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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共 171 条记录

第1条记录

【题名】关于提升系数的确定与滤波的构造
【作者】周先波，陈文胜
【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40(4).-35

第2条记录

【题名】DNA模型下商业数据交换网的改进设计
【作者】采振祥，徐明
【单位】深圳大学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40(3).-33

第3条记录

【题名】高维非平稳双正交Semi-MRA的一个充要条件
【作者】陈文胜，周先波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40(3).-18

第4条记录

【题名】椭偏法细丝在线监测系统设计及数据分析
【作者】张小绵，赵志超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中南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2(6).-640

第5条记录

【题名】体外14C-尿素呼气试验诊断胃内幽门螺杆菌感染
【作者】张厚德，马永健
【单位】广东深圳市南山医院，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联合研究所
【来源】中华核医学杂志，2001,21(2).-81

第6条记录

【题名】对医务人员和大学生同性恋态度的调查研究
【作者】陶林，周红，刘仁刚
【单位】广东深圳市康宁医院，深圳大学
【来源】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1,10(5).-475

第7条记录

【题名】技术单元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世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林瑞基，王科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软科学，2001,0(4).-103

第8条记录

【题名】黄山太平湖大桥整体稳定分析
【作者】谭也平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中国公路学报，2001,14(1).-52

第9条记录



【题名】基于Web和数据仓库的企业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作者】刘耀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管理科学，2001,9(4).-30

第10条记录

【题名】夜香花挥发油化学成分研究
【作者】陈志行，王仁萍，邬俊华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广东深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来源】中草药，2001,32(6).-498

第11条记录

【题名】自动步枪激光模拟射击系统
【作者】黄建军，余建华，将明，徐耀宗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实验中心，深圳大学光电子系，深圳北方工业公司
【来源】应用激光，2001,21(1).-41

第12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芳醛与5,5-甲基-1,3-环己二酮的固相和液相反应
【作者】屠树江，高原，刘晓红，唐斯甫，邱晓建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1,21(12).-1164

第13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一步法合成吡喃和吡喃[2,3-c]吡唑衍生物
【作者】周建峰，屠树江，高原，嵇明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化学系，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1,21(10).-742

第14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4-芳基-7,7-二甲基-5-氧代-3,4,5,6,7,8-六氢香豆素的合成及其晶体结构
【作者】高原，屠树江，路再生，牛德仲，孙伯旺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1,21(8).-599

第15条记录

【题名】无外加催化剂条件下2-氨基-3-腈基-4-芳基-7,7-二甲基-5-氧代-4 H-5,6,7,8-四氢苯并-[b]-吡喃-3-羧酸乙酯的合成
【作者】高原，屠树江，周建峰，史达清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淮阴师范学院化学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1,21(7).-535

第16条记录

【题名】HeLa细胞核和核骨架含有肌动蛋白
【作者】王华，邢苗
【单位】白求恩医科大学分子生物学教研室，深圳大学
【来源】遗传学报，2001,28(3).-211

第17条记录

【题名】用于新产品开发的决策支持系统
【作者】彭运芳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系
【来源】计算机系统应用，2001(4).-17

第18条记录

【题名】基于内容检索的视频数据库系统
【作者】王志强，蔡平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系统应用，2001(2).-25



第19条记录

【题名】智能遥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计算机系统应用，2001(1).-19

第20条记录

【题名】基于时间-距离-多普勒像的编队目标架次检测
【作者】姬红兵，唐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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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1,23(5).-62

第21条记录

【题名】用模糊调度系统求解动态Job Shop问题
【作者】万国华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1,21(8).-97

第22条记录

【题名】异常反应模式的识别和分类
【作者】曹亦薇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心理学报，2001,33(6).-558

第23条记录

【题名】用C语言实现微分运算精确解
【作者】陈泽宏，伍晓宇，任志勇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微型机与应用，2001,20(3).-12

第24条记录

【题名】回转器模拟微重力刺激对不同品系稻田鱼腥藻代谢特性的影响
【作者】胡章立，刘永定，涂欢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深圳市科技局
【来源】微生物学报，2001,41(4).-489

第25条记录

【题名】射频放电阻抗测量用于等离子体诊断研究
【作者】黄建军，余建华，D.Teuner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实验中心，深圳大学光电子系，德国鲁尔大学电子工程与信息技术系
【来源】物理学报，2001,50(12).-2403

第26条记录

【题名】空心阴极直流放电的二维自洽模型描述和阴极溅射分析
【作者】赖建军，余建华，黄建军，王新兵，丘军林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光电子系，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物理学报，2001,50(8).-1528

第27条记录

【题名】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的一种新方法
【作者】黄培之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01,26(3).-247

第28条记录

【题名】纳米CuO的制备及其对RDX热分解特性的影响
【作者】洪伟良，刘剑洪，陈沛，田德余，赵凤起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生物系，西安近代化学所



【来源】推进技术，2001,22(3).-254

第29条记录

【题名】试论税收弹性与宏观税负的数量关系
【作者】李丽，丁凡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80

第30条记录

【题名】冷弯型钢实腹式檩条设计专家系统研究
【作者】许晋平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75

第31条记录

【题名】绿色建筑结构体系中的节能问题
【作者】黄中伟，遇平静，邢峰，牛永宁，王庆军，郭烨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深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70

第32条记录

【题名】IP网络中QoS模型的分析与比较
【作者】张志朋，杨淑雯，蔡茂国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63

第33条记录

【题名】新型超短光脉冲测量技术
【作者】龙井华，阮双琛，巨养锋，朱勤
【单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46

第34条记录

【题名】光分组交换技术研究
【作者】周建华，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39

第35条记录

【题名】LD脉冲泵浦下Cr:LiSAF激光动态性能研究
【作者】罗烽，关海峰，姜连勃，程安运，龙井华，阮双琛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30

第36条记录

【题名】IP over OCDMA技术及其解决方案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周建华，董海峰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24

第37条记录

【题名】核谱学及其应用研究
【作者】孙慧斌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研究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16

第38条记录

【题名】离散事件状态反馈系统的一个新模型（英文）



【作者】徐晨，胡奇英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9

第39条记录

【题名】C2中Dp上正规化双全纯凸映射的齐次展式

【作者】张文俊，胡鹏彦
【单位】深圳大学数学教育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4).-1

第40条记录

【题名】图像信息获取中的光电子技术
【作者】牛憨笨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75

第41条记录

【题名】利用微扰理论分析渐变折射率平面波导
【作者】孙一翎，李善祥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71

第42条记录

【题名】建筑师的技术价值观
【作者】段敬阳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64

第43条记录

【题名】Tm3+:YLiF4激光雪崩增频转换动力学机制

【作者】王建安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58

第44条记录

【题名】基于LQG/LTR多变量鲁棒简化控制算法
【作者】徐刚，曹广忠，费跃农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48

第45条记录

【题名】大型校园网分布式网络服务技术研究
【作者】黄云森，潘玲
【单位】深圳大学网络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43

第46条记录

【题名】指纹识别技术原理及应用研究
【作者】曹广忠，谢玉峰，费跃农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36

第47条记录

【题名】一种彩色图像自适应数字水印算法
【作者】梅蕤蕤，卢宗庆，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19



第48条记录

【题名】可调谐紫外激光器研究进展
【作者】巨养锋，罗烽，姜连勃，阮双琛，龙井华
【单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13

第49条记录

【题名】全固化自锁模飞秒激光器实验研究
【作者】姜连勃，阮双琛，程安运，罗烽，杨建军，朱勤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8

第50条记录

【题名】一种减小X射线背向散射方法的计算机模拟
【作者】郭金川，牛憨笨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3).-1

第51条记录

【题名】建设项目投资区域决策与投资地点选择
【作者】王刚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88

第52条记录

【题名】分析光滑薄板起吊的剥离力矩方法
【作者】柴金龙，孙德宝，胡晓朋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81

第53条记录

【题名】谈设计的以人为本
【作者】王平易，邵晓光
【单位】深圳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70

第54条记录

【题名】反激模式变换器设计方法
【作者】廉德亮，黄军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64

第55条记录

【题名】基于采样限幅的超混沌同步方案
【作者】周小安，卢元元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57

第56条记录

【题名】基于注意力集中机制的图像压缩算法
【作者】纪震，蒋一峰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51

第57条记录

【题名】非叠片转子-电磁轴承系统磁场计算
【作者】曹广忠，杨艳丽，徐刚，程蓉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44

第58条记录

【题名】差减凝胶渗透色谱在药物品牌鉴定上的应用
【作者】王庆国，蔡力行，龚晓钟，周莉，黄金梅，李卉，程镕时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华南理工大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39

第59条记录

【题名】多头绒泡菌细胞核肌动蛋白相对含量动态变化
【作者】宋朝霞，邢苗
【单位】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遗传教研室，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34

第60条记录

【题名】IP全光传送网络的网络结构设计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28

第61条记录

【题名】合肥同步光源增加光刻基片曝光面积方法研究
【作者】陈龙康，胡葆善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23

第62条记录

【题名】自锁模飞秒Cr4+:forsterite激光器（英文）
【作者】阮双琛，朱勤，姜连勃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19

第63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广域网组播树生成算法
【作者】喻建平，李汉兵，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大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2).-10

第64条记录

【题名】低压电器电路设计中的控制函数分配
【作者】胡晓朋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78

第65条记录

【题名】政府兴建住房与货币补贴成本比较研究
【作者】宋博通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71

第66条记录

【题名】大跨度快速拼装式简支梁桥整体稳定分析
【作者】谭也平，王书庆
【单位】深圳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同济大学桥梁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64

第67条记录

【题名】微乳液法制备ZrO2超细粉及其表征



【作者】汤皎宁，龚晓钟，马晓翠，刘剑洪，黄建军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50

第68条记录

【题名】系统效率的评价体系
【作者】李丽，韩丽敏，赵英才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45

第69条记录

【题名】利用知识分布进行最优决策
【作者】陈必红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39

第70条记录

【题名】Stokes问题的Galerkin-Shannon小波方法
【作者】陈文胜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33

第71条记录

【题名】DSP芯片原理与设计
【作者】刘文东，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25

第72条记录

【题名】激光二极管泵浦Cr:LiSAF内腔倍频激光器研究
【作者】朱光平，阮双琛，龙井华，巨养锋，朱勤
【单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21

第73条记录

【题名】深圳全光IP城域网络
【作者】杨淑雯，蔡茂国，马君显，方晓惠，王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8

第74条记录

【题名】全光网络上运行IP的研究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8(1).-1

第75条记录

【题名】实时数字广播系统接口规范及设计
【作者】张席，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数据采集与处理，2001,16(2).-245

第76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椭圆形断层图像分析的左心室模型
【作者】纪震，蒋一峰，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图像所
【来源】数据采集与处理，2001,16(2).-170



第77条记录

【题名】基于模糊数值约束的关联规则挖掘
【作者】高飞，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1,35(11).-1645

第78条记录

【题名】取样成像扫描式分幅技术
【作者】李冀，屈军乐，廖华，周军兰，杨勤劳，张焕文，牛憨笨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广东福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来源】强激光与粒子束，2001,13(4).-461

第79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流水逐次逼近比较方式的模／数转换器
【作者】王百鸣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技术中心
【来源】微电子学，2001(2).-93

第80条记录

【题名】超混沌系统自周期轨道链接式控制
【作者】卢元元，胡庆彬，丘水生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
【来源】控制与决策，2001,16(6).-954

第81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ARCNET网络的DCS通信控制器的令牌管理机制
【作者】李锐华，杨艳丽，杨清宇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系，深圳大学计算机系
【来源】计算机自动测量与控制，2001,9(1).-36

第82条记录

【题名】机械手分散CMAC控制器
【作者】杨艳丽，史维祥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
【来源】机械科学与技术，2001,20(3).-356

第83条记录

【题名】一个通信系统的面向对象建模
【作者】明仲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应用研究，2001,18(8).-28

第84条记录

【题名】动态图象播放的编程方法
【作者】蔡茂国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计算机应用研究，2001,18(7).-84

第85条记录

【题名】电话远程监测控制系统的实现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计算机应用，2001,21(4).-39

第86条记录

【题名】一个多媒体CAI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明仲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应用，2001,21(1).-63

第87条记录

【题名】基于系统调用的神经网络异常检测技术
【作者】闫巧，喻建平，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2001,27(9).-105

第88条记录

【题名】基于多代理的分布式计算环境ABDE
【作者】潘玲，黄云森
【单位】深圳大学网络中心
【来源】计算机工程，2001,27(4).-165

第89条记录

【题名】结合UML和RAISE的软件开发方法研究
【作者】明仲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2001,27(4).-23

第90条记录

【题名】IP网络中实时连续媒体传输策略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20).-69

第91条记录

【题名】滥用检测技术的发展
【作者】闫巧，谢维信，毛晓波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郑州大学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19).-79

第92条记录

【题名】基于区分服务的IP QoS实现技术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37(18).-47

第93条记录

【题名】建立基于对象Web的三层分布式应用
【作者】王振宇，邱雪花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37(17).-167

第94条记录

【题名】MIS系统中的预警机制
【作者】林强，代雨东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连五洲新商业公司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37(14).-174

第95条记录

【题名】OOram与面向对象方法
【作者】明仲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11).-63

第96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小波的图像数字水印方案



【作者】闫巧，谢维信，肖智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中科院科健信息公司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11).-19

第97条记录

【题名】谷氨酸与代谢型谷氨酸受体1亚型、2/3亚型、4亚型在参环毛蚓的分布——免疫细胞化学研究
【作者】罗振国，张小云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
【来源】解剖学报，2001,32(4).-375

第98条记录

【题名】大鼠肾上腺的NADPH、NPY、CGRP、SP、c-fos细胞化学特性
【作者】罗振国，张小云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
【来源】解剖学报，2001,32(1).-51

第99条记录

【题名】多模干涉型GaAs光波分复用器的设计与研究
【作者】孙一翎，李善祥，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来源】激光杂志，2001(3).-11

第100条记录

【题名】808nm量子阱激光器电流调制特性的实验研究
【作者】来引娟，余建华，韩树荣，李瑞宁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来源】激光杂志，2001,22(2).-8

第101条记录

【题名】2-氨基-3-氰基-7,7-二甲基-4-苯基-5-氧代-5,6,7,8-四氢-4H-苯并吡喃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作者】高原，崔桂友，郭照冰
【单位】深圳大学化学系，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化学系
【来源】结构化学，2001(6).-505

第102条记录

【题名】Crystal Structure of 4-（4-chlorophenyl）-7,7-dimethyl-2,5- dioxo-1,2,3,4,5,6,7,8-octahydroquinoline
【作者】Tu Shujiang，Zhou Jianfeng，Gao Yuan，Liu Xiaohong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淮阴师范学院，深圳大学
【来源】结构化学，2001(6).-459

第103条记录

【题名】4-（4-N,N-二甲胺基）苯基-7,7-二甲基-5-氧代-3,4,5,6,7,8-六氢香豆素酮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作者】高原，屠树江，路再生，牛德仲，孙柏旺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学系，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
【来源】结构化学，2001,20(4).-306

第104条记录

【题名】发现含有第一类项目约束的频繁集的快速算法
【作者】高飞，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01,38(11).-1295

第105条记录

【题名】线性二层决策问题的期望收益模型及算法
【作者】曹东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管理科学学报，2001,4(2).-38



第106条记录

【题名】从分子水平探索旋转恒定磁场对机体作用之机理
【作者】张小云，罗振国，何晓阳，韩庆国，张维德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中国科学·C辑，生命科学，2001,31(3).-275

第107条记录

【题名】基于SX52BD单片机的语音卡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廉德亮，林国华，张莹，李岩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中心，山东科技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解放军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电工教研室
【来源】测控技术，2001,20(8).-60

第108条记录

【题名】钢筋腐蚀光纤传感器的研究
【作者】李学金，林文山，范平，汤皎宁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测控技术，2001,20(8).-10

第109条记录

【题名】空心阴极放电的阴极溅射分析
【作者】赖建军，王新兵，丘军林，余建华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光电子系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9(7).-72

第110条记录

【题名】溶剂气浮分离技术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作者】吕玉娟，朱锡海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生化系，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来源】化学进展，2001,13(6).-441

第111条记录

【题名】瞬态激光全息干涉计量与测试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作者】丰善，王淑岩，王国志，王正荣，陈智
【单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深圳大学光电技术研究所，云南工业大学数理材料学院
【来源】红外与激光工程，2001,30(5).-366

第112条记录

【题名】拓宽微堆的应用
【作者】郭诚湛，赵海歌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联合研究所
【来源】核科学与工程，2001,21(1).-90

第113条记录

【题名】激光二极管泵浦Nd:YAG 946nm激光器及倍频研究（英文）
【作者】杜戈果，阮双琛，朱勤，朱鹤元，李富铭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光科学与工程系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11).-1392

第114条记录

【题名】晶柱粘连对CsI:Na转换屏分辨特性的影响
【作者】郭金川，牛憨笨，周彬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西安石油学院机械工程系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10).-1214

第115条记录

【题名】用于步进啁啾光纤光栅的掩模板原理和设计
【作者】方晓惠，杨淑雯，李世忱，贾光明，马君显
【单位】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9).-1115

第116条记录

【题名】转镜扫描相机记录象面的新设计理论（英文）
【作者】李景镇，黄景灏，田洁，林敏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8).-1033

第117条记录

【题名】可见光在CsI:Na转换屏中传输的模拟研究
【作者】郭金川，牛憨笨，周彬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西安石油学院机械系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7).-801

第118条记录

【题名】超高速摄影用高强度铝合金转镜动态特性的研究
【作者】李景镇，孙凤山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5).-636

第119条记录

【题名】场致发射中金刚石与金属的热粘接技术研究
【作者】王雪文，张志勇，罗萌，张焕文
【单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西北大学电子科学系，深圳大学光电子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5).-603

第120条记录

【题名】半导体激光器纵向泵浦准连续Cr:LiSAF激光器的实验研究
【作者】龙井华，朱光平，阮双琛，高继华
【单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所，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5).-559

第121条记录

【题名】二元光学元件和新型超分辨光盘读写头的设计研究
【作者】林敏，黄建军，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系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3).-321

第122条记录

【题名】高压超快三角波脉冲的产生
【作者】郭宝平，牛憨笨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1).-67

第123条记录

【题名】数字散斑相关测量方法的研究与改进
【作者】孙一翎，李善祥，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1,30(1).-54

第124条记录

【题名】有理数谐波主被动锁模掺铒光纤激光器
【作者】王林，李景镇，徐平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来源】光学学报，2001,21(5).-567

第125条记录

【题名】光折变晶体Cu:KNSBN中的浅能级中心



【作者】胡居广，许心光，牟晓东，张树君，陈焕矗，邵宗书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物理教育系，山东大学
【来源】光学学报，2001,21(2).-228

第126条记录

【题名】空间光仪光机热集成分析方法
【作者】单宝忠，陈恩涛，卢锷，武克用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所
【来源】光学精密工程，2001,9(4).-377

第127条记录

【题名】用于局域网的OCDMA技术
【作者】方晓惠，杨淑雯，李世忱，马君显，蔡茂国
【单位】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光通信研究，2001,0(5).-32

第128条记录

【题名】光码分多址频域编解码技术
【作者】方晓惠，杨淑雯，李世忱，马君显，蔡茂国
【单位】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光通信研究，2001,0(2).-35

第129条记录

【题名】光CDMA编解码器的误差分析
【作者】刘国驷，刘文东，周浩强，孙景波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来源】光通信研究，2001,0(1).-38

第130条记录

【题名】聚氨酯预聚体合成反应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作者】任祥忠，刘剑洪，田德余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国防科技大学五系
【来源】固体火箭技术，2001,24(3).-58

第131条记录

【题名】含二硝基偶氮氧化呋咱推进剂的能量特性研究
【作者】洪伟良，田德余，刘剑洪，王芳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
【来源】固体火箭技术，2001,24(2).-41

第132条记录

【题名】PEP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泡沫性能的研究
【作者】周莉，刘波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
【来源】功能高分子学报，2001,14(4).-461

第133条记录

【题名】PEP聚醚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的研究
【作者】周莉，郝放琴，刘波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
【来源】功能高分子学报，2001,14(1).-100

第134条记录

【题名】荧光探针法研究聚氨酯水分散液的胶束性质
【作者】刘剑洪，刘冬，任祥忠，田德余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及生物学系
【来源】高分子学报，2001(1).-127



第135条记录

【题名】多模干涉耦合器中光传输特性的分析与模拟
【作者】孙一翎，李善祥，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1,12(3).-265

第136条记录

【题名】调和方程自然边界元Shannon小波方法
【作者】陈文胜，张永虎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中山大学数学系
【来源】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2001,23(2).-125

第137条记录

【题名】一类在特定时间消费物品的销售控制策略
【作者】万国华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系统工程，2001,19(1).-15

第138条记录

【题名】关于“工业设计”课程中素质教育的探索
【作者】胡琳，阮双琛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工程图学学报，2001,22(3).-137

第139条记录

【题名】光码分多址全光网络实现方案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殷洪玺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来源】电子学报，2001,29(8).-1148

第140条记录

【题名】基于模糊ART的图像分割
【作者】黄建军，赵荣椿
【单位】深圳大学计算机系，西北工业大学1105教研室
【来源】电子学报，2001(5).-718

第141条记录

【题名】一种进化模拟退火矢量量化图像编码新算法
【作者】雍正正，罗萍，吴青华，孟丽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英国利物浦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系
【来源】电子学报，2001(5).-653

第142条记录

【题名】基于DSP的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技术应用，2001,27(9).-52

第143条记录

【题名】用MC68HC705J1A实现超声波汽车倒泊防撞报警器的设计
【作者】王静霞，朱明程，李远辉
【单位】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大学EDA中心
【来源】电子技术应用，2001,27(9).-23

第144条记录

【题名】TMS320F206设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者】刘文东，蔡茂国，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电子技术应用，2001,27(8).-73

第145条记录

【题名】高尔夫球场球道草坪的施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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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8(4).-23

第146条记录

【题名】过氧化物BaO2高频熔融快速制备YBCO超导材料
【作者】白尔隽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联合研究所
【来源】材料科学与工程，2001,19(3).-100

第147条记录

【题名】脉冲和直流电镀镍层磨损及腐蚀磨损性能研究
【作者】汤皎宁，龚晓钟，柳文军，黄建军，杨钦鹏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材料保护，2001,34(7).-12

第148条记录

【题名】有机肥对土壤理化性质及沟叶结缕草草坪质量的影响
【作者】李存焕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草地学报，2001,9(1).-69

第149条记录

【题名】纳米PbO和Bi2O3粉的制备及对推进剂燃烧性能的影响

【作者】洪伟良，赵凤起，刘剑洪，田德余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西安近代化学所
【来源】火炸药学报，2001,24(3).-7

第150条记录

【题名】神经营养因子受体TrkA、TrkB、TrkC和TrkE在参环毛蚓体内的分布
【作者】罗振国，张小云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动物学报，2001,47(4).-394

第151条记录

【题名】光电材料多孔硅的多孔度理论计算方程（英文）
【作者】廉德亮，谢国伟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中心，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
【来源】半导体学报，2001,22(7).-817

第152条记录

【题名】芯片设计中的IP技术
【作者】牛风举，朱明程
【单位】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1(10).-21

第153条记录

【题名】利用开关电容电路设计的可变增益滤波器
【作者】廉德亮，邓秉忠，吴高峰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中心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1,26(8).-58

第154条记录

【题名】数字系统设计研究中的进化硬件电路及应用前景



【作者】朱明程，王静霞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1,26(8).-17

第155条记录

【题名】应用系统中串行接口和传输的热点问题探讨
【作者】王百鸣，潘建宅，朱明程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技术中心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1,26(7).-47

第156条记录

【题名】开关电源监控电路版图优化设计
【作者】廉德亮，彭雪琼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1,27(5).-55

第157条记录

【题名】利用流水并行比较法的模数转换器
【作者】王百鸣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技术中心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1,26(1).-30

第158条记录

【题名】组氨酸生产中间控制方法的研究
【作者】林妙佳，蒙绮芳，周锡梁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氨基酸和生物资源，2001,23(4).-28

第159条记录

【题名】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大九湖芽孢杆菌资源调查
【作者】石春芝，陶天申，岳莹玉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
【来源】氨基酸和生物资源，2001,23(1).-1

第160条记录

【题名】一种利用流水并行比较法的A/D转换器
【作者】王百鸣，裴小觉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为实验室
【来源】微电子学，2001,18(2).-264

第161条记录

【题名】我国出入境汽车运输统计困境与出路
【作者】韩彪
【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7).-111

第162条记录

【题名】企业产品最优结构的判据与产品结构调整
【作者】刘耀，陶立新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7).-103

第163条记录

【题名】出租车市场供给控制
【作者】韩彪
【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2).-121



第164条记录

【题名】区域经济信息化程度比较分析
【作者】郑伟平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管理系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1).-27

第165条记录

【题名】电子商务的物流配送研究
【作者】林强，林滢鸿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科学，2001,28(7).-49

第166条记录

【题名】多概念层次的数值关联规则挖掘
【作者】高飞，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科学，2001,28(6).-85

第167条记录

【题名】互联网上的数据挖掘
【作者】高飞，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科学，2001,28(5).-81

第168条记录

【题名】面向对象角色分析方法——OOram
【作者】明仲，李师贤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来源】计算机科学，2001,28(1).-34

第169条记录

【题名】龙牙——木幼芽体细胞胚胎发生和植株再生
【作者】李建民，李喜文，张德炎，邢苗
【单位】青海师范大学生物系，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研究所，咸宁教育学院，深圳大学
【来源】实验生物学报，2001,34(2).-137

第170条记录

【题名】Signature Inversion of the Semi-decoupled Band in the Odd-Odd Nucleus ~(170)Ta
【作者】Deng Fuguo，Yang Chunxiang，Sun Huibin，Wu Xiaoguang，Lu Jingbin，Zhao Guangyi，Han Guangbing，Peng Zhaohua，Yin
Lichang，Wen Shuxian，Li Guangsheng，Yuan Guanjun，Zhou Hongyu，Liu Yunzuo，Zhu Lihua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吉林大学
【来源】Chinese Physics Letters，2001,18(7).-888

第171条记录

【题名】Multipliers on Dirichlet type spaces
【作者】Hu Pengyan，Shi Jihuai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
【来源】Acta Mathematica Sinica. Eng Sers，2001,17(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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