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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宝华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基于链表结构的启发式属性约简算法 论文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16.03 CSCD 一

2 梁宝华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有序不可区分串的属性约简增量更新算
法

论文 计算机科学与探索 2016.08 CSCD 一

3 梁宝华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基于校企联运平台的软件工程实践教学
的改革与创新

论文 巢湖学院学报 2016.12 三类 一

4 梁宝华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软件工程课程群教学团队 教研项目 教育厅 2016.9
二类（省级教学

团队）
一

5 梁宝华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应用、创新能力培养
模式

教学成果奖 巢湖学院 2016.9 校级三等奖 一

6 张帅兵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组织中团队间学习路径研究 学术论文
淮海工学院（人文社会科

学版）
6 三类 一

Relay selection for maximiz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单位（加盖公章）： 信息工程学院                              负责人（签章）：                                              日期：2017.1.5

巢湖学院2016年度科研成果统计汇总表

7 吴其林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Relay selection for maximizing the
number
of successive transmission in
cooperative
networks

论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allel, Emergent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42459 一类 二
通信
作者

8 吴其林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多跳Ad Hoc网络中协作路由算法研究 项目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75576 三类 一 结项

9 吴其林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一种多跳无线自组织网络中的跨层
协作传输协议及其应用

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6.8.22 一

10 疏志年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一种微计算机软件加密保护装置 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6.12.2 一



11 王占凤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探讨 论文 巢湖学报 2016.12第六期 三 一

12 江家宝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三值光计算机MSD数转标准二进制数的硬
件实现

论文 南理工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40卷第3期、2016

年6月
国家级 二

13 江家宝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三值光学处理器重构控制策略与方法的
研究

科研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6年3月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4 江家宝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三值光学处理器重构与控制策略的研究 科研项目 安徽省科技厅和教育厅 2016年11月
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

15 刘拥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一种计算机信息系统 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 ZL201520900608.X 第一

16 刘拥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一种计算机信息安全防护装置 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 ZL201620173154.5 第一

17 刘拥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英文文献辅助阅读和管理软件 软件著作权 国家版权局 2016SR073968 第一

18 刘拥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基于角色行为回溯的数据库监控系统研
究

科研项目
校自然科学 一般 立项

19 刘拥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基于角色行为的数据库安全实时监控
自动化系统研究

科研项目
省自然科学 重点 申报

基于模糊预测控制的藻类培养环境下PH
20 刘波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基于模糊预测控制的藻类培养环境下PH
值的检测控制研究

论文 赤峰学院学报 2016年第5期 一

21 徐芳 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移动学习在
省内应用型高校中的应用现状及对策研
究（项目编号SK2013B319）

课题 四类 一 结题

22
汤柱亮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基于分形理论的图像压缩方法研究 项目 巢湖学院 2016.06 五类 一

23 汤柱亮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基于分形的绝缘子泄漏电流数据压缩研
究 论文 现代营销 2016.04 四类 一

24 汤柱亮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Linux操作系统的教学与应用 论文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16.06 四类 一

25 汤柱亮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Java程序设计 教材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07 编著 一



26
刘旭

（大）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

论文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42705  三类 一

27
刘旭

（大）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方法的研究-以c
学院为例

论文 巢湖学院学报 42614 三类 一

28 黄贵林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基于相同数据位的SoC测试数据压缩方法 论文 巢湖学院学报 2016.06 三类 一

29 黄贵林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基于多扫描链的片上网络测试集归并方
法

论文 自动化应用 2016.1 四类 一

30 张勇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项目 项目申报 安徽省教育厅 2016.11申报 一

31 张勇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项目申报 安徽省教育厅 2016.12申报 一

32 严小燕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蚁群算法在巢湖地区旅游路线优化中的
应用研究

结项 巢湖学院 2016.1 校级 一

33 严小燕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蚁群算法在环巢湖地区自驾游路线问题
中的应用

论文 巢湖学院学报 2016年第18卷第3期 三类 一

34 严小燕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蚁群算法求解TSP中的参数设置 论文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16年第12卷第22

期
四类 一

35 韩俊波 信工学院 实验师
基于大数据的社交网络社团发现算法的
研究

项目 校级 一

36 韩俊波 信工学院 实验师 深度学习算法与应用探究 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6（10） 3类 一

37 韩俊波 信工学院 实验师
基于Android的移动房地产市场动态监测
系统设计

论文 高师理科学刊 2016（11） 4类 一

38 王巍 信息工程学院
办公室
主任

江苏省残疾人体育相关服务和需求情况
分析

论文 宿州学院学报 2016.05 三类

39 王巍 信息工程学院
办公室
主任

新时期我国体育利益均衡化发展的理论
研究

论文 巢湖学院学报 2016.06 三类

40 卜华龙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半监督冗余特征检测技术研究 项目 教育厅 2016.1 三类 一



41 卜华龙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一种基于ECVM的Tri-training半监督垃
圾邮件检测算法

论文 宿州学院学报 2016.8 三类 一

42 叶海燕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浅析物联网技术在
科技馆中的应用

论文 信息化建设 2016.11 国家级 一

43 陈崇新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以过程性、多元化评价带动电子商务专
业考试考核改革研究

论文
西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
2014.12 三类 一

44 鲁业频 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学科竞赛与专业学习--兼谈机器人大赛 学术讲座 巢湖学院 201612.3 一

45 方周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基于暗原色优先理论的Retinex视频去雾
算法的研究与实现

综合研究 自拟
2016.5.1/2016.6.2

4
一

46 徐秋月 信息工程学院 讲师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研究 项目 省教育厅 2016 四类 一

47 张正金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计算机网络》教材 著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普通高校计算
机类应用型本
科系列规划教

材

二

48 金加卫 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大数据环境下商业情报分析方法研究 论文

注：1.“成果形式”栏须按照论文、著作、获奖成果、学术讲座、学术会议、专利、推广成果等分类填写。

    2.“单位序”指第几完成单位，如“巢湖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填写“一”即可；如“巢湖学院”为第二完成单位，填写“二”即可。

注：1.“成果形式”栏须按照论文、著作、获奖成果、学术讲座、学术会议、专利、推广成果等分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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