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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28 条记录

第1条记录

【题名】Infrared OPO temperature tuning based on periodically-poled lithium niobate
【作者】Li Xuejin，Zhang Baigang，Yao Jianquan，Zhang Jiefeng
【单位】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College of Science, Shenzhen University，College of Precision Instrument and Opt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来源】Chinese Optics Letters，2003,1(12).-711-713

第2条记录

【题名】Filter control polarization mode dispersion in dispersion managed soliton systems
【作者】Xu Ming，Pu Tao，Yang Shuwen，Yang Xianglin
【单位】Advance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Information Engineer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Institute of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来源】Chinese Optics Letters，2003,1(10).-576-578

第3条记录

【题名】瞬时多光谱爆温测量系统的标定
【作者】靳贵平，庞其昌，任克惠，彭文达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学技术，2003,29(1).-103-106

第4条记录

【题名】新巴塞尔协议的风险新理念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作者】唐国储，李选举
【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大学经济学报
【来源】金融研究，2003,0(1).-46-54

第5条记录

【题名】单模石英光纤中连续波泵浦SRS谱的演化
【作者】苏红新，阮双琛，吕可诚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3).-272-275

第6条记录

【题名】On the generalized inverse neville-type matrix-valued rational interpolants
【作者】Chen Zhibing
【单位】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ormal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2003,21(2).-157-166

第7条记录

【题名】非线性自治系统中周期间的关系
【作者】张晓明，彭建华，李平，段文英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深圳大学理学院，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东北林业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5(2).-28-34

第8条记录

【题名】一种高稳定性扫描隧道显微镜的设计与应用
【作者】蔡从中，舒启清，陈新镛，郑小林，王万录
【单位】重庆大学应用物理系，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仪器仪表学报，2003,24(6).-618-621



第9条记录

【题名】射频激励铜离子激光器的功率消耗
【作者】黄建军，吕宽洲，刘正之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应用物理系，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来源】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2003,23(5).-299-302,327

第10条记录

【题名】基于嵌入式Modem的自动数据远传系统
【作者】邓元龙，黄健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微型机与应用，2003,22(9).-35-37

第11条记录

【题名】脂肪族水性聚氨酯树脂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作者】吕维忠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
【来源】涂料工业，2003,33(2).-35-37

第12条记录

【题名】SnO2/Fe2O3双层薄膜的界面结构及其对气敏特性的影响

【作者】马晓翠，阎大卫，赵永生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吉林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来源】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2003,23(2).-79-84

第13条记录

【题名】β-甲壳素的结构表征
【作者】吴奕光，周莉，刘波，冯新瑜，吴灿光，蒋志刚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深圳市阳光之路生物材科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日用化学工业，2003,33(3).-182-185

第14条记录

【题名】迷迭香抗氧化提取物的应用研究
【作者】刘士德，余玉雯，张建华，秦志宏，邢苗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
【来源】食品科学，2003,24(2).-95-99

第15条记录

【题名】类Cyclin A蛋白在多头绒泡菌细胞周期中的定位研究
【作者】李晓雪，李桂英，邢苗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研究所，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遗传学报，2003,30(5).-479-484

第16条记录

【题名】基于噪声分析的混沌数字图像水印算法
【作者】纪震，肖微微，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信号处理，2003,19(3).-252-255

第17条记录

【题名】《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多媒体课件开发
【作者】张黔玲，张培新，文岐业，刘剑洪，任祥忠，魏波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与生物学系
【来源】计算机与应用化学，2003,20(4).-496-498

第18条记录

【题名】用单一驱动变量同步混沌与超混沌的一种方法
【作者】程丽，张入元，彭建华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物理学报，2003,52(3).-536-541

第19条记录

【题名】微波辐射下4-(2-氯苯基)-6-甲基-5-乙氧羰基-3,4-二氢嘧啶-2(H)-酮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作者】屠树江，房芳，高原，蒋虹，缪春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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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2(5).-617-619

第20条记录

【题名】级联SOA回波损耗分析
【作者】段子刚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半导体光电，2003,24(4).-245-247

第21条记录

【题名】电化学法制备金属Co-P纳米粒子
【作者】龚晓钟，杨钦鹏，汤皎宁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化学世界，2003,44(2).-63-65,108

第22条记录

【题名】制备Co-P纳米粒子的新方法及其表征
【作者】龚晓钟，汤皎宁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化工新型材料，2003,31(1).-5-7

第23条记录

【题名】野生豆科草坪植物三点金的坪用性状初报
【作者】马宗仁，阳承胜，常向前，唐治万，黄艺欣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深圳市名商高尔夫球会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1(3).-54-58

第24条记录

【题名】7.4W双包层掺Sb光钎激光器
【作者】阮双琛，苏红新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1).-95

第25条记录

【题名】RNA剪接因子SC35在大鼠脑内的定位研究
【作者】金玉祥，姚敏，邢苗
【单位】白求恩军医学院军事病理学实验室，深圳大学
【来源】神经解剖学杂志，2003,19(1).-85-88

第26条记录

【题名】大学城规划的若干问题
【作者】吴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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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91-94

第27条记录

【题名】城市灯光建设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界定
【作者】赵海天，向东，张爱全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绍兴文理学院计算机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1).-70-76

第28条记录

【题名】互连性层次聚类法在交易数据聚类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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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1).-63-69

第29条记录

【题名】AN2131QC与TMS320F206在便携式数据采集卡上的应用
【作者】周建华，严新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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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56-62

第30条记录

【题名】NAA在环境激素类污染物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张鸿，柴之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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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49-55

第31条记录

【题名】高激发强度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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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40-44

第32条记录

【题名】Raman光纤放大器的泵浦器
【作者】杜戈果，苏红新，姜连勃，朱勤，阮双琛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1).-30-35

第33条记录

【题名】宽带无源光网络的类型与比较
【作者】马秀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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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22-29

第34条记录

【题名】纳米铜铬复合氧化物对RDX热分解的催化作用
【作者】洪传良，田德余，刘剑洪，桂阳，任祥忠，赵凤起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生物系，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西安近代化学所
【来源】推进技术，2003,24(1).-83-86

第35条记录

【题名】航空发动机高温材料的研究现状
【作者】李爱兰，曾燮榕，曹腊梅，汤鑫，盖其东
【单位】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先进高温结构材料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深圳大学材料系
【来源】材料导报，2003,17(2).-26-28

第36条记录

【题名】考虑不确定因素的建设项目风险决策
【作者】王刚，贝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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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85-90

第37条记录

【题名】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代理建模研究
【作者】林旭东，李一智，巩前锦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南大学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1).-15-21



第38条记录

【题名】低强度瞬态电磁场下家猪精子的电穿孔效应
【作者】彭勇，王子淑，吴志远，郭尚勤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1).-36-39

第39条记录

【题名】关于建设我国数字图书馆的思考
【作者】邹丽萍
【单位】深圳大学图书馆
【来源】情报科学，2003,21(1).-30-32

第40条记录

【题名】多吡啶钌（Ⅱ）配合物的合成及其与RNA相互作用的光谱学研究
【作者】徐宏，邓洪，胡红雨，刘建忠，巢晖，刘杰，记亮年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化学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来源】高等学校化学学报，2003,24(1).-25-27

第41条记录

【题名】仿生容错系统的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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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8(2).-36-40,43

第42条记录

【题名】有机溶剂中(R)-醇腈酶催化不对称合成(R)-苯乙醇腈
【作者】刘森林，宗敏华，余少文，张小云，邢苗
【单位】深圳大学生物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
【来源】催化学报，2003,24(1).-7-10

第43条记录

【题名】微分环上微分多项式的基本性质
【作者】徐希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1).-45-48

第44条记录

【题名】燃天然气和燃油锅炉热效率及供热成本分析
【作者】李迎建，李群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深圳海润实业有限公司
【来源】石油与天然气化工，2003,32(1).-18-21

第45条记录

【题名】顾及数据空间分布特性的模糊C-均值聚灯算法研究
【作者】唐亮，黄培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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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03,28(4).-476-479

第46条记录

【题名】2W光子晶体光纤激光器研究新进展
【作者】阮双琛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8).-1021-1021

第47条记录

【题名】Dirichlet and Qp，0 Spaces on the Unit Ball of Cn

【作者】Hu Pengyan，Zhang Wenjun
【单位】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ormal College of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数学季刊，2003,18(2).-205-212

第48条记录

【题名】栅极和阴极的相对高度对电子传输比的影响
【作者】田进寿，李冀，李岩，牛憨笨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8).-928-932

第49条记录

【题名】高效掺Yb3+双包层光纤激光器的研究
【作者】阮双琛，冯鸣，文华胡，苏红新，吕可诚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8).-911-913

第50条记录

【题名】纳米CuO·PbO的制备及对RDX热分解的催化作用
【作者】洪伟良，刘剑洪，赵凤起，田德余，张培新，罗仲宽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来源】含能材料，2003,11(2).-76-80

第51条记录

【题名】视景仿真在视觉伺服中的应用
【作者】费跃农，王建萍，徐刚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计算机应用，2003,23(1).-92-94

第52条记录

【题名】单轴电动车平衡
【作者】胡晓朋，梁莉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机械设计与研究，2003,19(1).-75-76

第53条记录

【题名】化合物性能数据库及智能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建立
【作者】王芳，田德余，刘剑洪，洪伟良，廖矗，王清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计算机与应用化学，2003,20(1).-88-90

第54条记录

【题名】Dirichlet型空间上的乘子
【作者】胡鹏彦，史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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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报，2003,46(2).-325-332

第55条记录

【题名】基于FP-tree频集模式的FP-Growth算法对关联规则挖掘的影响
【作者】陆楠，王喆，周春光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来源】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3,41(2).-180-185

第56条记录

【题名】Multivariate Vector Valued Salzer's Theorem
【作者】Chen Zhibing
【单位】Dept. of Math., Normal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数学研究与评论，2003,23(2).-233-236

第57条记录

【题名】A Note on the Paper "Matrix Valued Rational Interpolants and Its Error Formula"



【作者】Chen Zhibing
【单位】Dept. of Math., Normal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数学研究与评论，2003,23(3).-459-460

第58条记录

【题名】DEM数据辅助的山脊线和山谷线提取方法的研究
【作者】刘泽慧，黄培之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测绘科学，2003,28(4).-33-36

第59条记录

【题名】基于热解动力学的有限空间轰燃预测模型
【作者】郑彬，赵绪新，张凌，马晓茜
【单位】深圳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来源】火灾科学，2003,12(3).-146-150

第60条记录

【题名】公用电话远程控制系统的研制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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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研究，2003,20(3).-115-117

第61条记录

【题名】剪接因子SC35在大鼠胸腺细胞内的定位
【作者】金玉祥，姚敏，邢苗
【单位】白求恩军医学院军事病理实验室，深圳大学
【来源】解剖学杂志，2003,26(3).-230-233

第62条记录

【题名】[Ru(bpy)2dppz]2+与Zn2+形成的双核配合物的荧光性质研究

【作者】张黔玲，刘剑洪，徐宏，任祥忠，魏波，黄毅，张培新，刘建忠，计亮年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来源】无机化学学报，2003,19(6).-660-664

第63条记录

【题名】不同配体对钌多吡啶配合了与DNA 的作用和荧光性质的影响
【作者】张黔玲，刘剑洪，任祥忠，魏波，徐宏，张培新，刘建忠，计亮年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与生物学系，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来源】无机化学学报，2003,19(6).-645-649

第64条记录

【题名】纳米氧化钕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的研究
【作者】徐宏，蔡弘华，罗仲宽，任祥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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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学报，2003,19(6).-627-630

第65条记录

【题名】地震强度对Upper San Fernando土坝流动变形的影响
【作者】邹离湘，明海燕
【单位】深圳大学土木工程系
【来源】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1(3).-285-290

第66条记录

【题名】基于二维超混沌序列的图象加密算法
【作者】李雄军，彭建华，徐宁，周仁锋，李利辉，陈泽帆，冯祖添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应用物理系
【来源】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03,8(10).-1172-1177



第67条记录

【题名】现代竹制品生产工艺
【作者】李亦文
【单位】深圳大学艺术大展学院工艺设计系
【来源】林产工业，2003,30(3).-47-49,56

第68条记录

【题名】以NH4HCO3为沉淀剂通过共沉淀法制备2Y-TZP纳米粉体
【作者】汤皎宁，靳喜海，高濂
【单位】深圳大学材料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来源】无机材料学报，2003,18(6).-1367-1371

第69条记录

【题名】新结构高速高精度采样保持放大器的研究
【作者】王百鸣，潘志铭，朱明程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EDA技术中心
【来源】微电子学，2003,33(3).-173-175

第70条记录

【题名】微生物学实验课程创新教学改革探索
【作者】刘森林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92-94

第71条记录

【题名】Matlab在信号与系统中的应用
【作者】周小安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90-91

第72条记录

【题名】深圳大学中心广场环境与使用行为调查
【作者】李媛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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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3).-80-85

第73条记录

【题名】模糊聚类分析法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应用
【作者】李利梅，柳向东
【单位】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暨南大学统计学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75-79

第74条记录

【题名】氢化法与ICP/AES联用测定样品中的As、Sb、Se
【作者】王芳，卢汉兵，曹蕾，唐立荣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市水质检测中心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69-74

第75条记录

【题名】电导聚合物修饰葡萄糖氧化酶电极研究
【作者】任祥忠，刘剑洪，张黔玲，张培新，徐宏，吴炎庄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64-68

第76条记录

【题名】菌多糖对Balb/c 3T3、Hela、HEK-293细胞增殖的影响
【作者】刘士德，丘劲，张建华，邢苗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58-63

第77条记录

【题名】多重网络技术在线接触弹流问题中的应用
【作者】王红志，曹广忠，李积彬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52-57

第78条记录

【题名】根据信道特性优化OCDMA码片波形
【作者】马君显，杜春雷，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科院成都光电技术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47-51

第79条记录

【题名】支持向量机及其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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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3).-40-46

第80条记录

【题名】GiS中面向对象建筑物三维数据模型研究
【作者】崔庆生，裴继红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33-39

第81条记录

【题名】基于图像纹理特性的数字水印算法
【作者】肖薇薇，张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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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3).-27-32

第82条记录

【题名】Numerical Calculations and Analyses of Mid-IR OPO Based on Periodically-poled Lithium Niobate
【作者】Li Xuejin，Yao Jianquan，Zhang Jiefeng，Zhang Baigang，Liu Fei
【单位】College of Science, Shenzhen University，College of Precision Instrument and Opt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Hong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19-26

第83条记录

【题名】线形反馈法控制超混沌系统的高周期态
【作者】高继华，刘颖，彭建华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14-18

第84条记录

【题名】AAS、ICP-MS与NAA的特点及其应用比较
【作者】张鸿，柴之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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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3).-7-13

第85条记录

【题名】用g-函数刻画度量化的几个问题
【作者】高智民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3).-1-6

第86条记录



【题名】总能系统（IES）空气调节方式研究
【作者】李迎建，汤皎宁，王志忠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石油与天然气化工，2003,32(4).-204-208

第87条记录

【题名】光子晶体缺陷模的带宽与品质因子研究
【作者】许桂雯，欧阳征标，安鹤男，孙一翎，曹建章，张登国，阮双琛，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固态光子研究室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9).-1079-1082

第88条记录

【题名】三点金和海滨雀稗种子成苗阶段吸水量及耐旱性
【作者】马宗仁，梅大钊，黄艺欣，唐治万
【单位】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来源】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3,21(2).-82-85,98

第89条记录

【题名】镍（Ⅱ）多吡啶配合物的合成及其插入配体的形状对键合DNA的影响
【作者】张黔玲，刘剑洪，徐宏，任祥忠，刘建忠，计亮年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生化系，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2(3).-21-24

第90条记录

【题名】基于目录树校园网用户管理系统研制
【作者】余庆，陈锦繁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90-94

第91条记录

【题名】终点报像计时判读系统测量误差分析
【作者】程幼新，冯再金，孙剑峰
【单位】深圳大学体育部，深圳市菲普莱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85-89

第92条记录

【题名】中国隔震技术浅析
【作者】吴兵，冯沛芸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79-84

第93条记录

【题名】海上采油平台海水泵体破裂故障诊断分析
【作者】李积彬，余刚，伍晓宇，王华权，汤皎宁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71-78

第94条记录

【题名】稀土元素对红豆杉细胞膜损伤的影响
【作者】苏湘鄂，梅兴国，余倚亭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华中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66-70

第95条记录

【题名】二维光码分多址系统及基编／解码器设计
【作者】马志钢，董海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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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2).-54-59



第96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型射频IC卡读写器的设计与应用
【作者】罗继宏，雍正正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48-53

第97条记录

【题名】美欧数字电视制式比较及中国数字电视展望
【作者】陈田明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42-47

第98条记录

【题名】混沌系统频带估算与变换
【作者】卢元元，薛丽萍，朱明程，丘水生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院，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35-41

第99条记录

【题名】工业数据采集和发布系统分析与实现
【作者】张冰，刘益群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广东核电合营公司仪表计算机处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29-34

第100条记录

【题名】一种关联规则挖掘的优化算法
【作者】高飞，王晖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22-28

第101条记录

【题名】基于原始图像矩的仿射不变性水印算法
【作者】张力，肖薇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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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2).-16-21

第102条记录

【题名】群图像的同伦判定问题
【作者】王晓峰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2).-12-15

第103条记录

【题名】磁性均相酶联免疫分析仪的研制
【作者】张会生，王树佳，饶微，宋洪涛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学院，深圳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公司
【来源】分析仪器，2003,0(4).-1-5

第104条记录

【题名】企业电子邮件系统安全性技术研究及实现
【作者】胡珊，顾其成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深圳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
【来源】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03,24(1).-157-160

第105条记录

【题名】项目功能差异在跨文化人格问卷分析中的应用
【作者】曹亦薇
【单位】深圳大学范学院



【来源】心理学报，2003,35(1).-120-126

第106条记录

【题名】光纤复合型油气井下压力温度测量系统
【作者】张向东，李育林，彭文达，王卫平，乔学光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西安石油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7).-864-867

第107条记录

【题名】纳米Bi2O3·SnO2的制备及对RDX热分解特性的影响
【作者】洪伟良，赵凤起，刘剑洪，田德余，罗仲宽，刁立惠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生系，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来源】火炸药学报，2003,26(1).-37-39,46

第108条记录

【题名】湖水含盐量和Cu2+浓度变化对Kinneret湖浮游植物的影响
【作者】胡章立，沈银武，刘永定，T. Bergstein Ben-Dan，D. Wynne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The Yigal Allon Kinneret Limnological Laboratory
【来源】水生生物学报，2003,27(1).-31-35

第109条记录

【题名】基于分类器联合的联机图形识别方法研究
【作者】李昌华，李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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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决策，2003,18(1).-92-95

第110条记录

【题名】复周期光子晶体的理想多通道滤波特性
【作者】黄韩娟，欧阳征标，许桂雯，安鹤男，阮双琛，李景镇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固态光子学实验室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3,14(1).-50-53

第111条记录

【题名】实心转子-电磁轴承系统的损耗分析
【作者】曹广忠，虞烈，谢友柏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西安交通大学
【来源】航空动力学报，2003,18(1).-124-129

第112条记录

【题名】双极性光码分复用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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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1).-23-27

第113条记录

【题名】一种快速模拟退火矢量量化图像编码算法
【作者】李霞，罗雪晖，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3,25(3).-339-342

第114条记录

【题名】TDRSS通信业务和信号设计
【作者】刘春平，龚向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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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6(3).-46-48

第115条记录

【题名】从鱿鱼软骨提取β-甲壳质及其结构表征与应用性能



【作者】周莉，吴奕光，刘波，冯新瑜，蒋志刚，吴灿光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深圳市阳光之路生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精细化工，2003,20(1).-8-10

第116条记录

【题名】最优增长投资组合与等价鞅测度之间的关系
【作者】魏正红，张曙光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
【来源】应用概率统计，2003,19(1).-14-18

第117条记录

【题名】总能系统（IES）的动力驱动方式研究
【作者】李迎建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石油与天然气化工，2003,32(2).-75-78

第118条记录

【题名】一种自适应分布式多用户检测算法
【作者】刘源，覃征，谢维信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深圳大学
【来源】电子学报，2003,31(4).-510-513

第119条记录

【题名】一类混沌流密码的分析
【作者】李树钧，牟轩沁，纪震，张基宏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与信息学报，2003,25(4).-473-478

第120条记录

【题名】城市灯光景观体系构成
【作者】赵海天，向东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来源】城市规划汇刊，2003,0(3).-90-94

第121条记录

【题名】无催化剂条件下经微波辐射合成4-芳亚甲基-2-苯基恶唑-5-酮
【作者】屠树江，蒋虹，庄启亚，缪春宝，史达清，王香善，高原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3,23(5).-491-492

第122条记录

【题名】非线性逼近的自适应小波神经网络方法
【作者】褚晓勇，徐晨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理学院，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工程数学学报，2003,20(2).-23-29

第123条记录

【题名】超声辐射下一步法合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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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吡喃
【作者】屠树江，蒋虹，庄启亚，缪春宝，史达清，王香善，高原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深圳大学化学系
【来源】有机化学，2003,23(5).-488-490

第124条记录

【题名】Controlling Chaos with Rectificative Feedback Injections in 2D Coupled Complex Ginzburg-Landau Oscillators
【作者】Gao Jihua，Zheng Zhigang，Tang Jiaoning，Peng Jianhua
【单位】School of Science, Shenzhe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Physic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来源】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2003,40(3).-315-318



第125条记录

【题名】Chaotic Behavior of a Model of the Hypothalamo-Pituitary-Gonad Axis in Human Male
【作者】Liu Bingzheng，Peng Jianhua，Liu Yiwei
【单位】Department of Physic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Physics, Shenzhen University，Neuroscience Program,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Maywood, IL 60153
【来源】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2003,40(5).-631-636

第126条记录

【题名】Variation of Cyclin B1-like Protein During the Cell Cycle of Physarum polycephalum
【作者】Li Guiying，Xing Miao，Li Xiaoxue
【单位】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The Key Laboratory of Shenzhen for Microbial Gene Engineering
【来源】Acta Botanica Sinica，2003,45(4).-445-451

第127条记录

【题名】Structure of the Semi-decoupled π 1/2[411] Band in Odd Proton Nucleus 169Ta
【作者】Song Hai，Yang Chun-Xiang，Sun Hui-Bin，Deng Fu-Guo，Wu Xiao-Guang，Lu Jing-Bing，Zhao Guang-Yi，Han Guang-
Bing，Peng Chao-Hua，Yin Li-Chang
【单位】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Institute of Nuclear Technique, Shenzhe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Physics, Jilin University
【来源】Chinese Physics Letters，2003,20(3).-346-349

第128条记录

【题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证分析
【作者】徐晓光
【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8).-19-22

第129条记录

【题名】论私家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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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5).-31-33

第130条记录

【题名】二元稀土系AB5型贮氢电极合金的放电容量与晶胞体积和4f电子浓度的关系
【作者】朱光明，雷永泉，陈立新，王启东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材料系，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新材料与材料物理研究所
【来源】金属学报，2003,39(7).-780-784

第131条记录

【题名】蟑螂变应原基因的免疫学筛选及序列分析
【作者】周珍文，刘志刚，陈玲，吴晓蔓，郑小玲
【单位】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江西医学院免疫教研室
【来源】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03,26(10).-594-596

第132条记录

【题名】深圳市警察心理素质研究Ⅲ——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调查
【作者】高北陵，胡赤怡，宛军，杜勤，戴晓阳，陈向一
【单位】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深圳市公安局心理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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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7(7).-479-481

第133条记录

【题名】深圳市警察心理素质研究Ⅱ——生活质量调查
【作者】陈向一，关亚军，杨彦庄，戴晓阳，胡赤怡，高北陵
【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深圳市公安局心理服务中心，深圳教育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市康宁医院
【来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7).-476-478

第134条记录



【题名】深圳市警察心理素质研究Ⅰ——个性特征调查
【作者】戴晓阳，崔占军，潘晓明，杜峰，高北陵，陈向一，胡赤怡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市公安局心理服务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深圳南山医院
【来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7).-472-475

第135条记录

【题名】抗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初步鉴定
【作者】刘士德，张建华，秦志宏，余玉雯，邢苗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2003,19(4).-393-394,399

第136条记录

【题名】一种关联规则挖掘的优化算法
【作者】王晖，高飞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39(26).-204-207

第137条记录

【题名】基于区域信息的模糊加权图像恢复方法
【作者】王保平，李宗领，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咸阳师院教务处，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来源】计算机工程，2003,29(19).-11-12,108

第138条记录

【题名】化合物性能数据库智能管理系统
【作者】王芳，田德余，刘剑洪，赵凤起，洪伟良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来源】火炸药学报，2003,26(4).-81-83

第139条记录

【题名】Tchebichef矩在图像数字水印技术中的应用
【作者】张力，韦岗，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系
【来源】通信学报，2003,24(9).-10-18

第140条记录

【题名】远程弱视治疗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顾其威，项阳，章璐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39(31).-223-224,232

第141条记录

【题名】一种用于海量图像多分辨率局部重建的压缩算法
【作者】冯月明，黄建军，裴继红，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39(22).-68-69,135

第142条记录

【题名】基于DCE的工业数据采集与远程发布
【作者】张冰，刘益群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2工程学院，广东核电合营公司仪表计算机处
【来源】计算机应用，2003,23(10).-72-74

第143条记录

【题名】矿渣微晶玻璃研究与进展
【作者】张培新，文岐业，刘剑洪，张黔玲，任祥忠，魏波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与生物学系，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来源】材料导报，2003,17(9).-45-47,8



第144条记录

【题名】电子图书对图书馆的挑战
【作者】邹丽萍
【单位】深圳大学图书馆
【来源】情报科学，2003,21(7).-704-706

第145条记录

【题名】重力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框架梁平板楼盖分析
【作者】张剑，傅学怡，刘畅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建筑结构，2003,33(11).-45-49

第146条记录

【题名】新型多吡啶配体的设计及其对配合物与DNA作用机制的影响
【作者】张黔玲，刘剑洪，刘建忠，任祥忠，张培新，魏波，徐宏，许亮年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与生物学系，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来源】高等学校化学学报，2003,24(10).-1753-1755

第147条记录

【题名】CDMA2000基站GPS/GLONASS同步的可编程逻辑实现
【作者】刘春平，安鹤男，熊水金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3,28(9).-69-71

第148条记录

【题名】浅谈特区经济导航库的建设
【作者】赵小娟
【单位】深圳大学图书馆
【来源】情报科学，2003,21(9).-957-959

第149条记录

【题名】一种具有平衡互补结构的新型OCDMA解码器
【作者】马君显，杜春雷，杨淑雯，李文宇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来源】光通信技术，2003,27(8).-48-49

第150条记录

【题名】入侵检测系统的可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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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03,40(8).-1203-1208

第151条记录

【题名】Synchronization of Spatiotemporal Chaos in Coupled Complex Ginzburg-Landau Oscillators
【作者】Gao Jihua，Zheng Zhigang，Jiang Lianbo，Ruan Shuangchen
【单位】School of Science, Shenzhe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Physic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2003,39(4).-429-432

第152条记录

【题名】股票期权激励及其评价体系
【作者】徐晓光
【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20(4).-126-129

第153条记录

【题名】基于API的数字图像处理程序设计
【作者】王晖，洪晓枫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39(11).-123-125

第154条记录

【题名】鳗鱼制作营养鱼面的配方研究
【作者】陈志行，郑宗坤，张峰
【单位】深圳大学应用化学系
【来源】食品工业科技，2003,24(4).-58-59

第155条记录

【题名】基于二维直方图的图像模糊聚类分割新方法
【作者】甄文智，范九伦，谢维信
【单位】西安邮电学院信息与控制系，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39(15).-86-88

第156条记录

【题名】LLC3通信平台与TCP/IP互联网关设计
【作者】顾其威，卢朝阳，王巍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
【来源】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03,24(7).-1148-1150

第157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互联处理器网络的并行分类算法
【作者】张冰，朱明程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应用，2003,23(7).-9-12

第158条记录

【题名】溅射Au对SnO2/Fe2O3薄膜气敏特性的影响

【作者】马晓翠，阎大卫，肖智博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吉林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来源】传感器技术，2003,22(6).-4-7

第159条记录

【题名】信号功率及泵浦方式对拉曼放大器增益的影响
【作者】忻向军，余重秀，任建华，吴强，辛强，辛雨，王传林，郑文潇，李安俭，阮双琛，杜戈果，杨晓强，辛港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北京瞬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光通信研究，2003,0(4).-61-63

第160条记录

【题名】多维码OCDMA通信系统的研究
【作者】董海峰，马志钢，吴迪，杨淑雯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光通信研究，2003,0(4).-10-12

第161条记录

【题名】支撑矢量预选的双色Voronoi图方法
【作者】裴继红，杨烜
【单位】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与信息学报，2003,25(11).-1494-1498

第162条记录

【题名】PZT语音传感器及其信号特征研究
【作者】孙宏元，苏锡才
【单位】深圳大学
【来源】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39(27).-113-117

第163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双极性OCDMA编解码方案及其性能分布
【作者】马君显，杜春雷，杨淑雯，李文宇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来源】光通信技术，2003,27(7).-18-20

第164条记录

【题名】布拉格光纤光栅及其在火箭状态监测中的应用探讨
【作者】张向东，李育林，彭文达，武翠琴，王卫平，郑黎，洪新华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来源】激光杂志，2003,24(3).-76-78

第165条记录

【题名】基于对象的新型激光动画表演文件格式设计
【作者】余建华，蒋明，罗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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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镭幻激光高技术有限公司
【来源】激光杂志，2003,24(3).-73-75

第166条记录

【题名】基于HMM的系统调用异常检测
【作者】闫巧，谢维信，宋歌，喻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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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报，2003,31(10).-1486-1490

第167条记录

【题名】一种小波域自适应鲁棒闭环数字盲水印技术
【作者】张力，韦岗，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电子学报，2003,31(10).-1476-1480

第168条记录

【题名】SiCp/Al复合材料的离心熔渗法制备及其性能
【作者】谢盛辉，曾燮榕，汤皎宁，陈康华，刘红卫
【单位】深圳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中南大学
【来源】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2003,0(5).-3-6

第169条记录

【题名】Teichmuller Mappings，Harmonic Maps and Holomorphic Quadratic Differentials
【作者】Guo Hui
【单位】Dept. of Math. Education, Normal College, Shenzhen Univ
【来源】数学进展，2003,32(6).-757-759

第170条记录

【题名】弱基g-函数在度量化中的应用
【作者】高智民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来源】数学进展，2003,32(6).-653-659

第171条记录

【题名】时延受限的单播QoS路由算法
【作者】李汉兵，喻建平，程时端，谢维信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30(4).-551-555

第172条记录

【题名】纳米铁酸铜的制备及对RDX热分解的催化作用
【作者】洪伟良，刘剑洪，田德余，赵凤起，王芳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生物系，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来源】推进技术，2003,24(6).-560-562



第173条记录

【题名】用VC++ 6.0开发服务器网络日志程序
【作者】杨芳，马君显
【单位】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来源】计算机应用，2003,23(6).-136-138

第174条记录

【题名】稀土暴露对人体细胞免疫影响的研究
【作者】罗佛全，吴菊梅，刘志刚，范广勤
【单位】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江西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来源】江西医学院学报，2003,43(6).-14-16

第175条记录

【题名】连接XML与数据库的中间件的现实
【作者】明仲，曾新红，倪宏业
【单位】中山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工程，2003,29(20).-47-49

第176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碳管场发射显示器结构分析
【作者】田进寿，李冀，许蓓蕾，牛憨笨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科院研究生院，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11).-1343-1348

第177条记录

【题名】激光矢量化图形的生成和显示技术
【作者】余建华，罗晓令，蒋明，丘军林，王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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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镭幻激光高技术有限公司
【来源】光电子·激光，2003,14(6).-632-635

第178条记录

【题名】混凝土坝施工三维动态可视化仿真与优化
【作者】李景茹，钟登华，刘志新，吴晓光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天津大学建工学院，国家电力公司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23(7).-118-125

第179条记录

【题名】飞秒脉冲作用下光子晶体光纤超连续谱的产生
【作者】闫培光，阮双琛，杜晨林，吕可诚
【单位】深圳大学，山东大学晶体所，南开大学物理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11).-1299-1301

第180条记录

【题名】用幅值比较扰动变量法控制混沌和超混沌
【作者】刘颖，陈立宏，李珍，彭建华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5(4).-28-32

第181条记录

【题名】基于混沌序列的多重数字图像水印算法
【作者】纪震，肖薇薇，王建华，张基宏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计算机学报，2003,26(11).-1555-1561

第182条记录

【题名】基于直方图的图象去噪滤波器
【作者】王保平，范九伦，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西安邮电学院信控系，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03,8(7).-748-752

第183条记录

【题名】单层脊线式叉筒网壳与膜型网壳的比较分析
【作者】顾磊，傅学怡，董石麟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大学土木系
【来源】建筑结构，2003,33(6).-40-42

第184条记录

【题名】混合搜索策略及其在VLSI冗余最优分配中的应用
【作者】徐诚革，李霞
【单位】深圳大学研究生部，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3,28(12).-35-38,46

第185条记录

【题名】1-苯基-3-甲基-4-（4-羟基-3-甲氧基）-苯甲叉-吡唑啉酮的微波合成和晶体结构
【作者】高原，屠树江，冯友建，史达清，王香善
【单位】深圳大学化学系，苏州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
【来源】结构化学，2003,22(4).-469-472

第186条记录

【题名】福建兴业银行大厦搭接柱转换结构有限无分析和预应力策略
【作者】顾磊，傅学怡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建筑结构，2003,33(12).-13-16

第187条记录

【题名】福建兴业银行大厦搭接柱转换结构研究应用
【作者】傅学怡，雷康儿，杨想兵，陈朝晖，顾磊，贾建英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先投资有限公司
【来源】建筑结构，2003,33(12).-8-12

第188条记录

【题名】搭接柱转换结构的试验研究与设计要点
【作者】徐培福，傅学怡，耿娜娜，王翠坤，肖从真
【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建筑结构，2003,33(12).-3-7

第189条记录

【题名】一种基于代价函数和模糊熵的图像分割方法
【作者】王保平，范九伦，谢维信，吴居茂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西安邮电学院信控系，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12).-1502-1505

第190条记录

【题名】混合应变多量子阱有源材料及其增益偏振特性
【作者】段子刚
【单位】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12).-1453-1455

第191条记录

【题名】碳纳米管场发射特性研究
【作者】田进寿，李冀，王俊锋，杨勤劳，牛憨笨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圳大学电子学研究所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12).-1442-1445

第192条记录

【题名】爆炸固结法制备MoSi2p/Nb高温复合材料的开发研究



【作者】李爱兰，曾燮榕，曹腊梅，汤鑫，魏明义
【单位】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深圳大学材料系
【来源】复合材料学报，2003,20(5).-8-15

第193条记录

【题名】水性聚氨酯及其接枝共聚物分散液颗粒的形态研究
【作者】任祥忠，刘剑洪，张黔玲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化学及生物学系
【来源】高分子学报，2003,0(5).-642-645

第194条记录

【题名】应用于并行ADC性能扩展的一种比特滑动流水模数转换方法研究
【作者】潘志铭，王百鸣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来源】半导体技术，2003,28(6).-29-32

第195条记录

【题名】氧化镉薄膜的制备与性质研究
【作者】罗仲宽，李明，刘剑洪，洪伟良，刘玉
【单位】深圳大学化生系
【来源】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2003,21(6).-806-808

第196条记录

【题名】一种新的求解函数优化问题的两级遗传算法
【作者】蔡良伟，林春漪
【单位】深圳大学电子工程系，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来源】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3,25(9).-1169-1172

第197条记录

【题名】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制剂稳定性的研究
【作者】刘士德，余少文，张建华，余玉雯，张小云
【单位】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细胞生物学杂志，2003,25(4).-235-237

第198条记录

【题名】一种适合植物生长的高分子固沙剂
【作者】郭锋，章梦涛，邱金淡，李积彬
【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市如茵草坪有限公司，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水土保持学报，2003,17(4).-117-118

第199条记录

【题名】Dirichlet型空间上Hankel算子和乘法算子
【作者】胡鹏彦，张文俊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
【来源】数学年刊·A辑，2003,24(5).-603-614

第200条记录

【题名】复Banach空间中单位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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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报，2003,46(6).-1041-1046

第201条记录

【题名】光脉冲测量中脉冲形状对群速失配的影响
【作者】阮双琛，朱勤，张帆，朱光平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129-134



第202条记录

【题名】CD对果蝇唾腺染色体形态结构的影响
【作者】赫杰，邢苗，张传善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细胞研究所，深圳大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120-128

第203条记录

【题名】复杂阻尼作用下结构风振的相似性分析
【作者】黄中伟，杨小玲，遇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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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4).-116-119

第204条记录

【题名】多高层建筑结构地震反应非线性分析统一算式
【作者】曹片良，李爱群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108-115

第205条记录

【题名】双重概率筛法与素数分布（修订版）——关于Goldbach猜想、Hilbert第八问题与余新河猜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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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4).-61-107

第206条记录

【题名】深圳大学微型反应堆的改进
【作者】郭诚湛，胡志绮，郑允弘，马永健，殷园，赵海歌
【单位】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研究所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52-60

第207条记录

【题名】中国800 MeV电子储存环的头尾不稳定性研究
【作者】陈龙康，王筠华，孙葆根，金玉明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46-51

第208条记录

【题名】HT-6M托卡马克杂质输运行为研究
【作者】林晓东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39-45

第209条记录

【题名】基于聚类有效性神经网络的模糊规则提取方法
【作者】谢维信，高新波
【单位】深圳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30-38

第210条记录

【题名】聚氨酯合成反应动力学研究（II）
【作者】刘剑洪，逄艳，李伦军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21-29

第211条记录

【题名】聚氨酯预聚物合成反应动力学研究（I）
【作者】刘剑洪，李伦军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14-20

第212条记录

【题名】高层建筑结构垂直荷载下的施工模拟计算
【作者】傅学怡
【单位】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8-13

第213条记录

【题名】电子等离子体的束缚和热平衡必要条件
【作者】奚定平
【单位】深圳大学理学院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20(4).-1-7

第214条记录

【题名】爆炸固结法制备MoSi2p/Nb复合材料的铸态组织研究
【作者】李爱兰，曾燮榕，曹膜梅，汤鑫
【单位】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深圳大学材料系
【来源】稀有金属，2003,27(4).-426-428

第215条记录

【题名】抽运方式对混合拉曼光纤放大器性能的影响
【作者】忻向军，余重秀，任建华，李安俭，吴强，王传林，郑文潇，阮双琛，杜戈果，杨晓强，辛港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北京瞬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光学学报，2003,23(11).-1311-1314

第216条记录

【题名】光纤光栅型温湿度传感器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张向东，李育林，彭文达，洪新华，武翠琴
【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10).-1166-1169

第217条记录

【题名】具有双极性的非相干OCDMA系统性能分析
【作者】马君显，杜春雷，杨淑雯，李文宇
【单位】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来源】光电工程，2003,30(5).-15-17,36

第218条记录

【题名】基于位平面的数字水印算法
【作者】卢宗庆，梅蕤蕤，黄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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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39(6).-79-81,107

第219条记录

【题名】基于ASP的Web数据库的研究和实践
【作者】罗汉洋
【单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7(1).-34-40

第220条记录

【题名】基于SRAM FPGA的MuxTree结构模型的可容错全加器的设计
【作者】王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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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8(5).-61-64

第221条记录

【题名】影响3D板受力性能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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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3,35(5).-628-631

第222条记录

【题名】F-P腔掺Yb3+双包层光纤激光器中的模式竞争
【作者】苏红新，阮双琛，吕可诚，杜戈果，闫培光
【单位】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4).-405-408

第223条记录

【题名】射频激励的铜和金离子激光器中等离子体特性的实验研究
【作者】黄建军，刘正之，梁荣庆，D Teu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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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激光，2003,30(2).-120-122

第224条记录

【题名】The Influence of Configuration of Raman Fiber Amplifier on Performance
【作者】Xin Xiangjun，Yu Chongxiu，Zhang Ru，Ren Jianhua，Wu Qiang，Xin Yu，Wang Chuanlin，Zheng Wenxiao，Li Anjian，Ruan
Shangchen，Du Geguo，Xin Gang，Yang Xiaoqiang
【单位】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163Pox，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Beijing Shunlian Softwa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2).-140-143

第225条记录

【题名】8.6 W掺Yb3+双包层光纤激光器的研究
【作者】阮双琛，苏红新，冯鸣，杜戈果，文华胡，林浩佳
【单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来源】光子学报，2003,32(5).-523-524

第226条记录

【题名】掺杂光折变LiNbO3晶体光伏效应特性

【作者】杨旭东，许心光，邵耀鹏，邵宗书，徐玉恒
【单位】山东大学，深圳大学物理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系
【来源】光学学报，2003,23(4).-398-401

第227条记录

【题名】多头绒泡菌线粒体中肌动蛋白的免疫细胞化学鉴定
【作者】曾宪录，邢苗，王晓光，宋朝霞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研究所，深圳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生物系，吉林大学基础学院
【来源】自然科学进展，2003,13(1).-83-86

第228条记录

【题名】基于直方图和区域信息的图像去噪滤波器
【作者】王保平，范九伦，谢维信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西安邮电学院信控系，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30(3).-34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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