如东东安循环园区规划模型制作 张俊强 横向项目

14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区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技术研究 张晓芳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4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生态宜居城市评价及建设途径研究 张晓芳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14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专项资金绩效评估研究 张晓芳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14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影像全站仪市场需求点位研究 张序 横向项目

14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家港羊毛加工业中的有机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张园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4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张园 横向项目

14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望亭镇水稻田水样采样与测试分析 张占恩 横向项目

15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生态文明街道评价指标体系 邹丛阳 横向项目

15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小学生态环境教育读本 邹丛阳 横向项目

152 机械工程学院 增强高校辅导员博客、微博影响力的研究 伯洁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153 机械工程学院 微铣削颤振的不确定性试验建模及非线性抑制 曹自洋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154 机械工程学院 医疗移动信息车产学研合作 李相鹏 横向项目

155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伊藤积分的多类型随机模糊系统的鲁棒滤波问题研究 李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56 机械工程学院 汽车四门两盖及玻璃升降器耐久试验 刘义生 横向项目

157 机械工程学院 火灾视频监控系统 尚文 横向项目

158 机械工程学院 半主动式汽车悬挂技术研究 田玉冬 横向项目

159 机械工程学院 水下仿鱼机器人的研制及其运动性能的参数化研究 颜钦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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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机械工程学院 车载氢气节能器控制系统 颜钦 横向项目

161 机械工程学院 新型单激励超声椭圆振动精密车削机理和系统理论研究 殷振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162 机械工程学院 城市供水管网节能节水技术研究 朱树先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令性）

163 机关 教学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创新研究 丛春秋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164 机关 学习型组织理论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应用 李依群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165 机关 地方本科院校文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张兄武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16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于身体差异的城市女性公共空间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楚超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6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和谐社会视阈下苏州城乡土地再开发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丁金华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16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布局演变与调控研究—以苏南水网地区
为例

丁金华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6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策略研究 范凌云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17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校园安全体系建构--基于场地安全规划与设计技术视角 黎继超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导性）

17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江苏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生态规划方法研究 黎继超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17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以环境风险管理为导向的苏州工业用地更新评估研究 罗超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17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于环境风险管控的苏州老工业用地更新评估研究 罗超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17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市松陵镇曲尺湾小区改造规划 彭锐 横向项目

17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市松陵镇东牛角小区改造规划 彭锐 横向项目

17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昆山市张浦镇保留村庄规划 彭锐 横向项目

17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市南部新城云龙路北侧地块形态研究 王雨村 横向项目

17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建筑类工程设计人才的艺术创新才能培养研究 文剑钢 教育部专项任务研究项目

17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III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杨新海 横向项目

18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II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杨新海 横向项目

18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I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杨新海 横向项目

18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安置问题及空间规划对策研究》之一 杨新海 横向项目

18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一体化背景下苏州乡村生态空间规划研究 杨忠伟 横向项目

18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市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规划研究 杨忠伟 横向项目

18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农业空间（现代农业示范园）规划研究 杨忠伟 横向项目

18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江苏乡村现状调查及人居环境改善策略研究 雍振华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令性）

18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历史园林类古建筑监测项及监测指标研究 雍振华 横向项目

18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发达地区“小城镇城中村”更新改造模式研究 于淼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8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基地 袁中金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校外研究基地（指令）

19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实践的路径研究 袁中金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19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安置问题及空间规划对策研究》之二 袁中金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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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市村庄整治技术手册 张锦砚 横向项目

19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于村庄环境整治的乡村旅游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与示范研究 张锦砚 横向项目

19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昆山市千灯镇绿地规划 张锦砚 横向项目

19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市园林城镇评审申报材料编制 张锦砚 横向项目

19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常熟市支塘镇绿地规划 张锦砚 横向项目

19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于空间绩效的城市空间增长模式选择与结构优化研究：以苏南地区城
市为例

张振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9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地埋管检测测试技术研究 赵书杰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令性）

19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蒸压加气混凝土废料再利用研究 赵书杰 横向项目

20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市滨湖新城规划图拼合 郑皓 横向项目

20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市滨湖新城及松陵镇横扇镇规划图拼合 郑皓 横向项目

20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滨湖新城公共项目策划研究 郑皓 横向项目

20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产业转型与文化品牌策略研究 祝贺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0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传统工艺的文化传承与产业升级研究 祝贺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05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市民心理社区感影响机制研究 鲍谧清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06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老年抑郁症的早期预防和社区 鲍谧清 横向项目

207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试点改革跟踪研究 陈俊梁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0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策略研究 陈俊梁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09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企业用工指数开发专项研究 陈俊梁 横向项目

210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 陈渝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211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提升江苏高校服务社会能力的路径研究 陈瑜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212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三大区域流动人口特征及效应比较研究 丁宪浩 省统计局人口普查研究课题

213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高成长小微型企业发展路径和障碍化解对策研究 丁宪浩 横向项目

214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当代大学生内隐性别偏见与教育干预研究 贾凤芹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215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生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模式研究 陆静丹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216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团队互动指导提升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实证研究 彭杜宏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17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领导干部素质能力提升研究 瞿晓庆 横向项目

21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长三角地区青年工人的价值观对其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邵爱国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19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企业基层员工就业不稳定问题研究 邵爱国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20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的建设与人才服务工作社会化研究 邵爱国 横向项目

221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影响苏州高新区外来务工人员稳定就业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邵爱国 横向项目

222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与决策加工认知机制ERP的研究 孙长安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23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全球化态势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王爱桂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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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及突破路径研究 王建明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25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统筹城市文化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 温波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26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太仓市西区科技示范社区建设 温波 子课题（省科技厅专项引导资金项目）

227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苏州民俗文化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 温波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2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绣人才的专业能力及其发展研究 杨翠蓉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29 商学院 优化环境，民本为先，提升民众满意度和幸福指数 陈来生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30 商学院 河北沧州3号路景观设计 陈来生 横向项目

231 商学院 苏州高技术金融服务业发展研究 段姝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32 商学院 供应链网络中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效率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 段姝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233 商学院 无锡信友锻造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问题研究 范克危 横向项目

234 商学院 苏州上虞紧固件公司生产管理问题研究 范克危 横向项目

235 商学院 基于代工资源优势利用的低端制造业升级路径及其产业政策优化研究 韩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236 商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深化中的工业规划区产业集聚研究 韩云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37 商学院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财政扶持政策研究 韩云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238 商学院 景观社会的思想者：苏珊·桑塔格视觉艺术文论研究 柯英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39 商学院 景观社会的思想者：苏珊·桑塔格视觉艺术文论研究 柯英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40 商学院 苏州城市生态宜居度调查评价与提升对策 黎宏宝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241 商学院 以“文旅融合”促进苏州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李晓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42 商学院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制度运行机制及实施效果研究 李雪冬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43 商学院 委托代理视角下苏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制度运行机制及实施效果分 李雪冬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44 商学院 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研究 乔小燕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45 商学院 复杂网络及多重不确定环境下分散供应链计划多目标决策优化及应用 邵举平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246 商学院 江苏与沪、浙外资研发产业创新环境比较研究 史嵘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47 商学院 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对苏州的借鉴研究 史嵘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48 商学院 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对苏州的借鉴研究 田雪莹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49 商学院 欧债危机和美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研究 万正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250 商学院 玻璃幕墙的环境影响分析 王建平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251 商学院 苏州市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策略选择——基于资本配置效率比较的研究 王世文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52 商学院 加快苏州市外贸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王世文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53 商学院
江苏省外贸发展方式转型路径与对策--基于多目标选择模型仿真估计的
研究

王世文 省哲学社科界应用研究课题（指令性）

254 商学院 对苏州市非上市科技型企业股权流转问题的研究 王世文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55 商学院 苏州实施“走出去”战略海外安全风险研究 王勇(经管)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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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商学院 长三角地区外资研发产业形成的条件与政策环境研究 夏海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257 商学院 促进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机制研究 夏海力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2012年度）

258 商学院 FDI主导型产业集群中本土企业创新及产业升级研究 邢夫敏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59 商学院 基于产业集群的苏州本土企业创新及产业升级研究 邢夫敏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60 商学院 留园旅游总体规划 邢夫敏 横向项目

261 商学院 开放式旅游景区游客构成调查 邢夫敏 横向项目

262 商学院 企业后备人才管理素质提升方案及实施 邢夫敏 横向项目

263 商学院 苏州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演变与技术绩效研究 徐国泉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64 商学院
复杂不确定环境下供应链多阶碳足迹优化及应用——以苏州电子制造企
业为例

杨传明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65 商学院 苏州高技术服务业竞争力比较分析及培育发展对策研究 杨传明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66 商学院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比较分析与对策研究 杨传明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267 商学院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比较分析及提升对策 易雅馨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68 人文学院 苏州历史人物形象与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关系研究 陈娇华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69 人文学院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的乡村历史叙事研究 陈娇华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270 人文学院 初学盧稿 董粉和 子课题

271 人文学院
深圳市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服务指标体系之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指标考核评
估指标

高钟 横向项目

272 人文学院 深圳市企业社工实务手册 高钟 横向项目

273 人文学院 “同心”思想与参政党建设研究 高钟 横向项目

274 人文学院 社会转型中的东西部文学关系 何清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275 人文学院 明清江南赋役改革与基层行政组织变迁研究 侯鹏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276 人文学院 南畇诗稿 黄阿明 子课题

277 人文学院 苏州昆曲传承人口述采录与昆剧艺术传承研究 金红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78 人文学院 江苏文人与早期中国电影 李斌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79 人文学院 毛姆文艺思想研究 李学辰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80 人文学院 宋代儒学发展与文章学的建立 陆德海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281 人文学院 犹太人与英国的对外战争 王本立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82 人文学院 现代通用汉字的历史读音研究 薛志霞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83 人文学院 《俄国通史》第四卷 姚海 《俄国通史》子课题（华师大）

284 人文学院 《俄国通史》第四卷 姚海 横向项目

285 人文学院 苏州城市公园服务功能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考察-以“苏州公园”为中心 张笑川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86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职业化背景下志愿服务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 朱爱华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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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数理学院 超大容量高压串联谐振电力电缆试验系统开发 樊斌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288 数理学院 高压测试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应用研究 樊斌 横向项目

289 数理学院 PT对称光子晶格中光孤子的传输特性 葛丽娟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90 数理学院 有限维空间凸体的Banach-Mazur距离等不变量 国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91 数理学院 保持参数方向的有限元变形网格曲面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李涛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292 数理学院 有限元网格模型曲面反求关键技术研究 李涛 横向项目

293 数理学院 马尔科夫过程在信用风险模型中的应用 梁雪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94 数理学院 钙钛矿结构4d过渡金属锝氧化物的表面/界面性质的理论研究 马春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项项目

295 数理学院 高分子超薄绿色交联技术的实验与理论研究 马春兰 横向项目

296 数理学院 应变和氧空位对SrTcO3电子结构和电子输送性质的影响研究 马春兰 横向项目

297 数理学院 基于传感网测量的MEMS新型动态力敏传感器开发研制 潘涛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298 数理学院 高强度多孔散热组合电力机柜的研发 潘涛 横向项目

299 数理学院 图的剖分图的色性研究 彭燕玲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00 数理学院 非紧集上流的熵 沈菁华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01 数理学院 风险理论中的破产概率研究及统计分析 王开永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302 数理学院 随机游动的渐进理论及其在风险理论中的应用 王开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303 数理学院 苏州市光学精密测试技术重点实验室 吴泉英 市科技计划（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指令性）

304 体育部 苏州市健身指导服务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研究 蔡治东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令性）

305 体育部 苏州市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体能现状的调研 李建龙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导性）

306 体育部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新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策略研究以苏州地区为例 孟祥波 省体育科技项目（指令性）

307 体育部 苏州城市社区大众体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孟祥波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令性）

308 体育部 我省高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校园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影响 彭飞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导性）

309 体育部 苏州市“体育下乡活动”中推广软排球运动的可行性研究 戚学家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导性）

310 体育部 “环太湖体育圈”推广骑自行车运动的可行性研究 王益权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令性）

311 体育部 中外大众体育发展方式比较研究 虞荣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12 体育部 组群边界影响下奥运会参赛国效率研究 张宏伟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313 体育部 苏州市城市社区业余篮球竞赛现状与发展趋势 张天宏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导性）

314 土木工程学院 分数阶动力学系统的精细积分算法研究 鲍四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15 土木工程学院 SRC异形柱框架-剪力墙结构抗震拟动力混合试验研究 蔡新江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316 土木工程学院 有阻尼组合数值积分算法数值特性研究 蔡新江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17 土木工程学院 桁架结构静载破坏实验研究 范存新 横向项目

318 土木工程学院 单层超高大跨重载工业建筑结构体系及其关键技术研究的试验 方有珍 横向项目

319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轨道交通发展与房地产联合开发的现状、思考和建设研究 高荣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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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土木工程学院 钢框架－支撑体系的耗能能力及基于能量的性态设计方法 顾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21 土木工程学院 抗碳化涂料的配制及其对掺合混凝土性能的影响研究 韩静云 横向项目

322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五建产学研合作 姜正平 横向项目

323 土木工程学院 利用钢梁高强度螺栓拼接进行抗震耗能的框架结构体系试验研究 李启才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24 土木工程学院 压电装置在声音放大装置中的振动分析 李启才 横向项目

325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吴中区尹山大桥吊杆索力专项检测 李新生 横向项目

326 土木工程学院 施工项目成本控制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 吕玉惠 横向项目

327 土木工程学院 约束条件下PEC柱抗火性能研究 毛小勇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令性）

328 土木工程学院 基于子结构模型的约束PEC柱火灾全过程性能及抗火设计方法研究 毛小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29 土木工程学院 配有钢管的SRC柱耐火试验 毛小勇 横向项目

330 土木工程学院 钢管混凝土柱和节点耐火性能测试 毛小勇 横向项目

331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段上盖物业开发超长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的
应力检测及分析

邵永健 横向项目

332 土木工程学院 电厂废石膏于墙体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宋旭艳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33 土木工程学院 部分纤维混凝土梁桥抗裂性能研究 孙敏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34 土木工程学院 基于光纤光栅准分布式传感网络的混凝土结构裂缝监测技术研究 王大鹏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335 土木工程学院 纵向动力荷载下管桩-土耦合作用机理研究及特性分析 杨冬英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令性）

336 土木工程学院 昆山城际公园人行钢桥检测 殷志文 横向项目

337 土木工程学院 常熟福山水道南岸综合整治标段钻探取芯 殷志文 横向项目

338 土木工程学院 昆山市巴城湖站闸工程钻探取芯 殷志文 横向项目

339 土木工程学院 吴中区东太湖综合整治第三方质量检测 殷志文 横向项目

340 土木工程学院 基于实时云计算的交通系统多分辨率建模及仿真研究 张丽岩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341 土木工程学院 基于分数阶模型的约束力学系统变分问题与对称性研究 张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42 土木工程学院 双层钢板内填混凝土剪力墙滞回性能研究 赵宝成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43 土木工程学院 俄罗斯10000冷箱承载力计算分析 赵宝成 横向项目

344 土木工程学院 安钢冷箱计算分析 赵宝成 横向项目

345 土木工程学院 危地马拉KDON-750-800-30Y冷箱承载力计算分析 赵宝成 横向项目

346 土木工程学院 尼日利亚冷箱承载力计算分析 赵宝成 横向项目

347 土木工程学院 陆慕老街保护与更新中文化特色资源的利用与产业价值研究 周云 横向项目

348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业主委员会运行状况调查 周云 横向项目

349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事业发展报告91992-20120 周云 横向项目

350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后评估 周云 横向项目

351 土木工程学院 房地产估价业务管理系统 周云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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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机构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352 土木工程学院 昆山市长江路沿线主要交叉口交通调查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53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绿宝广场（二期）道路交通分析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54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相城区隆湖逸墅项目交通影响分析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55 土木工程学院 盾构隧道近接基坑施工的影响研究 朱逢斌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356 土木工程学院 场地条件对地震波传播影响研究的若干问题 丁海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57 土木工程学院 钢板-高强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实验测试 毛小勇 横向项目

358 土木工程学院 电梯垂直振动源检测与分析技术 孙荣 横向项目

359 土木工程学院 大型建筑结构多尺度有限元协同分析的抗震混合试验方法 田石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60 土木工程学院 钢框架内填钢板剪力墙实验 袁晓静 横向项目

361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学生口译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段燕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362 外国语学院 移情视阈下的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研究 罗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363 外国语学院 苏珊·斯图尔特诗学思想研究 史惠风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364 外国语学院 英汉叙事语篇模糊回指的认知功能研究 王劼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365 外国语学院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显化策略及动机研究 杨婳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66 外国语学院 当代语文教学流派形成、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 周茹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367 外国语学院 《徒然草》中兼好法师的审美观研究 朱珠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68 音乐学院 桑桐音乐创作及其和声理论研究 陈林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369 音乐学院 古琴艺术在中国钢琴艺术实践中的借鉴价值研究 王爱国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370 音乐学院 苏南音乐风格的钢琴曲研究 赵赟韵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71 音乐学院 近代苏州西洋音乐的传播与城市文化的变迁 朱小屏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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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成果名称 参加者 组织鉴定单位 鉴定时间 鉴定证书编号

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视觉测量的桥梁变形实时检测系统的研制

吴宏杰、胡伏原、陆
卫忠、奚雪峰、班建
民、张妮、华泽、陈
建斌、朱音、付保川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0626 建科验字[2012]第39号

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物空调系统高效相变蓄冷节能技术研究
孙志高、张维佳、刘
成刚、黄天寅、吴玮
、周波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0626 建科验字[2012]第38号

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市供水边际成本定价模型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李翠梅、徐乐中、费
忠民、刘成刚、张维
佳、蒋光洁、郭永福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0626 建科验字[2012]第37号

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业为环境设计（DfE）评价体系及实例研究
韦保仁、梁媛、王洁
、朱文婷、梅磊、徐
玉俊、李雪娇、高为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0626 建科验字[2012]第41号

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东太湖水环境安全评价、管理系统研究
焦锋、石剑荣、牟子
平、陈亢利、吴友谊
、李程、黄龙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0626 建科验字[2012]第40号

6 土木工程学院 施工项目成本控制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研究
吕玉惠、俞启元、杜
惠清、顾建良、李秋
建、薛锋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025 建科验字[2012]第153号

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活性污泥法的污泥转移技术研究

潘杨、黄勇、袁怡、
李学艳、李大鹏、李
祥、曹贵华、赵应举
、俞苗新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025 建科验字[2012]第110号

8 土木工程学院
钢-混凝土组合梁桥波折形开孔板连接件的连接性

能试验研究

陈建兵、陆军、刘凤
翰、万水、袁晓静、
力为为、尤元宝、赵
文娟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27 建科验字[2012]第197号

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城镇绿化植物的抗污染研究
王玉红、朱雪华、宋
瑞峰、程宏英、金进
、孙蝧蝧、杨君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88号

四、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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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成果名称 参加者 组织鉴定单位 鉴定时间 鉴定证书编号

1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改性有机膨润土催化降解城市污水中的有机污染
物

宋瑞峰、王玉红、徐
孝文、孙蝧蝧、杨君
、吴林鑫、张钱丽、
杨晓园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92号

1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长江三峡工程对河口滩涂资源冲於影响的研究及
趋势预测

杜景龙、陈德超、张
志敏、姜丽平、严勇
、陈志辉、张林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95号

1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太湖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格局变迁及
其水质相应的评价技术研究

陈德超、杜景龙、张
志敏、刘文芊、李杨
帆、孙超、常能岳、
王明亮、叶帅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96号

13 土木工程学院 快速城镇化地区城镇公共交通实施技术研究
冯焕焕、朱从坤、李
燕、邓建华、师桂兰
、张丽岩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94号

1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江南水乡城市避灾绿地规划建设研究

朱颖、王雨村、雍振
华、张振龙、丁金华
、钱达、刘芊、蒋嘉
懿、谢爱华、朱涤龙
、殷堰兵、宗晨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91号

1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市建筑热环境遥感评价研究
王跃、李广斌、陈德
超、伍燕南、程丹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206号

1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及其机制创新研究

张振龙、蒋灵德、朱
颖、范凌云、罗超、
郑皓、于淼、刘瑾、
范野舟、王诗施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90号

17 土木工程学院 自行车交通流检测中的视频跟踪技术研究
邓建华、师桂兰、李
燕、张丽岩、冯焕焕
、朱从坤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93号

1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GIS的城市绿地防灾空间规划研究—以苏州

、绵竹为例

袁铭、卢波、钱新强
、钱琴芳、苏群、徐
宗宁、陈双燕、李一
琼、严勇、陈志辉、
王颖

住建部建筑节能
与科技司

20121219 建科验字[2012]第1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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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专利名称 发明者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授权日期

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无线传感网的轻轨深基坑参数监测系
统

傅朝阳、杨利娟、张
妍

2012R11L198777 软件著作权 2012/12/25

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残次印刷品自动识别系统软件
胡伏原、肖金球、付
保川、吴宏杰、季剑
岚、王伟娜

2012SR112430 软件著作权 2012/11/22

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车辆动态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胡伏原、王军、肖金
球、吴宏杰、杨会玲

2012SR120375 软件著作权 2012/12/6

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分布式数控机床网络系统
吴宏杰、胡伏原、奚
雪峰、肖金球

2012SR122955 软件著作权 2012/12/12

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业多跳链路慢跳频通信实验系统 许洪华 ZL2012 2 0177108.4 实用新型专利 2012/11/28

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恒加荷压力试验机系统 李兴良 软著登字第0450583号 软件著作权 2012/9/1

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坑工程监测预警管理系统[软件著作权]
奚雪峰、班建民、陆
卫忠、付保川

2012SR058511 软件著作权 2012/7/3

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contourlet变换的SAR图像波群参数
检测方法

杨永生 201010513170.1 发明专利 2012/4/27

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动态模糊逻辑DFL的中医辨证施治模
型验证系统

李兴良 软著登字第0453590号 软件著作权 2012/9/10

1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手机短信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黄伟军、陈达孚(外)
、肖金球

ZL2012 2 0101892.0 实用新型专利 2012/10/31

1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桥梁靶点识别软件
吴宏杰、胡伏原、奚
雪峰、肖金球

2012SR122945 软件著作权 2012/12/12

1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便携式声控开关 王俭 ZL 2011 2 0246862.4 实用新型专利 2012/3/14

1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带电池检测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黄伟军、杨利娟、肖
金球、陈多观

ZL201220101894.X 实用新型专利 2012/10/31

1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家庭独立冷暖系统 严迪新 ZL201120466267.1 实用新型专利 2012/7/11

1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能测量三维温度场的半导体制冷片 王俭 ZL 2011 2 0175055.8 实用新型专利 2012/1/18

1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生产管理软件
吴宏杰、胡伏原、奚
雪峰、肖金球

2012SR123113 软件著作权 2012/12/12

1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芳基硅酸酯阻燃增塑剂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刁建高(外)
、王乐然(外)

201010526773.5 发明专利 2012/12/10

五、授权职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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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专利名称 发明者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授权日期

1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硅酸四（二氯丙基）酯化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

王彦林、刁建高(外) 201010184241.8 发明专利 2012/6/27

1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含氮芳基次膦酸金属盐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王冬军(外) 2010101159958 发明专利 2012/7/11

2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含氯甲基硅酸酯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韦春胜(外)
、王伟(外)

201110042943.7 发明专利 2012/8/28

21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甲基硅酸季戊四醇酯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游基飞(外)
、王乐然(外)

201110042918.9 发明专利 2012/10/3

22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甲基硅酸三（2,3-二氯丙基）酯化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韦春胜(外)
、宋瑞峰(外)

201110042956.4 发明专利 2012/12/4

23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甲基硅酸三（一氯丙基）酯化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

王彦林、王玉霞(外)
、王乐然(外)

201110042930.X 发明专利 2012/7/30

24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甲基三（2,3-二氯丙氧基）硅烷化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周中凯(外)
、韦春胜(外)

201110042927.8 发明专利 2012/12/3

25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甲基三（2-氯丙氧基）硅烷化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

王彦林、周中凯(外)
、王乐然(外)

201110042921.0 发明专利 2012/7/10

26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甲基三（2-氯乙氧基）硅烷化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

王彦林、周中凯(外)
、龚菁(外)

201110042912.1 发明专利 2012/11/2

2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聚苯基硫代膦酸丁二醇酯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王彦林、武晓红(外)
、张艳丽(外)

201110153328.3 发明专利 2012/9/5

2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聚苯基硫代膦酸乙二醇酯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王彦林、武晓红(外)
、杨小琴(外)、张艳
丽(外)

201110153329.8 发明专利 2012/10/16

2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利用烟气脱硫废渣制备类水滑石的方法 董延茂、赵丹 201010161224.2 发明专利 2012/2/1

3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笼状有机硅阻燃成炭剂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游基飞(外)
、王乐然(外)

201110042946.0 发明专利 2012/10/24

31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强化微电解反应器 刘勇健 201020000374.0 实用新型专利 2012/5/14

32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四（O,O-二烷基膦酰基）对苯醌及其制备
方法

王彦林、杨兴(外)、
马肃(外)、宋晓辉

201010260355.6 发明专利 2012/7/4

33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羧乙基苯基次膦酸哌嗪聚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

王彦林、王冬军(外)
、韩虹(外)

200910180558.1 发明专利 2012/9/5

34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P、N、S、Br四元素协同阻燃化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张艳丽(外)
、陈小慧(外)、季勇
(外)

201010260351.8 发明专利 2012/9/29

35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大分子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 董延茂 201010537280.1 发明专利 20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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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专利名称 发明者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授权日期

36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复合膨胀型阻燃剂 董延茂、赵丹、鲍治 200910264951.9 发明专利 2012/11/2

3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聚合型含硫有机膦阻燃化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

王彦林、武晓红(外)
、张艳丽(外)

201110153358.4 发明专利 2012/8/8

3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微纳孔碳质材料的制备方法 陈志刚、刘成宝 ZL201010513167.X 发明专利 2012/7/4

3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新型大分子含硫有机膦阻燃化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张艳丽(外)
、杨小琴(外)

201110153368.8 发明专利 2012/6/6

4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有机硅季鏻型阻燃抗静电剂及其制备
方法

王彦林、周中凯(外)
、韦春胜(外)

201110042902.8 发明专利
2012-11-28

41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有聚集态荧光增强与双光子荧光特性的吡
啶查尔酮衍生物

王筱梅、陈志刚、范
丛斌(外)、吴莉娜

ZL201010102893.0 发明专利 2012/11/21

42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阻燃增塑剂甲基硅酸三氯乙基酯化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王玉霞(外)
、楼帅(外)

201110043293.8 发明专利 2012/8/21

4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GIS的县（市）级土地资源管理软件 张志敏 2012SR033540 实用新型专利 2012/4/27

4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维边坡数字摄影测量系统 杨朝辉 0489126 软件著作权 2012/12/8

4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储存和捕集二氧化碳气体的混合物 孙志高 201110006895 发明专利 2012/10/17

4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改性矿化垃圾及其制备方法 金龙 ZL201010581064.7 发明专利 2012/7/25

4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间歇反应器的简易滗水器 金龙 ZL201120471709.1 实用新型专利 2012/7/11

4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强化内源磷固定的底泥扰动曝气装置 李大鹏、黄勇 ZL201120106333.4 实用新型专利 2012/1/18

4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污泥转移SRB工艺 黄勇 ZL20200910036346.6 发明专利 2012/6/20

5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新型厌氧氨氧化反应器 黄勇 ZL201220057182.2 实用新型专利 2012/2/22

5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厌氧折流板反应器内培养厌氧颗粒污
泥的方法

王建芳 ZL201110125847.9 发明专利 2012/11/21

52 机械工程学院 LED灯箱字体排孔软件 尚文 2012SR107281 软件著作权 2012/11/20

53 机械工程学院 PLT查看软件 钟俊 2012SR109912 软件著作权 2012/11/16

54 机械工程学院 Wing即时通讯软件 钟俊 2012SR110381 软件著作权 2012/11/16

55 机械工程学院 单电信号激励旋转超声电机
李华、殷振、谢鸥、
曹自洋

ZL201010178689.9 发明专利 2012/4/6

56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无线模式的建筑节能监控系统
朱学莉、朱树先、汪
帮富、郭胜辉、祝勇

201010530196.7 发明专利 2012/9/19

57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教学演示数控机床
郭胜辉、朱学莉、朱
树先、祝勇俊

ZL201220127772.8 实用新型专利 2012/10/31

5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家具护角 祝爱平 ZL201220001189.2 实用新型专利 201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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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专利名称 发明者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授权日期

5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座椅 祝爱平 zl201230028397.7 外观设计专利 2012/11/28

60 数理学院 一种掺Er 的GaN 荧光粉及其制备方法
王晓丹、臧涛成、程
新利、毛红敏、马春

ZL 201110403427.2 发明专利 2012/12/12

61 数理学院 一种答题卡表面光反射多点阵列检测装置 朱爱敏、樊斌 ZL201220045197.7 实用新型专利 2012/11/7

62 数理学院 一种法拉电容驱动能力检测装置 樊斌、程新利 201120480634.3 实用新型专利 2012/8/22

63 数理学院 一种家用太阳跟踪光伏发电装置 李建康 ZL201120190517.3 实用新型专利 2012/5/2

64 数理学院 一种渐进多焦点眼用镜片及其制备方法
吴泉英、吴峰(外)、
唐运海

ZL201010267451.3 发明专利 2012/6/27

65 数理学院 一种渐进多焦点眼用镜片像散的优化方法 吴泉英、唐运海 201010548849.4 发明专利 2012/9/26

66 数理学院 一种微带阵列天线 刘宏、刘晓晗(外) 200710190599.X 发明专利 2012/7/4

67 土木工程学院 一种城市污泥的固化稳定化方法
王月香、洪振舜(外)
、顾欢达、廖瑛、丁
建文(外)

ZL201010221489.7 发明专利 20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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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批准机构 批准时间 级别

1 江苏省精密铜管加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201206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研究院 江苏省教育厅 201209 省高校哲社重点研究基地

3 苏州市新能源材料与低碳技术重点实验室 苏州市科技局 201207 市级重点实验室

4 苏州市光学精密测试技术重点实验室 苏州市科技局 201207 市级重点实验室

六、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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