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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统计说明

1、检索时间和统计方法：

① 检索时间段：从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19 年 9月 30 日；

② 检索词：以“沈阳工业大学”作为检索词；

③ 检索字段：“作者机构”字段；

④ 检索结果：经工作人员认真核对、筛选，然后按学院分类整理并统计。

2、本次统计工作由图书馆学科服务组工作人员完成，统计结果若有不准确之处，

请与我们联系更正。

联系人：刘英煜 商璐

联系电话：2549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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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第一、二、三季度 CSSCI收录各学院论文情况

由于版面有限，每篇论文按如下信息项编制：

(1) 来源作者

(2) 来源篇名

(3) 期刊

（一）机械工程学院（1 篇）

1． 来源作者: 李文强、段振云、赵文辉

来源篇名: 基于偏最小二乘模型的无人机航材需求预测方法

期刊: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篇）

1． 来源作者: 逄红梅、黄宏军、高健

来源篇名: 美国在线高等教育成长轨迹及启示——基于产品生命周期视角

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三）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1篇）

1． 来源作者: 李佳、刘艳秋、张颖、岳笑含

来源篇名: 带有遗憾值约束的 4PL网络设计鲁棒优化模型与仿真

期刊: 系统管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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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学院（11 篇）

1． 来源作者: 袁峰、刘玲、邵祥理

来源篇名: 基于前景理论和 VIKOR的互联网保险消费决策模型

期刊: 保险研究

2． 来源作者: 王海军、温兴琦

来源篇名: 资源依赖与模块化交叉调节下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研究

期刊: 科研管理

3． 来源作者: 王海军、陈劲

来源篇名: 科技资源对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我国石油天然气装

备产业为例

期刊: 青海社会科学

4． 来源作者: 侯芳

来源篇名: 面向知识员工的预置群体二元式绩效评价方法

期刊: 系统管理学报

5． 来源作者: 于超、樊治平、李永立

来源篇名: 面向单目的地多旅游行程的旅游产品族优化设计方法

期刊: 旅游科学

6． 来源作者: 王海军、成佳、邹日菘

来源篇名: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知识转移协调机制研究

期刊: 科学学研究

7． 来源作者: 王海军、张悦

来源篇名: 企业模块化协同创新及网络化资源管理:基于海尔的探索性研究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8． 来源作者: 王海军、陈劲、成佳

来源篇名: 基于模块化视角的 ICT企业专利合作网络研究:华为案例

期刊: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9． 来源作者: 李佳、刘艳秋、张颖、岳笑含

来源篇名: 带有遗憾值约束的 4PL网络设计鲁棒优化模型与仿真

期刊: 系统管理学报

10．来源作者: 王海军、刘玉琳、余维田

来源篇名: 模块化嵌入的工程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期刊: 软科学

11．来源作者: 王海军、王楠、陈劲

来源篇名: 组织模块化嵌入的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

期刊: 科学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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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理学院（3 篇）

1． 来源作者: 杜洪波、白阿珍、朱立军

来源篇名: 基于改进的密度峰值算法的 K-means算法

期刊: 统计与决策

2． 来源作者: 陈岩、李明月、曲家杰

来源篇名: 基于区间数信息的群决策逆判方法

期刊: 统计与决策

3． 来源作者: 李佳、刘艳秋、张颖、岳笑含

来源篇名: 带有遗憾值约束的 4PL网络设计鲁棒优化模型与仿真

期刊: 系统管理学报

（六）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1篇）

1． 来源作者: 白泉、边晶梅、于贺、盛国华

来源篇名: 虚实结合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期刊: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七）经济学院（3 篇）

1． 来源作者: 马千里/付岱山

来源篇名: 能源消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2． 来源作者: 逄红梅、黄宏军、高健

来源篇名: 美国在线高等教育成长轨迹及启示——基于产品生命周期视角

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3． 来源作者: 张楠/孙湘淇

来源篇名: 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对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

期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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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国语学院（5 篇）

1． 来源作者: 尚菲菲

来源篇名: 翻译视角下跨民族文化冲突的化解理路

期刊: 贵州民族研究

2． 来源作者: Hsu,Hsuan L./尚菲菲

来源篇名: “黑暗”世界的别样解读——马克·吐温及其作品中的亚裔移民

期刊: 学习与探索

3． 来源作者: 高宏

来源篇名: 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路向与新作为

期刊: 内蒙古社会科学

4． 来源作者: 王亚光

来源篇名: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英雄和信仰

期刊: 当代电影

5． 来源作者: 尚菲菲

来源篇名: 人文古树:中国历史别样记载与文化传播

期刊: 中国出版

（九）马克思主义学院（3 篇）

1． 来源作者: 逄红梅、黄宏军、高健

来源篇名: 美国在线高等教育成长轨迹及启示——基于产品生命周期视角

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2． 来源作者: 丁春福

来源篇名: 实现共享发展的几个重点问题及对策

期刊: 经济纵横

3． 来源作者: 韩影

来源篇名: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五个视角

期刊: 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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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4 篇）

1． 来源作者: 郭晓亮、吉海涛、郭雨梅、张璐

来源篇名: 学术期刊共媒体云发展模式初探

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 来源作者: 郭雨梅、吉海涛、郭晓亮、张璐

来源篇名: 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演化路径

期刊: 科技与出版

3． 来源作者: 郭晓亮、吉海涛、郭雨梅、张璐

来源篇名: 学术期刊共媒体云与自媒体库互动融合的构想

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4． 来源作者: 景勇、郭雨梅、钟媛、尹淑英

来源篇名: 科技期刊融合发展的阶段、内涵与策略

期刊: 编辑学报

（十一）其他：未注明学院（1篇）

1． 来源作者: 姜麟、周莹、陈扬

来源篇名: 重拾信仰:《冈仁波齐》与现代性信仰危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期刊: 当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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