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1999年）

共 81 条记录

第1条记录

【题名】BrUTP标记的小麦核仁中RPⅠ转录位点
【作者】王华春，邢苗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植物学报，1999,41(5).-553

第2条记录

【题名】微核仁是富含剪接因子SC35的核内小体
【作者】王华春，邢苗，张传善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所，深圳大学
【来源】植物学报，1999,41(4).-442

第3条记录

【题名】多头绒泡菌核仁骨架的研究
【作者】曾宪录，邢苗，焦明大，王晓光，陶伟，郝水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所，深圳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生物系
【来源】植物学报，1999,41(1).-6

第4条记录

【题名】金针菇液体种箱式栽培的研究
【作者】郑宗坤，郑辉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食品教研组
【来源】中国食用菌，1999,18(2).-14

第5条记录

【题名】一种低比特率JPEG编码图像质量改进算法
【作者】林强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38(6).-16

第6条记录

【题名】连续金属薄膜的电阻率研究
【作者】范平，伍瑞锋，赖国燕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深圳丰华电脑有限公司
【来源】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1999,19(6).-45

第7条记录

【题名】园中园初探
【作者】覃力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系
【来源】中国园林，1999,15(3).-25

第8条记录

【题名】下层存在多追随者的分层次线性诱导决策问题及算法
【作者】曹东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运筹学学报，1999(3).-25

第9条记录



【题名】紫鸭跖草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细胞核和染色体含有F-肌动蛋白
【作者】李桂英，邢苗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所，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遗传学报，1999,26(5).-571

第10条记录

【题名】肌动蛋白存在于金黄地鼠（Mesocricetus auratus）联会复合体中
【作者】王岩，邢苗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所，深圳大学生物技术所
【来源】遗传学报，1999,26(2).-150

第11条记录

【题名】用户可配置的气体报警器控制芯片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朱明程，李昆华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技术中心
【来源】仪表技术与传感器，1999,0(11).-31

第12条记录

【题名】事件序列中频繁串行情节的增量式发现算法
【作者】魏正红，欧阳为民，蔡庆生
【单位】深圳大学教育学院数学教育系，安徽大学计算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
【来源】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1999,20(9).-662

第13条记录

【题名】基于数据立方的多层关联规则的元模式制导发现
【作者】魏正红，欧阳为民，蔡庆生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安徽大学计算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
【来源】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1999,20(7).-511

第14条记录

【题名】势函数自适应加权模糊C-均值聚类方法
【作者】裴继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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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99,21(12).-73

第15条记录

【题名】混合电力系统的短期预报和最优调度
【作者】蔡良伟，周俊人
【单位】深圳大学电子系，清华大学
【来源】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99,21(8).-78

第16条记录

【题名】基于距离修正的模糊C-球壳聚类算法
【作者】魏立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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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99,21(5).-43

第17条记录

【题名】相对比较信息协调性与排序结果不一致性比较
【作者】曹东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1999,8(4).-50

第18条记录

【题名】汉语词汇测验中的项目功能差异初探
【作者】曹亦薇，张厚粲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来源】心理学报，1999,31(4).-460



第19条记录

【题名】初中词汇理解能力量表的编制
【作者】曹亦薇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心理学报，1999,31(2).-215

第20条记录

【题名】一种高分辨自适应信号时频表示
【作者】徐春光，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26(6).-718

第21条记录

【题名】雷达目标双谱特征分析与分类方法研究
【作者】姬红兵，高新波，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26(6).-691

第22条记录

【题名】区间值数据模糊c-均值聚类新算法
【作者】高新波，范九伦，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工程学院，深圳大学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26(5).-604

第23条记录

【题名】加权Dempster证据组合算法
【作者】杜文吉，陈彦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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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6(5).-549

第24条记录

【题名】自相位调制及群速色散对超短脉冲在准周期LiNbO3 Fibonacci超晶格中传输的影响
【作者】高艳霞，范滇元
【单位】深圳大学物理系，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所
【来源】物理学报，1999,48(6).-1060

第25条记录

【题名】Cn中双全纯凸映射的偏差定理
【作者】刘太顺，张文俊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数学教育系
【来源】数学年刊·A辑，1999,20(4).-505

第26条记录

【题名】动物进化中神经肽样物质和神经系统关系之探讨
【作者】张小云，罗振国，曾弥白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所
【来源】生命科学，1999,11(4).-148

第27条记录

【题名】基于遗传算法的任务分配问题求解
【作者】李霞，张基宏，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数据采集与处理，1999,14(3).-36

第28条记录

【题名】汽车车门设计（二）
【作者】姜连勃，王绍春



【单位】深圳大学，富奥公司
【来源】汽车技术，1999(5).-10

第29条记录

【题名】汽车车门设计（一）
【作者】姜连勃，王绍春
【单位】深圳大学，长春汽车所
【来源】汽车技术，1999(4).-14

第30条记录

【题名】INTERNET对传统文献揭示方式的冲击
【作者】胡燕菘，伍宪，徐建华
【单位】深圳大学图书馆
【来源】情报科学，1999,17(1).-52

第31条记录

【题名】中国经济特区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发展战略
【作者】罗清和，杨顺江
【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1999,0(11).-48

第32条记录

【题名】浅论纺织品外观特征与视觉感的关系
【作者】陈炜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棉纺织技术，1999,27(4).-223

第33条记录

【题名】带转换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建议
【作者】傅学怡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建筑结构学报，1999,20(2).-28

第34条记录

【题名】超薄金属膜的电导特性
【作者】范平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金属学报，1999,35(3).-261

第35条记录

【题名】浮动许可证加密系统的研制
【作者】伍晓宇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计算机应用，1999(10).-24

第36条记录

【题名】利用电子邮件进行数据采集
【作者】郑伟平，Rodney Turner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与系统系，澳洲维多利亚大学信息系统系
【来源】计算机应用，1999,19(9).-46

第37条记录

【题名】势函数聚类自适应多阈值图像分割
【作者】裴继红，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来源】计算机学报，1999,22(7).-758

第38条记录



【题名】TCP/IP网络通信中TCP段大小的优化设计
【作者】张席
【单位】深圳大学计算机系
【来源】计算机工程，1999,25(8).-18

第39条记录

【题名】CORBA：全面的分布式对象计算（下）
【作者】王振宇，上野义人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Soka Univ信息系统系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1999,35(11).-28

第40条记录

【题名】CORBA：全面的分布式对象计算（上）
【作者】王振宇，上野义人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Soka Univ信息系统系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1999,35(10).-27

第41条记录

【题名】采用Lindstedt-Poincare方法的一点注解
【作者】林强，陈树辉
【单位】深圳大学，中山大学
【来源】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1999,20(1).-128

第42条记录

【题名】宽扁梁设计建议
【作者】傅学怡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建筑结构，1999(2).-11

第43条记录

【题名】采用双传感器补偿的可燃性气体报警器
【作者】朱明程，李昆华，罗春桃
【单位】深圳大学Motorola半导体应用开发研究中心
【来源】测控技术，1999,18(12).-21

第44条记录

【题名】空调蓄冷介质融解潜热理论分析
【作者】赵绪新，吴国凯，刘伟
【单位】深圳大学物理系，湖北农学院计算机系，华中理工大学动力系
【来源】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9,27(7).-109

第45条记录

【题名】服务系统中申请项-状态集约束规则算法研究
【作者】李钦民，林祥都，陈必红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7(8).-83

第46条记录

【题名】柱面光栅VUV时空分辨谱仪设计
【作者】林晓东，魏乐汉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物理教育系，上海师范大学实验中心
【来源】光子学报，1999,28(11).-1011

第47条记录

【题名】自锁模飞秒掺铬的镁橄榄石激光器的实验研究
【作者】阮双琛，朱勤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1999,28(10).-892



第48条记录

【题名】数字散斑相关测量中亚象素位移搜索的曲面拟合研究
【作者】李善祥，孙一翎，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
【来源】光子学报，1999,28(7).-638

第49条记录

【题名】适用于同步光码分多址通信系统的同步光码及其全光可调编／解码器（英文）
【作者】殷洪玺，杨淑雯，张光昭
【单位】北京大学电子学系，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电子系
【来源】光子学报，1999,28(7).-607

第50条记录

【题名】Banach空间泛函微分方程的正解
【作者】林壮鹏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来源】高校应用数学学报·A辑，1999,14(3).-261

第51条记录

【题名】沸石陶粒多孔混凝土及其结构特性
【作者】邢锋祖，黎虹，冯乃谦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深圳市建设局，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来源】硅酸盐学报，1999,27(4).-392

第52条记录

【题名】CAD系统图像颜色分割的新方法
【作者】许录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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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技术，1999(4).-50

第53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光码分多址技术
【作者】刘国驷，周浩强，张登国，刘文东，崔哲顺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中心，北京鹏开电讯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光通信研究，1999,0(5).-15

第54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光码分多址技术
【作者】刘国驷，周浩强，张登国，崔哲顺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中心，北京鹏开电讯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光通信技术，1999(4).-31

第55条记录

【题名】工程中板壳结构的一种实用计算方法
【作者】李春祥，宋博通，岳敏
【单位】同济大学建工系，深圳大学土木工程系，阜阳建设银行工程咨询公司
【来源】工程力学，1999,16(3).-57

第56条记录

【题名】固氮菌和纤维素分解菌的混合培养及其对生活垃圾降解的影响
【作者】蒲一涛，钟毅沪，周万龙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来源】环境科学与技术，1999(1).-15

第57条记录

【题名】类β-内啡肽物质在两栖类胚胎表皮细胞的免疫电镜定位
【作者】曾弥白，周美云，张小云
【单位】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所，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电子显微学报，1999,18(5).-479

第58条记录

【题名】多传感器模糊——概率交互作用的数据关联算法
【作者】刘源，谢维信，许录平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
【来源】电子学报，1999,27(12).-30

第59条记录

【题名】直方图模糊约束FCM聚类自适应多阈值图像分割
【作者】裴继红，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来源】电子学报，1999,27(10).-38

第60条记录

【题名】功率二极管反向恢复特性的仿真研究
【作者】胡庆彬，卢元元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电力电子技术，1999(5).-45

第61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模糊贝叶斯理论推测信元丢弃率分布的方法
【作者】沈伟慈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28(4).-402

第62条记录

【题名】高尔夫球场果岭苔藓的生存与护养因子之间的关系
【作者】马宗仁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草业学报，1999,8(3).-72

第63条记录

【题名】高尔夫园林功能及园景布局的探讨
【作者】马宗仁，黄艺欣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草业科学，1999,16(6).-60

第64条记录

【题名】从区域旅游开发的演变探讨一种新的规划观念
【作者】李蕾蕾
【单位】深圳大学旅游科学研究所
【来源】城市规划汇刊，1999,0(2).-61

第65条记录

【题名】利用非强制型城市设计引导手法改善城市环境──浅析美、日两国的经验，兼论我国借鉴
【作者】黄大田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系
【来源】城市规划，1999,23(6).-40

第66条记录

【题名】Study on graphic distortion in laser display
【作者】Jiang Ming，Yu Jianhua，Luo Xiaoling，Qiu Junlin，Li Jingzhen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系，华中理工大学
【来源】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1999,8(6).-509

第67条记录

【题名】用分维神经网络实现短期记忆



【作者】李霞，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科学学刊，1999,21(4).-549

第68条记录

【题名】聚类中心的初始化方法
【作者】裴继红，范九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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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学刊，1999,21(3).-320

第69条记录

【题名】The universal plateau structure of Lyapunov exponents for period doubling cascade attractors
【作者】Wang Binghong，Li Xiaohu，Sun Yong，Chen Longkang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代物理系，深圳大学物理系
【来源】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1999,32(1).-83

第70条记录

【题名】模糊聚类理论发展及应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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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通报，1999,44(21).-2241

第71条记录

【题名】可积Teichmuller空间
【作者】郭辉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中国科学·A辑，数学，1999,29(8).-703

第72条记录

【题名】蚕豆细胞核仁和核质中剪接因子SC35的定位研究
【作者】王华春，邢苗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实验生物学报，1999,32(3).-277

第73条记录

【题名】洋葱根端分生组织细胞核中RNA多聚酶Ⅱ转录位置的研究
【作者】胡波，邢苗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所，深圳大学
【来源】实验生物学报，1999,32(2).-185

第74条记录

【题名】纳络酮对东方蝾螈胚胎表皮传导的阻断作用
【作者】张小云，曾弥白，蒋婉素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所
【来源】实验生物学报，1999,32(2).-157

第75条记录

【题名】The borel state space semi-markov decision process with expected total rewards in a semi-markov environment
【作者】Xu Chen，Hu Qiying
【单位】深圳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Systems science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1999,12(1).-82

第76条记录

【题名】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semilinear parabolic equations with discontinuous coefficients
【作者】Feng Hui，Shen Longjun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北京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所
【来源】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1999,17(2).-191



第77条记录

【题名】杂波中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改善目标航迹丢失的理论分析
【作者】崔宁周，刘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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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学刊，1999,21(1).-83

第78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模糊K邻域矢量量化码本设计算法
【作者】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科学学刊，1999,21(1).-50

第79条记录

【题名】具有模糊信息和自学习权重的分布式检测算法
【作者】刘源，崔宁周，谢维信，李隐峰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室，深圳大学
【来源】电子学报，1999,27(3).-9

第80条记录

【题名】一种快速模糊矢量量化图像编码算法
【作者】张基宏，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学报，1999,27(2).-106

第81条记录

【题名】一种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化电路设计
【作者】张怀宇，李学金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传感器技术，1999,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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