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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共 44 条记录

第1条记录

【题名】区域形象价值的定量化在商品定价中的应用
【作者】张灵莹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预测，1998,17(4).-28

第2条记录

【题名】韩日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对中国经济的思考
【作者】宋智一
【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1998,0(6).-46

第3条记录

【题名】变重光正交码的构造及其可调光编／解码器
【作者】殷洪玺，张光昭，杨淑雯
【单位】中山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7(1).-45

第4条记录

【题名】磁场对血浆β-内啡肽的影响
【作者】张小云，罗振国，马永健，张毓平，张维德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深圳大学核技术所，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来源】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1998,20(3).-129

第5条记录

【题名】基于模糊矢量量化图象编码的研究
【作者】张基宏，王晖，Yoshito Ueno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日本创价大学
【来源】中国图象图形学报，1998,3(4).-295

第6条记录

【题名】4阶二元光学元件制作误差的解析分析
【作者】徐平，李景镇，卜桂学，唐继跃，郭履容，郭永康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物理系，四川大学信息光学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激光，1998,25(5).-415

第7条记录

【题名】5CB液晶在紫外波段非线性光学效应的实验研究
【作者】余建华，李景镇，Eichler H J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工程系，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来源】应用激光，1998,18(2).-63

第8条记录

【题名】棉花色泽仪的研制
【作者】林敏，叶关荣
【单位】深圳大学，浙江大学
【来源】仪器仪表学报，1998,19(4).-438

第9条记录



【题名】定性指标评价的定量化研究
【作者】张灵莹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8(7).-98

第10条记录

【题名】提高非线性最大似然方向估计的一种预处理
【作者】李有明，甘小冰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深圳大学软科学系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8,25(1).-10

第11条记录

【题名】解微波非线性电路的一种新数值方法
【作者】吕奇勇，王家礼，徐晨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测控工程与仪器系，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8,25(2).-246

第12条记录

【题名】模糊控制技术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高飞，薛忠
【单位】深圳大学设计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8,25(3).-369

第13条记录

【题名】基于小波变换的分形噪声白化滤波器
【作者】高新波，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8,25(5).-565

第14条记录

【题名】力反馈比例控制FRM的建模研究
【作者】徐晨，傅瑜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8,25(5).-621

第15条记录

【题名】一种小波分析计算类的封装
【作者】徐晨，宋广为，傅瑜
【单位】深圳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8,25(6).-822

第16条记录

【题名】淋洗剂凝胶渗透色谱法研究非缔合多组分溶液
【作者】王庆国，蔡力行，刘波，李光亚，胡萍，张瑜，程镕时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所
【来源】物理化学学报，1998,14(3).-267

第17条记录

【题名】适用于光码分复用通信的可调光正交码编／解码器的研究
【作者】殷洪玺，张光昭，杨淑雯
【单位】中山大学电子系，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通信学报，1998,19(3).-85

第18条记录

【题名】一种指数型模糊学习矢量量化图像编码算法
【作者】张基宏，何振亚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
【来源】通信学报，1998,19(10).-1



第19条记录

【题名】硒化黄芪多糖制备条件及其结构的研究
【作者】龚晓钟，欧阳政
【单位】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1998,10(2).-26

第20条记录

【题名】含有非正态随机变量的结构可靠度简捷计算方法
【作者】唐铁羽
【单位】深圳大学土木系
【来源】水利学报，1998,0(8).-62

第21条记录

【题名】典型域上R-W多项式及内函数的存在性
【作者】刘太顺，张文俊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深圳大学数学系
【来源】数学物理学报，1998,18(2).-235

第22条记录

【题名】同步辐射光源的尺寸、散射角和中心亮度计算
【作者】陈龙康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强激光与粒子束，1998,10(3).-467

第23条记录

【题名】合肥同步辐射光源上的束腔不稳定性研究
【作者】陈龙康
【单位】深圳大学工学院
【来源】强激光与粒子束，1998,10(4).-627

第24条记录

【题名】基于神经网络的专家规则推理系统
【作者】张冰，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电子系
【来源】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1998,11(4).-365

第25条记录

【题名】激光场与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原子间的关联
【作者】赵志超，申建伟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物理系，娄底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
【来源】量子电子学报，1998,15(6).-534

第26条记录

【题名】具有任意未知常时滞系统的鲁棒稳定性
【作者】胥布工，魏正红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自动控制工程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控制理论与应用，1998,15(3).-409

第27条记录

【题名】原生动物棘尾虫神经肽Y受体的研究
【作者】何晓阳，张小云，郑允弘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深圳大学核技术所
【来源】科学通报，1998,43(3).-281

第28条记录

【题名】紫外铜离子激光器的实验研究
【作者】余建华，丘军林，Elchler H J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工程系，华中理工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来源】激光杂志，1998,19(3).-1

第29条记录

【题名】紫外铜离子激光器的理论研究
【作者】余建华，李景镇，丘军林，Eichler H J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工程系，华中理工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来源】激光技术，1998,22(4).-239

第30条记录

【题名】一种自适应图象压缩编码算法
【作者】张基宏，王晖
【单位】深圳大学电子系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6(4).-86

第31条记录

【题名】自控脉冲强光杀菌装置的试验研究
【作者】周万龙，高大维，任赛玉，黄建军
【单位】深圳大学化学系，华南理工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深圳大学应用物理系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6(7).-69

第32条记录

【题名】具有任意未知常时滞线性大系统的稳定性
【作者】胥布工，魏正红，朱学峰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自动控制工程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6(3).-39

第33条记录

【题名】高纯锗多晶材料的制备
【作者】白尔隽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所
【来源】核技术，1998,21(9).-558

第34条记录

【题名】弧焊逆变器压器的优化设计
【作者】胡庆彬，黄石生，段健滨
【单位】深圳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计算机软件与计算服务哈尔滨公司
【来源】焊接学报，1998,19(2).-98

第35条记录

【题名】基于神经网络的专家规则推理系统
【作者】张冰
【单位】深圳大学电子工程系
【来源】国防科技大学学报，1998,20(3).-35

第36条记录

【题名】与q形变玻色算符逆算符相关的相干态及其量子统计性质
【作者】奚定平，韦联福，李雄军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光学学报，1998,18(12).-1606

第37条记录

【题名】CIMS中若干生产线问题的分析
【作者】甘小冰，胡奇英
【单位】深圳大学软科学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工程数学学报，1998,15(2).-95

第38条记录

【题名】Helmholtz方程的反散射解



【作者】阮晓青，赵冰
【单位】深圳大学数学系，西安石油学院基础部
【来源】工程数学学报，1998,15(3).-123

第39条记录

【题名】放射性同位素源X射线荧测法测量碘盐中碘含量
【作者】白尔隽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所
【来源】分析测试学报，1998,17(1).-85

第40条记录

【题名】水螅中NPY类似物的分布定位
【作者】顾静雄，罗振国，张小云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动物学研究，1998,19(4).-331

第41条记录

【题名】A neural network model based on logical operations
【作者】周景洲
【单位】深圳大学电子工程系
【来源】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8,13(5).-464

第42条记录

【题名】Long time asymptotic behavior of solution of difference scheme for a semilinear parabolic equation（II）
【作者】Feng Hui，Shen Longjun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1998,16(6).-571

第43条记录

【题名】Dwell time of particles in tunneling barriers of arbitrary shape
【作者】白尔隽，舒启清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核技术所，深圳大学
【来源】Chinese Physics Letters，1998,15(12).-862

第44条记录

【题名】On unique range sets for meromorphic or entire functions
【作者】方明亮，郭辉
【单位】中科院数学所，深圳大学数学系
【来源】Acta Mathematica Sinica. Eng Sers，1998,14(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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