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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锋
材料加工
工程

刘东雷 材料加工工程 辛勇 无

1、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transitional shear 
flow behavior of the compressible and isothermal 
thermoplastic polymer. 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2019, 37(5): 518-526.  (第二作者，导师
为第一作者，SCI，二区)
2、The polymer-metal interactive behavior in 
polyphenylene sulfide/aluminium hetero interface 
in nano injection molding. Composite Interfaces, 
2019, 26(6):1-12. (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
SCI)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51565034）：聚合
物注射成型取向微宏观物理场定量理论与数值计
算方法研究，40万，2016.01-2019.12，在研（科研
骨干）
2.江西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51BBE50033）：
生物医用高精密功能元器件注塑成型微尺度形态-
服役性能研究，5万，2016.01-2018.12，结题（科
研骨干）
3.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150009)：
纳米注塑聚合物/金属基材异质界面物理锚栓与粘
合机制，5万，2016.09-2018.08，结题（科研骨
干）
4.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YC2019-
S051）：纳米注塑聚合物/金属异质界面分子动力
学模拟研究，2019.06-2021.05，0.5万，主持

2 黄逸宸
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
物理

张莹 机械工程 张莹 无

含内热源的多孔方腔流热耦合非正交MRT-LBM
数值模拟[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9, 
45(9): 1700- 171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EI，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66012，
11562011）；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1BAB206031)；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基金（YC2019-S016)

3 李志豪
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
物理

李培生 机械工程 李培生 无

基于LBM伪抛模型下的三维大密度液滴撞击壁
面数值研究，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A辑，录用
通知，2019年12月4日，CSCD，本人为第二作
者，导师为第一作者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66012，
11562011）；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1BAB206031)

4 宋亮金
空间等离
子体物理
与技术

周猛
环境科学与工

程
周猛 无

Reconnection Front Associated with Asymmetric 
Magnetic Reconnection: Particle-in-cell 
Simulations[J].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2019, 881(1): L22.，第一作者 ，SCI一区

主持南昌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一项

5 鄢祥辉
化学工程
与技术

曾哲灵
环境科学与工

程
弓晓峰 无

1、Influence of phenolic compounds on 
physicochemical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protein isolate from Cinnamomum camphora seed 
kernel，Food Hydrocolloids，2019-12-19，录用
通知，第一作者，SCI一区。
2、水乳化萃取与冷冻破乳化释放组合提取茶籽
油，中国油脂，Vol.42,No.5,2017，第二作者，
CSCD。
3、解淀粉芽孢杆菌诱变菌株NCU116-1的生物
学特性及其酶系分析，食品工业科技，
Vol.38,No.10,2017，第二作者，CSCD。

6 相明雪
环境科学
与工程

章萍
环境科学与工

程
章萍 无

1、Novel Two-Dimensional Magnetic Titanium 
Carbide for Methylene Blue Removal over a Wide 
pH Range: Insight into Removal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11(2019)24027-24036，第二作者 
（导师为第一作者），SCI。
2、The enhancement roles of sulfate on the 
adsorption of sodium dodecylsulfate by calcium-
based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microstructure and 
thermal behavior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6(2019)19320-19326，第二
作者 (导师为第一作者) ，SCI。
3、水分管理对鄱阳湖南矶山土壤硒形态及藜蒿
硒吸收的影响，南昌大学（理科版），
3(2019)269-273，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
者），中文核心。                                                   
                                                                                   
                 4、底泥就地稳定化中零价铁(Fe0)对
有机污染物的作用及其对上覆水体水质的影
响，湖泊科学，30(2018)1218-1224，第二作者
（导师为第一作者），EI。

主持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一项

7 曹伟
材料科学
与工程

杜国平
材料科学与工

程
杜国平 无

 In Situ Electrochemical Synthesis of Rod-Like Ni-
MOFs as Battery-Type Electrode for High 
Performance Hybrid Supercapacitor, J. 
Electrochem. Soc., 167 (2019) 11，SCI二区，第
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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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易永源
空间等离
子体物理
与技术

周猛
材料科学与工

程
邓晓华 无

On the Energy Conversion Rate during 
Collisionless Magnetic Reconnection，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883.1 (2019): 
L22，第一作者 ，SCI一区，2018影响因子8.374
。

主持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一项

9 王贻刚
微尺度科
学与技术

王红明
微尺度科学与

技术
王红明 无

Benzocaine-incorporated smart 1,3-squaraine dyes: 
Red emission, excellent stability and cell 
bioimaging., Dyes and Pigments, SCI一区，第一
作者，录用通知

10 张红霞 基础医学 黄孝天 基础医学 黄孝天 无

1.sncRNAs packag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outer 
membrane vesicles attenuate IL-8 secretion in 
human cells ,Int J Med Microbiol, ISSN: 1438-
4221, 2019年9月, pubmed收录，第一作者，SCI
二区，IF=3.362
2. Anti-CRISPR proteins targeting the CRISPR-
Cas system enrich the toolkit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FEBS Journal,2019年11月, 完整检
索，第一作者，SCI二区，IF=4.739 ，综述。

CVB3病毒VP1与MAT1相互作用靶向CAK复合物
并阻滞胰腺炎细胞于G1/S期

11 甘雨 基础医学 陈加祥 基础医学 陈加祥 无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induc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of mouse GC-1 spg cells.
第一作者,SCI二区,IF=2.649,SCI,pubmed检索。

无

12 刘玉寒 基础医学 王建斌 基础医学 王建斌 无

CyclinB1 Deubiquitination by USP14 Regulates 
Cell Cycle Progression in Breast Cance，
Pat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SCI四区，
IF=1.794，论著，2019年8月，共同第一作者排
第二，完整检索。

2019年度南昌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去
泛素化酶USP14在非小细胞肺癌代谢中的作用及
分子机制研究，CX2019138，第一负责人

13 杨彬 药学 何明 药学 何明 无

Tetramethylpyrazine Attenuates the 
Endotheliotoxicity and the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by Doxorubicin via 14-3-3γ/Bcl-2，
Oxidative Medicine and Cellular Longevity，2019
年12月3日，第一作者， SCI二区，IF :4.868 ，
用稿通知。

无

14 龙丹
临床检验
诊断学

万腊根 临床医学 李俊明 无

1、Whole genome assembly and functional portrait 
of hypervirulent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NDM-1 
and KPC-2 co-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of 
capsular serotype K2 and ST86，2019年3月7日发
表于J Antimicrob Chemother，与刘洋共一排第
二,5.217。
2、Phenotypical profile and Global Transcriptomic 
Profile of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due 
to carbapenemase-plasmid acquisition，
(2019)20:480, 2019年6月11日发表于BMC 
Genomics，与祝兰兰共一排第一，3.501.

1.获批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碳青霉烯
类耐药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耐药获得、毒力及分

子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一项

15 刘聪
内科学
（消化）

朱萱 临床医学 谢勇 无

1、2019年11月，Ursolic Acid Improves Intestinal 
Damage and Bacterial Dysbiosis in Liver Fibrosis 
Mice，SCI二区，IF=3.845分，与万思哲共同第
一排第2，Pubmed收录
 2、肝窦内皮细胞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与万思哲共同第一排第1，已录
用，北大核心。

参与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
NOX2/NLRP3/caspase-1/IL-1β正反馈环形通路探究
熊果酸抑制Kupffer细胞炎性活化的靶分子的作用

机制》

16 吴玮琪 眼科学 廖洪斐 临床医学 黄国富 无

1、Flutamide ameliorates uterine decidualization 
and angiogenesis in the mouse hyperandrogenemia 
model during mid-pregnancy，PLOS ONE，
ISSN: 1932-6203, 2019，SCI三区，IF=2.776，
共同第一作者，排第二。
2、Kaempferol protects mitochondria and 
alleviates damages against endotheliotoxicity 
induced by doxorubicin（审稿中），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SCI三区，IF=3.17，
第一作者。

获2019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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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谢留明
食品科学
与工程

申明月
食品科学与工

程
黄志兵 无

1、Chemical modifications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heir anti-tumor activities，Carbohydrate 
Polymers，ISSN: 0144-8617, 2019年10月，
229(2020)115486, 化学领域 在线发表，第一作
者，SCI一区，IF=6.044                        2、Dual 
modifications on the gelatinization, textural, and 
morphology properties of pea starch by sodium 
carbonate and Mesona chinensis polysaccharide，
Food Hydrocolloids，ISSN:0268-005X, 2019年12
月, 食品领域, 录用通知，共同第一作者，SCI一
区，IF=5.839

无

18 王浩强
食品科学
与工程

刘成梅
食品科学与工

程
刘成梅 无

Improving instant properties of kudzu powder by 
extrusion treatment and its related mechanism.，
Food Hydrocolloids，101(2020)105475，2019年
11月在线发表，食品领域，IF=5.839，第一作
者

无

19 马丽
食品科学
与工程

邹立强
食品科学与工

程
刘伟 无

One-step preparation of high internal phase 
emulsions using natural edible pickering 
stabilizers: Gliadin nanoparticles/gum Arabic, Food 
Hydrocolloid, 100(2020)105381，食品领域, 发表
时间:2019.9, 在线发表, SCI一区, IF=5.839, 第一
作者

31860452（疏水性褐变抑制剂协同/竞争界面乳液
的构建及其对果蔬酶促褐变影响），31972071
（环境响应型食品乳液传递体系构建及其负载活
性成分生物利用率改善机制）， 31601468（多酚-
赋剂型乳液食品体系的构建及其增溶稳定机制和
生物利用度），20171ACB20005（新兴食品乳液
运载体系的构建及其对营养物生物利用率的影响
机制）

20 赵钧馨 发酵工程 曾哲灵
食品科学与工

程
曾哲灵 无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microencapsulated dodecyl gallate with methyl-β-
cyclodextrin，Food Control，109(2020)106953，
在线发表时间2019.10.15，第一作者，SCI一区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食品科
技）IF:4.248。

21 王舒
食品科学
与工程

涂宗财
食品科学与工

程
涂宗财 无

Inhibition mechanism of α-glucosidase inhibitors 
screened from Artemisia selengensis Turcz 
root,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143(2020)111941, 2019年11月在线发
表,SCI一区  IF：4.191，第一作者

无

22 郭芳华
食品科学
与工程

熊华
食品科学与工

程
熊华 无

Phenolics of Green Pea (Pisum sativum L.) Hulls, 
Their Plasma and Urinary Metabolites, 
Bioavailability, and in Vivo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a Rat Model，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19,67,11955-11968，SCI一区，
IF:3.571，第一作者。

无

23 应孟曦
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

余强
食品科学与工

程
崔武卫 无

Cultured Cordyceps sinensis polysaccharides 
attenuate cyclophosphamide-induced intestinal 
barrier injury in mice,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62 (2019)103523，IF：3.197，第一作
者，SCI一区。

无

24 魏敏
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

魏华
食品科学与工

程
魏华 无

Enterococcus hirae WEHI01 isolated from a 
Chinese healthy infant ameliorates the syndromes 
of type 2 diabetes via elevation of the abundance of 
Lactobacillales in rats， J. Dairy Sci. 乳品科学 
ISSN: 0022-0302, 2019， 第一作者，SCI一区，
IF=3.082。刚接收，还未出具体时间。

无

25 郭宇乾
食品科学
与工程

熊勇华
食品科学与工

程
熊勇华 无

Natural enzyme-free colorimetric immunoassay for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detection based on 
the Ag+-triggered catalytic activity of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coated gold 
nanoparticles，Sensors ＆ Actuators:B.Chemical, 
2019年11月(刊登),录用通知,SCI一区，
IF=6.393，第一作者 。

1.“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要真菌毒素在食
品加工过程中转化规律及减控机制》 
(2018YFC1602203)。
2.“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食品中生物
毒素特异性增敏检测与非靶向确证技术研发》
(2018YFC1602505)。

26 杨俊
食品科学
与工程

温辉梁
食品科学与工

程
王远兴 无

Recent advance in delivery system and tissu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hondroitin sulfate,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91120在线发表， 第
一作者，ISSN:0144-8617,SCI一区，IF:6.044

无

27 陈淑婷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喻登科
管理科学与工

程
喻登科 无

管理创新有效吗？基于2017年国家级企业管理
创新成果的实证研究，录用通知，第二作者(导
师第一），CSSCI

主持南昌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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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军超 化学 熊仁根 化学 熊仁根 无

The First Molecular Thermochromic Ferroelectric,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2019,DOI:10.1002/ange.201914193,第一
作者，录用通知，SCI, IF=12.257

29 彭钟有 化学 谈利承 化学 谈利承 无

1、Construction of facile ion and electron 
diffusion by hierarchical core-branch Zn substituted 
Ni-Co-S nanocomposite for high-performance 
asymmetric supercapacitors,Carbon 153 (2019) 
531-538.   SCI一区，影响因子7.466， 第一作者 
  
  

《宏量制备稳定分散高导电的铝掺杂氧化锌作为
电子传输层应用于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30 黄学祥 化学 谌烈 化学 谌烈 无

A r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halogen 
atom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olymer donors on the 
performance of polymer solar cells . Organic 
Electronics, 70(2019)86-92.共同一作.SCI二区，
影响因子3.45

31 张程蓉 化学 梁汝萍 化学 邱建丁 无

Discrimina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by magnetic functionalized graphene oxide-based 
microchip system，2019，第一作者，录用通
知，SCI二区，IF:3.218.

32 罗秋霞 化学 梁汝萍 化学 梁汝萍 无

Gold nanoclusters enhanced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of g-C3N4 for protein  
kinase activity analysis and inhibition，第一作
者，856 (2020) 113706, SCI二区,IF:3.218

33 曾毓灵 化学 蔡琥 化学 熊仁根 无
《对位氟奎宁环分子及其衍生物配体铁电体的
研究与设计》——文章在投

《氢/氟取代调控铁电性质及构筑高性能分子铁电
体》——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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