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大学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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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成果的情况（专利、项目、奖励、课题、智库、论文等）

1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

程
吴先民 401329118033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

程
朱昕 351329118004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

程
诸荣烽 401329118006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高水平成果的情况（专利、项目、奖励、课题、智库、论文等）

1 人文学院 档案学 何金梅 400310018144

1.聂云霞 何金梅 肖坤，《基于区块链的政务档案信息共享》，浙
江档案，CN:33-1055/G2，2019年6月，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
者），中文核心；
2.项目：省级，“数字档案用户信息安全研究”，TQ19102，参与
者 

2
新闻与传播学

院
新闻学 侯艺松 402001018002

1.《融媒体环境下青少年网络传播的实践创新——以“花漾搜索
”App为例》，青年记者，ISSN 1002-2759，2020年01月，第一作
者，中文核心。
2.《短视频语境下央视《新闻联播》的突破与发展——以《主播说
联播》栏目为例》，新闻论坛，ISSN 1674-6961，2020年2月，第
一作者，一般刊物。
3. 《疫情下高校“云毕业”的场景化思考》，视听，CN 45-
1342/G2 ，2020年10月，第一作者，一般刊物。
4. 《从传播仪式观看美食纪录片〈早餐中国〉中的“仪式”构建
》，声屏世界，CN36-1149/G2 ，拟发表，第一作者，一般刊物。



3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周佳琪 405101617010

1.独作发表文章《初中生英语写作的母语迁移现象研究》，齐齐哈
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1.25；
2.参与南昌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英语学术语篇正式程度变化
研究”

4
艺术与设计学

院
设计学 蔡晓文 400532218083

1、作品《康养福地·好人之城》获第六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
大赛优秀奖；
2、作品《“大赣匠”文化产业协会陈展方案》获第六届中国高等
院校设计作品大赛三等奖；
3、作品《CONNECT》获2019年第五届两岸三地艺术设计邀请展优秀
奖；
4、2019年9月至2019年11月在学院奖&感冒药品类获得“高校调研
大使”称号；
5、申请专利《一种多功能平面设计用调色装置》

5 法学院
法律

（非法学）
周玉秀 410115419088

2020年度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胎儿精神损害赔偿请
求权论》，编号：YC2020-S112。

6 管理学院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
周赞 402231118014

1.research on power demand side information quality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pporach  EI一篇
2.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三等奖



7 理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黄淮靖 400610318012

1.《Geometry of skew information-based quantum 
coherence》,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ISSN: 
0253-6102，2020 年，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SCI 三区.
2.《 Then-th decay rate of coherence for Bell-diagonal 
states under quantum channel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ISSN: 0020-7748，2020 年， 第一作者, 
SCI 四区. 
3.《 Quantifying the quantumness of ensembles via 
generalized α-z-relative R´enyi entrop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ISSN: 0020-7748，2020 年，
第一作者，SCI 四区.
4.2019 年江西省数学建模竞赛中获二等奖. 

8 化学学院 化学 邵一鸣 402128718013

发 表 一 篇 SCI 一 区 论 文 “ Double-Acceptor-Type ”  Random 
Conjugated  Terpolymer  Donors  for  Additive-Free  Non-
Fullerene Organic Solar Cells.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20, 12, 20741-20749.（IF=8.75，导师一作，本人二作）

9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陈业欣 402411418044

 Pod-shattering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soybeans a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Functional & Integrative Genomics，ISSN：
1438-793X，2019年7月，共同第一作者，SCI三区。



10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
熊颖 357213316010

1.Fluorescence immunoassay through histone-ds-poly (AT)-
templated copper nanoparticles as signal transductors for 
the sensitive detection of Salmonella choleraesuis in 
milk,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ISSN: 0022-0302, SCI 一
区，第一作者。
2. Plasmonic ELISA based on DNA-directed gold nanoparticle 
growth for Cronobacter detection in powdered infant 
formula samples，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ISSN: 0022-
0302, SCI 一区，共同第一作者（另一作者已毕业，不申请）。
3. Emerg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of 
competitive ELISA for detection of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ood samples，TrAC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ISSN: 0165-9936，SCI一区，第一作者。

11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工程 何子杨 411314018084

He,  Ziyang,  et  al.  "Direct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nanodiamonds  with  ionic  copolymers  for  fast  adsorptive 
removal of copper ions with high efficiency."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Communications 37 (2020): 100278；SCI三
区；第一作者；IF 2.831

12
资源环境与化

工学院
生物化工 任林妹 402513018018

SCI二区论文一篇，第一作者：Polyphenol-oxidase-catalyzed 
cross-linking  of  Ara  h  2:  reaction  sites  and  effect  on 
structure  and  allergenicity ，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100(1):308-314.

13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殷正 400906318059

1.Chassagne  Luc,  Effects  of  surface  micro – galvanic 
corrosion  and  corrosive  film  on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AZ91 – xNd  alloys,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20. 
IF(Impact Factor): 6.182，SCI一区，第一作者.                              
2.Influence  of  Sm  addition  on  microstructur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s-extruded  Mg-9Li-5Al  alloy.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20,  842,  155836. 
IF(Impact Factor): 4.650, SCI二区，导师一作本人二作.



14 建筑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邵玉龙 401127118063

1.姚池,邵玉龙,杨建华,何忱,黄帆,周创兵.非线性渗流对裂隙岩体
渗流传热过程的影响[J].岩土工程学报,2020,42(06):1050-1058;
2.姚池,邵玉龙,武立功,杨建华.水利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J].
高等建筑教育,2019,28(01):60-64;
3. 邵 玉 龙 , 胡 礼 财 .  一 种 不 倒 翁 两 用 牙 刷 [P].  江 西 ：
CN207590254U,2018-07-10。

15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陈辽原 401030718030

1.Two semi-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protocols with G-Like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ISSN: 0020-7748, 2020, 第一作者, SCI四区.
2.Offline  arbitrated  semi-quantum  signature  scheme  with 
four-particle  Cluster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2020, 第一作者, SCI四区.

16
第一临床医学

院
外科学 李飞龙 411439018556

1.Comparison  between  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teosynthesis  and  open  reduction  internal  fixation  for 
proximal humeral fractures: a meta-analysis based on 1050 
individuals ，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ISSN:  1471-2474, 
2019年11月，第一作者，SCI四区，IF=1.879，见刊。

17
第二临床医学

院
内科学（心血
管内科）

丁聪聪 411439818411

1.Association  between  nontraditional  lipid  profiles  and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in  Chinese  adults  with 
hypertension, Lipids in Health and Disease,2020年10月,与陈
洋共同第一作者排第一,SCI三区,IF=2.906,邮件接收。                                 

18
第三临床医学

院
麻醉学 刘海林 411438318922

Inhibiting the Piezo1 channel protects microglia from 
acute hyperglycaemia damage through the JNK1 and mTOR 
signalling pathways. Life Science. 三区，IF:3.68 第一作者
。

19
附属妇幼保健

院
妇产科学 余凯慧 411438918778

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机制研究进展，中国免
疫学杂志，ISSN：1000-484X，2020-08月录用，第一作者，CSCD-
C.



20 护理学院 护理学 谢春燕 401440018280

1.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elderly 
users'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shared  nurses ， 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 ， ISSN:  1179-1594, 
IF=2.429，第一作者，SCI三区（已录用缴费待见刊）。
2.老龄化背景下“共享养老”模式研究进展，南昌大学学报（医学
版），2019,59（5），ISSN: 2095-4727，第一作者，中文核心。

21 基础医学院 基础医学 黄青云 401442718029
Fish gelatin: The novel potential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共一）SCI；一等学业奖学金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