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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第二十一届重庆市期刊 

优秀作品的通知 

 

第二十一届重庆市期刊优秀作品自 2021 年 6 月开展以

来，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出版处领导下，重庆市期刊协会组织

相关领导及期刊界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经过评委初评、

分组复评，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召开评委大会，确定期刊

优秀作品等次。  

本届评选严格按照《第二十一届重庆市期刊优秀作品评

选办法》，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共评选出期刊优秀

作品 391 件。其中，期刊年度优秀论文（学术技术类期刊）、

年度优秀作品（其他类别期刊）一等奖 88 件（社科 38 件，

自科 50 件），占入选作品 22.50%；二等奖 135 件（社科 60

件，自科 75 件），占入选作品 34.53%；三等奖 168 件（社

科 67 件，自科 101 件），占入选作品 42.97%。凡是存在重

要提法不准确、差错率超标、提交材料不规范等原因的作品

都不纳入评选范围。  



获奖作品体现了重庆期刊内容质量水平，对提高渝刊影

响力、促进期刊从业人员成长具有较大作用。建议期刊出版

单位对获奖作品进行表彰和奖励，期刊获奖作品一等奖 800 

元/篇，二等奖 500 元/篇，三等奖 300 元/篇。  

附件： 

1.第二十一届重庆市期刊优秀作品获奖名单（社科） 

2.第二十一届重庆市期刊优秀作品获奖名单（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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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十一届重庆市期刊优秀作品获奖名单 

（社科） 

一等奖 

 
序

号 
期刊/作品名称 作者 责任编辑 刊载期刊及刊期 

1 
“十四五”时期完善城镇社区治理体制的思

路与举措 
胡杰成，银温泉 罗重谱 《改革》2020 年第 7 期 

2 
“十四五”时期的我国粮食安全：形势、问题

与对策 

王晓君，何亚萍，蒋和

平 
罗重谱 《改革》2020 年第 9 期 

3 
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百年历程、结构特征及

未来展望 
郑彬 文丰安 《重庆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2 期 

4 论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五个面向 韩云波，叶翔宇 易晓艳 《重庆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0 期 

5 
新型国家：“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基础

与逻辑 
林华山，罗振建 龚静阳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6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周少来 赵超 《探索》2020 年第 3 期 



7 
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新时代

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韩云波 陈卓 《探索》2020 年第 2 期 

8 论党内巡视的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的转化 于学强 王慧 《探索》2020 年第 3 期 

9 吴克坚：书写舍生忘死报家国的谍战传奇 马奇柯，丁英顺 杨洋，张军兴 《红岩春秋》2020 年第 12 期 

10 
法律视域下的清代疫灾奏报与防治 林乾，陈丽 张颖超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11 
大江大湖大武汉  

一座英雄城的故事和生活 
张莫桑，天青，水星 

唐小杰，付思雅，

贺为 

《环球人文地理》2020 年 2/3 期合刊 

12 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 张明楷 李晓锋 《现代法学》2020 年第5 期 

13 
“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从消

费者的权利保护到经营者算法权力治理 

廖建凯 林士平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期 

14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

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张莞 王茂建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15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研

究 
刘宁宁 吴朝平，张腾 《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 1 期 



16 文化、本体与规范：论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性 商玉玺，刘三洋 吴瑜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06） 

17 钢城蝶变一瞥 郝志翔，郝幸田 江山 《企业文明》 2020 年第1 期 

18 
2020 看中国——那些外国青年镜头里的重

庆乡村 

杨艳，贺煜 熊怡 《重庆与世界》2020.12 总第 524 期 

19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 

蹇泽西 马健 《重庆行政》2020 年第4 期 

20 猪八戒网：无限的游戏 唐亮 周迎 《商界评论》2020 年 8 月刊 

21 中益乡小学：一所乡村小学的蜕变 蒙石荣，肖泳赤 郭亮 《今日教育》2020 年第11 期 

22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机制

研究 
姚树洁，房景 傅旭东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 

23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

路径与时代价值 
蒲清平，杨聪林 彭建国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 

24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

局 
刘志彪，凌永辉 傅旭东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 

25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沈小平 

肖华智，冉彪，   

汪佳 

《党课参考》2020 年第19 期 



26 “时代楷模”毛相林的精神之源 唐余方，丁毅 董莎莎，周神青 《当代党员》2020 年第24 期 

27 易地扶贫搬迁，1000 万人的命运突围 徐欧露 

刘桂池，段雅

婷，朱子祥 

《党员文摘》2020 年第11 期 

28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

构 

王思斌 杨睿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29 
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的贡献——纪念恩

格斯诞辰 200 周年 
许光伟 夏冬 《西部论坛》2020 年2期 

30 

中国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与城市群发展

——基于城市全球竞争力、全球联系度及辐

射能力的分析 

曹清峰，倪鹏飞 段文娟 《西部论坛》2020 年2期 

31 致“逆行者”的慰问信 胡淙宇 邓予 《课堂内外》（高中版）2020 年4月第 2期 

32 
我国管理学研究国际产出成效——基于科

睿唯安数据库指标的分析 
孙继红 

汪旦旦，淳洁，   

余麗柃 
《大学》2020 年1 月第2 期 

33 出发！“天问一号”火星征程启动 刘茜 王丽婧 《课堂内外》（初中版）2020 年9月第 3期 

34 
退隐与回归：莎士比亚四大喜剧的路线认知图

式探究 

郭方云 龙丹 《外国语文》2020（1） 



35 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 市扶贫办 郭永彬 《重庆年鉴》2020 年第 1 期 

36 
新工科背景下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

新挑战与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吴琛，麻胜兰，詹金武，

王展亮 

梁远华 《高等建筑教育》2020年第 6 期 

37 
唯物辩证法五大范畴在桥梁检测与加固技术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 

田维锋，孙测世 王宣 《高等建筑教育》2020年第 4 期 

38 
三峡库区农村 0~6 岁儿童医疗卫生服务利

用状况研究 

曾娅琴，尚蕾 张新玲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期 

 

二等奖 

序号 期刊/作品名称 作者 责任编辑 刊载期刊及刊期 

1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与“功能分工陷阱”

的跨越 
孙志燕 ，郑江淮 罗重谱 《改革》2020 年第 10 期 

2 人口质量红利：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詹韵秋，王军 易晓艳 《重庆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1 期 

3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历史赓续与

现实发展：基于历史、现实与目标的三维

视角 

张乾元，冯红伟 易晓艳 《重庆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4 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路径与逻辑 陈明明，李松 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5 
府际数据共享的双重困境：生成逻辑与政策启

示 

锁利铭 金华宝 《探索》2020 年第5 期 

6 
“这一天就是每一天”——花溪派出所 24 小时

蹲点记录 

陈科龙 陈文越 《今日重庆》2020 年第2 期 

7 山歌照进现实 陈科龙 陈文越 《今日重庆》2020 年第5 期 

8 川字号园区里的“渝味” 杨玺 陈文越，陈科龙 《今日重庆》2020 年第8 期 

9 近代船王卢作孚的“粮食梦” 陈启兵 韩西芹，刘凤羽 《红岩春秋》2020 年第 5 期 

10 《长冈乡调查》鲜为人知的故事 刘强 王尧，杨光毅 《红岩春秋》2020 年第 11 期 

11 
社区参与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发展

研究——以湖南永顺老司城村为例 

李然，王春阳 王志标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12 
中国特色心理学智库建设：价值、困境与路径 姜永志，白晓丽，       

乌云特娜，七十三 

曹莉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

第 1 期 

13 双向建构:专业社会工作“进村”实践的在地化 周永康，李欢 高阿蕊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



——基于重庆市“三区”计划项目的研究 第 2 期 

14 

教师“三分式”培训的“生态位”协同路向

——基于高等职业院校“双高计划”的视角 朱德全，曾欢 秦俭 《教师教育学报》2020 年第 3 期 

15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焦虑水平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亚 邓香蓉 《教师教育学报》2020 年第 3 期 

16 我国劳动教育课程的演进逻辑与重建理路 朱德全，熊晴 邱香华 《教师教育学报》2020 年第 6 期 

17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接受 李斌 李春英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18 
论“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兼论我国

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李辽宁 蔡秀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19 

改革后的 CET-4 对军队院校大学英语教学

的反拨效应研究——基于西南地区军队院

校教师的问卷调查 

李志芳，潘俊峰，刘菊 罗开礼 《科学咨询》2020 年第 30 期 

20 
重返世界之巅  

中国为何要再次测量珠峰？ 
乔天翼 罗子唯 《环球人文地理》2020 年第 8 期 



21 
京张高铁一周年故事 

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第一条智能高铁 
乔天翼 罗子唯 《环球人文地理》2020 年第 12 期 

22 论民法典中的居住权 房绍坤 黄汇 《现代法学》2020 年第4 期 

23 论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 王晓晔 邵海 《现代法学》2020 年第3 期 

24 人工智能算法规制的原理与方法 孙莹 李晓锋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1期 

25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

编纂 
王虎 罗清恋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26 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的定性和定位 张应强 张腾，杨慷慨 《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 4 期 

27 捞起中国动画 杨智威，曾益权 杨智威，曾益权 《传奇天下·读写舫》2020 年 1 期 

28 基于战略导向的内部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王波，柯楠 王欢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

（06） 

29 璀璨新高地 李万全，李文治 邱月 《企业文明》 2020 年第1 期 

30 2020 年“澜湄周”专题报道 贺煜，杨艳 熊怡 

《重庆与世界》2020年 3期/4期合刊 总

第 516 期 

31 徐勇，回到“人”的教育 邹蜜，何智莉 邹蜜 《全视界》2020 年 7 月刊 

32 玲珑轮胎：中国企业智能化的崛起之路 唐亮 周迎 《商界评论》2020 年 11 月刊 



33 去文峰消费的人，到底在消费什么？ 梁坤 崔小花 《商界》2020 年 8 月号（上旬刊） 

34 陈东升：战略致胜 崔小花 周春林 《商界》2020 年 10 月号（上旬刊） 

35 特别策划·战“疫”见闻录 黄贵英，胡苏 黄贵英，胡苏 《今日教育·作文大本营》2020 年4 期 

36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

完善——基于 2017-2019 年数据的实证分

析 

刘艺 胡志平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

期 

37 绝不能用形式主义做法解决形式主义问题 张荣臣，苟立伟 

肖华智，冉彪，

邓莉 

《党课参考》2020 年第10 期 

38 不能因形势严峻而停下改革脚步 王耀东 肖华智，冉彪 《党课参考》2020 年第10 期 

39 提升抗御灾害现代化水平刻不容缓 郭羽 肖华智，冉彪 《党课参考》2020 年第17 期 

40 老兵的烽火荣光 
冉开梅，冯驿驭，     

汪茂盛 
赵廷虎，徐焱 《当代党员》2020 年第 19 期 

41 “后进生”何以变“后劲村”？ 王雪 赵廷虎，徐焱 《当代党员》2020 年第 17 期 

42 中国没有“垮掉的一代” 孙庆玲，张均斌，李强 

周小凤，段雅婷，

朱子祥 

《党员文摘》2020 年第5 期 



43 
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构建——基于

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高锡荣,杨建, 张嗣成 朱德东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44 

数字经济的独特机制、理论挑战与发展启

示——基于生产要素秩序演进和生产力进

步的探讨 

王静田，付晓东 夏冬 《西部论坛》2020 年 6 期 

45 
能玩更能学，重绘明朝江南盛景——《江南百

景图》素材解析 

李广 

冯丽，刘依伊，   

刘子涵 

《课堂内外》（高中版）2020 年11 月第 3

期 

46 

中国大学生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动态分析

——基于 1985 年到 2014 年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研数据 

吴键，袁圣敏，刘毅 
余麗柃，莫唯然，

王黎 
《大学》2020 年 4 月第 2 期 

47 
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建设让人民满意的高

水平大学——访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罗建平，郭伟 
王黎，邹宇铭，   

汪旦旦 

《大学》2020 年 6 月第 2 期 

48 阅读的目的：从阅读走向写作 李聪 李彦博，蒙蒙 

《课堂内外》（初中版）2020 年2月第4

期 

49 
构场景，画群像——跟着电影《八佰》学写群

像 

代雨 廖方舟，李婷婷 

《课堂内外》（初中版）2020 年11 月第 2

期 



50 
中西古典论辩修辞模式构建的多元生态与交

融 

夏莉 蒋勇军 《外国语文》2020（3） 

51 精神文明建设 市委宣传部 郭永彬 《重庆年鉴》2020 年第 1 期 

5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高职公共基础课在线学

习现状调查与发展策略 

谢青松，彭飞霞，刘菲，

吴坤埔 
周骥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4 期 

53 甘尔可：髹漆以成重器 林岩 孙凝异 《中华手工》2020 年第四期 

54 故纸堆里的修书人 刘海军 刘海军 《中华手工》2020 年第五期 

55 基于自学习的直流系统绝缘故障研究 

张开迪，李世勉，高凌，

冯宗琮，张葛 

李世刚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 年第

5 期 

56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探讨——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

程专业为例 

高庆飞，王艳芳，马其鲁，

李钧，王琦 

周沫 《高等建筑教育》2020年第 6 期 

57 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文献综述 袁其刚，闫世玲，郜晨 李晓梅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1 期 



58 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观探索 孟东方 左福生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59 
与时代共脉搏：“开放的 6 月——四川美术

学院艺术游 2020 年毕业生作品展” 

李一白 韩晶 《当代美术家》2020 年第四期 

60 
资源配置、有效激励与自我定位:以导师为中心

优化本科生导师制 

李霞，马宏伟 张新玲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 年第3期 

 

三等奖 

序号 期刊/作品名称 作者 责任编辑 刊载期刊及刊期 

1 

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否成为动力变革的重要

支撑？——基于新兴产业分类与企业数据

挖掘的实证分析 

马文君，蔡跃洲 文丰安 《改革》2020 年第 2 期 

2 “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 李捷，李文慧 孙德魁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 

3 美国对香港修例风波的介入：评估与影响 张建 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 

4 尽锐出击 汇聚抗击疫情磅礴力量——重报集 崔健，赵羽佳，焦茂如 李婷婷，杨光毅， 《新闻研究导刊》总第11 卷第 06期 



团全力做好疫情防控舆论引导工作 张军兴 

5 新媒体环境中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管理初探 杨帆 

李婷婷，刘凤羽，

张军兴  

《新闻研究导刊》总第11 卷第 16期 

6 
UGC 模式下主流媒体如何画好满足受众

与坚持导向的同心圆 

戴佳毅，古建祥 

李婷婷，刘凤羽，

张军兴 

《新闻研究导刊》总第 11 卷第 20 期 

7 20 个瞬间里的 2020 杨玺，高维微，李野 陈文越，陈科龙 《今日重庆》2020 年第14 期 

8 从王朴故居到莲华中学 陈猷华 

杨洋，张军兴，

杨光毅 

《红岩春秋》2020 年第 11 期 

9 
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意

义 
杨长福，马小帅 唐光雄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10 
基于社会制度比较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路径建构 
帅建强 唐光雄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11 论习近平科技观及其当代价值 智广元 唐光雄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12 基于观众体验视角的博物馆发展探讨 李佳黛 王志标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3期 

13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影响 李翠芳 赵庆来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3期 



14 澳门24 小时：复古怀旧之旅 sTill-Life 徐芳 《城市地理》2020 年11期 

15 雅安：千年驿道的恢弘起点 李贵平 周影 《城市地理》2020 年07期 

16 
思:思维还是生存?——论中国传统哲学中“思”

的概念 

沈顺福，赵玫 高阿蕊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

第 2 期 

17 
创意产业集群知识网络的知识流动——基

于系统动力学的分析 
李林，杨承川，何建洪 段明琰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18 新时代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思维引领 刘文英 蔡秀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19 专注力管理：论专注力的培养和提升 吴任 陈丹 《科学咨询》2020 年第 41 期 

20 
老街、蓝陶、画家维米尔 

荷兰小城代尔夫特的时光记忆 
小巫 李丽岚 《环球人文地理》2020 年第 9 期 

21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 卓泽渊 林士平 《现代法学》2020 年第1 期 

22 认罪认罚从宽与不起诉的逻辑关联 李大槐、师索 周玉芹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1期 



23 
科技金融支持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

的实证研究 

许佳琪，丁忠明，     

李诗争 
吴强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24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的困境与路径 
吴安新，陈瀚洋 穆刚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25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新高考改革的现实

困境与路径选择 
刘玉君 吴朝平，张腾 《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 1 期 

26 高校线上教学调查研究 刘燚，张辉蓉 杨慷慨，吴朝平 《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 5 期 

27 月亮说字 翁明真 简真民，翁明真 
《传奇天下·作文大本营启蒙版》2020

年第 9 期 

28 选择服装，选择让传统发光 李欣 李欣 
《传奇天下·职教新航线》2020 年第 6

期 

29 “十四五”时期提升技能型人力资本研究 周灵灵 彭晓娟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

（12） 

30 文化融合：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赵欣 疏影 《企业文明》 2020 年第10 期 

31 山之城，江之岸 唐安冰 杨一一 《重庆与世界》2020.7 总第 519 期 

32 十八梯的“龙门阵” 杨艳 熊怡 《重庆与世界》2020.9 总第 521 期 

33 群文阅读与跨学科学习 于泽元，王开升 邹蜜 《全视界》2020 年 11 月刊 

34 群文阅读：提升阅读素养的教学实践 全视界编辑部 邹蜜 《全视界》2020 年 12 月刊 

35 融媒体时代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治理框架 潘娟，胡越，钟晓燕 粟超 《重庆行政》2020 年第6 期 



构建 

36 基层党政机关合署办公：历史、结构与变革 类延村，阳建碧 张波 《重庆行政》2020 年第6 期 

37 后疫情时代下民办幼儿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樊亚博，余琳，周文婕 

李弈希，向龙香，

游显云 

《今日教育·幼教金刊》2020 年7、8 期 

38 杨丹：教育扶贫路上的一抹萤火 罗潇 叶子 《今日教育》2020 年 11 期 

39 崖柏拯救者刘正宇：踏遍青山人未老 许幼飞，周龙 董莎莎 《当代党员》2020 年第 8 期 

40 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小康梦” 王相坤 

池莲莲，段雅婷，

朱子祥 

《党员文摘》2020 年第7 期 

41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我的老彭，走了 

樊锦诗（口述），        

顾春芳（撰写） 

刘桂池，段雅婷，

朱子祥 

《党员文摘》2020 年第10 期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庆城市轨道交通“走出去”

战略研究 

何金财，杨芳 瞿思佳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1 期 

43 六朝至唐碑刻“墓石”义词语组合与聚合关系 谭桥，何山 王奕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3 期 



研究 

44 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的生成机制论析 武文豪，岳松君 敬亚平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5 期 

45 社会工作职业化背景下的自我认同 仝秋含 杨睿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46 城市配送当日达实现机制研究 邱晗光,李海南, 徐志花 朱德东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47 
特别国债：中国实践、抗疫应用与制度优

化 
郑联盛，白云凯，王波 夏冬 《西部论坛》2020 年 6 期 

48 看古人如何爆出神回复 柯柯 李乐晨 

《课堂内外》（高中版）2020 年10 月第 1

期 

49 张志勇：转身，继续追梦 余麗柃 

汪旦旦，莫唯然，

陈大庆，彭一皓，

余麗柃 

《课堂内外》（高中版）2020 年2月第4

期 

50 @所有人，这份成绩单请您查看 张洁 吴京晶，宋婷 《课堂内外》（初中版） 2020年12月第1期 



51 《哈利·波特》系列的双重叙事运动 姜淑芹 肖谊 《外国语文》2020（6） 

52 
沉浸式虚拟仿真技术（IVR）英语教学中的途

径分析 

马武林，欧阳灵卿 路小明 《外国语文》2020（4） 

53 西部大开发 王毅 郭永彬 《重庆年鉴》2020 年第 1 期 

54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徐露 郭永彬 《重庆年鉴》2020 年第 1 期 

55 

新浪微博平台下科学传播内容与媒体显著性

研究——基于“人民日报”和“头条新闻”号的

内容分析 

刘娟，朱慧英 余筱瑶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1 期 

56 彝饰，如梦之戏 彭一 彭一 《中华手工》2020 年第四期 

57 分布式电源接入下的配网故障定位研究 

朱晓文，罗骥，刘振民，

陈炫圯，邹韵倚，邹亚琴 

王君兰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年第1期 

58 
基于“CPS+智慧技能”模型的建筑学专业设计

能力培养浅析 

王科奇 胡玥 《高等建筑教育》2020年第 4 期 

59 汶马高速公路建设与藏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宋波 李晓梅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5 期 



60 
桥梁建设背后的创造伟力与济世情怀——

中华民族桥梁文化精神与境界的一种解读 

张霆 张璠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61 唐代科举集阅考 阮爱东 陈忻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6 期 

62 
泸夷与宋代泸州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及其争论 

黄博，吴寰 刘力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4 期 

63 艺术就是奢侈品 韩晶 胡莉 《当代美术家》2020 年第一期 

64 新加坡美术馆 胡莉 李一白 《当代美术家》2020 年第一期 

65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特色品牌高校

——重庆三峡学院绿色教育的探索实践 

张伟，薛娟 滕新才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 年第1期 

66 青海金融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研究 李湘羽 仇大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67 
基于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我国地震预警

机制优化研究 

胡进 周斯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附件 2  

第二十一届重庆市期刊优秀作品获奖名单 

（自科） 

一等奖 

序号 期刊/作品名称 作者 责任编辑 刊载期刊及刊期 

1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柑桔产业

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刘蕾，张放，邓烈 董朝菊 《中国南方果树》2020 年第 2 期 

2 
基于 Udwadia-Kalaba 方法的平面冗余并

联机器人建模与轨迹跟踪控制 

韩江,汪鹏,董方方, 夏链,

陈珊,卢磊 
张晓庆 

《应用数学和力学》2020 年 41 卷 11

期 

3 
“方舱医院”条件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

似或轻型患者的高效诊疗流程 

杨丽，蒋丽，白阳，蒋磊，

章述军，刘煜亮 
栾嘉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20 年 42 卷第 6

期 

4 

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附 1 243 例

报告) 

张忠涛 申琳琳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0 年第 3 期 

5 
压迫治疗对单侧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

后发生血清肿影响的倾向评分匹配分析 
张光永 江鹏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0 年第 7 期 



6 基于 IMU/视觉融合的导航定位算法研究 董伯麟，柴旭 贺碧会 《压电与声光》，2020 年第 5 期 

7 
微透镜阵列的制作及其在光场成像中应

用的研究进展 

乌李瑛，瞿敏妮，付学成，

田苗，刘民，李进喜，   

程秀兰 

朱玲瑞 《半导体光电》2020 年第 3 期 

8 
多元文化背景下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发展

现状与问题研究 

孙诗萌，赵奕琳，单军，

连璐，江昊懋 
苏小亨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0 年第 6 期 

9 
疫情启示的新常态：空间韧性与规划应

对 
王世福，黎子铭 申钰文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0 年第 5 期 

10 眼镜蓝 V 成长指南 彭冬林，刘芮齐 彭冬林 《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20 年第 9 期 

11 
城市地铁与地下物流系统协同运输方式

研究 

陈一村，董建军，尚鹏程，

陈志龙，任睿 
吕欣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20 年 第 3

期 

12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

题 

梁宁慧，兰菲，庄炀， 

田硕，徐益华 
吕欣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20 年 第 6

期 

13 
Latest research advances on magnesium 

and magnesium alloys worldwide 

Song Jiangfeng; She Jia*; 

Chen Daolun; Pan 

Fusheng* 

陈晶 《镁合金学报(英文)》第八卷第一期 

14 
A review on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magnesium and its alloys 

Li Shubo; Yang Xinyu; 

Hou Jiangtao; Du Wenbo* 
熊晓明 《镁合金学报(英文)》第八卷第一期 

15 代码相似性检测方法与工具综述 张丹，罗平 柯颖 《计算机科学》2020 年第 3 期 



16 
柔性高分子半导体：力学性能和设计策

略 

林进义，安翔，白鲁冰，

徐曼，韦传新，解令海，

林宗琼，黄维 

房威 《材料导报》2020 年第 1 期 A 

17 
乳酸乳球菌温敏水凝胶对糖尿病小鼠全

层皮肤缺损创面愈合的影响及其机制 

卢毅飞，邓君，王竞， 

罗高兴 
谢秋红 《中华烧伤杂志》2020 年 12 期 

18 
单向循环荷载作用下饱和重塑红黏土的

动力特性 

罗文俊，王海洋，马斌，

陈晓飞 
胡玲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报（中英文）》

2020，42（2） 

19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after surface 

mechanical attrition treatment (SMAT) 

Temitope Olumide 

Olugbade, Jian Lu 王维朗 
《Nano Materials Science》2020 年第 1

期 

20 

基于 nNOS 途径的天麻素注射液改善甲

基苯丙胺诱导大鼠神经毒性损伤的作用

机制研究 

薛凤麟，洪仕君，曾晓峰，

杨根梦，周一卿，李利华 
段思怡 《中国药房》2020 年第 31 卷第 10 期 

21 新型冠状病毒能否通过气溶胶传播 

丘杨，王宁，曾文，吴小

东，项兴，颜方圆，宋天

丽，杨嘉敏，石光明，詹

宇，周力，杨复沫 

黄江华 《三峡生态环境监测》2020（2） 

22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疫情

分析与趋势预测 

杨雨琦，孙琦，王悦欣，

严雪凌，乐涛 
黄颖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23 “五位一体”的高中地理实验教学探析 袁方，洪成旗 李孝坤 《地理教育》2020（05） 



——以“探究城市下垫面对径流的影响”

实验为例 

24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blockchain cyber security 

Paul J. Taylor , Tooska 

Dargahi, Ali 

Dehghantanha , Reza M. 

Parizi , 

Kim-Kwang Raymond 

Choo 

 

曾鸿菲 
《数字通信与网络（英文）》2020 年 6

卷第 2 期 

25 

去分化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通过重编程

基因表达参与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大鼠神

经修复 

代梦洁 张辉洁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26 

Development of cell-based pseudovirus 

entry assay to identify potential viral entry 

inhibitors and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gainst SARS-CoV-2 

Jie Hu, Qingzhu Gao, 

Changlong He, Ailong 

Huang, Ni Tang, Kai Wang 

张辉洁 
《Genes & Diseases》2020 年第 7 卷第 4

期 

27 
无源物联网综述——从感知､通信与管

理的视角 
于季弘，刘昊，王帅 田海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28 认知 D2D 网络中基于博弈论的高能效干
谢显中，严可，田瑜， 

刘勇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扰约束资源算法 李传文，陈九九 2020 年第 1 期 

29 

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肝细胞癌中的

核心基因：细胞周期蛋白 B2 可作为肝癌

潜在的诊疗和预后生物标志物 

杨双燕，任红，李传飞，

汤慧 
金生 《中华肝脏病杂志》2020 年 28 卷 9 期 

30 
桑枝纤维素/白土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吸

附性能研究 
黄越，黄传书，唐小平 谭端 《蚕学通讯》2020 年第 40 卷第 4 期 

31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汽车避障路径规划 
赵又群，闫茜，葛召浩，

李海青 
林芳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2020（04） 

32 
“隐形自然腔隙”术式在乳腺癌一期假体

重建中的应用 

刘泰源，姜黎黎，李珺，

王璇，刘雅茜，李佳思，

高济越，王弥迦，赵海 

潘雪 

《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 

2020 年 10 月第 14 卷第 5 期 

33 
活化的 AMPK 对肝硬化-肝癌恶性转化

的预测作用 
陈曦，龚建平，杨小李 陈玮嘉 

《检验医学与临床》2020 年 17 卷 17

期 

34 “检验医学”遇上“人工智能” 
陈鸣，崔巍，陈瑜，郭玮，

刘善荣 
曾蕴林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20 年 3 月第

41 卷第 5 期 

35 
集成旋翼控制的直升机高带宽飞行控制

设计 

孙青云，李玉龙，鲁可，

吉洪蕾 
郑洁 《重庆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2 期 

36 
超声与 CT 融合成像在定位强直性脊柱

炎骶髂关节炎性血流信号中的价值 
胡震隆，朱家安 李治宏 

《临床超声医学杂志》2020 年 2 月第

22 卷第 2 期 

37 过伸性颈脊髓损伤影像学分型及其临床 王建杰，程黎明，曾至立， 刘国栋 《中华创伤杂志》 2020 年 36 卷      



指导价值 谢宁，麻彬，于研，朱睿，

崔志明，海涌，罗卓荆，

王哲，周许辉，陈雄生，

贾连顺 

第 12 期 

38 
Laser management of hypertrophic burn 

sca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Kevin M Klifto, 

Mohammed Asif, C Scott 

Hultman 

梁光萍 

《Burns & Trauma》2020 年第 1 期 

39 
Blunt trauma related chest wall and 

pulmonary injuries: An overview 
Bekir Nihat Dogrul 赵文俊 《中华创伤杂志》英文版 2020 年 3 期 

40 既有桥梁抗震加固设防标准研究 
唐光武，刘亮，谢皓宇，

刘鑫 
王芳其 《公路交通技术》2020 年第 6 期 

41 
基于路径规划的大容量钻杆自动输送系

统研究 
王清峰，陈航 陈玉涛 《矿业安全与环保》2020 第 1 期 

42 
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煤与瓦斯突出动态

预警模型 
宁小亮 陈玉涛 《矿业安全与环保》2020 第 3 期 

43 单光纤激光点火控制系统的研制 
钟海文，代媛媛，宋丽民，

曹军胜，高志坚 
别雄波 《激光杂志》2020 年第 1 期 

44 
内河电力推进游轮能效建模研究 尹奇志，陈兴，李猛，   

袁裕鹏 
刘翠 《内燃机》2020 年第 6 期 

45 
膝关节后内侧复合体断层解剖与三维可

视化研究 

杜振伟，熊雁，胡昕，   

宋艳，吴毅，张绍祥 
贺绍梅 《局解手术学杂志》2020 年第 4 期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08127520301103#!


46 
全光谱响应共掺光触媒材料的光催化性

能研究 
赵晓艳，齐倩玉，王洪水 王兵 《功能材料》2020 年第 51 卷第 10 期 

47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探讨自

拟“清瘟汤”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机

制 

马诗瑜，方洁，卞晓岚，

杨铭，郑岚，郑林 
张小林 《中国药业》2020 年第 7 期 

48 
一类潜伏期和染病期均传染的 SEIQR 流

行病模型的稳定性 

梁桂珍，郝林莉 张栒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 3 期 

49 

重大疫情下我国公众急性应激障碍对负

性情绪的影响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

用 

郭磊, 徐飘燃, 姚菲，  

张菲倚，齐乐，杨发辉 

包颖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

年 5 期 

50 
基于植保大数据的病虫害移动智能识别

系统———随识 

谢成军，刘振东，张炜，

陈天娇，陆明红，刘万才 
包颖 《植物医生》2020 年 2 期 

 

二等奖 

序号 期刊/作品名称 作者 责任编辑 刊载期刊及刊期 

1 “泰八”菠萝蜜在海南引种试种表现 

林日波，胡福初，邓居付，

赵亚，王义强，颜彩缤，

范鸿雁 

肖田 《中国南方果树》2020 年第 6 期 

2 基于 MTK 平台的音响系统设计 沈庆，芮守婷 唐婷 《移动信息》2020 年第 8 期 



3 
弹性介质中受轴向冲击载荷作用的圆柱

壳的屈曲临界载荷计算分析 
桂夷斐, 马建敏 韦轶 《应用数学和力学》2020 年 41 卷 4 期 

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药物的研究现状

及对策建议 
邹全明，李海波，曾浩 张维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20 年 42 卷第 9

期 

5 
胆囊息肉手术适应证的多中心回顾性研

究(附 2272 例报告) 
耿智敏 江鹏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0 年第 8 期 

6 
新疆 750 kV 网架对西部特高压同步电网

的适应性分析 
吴刚，张述铭 何欣 《电工技术》2020 年 15 期 

7 
风水互补主导一次调频的旋转备用优化

配置 

李智，王德林，周鑫，    

陈要光，曾谨科，杨仁杰，

李振鹏 

李玥 《电工技术》2020 年 14 期 

8 
基于 OFDR 技术的深层土体水平位移场

监测研究 

仇唐国，孙阳阳， 卢天鸣，

朱少华 
杨莉 《压电与声光》，2020 年第 1 期 

9 
一种新型降低 GIDL 的纳米线环栅场效

应晶体管 

唐雅欣，孙亚宾，李小进，

石艳玲 
戴永红 《微电子学》2020 年第 6 期 

10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技术的研究综

述 
罗元，王薄宇，陈旭 朱玲瑞 《半导体光电》2020 年第 1 期 

11 
面向长距离量子通信的双光子关联成像

技术 

王登峰，姚鑫，焦仲科，

刘玄，董帅 
朱玲瑞 《半导体光电》2020 年第 4 期 

12 建筑师主导下基于能耗模拟的建筑形体 洪烽桓，傅绍辉，徐岩， 袁李姝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0 年第 6 期 



与空间组织节能设计研究——以北京市

门头沟区体育文化中心为例 

王韬 

13 知觉现象的视觉原理解析 
邢秀丽，王海英，王彦君，

王凌飞，郭芳 
张迎新 《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20 年第 5 期 

14 
海岛地下水封洞库围岩稳定性及水封可

靠性研究 

彭振华，张彬，李玉涛，

李俊彦，石磊 
吕欣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20 年 第 6

期 

15 

Active corrosion protection of 

super-hydrophobic corrosion inhibitor 

intercalated Mg-Al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coating on AZ31 magnesium 

alloy 

Wang Xin; Jing Chuan; 

Chen Yuxiang; Wang 

Xiushuang; Zhao Gang; 

Zhang, Xing; Wu Liang; 

Liu Xiaoying; Dong Biqin; 

Zhang Yuxin* 

秦雪梅 《镁合金学报(英文)》第八卷第一期 

16 高性能计算与天文大数据研究综述 

汪洋，李鹏，季一木，    

樊卫北，张玉杰，王汝传，

陈国良 

李亚辉 《计算机科学》2020 年第 1 期 

17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社会传播学中的应

用研究和前景展望 
吴小坤，赵甜 喻藜 《计算机科学》2020 年第 6 期 

18 整体式光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进展 
张瑞阳，李成金，张艾丽，

周莹 
余波 《材料导报》2020 年第 2 期 A 

19 碳基非贵金属电催化剂研究进展 吴雷，彭犇，周军，      谢欢 《材料导报》2020 年第 12 期 A 



刘长波，岳昌盛，田玮，

宋永辉，姜磊 

20 

低氧预处理大鼠脂肪源性间充质干细胞

条件培养基对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愈

合的影响 

郜敏，张杰，王际壮，    

刘琰，章雄，施燕 
牟乾静 《中华烧伤杂志》2020 年 9 期 

21 
含异体角质形成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细

胞膜片治疗Ⅱ度烧伤创面的临床研究 

姜耀男，王雨翔，郑勇军，

胡晓燕，何飞，施文钧，

吴琼，夏照帆，肖仕初 

贾津津 《中华烧伤杂志》2020 年 3 期 

22 
聚乙烯醇和聚氨酯负压材料在Ⅲ度烧伤

切痂创面应用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 

黄振，王朋， 潘珍乙，   

董亮，苏建，徐能武 
莫愚 《中华烧伤杂志》2020 年 9 期 

23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动态指标体系构

建方法 

Alheji Ayman Khaled B, 

于娟，吴雨婷，王立雄 
王秀玲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报（中英文）》

2020，42（1） 

24 
pH 值和 DO 对 UVA-LED 光降解氧氟沙

星的影响:动力学、机理及路径 
姚娟娟，甘敬业，夏彬 胡玥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报（中英文）》

2020，42（3） 

25 
LiBH4 for hydrogen storage - New 

perspectives 

Zhao Ding, Shaoyuan Li, 

Yang Zhou, Zhiqian Chen, 

Weijie Yang, Wenhui Ma, 

Leon Shaw 

薛婧媛 
《Nano Materials Science》2020 年第 2

期 

26 
Emerging rechargeable aqueous aluminum 

ion battery: Status, challenges, and 

Du Yuan, Jin Zhao, 

William Manalastas Jr., 
颜永松 

《Nano Materials Science》2020 年第 3

期 



outlooks Sonal Kumar, Madhavi 

Srinivasan 

27 
基于自传感的数字石英陀螺温度补偿技

术研究 

冯立辉，王瑞，汤一，    

王松杰，崔建民 

刘小莉，邓雯

静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20 年 6 期 

28 

基于 Apriori 算法和“味性化味”矢量模型

的含石榴子藏药方剂的用药规律及药性

研究 

切尼项毛，才让吉，文成

当智，任青措，降拥四郎，

泽翁拥忠，南卡尖参，德

洛 

张元媛 《中国药房》2020 年第 31 卷第 8 期 

29 石膏基陶粒吸声材料的性能研究 
王妍蒙，陈怡冰，杨斯捷，

刘俊超，谢辉 
刘艳萍 《重庆建筑》2020/09 

30 
三峡水库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及水体富营

养化评价 

王顺天，雷俊山，贾海燕，

杨传国 
周丽新 《三峡生态环境监测》2020（1） 

31 
2007—2018 年重庆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

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冉婷，杨丹，苏维词 方兴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32 
公交通勤个体出行特征图谱构建及相似

性判别 

梁泉，翁剑成，周伟，    

荣建 
刘韬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 08 期 

33 
课程统整视域下地理教学的文化诠释与

表达 
傅洋 杨娅娜 《地理教育》2020（12） 

34 
课程标准与教材修订（一）——基于 2017

版课标对高中物理教材修订的总体思考 
廖伯琴 廖伯琴 《物理教学探讨》2020 年第 1 期 



35 

Service-aware 6G: An intelligent and open 

network based on the 

convergence of communication, computing 

and caching 

Yiqing Zhou，Ling Liu, Lu 

Wang, Ning Hui, Xinyu 

Cui, Jie Wu, Yan Peng 

Yanli Qi, Chengwen Xing 

郭毅 
《数字通信与网络（英文）》2020 年 6

卷第 3 期 

36 慢性脑缺血后脑组织 AQP4 的表达变化 易耀兴 冉明会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37 
姜黄素通过提高 Rab 家族蛋白的表达增

强 N2a/APP695swe 细胞的自噬作用 
周凡琳 唐秋姗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38  
疫情之下医学人文慕课建设的现状分

析与思考 
 

李亚平，常实，欧阳洋， 

邬晶，张霓妮，刘媛，    

陈翔 

张学颖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20 年第 6

期 

39 
美国医学院校近十年（2010—2018）课

程更新趋势、启示及借鉴 

蔡建辉，王柳行，王艳春，

郑中华，孙宝志 
曾玲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20 年第 8

期 

40 区块链研究综述 
曹傧，林亮，李云，      

刘永相，熊炜，高峰 
王敏琦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4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肝功能损伤的关系

初探：一项多中心研究 

刘川，江自成，邵初晓，

张红光，岳红梅， 陈振怀，

马宝义，刘维英，黄辉红，

杨杰， 王岩，刘洪艳，   

徐丹，王继涛，杨军妍，

潘洪秋，邹圣强，李福建，

孙宇航 《中华肝脏病杂志》2020 年 28 卷 2 期 

http://yxjyts.alljournals.ac.cn/yxjyts/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6001&flag=1
http://yxjyts.alljournals.ac.cn/yxjyts/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6001&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nsecn/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nsecn/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nsecn/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nsecn/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nsecn/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nsecn/


雷军强，李汛，何清，谷

野，祁小龙 

42 
长期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乙型肝炎

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危险因素 

臧伟伟，苏明华，零小樟，

王荣明，曹汴川，吴育龙，

邓德丽，韦慧兰，梁先帅，

江建宁 

朱红梅 《中华肝脏病杂志》2020 年 28 卷 8 期 

43 
茶叶可溶性膳食纤维提取及理化特性分

析 

王杰，张莹，杨娟，      

袁林颖，邬秀宏，钟应富，

徐泽 

丁志祥 《南方农业》2020 年第 1 期 

44 家蚕绵茧蛋白组学分析研究 
张轩，张会，胡建， 

杨宏国，刘春 
谭端 《蚕学通讯》2020 年第 40 卷第 2 期 

45 
基于 Cruise/Simulink 氢燃料电池混合动

力客车能量管理策略研究 

程啸宇，张炳力，李傲伽，

方涛，王志伟 
肖述 《客车技术与研究》2020 年第 3 期 

46 
耳机发烧友的终点站，HIFIMAN DEVA

评测 
戴杰 戴杰 《计算机应用文摘》2020 年第 16 期 

47 
发热量低、超频能力较强   

纯国产 DDR4 3000 内存实战体验 
马宇川 马宇川 《微型计算机》2020 年 8 月下刊 

48 

基于 NF-κB 信号途径的褪黑素对 SD 大

鼠肾脏热缺血及再灌注损伤的疗效及其

机制研究 

高摇，林杰，范振磊，    

曾仲,黄汉飞 

徐川平，唐璞 《重庆医学》2020 年第 49 卷 11 期 



49 
分布式驱动电动汽车横摆稳定性控制研

究 
张新锋，朱明，王奥特 杨黎丽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2020（02） 

50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治疗复杂肾上腺嗜铬

细胞瘤的临床疗效分析 

朱照伟，屈武功，朱阿丽，

王声政，陶金，范雅峰，

张雪培 

果磊 

《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 

2020 年 6 月第 14 卷第 3 期 

5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鉴别诊断:从初筛到

确诊 

冉桥生，熊瑜，张轩，    

王云霞，刘飞，张立群 
陈秋莲 

《检验医学与临床》2020 年 17 卷 10

期 

52 
基因魔剪 CRISPR/Cas:核酸精准检测的

新宠和利器 

冯春凤，王云霞，蒲晓允，

熊瑜，刘飞，张立群 
张梨虹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20 年 第 41

卷 第 3 期 

53 高低温下复合绝缘子抗拉性能试验 
马文俊，晏致涛，张璞，  

裘哲，游溢 
陈移峰 《重庆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 

54 
携galectin-7-siRNA超声纳泡靶向治疗大

鼠心脏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实验研究 

王卓，赵冰冰，李守强，

于丹丹，赵晨，姜双全，

冷晓萍 

幸勤 
《临床超声医学杂志》2020 年 4 月第

22 卷第 4 期 

55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严重创伤紧急手术及

感染防护专家共识 

李阳，李占飞，毛庆祥，

刘丁，张乐天，杨帆，    

解雨，周思儒，张画羽，

艾山木，唐昊，钟秋，    

郭庆山，王耀丽，张伟国，

陈力勇，白祥军，张连阳 

刘国栋 《中华创伤杂志》2020 年 36 卷第 2 期 

56 震后关键救灾设施中断特征推演模型 周愉峰 罗姗姗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57 

Predictors of itch and pain in the 12 

months following burn injury: results from 

the Burns Registr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BRANZ) Long-Term Outcomes 

Project 

Lincoln M Tracy, Dale W 

Edgar, Rebecca Schrale, 

Heather Cleland, Belinda 

J.Gabbe 

向涵驿 

《Burns & Trauma》2020 年第 1 期 

58 

Platelet-rich plasma accelerates skin 

wound healing by promoting 

re-epithelialization 

Pengcheng Xu, Yaguang 

Wu, Lina Zhou, Zengjun 

Yang, Xiaorong Zhang, 

Xiaohong Hu, Jiacai Yang, 

Mingying Wang, Binjie 

Wang, Gaoxing Luo, 

Weifeng He, Biao Cheng 

甄妮 《Burns & Trauma》 2020 年第 3 期 

59 
三黄散对自身免疫性大疱性皮肤病创面

感染防治研究 

曾彬，李元元，邬君，    

黎敏 

罗昀 《实用中医药杂志》2020 年 10 期 

60 

The severe COVID-19: A sepsis induced 

by viral infection? And its 

immunomodulatory therapy 

林洪远 田媛 《中华创伤杂志》英文版 2020 年 4 期 

61 Global road traffic injury statistics: 胡国清 赵文俊 《中华创伤杂志》英文版 2020 年 4 期 



Challenges, mechanisms and solutions 

62 
基于钢筋网联结的钢-ECC组合桥面结构

抗弯性能试验研究 

张文武，王怡凯，荣锐，

毕玉峰，宋杰，孙仁娟 
王芳其 《公路交通技术》2020 年第 2 期 

63 
不同孔密度多孔介质燃烧器内低浓度瓦

斯燃烧特性研究 

丁艳,林柏泉,袁隆基,   

宋正昶 
逄锦伦 《矿业安全与环保》2020 第 3 期 

64 
圆偏振光在含石墨烯一维缺陷光子晶体

的传输 

刘晨晨，郭亮，何一凡，

尹承平 
别雄波 《激光杂志》2020 年第 8 期 

65 

电调伺服驱动执行器嵌入式控制系统研

制 

惠小亮，张朦朦，李鹏豪，

曹钰，桑印，谭应波，    

刘洋，田梦江 

袁野 《内燃机》2020 年第 5 期 

66 枕骨大孔的形态学特征及临床意义 

陈波，段瑾东，刘远航，

卜佳琪，李凌巍，于茉含，

周雯卉，李胤兴，陈涵，

李志军，王超群，王星，

王伟志 

魏源 《局解手术学杂志》2020 年第 6 期 

67 重庆乡村：满含“渝味”植出乡愁厚度 刘辉 孙淑培 《农家科技》2020 年 9 月、10 月合刊 

68 
锂离子电池用 PEO 改性聚合物固态电解

质的研究进展 

黄兴文，廖松义，刘荣涛，

刘屹东，闵永刚 
李峰 《功能材料》2020 年第 51 卷第 9 期 

69 
欧盟与中国药品法律法规及检查体系对

比分析 

王晓，杨牧，王璐，      

张纯刚 
张静 《中国药业》2020 年第 10 期 



70 

如何让学生“喝”得更有营养——由《喝牛

奶问题》一课引发的对小学数学教材研

读的思考 

杨丽芳 王卉 《数学教学通讯》2020 年 3 月上旬 

71 
水槽造浪装置驱动机构运动特性分析与

仿真 

毛春雷，符伟杰，邵军，

智永明 
武海燕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72 
利用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求解一、二维

对流扩散方程 

陈文兴，戴书洋，田小娟，

郑宝娟，纪乐 

廖坤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 8 期 

73 
全血 SARS-CoV-2 特异性抗体检测对

2019-冠状病毒病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 

罗效梅, 王静, 张娅,   

薛成军, 杨坤,向利祥,  

李海军, 韩梅, 李梅,   

邓仁麑,罗福龙, 胡昌华, 

陈耀凯 

王新娟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

年 3 期 

74 植物医学的新概念———植物健康管理 丁伟 包颖 《植物医生》2020 年 3 期 

75 
新基建潜能主动力 

多角度思考 5G 产业布局 
李靖宇，蒲鹏 李靖宇 《新潮电子》2020 年 8 期 

 

 

 

 

 



三等奖 

序号 期刊/作品名称 作者 责任编辑 刊载期刊及刊期 

1 
对柑桔黄龙病防治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

法 
赵学源 李治飞 《中国南方果树》2020 年第 1 期 

2 油梨茎腐病新病原菌的分离鉴定 
王晓宇，李增平，张宇，

单金雪，吴如慧 
肖田 《中国南方果树》2020 年第 4 期 

3 
基于 ZigBee 技术的红原县地下水水质

监测系统研究 
蒋永平，程风欣 唐婷 《移动信息》2020 年第 8 期 

4 
基于复杂网络的黏性土颗粒边坡堆积体

失稳研究 
刘小飞，游世辉，谢纯凯 辛亮 《应用数学和力学》2020 年 41 卷 9 期 

5 
含压力基 Navier-Stokes 方程最优动力系

统建模和分析 
王金城，齐进，吴锤结 海治 《应用数学和力学》2020 年 41 卷 8 期 

6 
模拟实爆条件下新型聚脲类材料对肺冲

击伤的防护效应研究 

薛钰奇， 张华才，文大林，

杜娟，张安强，杨策，蒋建新 
邓强庭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20 年 42 卷第 19

期 

7 滤泡调节性 T 细胞分化的作用机制 刘新东，吴鑫 王红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20 年 42 卷第 24

期 

8 
异步分区后柔直控制方式对深圳电网第

三道防线的影响研究 

龚晨，马伟哲，史军，    

祝宇翔，卢艺 
杨正君 《电工技术》2020 年 3 期 



9 
基于双压电陶瓷驱动原理的精密定位平

台研究 

胡志平，谷森，唐飞扬，

孙浩楠，朱军辉，王勇，

汝长海 

许昕 《压电与声光》，2020 年第 3 期 

10 
面向植入式射频识别的超低功耗温度传

感器 

伏仕波，肖宛昂，毛文宇，

王昂，于丽娜 
武俊齐 《微电子学》2020 年第 6 期 

11 
一种具有鳍状阳极的垂直 GaN 功率二极

管 

欧阳东法，杨超，孙涛，

邓思宇，魏杰，张波，    

罗小蓉 

廖书利 《微电子学》2020 年第 5 期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产业适应性设计与

实践探索——以连云港班庄镇前集村为

例 

徐小东，张炜，鲍莉，    

刘梓昂 
田洁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0 年第 6 期 

13 
生死簿——也谈疫情以来的眼镜企业众

生百态 
徐晨力 刘哲宇 《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20 年第 9 期 

14 近视防控科普小研究 梅颖 张迎新 《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20 年第 2 期 

15 大直径钢管复合桩承载特性研究 
崔允亮，王海峰，王新，

魏纲，周峰 
梁宁慧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20 年 第 5

期 

16 
Advances in coatings on biodegradable 

magnesium alloys 

Yin Zhengzheng; Qi 

Weichen; Zeng 

Rongchang*; Chen 

杨艳 《镁合金学报(英文)》第八卷第一期 



Xiaobo; Gu Changdong; 

Guan Shaokang; Zheng 

Yufeng 

17 物联网声呐感知研究综述 
陈超，赵春蕾，张春祥，

罗辉 
栾秋悦 《计算机科学》2020 年第 9 期 

18 
金属有机框架衍生物的制备及催化性能

的研究进展 

郝博，唐一桐，李雪霏，

赵文波 
杨霞 《材料导报》2020 年第 6 期 A 

19 
一种自适应压降补偿下垂控制方法仿真

研究 

郗园，郑翔，张磊，      

田小野 
李秋燕 《自动化应用》2020 年 7 期 

20 
基于生物内稳态调节机制的分布式动态

目标跟踪策略 
金彦龄，赵旭鸽 刘红梅 《自动化应用》2020 年 8 期 

21 
大型铁路站房结构健康监测研究现状评

述 

潘毅，刘扬良，黄晨，    

郭瑞，鲍华，沈磊 
邓云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报（中英文）》

2020,42（1） 

22 

Photoelectrochemical evaluation of 

SILAR-deposited nanoporous BiVO4 

photoanodes for solar-driven water 

splitting 

Siti Nur’ain Haji Yassin, 

Adrian Soong Leong Sim, 

James Robert Jennings 
薛婧媛 

《Nano Materials Science》2020 年第 3

期 

23 
压缩灭弧防雷间隙对高铁线路雷击防护

的研究 

王巨丰，周勇军，徐宇恒，

毛成程，庞智毅 

邓雯静，刘小

莉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20 年 4 期 

24 高光谱匹配 LED 太阳模拟器的研究 胡鹏飞，王广才，王静，  刘小莉，邓雯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20 年 7 期 



欧琳，朱小峰 静 

25 
中药饮片和中成药重复用药评价标准的

构建 

胡珀，金炎，沈夕坤，    

李孟洋，胡芳 
刘明伟 《中国药房》2020 年第 31 卷第 19 期 

26 

抗肿瘤候选药物 Gedatolisib 在体外血浆

和人工胃/肠液中的稳定性研究及其降解

产物分析 

武婷婷，张宇，杜瑶，    

陈瑞，王丽丽，彭鸿曼，

汤磊，王颖，张吉泉 

邹丽娟 《中国药房》2020 年 31 卷第 12 期 

27 
基于 DMSP/LANDSAT 数据的成渝城市

群空间演化特征分析研究 
张周 刘艳萍 《重庆建筑》2020/01 

28 论公共艺术与街道空间活力重塑 尹一鸣，熊洁 刘艳萍 《重庆建筑》2020/09 

29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五味子治疗炎性肠病

机制研究 
徐志立，张明波 邓境 

《儿科药学杂志》2020 年第 26 卷第 10

期 

30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生态调度影响研究 
任玉峰，赵良水，曹辉，

阮燕云 
周丽新 《三峡生态环境监测》2020（1） 

31 含氯消毒剂的应用和环境毒性特点 
程胜梓，刘晶晶，刘红磊，

翟红艳 
周丽新 《三峡生态环境监测》2020（2） 

32 
一类非自治随机时滞 Lotka-Volterra 竞争

系统的动力学分析 
夏源培，杨志春 许甲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33 
基于 NSGA-Ⅱ的考虑客户满意度的多目

标车辆路径问题研究 
罗梓瑄，杨杰庆，刘学文 陈乔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34 基于灰色模糊的大桥对附近码头能力损 刘轶华，马利华，苑洋 朱汉容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失的研究 2020 年 07 期 

35 
公共交通管控对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疫情爆发期的影响分析 
姬杨蓓蓓，莫世杰，成枫 刘韬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 08 期 

36 
HSI 空间在低照度沥青混合料图像处理

中的应用 

曾晟，梁乃兴，杨遂中，

田晓峰 
黄杨程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 11 期 

37 

基于 3D 打印的高中物理课程资源的开

发与实践——以师生共同开发“3D 过山

车模型”教具为例 

夏煜明，王俊民 张正严 《物理教学探讨》2020 年第 2 期 

38 
粤北地区农村居民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状

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童峰，骆大治 戴丽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第 17 卷第 4

期 

39 
护理人员在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期间认

知行为的研究进展 

危宗杰，胡开会，李学勤，

苟欣，樊静 
李盈盈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第 17 卷第 6

期 

4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普通民众应

激状态的特点分析 

杜倩，张小丽，李佳钰，

高雪梅 
黄文杰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第 17 卷第 3

期 

41 
槲皮素通过调节 SIRT1/NF-kB 通路抑制

压力超负荷大鼠左心室肥厚 
杨荣培 冉明会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 

42 
Genomics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drug 

screening of SARS-CoV-2 
Long Chen, Li Zhong 张辉洁 

《Genes & Diseases》2020 年第 7 卷第 4

期 

43 
基于 Kirkpatrick 模型的军队医学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效果评估 
鲁娟，史芸，刘斌 唐宗顺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20 年第 4

期 

http://yxjyts.alljournals.ac.cn/yxjyts/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4001&flag=1
http://yxjyts.alljournals.ac.cn/yxjyts/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4001&flag=1


44 
基于 WOS 和 Citespace 的近十年全球脑

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王尧，孙燕群，湛乐， 刘

宏毅 
唐宗顺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20 年第

11 期 

45 
一种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在车辆路径问

题的应用研究 
文展，唐康健，李文藻 陈文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46 肝癌精准治疗的研究前沿 樊嘉，高强，黄润 孙宇航 
《中华肝脏病杂志》2020 年 28 卷 11

期 

47 
基于重庆高质高效创建核心区的水稻产

量构成分析 

方立魁，刘丽，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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