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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13 条记录

第1条记录

【题名】WAVELET ESTIMATION FOR JUMPS IN A HETEROSCEDASTIC REGRESSION MODEL
【作者】Ren Haobo，Zhao Yanmeng，Li Yuan，Xie Zhongjie
【单位】Department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Peking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Edu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Guangzhou University
【来源】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2002,22(2).-269-276

第2条记录

【题名】The continuity of operators in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作者】Gao Zhimin，Yang Zhongqiang
【单位】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College of Science, Shenzhe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Shantou University
【来源】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2002,22(4).-507-510

第3条记录

【题名】知识管理与网络环境
【作者】金业阳
【单位】深圳大学图书馆
【来源】情报科学，2002,20(8).-848-851

第4条记录

【题名】A p34cdc2-like Protein Is Localized in Both Nuclei and Cytoplasm of Physarum polycephalum
【作者】Li Guiying，Xing Miao，Hu Bo
【单位】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Acta Botanica Sinica，2002,44(8).-999-1003

第5条记录

【题名】Bioaccumulation of Nickel by Various Scenedesmus Species in Culture Solution Containing Nickel
【作者】Hu Zhangli，Wong Yukshan，Tam Fung-Yee
【单位】College of Life Sicences, Shenzhe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Biology and Chemistry and Centre for Coastal Pollution and
Conserv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来源】Acta Botanica Sinica，2002,44(8).-978-982

第6条记录

【题名】Synchronizing Chaotic Systems in Strict-Feedback Form Using a Single Controlle
【作者】Chen Shihua，Liu Jie，Feng Jianwen，Lu Jinhu
【单位】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Wuhan University，College of Science, Shenzhen University，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来源】Chinese Physics Letters，2002,19(9).-1257-1259

第7条记录

【题名】容性耦合射频（CCRF）放电等离子体特性实验研究
【作者】黄建军，刘正之，梁荣庆，Teuner D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德国鲁尔大学电子工程与信息技术系
【来源】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2002,22(6).-408-411

第8条记录

【题名】模糊增强学习码书设计算法及其在图像编码中的应用
【作者】李霞，罗萍，罗雪晖，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信号处理，2002,18(5).-434-437



第9条记录

【题名】深圳工业的发展路向
【作者】罗清和
【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9(4).-37-40

第10条记录

【题名】股票平均价格模型研究
【作者】吕盛鸽，李选举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9(12).-36-39

第11条记录

【题名】夜来香夜间嫩枝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
【作者】陈志行，游新奎，臧小平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
【来源】食品科学，2002,23(4).-110-112

第12条记录

【题名】XCAP-C-like Protein Existing in Nuclei and Chromosomes of Allium sativa
【作者】Wang Yan，Xing Miao，Yan Shi
【单位】Institute of Genetics and Cyt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Shenzhen University，Quartemaster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来源】Acta Botanica Sinica，2002,44(1).-29-33

第13条记录

【题名】基于LAGRANGE插值的高阶微分中值定理
【作者】陈之兵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
【来源】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学报，2002,16(1).-35-39

第14条记录

【题名】十三种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在参环毛蚓神经系统的分布：免疫细胞化学研究
【作者】罗振国，赵越，韩庆国，张小云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广东药学院药学系
【来源】动物学报，2002,48(5).-641-647

第15条记录

【题名】参环毛蚓神经组织的NSE、NF200、ED1、GFAP和NO细胞化学特性Immunocyt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of NSE, NF200, Ed1, CFAP
and NADPH in nervous tissue of the ear thworm (Pheretima aspergillum)
【作者】罗振国，赵越，韩庆国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广东药学院药学系
【来源】动物学报，2002,48(6).-777-782

第16条记录

【题名】嫉妒与人格的关系
【作者】王晓钧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
【来源】心理学报，2002,34(2).-175-182

第17条记录

【题名】纳米氧化铁的制备及其对吸收药热分解催化作用的研究
【作者】徐宏，刘剑洪，陈沛，赵凤起，田德余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教育系，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来源】火炸药学报，2002,25(3).-51-52,65

第18条记录



【题名】一个面向制造业的生产作业计划调度系统
【作者】伍晓宇，庄士岳，王志勇，邹炜，Chen Chinsheng
【单位】深圳大学，南昌大学，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工业工程系
【来源】中国机械工程，2002,13(16).-1423-1426

第19条记录

【题名】固定式和便携式状态监测系统的一体化设计与实现
【作者】张利群，许飞云，贾民平，钟秉林，刘振祥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东南大学机械系，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火电机组振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机械工程，2002,13(10).-860-863

第20条记录

【题名】采样值的特殊模拟余量及分段量化处理
【作者】王百鸣，涂国防，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电子学部
【来源】信号处理，2002,18(4).-285-288

第21条记录

【题名】自然免疫机理对信息安全防护技术的启示
【作者】闫巧，谢维信，喻建平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深圳大学2-603信箱
【来源】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2,24(11).-94-99

第22条记录

【题名】基于退火的状态转移式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
【作者】李霞，卢宗庆，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2,24(1).-86-88,102

第23条记录

【题名】槽型空心阴极放电中槽底阴极面的电子发射对放电的影响
【作者】余建华，赖建军，黄建军，王新兵，丘军林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光子信息工程系，华中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物理学报，2002,51(9).-2080-2085

第24条记录

【题名】Nd:Ca4ReO(BO3)3(Re = Gd,Y)晶体最佳激光、最佳倍频及最佳自倍频方向的确定
【作者】王正平，邵耀鹏，许心光，王继扬，刘耀岗，魏景谦，邵宗书
【单位】山东大学，深圳大学物理系
【来源】物理学报，2002,51(9).-2029-2033

第25条记录

【题名】KNSBN晶体猫式互抽运相位共轭光特性
【作者】许心光，杨旭东，王正平，王东，杜晨林，周广勇，许贵宝，傅琨，邵示书，邵耀鹏
【单位】山东大学，深圳大学物理系
【来源】物理学报，2002,51(10).-2266-2269

第26条记录

【题名】纳米氧化镧对黑索今热分解的催化作用
【作者】徐宏，刘剑洪，陈沛，赵凤起，田德余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教育系，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
【来源】推进技术，2002,23(4).-329-331

第27条记录

【题名】混沌系统同步的抗干扰优化设计
【作者】卢元元，丘水生，周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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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学报，2002,23(6).-30-36



第28条记录

【题名】二元向量有理插值的NEVILLE计算公式
【作者】陈之兵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数值计算与计算机应用，2002,23(1).-52-56

第29条记录

【题名】几种职业人群的人格特征研究
【作者】戴晓阳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4).-252-255,259

第30条记录

【题名】警察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
【作者】胡赤怡，崔占君，戴晓阳，陈向一，高北陵，侯意，关亚军
【单位】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大学教育学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来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6(9).-642-643,641

第31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Tabu搜索的模糊学习矢量量化图像编码算法
【作者】罗萍，张基宏，彭旭昀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市第二技工学校
【来源】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02,7(2).-115-119

第32条记录

【题名】开发微堆潜力的设想
【作者】郭诚湛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联合研究所
【来源】原子能科学技术，2002,36(2).-183-185

第33条记录

【题名】基于边缘信息的多光谱高分辨图像融合方法
【作者】杨烜，裴继红，杨万海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来源】自动化学报，2002,28(3).-441-444

第34条记录

【题名】基于拼音模型的声学层识别的研究
【作者】黄顺珍，方棣棠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来源】中文信息学报，2002,16(3).-46-51

第35条记录

【题名】HTML→WML转码器关键技术的实现
【作者】范质彬，王静立，纪震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85-87

第36条记录

【题名】微波加热中的温度检测
【作者】潘志铭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81-84

第37条记录

【题名】声纹识别系统
【作者】蔡耿平，黄顺珍，徐志鸿，蓝波，范国华，梁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78-80

第38条记录

【题名】IDS信息源的偏差分析方法
【作者】潘伊丽，马君显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42-48

第39条记录

【题名】光分插复用器技术及其应用
【作者】董海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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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2).-34-41

第40条记录

【题名】基于变量与周期信号耦合的混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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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2).-29-33

第41条记录

【题名】立式发酵仓堆肥处理城市垃圾工艺特性
【作者】石春芝，郑宗坤，蒲一涛，莫志贵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8-12

第42条记录

【题名】智能住宅小区设计思考
【作者】连建社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68-73

第43条记录

【题名】深圳龙岗客家民居的一个历史断面
【作者】朱继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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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2).-63-67

第44条记录

【题名】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新走向
【作者】王平易，邵晓光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49-55

第45条记录

【题名】突破OCDMA时间域编码的局限性
【作者】马君显，杨淑雯，吴迪，周浩强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光通信技术，2002,26(2).-25-29

第46条记录

【题名】基于DSP的汽车转速及噪音测量仪设计
【作者】曹广忠，阮双琛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仪表技术与传感器，2002,0(8).-11-13

第47条记录

【题名】全光网络及其上传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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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信技术，2002,26(1).-9-13

第48条记录

【题名】垃圾堆肥接种固氮菌对堆肥含氮量的影响
【作者】石春芝，蒲一涛，郑宗坤，李睿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2,8(4).-419-421

第49条记录

【题名】采用ASK调制编码及相干检测方案的OCDMA系统分析
【作者】马君显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光通信技术，2002,26(4).-53-56

第50条记录

【题名】BaO-CaO-CuO三元系相图及其在Hg-系超导体合成中的应用
【作者】李均钦，庄应烘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材料系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7(3).-187-191

第51条记录

【题名】基于三维工作室的CAD/CAM教学研究
【作者】伍晓宇，钟金明，李积彬，费耀农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85-89

第52条记录

【题名】基于LDAP校园网计费系统原理与实现
【作者】杨文玲，陈锦繁，邓冠初
【单位】深圳大学网络中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81-84

第53条记录

【题名】微光电机械系统在光通信中的应用
【作者】李文宇，马君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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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3).-43-48

第54条记录

【题名】机器人视觉伺服仿真系统研究
【作者】郭小勤，费跃农，徐刚，陈健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37-42

第55条记录

【题名】WEB数据挖掘中异构数据集成问题的研究
【作者】陆楠，周春光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31-36

第56条记录

【题名】静态SAT问题并行处理器的设计研究
【作者】康德亮，张炜，朱明程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24-30



第57条记录

【题名】Bragg光纤光栅编／解码器
【作者】张志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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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3).-19-23

第58条记录

【题名】基于随机试探的信道分配算法研究
【作者】李霞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13-18

第59条记录

【题名】双侧挂墙板墙梁设计专家系统研究
【作者】刘惠敏，张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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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3).-73-80

第60条记录

【题名】城市车流加减速延误分析
【作者】黄中伟，庄焰，谭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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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3).-60-64

第61条记录

【题名】用差分法求解正交各向异性夹层板的弹性弯曲方程
【作者】刘畅，钟善桐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2002,35(6).-18-21

第62条记录

【题名】折射率引导型光子晶体光纤的研究进展和应用
【作者】闫培光，苏红新，杜戈果，龙井华，阮双琛，吕可诚
【单位】南开大学物理学院光电信息科学系，深圳大学深圳激光工程重点实验室
【来源】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02,39(12).-41-45

第63条记录

【题名】一种改进的LBG快速算法
【作者】罗雪晖，李霞，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4).-54-59

第64条记录

【题名】空间耦合模式下混沌吸引子的动力学性质
【作者】高继华，龙井华，彭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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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4).-31-37

第65条记录

【题名】分子器件的电子抽运
【作者】卫亚东，万浪辉，陈龙康，王健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香港大学物理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4).-10-16

第66条记录

【题名】建筑·计算机·数码建筑
【作者】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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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4).-77-81

第67条记录

【题名】建筑学科教育的基点思考——由可持续发展主题引发的探讨
【作者】邵晓光，王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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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4).-73-76

第68条记录

【题名】绿色建筑工程体系中已有建筑物保健与诊治
【作者】遇平静，黄中伟，邢锋，牛永宁，王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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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4).-67-72

第69条记录

【题名】全光网络OCDMA系统地址码的研究
【作者】董海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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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4).-45-53

第70条记录

【题名】二维光正交码OCDMA系统编解码器的设计
【作者】董海峰，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光通信研究，2002,0(6).-31-34

第71条记录

【题名】高速公路照明用集散控制系统通信网研究
【作者】曹广忠，徐刚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仪器仪表学报，2002,23(5).-504-507,511

第72条记录

【题名】基于OCDMA的全光网络关键技术
【作者】董海峰，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光通信技术，2002,26(6).-49-51

第73条记录

【题名】一类决策信息的价值分析模型
【作者】张灵莹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74-77

第74条记录

【题名】基于Intranet的铜冶炼企业经营管理DSS设计
【作者】刘耀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管理科学，2002,10(4).-33-38

第75条记录

【题名】20世纪美国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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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3).-65-72

第76条记录

【题名】企业集团内部团队生产的最优激励机制研究



【作者】林旭东，李一智，沈福喜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大学统计学系
【来源】管理工程学报，2002,16(4).-67-71

第77条记录

【题名】定价和库存联合策略研究
【作者】陆贵斌，胡奇英，甘小冰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系统工程学报，2002,17(6).-531-536

第78条记录

【题名】科技评价的智能信息处理方法研究
【作者】孙宏元，黄德云，朱东华
【单位】深圳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来源】预测，2002,21(4).-28-29,59

第79条记录

【题名】基于SD2PCM的数字减影图象序列无损压缩算法
【作者】纪震，牟轩沁，蔡元龙，蒋大宗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图象所，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2002,21(1).-69-73

第80条记录

【题名】影响红豆杉树皮中紫杉醇含量的若干因素
【作者】张鸿，杨明惠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云南大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来源】中草药，2002,33(1).-39-41

第81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2,6-二甲基-4-芳基-3,5-二乙氧羰基-1,4-二氢吡啶的芳构化及产物的晶体结构
【作者】冯友健，高原，周建峰，屠树江，史达清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淮阴师范学院化学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2,22(10).-768-772

第82条记录

【题名】消除质子泵抑制剂对14C-尿素呼气试验的影响
【作者】马永健，张厚德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联合研究所，深圳市南山医院消化科
【来源】中华核医学杂志，2002,22(5).-307-308

第83条记录

【题名】磁场对去卵巢大鼠骨密度、骨强度和骨代谢的影响
【作者】张小云，薛延，苏湘鄂，刘思金，王芊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研究所
【来源】基础医学与临床，2002,22(6).-550-553

第84条记录

【题名】夜来香白天花朵及嫩枝挥发油成分分析
【作者】陈志行，石春芝，谭晓风，臧小平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深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来源】中草药，2002,33(11).-976-978

第85条记录

【题名】无催化剂条件下2-氨基-3-氰基-4-芳基-7,7-二甲基-5-氧代-5,6,7,8-四氢-4H-苯并吡喃的合成
【作者】高原，郭成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与生物系，南京化工大学应用化学系
【来源】应用化学，2002,19(4).-401-403



第86条记录

【题名】应用微波辐射技术一步合成4-芳基-1,4-二氢吡啶衍生物
【作者】屠树江，高原，于晨侠，史达清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2,22(4).-269-271

第87条记录

【题名】论生物学专业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
【作者】李荔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92-94

第88条记录

【题名】仪器分析教学中的学科交叉及教学改革
【作者】魏波，刘剑洪，钟健，孙连杰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88-91

第89条记录

【题名】大样本测量中拟合精度与样本量的相关性
【作者】张小绵，颜坤鹏，赵志超，刘乐斌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22-28

第90条记录

【题名】ZNF219基因核定位信号序列的测定
【作者】余少文，胡萍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17-21

第91条记录

【题名】纳米氧化铈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作者】徐宏，刘剑洪，蔡弘华，田德余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13-16

第92条记录

【题名】吸收透明导电薄膜生长与复光学常数测定
【作者】马晓琴，舒启清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2).-1-7

第93条记录

【题名】5-芳亚苄基巴比妥酸的固态合成
【作者】高原，屠树江，周建峰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生物纱，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淮阴师范学院化学系
【来源】应用化学，2002,19(5).-499-500

第94条记录

【题名】芳亚甲基丙二腈、芳亚甲基氰乙酰胺的固相合成
【作者】屠树江，荣良策，高原，郭苏闵，鲁水华，杨晓洁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江苏仪征胥浦中学
【来源】有机化学，2002,22(5).-364-366

第95条记录

【题名】蜡状芽孢杆菌的裂解气相色谱分析初探
【作者】石春芝，陶天申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2,8(3).-317-318

第96条记录

【题名】极大π-商群与正规π-补
【作者】王晓峰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1(4).-108-110

第97条记录

【题名】用动画、图形建构高等数学概念的探索
【作者】刘慧瑾，王晓峰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90-94

第98条记录

【题名】雨生红球藻细胞类型转化影响因子的协同作用
【作者】胡章立，吴玉荷，罗杏桃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8-12

第99条记录

【题名】猪血粉提取L-精氨酸盐酸盐的工艺研究
【作者】蒙绮芳，林妙佳，周锡梁，冯国铭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49-53

第100条记录

【题名】电感耦合RF放电等离子体的电流特性
【作者】奚定平，余陨金，陈静秋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3).-1-7

第101条记录

【题名】Reinhardt域上正规化双全纯凸映射的分解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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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A辑，数学，2002,32(9).-807-818

第102条记录

【题名】复Banach空间单位球上准凸映射的增长定理与掩盖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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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A辑，数学，2002,32(11).-1033-1041

第103条记录

【题名】Characterization of Interfaces in Al-Al2O3-Ferromagnetic Metal Tunnel Junctions
【作者】Ma Xiaocui，Shu Qiqing，Liu Wenjun，Zhang Huaiyu
【单位】College of Science,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4).-24-30

第104条记录

【题名】脉冲爆轰技术及其难点分析
【作者】黄中伟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4).-17-23

第105条记录

【题名】p-Bloch空间及Qp,0空间与具有Hadamard间隙的全纯函数



【作者】胡鹏彦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4).-1-9

第106条记录

【题名】BiB3O6(BIBO)晶体热膨胀性质的各向异性及其影响
【作者】王正平，腾冰，邵耀鹏，许心光，傅琨，杜晨林，王继扬，邵宗书
【单位】山东大学，深圳大学物理系
【来源】自然科学进展，2002,12(10).-1083-1085

第107条记录

【题名】平面线性Hamilton系统的三次扰动
【作者】丰建文，曾宪武
【单位】深圳大学阳学院，武汉大学数学系
【来源】应用数学学报，2002,25(4).-757-759

第108条记录

【题名】利用分形求约束问题的全局最优解
【作者】宋巨龙，甘小冰
【单位】西安石油学院信息科学系，深圳大学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2,29(5).-705-708

第109条记录

【题名】异常检测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作者】阎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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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9(1).-128-132

第110条记录

【题名】协方差结构分析中拟似然估计的对偶几何方法
【作者】韦博成，王树佳
【单位】东南大学数学系，深圳大学软件学系
【来源】数学年刊·A辑，2002,23(4).-439-446

第111条记录

【题名】二元尺度函数的正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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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研究与评论，2002,22(1).-113-117

第112条记录

【题名】多媒体在抽象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作者】刘慧瑾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90-94

第113条记录

【题名】三点金草形态特征研究
【作者】马宗仁，阳承胜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72-75

第114条记录

【题名】磁场对变叶木愈伤组织培养的效应
【作者】吴玉荷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67-71



第115条记录

【题名】高血压模型大鼠脑病理新特点
【作者】韩庆国，罗振国，张小云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研究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60-66

第116条记录

【题名】渗透胁迫对玉米内源ABA及PM H+-ATPase活性影响
【作者】胡章立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54-59

第117条记录

【题名】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多层设计与实现
【作者】陈健，张席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49-53

第118条记录

【题名】跟踪及数字中继卫星系统扩频调制方案研究
【作者】刘春平，安鹤男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35-39

第119条记录

【题名】高激发强度σ极化Tm3+:YLiF4雪崩增频转换机制

【作者】王建安，David J. Simkin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麦吉尔大学化学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28-34

第120条记录

【题名】地月系统非线性演化动力学
【作者】宋富高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15-27

第121条记录

【题名】光谱滤波实现激光啁啾放大的脉冲整形
【作者】杨建军，姜连勃，罗烽，阮双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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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9(1).-7-14

第122条记录

【题名】基于二维条码FDF417的数字图像水印算法
【作者】张基宏，肖薇薇，纪震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2,19(1).-1-6

第123条记录

【题名】强恒磁场对红豆杉细胞分裂和紫杉醇含量的影响
【作者】苏湘鄂，张小云，龚伟，梅兴国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来源】生命科学研究，2002,6(3).-274-276

第124条记录

【题名】用SHG-FROG方法测量超短光脉冲的振幅和相位
【作者】龙井华，高继华，巨养锋，阮双琛



【单位】深圳大学，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2,31(10).-1292-1296

第125条记录

【题名】现代中式家具
【作者】唐开军，曾利
【单位】深圳大学艺术学院，中南林学院
【来源】林产工业，2002,29(4).-24-25,42

第126条记录

【题名】家具五金结构紧固件CAD程序模块的开发研究
【作者】唐开军，潘速圆
【单位】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来源】林产工业，2002,29(2).-27-29

第127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4-(4-羟基-3-甲氧基)苯基-3,3,6,6-四甲基-1,8-二氧代1,2,3,4,5,6,7,8,9,10-十氢吖啶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作者】屠树江，缪春宝，于晨侠，姚昌盛，刘芳，高原，吴德公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华中药业集团
【来源】结构化学，2002,21(3).-313-316

第128条记录

【题名】深圳地区狗牙根冬枯成因及防除技术
【作者】马宗仁，阳承胜，黄艺欣，唐治万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科技通报，2002,18(6).-474-478

第129条记录

【题名】Synthesis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Ethyl 4-(3,4-Methylenedioxylphenyl)-6-methyl-2-oxo-1,2,3,4-tetrahydropyridine-5-carboxylate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作者】Tu Shujiang，Gao Yuan，Zhou Jianfeng，Shi Daqing，Wang Xiangshan，Zhuang Qiya
【单位】Department of Chemistry,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Chemistry, Shenzhe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Chemistry,
Huaiyin Teacher College
【来源】结构化学，2002,21(6).-609-612

第130条记录

【题名】电子商务网站的自动监控
【作者】林强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科学，2002,29(6).-84-85

第131条记录

【题名】免疫思想在计算机安全系统中的应用
【作者】闫巧，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33#信箱，深圳大学
【来源】计算机科学，2002,29(2).-98-99

第132条记录

【题名】基于集成服务的IP网络QoS实现技术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马君显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应用研究，2002,19(3).-52-54

第133条记录

【题名】基于激光快速原型的CAD网络浏览器的研制
【作者】伍晓宇，陈锦盛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美国州立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工业工程系
【来源】计算机应用研究，2002,19(11).-94-95



第134条记录

【题名】CAD/CAM技术在脚医学中的应用
【作者】伍晓宇，Chen Chinsheng，Ira M Baum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Industrial & System Engineering,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Baptist's Hospital, 8940 N. Kendall Drive,
Suite 801E
【来源】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02,14(4).-324-328

第135条记录

【题名】基于IPv6的多媒体通信策略
【作者】蔡茂国，杨淑雯，董海峰，周建华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38(5).-139-141

第136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公钥认证方案
【作者】张席，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38(21).-95-96,195

第137条记录

【题名】点度精确的随机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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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38(18).-172-175

第138条记录

【题名】H.323系统C++类库和基本呼叫建立的实现
【作者】李一雷，周俊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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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38(22).-147-151

第139条记录

【题名】神经网络在异常检测中的应用
【作者】宋歌，闫巧，喻建平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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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38(18).-146-148

第140条记录

【题名】基于生物特征的Auto ID技术——BioID
【作者】李雄军，苏廷弼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香港城市大学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38(16).-86-89

第141条记录

【题名】数据仓库的开发实践
【作者】罗汉洋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系
【来源】计算机系统应用，2002(6).-57-59

第142条记录

【题名】矩形网格上二元NEVILLE型向量有理插值
【作者】陈之兵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计算数学，2002,24(1).-67-76

第143条记录

【题名】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Pulverized Coal Combus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Mode in Power Station Boiler
【作者】Zhou Ping，Gong Guangcai，Mei Chi，Zhang Xiaomian



【单位】Institute of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yro-installations, Central South Univ of Technology，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Hunan Univ，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henzhen Univ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9(2).-88-94

第144条记录

【题名】黑曲霉过氧化氢酶发酵过程的数学模型
【作者】刘建忠，翁丽萍，张黔玲，计亮年
【单位】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
【来源】工业微生物，2002,32(3).-6-9

第145条记录

【题名】Lower San Fernando土坝破坏及加固的完全耦合分析
【作者】明海燕，李相菘
【单位】深圳大学土木工程系，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
【来源】岩土工程学报，2002,24(3).-294-300

第146条记录

【题名】延时反馈振荡器在弱正弦外激下的强制振动
【作者】孟光，刘曙远，方同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来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20(1).-1-5

第147条记录

【题名】ICF中子示波管的实验研究
【作者】李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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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4(4).-633-636

第148条记录

【题名】Cs+:RbTiOPO4晶体的铁电相变和电导特性

【作者】刘文，V I Voronkova，V K Yanovskii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国立莫斯科大学物理系
【来源】人工晶体学报，2002,31(4).-417-419

第149条记录

【题名】KTi1-xSnxOPO4晶体生长及其物理性质的研究

【作者】刘文，Voronkova V I，Yanovskii V K，Stefanovich S Yu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国立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俄罗斯科学中心物理化学研究所
【来源】人工晶体学报，2002,31(1).-10-13

第150条记录

【题名】克裂速纤维增强混凝土抗裂性能
【作者】邢锋，冷发光，冯乃谦，李伟文
【单位】深圳大学土木系，清华大学土木系
【来源】复合材料学报，2002,19(6).-120-124

第151条记录

【题名】碳／碳复合材料MoSi2/SiC涂层在动态氧化环境下的性能研究
【作者】曾燮榕，李贺军，李龙，李爱兰
【单位】深圳大学材料系，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系
【来源】复合材料学报，2002,19(6).-43-46

第152条记录

【题名】一种高效率光子晶体发光二极管
【作者】欧阳征标，李景镇，失骏，张登国，孙一翎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光电子系固态光子实验室
【来源】发光学报，2002,23(5).-473-476



第153条记录

【题名】一种混沌系统同步的优化方案
【作者】周小安，张基宏，丘水生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
【来源】电子与信息学报，2002,24(6).-758-764

第154条记录

【题名】用分子子图法计算硝基呋咱化合物的生成热
【作者】刘剑洪，田德余，洪伟良，黄祺超
【单位】深圳大师范学院化学及生物学系
【来源】化学物理学报，2002,15(5).-351-356

第155条记录

【题名】利用拍频反馈控制调制频率实现再生锁模的光纤激光器
【作者】王林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技术工程系
【来源】半导体光电，2002,23(5).-308-311

第156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混沌调制和线性解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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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报，2002,30(10).-1508-1510

第157条记录

【题名】无穷水平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解的比较定理
【作者】周少甫，魏正红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0(1).-109-110,113

第158条记录

【题名】转MT-like基因衣藻的重金属结合能力与抗性特征分析
【作者】胡章立，邢苗，吴玉荷，涂欢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湖泊科学，2002,14(3).-247-252

第159条记录

【题名】小波变换方法在高分辨率多光谱图像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杨烜，裴继红，杨万海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来源】红外与毫米波学报，2002,21(1).-77-80

第160条记录

【题名】复杂曲面建模的数学基础
【作者】程蓉，谢先报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湖北省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系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2,34(2).-285-287

第161条记录

【题名】单晶体KTi0.93Sn0.07OPO4的结构研究

【作者】刘文，Voronkova V I，Yanovskii V K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国立莫斯科大学物理系
【来源】硅酸盐学报，2002,30(4).-509-512

第162条记录

【题名】RbTiOPO4-CsTiPO5体系中晶体合成及结构研究

【作者】刘文，Voronkova V I，Yanovskii V K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国立莫斯科大学物理系



【来源】硅酸盐学报，2002,30(2).-203-207

第163条记录

【题名】结合有限元法的空间相机优化设计
【作者】单宝忠，武克用，卢锷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来源】光学精密工程，2002,10(1).-116-120

第164条记录

【题名】Zernike多项式拟合方法及应用
【作者】单宝忠，王淑岩，牛憨笨，刘颂豪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量子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学精密工程，2002,10(3).-318-323

第165条记录

【题名】Y2O3添加剂对ZrO2超微粉体性质的影响

【作者】曾燮
【单位】深圳大学材料系
【来源】功能材料，2002,33(3).-307-309

第166条记录

【题名】地震波走时问题的正则化解
【作者】阮晓青，赵冰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工程数学学报，2002,19(2).-135-138

第167条记录

【题名】克裂速纤维增强高性能混凝土试验研究
【作者】邢锋，冷发光，李伟文，李昕成，冯乃谦
【单位】深圳大学土木系，云南建工混凝土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来源】工业建筑，2002,32(3).-42-44,83

第168条记录

【题名】理想景观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王平易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工业建筑，2002,32(3).-19-21

第169条记录

【题名】奇奇核170Ta高自旋态及旋称反转研究
【作者】邓富国，杨春祥，孙慧斌，吴晓光，陆景彬，赵广义，韩广兵，彭朝华，尹利长，温书贤，李广生，袁观俊，周宏余，刘运祚，竺礼华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深圳大学核技术研究所，吉林大学物理系
【来源】高能物理与核物理，2002,26(5).-491-500

第170条记录

【题名】一种大动态范围扫描变像管的电子光学结构
【作者】李冀，牛憨笨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2,13(8).-784-786

第171条记录

【题名】微孔发泡高分子材料
【作者】鲁德平，管蓉，刘剑洪
【单位】湖北大学化材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
【来源】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2002,18(4).-30-33

第172条记录



【题名】一种改进的基于遗传算法的聚类分析方法
【作者】李碧，雍正正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路与系统学报，2002,7(3).-96-99

第173条记录

【题名】连续端泵浦激光晶体长度的确定
【作者】巨养峰，阮双琛，龙井华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2,31(7).-894-896

第174条记录

【题名】射频激励铜离子激光器阻抗特性实验研究
【作者】黄建军，余建华，D Teuner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实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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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激光，2002,A29(2).-107-109

第175条记录

【题名】大动态范围飞秒扫描变象管理论设计与实验评价
【作者】李冀，廖华，张焕文，周军兰，赵会娟，牛憨笨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2,31(1).-98-102

第176条记录

【题名】多层光子晶体滤波器研究
【作者】欧阳征标，李景镇，张道中，王启明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中科院物理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来源】光学学报，2002,22(1).-79-84

第177条记录

【题名】两端有慢变结构的光子晶体的能带特性研究
【作者】欧阳征标，朱骏，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固态光子实验室
【来源】光学学报，2002,22(5).-612-615

第178条记录

【题名】纵向泵浦激光器输出镜反射率的优化
【作者】巨养锋，阮双琛，龙井华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2,13(5).-480-482

第179条记录

【题名】掺铜KNSBN光折变晶体的光致吸收特性
【作者】胡居广，林晓东，刘毅，阮双琛，姚建铨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物理教育系，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天津大学激光光电子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2,31(2).-169-172

第180条记录

【题名】用于波分复用的光子晶体滤波器
【作者】刘海山，欧阳征标，李景镇，王启明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固态光子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2,13(2).-145-149

第181条记录

【题名】The mathematical equivalence of photonic bandgaps and electronic bandgaps for 1D and 2D systems
【作者】Ouyang Zhengbiao，Li Jingzhen，Zhang Daozhong
【单位】深圳大学，Institute of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来源】光子学报，2002,31(7).-802-806



第182条记录

【题名】复周期结构光子晶体的光子能带特性研究
【作者】符李渊，欧阳征标，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固态光子研究室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2,13(2).-139-141

第183条记录

【题名】一类慢变周期结构光子晶体的能带特性研究
【作者】朱骏，欧阳征标，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固态光子学研究室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2,13(2).-136-138

第184条记录

【题名】光子晶体超窄带滤波器
【作者】欧阳征标，刘海山，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固态光子研究室
【来源】光子学报，2002,31(3).-281-284

第185条记录

【题名】Markov过程在预拌混凝土市场预测中应用
【作者】姜连馥，王延章，满杰
【单位】深圳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2,42(5).-606-610

第186条记录

【题名】水螅摄食中的特殊行为
【作者】汪安泰，余少文，胡章立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动物学杂志，2002,37(4).-44-46

第187条记录

【题名】一类非自治系统混沌细胞模型研究
【作者】卢元元，丘水生，周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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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信息学报，2002,24(4).-557-562

第188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TDRSS扩频调制方式的研究
【作者】刘春平，安鹤男，杨士中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重庆大学通信测控研究所
【来源】电路与系统学报，2002,7(2).-126-128

第189条记录

【题名】自适应可见图像水印算法
【作者】杜江，黄敬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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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2,31(2).-125-130

第190条记录

【题名】分段式双通道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作者】周建华，蔡茂国，罗雪晖，严新民，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电子技术应用，2002,28(5).-14-15

第191条记录

【题名】沟叶结缕草草坪质量与水热因子的关系
【作者】李存焕，耿玉东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草业科学，2002,19(5).-67-69

第192条记录

【题名】从公共住房到租金优惠券——美国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演化解析
【作者】宋博通
【单位】深圳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
【来源】城市规划汇刊，2002,0(4).-65-68,73

第193条记录

【题名】仿生物态的数字硬件的设计原理及应用初探
【作者】王静霞，朱明程
【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系，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2,27(3).-37-40,44

第194条记录

【题名】数字城市及其关键技术
【作者】喻建平，谢维信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2,27(4).-33-36

第195条记录

【题名】集成过抽样∑-ΔA/D转换器设计研究
【作者】廉德亮，张海波，唐顺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中心，深圳赛意法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2,27(8).-30-34

第196条记录

【题名】网络安全与防范技术
【作者】喻建平，谢维信，闫巧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2,27(1).-17-21

第197条记录

【题名】Motorola DSP56800及其应用设计平台
【作者】李远辉，朱明程
【单位】深圳大学Motorola单片机应用开发研究中心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2,27(6).-42-43,49

第198条记录

【题名】嵌入式多媒体综合控制系统的研制
【作者】何晓青，郭向勇，李远辉
【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电教中心，深圳大学MOTOROLA MCU应用研究中心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2,27(9).-46-49

第199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型仿生硬件容错系统——胚胎电子系统
【作者】刘慧，朱明程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中心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2,27(5).-29-32

第200条记录

【题名】导体目标涂覆等离子体层的吸收特性研究
【作者】曹建章，李景镇，陈国瑞
【单位】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光电子技术工程系，西北工业大学电子工程系
【来源】电波科学学报，2002,17(2).-125-128

第201条记录

【题名】Nb增韧MoSi2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作者】李爱兰，曾燮榕，李贺军，李龙，熊信柏
【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深圳大学材料系
【来源】材料工程，2002,0(2).-6-9,26

第202条记录

【题名】沟叶结缕草定量灌溉方法
【作者】李存焕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草地学报，2002,10(2).-97-99

第203条记录

【题名】神农架林区和自然保护区链霉菌资源考察
【作者】石春芝，吴后波，岳莹玉，陶天申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氨基酸和生物资源，2002,24(2).-1-4

第204条记录

【题名】第2代来电显示电话机的研究与开发
【作者】刘冬，宋志辉
【单位】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来源】微型机与应用，2002,21(4).-23-25

第205条记录

【题名】重金属在宽叶香蒲人工湿地系统中的分布与积累
【作者】阳承胜，蓝崇钰，束文圣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水处理技术，2002,28(2).-101-104

第206条记录

【题名】贯穿剖分上样条空间维数的注记
【作者】陈之兵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
【来源】数学学报，2002,45(2).-317-322

第207条记录

【题名】驯交、转移与π-商群
【作者】王晓峰，邱远
【单位】深圳大学数学系，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来源】数学研究与评论，2002,22(3).-460-464

第208条记录

【题名】使用SAS软件进行多因素析因试验设计——SAS／QC（6.12）软件中Factex过程的使用
【作者】李钦民，陈智民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数理统计与管理，2002,21(5).-32-36,61

第209条记录

【题名】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筛选方法的分析与评价
【作者】叶建华
【单位】深圳大学图书馆
【来源】情报科学，2002,20(10).-1064-1065,1068

第210条记录

【题名】混沌同步系统反馈系数的优化设计
【作者】卢元元，丘水生，胡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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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7(5).-607-610,637



第211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2,7,7-三甲基-3-乙氧羰基-4-(3-硝基苯基)-5-氧代-1,4,5,6,7,8-六氢喹啉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作者】屠树江，于晨侠，刘晓江，姚昌盛，刘芳，高原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结构化学，2002,21(1).-99-102

第212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2-氨基-7,7-二甲基-3-乙氧羰基-4-(2-呋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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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树江，冯友建，刘晓红，马恒俊，史达清，高原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结构化学，2002,21(1).-96-98

第213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4-胡椒基-2,6-二甲基-3,5-乙氧羰基-1,4-二氢吡啶的合成、芳构化及产物的晶体结构
【作者】屠树江，缪春宝，高原，冯友健，史达清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结构化学，2002,21(2).-2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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