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大学2019年研究生晶能奖学金获奖名单及业绩汇总表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获奖情况和发表论文的情况(论文名称、刊物名称、发表时间、第几作者、刊

物类别如：SCI、EI、CSSCI、CSCD等）

1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

与工程
高江东 355729116011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

与工程
潘洪英 405729117063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

与工程
张一鸿 405729117082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

与工程
王苏杰 405729117069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

与工程
梅路遥 405729117061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王钦钰 406901117022

发表论文情况：
1.《央媒 Facebook 账号特朗普访华报道解析》，青年记者，2018年3月20日，第一作者，中

文核心
2.《国家宣传的新思路与新理念——关于央视“十九大系列”系列大型政论片专题宣传片的
思考》，视听，2018年8月28日，第一作者，省级刊物
获奖情况：
1.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第16 届学院奖秋季赛优秀奖
2.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直属机关党委联合举办的第十二 宁
波广电杯“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主题征文获三等奖



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杨思璐 406901017015

1.2018年8月中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青年记者》第607期上发表论文《短视频传播治理的“把
关人”研究》一篇，本人为第一作者；     
2.2018年3月 省级刊物《新传播》第18期上发表论文《我国移动短时频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模
式诌议》一篇，本人为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

3 经济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
与产业管

理
袁华锡 355434817001

《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中国管理科学，录用，第一作者，
CSSCI来源期刊，学院认定为A刊

4 经济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

学
刘克冲 405402817026

《实体经济与要素投入协同发展的时空差异及效应研究--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科技进
步与对策，录用，第二作者，CSSCI来源期刊

5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 王浩宇 415433117368
《公司战略定位与外部审计需求“偏好”——基于迎合理论视角》，当代会计评论，2019年6
月，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CSSCI来源集刊

6 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

学
殷伟 405409317036

姚成胜, 殷伟, 黄琳, 等.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能力脆弱性的时空格局及耦合协调性演变—基
于经济发展视角. 经济地理. 2019.11.(导师一作本人二作，CSSCI)

7 管理学院
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

理
冯玮 407131117001

An evolutionary game study on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 efficiency power plant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considering carbon emission right trading.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7. 699-722.第二作者（导师第一）.SCI

8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与工程
余悦 407104217021

《众包与供应链耦合:众包供应链的类型与组织系统构建》，中国科技论坛，2019年4月5日，

第二作者（导师第一），CSSCI

9 理学院 统计学 宫开心 405524417050

The consistency improvement of probabilistic linguistic hesitant fuzzy 
preference rela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venture capital group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37 (2019) 2925-2936, 第一作者，
SCI。



10 理学院 应用数学 杨田青 405503317019

1.Analysis of exponential stability for neutral stochastic Cohen-Grossberg 
neural networks with mixed delays，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Volume 2019, Article ID 4813103, 15 pages，第一作者，SCI四区。
2.2019年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一等奖。

11 化学学院 化学 郭青 407028717017
1.Fluorescent norbornene for sequential detection of mercury and biothiols，Qing 
Guoa,1, Yang Zhangb,1, Zhi-Hong Lina, Qian-Yong Caoa,∗, Yong Chenb,Dyes and 

Pigments（SCI一区，影响因子，4.018）    

12 化学学院 化学 左仁鹏 407028717082
1.A perylenebisimide–tetraphenylethene dyad for sensing of phosphate 
anions.DYES AND PIGMENTS.168(2019)205-211.共同一作.SCI一区.

13 化学学院 化学 周环宇 357028717001

1.Huanyu Zhou, Houdong Mao, Xiangchuan Meng, Qingxia Wang, Licheng Tan,Yiwang 

Chen*     Electroless deposition of silver grids flexible transparent electrode 
integrated by ultra-violet nanoimprint lithography, Organic Electronics, DOI：
10.1016/j.orgel.2019.105408， 20190819, 第一作者， SCI二区， 影响因子3.495

2.谈利承，周环宇，陈义旺，周魏华。一种分散剂作模板原位聚合制备导电聚合物的方法，
授权公告号：CN 106893084 B，授权公告日：2019.04.12，第二作者（导师一作），专利授
权。

14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李雯雯 407304417028

1.在2018年9月参与中国毒理学会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并且所投
会议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奖
2.基于不同毒性终点的壬基酚生态风险评价. 环境科学研究, 2019年3月11日，第一作者，

CSCD.      

15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樊喻 407311417070
1.《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在中枢神经系统研究中的应用》，神经解剖学杂志，第一作者，中文
核心，2019.10.21录用



16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与工程

范松涛 357213316019

1. Protective properties of combined fungal polysaccharides from Cordyceps 

sinensis and Ganoderma atrum on colon immune dysfun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ISSN: 0141-8130，66-72，2018年4月，第一作者，SCI二
区，IF=4.784。  
2. Combinatorial usage of fungal polysaccharides from Cordyceps sinensis and 
Ganoderma atrum ameliorate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in mice，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ISSN: 0141-8130,1049-1055，2018年5月，第一作者，SCI一区IF=3.775。  

17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
与工程

高震宇 4.05729E+11
（1）江西省数学建模三等奖
（2）The structure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Mn2+/Eu2+/Er3+‐doped 
MgO‐Ga2O3‐SiO2 glasses and glass‐ceramicssci四区第一作者

18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材料工程 韩琳琳 4.15714E+11

1.Application of Bis[2-(3,4-epoxycyclohexyl)ethyl] octamethyltetrasiloxane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Photosensitive Resin for Stereolithography 3D Printing 已被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材料科学版（英文）收录。第二作者（导师一作）SCI四区  刊物类别：
SCI  

19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工程 吴保林 4.15714E+11

1.Preparation of a Novel Cationic Photosensitive Resin(3D-SLR01) for 
Stereolithography 3D Printing and Determination of Its Some Properties.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terials Science .2019.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
者）。SCI四区

20
资源环境与化工

学院
化学工程 张甲寅 417414717082

1. Densities and viscosities of, and NH3 solubilities in deep eutectic solvents 
composed of ethylamine hydrochloride and acetamide、Journal of Chemical 
Thermodynamics、2019年12月 、第一作者、SCI二区；                              
2.NH3 Solubilities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Ethylamine Hydrochloride Plus Urea 

Deep Eutectic Solvents、Journal of 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Data 2019年9月、第一
作者、SCI三区.

21
资源环境与化工

学院
化学工程
与技术

亢敏霞 407431317025 1. 金属有机骨架在超级电容器方面的研究进展、材料工程、 2019年8月、第一作者、EI.



22
资源环境与化工

学院
环境科学
与工程

赵一澍 407427217022
1. 焦化厂建构筑物和生产设施表面PAHs的赋存特征及健康风险、环境科学、2019年7月、第
一作者、CSCD.

23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

工程
徐福民 405906317022

Microstructure and corrosion behaviour of ALD Al2O3 film on AZ31 magnesium alloy 
with different surface roughness、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2019.6.21、正
式录用、第一作者，SCI一区

24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

工程
张旭东 405906317028

1.Effect of Ni addition to the Cu substrate on the interfacial reaction and IMC 
growth with Sn3.0Ag0.5Cu solder, Applied Physics A,2018, 第一作者, SCI三区。
2.Effects of germanium on the microstructural, mechanical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Sn-0.7Cu solder alloy,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2019, 第一作者, SCI四区。
3.Novel insights in growth of intermetallic compounds between Sn-3.0Ag-0.5Cu 
solder and flexible PCB substrates under strain,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2019, 第一作者, SCI三区。
4.2019年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25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吴志林 415926717116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i-6Al-4V prepared by nickel 
preplating and electron beam surface remelt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2019年,第一作者，SCI二区，影响因子3.647                                

26 建筑工程学院 岩土工程 汪日堂 406012617024

1.饱和砂土的三剪弹塑性边界面模型研究—（1）模型理论，应用力学学报，CN：61-
1112/O3，2019年已录用，通讯作者（导师第一作者），CSCD核心库；
2.饱和砂土的三剪弹塑性边界面模型研究—（2）模型验证及应用，应用力学学报，CN：61-
1112/O3，2019年已录用，通讯作者（导师第一作者），CSCD核心库；

27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
木工程

蔡国俊 416014617046

1.功能性渗蓄生态建筑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长江科学院院报,ISSN:1001-5485，2019年已
录用，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CSCD扩展库；
2.稻壳灰稻壳灰/硅藻土复合调湿材料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ISSN:1006-7930，2019
年已录用，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中文核心；                         

2、利用稻壳灰及废砖制备渗水蓄水生态建筑材料，新型建筑材料，ISSN:1001-702X，2019年
已录用，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中文核心                      



28 建筑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黄中发 416016217102 

1.堤防工程标准化管理体系风险评估方法研究，长江科学院院报， 42-1171/TV ，2019年5月
已录用，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CSCD扩展库；                          
2.蓄滞洪区洪水演进模拟及堤防溃决损失评估方法，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19年8月已录

用，CN 61-1413/TV，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CSCD扩展库。                                          

29 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
与工程

王忠阳 406130817303
Optimal Current Balance Control of Three-Level Inverter under Grid Voltage 
Unbalance: An Adaptive Dynamic Programming Approach，energies，ISSN: 1996-1073, 
2019,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SCI三区。

30 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胡湘玉 416118717057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strategy for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 based on virtual synchronous generator，IEEE ACCESS，ISSN: 2619-3536, 

2019,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SCI二区。

31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董萌 406130917310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重排序的农业遥感图像检索，农业工程学报，2019,35(15):138-145，第

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EI收录).

32 医学部 外科学 徐佳升 406521217105
Clinical Study of Three Dimensional Endoscopic Technique in the Treatment of 
Thyroid Neoplasm. J Laparoendosc Adv Surg Tech A. 2018年8月，第一作者，SCI 论著 
已见刊 IF=1.322

33 医学部
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

学

文小桐 406530517824

1、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methods of enteric virus detection and enteric virus 
relationship with bacterial indicator in Poyang Lake,Jiangxi,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ISSN: 1660-4601, 2019年
9月，和郑辉烈、袁方共同第一排第1），SCI二区，IF=2.468，SCI，完整检索。

34 医学部 眼科学 袁晴 406521417130
1.Apolipoprotein A1 and B as risk factors for development of intraocular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Cancer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2019，和刘佳祥共同第一排第2，SCI，论著，IF:2.243

35 医学部 眼科学 朱佩文 406521417133

1. Alternations of interhemispher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comitant exotropia: a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 Medicine，ISSN: 1940-5901，2018年12月，和张颖、黄歆共同第一作者
排第2，SCI四区，IF=0.833，见刊。



36 医学部 外科学 张元维 416523217428

1.Efficacy evalu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assisted osteotomy guide 
plate in accurate osteotomy of adolescent cubitus varus deformity，Journal of 
Orthopaedic Surgery and Research，ISSN: 1749-799X，2019年10月，第一作者，SCI二

区，IF=1.907，已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