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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汇编收录了 2013 年度我校教职工撰写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获

得的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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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我校教师共发表（含参与发表）论文 1116 篇，其中被三大检

索收录 207 篇；核心论文（含国外科技、人文核心）352 篇，出版著作 35

部。获得各类科研奖励 13 项。科研立项 39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31 项，

省部级项目 39 项，市厅级项目 128 项，横向及其他项目 193 项，纳入科研

管理的科研总经费达 4049 万元。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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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 陈道义 中华书局 2013年7月 B
2 基于未来课堂的课堂互动研究 陈卫东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Z
3 当代中国粉画家——刘伟红 刘伟红 2011年12月 Z
4 论具象油画中光的处理与造型表现 曹钧 美术教育研究 2013年1月 B
5 《痕迹的生命—论油画中的笔触》 曹钧 大舞台 2013年9月 A
6 试论浙派印风对清代中后期吴门篆刻的影响 陈道义 东吴文化遗产第四辑 2013年2月 B
7 吴门道中——学书习印自述 陈道义 书画艺术 2013年5月 B
8 未来课堂视域下的关键技术研究 陈卫东 中国远程教育 2012年10月 A
9 未来课堂:多屏学习空间 陈卫东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13年3月 B
10 用户接受未来课堂的影响因素研究 陈卫东 开放教育研究 2013年4月 A

11
利用思维导图方式呈现中文古文对学习内容识记

的影响研究
陈卫东 电化教育研究 2013年5月 A

12 未来课堂中屏的设计——基于交互的视角 陈卫东 远程教育杂志 2013年10月 A
13 教学资源的云存储架构研究 顾邦军 福建电脑 2013年9月 B
14 论国画艺术中的意境美及其表现 顾国兰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15 光在影像艺术中的视觉表现形式研究 胡依娜 艺术与设计 2012年7月 B
16 定格动画造型材料的综合应用 姜艳琴 艺术时尚 2013年11月 B
17 品牌传播中图像的符号过程和语义分析 梁建飞 包装工程 2012年10月 A
18 广告情感诉求的本质与作用机制探析 梁建飞 中国报业 2012年11月 B
19 浅议谍战剧艺术的类型化 梁建飞 大众文艺 2012年12月 B
20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营销传播本质 梁建飞 品牌 2012年12月 B
21 “势论”与广告策划设计“信息差”效应 梁建飞 文艺生活 2012年12月 B
22 高校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与效益提升策略研究 刘强1 现代教育技术 2013年5月 A
23 通过非智力因素促动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思考 卢长彤 改革与开放 2013年3月 B
24 论如何当好学习型团干部 卢长彤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3年3月 B
25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卢长彤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3年4月 B
26 论疏导十法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卢长彤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7月 B
27 中国设计“原创性”何以缺失? 陆丹丹 美术观察 2013年9月 A
28 中国设计：在“文明”的高度上走出去 陆丹丹 美术观察 2013年10月 A
29 校园私有云的架构初探 陆勇 福建电脑 2013年9月 B
30 面对新课程标准的普通高等美术教育 马忠贤 美术教育研究 2013年1月 B
31 试论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规律 莫军华 大舞台 2013年12月 A
32 后印象主义绘画理念及其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钱罡 文艺评论 2013年7月 A
33 数字艺术的特征及对会展艺术的影响 钱罡 大众文艺 2013年7月 B
34 绘画传统的决裂与颠覆 钱罡 艺术评论 2013年8月 A
35 孔子先生的手 钱罡 中国美术 2013年8月 B
36 数字展示的优势及在我国的发展 钱罡 美术大观 2013年8月 B
37 包装设计课程的生态式教学分析 钱罡 美术教育研究 2013年11月 B
38 从经济角度谈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 钱罡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3年11月 B

39 从受众策略变化浅探日本NHK大河剧50年兴衰 任颖子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40 学生党员发展后的教育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任云高 华章 2012年9月 B
41 文化资源影像传播的多维渠道 邵斌 苏州日报 2013年7月 Q

42
跻身文化产业“第一方阵”，苏州从何发力？—

—借鉴外市经验 深度跨界融合
邵斌 苏州日报 2013年9月 Q

43 浅谈监狱建筑结构 苏燕 犯罪研究 2013年4月 B
44 中国民间狮子造型艺术之管见 苏燕 美术教育研究 2013年4月 B
45 我国传统绘画与现代数码艺术设计的融合研究 苏燕 艺术科技 2013年7月 B

46 门的文化特色与应用研究 苏燕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校报
2013年7月 B

一、公开出版及发表的著作、论文

1、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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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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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校企合作传媒新闻网的共赢发展研究 万华明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3年1月 B
48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失地农民的媒介素养问题及应对 王靖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0月 B

49 伊索体系下图形语言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探究 王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
2013年4月 B

50 视觉传达设计的商业本质与文化本色 王正林 美与时代 2013年6月 B
51 视觉媒介的文化属性及其传播策略 王正林  学理论 2013年11月 B
52 高校信息技术应用成本-效益评估模型建构与分析 辛蔚峰 现代教育技术 2013年4月 A

53 现代动画与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杨久俊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54
论二维动画与三维动画结合——以三维动画短片

《知音》为例
杨久俊 数字化用户 2013年12月 B

55 以物易物的文艺影像呈现 杨秋 艺术时尚 2013年12月 B
56 浅析高校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 杨新华 教育教学论坛 2013年3月 B
57 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创新途径探析 张媛 赤峰学院学报 2013年5月 B
58 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现状及对策 张媛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59 江南油画的艺术生态与油画江南的艺术境界 郑英锋 古吴轩出版社 2013年10月 E
60 对话公共空间 郑英锋 世界美术 2013年12月 A

61 汉字艺术建构中的神经美学研究 朱永明
第三届艺术与科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2年12月 E

62 形意共生的汉字语言与“图”像 朱永明 芒种 2013年1月 A
63 浅谈插画艺术的价值表现 左元 艺术科技 2013年6月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一种精密数控机械的三维协同运动控制方法
班建民 奚雪峰 付
保川 邵飞(外) 陆

卫忠 赵梅

系统仿真学报 2013年10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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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 *

3 基于快速置信传播算法的并行主题建模方法研究 高恩婷 南通大学学报 2013年1月 B
4 对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计算思维教学的认识与实践 高恩婷 福建电脑 2013年4月 B
5 基于WebPart的高校网站群建设方案设计 高洁羽 现代计算机 2013年9月 B
6 基于Web的多种文档协同办公平台系统架构的设计 高洁羽 电子设计技术 2013年12月 B

7
IT相关专业毕业生工作价值观影响因素分析——

以苏州某高校为例
高素华 煤炭高等教育 2013年11月 B

8
The design of automatic testing system of the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terminal temperature

based on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e

郭胜辉 朱学莉 朱
树先 祝勇俊

ICMEAC 2012 2012年8月 *

9 基于模糊控制的教室照明系统
郭胜辉 朱学莉 朱

树先
照明工程学报 2013年6月 B

10
T-S Fuzzy Coordinated Control for Power Unit

Based o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郝万君 乔焰辉 李泽

吴永芝 高涵文

25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3年8月 *

11
Labeling of Human Motion Based on CBGA and

Probabilistic Model

胡伏原 Wong

Hausan(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Smart

Sensing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2013年4月 *

12 一种改进的双边滤波图像去噪算法 胡伏原 吴宏杰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3年6月 A
13 印刷品缺陷检测系统的快速配准方法 胡伏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14
A Multi-Layer Model for Adaptive Pre-

processing of Panoramic Images
胡伏原 罗恒

Journal of
Computers

2013年9月 *

2、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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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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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esearch on Defect Detection System for Print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胡伏原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013年9月 B

16 自适应分数阶微分的复合双边滤波算法 胡伏原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2013年10月 A
17 异构系统集成在智能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中的应用 华泽 现代计算机 2013年11月 B

18 运动目标的识别跟踪控制研究 郎科伟 王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9月 B

19 MODBUS协议在FFU控制系统中的实现 雷岩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20 三维协同控制嵌入式软件构件库研究
陆卫忠 奚雪峰 付保

川 班建民 诸跃进

苏州科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3年3月 B

21 基于用户及其行为社会属性的信任测度模型 陆悠 华泽 奚雪峰 计算机科学 2013年1月 A
22 信誉系统建模与仿真研究 陆悠 华泽 奚雪峰 科技通报 2013年2月 A

23
一种项目迭代开发驱动的计算机实践类课程教学

方法
陆悠 奚雪峰 华泽

陆卫忠
大学教育 2013年4月 B

24 一种面向网络状态的自适应用户行为评估方法 陆悠 通信学报 2013年7月 *

25
Multiple antennas spectrum sensing for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欧扬

Journal of
Networks

2013年3月 *

26
User Selection Based Cooperative Spectrum

Sensing for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欧扬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3年4月 B

27
Spectrum sensing optimization based on
multiple antennas for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欧扬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9月 *

28 基于功耗和核温度信号的CPU芯片强制散热控制 王俭
苏州科技学报.工程

技术版
2013年3月 B

29 一种以高热芯片为对象的温度测量实验 王俭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30 突出过程成长度考核的学生成绩评定指标体系 王俭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3年9月 A

31

PatGPCR: A Multitemplate Approach for

improving 3D Structure Prediction of

Transmembrane Helices of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吴宏杰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Medicine
2013年8月 *

32 GPCR跨膜螺旋的结构拓扑建模及其预测方法 吴宏杰 计算机学报 2013年10月 *

33 STM32与FPGA的B码时统解码设计 杨会玲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应用
2013年9月 B

34 溢油海面的Marangoni效应分析 杨永生 海洋湖沼通报 2012年12月 A
35 混合模式在信号与系统课程中的应用 杨永生 中国电力教育 2013年7月 B

36 A New Method of Flame Image Segmentation 朱树先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年10月 *

37 核矩阵分析法用于支持向量机性能优化 朱树先 控制工程 2012年11月 A

38 基于无线通信模式的恒压供水监控系统研究
朱树先 高涵文 朱学

莉 郭胜辉 祝勇俊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 2013年9月 B

39 基于无线通信模式的照明节能监控系统研究
朱树先 高涵文 朱学

莉 郭胜辉 祝勇俊
照明工程学报 2013年10月 B

40
基于工程教育思想的《建筑供配电》实践教学改

革初探
朱学莉 朱树先 郭

胜辉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

报
2013年2月 B

41
Application Study of Energy-saving

Control of Refrigeration/Heating Process
in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朱学莉 董博(外)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

2013年7月 *

42
工作液对电解电火花复合加工工艺效果影响的试

验研究
诸跃进 闫伟 (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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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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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he research of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kernel function

祝勇俊 刘文波(外)
金凤羽(外) 吴寅

(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3月 *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Synthesis of FePO4 Hollow Microspheres with

Bilayer Shell by a Biotemplate

曹丰 李东旭(外) 吴

正颍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1月 *

2
Biotemplate synthesis of porous Ceria fiber

and study on its catalytic performance
陈丰 刘成宝 陈志刚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1月 *

3
Synthesis of Biomorphic Ceria Templated from

Crucian Fish Scales

陈丰 陈志刚 刘成宝

吴正颍 陆秋月(外)

于雷(外)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2013年1月 *

4
Translational biomedical informatics in the

cloud: present and future

陈佳佳 钱福良(外)

严文颖(外) 沈百荣

(外)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3年1月 *

5
Molecular signature of cancer at gene level or

pathway level? Case studies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prostate cancer microarray data

陈佳佳 王颖(外) 沈

百荣(外) 张大庆(外)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Medicine
2013年1月 *

6
Translational bioinformatics for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prediction of prostate cancer

in the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era

陈佳佳 张大庆(外)

严文颖(外) 杨东荣

(外) 沈百荣(外)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3年2月 *

7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associated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identified by

an integrate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陈佳佳 张大庆(外) 张

文宇(外) 汤逸飞(外)

严文颖(外) 郭玲川(外)

沈百荣(外)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3年9月 *

8 论救助管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与服务 陈勇 韩涛(外) 长江大学学报 2013年4月 B
9 “双向付出”模式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应用 陈勇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10 论趣味运动会在大学生团体辅导中的应用 陈勇 韩涛(外)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11 乞丐与流浪者、拾荒者的比较研究 陈勇 今日中国论坛 2013年10月 B
12 大学生专业思想模糊的表现、原因及对策 陈勇 祝信刚 中国职工教育 2013年11月 B

13
Preparation of bionic TiO2 structure using

aquatic plants as template

陈志刚 刘成宝 钱君

超(外) 陈丰 顾诚

(外) 马娟宁(外) 李

萍(外)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4月 *

14
Facile synthesis and catalytic oxidation

property of palygorskite/ mesocrystalline Ce1-

xMnxO2 nanocomposites

李霞章(外) 陆晓旺

(外) 孟英芹(外) 姚

超(外) 陈志刚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3年5月 *

15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lice and rod-like

cerium dioxide precursor particles

陈建清(外) 陈志刚

魏勇(外)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6月 *

16
The surfactant-assisted synthesis of CeO2

nanowires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 for

CO oxidation

陆晓旺(外) 李霞章

(外) 钱君超(外) 陈

志刚

Powder Technology 2013年6月 *

17
真空浸渍制备膨胀石墨基C/C复合材料及其甲醛

吸附性能

顾诚(外) 陈志刚
刘成宝 陈丰 曹煜

(外) 吴正颍

复合材料学报 2013年8月 *

18
有序大孔TiO2双层膜的设计合成及其在染料敏化

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唐昭芳(外) 陈志刚 功能材料 2013年8月 *

19
Three-dimensional ordered macroporous
carbon as counter electrodes in dye-

sensitized solar cells

陈杨(外) 祝雅娟(外)

陈志刚
Thin Solid Films 2013年9月 *

20
Improved visible-light-driven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CeO2 microspheres obtained by

using lotus flower pollen as biotemplate

钱君超(外) 陈志刚 刘

成宝 陆晓旺(外) 王芳

(外) 王盟盟(外)

Materials Science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2013年12月 *

3、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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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Fabr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ly Ordered

Macroporous TiO2 Films with Enhanced

Photovoltaic Conversion Efficiency

陈杨(外) 唐昭芳(外)

陈志刚

Journal of

Inorganic and

Organometallic

Polymers and

Materials

2013年9月 *

22
Tunable morphology and photoluminescence of

poly(styrene-block-4-vinylpyridine)-cadmium

sulfide nanocomposites

董延茂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3年3月 *

23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插层水滑石/环氧树脂复合材

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董延茂 朱玉刚
（研）(外) 杨小琴
(外) 戴旭(外)

化工新型材料 2013年4月 A

24 含纳米铜添加剂的汽油机油行车试验研究
杨珍(外) 陆颖(外)

董延茂
化工新型材料 2013年5月 A

25  改性镁剂脱硫固废在阻燃聚丙烯中的应用
董延茂 赵丹 庞武
(外) 戴旭(外) 王

勇(外)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
程

2013年8月 *

26 MRF大分子膨胀型阻燃剂的合成

杨小琴（研）(外)
董延茂 戴旭（研）
(外) 孙成龙（研）
(外) 李佳轩(外)

塑料工业 2013年9月 A

27 改性废聚氨酯制备高分子膨胀型阻燃材料
戴旭（研）(外) 董延

茂
塑料科技 2013年10月 A

28 壳聚糖改性聚氨酯载体处理高氨氮废水的研究
耿佳(外) 冯芳 孔
丹(外) 王东田

材料导报 2013年1月 A

29 改性聚氨酯载体用于高氨氮废水处理的研究
耿佳(外) 冯芳 孔
丹(外) 王东田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3年3月 A

30 改性聚氨酯生物膜载体处理高氨氮废水的研究
耿佳(外) 冯芳 孔
丹(外) 王东田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3年6月 A

31 壳聚糖异相接枝L-谷氨酸甲酯的合成研究
冯芳 谭锦(外) 刘
预(外) 赵斌元(外)

胡克鳌(外)

材料导报 2013年10月 A

32
Biodegradable microparticles based on

ionizable poly(Ε -caprolactone)-graft-

poly(ethylene glycol) for protein release

冯芳 Cheng Ru(外)

Meng Fenghua(外)

Deng Chao(外) Jan

Feijena(外) Zhong

Zhiyuan(外)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2013年11月 B

33 灰树花多糖对罗非鱼非特异性免疫力的影响

顾华杰 王琰(外)
奚红(外) 金进 秦
粉菊 袁红霞 陈家

长(外)

水产科学 2013年8月 A

34 响应面法优化热水浸提灰树花多糖的工艺研究
顾华杰 孙燕(外)
李良智 王桃云 胡

翠英 袁红霞

食品工业科技 2013年10月 A

35 探讨汶川地震灾后农村重建组织方式 顾姗姗 城市建筑 2013年1月 B
36 沧浪老新村改造项目的探索 顾姗姗 城市建筑 2013年1月 B
37 旅游度假区绿地系统核心功能探讨 顾姗姗 旅游纵览 2013年4月 B

38
金字塔型学生群体三维工作法—高校辅导员工作

新方法探究
顾姗姗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年5月 B

39 茅苍术提取物在肺癌A549细胞中的抗增殖作用机制

郭伟强 何卓阳(外)
张齐(外) 刘佳 钱

玮 胡翠英

生物技术 2013年2月 A

40
茅苍术醇提取物在子宫颈癌SKOV-3细胞的抗肿瘤

作用

何卓阳(外) 张齐
(外) 王桃云 钱玮

郭伟强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13年3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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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he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 of
atractylis lancea(Thunb.)DC. via down-
regulation of c-myc/hTERT/Telomerase

pathway in Hep-G2 cells

郭伟强 李良智 何
卓阳(外) 张齐(外)
刘佳 胡翠英 秦粉

菊 王桃云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2013年12月 *

42
Synthesis and crystal structures of

cerium(IV) complexes with 8-quinolinolate

李理 袁福根 李婷
婷(外) 周媛(外)

张曼曼(外)

Inorganica
chimica acta

2012年12月 *

43 弗氏葡糖杆菌产核糖醇脱氢酶研究 李良智 生物技术 2012年12月 A

44 双光子吸收效应研究新进展
罗建芳(外) 梁作芹

王宝(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3月 B

45
New Anthracene Derivatives as Triplet

Acceptors for Efficient Green-to-Bule Low-

Power Upconversion

梁作芹 孙彬(外) 叶

常青 王筱梅 陶绪堂

(外) 王清华(外) 丁

平(外) 王宝(外) 王

晶晶(外)

CHEMPHYS CHEM 2013年7月 *

46 如何引导新生顺利度过大学的第一年 梁作芹 王筱梅 教育教学论坛 2013年7月 B

47 微纳米多孔炭/TiO2的制备及性能
刘成宝 陈志刚 陈
丰 曹煜(外) 顾诚

(外) 吴正颍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2013年4月 *

48
Hierarchical porous TiO2 fibre

synthesized by cotton template and its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刘成宝 陈丰 陈志
刚 钱君超(外)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6月 *

49
Preparation of expanded graphite-based
composite electrode and electrochemical

degradation of phenol

刘成宝 陈志刚 王
太斌(外) 陈丰 顾
诚(外) 曹煜(外)
徐政(外) 吴正颍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2013年10月 *

50 生物模板剂合成介孔氧化铈及其催化性能
刘成宝 陈丰 何凤
娟(外) 郑道光(外)
马凯悦(外) 陈志刚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51
Adsorption of phenol from aqueous

solution by a hierarchical micro-nano
porous carbon material

刘成宝 陈志刚 倪
超英(外) 陈丰 顾
诚(外) 曹煜(外)
吴正颍 李萍(外)

RARE METALS 2013年12月 *

52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a Fiber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Fasciclin-like Arabinogalactan Protein
Gene in Sea Island Cotton Fibers

刘恒蔚 Ruifeng

Shi(外) Xingfen

Wang(外) Yuxin

Pan(外) Zhikun Li(外)

Xinlei Yang(外)

Guiyin Zhang(外)

Zhiying Ma(外)

PLoS ONE 2013年7月 *

53

Graphene sheet-starch platform based on
the groove recognition for the sensitive
and highly selective determination of

iodide in seafood samples

刘守清 胡丰田(外)

刘成宝 陈丰 吴正颍

梁作芹 徐楠 陈志刚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2013年8月 *

54

Graphene oxide enhances the Fenton-like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nickel ferrite for

degradation of dyes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刘守清 肖波(外) 冯

连荣(外) 周姗姗(外)

陈志刚 刘成宝 陈丰

吴正颍 徐楠 Won-

Chun Oh(外) Ze-Da

Meng(外)

Carbon 2013年11月 *

55
 Enhanced Effects of Surfactant on Sensing of

Phenol on a Graphene Nano-sheet Paste

Electrode

胡丰田(外) 刘守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chemical

Science

2012年12月 *

56 环氧基硅烷改性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与表征 张利杰(外) 刘勇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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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双修饰Fe3O4/CdSe/CdS荧光磁性复合物的制备

及其表征

张利杰(外) 顾银军
(外) 马倩(外) 刘

勇健

功能材料 2013年6月 A

58 苏州高岭土尾矿制备聚合氯化铝铁工艺条件的探索
任鑫(外) 董淑玲
王秀玲 刘勇健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3年10月 A

59 高岭土尾矿制备聚合氯化铝铁絮凝剂及性能研究

孙国华(外) 任鑫
(外) 陆猛(外) 仲
向东(外) 钱斌(外)

刘勇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60
4-羟基苯甲醛缩2-氨基苯并咪唑Schiff碱的合

成及其荧光性能

吴磊(外) 钱永 王
建军(外) 庄俊涛

(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3月 B

61
微波促进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催化合成2-甲基

苯并咪唑

钱永 王建军(外)
刘垚(外) 龚菁 吴

磊(外)

化工进展 2013年5月 A

62
活性染料K-2BP、KN-B和KN-R在椰壳活性炭上的

脱色性能

钱永 龚菁 庄俊涛
(外) 吴磊(外) 王
建军(外) 杨海

环境工程学报 2013年6月 A

63 2-氨基-4,6-二甲基嘧啶的合成
钱永 吴磊(外) 王

建军(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9月 B

64
Circadian Alterations of Reproductive

Functional Markers in Male Rats Exposed to

1800 MHz Radiofrequency Field

秦粉菊 张洁(外) 曹

洪龙(外) 郭伟强

Chronobiology

International
2013年11月 *

65
A review on current downstream bio-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vaccine products
李国荣(外) 邱业先 vaccine 2013年2月 *

66 改性树木纤维素固定化木瓜蛋白酶的研究
蒋伟娜(外) 邱业先

李 琳(外)
食品工业科技 2013年8月 A

67 一种新型芳基脒配合物的合成、晶体结构及表征 邱静娴(外) 宋瑞峰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6月 B

68 净水污泥中回收的混凝剂处理印染废水的中试研究

魏美洁(学生)(外)
丁曙东(学生)(外)
王东田 姜凯(外)

于水利(外)

中国给水排水 2013年6月 A

69 超声法制备聚硅酸硫酸铝及其混凝效能研究 周颖(外) 王东田 水处理技术 2013年7月 A
70 碧螺春茶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研究 王桃云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12年12月 A

71 灰绿藜叶黄酮提取及抗氧化活性
王桃云 刘佳 郭伟
强(外) 顾华杰 沈

晓岚(外)

精细化工 2013年5月 A

72
响应面法优化银杏叶多酚提取工艺及对脲酶抑制

活性的研究

王桃云 邱业先 汪
金莲 杨磊(外) 薛
凯(外) 王罗玲(外)

化学研究与应用 2013年7月 A

73
Improved Superiority by Covalently Binding Dye

to Graphene for Hydrogen Evolution from Water

under Visible-Light Irradiation

肖斌(外) 王筱梅 黄

辉(外) 朱明珊(外)

杨平(外) 王勇(外)

杜玉蔻(外)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13年9月 *

74
Graphene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hydrogen

evolution performance of dye-sensitized TiO2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陈雅静(外) 牟志刚

(外) 尹顺丽(外) 黄

辉(外) 杨平(外) 王

筱梅 杜玉扣(外)

Materials Letters 2013年11月 *

75
Synthesis of Fe3O4/CdSe/CdS magnetic

fluorescent nanocomposites by a stepwise

heterocoagulation approach

王秀玲 韦璐(外) 董

淑玲 陈恭(外) 刘勇

健 顾银君

Materials Letters 2013年1月 *

76 无溶剂法合成PPS-PEPA的研究
王彦林 张艳丽(外)

杨兴(外)
塑料工业 2012年5月 A

77 笼状含硅季鏻阻燃抗静电剂的合成研究
王彦林 杨健(外)

邹国栋(外)
化学世界 2013年1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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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聚合磷酸酯阻燃剂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康天飞(外) 王彦林
张艳丽(外) 杨兴
(外) 纪孝熹(外)

化学世界 2013年1月 A

79 笼状有机硅季鏻盐阻燃抗静电剂的合成
王彦林 严生(外)
杨建(外) 邹国栋

(外)

精细化工 2013年6月 A

80
新型阻燃成炭剂甲基硅酸季戊四醇酯的合成及其

表征
郑建波(外) 游基飞

(外) 王彦林
精细石油化工 2013年7月 A

81 双功能笼状阻燃抗静电剂的合成与表征
王彦林 严生(外)

杨建(外)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7月 B

82 含硅季鏻型阻燃表面活性剂的合成研究
王彦林 胡新利(外)

杨健(外)
山西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年8月 A

83 硅氯溴三元素协同高效阻燃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俞春雷(外) 王彦林
刘颍棋(外) 范腊梅

(外)

塑料科技 2013年9月 A

84 硅酸甲基三（二氯丙基）酯的合成及表征
王彦林 刁建高(外)
纪孝熹(外) 康天飞

(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85 笼状季鏻盐有机硅酸酯的合成
王彦林 胡新利(外)

杨健(外)
石油化工 2013年10月 A

86 硅氯溴三元素协同阻燃剂的制备与表征
俞春雷(外) 王彦林
范腊梅(外) 李果
(外) 刘颖棋(外)

精细石油化工 2013年12月 A

87 硅酸四（三溴苯氧基氯丙基）酯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俞春雷(外) 王彦林

刘颖棋(外)
化学研究与应用 2013年12月 A

88
Polymeric supertetrahedral InS clusters assembled

by new linkages

王玉红 Jian-Bing

Jiang(外) Peng

Wang(外) Xiao-Lu

Sun(外) Qin-Yu

Zhu(外) Jie Dai(外)

CrystEngComm 2013年8月 *

89
Metal–phenanthroline fused Ti17 clusters, a single

molecular source for sensitized photoconductive

films

Yin-Yin Wu(外) Peng

Wang(外) 王玉红 Jian-

Bing Jiang(外) Guo-

Qing Bian(外) Qin-Yu

Zhu(外) Jie Dai(外)

J. Mater. Chem. A 2013年8月 *

90
A three-dimensional Cu-Na heteronuclear

coordination polymer based on iminodiacetic

acid

王玉红 宋瑞峰 江
番

Acta Cryst.Sect.
C

2013年9月 *

91 有机小分子在修饰铂电极上的电化学氧化
魏杰 王东田 李传
响(学生)(外) 王叶

青(学生)(外)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2013年1月 *

92
水热法制备LiMnPO4包覆的LiMnO4正极材料及其

改善的电化学特性

仇光超(学生)(外)
夏丙波(外) 孙洪丹
(外) 方国清(外)
刘伟伟(外) 李德成

(外) 魏杰

无机化学学报 2013年3月 *

93
电解二氧化锰对亚甲基蓝和甲基橙染料吸附性能

的研究
郝晓丹(外) 魏杰
张钱丽 王东田

水处理技术 2013年3月 A

94
Calcium phosphate/chitosan composite co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g2+ in

the m-SBF on its bioactivity

张杰(外) 戴长松(外)

魏杰 温朝晖(外)

Zhang Shujuan(外)

Lin Lemin(外)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13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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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Degradable behavior and bioactivity of micro-

arc oxidized AZ91D Mg alloy with calcium

phosphate/chitosan composite coating in m-SBF

张杰(外) 戴长松(外)

魏杰 温朝晖(外) 张

淑娟(外) 陈闯(外)

Colloids and

Surfaces B:

Biointerfaces
2013年5月 *

96
Effect of silver or copper middle layer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lladium modified

He Zhiqiao(外) Sun

Junjun(外) 魏杰 Wang

qiong(外) Huang

Chengxiang(外) Chen

Jianmeng(外) Song

Shuang(外)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3年10月 *

97
Mechanisms of Phosphate Removal by Synthesized

Calcite
徐楠 印红伟(外) 陈志

刚 陈明(外) 刘守清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1月 *

98
A review of molybdenum adsorption in soils/bed

sediments: speciation, mechanism and model

applications

徐楠 Washington

Braida(外) Christos

Christodoulatos(外)

Jianping Chen(外)

Soil and Sediment

Contamin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3年6月 *

99
Preparation of Mesoporous NiO with
Excellent Pseudocapacitive Behavior

陈辉(外) 徐金玲
(外) 徐孝文 张钱

丽

Eur. J. Inorg.
Chem.

2013年3月 *

100 介孔二氧化锰的合成与表征
彭少华(外) 徐金玲

(外) 徐孝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3年6月 B

101 介孔壳聚糖-氢氧化铝复合材料吸附性能研究
彭少华(外) 邵强
(外) 徐孝文

苏州科技学院（自然
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102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TiO2/AgY

composite materials
杨静 徐孝文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3月 *

103 化工原理课程建设的思考-以苏州科技学院为例 杨兰 韩志慧 刘晟波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2月 B

104

High efficiency aluminum coagulant
recovery from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plant sludge by using ultrasound assisted
acidification

杨兰 韩乙萱(外)
王东田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9月 *

105

Synthesis and two-photon up-conversion
sensing property of

pyridinylbenzothiadiazole-based
chromophors

叶常青 孙彬(外) 王

筱梅 杨佳炜(外) 丁

平(外) 朱赛江(外)

何庆国(外) 梁作芹

陶绪堂(外)

Dyes and Pigments 2013年10月 *

106
H2O2对Pb胁迫下小麦幼苗抗氧化酶及细胞活性的

影响
叶亚新 陆丹华(外) 湖北农业科学 2013年3月 A

107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Polyethylene Glycol by Nano- Titanium

Dioxide Modified With Ferric
Acetylacetonate

袁福根 李鹏飞(外)
钱蕙

Synthesis and
Reactivity in

Inorganic, Metal-
Organic, and
Nano-Metal
Chemistry

2013年3月 *

108
Synthesis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First Guanidinate Complex of Tetravalent
Cerium

周媛(外) 袁福根
李婷婷(外) 张曼曼

(外)

Chinese Journal
of Structural

Chemistry

2013年3月 *

109 二(2-羟基苄基)胺的合成及其钠盐结构
周媛(外) 袁福根

张曼曼(外)
化学研究与应用 2013年4月 A

110

Synthesis and Structures of Amine
Bis(phenolate) Lanthanide Thiolat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Polymerization

of &#61541;-Caprolactone

袁福根 周媛(外)
李理 朱雪华

Inorganic Chimic
Acta

2013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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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Synthesis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Tri(pyrithione) Cerium Complex and Its
Catalytic Property for Oxidation of

Benzoin to Benzil

袁福根 李婷婷(外)
张曼曼(外) 钱蕙

Synthesis and
Reactivity in

Inorganic, Metal-
Organic, and
Nano-Metal
Chemistry

2013年10月 *

112
三茂基稀土和二乙胺基乙硫醇双组份体系催化己

内酯开环聚合

张曼曼(外) 袁福根
徐闻雅(外) 顾章海

(外)

中国稀土学报 2013年11月 A

113 在动物生物学课程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 袁红霞 安徽农学通报 2013年1月 B

114

Reproductive toxicity effects of 4-
nonylphenol with known

endocrinedisrupting effects and induction
of vitellogenin gene expression

袁红霞 徐旭(外)
司马杨虎(外) 徐世

清(外)
chemosphere 2013年9月 *

115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4-n-Nonylphenol
on Glutathione, Glutathione S-

Transferase, and Glutathione Peroxidase
on Gonads in DifferentDevelopmental

Stages in the Bombyx mori (Lepidoptera:
Bombycidae)

袁红霞 司马杨虎
(外) 徐世清(外)

annal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3年11月 *

116
4-氯酚在聚乙烯吡咯烷酮修饰碳糊电极上的电化

学行为研究
张钱丽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12月 B

117

A study on the direct electrochemistry and

electrocatalysis of microperoxidase-11

immobilized on a porous network-like gold

film: Sensing of hydrogen peroxide

张钱丽 王爱军(外)
孟紫燕(外) 陆雅慧
(外) 林红军(外)

冯九菊(外)

Microchim Acta 2013年2月 *

118
Improvement of electrophoretic separation by

surface functionalization of a capillary with

nano-SiO2 and polyelectrolytes

钱晓敏(外) 肖晨晨
(外) 张钱丽 屠一

锋(外)

Anal. Methods 2013年4月 *

119
Facile synthesis of uniform Pt nanoparticles

onpolydopamine-reduced graphene oxide and

their electrochemical sensing

张钱丽 徐天奇(外)
魏杰 陈建荣(外)

王爱军(外) 冯九菊
(外)

Electrochimica
Acta

2013年9月 *

120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dopamine and

uric acid in thepresence of ascorbic acid

using Pt nanoparticles supportedon reduced

graphene oxide

徐天奇(外) 张钱丽
郑捷宁(外) 呂章英
(外) 魏杰 王爱军
(外) 冯九菊(外)

ELECTROCHIM ACTA 2013年11月 *

121 含双Shiff碱结构的新型光电材料的合成及其性能

杨慧慧(外) 赵鑫
梁俊芳(外) 宋春丽
(外) 管翔(外)

石油化工 2013年1月 A

122
具有AIE特性的咔唑衍生物的合成及光谱和电化学性

质

赵鑫 葛梦媛(外)
杨慧慧(外) 梁俊芳
(外) 管翔(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3年4月 A

123 菲并咪唑类双极性发光材料的合成及其性能
管翔(外) 赵鑫 杨
慧慧(外) 何星(外)

杨海军(外)

石油化工 2013年8月 A

124 星形三苯胺衍生物的合成及其光物理性能

杨慧慧(外) 赵鑫
邵晶(外) 何星(外)
张正垠(外) 管翔

(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3年8月 A

125
Fabrication of magnetic hematite flowers

via ethylene glycol-assisted method

周兴 Guizhe
Zhao(外) Yaqing

Liu(外)

materials letters 2013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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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有机化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性实践
朱雪华 王彦林 王

云翔
电子制作 2012年12月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湖泊沉积物界面过程与效应 李大鹏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Z
2 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伍燕南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Z

3 胥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水质响应研究
陈德超 杜景龙 李
新 常能岳(外)

城市发展研究 2013年1月 A

4
适宜填料提高温室甲鱼养殖废水曝气生物滤池处

理效能

陈重军 张蕊(外)
王亮(外) 吴伟祥
(外) 陈英旭(外)

农业工程学报 2013年5月 *

5
Effect of organic matter strength on

anammox for modified greenhouse turtle
breed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陈重军 黄孝肖(外)
雷陈潇(外) 张天成
(外) 吴伟祥(外)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3年8月 *

6
城市RBD规划的优化设计——以苏州虎丘地区为

例
张树婷(外) 单鹏飞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3年6月 B

7 基于居民感知的山西芮城旅游资源价值挖掘 李倩(外) 单鹏飞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自

然版
2013年9月 B

8
30多年来人类活动对长江三角洲前缘滩涂冲淤演

变的影响
杜景龙 杨世伦(外)

陈广平
海洋通报 2013年6月 A

9 一体化A/O反应器处理印染废水的启动研究

杨海华(外) 郝志胜
(外) 沐涛(外) 曹
宇 (外) 郭永福 储

金宇(外)

工业水处理 2013年1月 A

10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at Small Towns in China

郭永福 储金宇(外)
杨海华(外) 郝志胜
(外) 沐涛(外) 曹

宇(外)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13年1月 B

11
触媒理论视角下高铁枢纽站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

究

石海洋(外) 侯爱敏
吉银翔(外) 王立新

(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B

12
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瓶颈及其破解-以苏

州为例
王留青(外) 侯爱敏

陈瑾(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13 苏州村庄环境整治经验与思考
包婷婷(外) 侯爱敏

王柳(外)
小城镇建设 2013年6月 B

14
居住小区室外给水管道设计流量计算公式临界点

探讨
黄海峰 张忆京(外) 给水排水 2013年4月 A

15 pH值对污泥发酵产酸的影响
黄天寅 巫华(外)

吴玮 陈新
环境工程学报 2013年1月 A

16
Identifying the major pollution sources
and pollution loading status of qiputang

river in taihu lake basin of china

黄天寅 吴玮 李文
卫(外)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2013年2月 *

17

Landfill CH4 Oxidation, N2O, and CO2
Emissions from Wastewater-Incubated

Mineralised Refuse: The Effect of Heavy
Metal Additi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

Variations

黄天寅 张后虎(外)
冯凯(外) 赵克强
(外) 曹文平(外)

蔡邦成(外)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2013年5月 *

18 印刷电路板工业园区废水综合处理研究
刘寒寒(外) 黄天寅

吴玮 刘锋
给水排水 2013年6月 A

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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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好氧颗粒污泥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工艺参数及运行

性能

桂永馨(外) 黄天寅
李文卫(外) 姚嘉

(外)

环境工程学报 2013年7月 A

20
Suspended Carrier Used in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黄天寅 王蓉(外)

吴玮 刘锋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8月 *

21 驯化矿化垃圾CH4氧化速率和N2O释放研究
冯凯(外) 黄天寅
张后虎(外) 吴玮

陈新

环境科学学报 2013年9月 A

22 城镇化背景下工业园区水污染控制研究
黄天寅 刘寒寒(外)

吴玮 陈新
中国给水排水 2013年11月 A

23 硫酸盐-氨的厌氧生物转化试验研究
张丽(外) 黄勇 袁

怡 李祥
环境科学 2013年11月 A

24 典型地表缓流河流可见水华污染预警研究
马垚(外) 黄勇 李
学艳 李奂(外) 周

琦(外)

给水排水 2013年12月 A

25
半亚硝化- 厌氧氨氧化生物脱氮工艺的研究与应

用进展
朱莉(外) 黄勇 李

祥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11月 A

26 杭州北里湖大气沉降研究
顾冬梅(外) 邓开宇
(外) 李太谦(外)

焦锋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13年1月 A

27 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测算的回归分析
李翠梅 王建华(外)
王浩(外) 刘遂庆

(外)

兰州理工大学学报 2011年10月 *

28 农村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工艺分析 姜进峰(外) 李翠梅 湖北农业科学 2012年12月 A
29 4D和Q检验模型在供水管网水质检验中的应用 李翠梅 张燕(外) 水电能源科学 2013年2月 A
30 基于多目标规划的城市水资源应急管理模型研究 李翠梅 吴健荣 资源科学 2013年8月 A
31 苏州市高新区给水管网水力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李翠梅 姜进峰(外) 水电能源科学 2013年10月 A
32 风浪与底栖生物扰动对底泥内源磷释放的协同作用 李大鹏 黄勇 中国给水排水 2013年2月 A

33 沉积物扰动下太湖月亮湾生物有效磷的变化规律
李大鹏 王晶(外)

黄勇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3年4月 A

34 底泥加入铁盐对水体磷的吸收和固定 李大鹏 黄勇 李祥 环境化学 2013年5月 A

35
反复扰动下磷在沉积物和悬浮物以及上覆水间的

交换
李大鹏 王晶(外)

黄勇
环境科学 2013年6月 A

36 底泥微曝气改善城市缓流水体水质的研究 李大鹏 黄勇
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

学报
2013年6月 A

37
溶解氧对底泥扰动状态下水体中磷去除和固定的

影响
李大鹏 黄勇 环境工程学报 2013年10月 A

38
太湖梅梁湾和月亮湾春夏两季沉积物扰动下BAPP

的转化规律
李大鹏 黄勇 环境科学学报 2013年10月 A

39
phosphorus uptake by suspended sediments
from a heavy eutrophic and standing water

system in Suzhou, China

李大鹏 黄勇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3年11月 *

40
中国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基于法

团主义的视角
李广斌 王勇* 袁中

金
城市规划 2013年10月 A

41 增设回流提高厌氧氨氧化反应器脱氮效能
李祥 黄勇 周呈

(外) 袁怡 李大鹏
刘福鑫(外)

农业工程学报 2013年5月 *

42 基于厌氧氨氧化的高效自养生物脱氮联合工艺研究 李祥 黄勇

全国石油化工行业高
浓度氨氮废水污染防
治及检测分析技术交

流大会

2013年6月 E

43 厌氧氨氧化前置亚硝化反应器启动及稳定研究
李祥 黄勇 袁怡 朱
莉(外) 陈宗姮(外)

张丽(外)

水处理技术 2013年7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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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常温下基质与时间对ANAMMOX污泥活性保藏影响
李祥 朱莉(外) 黄
勇 袁怡 张丽(外)

环境工程学报 2013年9月 A

45 铜离子对厌氧氨氧化污泥脱氮效能的影响

朱莉(外) 李祥 黄
勇 张丽(外) 周呈
(外) 陈宗姮(外)

刘福鑫(外)

环境工程学报 2013年11月 A

46
高脱氮效能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颗粒污泥流失及控

制研究

李祥 黄勇 袁怡 李
大鹏 朱莉(外) 张

丽(外)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013年12月 A

47 我国人居环境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
周维(外) 李新 张

小斌(外)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13年3月 A

48 臭氧降解水中四丁基锡效能及动力学研究
李学艳 王永喜(外)
黄勇 沈吉敏(外)

环境科学学报 2013年5月 A

49
衍生化-液液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有机锡

化合物
王永喜(外) 李学艳
黄勇 沈吉敏(外)

给水排水 2013年5月 A

50
预臭氧化强化常规给水处理工艺去除黄浦江原水

污染性能研究

李学艳 马垚(外)
徐飞飞(外) 黄勇

高乃云(外)

中国给水排水 2013年11月 A

51 生物除磷系统中聚磷菌检测常用技术
潘丹华(外) 李勇

张娜(外)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3年1月 A

52 活性污泥中聚磷酸盐分析方法的筛选
李勇 张娜(外) 张

欣欣(外)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1月 A

53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对水体中磷的去除效果
邱德斌(外) 李勇

潘继征(外)
广东农业科学 2013年7月 A

54 基于模糊分层德尔菲法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估 连达军 苏群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55 生物炭固碳减排作用的研究进展
梁媛 李飞跃(外)
汪建飞(外) 赵玲

(外)

核农学报 2013年8月 A

56

Mobility of Pb, Cu and Zn in the
phosphorus-amended contaminated soils
under simulated landfill and rainfall

conditions

梁媛 Xinde
Cao(外) Ling

Zhao(外) 施维林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3年9月 *

57
含磷材料及生物炭对复合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效

果与修复机理
梁媛 李飞跃(外)

杨帆(外)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3年12月 A

58 从河道自净角度谈影响河道水质净化的因素
王亚钰(外) 刘成刚

吴玮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3年3月 B

59 UASB-SBR-絮凝工艺处理地沟油制生物柴油废水 姜栋(外) 刘锋 化工环保 2013年5月 A
60 餐厨垃圾废水综合处理技术进展 王罕(外) 马三剑 广东化工 2013年9月 B
61 基于事故树分析法评估图书馆火灾风险研究 杨鹏(外) 马三剑 广东化工 2013年12月 B
62 采用SND工艺处理高NH3-N低COD废水 万永仙(外) 马三剑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12月 A
63 UASB-絮凝-SBR处理烟草废水 熊芳芳(外) 马三剑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6月 A

64 污泥转移序批式间歇活性污泥法（SBR）除磷特性

潘杨 俞苗新(外)
黄勇 李大鹏 陈晓

杰(外)

环境化学 2013年2月 A

65
强化生物除磷过程中厌氧合成PHA代谢机制的最

新研究进展

俞苗新(外) 潘杨
陈晓杰(外) 张世钢

(外)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13年7月 A

66 吸收光谱法表征景观水体表观污染的方法优化
陈鸣(外) 潘杨 黄

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12月 B

67 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垃圾渗滤液研究综述 吴鹏(外) 沈耀良 上海环境科学 2013年2月 A

68

Nutrient removal from municipal
wastewater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analysis of a combined ABR-MBR (CAMBR)
process

吴鹏(外) 计小明
(外) 宋小康(外)

沈耀良

CLEAN - Soil,
Air, Water

2013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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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接种好氧颗粒污泥快速启动硝化工艺的过程研究
刘文如(外) 丁玲玲

(外) 沈耀良
环境科学 2013年6月 A

70

Mechanism of efficient nutrient removal
and microbial analysis of a combined
anaerobic baffled reactor-membrane

bioreactor process

吴鹏(外) 计小明
(外) 宋小康(外)

沈耀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年6月 *

71
Nutrient removal performance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analysis of a
combined ABR-MBR (CAMBR) process

吴鹏(外) 沈耀良
计小明(外) 宋小康

(外)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3年8月 *

72 硫酸盐废水在ABR 中的转化机理研究
李宽锋(外) 沈耀良
吴鹏(外) 徐融(外)

张海芹(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9月 B

73
厌氧折流板反应器与膜生物反应器组合工艺脱氮

除磷机理研究
吴鹏(外) 刘捷(外)
计小明(外) 沈耀良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9月 B

74 硝化颗粒污泥的快速培养及其硝化特性分析 刘文如(外) 沈耀良 环境工程学报 2013年9月 A

75
微氧曝气对ABR处理含硫酸盐废水SRB和MPB去除

底物协同作用的研究
沈耀良 李宽锋(外)

吴鹏(外)
水处理技术 2013年10月 A

76
混凝－超滤组合工艺处理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效

能的研究
沈智育(外) 沈耀良

郭海娟(外)
水处理技术 2013年11月 A

77 含硫酸盐废水处理研究现状与展望
李宽锋(外) 吴鹏
(外) 沈耀良 徐融
(外) 张海芹(外)

水处理技术 2013年11月 A

78 城市植被碳汇研究方法及进展 施维林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3月 B

79 中国百强县（市）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机制分析 史守正 石忆邵(外)
苏州科技学院.自然

科学版
2013年6月 B

80 含离子液体体系甲烷水合物形成特性实验研究 孙志高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3年5月 A
81 超低温保存箱复叠式制冷循环特性分析 孙志高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82 高校计算机机房管理的维护和探索 唐毅 数字技术与应用 2013年6月 B

83 低C/N比条件下亚硝化颗粒污泥的培养及成因分析

刘文如(外) 丁玲玲
(外) 王建芳 沈耀

良

环境科学学报 2013年9月 A

84 具有中介状态的燃气管网连通可靠度 王清树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12年2月 A
85 苏州工业园区恶臭气体处理新技术 王学华 工业安全与环保 2012年5月 A
86 工业园区恶臭污染现状及来源分析 王学华 安徽农业科学 2013年2月 B
87 UASB应用于印染废水处理的水解酸化效果研究 王学华 中国给水排水 2013年11月 A

88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ow-Reynolds

number flows past two tandem cylinders of
different diameters

王涌涛 严忠民(外)
王惠民(外)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3年10月 B

89 北太平洋海洋生态系统的动力－以胶州湾为例
杨东方(外) 苗振清
(外) 石强(外) 徐
焕志(外) 王跃

海洋环境科学 2012年4月 A

90
城市表面温度与建筑类型关系探讨－以苏州市和

张家港市为例
王跃 伍燕南 程丹

(外)
住宅科技 2012年9月 B

91 和合条件论 王跃
第六届寒山寺文化论

坛论文集
2012年12月 E

92 寒山子生存年代及人物原型考 王跃 五台山研究 2013年6月 B

93
苏南快速城镇化区域典型河道入河污染物调查分

析与估算

吴玮 黄天寅 赵克
强(外) 张后虎(外)
孙勤芳(外) 李维新

(外)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3年9月 A

94
PIV粒子测速技术在污水排海管道内流研究中的

应用（英文）
吴玮 实验流体力学 2013年10月 A

95 缓解苏州古城区热岛效应的生态设计 伍燕南 陈德超 王跃 城乡建设 2013年11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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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江南某古镇排河污水对地下水的影响研究
徐乐中 李翠梅 项

颂(外)
安徽农业科学 2013年4月 B

97
水解酸化—A2/0曝气生物滤池工艺处理综合印染

废水
项颂(外) 徐乐中
郭永福 李翠梅

工业水处理 2013年5月 A

98 生物法深度处理印刷线路板含铜废水的试验研究
曹强(外) 徐乐中

黄天寅
水处理技术 2013年10月 A

99 引入影像重构的边缘检测算子性能评估方法 杨朝辉 陈鹰(外)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

科学版
2013年4月 *

100 基于多尺度增量符号相关的图像匹配算法 杨朝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101 公众温室气体灾害风险感知的对比研究

金非(外) 邹丽萍
(外) 吴燕(外) 顾
川云(外) 黄艺博

(外) 杨洁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3月 B

102 基于公众政府信任度的温室气体风险感知研究

林天生(外) 杨洁
李晓莉(外) 吴颖
(外) 邹丽萍(外)
林佳思(外) 丁秘

(外)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3年9月 A

103
中国1991~2010年环境污染事故频数动态变化因

素分解

杨洁 黄蕾(外) 李
凤英(外) 邹丽萍
(外) 费汉洵(外)

毕军(外)

中国环境科学 2013年9月 *

104 苏州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与维护 袁铭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105
苏州3D连续运行卫星定位服务系统平面精度检测

与分析
袁铭 严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106 活性炭回流强化去除有机物的试验研究 袁煦 中国给水排水 2013年4月 A

107
Operation factors of autotrophic
denitrification with elemental as

terminal product

袁怡 黄勇 李祥 王
靓(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1月 *

108 C/N比对反硝化过程中亚硝酸盐积累研究
袁怡 黄勇 邓慧萍
(外) 盛学敏(外)

潘杨 李祥

环境科学 2013年4月 A

109 工业废水反硝化技术研究进展 袁怡 黄勇 李祥 工业水处理 2013年4月 A

110 硫酸盐还原-氨氧化反应的特性研究
袁怡 黄勇 李祥 张
春蕾(外) 张丽(外)
潘杨 刘福鑫(外)

环境科学 2013年11月 A

111 自养反硝化工艺的单质硫积累条件研究
袁怡 黄勇 王靓

(外) 李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12月 B

112
构建三维一体培养体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

业难题
张菡 江苏资助育人研究 2012年12月 E

113 贫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问题及其策略 张菡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4月 B

114
从美国高校事务管理看我国高校辅导员专业发展

的路径选择
张菡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115 磷对A2/O-MBNR联合工艺性能的影响
张俊强 李祥 李勇

袁砚 杨琳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3月 A

116
分散液液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水样中4

种激素
周懿(外) 张丽君

张占恩
理化检验－化学分册 2013年3月 A

117
分散液液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水样中4

种臭味物质
付杰(外) 张丽君

张占恩
理化检验－化学分册 2013年5月 A

118
分散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直接测定水中20

种有机氯农药
史景程(外) 张丽君

张占恩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7月 A

119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水样中氯苯

类化合物
钱云(外) 张丽君

张占恩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8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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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温州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
薛友(外) 郑昭佩
(外) 张晓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121 苏州古城控保建筑三维数字化表达研究与应用
张序 李兆堃 朱威

(外) 薛彩霞
现代测绘 2012年11月 B

122 基于WEBGIS苏州控保建筑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和实现
张序 张志敏 朱威

(外) 李一琼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2013年9月 B

123 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测量进行文物逆向工程恢复 张序 李兆堃 测绘科学 2013年11月 A

124 手持式激光扫描仪在文物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张序 李兆堃 朱威

(外)
测绘通报 2013年12月 A

125
Simulation of Organic Matter and

Pollutant Evolution during Composting:
The COP-Compost Model

Lashermes
Gwenaelle(外) 张

园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13年4月 *

126 铅暴露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的模型综述
张园 耿春女(外)

蔡超(外)
环境化学 2013年6月 A

127
Bacterial communities predominant in the

degradation of 13C4-4,5,9,10-pyrene during

composting.

彭静静(外) 张园

Jianqiang Su(外)

Qiongfen Qiu(外)

Zhongjun Jia(外)

Yong-Guan Zhu(外)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3年6月 *

128
COP-COMPOST: A SOFWARE TO STUDY THE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COMPOSTS.

张园 S. Houot(外)

Y-G Zhu(外)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3年12月 *

129
掺杂还原制备金纳米粒子/碳纳米管修饰电极伏

安法测定对壬基酚
张世钢(外) 张占恩

张丽君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3年8月 A

130 超媒体地理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张志敏 杜景龙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9月 B

131 氧化镁烟气脱硫废渣在废水除磷中的应用
刘阳（研）(外) 赵

丹 董延茂
工业水处理 2013年8月 A

132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问题及策略 朱柠熙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2月 B

133 联用技术在砷形态分析中的研究进展 李林林(外) 朱英存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
2013年4月 B

134
离子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IC－

ICP－MS）测定水体中的砷形态
李林林(外) 朱英存 生态毒理学报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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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Regenerative Chatter in Micro

Milling Process
曹自洋 李华 殷振

谢鸥
机床与液压 2012年12月 A

2 考虑犁切力的微铣削颤振稳定域建模与分析
曹自洋 李华 殷振

谢鸥
制造技术与机床 2013年1月 A

3 微细铣削再生颤振动力学建模及稳定性分析
曹自洋 李华 谢鸥

殷振
现代制造工程 2013年3月 A

4 高速铣削再生颤振稳定性预测与验证
曹自洋 李华 殷振

谢鸥
机械设计与制造 2013年5月 A

5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双语教学的探讨 曹自洋 中国电力教育 2013年7月 B

6
Numer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 on

Micro Milling Process with Cycloidal Tool
Path

曹自洋 薛晓红 李
华

机床与液压 2013年9月 A

7
Trus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based on

globally convergent version of MMA
郭丽华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3月 *

8 基于网格的分布式制造执行系统建模研究 郭丽华 制造业自动化 2013年11月 A

5、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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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isturbance observer design for AC servo

system

刘红俐 朱其新 廖
国强(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ments in

Computing

Technology

2013年3月 B

10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autonomous fish

and its remote control platform based on

embedded system

刘红俐 朱其新 李
辉(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ments in

Computing

Technology

2013年3月 B

11
Research on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High Engineering

Education
田玉冬 pro.of 2nd HESEC 2012年11月 E

12
Exploration on University Major Construc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High Engineering

Education
田玉冬 pro.of 2nd HESEC 2012年11月 E

13
Research for Signal Processing of Automotive

Anti-lock Braking System
田玉冬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3月 *

14
Research of 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s

Modeling Based on Neural Computing
田玉冬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6月 *

15 《液压传动》教学改革研究与探讨 汪帮富 殷振 谢鸥 课程教学研究 2013年5月 B

16
嵌入式超声振动挤压加工装备数控系统的研究与

开发
汪帮富 殷振 谢鸥 装备制造技术 2013年8月 B

17 基于磨削加工气雾冷却超声聚焦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汪帮富 李华 赵江
江(外) 殷振 曹自

洋 任坤(外)

制造技术与机床 2013年12月 A

18
具有限位装置的滑移隔震框架结构在碰撞前后单

向和双向地震反应分析

韦俊 熊仲明(外)
秦培晟(外) 王军良

(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12年12月 A

19 苏州市中小学建筑结构的现状调查与抗震缺陷分析
张海东(外) 翁晓红

钱善青(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6月 B

20 高精度光电编码器动态细分误差测量系统
吴永芝 刘义生 万
秋华(外) 丁林辉

(外)

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 2012年9月 *

21 嵌入式精密内圆磨削数控系统集成PLC控制研究
谢鸥 李华 任坤

(外)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

工技术
2013年9月 A

22
基于空间加权的加热炉温度场时空耦合协调模糊

控制
谢鸥 李华 李伯全

(外)
制造业自动化 2013年12月 A

23
A new piezoelectric generator based on

stairs
蒋兆玮(外) 殷振
李华 张珺(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7月 *

24
The algorithm research of objects

tracking for robotic fish
朱其新 唐宇峰(外)

谢广明(外)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Express

Letters

2013年4月 *

25
一种新型趋近律的永磁同步电机积分滑模变结构

控制
朱其新 张鹏(外)

2013中国控制与决策
会议论文集

2013年5月 *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公共政策分析 丛春秋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

学学报
2012年1月 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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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 A

3 基于心理契约的高等院校团队建设策略 丛春秋 江苏高教 2013年9月 A

6、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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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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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名实与价值：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中的若干论

争评析
丁福兴 李源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

2013年5月 A

5
“去行政化”语境下大学服务型教学管理范式的

构建
丁福兴

苏州科技学院.社会
科学版

2013年11月 B

6 从价值整合视角建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路径 李萍 江苏高教 2013年1月 A
7 锌氨改性竹浆纤维的抗紫外性能研究 秦中悦 丝绸 2013年4月 A
8 在作者与编者的角色换位中体会编辑工作 秦中悦 期刊改革与进步 2013年9月 E
9 《大学》与当代政治文明 师为公 学术界 2012年12月 A
10 扬雄《法言》姚鼐评点辑析 师为公 文献 2013年3月 A
11 核心价值之本在道义 师为公 学术界 2013年7月 A
12 校园卡的安全应用分析 宋晓辉 数字技术与应用 2013年10月 B
13 高校固定资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初探 虞春妹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3年9月 A

14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责

任共担”机制探究
张兄武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3年1月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办公空间室内设计与施工图 郭晓阳 孙松(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3月 Z
2 商业餐饮空间室内设计与施工图 郭晓阳 陆玮(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3月 Z
3 酒店空间室内设计与施工图 郭晓阳 孙佳娜(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3月 Z
4 休闲娱乐会所空间室内设计与施工图 郭晓阳 孙佳娜(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7月 Z
5 于亨水墨化作品集 于亨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年7月 Z
6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体会与探索 楚超超 高等建筑教育 2013年3月 B

7 Research on Urban Feminine Public Space 楚超超 罗超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9月 *

8
Incorporation with Body, Media and

Architecture
楚超超 罗超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10月 *

9 浅析西方绘画中的“多维”空间 戴斌 文艺评论 2013年5月 A
10 绘画基础造型教学研究 戴斌 中国美术 2013年5月 B
11 现代绘画——涂鸦的艺术特征及其价值 戴斌 学理论 2013年7月 B
12 再论绘画中传统与求新的关系 戴斌 文学教育 2013年8月 B
13 利益博弈视角下的城市土地再开发与规划调控策略 杨晓辉(外) 丁金华 规划师 2013年7月 A

14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网城市绿道网络构建策略探析

——以苏州为例
丁金华 杨晓辉(外) 现代城市研究 2013年8月 A

15
生态美学视域下＜借物少女艾莉缇＞的场景设计

分析
董立惠 艺术科技 2013年2月 B

16 浅论我国儿童动画创作的错位现象 董立惠 电影文学 2013年3月 A

17
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改革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以

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为例
董立惠 课程教育研究 2013年3月 B

18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苏州城市形象塑造对策研究 董立惠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3年7月 B
19 小型工业厂房的文化更新探讨 洪亘伟 刘志强 工业建筑 2013年7月 A
20 昆山市保留村庄传统风貌的延续规划研究 戴静(外) 洪杰 小城镇建设 2012年12月 B
21 苏州城市文化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发展 杨瑞(外) 洪杰 城乡建设 2013年2月 B
22 基于资源视角的城市雨水利用研究 石家峰(外) 洪杰 浙江建筑 2013年11月 B
23 当代室内设计中传统营造技艺传承方式研究 华亦雄 傅宝姬(外) 艺术科技 2013年1月 B
24 可持续设计理念教育在构成课中的整合与创新 华亦雄 文剑钢 艺术科技 2013年1月 B
25 跨越时间的鸿沟 华亦雄 艺术科技 2013年7月 B
26 对封闭住区负面效应及和谐城市空间构建的思考 黄耀志 苏善君(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27
The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canal Suzhou section and modern city
虞丹(外) 黄耀志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9月 *

28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ecological pension demand -take

Zhejiang Anji for example
郑无喧(外) 黄耀志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9月 *

29 太平天国装饰艺术研究的思路及价值探讨 居晴磊 大众文艺 2013年11月 B

7、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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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欧盟“去一体化”及其对国内区域一体化的醒示
郭旭(外) 李广斌
施雯(外) 王勇*

现代城市研究 2013年9月 A

31 基于模糊分层德尔菲法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估 连达军 苏群 苏州科技学院院报 2013年11月 B

32
乡镇型防灾计划建构之探讨－以台湾地区大里市

与太平市防灾计划为例
刘皆谊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12月 B

33
“巫射”文化语境中的曾侯乙墓漆箱“树木射鸟

图”内涵再审视
刘芊 装饰 2013年12月 A

34 苏州古城区传统因子的自然生态作用 陆进良 北京规划建设 2013年7月 B

35 园宅——苏州054号控保建筑修缮更新
陆进良 殷新(外)

洪杰
华中建筑 2013年11月 B

36
基于苏州古典园林的空间营造——苏州王洗马巷

7号万宅续构
陆进良 黄莹 刘虎

肖永和(外)
建筑学报 2013年11月 A

37 如何合理运用平面形式组织建筑空间 罗永生 中国科技信息 2013年1月 B

38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促进城市健康发展与提高生活

质量研究
阮如舫 李晟宇(外) 福建建筑 2012年12月 B

39 轨道交通联合开发模式应用探讨
阮如舫 张静(外)

余诗跃(外)
江苏城市规划 2013年1月 B

40 轨道交通车站建筑美学研究--以台北为例 阮如舫 赵宇晟(外) 福建建筑 2013年2月 B
41 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设计研究 赵晟宇(外) 阮如舫 都市快轨交通 2013年4月 A

42
从“地下街”到“地下城”:日本地下空间发展

演变及启示
李春红(外) 阮如舫 江苏城市规划 2013年7月 B

43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邵大伟 吴殿鸣 经济地理 2013年9月 A
44 高等美术专业绘画基础教学的思考 宋建华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3年12月 B

45 三维GIS在居住区规划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苏群 杨朝辉 张志

敏 陆进良
苏州科技学院院报 2013年11月 B

46 人工湿地中植物要素合理化运用的表达手法 屠苏莉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2013年8月 B
47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边缘地区绿地景观设计研究 屠苏莉 北方园艺 2013年9月 A
48 论苏州现代建筑形态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王传海(外) 王勇* 工业建筑 2012年12月 A
49 欧洲空间规划实施机制及其启示 施雯(外) 王勇* 规划师 2013年3月 A
50 城乡规划公正之根基——从苏南S市“J事件”谈起 王勇* 李广斌 规划师 2013年4月 A

51
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

研究
王东(外) 王勇* 李

广斌
国际城市规划 2013年4月 A

52 苏南乡村居住形态转型中政府行为考量 王利华(外) 王勇* 安徽农业科学 2013年4月 B

53 大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模式探析
汪坚强(外) 朱渊

(外) 王勇*
城市发展研究 2013年7月 A

54 基于编制层面的城市总体规划时效性问题思考 张菁姝(外) 王勇* 中国名城 2013年8月 B

55
中国快速城市化对传统小城镇与环境特色的影响

研究
王静(外) 文剑钢

李慕寒(外)
城市观察 2012年4月 B

56 基于工程参与的小城镇形象塑造研究 郑舟(外) 文剑钢 小城镇建设 2012年10月 B
57 苏州乡村人居环境演变与改善策略研究 文剑钢 生态经济 2013年5月 A
58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文体探讨 文剑钢 文瀚梓(外) 现代城市研究 2013年6月 A

59 我国高校建筑类专业教学环境研究
段然(外) 文剑钢
郭晓阳 刘春霞(外)
黄嫱(外) 邓露(外)

价值工程 2013年8月 B

60
沿江小城镇低碳化发展对策探析——江苏东台琼

岗镇的实践
张燕燕(外) 文剑钢
黄耀志 陈伟(外)

生态经济 2013年10月 A

61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市域小城镇建筑环境审美

取向调查研究

单怡(外) 文剑钢
陆晓婷(外) 李禹函
(外) 陆沐(外)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3年6月 B

62 不同玫瑰品种干花蕾抗氧化能力研究
吴殿鸣 邵大伟 冯
立国(外) 赵兰勇

(外)

北方园艺 2013年9月 A

63 天台宗佛寺溯源 谢鸿权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2013年1月 B

64 泰州南水门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模式 徐永利 淳庆(外)
中国建筑史学分会

2013年会学术论文集
2013年8月 E

 19  



      苏  州  科  技  学  院  2013  年  度  科  研  成  果  目  录  汇  编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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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生态建筑设计教学中的人文观念引导 徐永利 山西建筑 2013年12月 B
66 苏州姑苏区城市空间特色初探 徐忠 建筑遗产 2013年9月 B
67 控规建筑高度弹性控制方法探讨 杨新海 平茜(外) 现代城市研究 2013年1月 A

68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杨新海 洪亘伟 赵

剑锋(外)
城市规划学刊 2013年5月 A

69 批评的地域主义在建构系统中的还原 杨迪(外) 杨志华 建筑与文化 2013年8月 B

70 主动城市化与被动城市化的比较研究
余剑(外) 杨忠伟

熊虎(外)
城市观察 2013年1月 B

71
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居住空间形态与发展模式研

究
杨露(外) 杨忠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B

72
边缘型开发区“城市化”转型策略研究——以山

东省河口经济开发区为例
陆媛(外) 杨忠伟

杨露(外)
城市观察 2013年2月 B

73 基于“灰色用地”规划的城边村的渐进改造
杨忠伟 余剑(外)

熊虎(外)
城市问题 2013年4月 A

74 中国城市避灾绿地建构的思考
蒋嘉懿(外) 雍振华

朱颖
北方园艺 2013年2月 A

75 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监控体系建构研究 雍振华 黄莹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
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2013年7月 E

76 水性化的笔墨美 于亨 中国艺术报道 2013年12月 B
77 城乡统筹视角下城中村的规划管理与政策支持 于淼 江苏农业科学 2013年2月 A

78
灾后重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汶川地震的经验

及其对芦山地震的启示
余慧 邱建(外) 城市发展研究 2013年9月 A

79 沧浪老新村改造项目的探索
顾姗姗(外) 袁中金

杨忠伟
城市建筑 2013年2月 B

80 绘画艺术中的文学性 张永 文艺评论 2013年7月 A
81 淘金客--一种活着的方式2013.9 张永 书画名家 2013年9月 B
82 走向心灵的真实--从法国野兽派到德国表现主义 张永 艺术评论 2013年9月 A

83

The Livabi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Villag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 Case of Jiang Yi Village,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张振龙 黄勇文 IACP2012(会议) 2012年6月 *

84 产业转型背景下昆山软件园的规划程序与方法 郑皓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13年8月 A
85 城镇化背景下的苏南地区适老型城镇发展策略 郑皓 规划师 2013年10月 A
86 大型城市绿地内建设用地适宜性分析方法 周曦 现代城市研究 2013年11月 A

87
我国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阶段模式

与特征研究
朱建达 城市发展研究 2012年12月 A

88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Design of Urban Areas

Environment
朱颖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Transfer
2012年5月 E

89
Planning of Disaster Prevention Space System

Bsed on Urban Morphology——Take Suzhou old

urban area as an example
朱颖 黄耀志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年11月 *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贫困大学生人格特质的“房树人绘画”研究
鲍谧清 艾振刚 孙

长安
教育探索 2013年3月 A

2 生态不等于环境 陈慧珍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7月 Q

3 和合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实践指向 陈建明
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

集
2013年8月 E

4 建设智慧苏州，向历史和未来两端延伸 陈建新 太湖春秋 2013年3月 B

5 苏州建设国际养生天堂的构想 陈建新
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
室《调研通报》

2013年5月 E

6 呼唤教师乐教学生向学 陈建新 中国科学报 2013年6月 Q

8、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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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航天员为什么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 陈建新 太湖春秋 2013年7月 B
8 研究生求学中的“泡”与“钻” 陈建新 中国科学报 2013年8月 Q
9 “自然辩证法”课的战略意义 陈建新 中国科学报 2013年9月 Q
10 难舍校报情怀 陈建新 太湖春秋 2013年12月 B
11 “三大股份合作”创新合作社组织发展 陈俊梁 东方城乡报 2013年1月 Q
12 就业景气指数设计研究 陈俊梁 陆静丹 经济问题 2013年7月 A

13
经验、反思与对策: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

革跟踪研究
陈俊梁 马晓霞(外)

陈瑜
华东经济管理 2013年9月 A

14 苏州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陈俊梁 农业经济 2013年12月 A
15 提高员工幸福指数的策略分析 陈瑜 中国集体经济 2012年12月 B
16 江苏省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实践探索 陈瑜 经济研究导刊 2013年8月 B
17 农村创业人才特点及培养策略研究 陈瑜 陈俊梁 中国经贸导刊 2013年12月 B

18 绿色产业如何顺势崛起
顾为东(外) 丁宪浩
张育林(外) 李兆斌

、李广伟(外)

群众 2013年2月 B

19 农民工“弱势”形象背后的“强势”现象分析 丁宪浩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3年3月 A

20 论苏州外来人口的和谐流动 丁宪浩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9月 B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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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哲社版）
2013年9月 B

22
构建应用能力导向的实践教学体系--以苏州科技

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例
华冬萍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3年7月 B

23 中国独生子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特质分析 贾凤芹 刘电芝(外) 中国学校卫生 2013年8月 A
24 一则有关岳飞史料的解读方法 匡小阳 时代文学 2013年4月 B
25 “红学泰斗”何其多 匡小阳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7月 Q
26 学术也不能以数量论英雄 匡小阳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7月 Q
27 论生态旅游的内涵与功能 刘兆杰 旅游纵览 2013年7月 B
28 基于共享信息的隐私伦理问题 吕耀怀 刘志峰(外) 天府新论 2013年5月 A
29 雇员的隐私利益及其伦理权衡 吕耀怀 王源林(外) 学术论坛 2013年6月 A

30 隐私视角下的商业秘密及其伦理解读 吕耀怀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13年7月 B

31 论政务诚信 吕耀怀 肖瑞兰(外) 道德与文明 2013年9月 A

32 社会领域内的潜规则现象及其根源探究 马洁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月 B

33 消解社会领域潜规则的伦理对策 马洁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3年5月 B
34 身份证与社保卡合一的公民信息库建设的探索 马彦 徐凤亮(外)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3年7月 A
35 范仲淹忧患意识新解 牟永生 传承 2012年9月 B
36 顾炎武与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之比较 牟永生 传统文化研究 2013年1月 B

37 范仲淹的民体思想考议 牟永生
第六届寒山寺文化论

坛论文集
2013年6月 E

38 范仲淹的民体思想 牟永生 苏州科技学院 2013年9月 B
39 企业“用工短缺”及其解决之道探析 邵爱国 人民论坛 2013年3月 A
40 具身认知论与心理咨询课程教学的生态效应 宋春蕾 韦洪涛 教育观察 2013年1月 B

41 音乐对工作记忆影响及机制的ERP研究
孙长安 韦洪涛 岳

丽娟(外)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3年3月 A

42 焦虑群体在不同情绪启动下对事物认知评价的差异 韦洪涛 心理学进展 2013年1月 B

43
语文教学科学化，路在何方？—评章熊先生的《

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
吴红耘 皮连生(外) 课程·教材·教法 2013年2月 A

44 基于ADDIE模型的“教师学习”范式 吴红耘 皮连生(外) 教育科学研究 2013年9月 A
45 论语文能力、知识和技能的概念及其教学含义 吴红耘 皮连生(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46
Self-Regulation of Homework Behavior:

Homework
JIANZHONG XU(外)

吴红耘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3年12月 B

47 苏州文化传承与发展必须面向现代化建设 谢志新
群众--迎两会.向党和

人民汇报特刊
2013年1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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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费新我的“调和”书风 谢志新
左腕如山：纪念费新
我诞辰110周年文集

2013年10月 B

49 教学决策的专家-新手比较研究
杨翠蓉 吴庆麟(外)

周成军(外)
中国特殊教育 2012年9月 A

50 促进课堂讨论的教师提问
杨翠蓉 周成军(外)

韦洪涛
当代教育科学 2013年6月 A

51 高校和谐教育模式：建构性认知冲突解决
杨翠蓉 韦洪涛 张

兄武
高等农业教育 2013年10月 A

52 结合示范中心建设改进实验室开放管理的探索 殷雪梅 孙长安 科技创新导报 2013年1月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语义web技术与网络化制造 田雪莹 吉锋(外)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9月 Z
2 出口贸易环境优化与转型升级研究 王世文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8月 Z
3 投资项目前期管理——基于项目可行性分析与评价 王勇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1月 Z

4 中国能源效率问题研究 徐国泉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Z

5 苏州民营快递的用户满意度调查分析 范克危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月 B

6 苏州民营快递企业用户满意度问题研究 范克危 科技视界 2013年5月 B

7 长三角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研究与对策分析 贾海成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8
自由与处境：论《杰基尔医生》对《化身博士》

的改写
柯英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13年6月 B

9 行者无疆：论《在美国》中作者的自我超越 柯英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10
自由迷局中的责任担当：《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的存在主义解读
柯英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
报

2013年9月 B

11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制度实施效果评价 李雪冬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年1月 A
12 企业慈善行为的结构探析 田雪莹 经济研究导刊 2013年1月 B

13
大学生创业政策保障体系构建研究——来自苏州

大学生问卷调查的证据
田雪莹 科学决策 2013年3月 B

14 苏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思路和特色路径 田雪莹 学理论 2013年8月 B

15
Establishment of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n Suzhou
田雪莹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Learning

2013年10月 *

16
Developing Situ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for Suzhou
田雪莹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2013年11月 *

17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
万正晓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7月 B

18 2012苏州答卷很硬气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3年1月 Q
19 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策略的探讨 张忠寿(外) 王世文 宏观经济研究 2013年2月 A
20 新型城镇化发展需创新融资体系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3年3月 Q
21 生态文明让太湖更美丽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3年5月 Q

22
对金融有效支持支柱产业发展的探讨——以苏州

市纺织产业为例
蔡彤彤(外) 王世文 时代金融 2013年6月 B

23 种好“优质载体”这棵“梧桐树”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3年8月 Q
24 用好机遇　为开放型经济寻找新路径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3年9月 Q
25 努力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王世文 苏州日报 2013年12月 Q
26 政企联合防控海外安全风险 王勇 国际工程与劳务 2013年12月 B
27 苏州市工业行业外商研发投资绩效研究 夏海力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年8月 A
28 促进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机制的研究综述 夏海力 科技信息 2013年8月 B
29 小型岛屿乡村旅游发展分析 邢夫敏 企业经济 2013年1月 A
30 FDI主导型产业集群特征与本土企业产业升级对策 邢夫敏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年1月 A

9、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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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DI嵌入集群情境下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

的影响因素研究
邢夫敏 科技管理研究 2013年7月 A

32 苏州科技创新政策工具运用的特点、趋势及对策 徐国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3年3月 B

33 经管类实验课程改革与实践 杨传明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3年3月 A
34 复杂不确定环境下逆向供应链碳足迹优化 杨传明 企业经济 2013年4月 A

35
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苏州服务外包产业竞

争力比较研究
杨传明 科技管理研究 2013年9月 A

36 EPR下苏州电子产品回收供应链现状及对策 杨传明 苏州科技学院院报 2013年11月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新历史

小说创作研究
陈娇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Z

2 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

解国良 马龙闪(外)
刘建国(外) 左玉河
(外) 刘兰(外)  王

毅(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Z

3 融通与变异：意识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 金红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Z
4 寒山寺诗话 凌文生 凤凰出版社 2013年8月 Z
5 春江花月夜-宋词主体意象研究 许兴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Z
6 俄国革命 姚海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Z
7 18世纪俄国的改革与贵族 张宗华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Z
8 中缅边界问题研究 朱昭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5月 Z

9
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

交史论
祝曙光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Z

10 金兆燕戏曲活动考述 鲍开恺 中华戏曲 2013年6月 B
11 我国“自我养老”模式研究述评 陈芳(外) 陈建兰 学术论坛 2013年1月 A
12 试论新历史小说中线性完整叙事的回归趋向 陈娇华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2年9月 B

13 被冷落与疏离的启蒙现代性——重评铁凝的《笨花》 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3年1月 B

14
城乡互视中的“奇观”——近年来重述中国当代

史乡村小说的城乡关系书写
陈娇华 广西社会科学 2013年6月 A

15 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陈娇华 兰州学刊 2013年9月 B

16 延杖下的明代士林精神走向 丁国祥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3年12月 A

17 陆文夫美食思想的社会批判性 高建国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3年1月 A

18 “新闻再造”：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创意思维 高建国 中州学刊 2013年1月 A
19 试论陆文夫作品的茶文化内涵 高建国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B
20 陆文夫“美食思想”的艺术审美内涵 高建国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21 试论《美食家》民国符合的文化寓意 高建国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22
文化融合：冯小刚电影走向世界的瓶颈——以《

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为例
高建国 名作欣赏 2013年11月 A

23 试论陆文夫散文的酒文化内涵 高建国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24 企业社会工作：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 高钟 中国社会工作 2013年3月 B
25 企业社工与员工正能量培育与发掘 高钟 社会工作 2013年6月 B
26 吴地和合文化的历史合成 高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27 社会转型期西部文学的路径选择 何清 江苏社会科学 2013年7月 A
28 身世、性格、能力与未来:屠维岳形象 贺国光 名作欣赏 2013年11月 A

29
“正疆界”与“遵版籍”——对万历丈量背景下

嘉兴争田的再考察
侯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2年12月 A

30 晚清浙江厘金制度与地方商品市场 侯鹏 清史研究 2013年2月 A
31 晚清浙江棉花市场与厘金征收 侯鹏 兰州学刊 2013年5月 B

10、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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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代地方财政的形成与扩张 ——以浙江“均平

银”为中心的考察
侯鹏 历史档案 2013年8月 A

33 晚清浙江茶叶市场与厘金征收 侯鹏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9月 B

34 明初磨勘司考论 黄阿明 社会科学辑刊 2013年8月 A
35 明初苏州知府任职情况分析 黄阿明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3年10月 B

36
勇士&#8226;隐士&#8226;昼与夜——瞿秋白早

期四篇文本对读
金红 瞿秋白研究文丛 2012年11月 B

37 青春版《牡丹亭》现象后在苏的传承与接受 金红 传统文化研究 2013年1月 B

38
意识流小说实践：当代作家接受了什么？——

1980年代小说“自由联想”论
金红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B

39
昆剧表演中的“然境”阐发——论王芳在《长生

殿》中的表演艺术
金红 东吴文化遗产 2013年3月 B

40
意识流小说实践：当代作家接受了什么？——20

世纪1980年代小说“感觉印象”论
金红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7月 B

41 电视问政：渐入正轨 未臻佳境 李斌 南方电视学刊 2012年12月 B

42 电影史上的《玉梨魂》 李斌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2月 B

43 摩登的绘影——张碧梧的时装画创作 李斌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2月 B
44 让官员走进电视——电视问政刍议 李斌 声屏世界 2013年6月 B

45
粤北土话、湘南土话和桂北平话古全浊声母的演

变
李冬香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

2013年4月 B

46 论马祖常的题赠道士诗 李正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B
47 元代农耕文明的诗性阐释——论王祯的农具组诗 李正春 学术交流 2013年11月 A

48 李公麟佚文辑存 凌文生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

丛
2013年8月 B

49 合生琐考 凌文生
苏州科技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3年10月 B

50 《娱书堂诗话》的新发现 凌文生 古典文学知识 2013年11月 B
51 中国城乡公共服务模式、问题与均等化对策 陆道平 江汉论坛 2013年12月 A
52 “文法”、“修辞”的历史关联与现代学科界定 陆德海 中国文学研究 2013年1月 A
53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陆德海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7月 B
54 毗陵望族恽氏家族文化成就考述 路海洋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3年2月 B

55
清代骈林巨子，常州文派宗匠——洪亮吉骈文创

作艺术与文学史地位探论
路海洋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月 A

56 论清代骈文总集对当代骈文作家的经典化选择 路海洋 贵州社会科学 2013年7月 A

57 袁枚骈文主张与骈文创作艺术 路海洋
苏州科技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3年9月 B

58 被遗忘的清初骈文名家——吴农祥骈文刍论 路海洋 江南大学学报 2013年9月 B
59 《皇朝骈文类苑》对《骈体文钞》体例的承与变 路海洋 兰台世界 2013年10月 A
60 《皇朝骈文类苑》编纂旨趣与文学史价值刍论 路海洋 广西社会科学 2013年10月 A

61 试论《金陵十三钗》之“情色” 潘延
苏州科技学院.社会

科学版
2013年1月 B

62 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 阮堂明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3年1月 A

63 《梁溪集》中的宋人佚诗 阮堂明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3年1月 A
64 《全宋诗》误收唐人诗新考 阮堂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65 清代江南家族文学环境与文学创造力生成 孙虎 求索 2012年11月 A
66 传统诗学的现代演进——以陈三立“格韵说”为例 孙虎 名作欣赏 2013年6月 A
67 秀水朱氏清德门风与家族文学特质研究 孙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68 《庄子集解·逍遥游》词语校释商榷 唐丽珍 名作欣赏 2013年11月 A
69 《逍遥游（节选）》教材注释商榷 唐丽珍 科教文汇 2013年12月 B
70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澳新美同盟 汪诗明 人民论坛 2013年8月 A
71 国内澳大利亚土著问题研究评述 汪诗明 世界历史 2013年10月 A
72 1920—1960年代澳大利亚土著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汪诗明 王艳芬 史学月刊 2013年10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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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英国的1753年《犹太法案》事件 王本立 世界历史 2012年12月 A

74 我国学界关于世界现代史开端问题的争论 王本立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年12月 B

75 “英国的辛德勒”：尼古拉斯·温顿 王本立 文史天地 2013年4月 B
76 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定位与实践探讨 王丰海 社会工作 2013年12月 B
77 印度与尼泊尔议会民主制的建立 王艳芬 史林 2013年2月 A

78
论英国在1950年代初尼泊尔革命中支持拉纳独裁

体制的原因
王艳芬 安徽史学 2013年5月 A

79 视点和论域：汉语物象词语多义与同义的形成路径 吴汉江 国际汉语学报 2013年1月 B
80 关于半喻造词形成的形状喻指语素义的思考 吴汉江 辞书研究 2013年11月 A
81 解读莫言：在苦难中诞生、成长和感恩 谢昉 创作与评论 2013年2月 B

82
《画皮Ⅱ》：皮相与心相症候分析——兼论当代

爱情伦理
谢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3年3月 B

83 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考论 许兴宝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9月 B
84 歌尽桃花扇底风新释 许兴宝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7月 B

85
讨论式教学：高校“古代汉语”课程内涵式发展

策略——以《九歌山鬼》为例
薛志霞 科教文汇 2013年2月 B

86 关于俄国革命史研究的思考 姚海 世界历史 2013年11月 A
87 论吴人土墩墓 叶文宪 苏州文博论丛 2012年12月 B
88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起义”的甄别与研究 叶文宪 史学月刊 2013年1月 A
89 再论铍的起源与演变——兼论吴越系双耳剑的演变 叶文宪 考古 2013年3月 A
90 毁于一旦，牢记万世 叶文宪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91
等级式贵族专制：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

形成机制
叶文宪 中原文化研究 2013年8月 B

92 蛇矛燕戟驰锋芒——中国早期铍的源流 叶文宪 大众考古 2013年9月 B
93 试论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发展四大误区 袁成亮 学理论 2013年10月 B
94 18世纪俄国政府对贵族的强制教育 张宗华 文史博览 2013年1月 B
95 18世纪俄国改革与贵族退役 张宗华 西伯利亚研究 2013年2月 B
96 王梵志诗释义辨正一则 赵川兵 励耘学刊 2013年3月 B
97 论《金瓶梅》中的百业兴旺 朱全福 名作欣赏 2013年11月 A
98 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形象 朱全福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99 从人的社会化角度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意义 朱永涛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100 论袁世凯政府对西藏危机的因应 朱昭华 西藏研究  2012年6月 A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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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 B

102 藏锡边界纠纷与英帝国的两次侵藏战争 朱昭华 历史档案 2013年2月 A

103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英西藏问题交涉》 朱昭华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

学社科版
2013年7月 A

104 雾里看花的俄罗斯经济 祝曙光 经济学家茶座 2013年6月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Sintering application

张红芳 Chee-leung
Mak Helen Lai Wa

Chan

InTech Open Access

Publisher
2013年1月 Z

2
Asymptotic results for ruin probability of a

two-dimensional renewal risk model
陈洋 王岳宝(外)

Stochastic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2013年1月 *

3
Uniform asymptotics for the finite-time ruin

probabilities of two kinds of nonstandard

bidimensional risk models

陈洋 汪乐(外) 王
岳宝(外)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2013年1月 *

4
带有重尾分布的宽相依随机变量的随机加权和的

精致大偏差
陈洋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11、数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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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州工业园入园企业技术创新与入园效应的典型

相关分析
程毛林 韩云 易雅馨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年3月 A

6 CES生产函数模型的修正及实证分析 程毛林 工程数学学报 2013年7月 A
7 经济周期波动的组合预测模型与应用 程毛林 韩云 易雅馨 统计与决策 2013年10月 A

8
Directional scrolling of SiGe/Si/Cr nanoribbon

on Si(111) surfaces controlled by two-fold

rotational symmetry underetching
戴璐 Nanoscale 2013年2月 *

9
Decomposition of default probability under a

structual credit risk model with jumps
董迎辉 梁雪

Lithuanian
Mathematical

Journal

2012年12月 *

10 相关双边跳扩散模型的期望折现罚金函数 董迎辉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3年6月 A

11
Pricing Dynamic Guaranteed Funds with

stochastic barrier under Vasicek interest rate

model
董迎辉 应用概率统计 2013年6月 A

12
Fair valuation of life insurance contracts

under a two-sided jump diffusion model

董迎辉 Guojing
Wang(外)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2013年10月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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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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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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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 *

16
Electroresistance and current-induced

metastable states in the thin film of half-

doped manganite Pr0.5Sr0.5MnO3

Wang, JF(外) Chen,

LP(外) Jiang,

YC(外) 高炬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13年5月 *

17 格上基于膨胀与腐蚀的闭元与开元
郭进峰 苏郇立 国

起
苏州科技学院.自然

科学版
2013年6月 B

18
New KKM theorems，matching theorems and

section theorem in G-convex spaces
郭彦华(外) 郭伟平 大学数学 2012年12月 B

19
Convergence theorems for mixed type

asymptotically nonexpansive mappings

郭伟平 Yeol Je
Cho(外) Wei

Guo(外)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012年12月 *

20
Convergence theorems for a finite Family of

Asymptotically Nonexpansive Mappings in the

Intermediate Sense

陈伟旭(外) 郭巍
(外) 郭伟平

应用数学 2013年9月 A

21
Strong convergence theorems for two

Lipschitzian Peseudocontractive Mappings in

Banach Spaces
雷晶(外) 郭伟平 大学数学 2013年10月 B

22
On the asymmetry for convex domains of

constant width
金海林 (外) 国起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Research
2010年3月 A

23
A simple approach to estimating the Banach-

Mazur distance bwtween simplex and convex

bodies
国起

Chinese Quarterly

Journal of

Mathematics
2012年12月 A

24
A note on the extremal bodies of constant

width for the Minkowski measure
金海林(外) 国起 Geometry Dedicata 2013年4月 *

25
Stability for the Minkowski measure of convex

domains of constant width

金海林(外) 冷岗松
(外) 国起

Journal of
Geometry

2013年10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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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Dynamics of the quantum Fisher information in

a spin-boson model
郝翔

JOURNAL OF PHYSICS

A: MATHEMATICAL AND

THEORETICAL
2013年7月 *

27
Non-Markovianity and Indivisible Quantum

dynamics of a Apin-S System
郝翔

Communication in

Theoretical Physics
2013年9月 *

28
sigularties and strictly wandering domain of

transcendental semigroups
黄志刚 程涛(外)

BUll.KOREAN.MATH.SO

C
2013年1月 *

29 一类线性微分方程解的增长性
胡梦薇(外) 黄志刚

孙桂荣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B

30
SOME OSCILLATION RESULTS OF SOLUTIONS OF
HIGHER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N

THE COMPLEX PLANE

黄志刚 胡梦薇(外)
周利利(外)

数学杂志 2013年9月 A

31
Controlled fabrication of BiFeO3 uniform

nanoparticles and their magnetic
behaviors

卢岩(外) 李建康

Optoelectronics
and Advanced

Materials-Rapid
Communications

2013年5月 *

32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emical Bath Deposited CdS Thin Films
for Solar Cells

薛正海(外) 李建康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6月 *

33 B样条曲面的双向插值造型算法 李涛 刘浩(外)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2年12月 A
34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大学生成绩变化实证分析 李晓莉 谷建胜 大学数学 2013年6月 B

35
On a Reduced Form Credit Risk Model with

Common Shock and Regime Switching
梁雪 王过京(外)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2012年8月 *

36 一个带有稀疏相关性结构的约化信用风险模型 梁雪 王过京(外) 应用概率统计 2012年12月 A

37
A Markov regime switching jump-diffusion
model for the pricing of portfolio credit

derivatives

梁雪 王过京(外)
董迎辉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etters

2013年1月 *

38
First-principles study of thin-film
properties of transition-metal oxide

SrTcO3

蔡增华(外) 张玲
(外) 黄晶(外) 马

春兰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6月 *

39
Investigation of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Graphene/Si Field-Effect Transistor
马锡英 顾伟霞(外)

沈娇艳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2012年12月 *

40
The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the Mn

doped Ge/Si quantum dots diodes
马锡英 楼曹鑫(外)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

2013年2月 *

41 单层硫化钼的研究进展 顾伟霞(外) 马锡英 微纳电子技术 2013年2月 A

42
Study of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Monolayer MoS2 Semiconductor
马锡英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2月 *

43 石墨烯/硅肖特基太阳能电池的光电特性研究
吕孝鹏等(外) 马锡

英
物理实验 2013年5月 B

44
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石墨烯薄膜及其电学性能

研究
张浩等(外) 马锡英 物理实验 2013年6月 B

45
热沉积法制备纳米二硫化钼薄膜及其光电特性研

究
何杰等(外) 马锡英 物理实验 2013年9月 B

46
Study of the Electrical Contact
Properties of Monolayer MoS2/Si

heterojunction

马锡英 Miaoyuan
Shi(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9月 *

47
Thermal Evaporation Deposition of Few-

layer MoS2 Films
马锡英 Miaoyuan

Shi(外)
Nano-Micro Lett. 2013年10月 *

48
Fabrication of graphene films with

hightransparent conducting
characteristics

马锡英 张浩(外)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2013年11月 *

49 退火温度对MoS2纳米薄膜的特性影响研究 林拉等(外) 马锡英 纳米技术 2013年11月 B
50 铜掺杂纳米氧化锌薄膜的制备及光学特性 张浩等(外) 马锡英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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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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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 *

52
Nonlinear Goos–H&auml;nchen shifts of

reflected light from inhomogeneous Kerr-
like slabs

毛红敏 臧涛成 孙
坚 潘涛 徐国定

Physics Letters A 2013年4月 *

53 Pressures for flows on arbitrary subsets 沈菁华 赵云(外)
Nonlinear
Analysis

2013年10月 *

54
Casimir force between composite materials

containing nonspherical particles
孙坚 花修坤(外)

高雷(外)
PHYSICAL REVIEW A 2013年4月 *

55 利用白光干涉垂直扫描法测量波片延迟量
王军 陈磊(外) 吴

泉英 臧涛成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13年1月 A

56
利用傅里叶变换和色度学原理分析白光干涉图的

形成
王军 吴泉英 姚庆
香 朱爱敏 王帆

大学物理实验 2013年2月 B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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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 *

58
The uniform asymptotics of the overshoot of a

random walk with light-tailed Increments
王开永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2013年1月 *

59
Uniform asymptotics for the finite-time ruin

probability of a dependent risk model with a

constant interest rate

王开永 Yuebao
Wang(外) Qingwu

Gao(外)

Methodology and

Computing in Applied

Probability
2013年2月 *

60
Estimates for the overshoot of a random walk

with negative drift and non-convolution

equivalent increments

王开永 Yang
Yang(外) Chengjun

Yu(外)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etters
2013年6月 *

61 复合相依离散时风险模型的有限时破产概率 王开永 林金官(外) 应用数学 2013年10月 A
62 关于等价边优美边裂图 温一慧 汕头大学学报 2013年2月 B
63 关于Abel 群上的四维幻立方及其算法 温一慧 孙述寰(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64 两族渐近拟非扩张非自映射的收敛定理
常娟(外) 吴健荣

宋传静(外)
扬州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年6月 A

65
Error analysis of the Golay3 optical

imaging system

吴泉英 范君柳 吴
峰(外) 赵军(外)

钱霖(外)

Applied Optics 2013年5月 *

66 对称式人眼安全激光测距仪光学系统的设计
柳丽群(外) 吴泉英

徐文(外)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13年6月 A

67 CDIO教育模式在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实践
吴泉英 王帆 徐宗
宁 朱爱敏 姚庆香

樊丽娜

大学物理实验 2013年6月 B

68 三子镜与三臂形稀疏孔径的对比研究

王友清(外) 吴泉英
谈志杰(外) 陈莹
(外) 李聃(外) 何

心(外)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13年12月 A

69
Imbert–Fedorov shifts of a Gaussian beam
reflected from anisotropic topological

insulators

徐国定 孙坚 臧涛成
Optics

Communications
2013年1月 *

70
Imbert–Fedorov shifts of a Gaussian beam

reflected from uniaxially anisotropic chiral

media

徐国定 肖玉婷(外)
李军(外) 毛红敏

孙坚 潘涛

Annals of Physics 2013年5月 *

71
Electronically induced ferromagnetic

transitions in Sm5Ge4-type magnetoresponsive

phases

姚金雷 Yuemei

Zhang(外) Peng L.

Wang(外) Laura

Lutz(外) Gordon J.

Miller(外) Yurij

Mozharivskyj(外)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13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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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Coloring problem and magnetocaloric

effect of Gd3Co2.2Si1.8

姚金雷 A.V.
Morozkin(外)

Yurij
Mozharivskyj(外)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3年2月 *

73
Insight of volume-compression-induced changes

in SrRuO3 from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臧涛成 马春兰 Physica B 2013年1月 *

74
Complex impedance and magnetoelectric effect

analyses of a novel three-ply-structured ...

nanoceramic composites

张红芳 Chee-Leung
Mak(外)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3年12月 *

75 基于Gibbs抽样缺失数据下混合模型的参数估计 张秀伟 张香云(外) 统计与决策 2013年6月 A

76
Feasibility of H2 sensors composed of

tungsten oxide nanocluster films

赵蒙 Jianxing

Huang(外) Chung-Wo

Ong(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3年11月 *

77 利用菲涅耳波带片测量LC-SLM相位特性 朱爱敏 范君柳 激光杂志 2012年12月 A

78 基于工程素质培养的物理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朱爱敏 吴泉英 王军

徐宗宁 樊斌 潘涛 姚

庆香
大学物理实验 2013年8月 B

79 不确定凸函数及其在不确定规划中的应用 李俊玲(外) 朱建青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现代体能理论与科学化训练 武波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3年7月 Z
2 核心力量训练在田径400m训练中的实证研究 蔡治东 体育科技 2012年12月 B
3 世界优秀男子110m栏运动员竞技实力分析 蔡治东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3年1月 B
4 完善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系的研究 蔡治东 浙江体育科学 2013年7月 B
5 论大学生篮球快攻意识的培养 李建龙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1月 B
6 启发式教学法在篮球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李建龙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2月 B
7 健康需求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促进作用 李宁 运动 2013年4月 B

8
新时期培养高校研究型体育教师的必要性及策略

研究
李鹏 运动精品 2012年9月 B

9
“学习者为主体”理念与高校体育教学模式重构

——建构主义视角
李鹏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6月 B

10 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武术选项课的课程体系构建 李晓利 搏击（武术科学） 2013年8月 B
11 立定跳远动作技巧专门性训练 李晓利 运动 2013年12月 B
12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研究 孟祥波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3年3月 B
13 基于社会分层的社区体育资源分配的相关问题研究 孟祥波 湖北体育科技 2013年3月 B
14 普通高校开设女生木兰拳选修课的可行性分析 牛丽芬 辽宁体育科技 2013年2月 B
15 盐城市区社区体育网络建设的构想 庞荣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16 影响我国高校舞龙舞狮运动发展因素的研究 彭飞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1月 B
17 拓展运动对促进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影响 彭飞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2月 B

18
实施新《课标》后大学生体质指标的分析与对策

研究
孙楠楠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11月 B

19 “后竞技时代”下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与思考 孙清武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20 同伴效应对城市大众健身行为的影响 孙锡杰 体育科技 2013年10月 B

21
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理念的确立与模式

选择
汤际澜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22 基层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研究 汤际澜 体育文化导刊 2013年11月 A
23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价值诉求与数量判断 汤际澜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24 提高高校足球课堂教学效率的研究 王生贵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10月 B
25 体验式教学在高校羽毛球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吴谋林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10月 B

12、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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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rediction of sports performance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徐彪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2年12月 *

27
我国优秀运动人才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泰尔指数和灰关联分析方法
张宏伟 虞荣娟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3年5月 A

28 奥运会参赛效率分析 张宏伟 体育文化导刊 2013年7月 A
29 一体化教学在高校健美气操课中的实证研究 张亮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3年10月 B
30 近8届奥运会中国竞技实力的演变 张天宏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2年12月 B
31 论英国竞技体育的业余与职业之争 张天宏 体育文化导刊 2013年2月 A

32 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业余篮球研究现状分析 张天宏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3年12月 B

33 云南省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问题及对策 周巍巍 运动 2013年6月 B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关于高校图书馆利用的现状及其对策思考-以苏

州科技学院学生读者为例
胡云珍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3年7月 B

2 基于专业导向的文献检索课网络教学模式探讨 明海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3年10月 B

3
"注意力经济"理念引入高校图书馆服务推广活动

探析
牛文花 图书馆建设 2013年3月 A

4 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的研究综述 宋燕 现代情报 2013年6月 B
5 移动对象的反向k近邻查询算法的研究 杨萌 许凯(外)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2013年1月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交错桁架钢框架结构技术规程 顾强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2年12月 Z
2 用于耐腐蚀水泥制品的碱矿渣粉煤灰混凝土 胡恒 韩静云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3年5月 Z
3 混凝土外加剂安全生产要求 姜正平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13年5月 Z

4 房地产经纪业务风险与案例分析
周云 黄国华 张连
生 顾正东(外) 张

怡(外)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Z

5 基于补法求四边形和五边形的面积 鲍四元 考试 2013年1月 B
6 均质旋转面绕旋转轴转动的转动惯量的数值计算 鲍四元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3年2月 B
7 双四连杆机构运动的解析解研究 林晓哲(外) 鲍四元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3年4月 B
8 匀质半旋转面绕旋转轴转动的面积矩的数值计算 鲍四元 物理通报 2013年5月 B

9 分数阶常微分方程的精细积分法 鲍四元
中国力学大会2013论

文集
2013年8月 E

10 分数阶微分方程两端边值问题的变分迭代法 鲍四元
江苏省力学学会2013

学术大会
2013年10月 E

11 子结构拟动力试验的CD-Wilsonθ 法研究
王晓峰(外) 蔡新江

田石柱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3年6月 A

12 应用OpenFresco平台的抗震混合试验技术
贾红星(外) 蔡新江

田石柱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3年8月 A

13
基于曲率模态的结构损伤识别方法的缺陷分析及

其改进
常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13年8月 A

14
钢-混组合梁结构2种新型连接件性能及不同间距

对比研究
陈建兵 尤元宝(外)

赵文娟(外)
世界桥梁 2013年1月 A

15
钢-混凝土组合梁开孔波折板连接件受剪性能试

验研究
陈建兵 尤元宝(外)

万水(外)
建筑结构学报 2013年4月 *

14、土木工程学院

13、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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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开孔波折板连接件破坏机理及承载力试验研究
陈建兵 万水(外)

尤元宝(外)
建筑结构 2013年6月 A

17 组合梁的两种新型连接件抗滑移性能试验研究
陈建兵 尤元宝(外)

万水(外)
建筑科学 2013年7月 A

18
基于Adomian分解和回归分析的高耸钢烟囱动力

特性研究（Ⅰ）：模态频率
陈鑫 李爱群(外) 程

文瀼(外) 王泳(外)
土木工程学报 2013年4月 *

19
基于Adomian分解和回归分析的高耸钢烟囱动力

特性研究（Ⅱ）：模态振型
陈鑫 李爱群(外) 程

文瀼(外) 王泳(外)
土木工程学报 2013年6月 *

20 高耸结构动力特性分析的Adomian分解法
陈鑫 李爱群(外) 程

文瀼(外) 王泳(外)
振动工程学报 2013年8月 *

21
基于实践观点探索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

调查研究
陈琰 刘建峰 青年与社会 2013年9月 B

22
Preparation of bionic TiO2 structure

using aquatic plants as template

陈志刚 刘成宝 钱
君超(外) 陈丰 顾
诚(外) 马娟宁(外)

李萍(外)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4月 *

23
Facile synthesis and catalytic oxidation
property of palygorskite/ mesocrystalline

Ce1-xMnxO2 nanocomposites

李霞章(外) 陆晓旺
(外) 孟英芹(外)
姚超(外) 陈志刚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3年5月 *

2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lice and rod-
like cerium dioxide precursor particles

陈建清(外) 陈志刚
魏勇(外)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3年6月 *

25
The surfactant-assisted synthesis of CeO2
nanowires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

for CO oxidation

陆晓旺(外) 李霞章
(外) 钱君超(外)

陈志刚

Powder Technology 2013年6月 *

26
真空浸渍制备膨胀石墨基C/C复合材料及其甲醛

吸附性能

顾诚(外) 陈志刚
刘成宝 陈丰 曹煜

(外) 吴正颍

复合材料学报 2013年8月 *

27
有序大孔TiO2双层膜的设计合成及其在染料敏化

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唐昭芳(外) 陈志刚 功能材料 2013年8月 *

28
Three-dimensional ordered macroporous
carbon as counter electrodes in dye-

sensitized solar cells

陈杨(外) 祝雅娟
(外) 陈志刚

Thin Solid Films 2013年9月 *

29

Improved visible-light-driven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CeO2

microspheres obtained by using lotus
flower pollen as biotemplate

钱君超(外) 陈志刚
刘成宝 陆晓旺(外)
王芳(外) 王盟盟

(外)

Materials Science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2013年12月 *

30

Fabr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ly
Ordered Macroporous TiO2 Films with
Enhanced Photovoltaic Conversion

Efficiency

陈杨(外) 唐昭芳
(外) 陈志刚

Journal of
Inorganic and
Organometallic
Polymers and
Materials

2013年9月 *

31 地震模拟振动台基础动力反应的比较研究 王磊(外) 丁海平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32 断层埋深对近断层PGV的影响
于彦彦(外) 丁海平
陈澎军(外) 孙亦鸥

(外)

世界地震工程 2013年9月 A

33 基于场地特征周期的瑞利阻尼确定方法 丁海平 马俊玲(外) 岩土力学 2013年10月 E
34 土层地震反应分析中不同阻尼取值的影响比较 马俊玲(外) 丁海平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2013年10月 A

35 陡坎地形对地面运动的影响
丁海平 朱荣初(外)

宋贞霞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2013年10月 A

36
Study on design measure of seismic
capacity design in R.C. mega-frame

structures

段红霞 张尚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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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于规范的高层建筑风与地震作用的简明对比
冷元(外) 范存新

唐和生(外)
扬州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2年11月 A

38 埋入式基础地基阻抗函数分析
曹新风(外) 范存新

阎静(外)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4月 B

39 高层建筑风与地震作用响应的对比分析
冷元(外) 范存新

唐和生(外)
扬州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年8月 A

40
斜钢板带加固单跨RC框架-内填充墙结构的滞回

性能试验研究

吴建良(外) 戴雅萍
(外) 董军(外) 方

有珍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年8月 A

41 单层大跨超高厂房钢管混凝土肩梁的有限元分析
韩昌标(外) 赵宏康
(外) 戴雅萍(外)

方有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12月 B

42
新型卷边钢板组合截面PEC柱（弱轴）滞回性能

足尺试验研究

方有珍 陆承铎 马
吉(外) 申林(外)

孙国华

土木工程学报 2013年1月 *

43
新型卷边钢板组合截面PEC柱（强轴）滞回性能

试验研究

方有珍 马吉(外)
陆承铎 曲延全 申

林(外)

工程力学 2013年3月 *

44 Q690高性能焊接钢管轴压临界承载力试验数值模拟

江涛(外) 方有珍
彭奕亮(外) 蒋鸿云
(外) 杨俊芬(外)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 2013年6月 B

45
薄钢板PEC柱-钢梁端板对穿螺栓连接滞回性能试

验研究

马吉(外) 方有珍
陆承铎 韩昌标(外)

孙国华

工程力学 2013年6月 *

46 快速城镇化地区城镇公交的经营与管理研究 冯焕焕 交通企业管理 2013年7月 B
47 旅游景区新建公路交通量预测方法研究 冯焕焕 朱从坤 交通科技与经济 2013年9月 B

48 SDG密度仪填土压实度检测试验
顾欢达 杜智亮(外)
薛国强(外) 胡舜

(外)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年12月 A

49 扩大支盘桩群桩抗拔特性的有限元分析
李艳婷(外) 顾欢达

殷志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50 掺入专利添加剂的水泥土力学的试验研究
方咸美(外) 顾欢达

殷志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51
有速度脉冲近场地震下偏心支撑钢框架性态设计

方法
陶硕(外) 顾强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年12月 B

52
Static pushover test of three-story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Shao, Jian-
Hua(外) 顾强

Peng,
Xiaotong(外)

Gongcheng
Lixue/Engineering

Mechanics
2013年7月 *

53
支撑长细比对人字型中心支撑钢框架结构影响系

数的影响
杨俊芬(外) 顾强

张凡(外)
钢结构 2013年7月 B

54 强震下抗弯钢框架滞回能层间分布影响因素 周海兵(外) 顾强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9月 B

55
Seismic behavior analysis for composite
structures of steel frame-reinforced

concrete infill wall

Peng,
Xiaotong(外) 顾强

STRUCTURAL DESIGN
OF TALL AND

SPECIAL BUILDINGS

2013年10月 *

56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Water
Reducing Agent on the Early Cracking of

Concrete

韩静云 宋旭艳
Xu,Ruyuan(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年11月 *

57 钢结构地震作用取值的讨论 张金海(外) 何若全 建筑结构 2012年5月 E

58 基于不同超强和延性下钢框架的抗倒塌储备系数 何若全 彭成(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2年6月 B

59 等倒塌设计抗弯钢框架的结构影响系数 王君(外) 何若全 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 2012年6月 E

60
不同抗震设防标准下多层钢框架结构抗倒塌能力

的研究
何若全 袁星(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2年9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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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基于CMR 方法的钢框架二次设计研究 吴亚进(外) 何若全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2年12月 B

62 基于损伤的钢框架结构倒塌位移分析 顾丽娜(外) 何若全 钢结构 2013年8月 B
63 柱翼缘宽厚比对钢框架倒塌储备能力的影响 朱磊(外) 何若全 钢结构 2013年8月 B
64 预应力空心方桩与管桩的对比分析 姜正平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65 单驱动仿生机器鱼动力特性的实验研究
戴云彤(外) 万宏
(外) 徐继刚(外)

蒋明

实验力学 2013年6月 A

66 基于FLUENT的移动车辆下的车桥气动特性研究 戴云彤(外) 蒋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67 抗滑移系数对摩擦型自复位节点抗震性能的影响 王一帆(外) 李启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4月 B

68 轴压比对自复位结构体系柱脚节点抗震性能的影响 魏宇翔(外) 李启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4月 B

69 钢绞线预应力的改变对自复位钢框架性能影响 蒋成良(外) 李启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9月 B

70 利用钢板剪力墙耗能的自复位结构有限元模拟 朱昱(外) 李启才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9月 B

71
Study on reliability of bracing structure
for foundation pit by Excel optimization

algorithm

廖瑛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5月 *

72
相关变量情形下基坑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可靠度

分析
刘旭(外) 廖瑛 孙

雷江(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6月 B

73 随机变量对土钉墙抗外部稳定可靠性的影响分析
廖瑛 孙雷江(外)

刘旭(外)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3年9月 A

74 开孔板连接件在组合柱脚中的连接性能试验研究
杨宇焜(外) 刘凡

陈建兵 毕圣松(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6月 B

75 开孔钢板连接件在组合柱中的连接性能试验研究
毕圣松(外) 刘凡

陈建兵 杨宇焜(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6月 B

76 略论高校基层工会管理应把握的重点 刘建峰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3年9月 B
77 创新视角下高校二级学院办公室工作探讨 刘建峰 青年文学家 2013年10月 B
78 高校二级学院办公室管理模式优化研究 刘建峰 办公室业务 2013年12月 B
79 施工项目成本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吕玉惠 俞启元 张尚 财会月刊 2013年1月 A
80 基于BIM的施工项目多要素集成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吕玉惠 俞启元 张尚 建筑经济 2013年8月 A

81

Analytical behavior of eccentrically
loaded concrete encased steel columns
subjected to standard fire including

cooling phase

杜二峰(外) 舒赣平
(外) 毛小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EL

STRUCTURES
2013年3月 *

82 T形截面型钢混凝土异形柱耐火极限研究 周璇(外) 毛小勇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B

83 考虑爆裂的高强混凝土柱耐火性能研究
郜秋鹏(外) 毛小勇

行盼娟(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84 基于子结构模型的约束PEC柱抗火性能
行盼娟(外) 毛小勇

郜秋鹏(外)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13年7月 A

85 约束PEC柱（绕强轴）的耐火性能及影响因素分析
毛小勇 金晓飞(外) 施

键梅(外) 于宝林(外)
ssfr2013 2013年10月 E

86
Impact of Bending Moment Distribution Mode on

Fire Behavior of Restrained PEC Columns

毛小勇 xiao fei

jin(外) jianzheng

man(外)
ISSS-2013 2013年11月 E

87
Simplified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residual

strength of fire-exposed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s

Kodur, VKR(外)

Raut, NK(外) 毛小勇

Khaliq, W(外)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013年12月 *

88
活性粉末混凝土矩形截面配筋梁正截面受弯极限

承载力计算方法研究
潘琦 工程建设与设计 2013年4月 B

89 实腹式型钢混凝土梁受扭性能试验研究
邵永健 郁文(外)

陈宗平(外) 余兴国
(外) 翁晓红

建筑结构 2013年4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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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实腹式型钢混凝土梁弯扭性能试验研究 郁文(外) 邵永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6月 B

91
单调扭矩作用下角钢桁架型钢混凝土构件复合受

扭性能研究
柳丽荣(外) 邵永健

周月艳(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工程技术版)

2013年9月 B

92
配角钢骨架型钢混凝土梁的纯扭性能及强度计算

方法研究
邵永健 王妮(外) 陈

宗平(外) 刘峰(外)
工程力学 2013年9月 A

93
Evaluations of Nano-sized Hydrated Lime

on the Moisture Susceptibility of Hot Mix
Asphalt Mixtures

沈菊男 zhaoxing
xie(外) Peipeng

Xiao(外) Wenzhong
Fan(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年5月 *

94
EFFECTS OF KAOLIN ON THE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PORTLAND CEMENT CONCRETE

沈菊男 zhaoxing

xie(外) Dvid

Griggs(外)

Yaozhong shi(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年5月 *

95
Selecting Warm Mix Asphalt (WMA)

Additives by the Properties of WMA
Binders

石鹏程 zhaoxing

xie (外) 范文忠(外)

王丽丽(外) 沈菊男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年5月 *

96 复合矿化剂作用下增钙煤矸石的活化效果研究
宋旭艳 韩静云 张
伟(外) 郜志海

建筑材料学报 2013年8月 *

97 预处理飞灰与水泥的固化效果研究
宋旭艳 韩静云 吕
正勇(外) 姜正平

郜志海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2013年11月 A

98 三维不规则地形河谷场地地震响应分析方法研究 宋贞霞 丁海平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2013年4月 A
99 双向地震波输入时振动方向对拱坝地震响应的影响 宋贞霞 丁海平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2013年6月 A

100 基于等效拉杆模型的钢板剪力墙结构滞回性能分析
孙国华 顾强 何若

全 方有珍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3年3月 A

101 钢板剪力墙结构的剪切变形分析
孙国华 顾强 齐永
胜(外) 方有珍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3月 A

102 钢板剪力墙结构的性态指标及损伤评估
孙国华 顾强 何若

全 方有珍
土木工程学报 2013年4月 *

103 钢板剪力墙结构的耗能能力
孙国华 顾强 何若

全 方有珍
计算力学学报 2013年6月 A

104
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弹塑性状态的层剪力分

布模式研究
孙国华 顾强 何若

全 方有珍
工程力学 2013年7月 *

105 半刚接钢框架内填RC墙结构滞回性能的有限元分析
孙国华 顾强 李东

(外) 何若全
建筑结构学报 2013年8月 *

106
Fractal Study for Surface Cracks on the
Recycled Concrete Beams with Recycled

Bricks

孙洪泉 郭健(外)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2年7月 *

107 橡胶混凝土梁在纯弯状态下损伤及分形研究
李文兵(外) 孙洪泉 周

文慧(外) 王勇(外)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108 骨料粒径变化的混凝土梁断裂面的分形研究
孙洪泉 魏超义(外) 丁

俊(外) 周文慧(外)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3年6月 A

109 再生混凝土梁表面裂纹扩展的分形特征
魏超义(外) 孙洪泉

周文慧(外)
工程建设 2013年8月 B

110
Fractal Study for Surface Cracks of Rubber

Concrete Beam on Concentrated Load
孙洪泉

Mechanics and
Mechatronics

2013年10月 *

111 橡胶混凝土梁受荷破坏过程的分形行为
周文慧(外) 孙洪泉

魏超仪(外)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3年12月 B

112 空间钢构架混凝土梁受弯性能的非线性全过程分析 代金亮(外) 唐兴荣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3月 B

113 砌体填充墙框架结构的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皮淑萍(外) 唐兴荣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3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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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开洞砌体填充墙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非线性有限元

分析
程俊涛 (外) 唐兴荣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

程技术版）
2013年6月 B

115 光纤光栅传感器监测混凝土简支梁裂缝的实验研究
田石柱 曹长诚(外)

王大鹏
中国激光 2013年1月 *

116 钢筋与再生混凝土握裹力的试验研究 杨海涛(外) 田石柱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2013年3月 A

117 基于长标距光纤光栅传感器的钢梁损伤定位研究
田石柱 温科(外)

王大鹏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13年4月 A

118 光纤传感器在土木工程健康监测中的发展与应用
曹长城(外) 田石柱

王大鹏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3年6月 A

119 再生混凝土材料抗压强度尺寸效应试验研究 杨海涛(外) 田石柱 铁道建筑 2013年6月 A

120
Experiment on properties of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杨海涛(外) 田石柱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8月 *

121 高强再生骨料混凝土的配制及性能研究 杨海涛(外) 田石柱 功能材料 2013年9月 A

122 橡胶-质量系统子结构振动台试验方法研究
田石柱 王彬 (外)

蔡新江
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2013年10月 A

123 多尺度混合试验的单元选取及界面连接方法
陆兴锋(外) 田石柱

蔡新江
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2013年10月 A

124
Shear failure behavior of Y-eccentrically

brace in RC frame structures under earthquake

action
王大鹏 于安林

Advanced Material

Research
2012年9月 *

125
Seismic performance testing of reinforcement

concrete frames strengthened with Y-

eccentrically brace

王大鹏 于安林 薛
黎明(外)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English

Edition)

2012年12月 B

126 混合编程控制的多自由度结构拟动力试验方法 王大鹏 田石柱 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2013年2月 A

127
理工科新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基
于苏州科技学院土木学院2011级学生的分析

王珏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13年3月 B

128 污泥溶液的酸碱度对重金属Cr 、Cd形态的影响 王月香 陈茂林(外) 工业安全与环保 2012年12月 A

129
Research on Bridge Maintenance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吴宇蒙 吴宇浙(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年12月 *

130
Project Proposals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吴宇蒙

progress in

industri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II

2013年8月 *

131
Effect of Compaction Temperature on Rutting

and Moisture Resistance of Foamed Warm-Mix-

Asphalt Mixtures
肖飞鹏 2013年2月 *

132
Improved Resistance of Long-Term Aged Warm-Mix

Asphalt to Moisture Damage Containing Moist

Aggregates
肖飞鹏 2013年2月 *

133
Rheolog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arm mix asphalt binders at intermediate and

low performance emperatures
肖飞鹏

canadian journa of

civil engineering
2013年2月 *

134
model developments of long-term aged aspjalt

binders
肖飞鹏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13年2月 *

135 基于倒塌安全储备的RC框架延性设计 谢剑学 徐利军(外) 甘肃科学学报 2013年6月 B

136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SMA mixtures added

with crumb rubbers in dry process
谢兆星 2013年2月 *

137
The effectiviness of Warm Mix Asphalt (WMA)

additives affected by the type of aggregate

and binder
谢兆星 2013年2月 *

138
双向非均质基于连续介质模型的桩动力响应特性

分析
杨冬英 王奎华(外) 土木工程学报 2013年3月 *

139
耗能梁段与RC框架梁连接节点滞回性能的有限元

分析
盛邵 孙国华 于安
林 赵宝成 邵寅

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2013年3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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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Modificat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different

asphalts by polyphosphoric acid
张恒龙 建筑材料学报 2013年4月 *

141
A Study on Multi-Resolution Modeling of

Mesoscopic-Microscopic Traffic Simulation

Model
张丽岩 马健(外)

12th CO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portation

2012年8月 *

142
EXAMPLES OF VALIDATING AN ADAPTIVE KALMAN

FILTER MODEL FOR SHORT-TERM TRAFFIC FLOW

PREDICTION

张丽岩 马健(外)
孙剑(外)

12th CO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CICTP 2012)

2012年8月 *

143
THEORY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 OF AN ADAPTIVE

KALMAN FILTER FOR SHORT-TERM TRAFFIC FLOW

PREDICTION

张丽岩 马健(外)
朱从坤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12年12月 *

144 基于中观仿真的城市快速路速度诱导控制模型研究
张丽岩 马健(外)

朱从坤 李克平(外)
公路工程 2013年10月 A

145 基于云计算的卡尔曼滤波速度诱导模型研究
张丽岩 马健(外)
李克平(外) 孙焰

(外)

公路工程 2013年12月 A

146 工程合同激励机制研究 张尚 项目管理技术 2013年3月 B
147 设计-建造项目投标的风险管理 张尚 建筑经济 2013年5月 A
148 设计-建造项目中业主完成的设计比例 张尚 国际经济合作 2013年8月 A
149 中国国际承包商的市场拓展策略 张尚 国际经济合作 2013年10月 A

150
Symmetries and conserved quantities for

fractional action-like Pfaffian
variational problems

张毅
Nonlinear
Dynamics

2013年2月 *

151 非自治Birkhoff系统的一般Poisson 理论 龙梓轩(外) 张毅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3年3月 B

152 受约束的自治广义Birkhoff系统的平衡稳定性 金世欣(外) 张毅
扬州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年5月 A

153
相空间中类分数阶变分问题的Noether对称性与

张毅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年7月 A

154

Noether's theorem for fractional
variational problem from El-Nabulsi
extended exponentially fractional

integral in phase space

张毅 Acta Mechanica 2013年8月 *

155
Perturbation to Noether symmetries and

adiabatic invariants for nonconservative
dynamic systems

张毅
Acta Physica

Sinica
2013年8月 *

156 特殊非完整力学系统的Lagrange对称性与守恒量
李良伟(外) 张毅 周洁

(外) 李斯华(外)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3年9月 B

157
基于按正弦周期律拓展的分数阶积分的变分问题

龙梓轩(外) 张毅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年9月 A

158
Method of variation of parameters for

solving a constrained Birkhoffian system
张毅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English Edition）

2013年9月 *

159
Fractional Noether Theorem Based on
Extended Exponentially Fractional

Integral

张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2013年10月 *

160
Noether symmetries of dynamics for non-

conservative systems with time delay
张毅 Acta Physica Sinica 2013年12月 *

161
基于Riemann-Liouville导数的分数阶Pfaff-

Birkhoff原理和分数阶Birkhoff方程
周燕(外) 张毅 科技通报 2013年3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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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T型钢PEC梁抗剪性能研究 卢国辉(外) 赵宝成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9月 B
163 轴压比对Y型偏心支撑RC框架抗震性能的影响 王军良(外) 赵宝成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12月 B

164 被动消能交错桁架滞回性能试验
赵宝成 计明明(外)

顾强 何若全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年1月 A

165 Y形偏心钢支撑RC框架结构滞回性能试验研究
赵宝成 于安林 蒋思成

(外) 王军良(外)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2013年1月 A

166
内填Y形钢支撑加固多层RC框架结构滞回性能试

验研究

赵宝成 于安林 王
军良(外) 顾强 刘

利娜(外)

建筑结构学报 2013年8月 *

167 加劲板连接双层钢板剪力墙抗剪承载力分析 渠晶(外) 赵宝成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168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及长效机制研究 周云 王珏 曹冬冬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2月 B

169 物业服务在既有建筑节能管理中的应用
李剑(外) 单昕(外)

赵杰(外) 周云
现代商业 2013年5月 B

170 土工格栅加筋路堤的非线性数值分析
朱逢斌 缪林昌(外)

王月香
公路交通科技 2013年2月 A

171 基坑施工对下方既有盾构隧道结构变形影响分析 朱逢斌 王月香 现代隧道技术 2013年6月 *

172
 A case study on behaviors of composite
soil nailed wall with bored piles in a

deep excavation

朱逢斌 缪林昌(外)
顾欢达 程月红(外)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3年7月 *

173 盾构隧道邻近建筑物施工的地面变形分析及预测 朱逢斌 缪林昌(外)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年7月 *

174 既有建筑物工作性状受盾构隧道施工影响研究
朱逢斌 缪林昌(外)

王非(外)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

科学版)
2013年7月 *

175
Effect of Warm Mix Asphalt (WMA)

Additives on the properties of WMA
Mixtures

祝鸿 谢兆星(外)
范文忠(外) 王丽丽

(外) 沈菊男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年2月 *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诗与感觉的命运 史惠风 蔡隽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年2月 Z
2 完美软件开发：方法与逻辑 李智勇(外) 丁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6月 Z
3 PHP语言精粹 刘涛(外) 丁静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9月 Z
4 英语专业学生口译能力问题探索 王文宇(外)段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8月 Z

5 致青春触动心灵的英语美文--小寓言大智慧 祁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

版公司
2013年6月 Z

6 应用语言学高级教程
王云 贾冠杰 李更春

(外)甄凤超(外) 李翠

英(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年9月 Z

7 致青春触动心灵的英语美文--小寓言大智慧
张顺生 沈迎(外) 朱

黎(外)  余芳 (外)张

露茜等(外) 祁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
版公司

2013年6月 Z

8 国外大卫.马梅特研究综述 蔡隽 文教资料 2013年10月 B
9 语法的认识方法论 曾泽林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B
10 经济类论文摘要英语翻译问题实证探析 陈广平 安徽农业科学 2013年6月 B
11 英语中表“大”的动词辨析 陈辉 乔铁军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3年5月 A
12 大学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实证研究 陈辉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13 从overlook说起 陈辉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3年11月 A
14 浅谈听力活动设计原则及影响因素 陈适 朱晨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15 从生态翻译理论视角解读葛浩文翻译观 陈婷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0月 B
16 儿童视角 自传 隐喻 陈振娇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12年11月 B
17 论文学刊物在亨利-劳森经典形成中的作用 陈振娇 国外文学 2013年8月 A
18 精神荒原上的独行者：裘德人生悲剧根源新探 成晓莉 文教资料 2013年10月 B
19 从分裂走向回归 成晓莉 文教资料 2013年12月 B
20 典型新媒体的内在发展趋势及社会影响分析 丁静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15、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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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学生需求的口译教学反思 段燕 王文宇(外) 英语教师 2013年2月 B

22 汉英交替口译非流利现象个案研究 段燕 王文宇(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学报
2013年4月 B

23 口译教学实证研究：教师、教材、教法 段燕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5月 B
24 基于记忆与语篇理论的口译短时记忆教学模式 段燕 王文宇(外)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25 日语中“有标被动句”的汉译问题之探讨 范峥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11月 B
26 体现人本主义教学观的《新世纪大学英语教学》 龚金莲 新课程研究 2013年12月 B
27 世界史专业研究生俄语二外课程教学探索 巩丽娜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28
英日中语言间的“视点”对照研究——从生态心

理学的角度分析
顾晶姝 青年文学家 2013年11月 B

29 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及其应对措施 韩涛 新课程研究 2013年12月 B
30 含意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中的运用 胡倩 科教导刊 2013年12月 B

31
笔端流云 诗意叙写——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文本中的叙事策略
吉兆荣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32 英语无生命主语句的语言特征和翻译研究 江沈巨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33 有关日语接头词“大”的读音规律探讨 蒋晓蓉 语文学刊 2013年9月 B

34
精神的枷锁——《看不见的人》中美国黑人所遭

受的精神歧视
鞠朝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
报

2013年10月 B

35
澳大利亚人的家园建构——大卫·马洛夫和他的

小说
孔一蕾 外国文学动态 2013年4月 B

36 英语叙事体广告语篇的及物性研究 李春芳 长沙大学学报 2013年1月 B
37 汉语描述体广告语篇中及物性分析 李春芳 孙新征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3年1月 B
38 who和谁的话轮处理对比研究 李春芳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4月 B
39 复杂性科学观照下的翻译标准问题的再探讨 李春芳 吕俊(外) 上海翻译 2013年8月 A
40 对话公共空间 郑英锋 世界美术 2013年12月 A
41 郁达夫日本留学的经历对小说《沉沦》的影响 李韬瑾 青年与社会 2013年12月 B
42 高校外语教师职业发展途径与效果的案例研究 刘芳 英语教师 2013年12月 B
43 与"三"相关的汉日熟语及其语义考察 刘凯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44 The Story of Socrates and Plato 刘兆香 大学英语 2013年7月 B
45 宋明禅思想的“混融”发展演变及成因 罗时光 船山学刊 2013年7月 B
46 日本留学生扩招政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马岩 肖甦(外) 比较教育研究 2012年12月 A
47 独立学院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研究 裴丽霞 蚌埠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48 独立学院学生英语词汇习得与保留的实验研究 裴丽霞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0月 B

49
荒原上的希望--《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生物

权利
彭艳 祁玲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4月 B

50 经典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发展的现代性价值 浦净净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月 A

51
基于无边界职业生涯视角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管理
浦净净 中国成人教育 2013年7月 A

52
从翻译到创作和评论都应多些文化自觉——“从
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学术峰会述记

綦亮 中国比较文学 2013年1月 A

53 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伍尔夫研究 綦亮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3年4月 B
54 为什么是艾丽丝.门罗？ 綦亮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10月 Q
55 话语转述的类型、视角和引述目的 秦建栋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13年11月 B

56 日本の国際理解教育の歴史と今日的課題 秦莉
奈良女子大学人间文

化研究科年报
2013年3月 B

57 中国における国際理解教育の歴史と現代的展開 秦莉
奈良女子大学教育シ

ステム研究
2013年9月 B

58
Issues and Solutions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in China
秦莉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2013年11月 B

59 精神生态视角下的《儿子与情人》 宋敏桢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3年7月 B
60 低调陈述的对话性分析 孙志慧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年12月 B
61 师生关系中低调陈述的对话性分析 孙志慧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B
62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骑士精神的解读 谈有花 淮海工学院学报 2012年11月 B
63 PETS二级口语测试对基础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 王琤 王骊(外) 海外英语 2012年12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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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汉语国际教育本土化教学的新思考——来自“英

语桥”项目的启示
李现乐(外) 王琤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
研究版）

2013年4月 B

65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大学EAP教学研究——以东

南大学、蒙纳士大学“英语桥”为鉴
王琤 钱激扬(外) 现代教育科学 2013年9月 A

66 关联理论视角下广告语言的解读 王劼 徐艳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3年6月 B

67 英汉名1+名2复合词构词理据对比研究 王劼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9月 B

68 批判性思维指导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分析 王薇 考试周刊 2013年6月 B
69 试论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理想主义 夏弘容 青年文学家 2013年11月 B

70
殊途同归—T. S. 艾略特的诗学本体论和哈罗德

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之比较
谢咏梅(外) 夏金 山东外语教学 2013年1月 A

71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熊英 朱晓芳(外)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年5月 A

72 《日本灵异记》的虚词“之”与四字句结构 徐志红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年11月 B

73 意识形态视域下的语言认知探究 杨洪武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3年10月 B
74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小品词课堂教学设计 杨洪艳 语文学刊 2013年11月 B

75 从文化视角看美国选美赛事名称的汉译 杨婳 张顺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13年1月 B

76 校政合作背景下高职辅导员的创业教育角色定位
张杰(外) 杨梅 吴

进华(外)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0月 B

77 日语助词在日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杨晓嫱 陆娟(外)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78 多模态话语理论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语言水平测试 杨颖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79
Comparing Chinese and Janpanese L earners

Attitudes to EFL Teaching

Michael Rube

Redfield(外) D.Randal

Terhume(外) 杨宇红
大阪经大论集 2013年1月 B

80 外语助你提高决策质量 钱方舟(外) 张顺生 大学英语 2013年1月 B
81 谈俗语“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英译 张顺生 上海翻译 2013年5月 A
82 中文标题英译方法——《明清小品文》个案研究 张顺生 王丽(外) 当代外语研究 2013年5月 B

83 英美名人演讲对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陈静娴(外) 朱雅庆
(外) 陆霞(外) 张

顺生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

2013年5月 B

84 从一道试题看中考写作命题的考查特点和趋势 陈天(外) 张顺生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3年7月 A
85 中英新闻报道中语言歧视现象分析 陈丽(外) 张顺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13年11月 B
86 斯诺登获德国揭密者奖 张顺生 大学英语 2013年11月 B

87 西方唐诗英译及其状况综述
倪修璟(外) 张顺生

庄亚晨(外)
语言教育 2013年11月 B

88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10～2012年)载

文统计与分析
刘阳(外) 张顺生

陈天(外)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89 吴健雄国际声誉折射的吴健雄精神 王丽(外) 张顺生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B
90 论《格列佛游记》中的反殖民意识 赵诚 电影文学 2013年10月 A
91 政治话语名词化语用预设的批评性分析 支永碧 社会科学家 2013年9月 A
92 邻近性转喻观的认知探究 周福娟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年3月 B

93 刍议高校学生干部培养的有效驱动策略 周茹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12年11月 B

94 建立高校贫困生帮扶体系的思考 周茹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B
95 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 周茹 江苏教育研究 2013年12月 B
96 德国人眼中的中国言语礼仪文化 周薇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97 德汉道歉语的性别语用对比分析 周薇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3年10月 B
98 德汉抱怨语的性别语用对比 周薇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1月 B
99 如何让学生有兴趣地参与课堂听力教学活动 朱晨 陈适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2013年12月 B
100 高校英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朱海蓉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2年9月 B
101 在英语学习中培养大学新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朱海蓉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3年7月 B
102 背诵输入韵律特征利用认知探析 朱晓红 现代阅读 2013年1月 B
103 论日本龙安寺石庭的美 朱珠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10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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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论《徒然草》中兼好法师尚古主义之王朝美审美观 朱珠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年6月 B
105 小议日本茶道 朱珠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年8月 B
106 新中国60年索尔·贝娄小说之考察与分析 祝平 当代外国文学 2013年4月 A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论文
分类

1 音乐专业舞蹈形体教学之探索 陈菁 铜仁学院学报 2013年9月 B

2
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节奏学著作——读张巍〈

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
陈林 人民音乐 2013年3月 A

3
《结构中国分析学派、对位国际学术前沿——全

国首届音乐分析理论大师讲习班述评》
陈林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
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A

4
创作与理论的完美交融——贾达群室内乐《漠墨

图》结构力探究
陈林 音乐创作 2013年11月 A

5
韦伯《F大调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解析与演奏

难点训练
邓韬 黄河之声 2013年1月 B

6 苏州风俗歌的旋律特征 冯智全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13年7月 B

7 山歌《五姑娘》的旋律异同 冯智全 张玉霞 音乐创作 2013年11月 A
8 浅析琵琶作品中的古琴艺术元素 龚瑛 音乐时空 2013年8月 B
9 琵琶与古琴指法之比较 龚瑛 音乐大观 2013年9月 B
10 试析吴哥音乐与唱词文学的文本分流原因 刘大巍 黄河之声 2013年9月 B
11 谈小学生的嗓音歌唱发声训练 刘大巍 中国音乐教育 2013年11月 B
12 从校园歌手大赛谈提高音乐素养 施敏 音乐大观 2013年11月 B
13 试析流派唱法艺术中的歌唱技法 孙和安 黄河之声 2013年9月 B
14 论青主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创新与演唱技法 王军 黄河之声 2013年9月 B
15 也谈“李玉刚现象” 夏美君 歌唱艺术 2013年5月 B
16 谈小学生的嗓音发声训练 夏美君 中国音乐教育 2013年11月 B
17 由《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谈起 夏美君 音乐大观 2013年12月 B
18 苏州打莲厢形态特征分析 向本涛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A
19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自娱性舞蹈发展原因之思考 向本涛 大众文艺 2013年9月 B
20 拉班舞谱发展刍议 向本涛 大众文艺 2013年12月 B
21 教育生活理念下的钢琴课程教学改革 张燕 音乐大观 2013年12月 B
22 我国钢琴作品的教学与思考 张燕 黄河之声 2013年12月 B
23 江苏民歌《茉莉花》在钢琴曲中的运用 赵赟韵 音乐创作 2013年12月 A

16、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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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云计算的无线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胡伏原 董兴法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

委员会
2012年12月

2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镁剂烟气脱硫废渣联产水滑石技术及应用 董延茂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12年12月

3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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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科技进步奖 苏州市政府 2013年2月

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污泥发酵强化城市污水生物除磷新工艺研究 黄天寅 2012苏州市科技进步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3年2月

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及救灾对策研究 连达军 苏群 袁荣明
(外)

江苏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奖 江苏省民政厅 2013年10月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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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彤 张俊峰(外)

2013年江苏省测绘科技进步
奖

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3年9月

7 商学院
不确定环境下供应链物流计划决策优化与应

用

邵举平 马天云(外) 翁卫兵

(外) 贾海成 徐国泉 杨传

明 薛今晨(外) 孙延安(外)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
进步奖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13年10月

8 商学院 贸易摩擦的经济动机及应对策略 王世文 常州市第十二届哲社奖 常州市人民政府 2012年3月

9 商学院 苏州市望亭国际物流园总体规划
王仲君 杨传明 徐国泉

贾海成
2012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
学技术奖 全国商业科技进步

中国商业联合会 2012年12月

10 商学院
苏州与沪、甬、深吸引外资研发中心创新环

境的比较研究
夏海力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
程优秀成果奖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
合会

2013年3月

11 商学院
苏州古典园林留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标准化建设
邢夫敏

商务部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
奖

中国商业联合会 2012年12月

12 数理学院
MEMS技术半导体硅压阻高频、微型、高温系

列动态力敏传感器
潘涛 程新利 2012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3年1月

13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十二五”公交优先及统筹城乡客运服

务政策研究
冯焕焕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2年11月

二、科研成果、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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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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语境下的“中华老字号”品牌文化发展对策研究-以苏州为例 狄野 省哲学社科界应用研究课题（指令性）

2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昆曲艺术传承中的陷性知识研究 丁国蓉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3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新媒体语境下的品牌传播策略 梁建飞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4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苏州越城遗址文化旅游开工仪式规划 钱江 横向项目

5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苏州计量所廉政微电影制作 邵斌 横向项目

6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混合式学习研究 王靖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7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江南地区佛教造像样式确立的成因研究 王霞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8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公共标识设计中图形语言的个性与共性研究 王悦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9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苏州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业态现状与对策研究 辛蔚峰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1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可变流量粉尘快速测定仪 陈多观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1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苏州市移动网络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陈建平 市科技计划（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指令性）

1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在线水华氨氮参数检测装置的研究 黄伟军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1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锥形光纤器件极其应用研究 姜莉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WIFI的大型LED点阵屏控制卡的研究 雷岩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城市交通设计关键技术研究 邱劲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1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GPCR跨膜螺旋结构预测的计算方法研究 吴宏杰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1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科研经费管理软件的开发 吴勇 横向项目

1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艺参数对熔锥型光纤耦合器性能影响的研究 夏娟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导性）

1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无线传感网的城市空气质量动态信息检测平台的建设 杨丽娟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令性）

2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太阳能风力互补发电系统在农村的应用及农村建筑节能技术研究 朱学莉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21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生物模板制备高性能光催化材料的研究 曹丰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2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基于microRNA调控网络的新型前列腺癌诊断标记的构建 陈佳佳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三、科研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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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氨基酸变异分析及数据库的构建 陈佳佳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4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蜂窝状三维有序无机多孔膜的设计合成及其选择性分离特性研究 陈志刚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25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基于碳纳米管表面自组装毛细管电泳分析及其生物应用研究 程宏英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26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西诺威阀门控制产学研 程宏英 横向项目

27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根瘤土壤杆菌诱变高通量筛选及辅酶Q10生物合成调控研究 扶教龙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28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用3-硝基邻苯二甲酸的副产物合成单氟苯酐的工艺研究 韩志慧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29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生自我管理模式研究 和洁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30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罗非鱼养殖池塘藻类优化调控技术 金琎 横向项目

31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环境压力下球头三型胞菌Hog1调控多元醇产生及其代谢转换研究 李良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2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生物催化制备高价值稀有L-核糖的平衡变换与原位分离基础 李良智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33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植物甾醇生物发酵转化制备医药中间体 李良智 横向项目

34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弱光上转换性能研究 梁作芹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5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试验件的涂装性能和涂装质量研究 刘成宝 横向项目

36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碳掺杂的磁性铁酸盐光芬顿催化氧化脱氮及反应机理研究 刘守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

37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石墨烯氧化石墨烯参杂过度金属铁酸盐光催化降解氨氮 刘守清 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

38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太湖底泥微生物多样性与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 钱玮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9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RF影响小鼠睾酮分泌的时间毒性及CaMKI/RORα 通路在其过程中的作用 秦粉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40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纳米硒对中华绒螯蟹在低氧胁迫下免疫功能的调控研究 秦粉菊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41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农田施用尿素增效减污新技术研究 邱业先 市级环保科研课题（指令性）

42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防治稻瘟病生物农药-茶多酚微乳剂研制与田间应用研究 邱业先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43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废水站改造工程初步设计 王东田 横向项目

44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富士胶片精细化学无锡公司废水站工艺改造 王东田 横向项目

45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优质香青菜种质资源发掘、评价与创新 王桃云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46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双模板法合成大容量微通道介孔SiO2缓释材料 吴正颖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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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人工纳米材料对氮磷在土壤多孔介质中迁移转化的影响机制 徐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8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人工纳米SiO2对磷在土壤多孔介质中迁移与转化的影响与机制 徐楠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49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光子晶体调控弱光上转换材料制备与增强固态上转换发光研究 叶常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50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光子晶体增强固态弱光上转换发光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叶常青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5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基于聚偏氟乙烯膜材料添加剂的开发制备 白任碧 横向项目

5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支塘镇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编制 陈德超 横向项目

5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溧阳经济开发区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 陈德超 横向项目

5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司环境评估报告编制 陈德超 横向项目

5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溧阳市2014年度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实施方案 陈德超 横向项目

5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全国城市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溧阳实施评估 陈德超 横向项目

5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塘桥镇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陈亢利 横向项目

5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新镇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陈亢利 横向项目

5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锦丰镇环境保护暨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编制 陈亢利 横向项目

6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排水用塑料检查井在苏州市住宅小区中的应用研究 陈新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6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平江新城平龙路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环评 陈芝萍 横向项目

6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ABR反应器厌氧氨氧化启动过程及微生物富集规律研究 陈重军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6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低碳氮比废水厌氧氨氧化反硝化耦合脱氮除碳研究 陈重军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6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关于加强规划保留村庄立法与提升建设水平的研究 单鹏飞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6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与利用规划 单鹏飞 横向项目

6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金庭镇甪里古村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单鹏飞 横向项目

6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与利用规划 单鹏飞 横向项目

6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研究 杜景龙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6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改性活性碳铁—新型脱氮除磷工艺在电镀废水处理中的应用示范研究 郭永福 市科技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指令性）

7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大气污染防控公众参与体系构建研究 侯爱敏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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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制度设计研究 侯爱敏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7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研究 侯爱敏 横向项目

7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内外先进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黄明华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7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提升苏州城镇化发展质量路径研究 黄明华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7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市污泥厌氧发酵产酸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黄天寅 江苏省太湖治理科研课题

7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周庄镇给水管道工程施工图设计 黄天寅 横向项目

7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横泾街道生态河道规划 黄天寅 横向项目

7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周庄镇给水管道工程施工图设计 黄天寅 横向项目

7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太湖水污染治理（昆山周庄）五期项目申报技术材料编制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金庭镇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项目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太湖水环境治理五期（常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申请报告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雨水管网规划评估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周庄龙凤路支路新建工程设计图纸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庭镇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及处理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胥口水利枢纽工程管理处食堂改造工程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丹阳市老城区水系和水生态景观规划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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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黄天寅 横向项目

8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舍业规划村镇建设部分中期评估 黄天寅 横向项目

9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城区河道水体表观质量评价方法建立和评估 黄勇 横向项目

9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及产品示范 李翠梅 子课题

9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节能型重力循环供冷/暖设备   应用效果及地区适用性研究 李翠敏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9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甪直等七镇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李新 横向项目

9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江区十二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中期评估 李新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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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淀山湖晟泰村国家级生态建设规划 李新 横向项目

9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中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李新 横向项目

9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复合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研究 连达军 市级环保科研课题（指令性）

9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复合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研究 连达军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9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园区混合工业污水点解处理后尾水深化处理 刘峰 横向项目

10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资源约束下的流域粮食生产潜力研究 柳玉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

10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苏州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对策研究 年福华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10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新区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0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 年福华 横向项目

10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 潘扬 横向项目

10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山市污水处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 潘杨 横向项目

10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 潘杨 横向项目

10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灾区集中安置点水处理新技术：活性炭/臭氧氧化与膜过滤组合工艺 钱飞跃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10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财政支持富民载体政策研究 任晓明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10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任晓明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1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高新区生态补偿技校评价与政策研究 任晓明 横向项目

11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实施生态补偿制度的经验、难点及对策研究 任晓明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11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与景观相宜的农村生活污水生物生态处理工艺技术及其示范 沈耀良 市级环保科研课题（指令性）

11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原位微生物稳定化固化技术在铬污染土壤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施维林 子课题

11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相变墙体材料与节能强化技术研究 孙志高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令性）

11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零价铁对亚硝化颗粒污泥性能及功能微生物的影响机制 王建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1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田面源污染梯度式沟渠塘生态净化技术应用研究 王建芳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11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有机废气活性炭吸附浓缩在线再生成套设备开发 王学华 市级环保科研课题（指令性）

11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印染废水低污泥产生量、低能耗处理工艺研究 王学华 省环保科研课题（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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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遥感和GIS技术在苏州市生态补偿中的应用研究 王跃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12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市降雨径流控制LID适用措施布局优化及实证研究 吴玮 子课题

12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庭镇河道健康状况调查及生态恢复建议 吴玮 横向项目

12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河道治理成效评估与生态建设集成技术研究 吴玮 横向项目

12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芯片毛细管电泳快速检测回用水中氯酚类环境污染物 吴友谊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2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园区振中汽车配件新建项目环评 吴友谊 横向项目

12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村生活污水生态系统设计 徐乐中 横向项目

12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新区镇湖三洋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徐乐中 横向项目

12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阳澄湖水环境质量改善集成技术应用研究与师范 徐乐中 横向项目

12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众可接受环境风险水平确定及邻避效应研究 杨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2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生态补偿实践分析与完善对策研究 张晓芳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13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webgis的苏州古城控保建筑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研究 张序 横向项目

13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正荣苏地2013-G-29地块原始地貌测绘 张序 横向项目

13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壤功能抵抗力与恢复力建模及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 张园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13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中重金属铅污染的人类健康风险评估 张园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项目

13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园区恶臭物质现场调查评价及控制技术研究 张占恩 子课题

13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空间多媒体技术在城建档案编研利用信息化中的应用研究（以苏州为例） 张志敏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13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都经济开发区人才公寓环评 朱英存 横向项目

13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PM2.5公众认知度调研 邹丛阳 横向项目

13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姑苏去环保宣传活动 邹丛阳 横向项目

13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大学生“美丽姑苏”环保公益微电影大赛 邹丛阳 横向项目

14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司9E改造环评 邹丛阳 横向项目

14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司泵房建设工程设计 邹丛阳 横向项目

14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州市民生态文明素质提升行动规划 邹丛阳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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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机关 立足校园文化下的图书馆共同体构建和服务研究 李艳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44 机关 趣味科普进入国际教育园 唐奇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145 机关 苏州和谐社区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温芳琴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146 机关 2012年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估 朱春晓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147 机械工程学院 微结构高精密微铣削的动态特性及稳定性研究 曹自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48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汽车实车电动玻璃升降器性能测试系统的优化设计 刘义生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149 机械工程学院 纯电动汽车三门一盖及车门附件耐久试验 刘义生 横向项目

150 机械工程学院 可逆单向走丝线切割加工技术及装备开发 齐文春 横向项目

151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复杂约束的多移动机器人的协调方法研究 尚文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152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约束的多机器人系统的任务分配和调度问题研究 尚文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153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多相流的长三角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建筑环境安全技术研究 田玉冬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54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柔性运动的水下多推进模式复合机理与实验研究 颜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55 机械工程学院 融合波动模式与射流模式的多柔性鳍推进技术研究 颜钦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156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ANSYS的高速走丝电火花微细丝切割热电耦合场分析电极丝损耗机理 杨建锋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57 机械工程学院 压电换能器结构动力学仿真分析 殷振 横向项目

158 机械工程学院 网络环境下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陶瓷炉智能控制方法研究 朱其新 子课题

159 机械工程学院 减小高速高精度机电伺服系统跟踪误差的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朱其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60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立体车库技术合作 朱其新 横向项目

16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五星酒店软装整体配饰与新材料应用研究 戴斌 横向项目

16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利益博弈视角下乡村空间转型与协作机制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丁金华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16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生态文明视阈下乡村空间重组与利益博弈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丁金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6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空间利益视角下的乡村空间重组与调控机制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丁金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6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生态文明视角下乡村空间转型与利益协作机制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丁金华 省哲学社科界应用研究课题（指导性）

16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空间利益视角下城市土地再开发的规划调控策略研究 丁金华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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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地区“原风景”基因图谱的构建研究 董立惠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6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苏南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研究-基于不同居住空间的实证分析 范凌云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16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关于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的路径研究 范凌云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17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统筹背景下苏南乡村功能演化与空间重构研究 范凌云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17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轨道交通线网色彩规划及导向系统总结 郭晓阳 横向项目

17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镇密集地区村镇聚居空间耦合机理和协同规划研究- - 以苏锡常地区为例 洪亘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7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旺山村民居立面测绘工程 李兆堃 横向项目

17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江苏省公园绿地建设和经营管理模式研究-基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 刘志强 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指导性）

17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于环境风险管控的城乡工业用地更新评估研究--以苏州为例 罗超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7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元和塘两岸城市设计 彭锐 横向项目

17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经济开发区外来务工人员配套设施规划研究 彭锐 横向项目

17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苏南地区乡村空间演变与调控研究 钱达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7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生态补偿理论标准与测算方法研究 苏群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18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减灾绿地应对城市危机的作用及其规划配置导则研究 苏群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8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太湖湖滨湿地生态恢复技术及其应用研究-----以三山岛为例 苏群 市科技计划（农业）项目（指令性）

18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盛泽总部经济集聚区空间形态规划研究 王雨村 横向项目

18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优美乡村建设中文化传承研究 文剑钢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18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居住区低碳景观评价体系及营造策略研究 吴殿鸣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18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江区太湖新城户外广告设置规划 吴杰 横向项目

18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南绿色建筑地域性生态技术与设计策略研究 吴穹华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18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大运河苏州段遗产检测研究 谢鸿权 横向项目

18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木渎科技产业园绿色三星建筑方案 徐菁 横向项目

18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树上村旅游景观详细规划及策划 杨新海 横向项目

19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无锡市东亭地区城市更新 杨新海 横向项目

 56 



      苏  州  科  技  学  院  2013  年  度  科  研  成  果  目  录  汇  编                       

序号 所属机构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19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马上贡园规划 杨新海 横向项目

19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中区绕城高速沿线村庄整治规划 杨忠伟 横向项目

19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古村落保护研究 雍振华 横向项目

19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于灾害风险评估的历史园林保护研究——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 余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9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袁中金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19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科技“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 袁中金 市科技计划（科技计划管理）项目（指令）

19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与富民载体建设研究 袁中金 横向项目

19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金色抚仙湖九龙国际会议中心项目三期 袁中金 横向项目

19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绿色低碳小城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袁中金 横向项目

20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宜春市农业科技园总体规划 袁中金 横向项目

20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常州市中心城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袁中金 横向项目

20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绩效评估 袁中金 横向项目

20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研究 袁中金 横向项目

20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江苏地区新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生长点形态与模式研究 张芳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20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新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生长点形态与模式研究 张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

20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昆山市巴城镇北家库农村环境整治建设 张锦砚 横向项目

20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市美丽村镇建设示范点简介文本设计 张锦砚 横向项目

20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美丽镇村示范点各镇村简介 张锦砚 横向项目

20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市小城镇建设统计汇总及分析研究 张锦砚 横向项目

21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周庄镇龙凤公园设计 张锦砚 横向项目

21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分散式中小型单元式污水处理系统产品研制 赵书杰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令性）

21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分散式中小单元生物膜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开发 赵书杰 横向项目

21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苏州鑫苑鑫城项目绿色建筑咨询 赵书杰 横向项目

21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于可变适应性的保障性住宅设计策略研究 周曦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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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镇化背景下水网城市湿地保护与可持续管理策略——以苏州市为例 朱颖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1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民间传统工艺中的“生态文明”观与其当代应用研究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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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心理服务视角下苏州市新城区居民（失地农民）心理需求与服务对策研究 艾振刚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1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市“公调对接”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心理学研究 鲍谧清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19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慈善异化”现象的道德哲学研究 陈建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20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发展的教师职前教育培养模式研究 丁敏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221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准移民城市”背景下苏州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丁宪浩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22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市小微企业生存现状的调研 丁宪浩 横向项目

223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失独老人心理与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贾凤芹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24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多元文化下青少年内隐性别偏见形成与教育干预 贾凤芹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25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现代制造业基层管理者胜任力模型建构研究 李锐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26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制造业基层管理者职业生涯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 李锐 横向项目

227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国际教育园资源共享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刘雅贤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2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大学生头脑的有效途径研究 刘雅贤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29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省高校推进少数民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刘兆杰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30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务诚信：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内在方面研究 吕耀怀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31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市老年人居家养老创新模式研究 马彥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32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创新性研究 马彥 省哲学社科界应用研究课题（指令性）

233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动机分析及干预 瞿晓庆 横向项目

234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劳务派遣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邵爱国 联合国妇女权利署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与倡导基金

235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失业农民再就业培训长效机制的行动研究 邵爱国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级）

236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高新区家庭服务业的现状、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 邵爱国 横向项目

237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生代产业工人择业与就业心理研究-基于苏州市劳动力市场的观测、分析和实践 邵爱国 横向项目

23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的“苏州经验”对“美丽江苏”建设路径的示范性研究 王建明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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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与德性论的共同体系 王腾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240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西方道德哲学形态的历史演进研究——从苏格拉底到康德 王腾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导性）

241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育满意度调查 韦洪涛 横向项目

242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高新区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韦洪涛 横向项目

243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江撤市建区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温波 横向项目

244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设计研究院企业管理建设研究 温波 横向项目

245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建设研究 温波 横向项目

246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年度苏州服务业顾客满意度调查研究 温波 横向项目

247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苏州铭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 吴红耘 横向项目

248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益及该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吴卫华 横向项目

249 人文学院 晚明文化生态与复社运动 丁国祥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导性）

250 人文学院 基于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的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研究 董粉和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51 人文学院 苏州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董粉和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52 人文学院 苏州文学与苏州文化形象塑造 高建国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53 人文学院 江苏文学与江苏文化形象塑造 高建国 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精品研究课题（指导性）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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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255 人文学院 《素问》的语言年代 蒋重母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56 人文学院 江苏昆剧传承人“看家戏”表演艺术研究 金红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57 人文学院 现代传媒与苏州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创新开发 李斌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58 人文学院 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典型研究:民国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李斌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59 人文学院 历代组诗创作与传播研究 李正春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60 人文学院 《容斋随笔》笺证 凌郁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61 人文学院 苏州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陆道平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62 人文学院 宋代儒学发展与文章学进程 陆德海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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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人文学院 儿童照顾安排对城镇已婚妇女就业的影响及社会性别机制 陶艳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64 人文学院 企业社会工作本土化运作机制探析 王丰海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65 人文学院 基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鲁迅沈从文研究 谢昉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266 人文学院 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家问题研究中心 姚海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校外研究基地（指令）

267 人文学院 民国苏州城市史研究 张笑川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68 人文学院 汉语词汇地理存在状态的类型研究 赵川兵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令性）

269 人文学院 英帝国与近代中国西藏危机 朱昭华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270 商学院
"文化生根、创意升级、旅游推动、文旅融合、--

“一核四城”定位下提升古城核心竞争力的路径研究"
陈来生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71 商学院
以古城旅游促古城保护，以旅游整合推三区融合-三区合并后做强做优古城

核心的对策研究
陈来生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72 商学院 灵动的智慧-水苏州的基因探寻 陈来生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73 商学院
动态保护，柔性更新，旅游城建，一体发展——现代化背景下苏州古城保

护的最佳路径研究
陈来生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74 商学院 江苏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和投资行为研究 陈三毛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75 商学院 网络嵌入视角下的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研究 段姝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276 商学院 苏州物流产业集群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 范克危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277 商学院 江阴市兴隆特种油墨公司生产管理问题研究 范克危 横向项目

278 商学院 小型民营建筑机械设备制造企业租赁管理问题研究 范克危 横向项目

279 商学院 苏州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创新研究 韩云 城乡一体化研究院研究课题

280 商学院 苏州制造业价值链跨越升级的目标和新思路 韩云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81 商学院
工业规划区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对策--基于苏州城乡一体化试点

经验的研究
韩云 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282 商学院 苏州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对策研究 韩云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83 商学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苏州扩大内需的机遇与对策研究 贾海成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284 商学院 基于高校教师心理契约动态变化的激励机制研究 江忠华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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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商学院 以智慧旅游推动苏州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 黎宏宝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86 商学院 苏州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游客感知视角 李晓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87 商学院 苏州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其优化研究 李雪冬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88 商学院 增值税改革对苏州经济结构调整研究 李雪冬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89 商学院 苏州古建筑活态保护的旅游利用——探索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双赢之路 马洪元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290 商学院 苏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史嵘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91 商学院 企业财务预警模型比较分析 王琳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292 商学院 苏州市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与产业基地培育对策研究 王世文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93 商学院 对苏州企业技术研发国际化模式的实证研究 王世文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94 商学院 国际化水准现代销售企业建设 王勇 横向项目

295 商学院 酒店后备人才管理素质提升方案 邢夫敏 横向项目

296 商学院 江苏省乡村旅游区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 邢夫敏 横向项目

297 商学院 苏州降低单位GDP能耗的对策研究 徐国泉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298 商学院 苏州推广创新方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研究 杨传明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299 商学院 苏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展、成效及对策建议 杨传明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300 商学院 不确定复杂网络供应链多阶碳足迹优化研究 ——基于电子制造企业实证分析 杨传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301 商学院 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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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哲学社科界应用研究课题（指导性）

302 商学院 苏州降低单位GDP能耗对策研究——基于产业低碳化发展视角 杨传明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303 商学院
经管类本科专业实训实践校企耦合模式研究与实践-基于中外应用型高校的

比较分析
杨传明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导性）

304 商学院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给苏州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余晓红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令性）

305 数理学院 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其应用研究 程毛林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06 数理学院 综合国力评价文法研究 程毛林 2013年度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307 数理学院 基于MEMS和溅射薄膜技术传感网用动态风荷载传感器研发与应用 程新利 市科技计划（纳米专项）项目（指令性）

308 数理学院 无机微纳米双螺旋结构的机械性质研究 戴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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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数理学院 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下信用估值调整的计算 董迎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10 数理学院 交易对手信用违约风险的度量和信用衍生产品的定价 董迎辉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311 数理学院 钙钛矿锰氧化物/铁电体外延复合结构在可控应力畸变下的多场量子调控效应 高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12 数理学院 自旋-轨道耦合的PT对称物质波孤子的研究 葛丽娟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313 数理学院 自旋-轨道耦合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中PT物质波孤子的理论研究 葛丽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项项目

314 数理学院 毛纺制品活性转移印染涂层材料的设计及性能研究 李华一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315 数理学院 专利（ZL200710190436.1）转让 刘宏 横向项目

316 数理学院 Ni/Pd/Pt掺杂的BaTi1-xCoxO3薄膜带隙工程的理论研究 马春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17 数理学院 图的色多项式与色唯一性研究 彭燕玲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项目

318 数理学院 仿射超代数与格顶点算子代数的表示及相关问题 任斌 子课题

319 数理学院 混合电磁材料中的Casimir效应 孙坚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指令性）

320 数理学院 Yb离子和Ce离子共掺以增强GaN:Er微纳米晶发光性能的研究 王晓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21 数理学院 Yb,Er,Ce三元掺杂GaN微纳米晶的制备、发光性能和机理研究 王晓丹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322 数理学院 中英中小学数学教师资格标准比较研究 王艳明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23 数理学院 基于集值分析方法的模糊广义系统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吴健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24 数理学院 稀疏孔径空间望远镜子镜误差校正方法的研究 吴泉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25 数理学院 自由曲面光学元件优化设计与制造应用研究 吴泉英 市科技计划（工业）项目（指令性）

326 数理学院 自由曲面光学元件数字化设计与数控加工研发 吴泉英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

327 数理学院 基于价电子密度对R5X4体系的一级磁相变调控和新相探索的研究 姚金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28 数理学院 一级磁相变稀土基R5X4体系的价电子密度效应研究 姚金雷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329 数理学院 金属-陶瓷纳米复合物的低温烧结与宽频微波吸波研究 张红芳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330 数理学院 基于准二维氧化钨超薄膜的微型氢气传感器 赵蒙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31 体育部 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性人口体育需求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 孙锡杰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导性）

332 体育部 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研究 汤际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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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体育部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公共性的表征、保障与实现 汤际澜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令性）

334 体育部 苏州市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建设共享可行性研究 尤来菊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335 体育部 苏州市全民健身俱乐部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张宏伟 市体育科研课题（指令性）

336 土木工程学院 型钢混凝土异形柱框架抗震子结构混合试验研究 蔡新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37 土木工程学院 基于QPSO算法的桥梁结构模态参数及损伤识别方法研究 常军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38 土木工程学院 车辆荷载作用下桥梁动力特性测试 常军 子课题

339 土木工程学院 桥梁安全评估系统现场测试 常军 子课题

340 土木工程学院 高耸薄壁钢管结构耦合风振控制一体化设计方法 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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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SIM的城市快速路路线安全性评价方法研究 邓建华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42 土木工程学院 基于云理论和前景理论的城市公交合理配置研究 冯焕焕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43 土木工程学院 河道淤泥气泡混合土的力学性质及破坏机理研究 顾欢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44 土木工程学院 SDG土壤密度仪道路压实度检测方法标准化研究 顾欢达 横向项目

345 土木工程学院 利用钢板剪力墙耗能的预应力自复位钢结构体系抗震性能及设计方法 李启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46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城区部分中小桥梁健康监测研究 李新生 横向项目

347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国省干线公路桥梁健康调查研究 李新生 横向项目

348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下承式拱桥示范性健康检测研究 李新生 横向项目

349 土木工程学院 火灾下及火灾后型钢混凝土框架试件力学性能测试 毛小勇 横向项目

350 土木工程学院 温拌用泡沫沥青设备研发及其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沈菊男 江苏省交通运输科技与成果转化计划项目

351 土木工程学院 全气候作用下沥青混合料中沥青纳米级老化机理和老化动力学研究 沈菊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52 土木工程学院 泡沫沥青用发泡装置及其运用关键技术研究 沈菊男 横向项目

353 土木工程学院 邱舍桥工程质量评定与桥面改造 隋永芹 横向项目

354 土木工程学院 新型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研究 隋永芹 横向项目

355 土木工程学院 俄罗斯KDO-15000冷箱承载力计算分析 孙国华 横向项目

356 土木工程学院 传统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经济价值研究 田鹏许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导性）

 63 



      苏  州  科  技  学  院  2013  年  度  科  研  成  果  目  录  汇  编                       

序号 所属机构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357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抗震混合试验中试验单元的构建与加载方法研究 田石柱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358 土木工程学院 基于FBG宏应变空间拓扑阵列的组合梁桥整体性态演化与监测研究 王大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59 土木工程学院 适筋粱承载力实验及教学视频制作 王大鹏 横向项目

360 土木工程学院 碱矿渣-石材废弃物复合胶凝材料固化稳定污泥及再生利用研究 王月香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361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耗能比较研究 吴芳 横向项目

362 土木工程学院 河道淤泥在市政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殷志文 市级建设科研项目（指令性）

363 土木工程学院 吴中区东太湖综合政治堤线标段取芯检测 殷志文 横向项目

364 土木工程学院 常熟中小河流高旋桩质量检测 殷志文 横向项目

365 土木工程学院 吴中区等5家整治工程水泥搅拌桩取芯质量检测 殷志文 横向项目

366 土木工程学院 金属性与半导体性碳纳米管连续性介电泳分离研究 游常 校科研基金-自然科学项目

367 土木工程学院 恶劣天气下基于车路互联技术的交通流建模、实验及仿真 张丽岩 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368 土木工程学院 阿曼冷箱承载力计算分析 赵宝成 横向项目

369 土木工程学院 韩国冷箱承载力计算分析 赵宝成 横向项目

370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历史街区更新与保护研究 周云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令性）

371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细则 周云 横向项目

372 土木工程学院 苏B2009-B-59号地块道路交通分析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73 土木工程学院 苏州轨道交通客流特性调查分析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74 土木工程学院 苏地2009-B-59交通影响分析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75 土木工程学院 昆山城乡一体化框架道路改善工程可行性研究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76 土木工程学院 中房颐园建设项目道路交通影响分析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77 土木工程学院 苏地2013-G-43地块交通影响分析 朱从坤 横向项目

378 外国语学院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陈振娇 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指导性）

379 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学生思辨能力在项目学习下的发展研究 冯滢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80 外国语学院 基于对比分析和实践为重的翻译教学研究 郭富强 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精品研究课题（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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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外国语学院 基于英汉对比理论的大学英语翻译教材编写研究 郭富强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

382 外国语学院 大卫?马洛夫小说研究 孔一蕾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383 外国语学院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世界英语”理论与应用研究 钱园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84 外国语学院 光学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琤 横向项目

385 外国语学院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政治话语语义韵对比研究 支永碧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指令性）

386 外国语学院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政治话语语用预设对比研究 支永碧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387 音乐学院 苏州地区民间舞蹈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陈菁 校科研基金-青年项目

388 音乐学院 合唱指挥法研究 黄祖平 校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项目

389 音乐学院 苏州文化艺术的产业化研究 江燕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390 音乐学院 苏州古建筑活态保护的旅游利用-苏州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产业化之路研究 江燕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导性）

391 音乐学院 苏州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旅游应用——苏州文旅融合发展的双赢路径 江燕 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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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条码刀具仓储管理软件 吴宏杰 2012R11L126566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中央空调末端监控装置 郭胜辉 朱学莉 朱树先 祝勇俊 201220157749.3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污水处理中控处理系统软件 胡伏原 付保川 班建民 王军 2013SR003410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11

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三维全景园林快速浏览系统软件 胡伏原 付保川 陆卫忠 吴宏杰 2013SR142856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2/10

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仓库面料信息采集管理系统软件 胡伏原 吴宏杰 陆卫忠 2013R11L121812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2/16

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三维全景图像预处理系统软件 胡伏原 肖金球 2013SR141543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2/9

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JSP狮山社区公共服务系统 李兴良 R11L243140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2/28

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NET平台中央空调节能监管系统 李兴良 R11L242960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2/28

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NET平台冰机冷却水节能系统 李兴良 R11L242806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2/28

1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简易语音性别检测装置 潘欣裕 诸立骏(外) 201220299814.6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具有引导功能的地板 王俭 201330233240.7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具有重物感知功能的地板 王俭 201320233821.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银行结售汇管理软件 吴宏杰 2013R11L054602 其他知识产权 2013/9/4

1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婚纱行业生产追溯软件 吴宏杰 2013R11L054601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1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条码刀具仓储管理软件 吴宏杰 2012R11L126566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1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电池组排列检测装置 吴宏杰 胡伏原 201220497535.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双控制器节点的无线传感网络通信实验系统 许洪华 CN20132022497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便携式工业无线干扰采集再现仪 许洪华 CN201320224579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可优化滚动频率的滚动广告灯箱系统 许洪华 CN201320158905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2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游泳场无线监控服务装置 许洪华 CN201320159123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四、授权职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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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游泳运动记录分析腕表 许洪华 CN201320158904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2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作强度记录仪 许洪华 CN201320158821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2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种全极化合成孔径雷达海面溢油检测方法 杨永生  201010544381.1 发明专利 2013/10/2

2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风光互补节能路灯
朱树先 朱学莉 高涵文

郭胜辉 祝勇俊
201320516917.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2/2

2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供水管道节水监控系统
朱树先 朱学莉 高涵文

郭胜辉 祝勇俊
201320508329.X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1/29

26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插层水滑石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 董延茂 CN201210112551.8 发明专利 2013/10/2

27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含硼膨胀型阻燃剂 董延茂 鲍治宇 赵丹 CN200910208904.2 发明专利 2013/10/2

28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利用镁剂脱硫废渣制备阻燃塑料的方法
董延茂 江建军(外) 郭叶书(外)

曹建华(外) 汤涛(外) 邹建(外)

赵丹

CN201110192858.9 发明专利 2013/10/2

29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利用废聚苯乙烯制备大分子无卤阻燃剂的方法
董延茂 赵丹 鲍治宇 吉凤成

（研）(外) 蔡鑫(外)
CN201110173065.2 发明专利 2013/10/2

30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含有类水滑石的大分子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
江建军(外) 郭叶书(外) 曹建华
(外) 汤涛(外) 邹建(外) 董延茂

赵丹

CN201010616154.5 发明专利 2013/10/2

31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棉花磷脂酰肌醇4-激酶基因、其编码蛋白及应用

刘恒蔚 马峙英(外) 王省芬(外)

李翠斌(外) 张桂寅(外)

吴立强(外) 李志坤(外)

2011103388693 发明专利 2013/10/2

32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磁性异相光芬顿催化剂的制备及其降解有机污染物

的方法
刘守清 冯连荣(外) ZL201110009690.3 发明专利 2013/10/2

33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昼夜节律余弦分析软件 秦粉菊 2012R11L171830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34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基于web的昼夜节律余弦分析软件V1.0
秦粉菊 张洁(外)

童建(外) 曹洪龙(外)
2013SR096192 其他知识产权 2013/9/6

35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含三苯胺基团的快速荧光增强剂 王筱梅 张唯舟 ZL201010161180.3 发明专利 2013/10/2

36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荧光磁性双功能树状分子微球及其制备方法 王秀玲 刘勇健 顾银君 陈恭(外) 201110175236.5 发明专利 2013/10/2

37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阻燃剂卤代四芳基硅酸酯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程宏英 (外)

徐玫 (外)  刘颖棋(外)
201210247260.X 发明专利 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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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硅酸四（氯乙基）酯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刁建高(外) 201010184229.7 发明专利 2013/10/2

39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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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526777.3 发明专利 2013/10/2

40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含三嗪环的有机次膦酸金属盐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纪孝熹(外) 201110098681.6 发明专利 2013/10/2

41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含活性羟基聚合磷酸酯阻燃剂的制备方法 王彦林 康天飞(外) 201210011620.6 发明专利 2013/10/2

42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聚合磷酸酯阻燃剂的制备方法 王彦林 康天飞(外) 201210011627.8 发明专利 2013/10/2

43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含氮氯代多硅酸酯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李豫丹 (外)

吴娟 (外) 楼晓莉(外)
201210247280.7 发明专利 2013/10/2

44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无卤木材阻燃剂的制备方法 王彦林 孟繁茂(外) 201110046314.1 发明专利 2013/10/2

45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P-N协同型阻燃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王冬军(外) 蒋泽军(外) 200910180557.7 发明专利 2013/10/2

46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酰乙基苯基次膦酰肼或其金属盐以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王冬军(外) 王玉霞(外) 200910180559.6 发明专利 2013/10/2

47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卤代有机硅酸酯阻燃增塑剂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王玉霞(外) 杨海(外) 201110042925.9 发明专利 2013/10/2

48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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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042956.4 发明专利 2013/10/2

49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阻燃增塑剂甲基硅酸酯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韦春胜(外) 王玉红 201110042942.2 发明专利 2013/10/2

50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笼状含硅季鏻型阻燃表面活性剂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杨健(外) 邹国栋(外)

沈光华(外) 刁建高(外)
201110042944.1 发明专利 2013/10/2

51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聚烯丙基苯基烯丙基醚次膦酸金属盐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杨兴(外) 201210146999.1 发明专利 2013/10/2

52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含氯、溴硅酸酯阻燃剂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俞春雷 (外)

刘颖棋 (外) 范腊梅(外)
201210247037.5 发明专利 2013/10/2

53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含氯溴双硅酸酯阻燃剂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袁文常 (外) 张伟(外) 201210247293.4 发明专利 2013/10/2

54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新型硅卤协同双硅酸酯阻燃剂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张伟 (外) 顾凤楼(外) 201210247038.x 发明专利 2013/10/2

55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含硫有机膦阻燃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王彦林 张艳丽(外) 201110153357.X 发明专利 2013/10/2

56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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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0/2

57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种两相多孔二氧化铅复合电极的制备方法 魏杰 王东田 黄勇 郭新艳(外) 201110022256.9 发明专利 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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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绿色低碳小城镇动态监测系统 杜景龙 0527594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5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地资产交易流程化管理和信息共享系统 杜景龙 袁率航(外) 0541733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6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二氧化锰/活性氧化铝复合吸附剂及其制备方法 郭永福 201010142654.X 发明专利 2013/10/2

6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体化内循环式脱氮除碳生物膜反应器及其操作方

法
郭永福 储金宇(外) 杨海华(外)

郝志胜(外) 沐涛(外) 曹宇(外)
201210159596.0 发明专利 2013/10/2

6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城市黑臭内河的原位净化系统 黄天寅 徐国忠(外) ZL201210007766.3 发明专利 2013/10/2

6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新型部分亚硝化的厌氧氨氧化一体化反应器
黄勇 李祥 袁怡 李勇

潘杨 李大鹏 李学艳
201220731196.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6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配制有机高分子混凝剂的装置与方法 李翠梅 201110022253.5 发明专利 2013/10/2

6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氧化-纳滤膜集成去除有机锡和无机锡的水处理装置 李学艳 黄勇 王东田 黄俊杰(外) 201320267534.1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2/18

6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社区地质灾害巡查软件 连达军 2013R11S116574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1/26

6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Android的测量型计算器软件 连达军 2013R11S105286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1/8

6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采动损害预计软件 连达军 2013R11S026090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6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用于空调系统的蓄冷介质及其制备方法 孙志高 201010503266.x 发明专利 2013/10/2

7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面向WEB应用系统的通用后台管理软件 唐毅 2013R11S037951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7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频高压放电处理有机废水的反应器 田永静 201320294425.9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1/20

7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非织造扁带 田永静 201320141199.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7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细纱机喂入装置 田永静 201320141306.X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7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社区地质灾害信息化监测应急系统 严勇 2013R11S116576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1/26

7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SPOT影像桥梁提取系统 杨朝辉 2013SR062242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7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形数字摄影测量系统 杨朝辉 2013SR054025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7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区县级水闸监测调度管理系统v1.0 张志敏 2013SR087267 实用新型专利 2013/8/20

7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市道路交通诱导信息发布管理系统 张志敏 2013SR004569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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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机械工程学院 线切割加工工作液可持续循环过滤供液系统 齐文春 高坚强(外) 黄莺 201220351923.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80 机械工程学院 线切割加工工作液用过滤器的干式排渣装置 齐文春 高坚强(外) 黄莺 201220352665.5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81 机械工程学院 线切割加工工作液用过滤器 齐文春 高坚强(外) 黄莺 201220352671.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82 机械工程学院 火灾视频监控与消防控制软件 尚文 2013SR132705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1/26

83 机械工程学院 自动焊锡控制软件 尚文 2013SR093771 其他知识产权 2013/9/2

84 机械工程学院 三维微操作控制软件 尚文 2013SR042397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85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用于仿生机器鱼的多关节运动防水机构 颜钦 尚文 钟俊 201220669123.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86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单电信号驱动双向旋转超声电机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刘义生

吴永芝 陈玉荣(外)
201320241796.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30

87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双向驱动旋转超声电机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刘义生

吴永芝 陈玉荣(外)
201320241856.9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88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单激励旋转超声电机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刘义生 吴永芝 任坤(外)
201320241859.2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89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单激励直线超声电机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刘义生 吴永芝 任坤(外)
201320241877.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0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单激励超声椭圆振动车削装置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汪帮富 谢鸥 李艳(外)
201320241797.5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1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高强度聚焦超声换能器阵列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汪帮富 谢鸥 刘义生
201320441782.3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2/18

92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单激励超声椭圆振动压电换能器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汪帮富 谢鸥 任坤(外)
201320241879.X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3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无阀压电微量泵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王广勋 伯洁 201320184117.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4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楼梯的压电发电装置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王广勋 伯洁 蒋兆玮(外)
201320203257.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5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悬臂压电发电组件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王广勋 伯洁 汪帮富 谢鸥
201320203629.7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6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压电超声振动吸附拾取器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王广勋 伯洁 谢鸥 汪帮富
201320184116.6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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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双向驱动直线超声电机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谢鸥 汪帮富 李艳(外)
201320241824.9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8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单电信号驱动旋转超声电机
殷振 李华 曹自洋

谢鸥 汪帮富 任坤(外)
201320241783.3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99 机械工程学院 点滴监测夹止装置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51886.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1/13

100 机械工程学院 点滴监测器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51895.7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01 机械工程学院 双点滴监测器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51894.2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30

102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点滴监测仪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51896.1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1/27

103 机械工程学院 家用热水器节水系统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49819.2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30

104 机械工程学院 定量倒油油壶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46247.2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30

105 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定量倒油油壶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46261.2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1/13

106 机械工程学院 两种温度的户外水壶 殷振 薛雁超(外) 李艳(外) 201320244695.9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1/13

10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纳米复合板材 祝爱平 201320199225.5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0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新型模块化入墙式鞋柜 祝爱平 201320110151.3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0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模块化入墙式酒柜 祝爱平 201320109753.7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模块化入墙式书柜 祝爱平 201320109959.X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模块化入墙式衣柜 祝爱平 201320109957.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易拆装的扶手 祝爱平 201320076403.5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除菌加香衣柜 祝爱平 201320075919.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太阳能驱动的可移动的房子 祝爱平 201320075918.3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种可收起的桌子 祝爱平 201320075920.0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6 数理学院 高压串联谐振试验自动升压软件 樊斌 2013SR066883 其他知识产权 2013/7/17

117 数理学院 一种断电后水阀组态控制装置 樊斌 程新利 201220625826.3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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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数理学院 一种列车制动装置 李建康 201320194197.8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19 数理学院 基于原始几何信息的曲面约束变形造型系统 李涛 2013R11L072876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0/2

120 数理学院 压阻式高频动态土应力传感器
沈娇艳 唐运海 程新利

王冰(外) 秦长发 潘涛 王文襄

(外)

201320069752.4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21 数理学院 用于特高压长电缆直流耐压试验后的恒流放电装置 臧涛成 樊斌 201320102440.9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22 土木工程学院 一种构件复合受扭实验装置 邵永健 曹晓罗(外) 孙宝强(外) ZL201320040299.4 实用新型专利 2013/10/2

123 土木工程学院 思必德第三方物流管理系统 张丽岩 马健(外) 2013sr130098 其他知识产权 201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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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处理技术与材料协同创新中心（培育） 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2013年4月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2 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江苏省教育厅 2013年6月 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 苏州市移动网络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苏州市科技局 2013年11月 市级重点实验室

序号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批准时间 级别

1 苏州科技学院移动计算与网络研究所 电子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 苏州科技学院现代电子技术研究所 电子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 苏州科技学院光电信息技术研究所 电子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 苏州科技学院智能控制与信息处理研究所 电子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 苏州科技学院建筑智能化研究所 电子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 苏州科技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 电子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7 苏州科技学院电路与系统研究所 电子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8 苏州科技学院精细化工研究所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9 苏州科技学院硅化物研究所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五、科研平台

市级以上科研平台

校内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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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苏州科技学院纳米仿生光电材料研究所 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1 苏州科技学院水资源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2 苏州科技学院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控与资源化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3 苏州科技学院环境生物技术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4 苏州科技学院水污染治理与资源化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5 苏州科技学院测量工程技术与测绘仪器测试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6 苏州科技学院生命周期评价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7 苏州科技学院城乡与旅游规划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8 苏州科技学院环境规划与科技咨询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19 苏州科技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0 苏州科技学院环境修复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1 苏州科技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2 苏州科技学院水环境与安全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3 苏州科技学院环保应用技术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4 苏州科技学院节能技术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5 苏州科技学院先进制造技术与装备研究所 机械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6 苏州科技学院数字化智能装备研究所 机械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7 苏州科技学院汽车产品质量检测研究所 机械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28 苏州科技学院环境设计研究所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8 



      苏  州  科  技  学  院  2013  年  度  科  研  成  果  目  录  汇  编                       

29 苏州科技学院风景园林研究所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0 苏州科技学院建筑美术研究所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1 苏州科技学院空间设计研究所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2 苏州科技学院小城镇规划研究所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3 苏州科技学院电介质材料及器件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4 苏州科技学院应用光学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5 苏州科技学院电气与自动化技术应用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6 苏州科技学院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7 苏州科技学院高性能计算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8 苏州科技学院传感器技术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39 苏州科技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0 苏州科技学院数学研究所 数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1 苏州科技学院工程教育研究所 土木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2 苏州科技学院国际工程管理研究所 土木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3 苏州科技学院房地产研究所 土木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4 苏州科技学院钢结构研究所 土木工程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5 苏州科技学院传统手工艺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6 苏州科技学院视觉传播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7 苏州科技学院数字化产业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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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苏州科技学院新媒体交互设计与应用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49 苏州科技学院江南艺术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0 苏州科技学院吴文化创意与设计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1 苏州科技学院姑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2 苏州科技学院传媒文化产业研究所 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3 苏州科技学院女性发展研究所 公管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4 苏州科技学院工业与组织管理心理研究所 公管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5 苏州科技学院全球政治发展研究所 公管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6 苏州科技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所 公管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7 苏州科技学院江南历史文化研究所 人文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8 苏州科技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人文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59 苏州科技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人文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0 苏州科技学院应用社会学研究所 人文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1 苏州科技学院苏南特色传媒文化研究所 人文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2 苏州科技学院吴语吴文化研究所 人文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3 苏州科技学院苏南现代物流研究所 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4 苏州科技学院金融研究所 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5 苏州科技学院长三角高端产业发展研究所 商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6 苏州科技学院体育文化发展研究所 体育部 2013年10月 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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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苏州科技学院信息资源与技术开发研究所 图书馆 2013年10月 院级

68 苏州科技学院英语文学文化研究所 外国语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69 苏州科技学院翻译研究所 外国语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70 苏州科技学院语言教育研究院 外国语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71 苏州科技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 外国语学院 2013年10月 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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