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闽科基函匚2016〕 17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同意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的函

各有关单位 :

根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

审核,同 意 566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请做好项目资

料归档工作.各单位承担的项目详见附件 ,

附件:省 自然科学基金 ⒛15年结题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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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科学基金⒛15年结题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编 号 项 日名称 项同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验收编号

35g 2014JO12o1 i● 底洲气/PL输管道泄榀及泄漏而产生的姓
气输运规律的模拟 张军 集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闽科基验

[2015)3o5号

]59 2014JO12oo 局强发船川硐热成形微观变化规律及对羽
料力学性能彩响的研究 郭幼丹 集关大学机 ltT程学院

闽TJ基验
[2015〕 367号

360 2013J01246 基于单纵模双波长光纤激光器朐太赫兹波
波产生刁r究

杜 勇 集美大学佶息工程学院
闽科基验
[2015]503兮

36⊥ 2013JO120口 鐾+人型船用柴汕机气缸油的纳米自修复
关健技术研究 戴乐阳 集美人学轮机△程学脘

闽科基验
[20⊥ 5I5之 9号

362 2013JO12oo 双定子旋转型行波超声电机建掼及工作机
理可F宄

纪跃波 集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闽科基验
(2015〗 4θ 5号

363 2O13JO】 1之 0
箔抗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 (MIF〉 方武
治疗大黄鱼炎疥疾病研究

徐哓津 集夫大学水产学脘 闽科塔验

[2015)342号

364 2013JO△ 137 刽带石斑TRL2介导的MyD88依 l li.Il信 号
通路9l肠逍菌群变化的响应

覃映雪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 闽TH基验
[20151545号

365 2013J01013 磁流体轴向共振超声行为及机△△研充 杨光 集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闽科基验

[20⊥ 5】 207号

366 2012JO5121 仝光纤向光激光光源及其应用研宄 徐惠真 集关大学理学脘
闽科基验
[之 Ols]582号

367 2012J05o5g 海洋真菌JM-l抗肿瘤活性化合物的研宄 杜希洋 橥美大学食品与生物I程学脘
闽科基验
(2015jO49写

268 2012JO1302 基手Multi Agent的智能化物流屺送系
统关键技水研宄

初良勇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
阃利基验
[20廴 5]361号

369 2012JO1280 全属纳米薄膜局J域 电场的研宄 黄晓菁 集美人学理学脘 闯科基验

r2o15】 142号

370 2012J01279 叁于非黑翕棋拟技术的密码协议复杂性分
杉干 刘午生 集美大学计笕机I程学院

闽利基验

I2015]202号

371 2012JO1p30 降低船舶柴汕机Nox排放的scR系统建模
与仿真研究 尹自斌 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l,t

河科基 l/

[201511衽 1号

372 2012J01229 基T信息融合技术的册舶能耗lT后建模研
宄 徐轶秕 桀美大学轮机I程学院

闽科基验
[20151332号

372 2012JO1227 吸附式海水淡化热力循环与吸附特忤研尤 工永青 榘美人学机械工程学脘
闽科基验

t2015〕 0,3号

374 2012.TO1226 基于形状沉积制造的类柔性系统集成技术
基础研宄

冯培锋 集关大学机械工程学脘
闽TJ基验

[2015]036号

275 2012J0l178 沙蚕对劐闭海湾滩涂的生物修复作用及J△

机理研宄 陈强 集美大学水产学脘
闽利基验

[20⊥ 51146号

376 2012JO1△ 衽0
日本囊对虾cathepsin B基囚在性腺发
肓中的功能研宄

林鹏 集美大学水产学炕
闽科基验
[20廴 5]255号

377 2012JO113θ 黄芪多糖刘半滑舌鳎兔疫应答的影响 刘全海 榘美大学水产学脘 闯科基验
[2015)220号

37B 2012J0l137

p JMuast基 因的整合表达对法夫酵fJ菌

株JMu Mvp14合成虾肯素的影响及机理
研究

李矛刂君 集关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闽科基验
[2015117S号

379 2012JO1013 尤界区域上的混合谱方法及其应用 梁宗旗 集夫大学理学脘
【2015)046号
利基验闽

380 201△ J05006 全同量子点晶格拘筑及共结构性质表征 周昌杰 桀美大学理学院
闽科基验

[20△ 5)224号

381 2011JOl]2o 垦+动力俾塑性刊程及能量原理的结构损
伤理论矶充

林焊斌 集芙大学I程技术学脘
闽科基验

[2015〗 347号

3B2 2011JO1228 大贲鱼s○x基囚在性腺发育巾的作用研 IL 姜永华 集美大学水产学脘
闽科基验
[2015I4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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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科学基金⒛15年结题项目清单

序号 顼目编号 项 目名称 顼 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验收编号

383 2011J0△ 226 食物脂肪酸对丙烯酰胺0h致结肠粘膜癌变
及痈前病变影响朐实验性研宄

张希春 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闽科基验
田015]051号

38衽 2009J051钅 9
分离吸收、电荷和倍增层4H-si0雪崩光
电探测器的研制 朱会丽 集美大学理学脘

闽科基验
r2o15)564号

385 2009JO1o35 海泮鱼类细胞色素p45o对溴系腮燃剂的
代谢及生态毒理研宄

冯涛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 闽科基验
吻01513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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