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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test for variance change in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非参数回归
模型方差变点的比率检验）

青海省数学学会 陈占寿 青海师范大学

Signless Laplacian Eigenvalues and
Circumference of Graphs（图的无符号
拉普拉斯特征值和周长）

青海省数学学会 王建锋 青海师范大学

The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a new phase
change material: CaCl2.6H2O–

MgCl2.6H2O eutectic hydrate salt

（CaCl2•6H2O–MgCl2•6H2O相变材料的改

性研究）

青海省化学学会 李刚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

Isolation, stability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anthocyanins from Lycium
ruthenicum Murray and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青藏高原黑果枸杞和唐古特白刺
中花青素的分离、稳定性和抗氧化活性研
究)

青海省化学学会 胡 娜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

Microphysical Responses to Catalysis
During a Stratocumulus ircraft
Seeding Experiment over the
Sanjiangyuan Region of China（三江源
地区秋季一次层积云飞机人工增雨催化试
验的微物理响应）

青海省气象学会 王黎俊
青海省气象局人工影

响天气办公室

Fluorescent sensor for Hg2+

detec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水溶液中检测Hg
2+
的荧光传感器)

青海大学 韩爱霞 青海大学

Shared and Unique Signals of High-
Altitude Adaptation in
Geographically Distinct Tibetan
Populations（不同地区藏族人群共享和
独特的高原适应基因和表型）

青海大学
乌仁塔
娜

青海大学

Tenacity of total graph（全图的粘连
度）

青海民族大学 李银奎 青海民族大学数学院

Solution Structure of Energy Stored

System I: Aqua-B(OH)4-：A DFT, Car-
Parrinello Molecular Dynamics and
Raman Study(硼酸盐储能体系溶液结构I:

水合B(OH)4-离子—A DFT、CPMD及Raman
光谱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
究所

周永全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magnesium oxysulfate
whisker（碱式硫酸镁晶须表面改性机理
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
究所

党力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

三等奖（25篇）（按理工农医学科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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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Lithium Exploitation from
Carbonate Subtype and Sulfate Type
Salt-Lakes of Tibet（西藏碳酸盐型和
硫酸盐型盐湖卤水提锂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
究所

朱成财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of
nickel analogs ionic
liquid based on choline chloride（基
于氯化胆碱的镍类离子液体物理化学性质
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
究所

王怀有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

Effect of Impurities on the
Solubility, Metastable Zone Width,
and Nucleation Kinetics of Borax
Decahydrate（不同共存离子对十水硼砂
溶解度、介稳区及成核动力学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
究所

彭姣玉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

A Decentralized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Approach of
Data Centers for Cloud Computing（一
种用于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非集中式虚拟机
迁移方法）

青海省计算机学会 王晓英 青海大学

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有效烃源岩特征及
油气聚集规律

青海省石油学会 翟志伟
青海油田公司勘探开

发研究院
 Proteomic analysis of leaves of
different wheat genotypes subjected
to PEG 6000 stress and rewatering
（不同基因型小麦干旱胁迫与复水后叶片
差异蛋白质组学研究）

青海省农学会 叶景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人工合成甘蓝型油菜早期世代基因组变异
的AFLP和MSAP标记

青海省农学会 赵志刚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稞Hva1基因的表达模式和表达载体的构
建

青海省农学会 姚晓华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A novel and other bioactive
secondary metabolites from a marine
fungus Penicillium oxalicum 0312F1
（海洋真菌Penicillium oxalicum
0312F1中分离到一种新的化合物及其它具

有生物活性作用的化合物）

青海省农学会 沈硕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天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 青海省草原学会 辛玉春 青海省草原总站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al Yak to Hypoxia Base on
Skeletal Muscle Mitochondria
Ultrastructure (基于骨骼肌线粒体超微
结构研究生长期牦牛低氧适应性)

青海大学 张勤文 青海大学

慢性高原病患者脑灰质变化的VBM-MRI研
究

青海省医学会 刘彩霞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地区藏族人群着色性干皮病基因D、
谷胱甘肽-S-转移酶M1基因多态性与肝癌
易感性的关系

青海省医学会 赵君慧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高原鼠疫病原生态学研究 青海省医学会 代瑞霞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

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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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青海省分离的布鲁杆菌菌株的鉴
定和分析

青海省医学会 薛红梅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

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