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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论文
 

一、公开发表的论文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陈齐荣．职前教师教育视频案例教学研究——以“数学学科教学论”课程为例．上饶师范
学院学报，2011，31（6）：28-31
陈新泉．一种基于MST的自适应优化相异性度量的半监督聚类方法。计算机工程与科
学，2011，（10）：154-158（非第一署名单位）
陈新泉．推进式优化特征权重的K-中心点聚类方法．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1，
（29）：175-181，204（非第一署名单位）
Chen, Xinquan（陈新泉）. On expanded and improved affinity propagation clustering
algorithm.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2011(48-49):753-756. (非第一署名单位)
龚和林，舒 情.3类具有整根色多项式的色等价类.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
(2)：113-117
龚和林，吴连发，舒  情.正交拉丁方组和泛对角线幻方的一种构造法.大学数学，2011，
27(5)：85-88
黄剑玲，熊 艰，（邹腾博）.一种基于Canny的自适应图像边缘提取方法.计算机工程与
应用，2011，47(34):219-221
冷明伟，（陈晓云），谭国律．基于小样本集弱学习规则的KNN分类算法．计算机应用
研究，2011，28（3）：912-914
（刘应东），冷明伟，陈晓云.基于邻接矩阵的FP-tree构造算法.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1，(7)：153-155
黎爱平，（周伟红）．链格上的幂格．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31（3）：6-10
黎爱平.相对凸子格与幂格. 模糊系统与数学，2011，(1)：45-47
李永明，苏海忠，毛小平．NA误差下回归函数小波估计的渐近性质．上饶师范学院学
报，2011，31（6）：12-18
（丁立旺），李永明，（李珉，刘晓瞳）．PA序列下半参数回归函数估计的强相合性．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31（6）：19-23
（李乃医），李永明. 负相协样本下总体分位数的经验似然渐近性质的推断. 统计与决
策，2011，(6): 17-20
（李乃医），李永明.缺失数据下带有讨厌参数的经验似然比置信区域. 统计与决策，
2011，(8) :151-153
Li, Yongming（李永明），Wei,Chengdong，Xing, Guodong.Berry-Esseen bounds for
wavelet estimator in a regression model with linear process errors.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2011，81（1）：103-110
Li, Yongming（李永明），Yang,Shanchao，Wei,Chengdong.Some
inequalities for strong mixing random variables with applications to density estimation.
STATISTICS& PROBABILITY LETTERS，2011，81(2）：250-258
Li,Bo（李波），Wang,   Zhi-Xi;    Fei, Shao-Ming.Quantum
discord and geometry for a class of two-qubit states. PHYSICAL REVIEW A，
2011,83(2) (非第一署名单位)
饶贤清，黎爱平．幂格的同余关系．模糊系统与数学，2011，25（5）：65-68
饶贤清．数量特征敏感性问题随机化回答的改进模型．大学数学，2011，27（6）：11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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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Jia-Fa ; Zhang, Ru ; Niu, Xin-Xin ; Yang, Yi-Xian ; Zhou, Lin-Na. Research of
spatial domain image digital watermarking payload. Eurasip Journal on Information
Security,2011，502748(非第一署名单位)
.Mao, Jia-Fa ; Niu, Xin-Xin ; Yang, Yi-Xian ; Shi, Shu-Jian Steg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JPEG cover image quantitative describing. Tien Tzu
Hsueh Pao/Acta Electronica Sinica,2011(39): 1907-1912 (非第一署名单
位)
.毛家发．（钮心忻，杨义先，时书剑）．基于JPEG净图定量描述的隐写分析方法．电子
学报，2011，（8）：1907-1912  （非第一署名单位）
.双 鹂，杨联华．基于高等数学概念教学的反例探究．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
31（3）：27-30
.汪小明，梁晓斌．一类不对称Duffing方程的Aubry-Mather集．山东大学学报（理学
版），2011，46（11）：59-63
.汪小明，谭海女.一类可逆系统的Aubry-Mather集. 应用数学，2011，24(2) ：209-
214
.汪小明. 一类超线性Duffing方程的Aubry-Mather集. 应用数学，2011，24(4) ：
659-664
.王茶香.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区间信息指派问题研究.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1，41(3)
：165-169
.王茶香．城镇化增长率对我国城镇人口抚养比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研究．上饶师范学
院学报，2011，31（6）：24-27
.王胜华，（黄 伟）．具抽象边界条件的迁移方程的研究进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1，31（3）：1-5
.王胜华，（吴军建）．种群细胞增生中迁移方程的研究进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1，31（6）：7-11
.吴 帅，缪丽珺．形式化方法和可视化模型的结合及应用．计算机与现代化，2011，
（3）：44-46
.伍行素，（熊亚洲）．P2P网络安全问题研究．软件导刊，2011，10（2）：134-
136
.伍行素，熊 艰．OLAP在连锁超市中的应用研究．信息技术，2011，（3）：76-79
.伍行素，余为益. 改进的2DPCA人脸识别算法. 计算机系统应用，2011，(6)：212-
215
.熊 艰，张春红．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光通信跟踪精度检测系统．计算机仿真，2011，
（9）：318-321
.徐 健．对概率统计教学的几点认识．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31（3）：23-26
.颜 清，彭小平，苗 壮，饶 敏.基于VBA技术的化工实验仿真教学课件.实验技术与
管理，2011，(6)：93-96
.颜 清，彭小平．基于VBA技术的因次分析自动化方法．计算机与应用化学，2011，
28（7）：957-960
.颜 清，彭小平．基于蒙特卡罗最小二乘的实验数据拟合方法．计算机与应用化学，
2011，28（11）：1473-1476
.喻 晓，严小宝.多线性位势算子交换子的双权模不等式.数学学报（中文版），2011，
54(3)：415-4262（非第一署名单位）
. Tao Xiang-xing，Yu Xiao（喻 晓），Zhang Hui-hui．Multilinear
Caldern Zygmund operators on variable exponent Morrey spaces over
domains.APPLIED MATHEMATICS-A JOURNAL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SERIESB,2011,26(2):187-197   (非第一署名单位)
.俞智慧，（吴烈阳，吴文欢，黎川）．一种新的基于三种进化模型的粒子群优化算法．
微计算机应用，2011，（12）：9-13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常 山，何 洁，肖清武，吴志伟，王 华.高斯光束微圆孔衍射的“再现”与“自再现”研
究. 电光与控制，2011，18（9）：94-97
 常 山，毛杰健，桑志文，吴志伟.高斯光束微圆孔衍射变换的数值仿真实验.实验技术
与管理，2011，28（1）：80-83+87
 常 山，毛杰健，杨建荣. 基于衍射理论的畸变分析与应用.半导体光电，2011，
32（6）：894-897
 常 山，吴 波，桑志文，程立斌. 基于衍射理论的无像散场曲的分析与处理.应用光学，
2011，32（2）：245-249

 常 山，肖清武，何 洁，王 华，吴志伟.高斯光束微圆孔衍射的整形变换.光电技术
应用，2011，(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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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添文，黄兴元，江顺亮，柳和生.两种SPH算法在模拟不可压缩流中的比较.南昌大
学学报(工科版)，2011，(1)：69-73（非第一署名单位）
 Dong, Tianwen（董添文），Jiang, Shunliang ; Huang, Xingyuan ; Liu,
Hesheng ; Huang, Qiangqiang.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forced revolving
moving boundary problem using incompressible SPH (ISPH)．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1(337):262-265 (非第一署名单位)
 Huang, Qiang-Qiang ; Jiang, Shun-Liang ; Xu, Shao-Ping ; Dong, Tian-
Wen（董添文）. The si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crete particle
system based on CUDA. Proc. Int. Conf. Bus. Comput. Global
Informatization, BCGIn,2011：501-504. (非第一署名单位)
 （江顺亮，黄强强），董添文，（徐少平）．基于CUDA的离散粒子系统模拟仿真及
其实现．南昌大学学报(工科版)）：290-294 2011，（3
.黄益宾，熊爱华，黄兴元．聚合物共挤成型的黏性包围和界面不稳定现象．上饶师范
学院学报，2011，31（6）：32-37
.柳和生，黄益宾．聚合物熔体在曲线型异型材料挤出口模内三维粘弹流动数值模似．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31（6）：1-6
.Hui-Ming Huang ,He-Sheng Liu（柳和生），Guo-Ping Liu．Face Image
Segmentation Using Color Information and Saliency Map．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55-57 (2011)：77-81(非第一署名单位)  
.XiXin RAO , Kang HE，He Sheng LIU（柳和生），Mechanism Simulation
based on ADAMS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for Automobile Punching
Parts On-line Detector．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Vols. 211-212
(2011) ： 619-623(非第一署名单位)
.柳和生，张小霞．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气体辅助挤出的数值模拟分析．塑料，2011，
40（5）：16-18+67
.柳仕飞，常 山，毛杰健，杨建荣，宋月平. 基于衍射理论的色差分析与处理. 中国医
学物理学杂志，2011，28（6）：3055-3058
.吕 岿．利用修正影射法求组合Kdv方程新的精确解．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
31（3）：42-45
.Yang, J. R.（杨建荣）； Tang, X. Y.; Lou, S. Y. Shocks,   explosions, and
vortices in two-dimensional homogeneous quantum
magnetoplasma. PHYSICS OF PLASMAS，2011，18(2) (非第一署名单位)
.Yang, J. R（杨建荣）; Tang, X. Y.; Gao, X. N.; Cheng, X. P.; Lou, S. Y.  
Drift shocks, explosions and    vortices   in inhomogeneous quantum
magnetoplasma.   EPL,2011,94(4) (非第一署名单位)
.秦 霞，张文伟. 论高校课程考试的柔性管理.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3)：279
－282
.涂 虬．基于SIFT特征点的目标跟踪算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31（3）：
36-41
.吴 波. 连续谱表象理论中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探析.江西科学，2011，29（5）：
550-551，582
.吴 波．一种导出电磁场相对论变换的新方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
31（3）：31-35
.熊爱华，柳和生，黄兴元，罗章，赖家美，黄益宾. 凸截面注射成型全三维充填和纤
维取向模拟研究.中国塑料，2011，(1)：83-89
.郑雪梅．一种改进的自适应图像中值滤波方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
31（6）：38-41

化学化工学院

 陈伟华，（李 萍），陈广大，（罗 云，李登新），饶 敏，魏尚曦．从干剩余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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