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者 类别 所在学院 成果名称 期刊或出版社 发表、使用或出版时间 奖励标准 备注

1 姜南 专著 胜祥商学院 全球发展中的国际经济法治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著作三类

2 金缀桥 专著 胜祥商学院 中国农产品对亚洲部分国家出口的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年12月 著作三类

3 牛淑珍 专著 胜祥商学院 绿色金融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著作三类

4 孙爱丽 专著 胜祥商学院 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年9月 著作三类

5 孟方琳 论文 胜祥商学院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创业投资体制的演进历程、经
验与政策研究

西南金融 2019年7期（6月） 论文D类

6 孟方琳 论文 胜祥商学院 “双创”背景下我国创业投资体制的演进及策略 宏观经济管理 2019年6期（6月） 论文D类

7 孟方琳 论文 胜祥商学院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研
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年5期（5月） 论文D类

8 孟方琳 论文 胜祥商学院
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基
于中美印三国的比较分析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9年5期（5月） 论文D类

9 孟方琳 论文 胜祥商学院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
升路径研究

管理现代化 2019年6期（11月） 论文D类

10 牛淑珍 论文 胜祥商学院 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路径探寻 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4期（2月） 论文D类

11 刘玥伶 论文 管理学院
Disposable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based
plasticizer−free solid−contact Pb2+−selective
electrodes with a sub−ppb detection limit

Sensors 2019年6月第19卷11期 论文A类

12 庞敏 论文 管理学院 葡萄酒中有机酸及其分析方法的研究进展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9年6期（3月） 论文D类

13 施超 论文 管理学院 规训与资本——福柯与布迪厄的权力观探析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19年3期（6月） 论文D类

14 施超 论文 管理学院
触及生命与爱的个人情感——论罗兰·巴特之《明室
》

外国文学 2019年1期（1月） 论文B类

15 张海琳 论文 管理学院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建筑工程档案资料智能管理系统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 2019年5期（5月） 论文D类

16 张海琳 论文 管理学院 浓香型大曲酒的窖池设计与机械化建筑的研究   酿酒科技 2019年8期（8月） 论文D类

17 蔡松铃 会议论文 管理学院
Orthogonal Optimization of Polysaccharide
Extraction  from Millet Bran

E3S Web of Conferences Vol78  2019 论文C类

18 庞敏 会议论文 管理学院
Ultrasonic-microwave synergistic extraction of
paprika pigment

E3S Web of Conferences Vol78  2019 论文C类

19 李雪菁 专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一种包括电磁流量计的信号处理系统 国家版权局 2019年9月 发明专利

20 陈瑛等 软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ITLS学员信息采集系统 国家版权局 2019年9月 软件著作权

21 韩朝阳等 软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NDLS培训管理与评价系统软件V1.0 国家版权局 2019年9月 软件著作权

22 韩朝阳等 软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继教学院教务系统软件V1.0 国家版权局 2019年9月 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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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陈瑛 论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神经肌肉疾病影像识别中机器学习算法性能的比较研
究

计算机与数字工程 2019年7期（7月） 论文D类

24 郭欣 论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算法研究及实现 计算机与现代化 2019年6期（6月） 论文D类

25 李雪菁 论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具有反馈能力的灾难医学救援培训课程研究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19年8期（8月） 论文B类

26 李雪菁 论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有限元方法的测量管壁电特性与权重函数关系分
析

计算机与数字工程 2019年9期（9月） 论文D类

27 章鸣嬛 论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SEER数据库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乳腺癌的预后
因素

北京生物医学工程 2019年5期（10月） 论文D类

28 章鸣嬛 论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进行分类识
别

计算机与现代化 2019年2期（2月） 论文D类

29 曹欣欣 专利 外语学院 便携式插座 国家版权局 2019年11月 实用新型专利

30 蔡敦达 译著 外语学院 日本文化99元素（白幡洋三郎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著作三类

31 蔡敦达 译著 外语学院 图说日本庭园史（小野健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著作三类

32 杨志霞 会议论文 外语学院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and
Relevance Theory-in the case of Everybody’s
fool

SSEHR 2018 2018年12月 论文C类

33 戴慧萍等 专利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一种宿舍用床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4月 实用新型专利

34 戴慧萍等 专利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一种组合式折叠书柜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5月 实用新型专利

35 黄振彬 专利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一种家用垃圾分类桶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12月 实用新型专利

36 费雯俪 论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新中国新闻学建设70年:从“新闻无学”到“显学”
初现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年09期（9月） 论文B类

37 林晓颖 论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压制、反抗与发展:百年动荡时局下的尼泊尔报业简 传媒 2019年18期（9月） 论文D类

38 吴晶 论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体育报道与人文关怀 青年记者 2019年8期（3月） 论文D类

39 张媛媛等 专利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一种医用遮帘移动架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9月 实用新型专利

40 侯晓静 论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日本养护教谕制度下学校养护教师能力标准及其评鉴 中国学校卫生 2019年7期（7月） 论文D类

41 瞿强 论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肌内效贴提高男性大学生柔韧素质的时效性研究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9年6期（6月） 论文B类

42 孙亚文 论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日本中小学的健康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9年7期（7月） 论文D类

43 万文洁 论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社区老年人在不同双重任务下静态平衡能力的比较研
究

护理研究 2019年1期（1月） 论文D类

44
徐燕 （通
讯作者）

论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Reduction of hemoglobin,not iron,inhibited
maturation of red blood cells in male rats
exposed to high intensity endurance exercises

Journal of Trace
Element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Vol52 263-269 2019 论文A类

45 张蓉蓉 论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中美护理本科《母婴护理学》教材比较研究 护理学报 2018年21期（11月） 论文D类

46 赵非一 论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Attention network function of insomniacs
improved by manual acupuncture: Evidence from
Attention Network Task

世界针灸杂志(英文版) 2019年2期（8月） 论文B类



47 崔维真 论文 教育学院  “T+都/也+不/没+VP”结构的句法表现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

社会科学版)
2018年6期（11月） 论文B类

48 鲁蔚 论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试论学校德育的文化根系建构——基于儒家文化的现
代德育价值开发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8年32期（11月） 论文D类

49 邵龙宝 论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易》之道与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兰州学刊 2019年9期（9月） 论文D类

50 陈敐 专著 体育教学部 艺术体操形体美的教学训练与实践研究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9年1月 著作三类

51 董宝林 论文 体育教学部
核心信念、主动反刍与大学生锻炼坚持性:锻炼氛围
的有调节中介效应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5期（9月） 论文B类

52 董宝林 论文 体育教学部
社会支持与女大学生余暇锻炼:性别角色冲突的中介
效应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年10期（10月） 论文B类

53 董宝林 论文 体育教学部
锻炼投入、锻炼承诺、主观体验对大学生锻炼习惯的
影响:一个混合模型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6期（11月） 论文B类

54 刘祥盛 会议论文 机电工程学院
Research on Vector Control of PMSM Based on
Fuzzy PI

Proceedings of 2019
Chinese Intelligent
Systems Conference

Vol2 1-9 2019 论文C类

55 刘祥盛 会议论文 机电工程学院
Research on Global Stability Control Strategy
of Under-Actuated Crane System Based
on Equivalent Input Interference

Proceedings of
2019hinese Intelligent

Systems Conference
Vol2 117-125 2019 论文C类

56 李皛 论文 嘉善光彪学院 论刑法领域行政制裁的存在逻辑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9年14期（8月） 论文B类

57 孙俊成 论文 嘉善光彪学院 高管-职工薪酬差距、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 财会通讯 2019年12期（4月） 论文D类

58 俞豪杰 论文 嘉善光彪学院 大数据下高校档案信息系统的安全认证设计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 2019年11期（11月） 论文D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