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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ｉｎｉｔｅ⁃ｔｉ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 ＱＩ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ＬＩＵ Ｗｅｎｈｕｉ
Ｄｅｎａｕｉｔ⁃Ｈａｒｔｅｎｂ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Ｂａｅｚ ｍｉｒｒｏｒ
………………………………………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 ＸＩＡＯ Ｓｈａｌｉ ＬＩＮ Ｒｕｉ 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ｙｕｎ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ｎ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ＡＯ Ｙｉｎｇｙｉｎ ＹＡＮＧ Ｙｉ ＤＡＩ Ｘ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 ＳＵ Ｘｉａｏｊｉ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ＤＩＮＧ Ｓｈｕｆｅｎ ＬＩＵ Ｋａｉ ＹＡＮＧ Ｒｏｎｇｎｉ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ａｒｓｅ ｃｏ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Ｋ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ＴＡＯ Ｙｉｎｇｙｉｎ ＹＡＮＧ Ｙｉ ＤＡＩ Ｘ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 ＳＵ Ｘｉａｏｊｉ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ｇｅ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ＺＨＵ Ｌｉａｎｈｕａ ＴＡＮ Ｙａｎ ＸＩＡＯ Ｈｕｉｗｅｎ ＷＡＮＧ Ｌｕｗｅｉ ＬＩ Ａｎｑｉ ＨＥ Ｃｈｅｎｔａｏ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ｔｏ⁃ｇｒｏｕｎｄ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ｉｎ Ｊｉｎｑｕ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８
………………………………………… ＸＵ Ｈｏｎｇｚｅ ＺＨＯＵ Ｍｅｉ ＨＵ Ｈｕｉ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Ｓｉｘ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ｅｌｆ⁃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
………………………………………………………………………… ＨＥ Ｓｈｕｎ ＷＥＮ Ｘｉｕｌ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９ ……………………………………………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ｄｉｎｇ ＬＵＯ Ｊｉａ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
Ｎｏ．４

（２２２）
（２３０）
（２３５）
（２４５）
（２５５）
（２６０）
（２７３）
（２７８）
（２８３）
（２８７）
（２９７）
（３０４）
（３０９）
（３１４）
（３２１）
（３２９）
（３４０）
（３４６）
（３５２）
（３５９）
（３６３）
（３７２）
（３８３）
（３８９）
（３９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 ２０５０）
……………………………………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ｊｕｎ Ｊ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Ｔｏｎｇ ＺＨＡＩ Ｊｉａｎｑｉｎｇ
ＦＥＮＧ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ＣＨＥＮ Ｘｉｎ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Ｒａｎ ＳＵ Ｂｕｄａ （４０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ＦＡＮＧ Ｗｅｉ ＰＡＮＧ 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Ｎａｎ ＹＩ Ｗｅｉｎａｎ （４２０）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ＨＵＡＮＧ Ｄａｍ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 （４３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ｌｅｉ ＦＥ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 ＧＵ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ＬＩＡＯ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ＣＡＯ Ｎｉｎｇ Ｘ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ＸＵ 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ｕ （４４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ｖｅ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 （４４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Ｌｅｋｉｍａ
………………………………… ＴＡＮ Ｚｈｅｎ ＬＩＡＮＧ Ｍｅｉ ＸＵＥ Ｙｕｆｅｎｇ Ｘ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ＸＵ Ｆｅｎｇ （４５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ｉｎｉ⁃ｗａｒｍ ｐｏ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Ｇａｙａｎ Ｐａｔｈｉｒａｎａ Ｋａｎｃｈａｎａ Ｐｒｉｙａｄａｒｓｈａｎｉ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ｘｉａｏ
ＣＨＥＮ Ｇｅｎｇｘｉｎ Ｔｉｌａｋ Ｐｒｉｙａｄａｒｓｈａｎａ （４６９）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 Ｌ．Ａ．Ａ．Ｎ．Ｗｉｃｋｒａｍａｓｉｎｇｈｅ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Ｙｕ
Ｍ．Ｋ．Ａｂｅｙｒａｔｎｅ Ｗ．Ｃ．Ｈｅｍａｍａｌｉ Ｋ．Ｂ．Ｓ．Ｓ．Ｊ．Ｅｋａｎａｙａｋｅ （４８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ａｄａｒ ｅｃｈｏ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ｉｗａｎｇ ＳＨＩ Ｊｉａｎｈｕａ （４９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ｏｕｒｌｙ 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 ｄａｔａ
……………………… ＰＵ Ｙｉｌｉａｎｇ ＧＵＯ Ｂｏｃｈｅｎｇ ＹＥ Ｌａｎｇｍｉｎｇ ＬＩ Ｘｉａｏｈｕｉ ＧＡＯ Ｌｉｎｇｙｕ （５０３）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ｎｏ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ＨＯＮＧ Ｙｕｅ ＹＩＮ Ｌｉｐｉｎｇ （５０９）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ｙｕ ＨＡＮ Ｙｉｎｇ ＪＩ Ｚｈｅｎｇｗｕ （５１４）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 ＣＨＥＮ Ｂｅｉｙｕ ＹＵＥ Ｈｕａ ＴＵ Ｚｈｕａｎｇ （５２０）
Ｎｏ．５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 ＬＵＯ Ｚｉｊｉａｎ ＸＩＯ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 （５２９）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 ＺＨＡＮＧ Ｄａ ＬＩＵ Ｋｅｘｉｎ ＬＩ Ｇｕｏｆｅｉ （５３９）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ｖｅｎｔ⁃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ｊｉｅ ＷＡＮＧ Ｄａｎｄａｎ ＬÜ Ｙｕｅｚｕ （５４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ｉｍ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ＺＨＵ Ｙａｎａｎ ＷＥＮ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５５５）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ｙａｏ ＧＵＯ Ｊｉｎｇｈｕａ （５６１）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Ｖ ｒａｄａｒ ｖｉｄｅｏ
……………………………………………………………………………… ＹＩＮ Ｑｉｙｕ ＨＡＮ Ｙｕ （５６８）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ｎｔ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Ｍ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ＲＰＣＡ
………………………… ＧＵＡＮ Ｊｕａｎ ＬＩＵ Ｇｕｏｈｕａ ＬＩＵ Ｔｉａｎｑｉ ＱＩＮ 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ａｏｓｅｎ （５７６）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ｃｏｒｅ ｂｉ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ＴＩＡＮ Ｌｉｎｌｉｎ ＳＵＮ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 ＧＵＯ Ｍｉｎｇ ＷＥＩ Ｎａｄｕ （５９０）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３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ｗｅｎ ＨＵ Ｋａｉ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ｓｈｅｎｇ （６０２）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ｉｚｅｄ ｗｉｄｅｂａｎｄ ｐｌａｎａｒ ｏｍ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 ＣＨＥＮ Ｊｕｎ ＷＡＮ Ｆａｙｕ （６０８）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ｎｎｉｓ ｐｉｃｋｕｐ ｒｏｂｏ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Ｍ３２
………………………………………………………… ＬＩＵ Ｌｉｎｇ ＪＩＮ Ｗｕｙｉｎ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ｆｒａ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 ｉｍ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ｎｏｉｓｅ
……………………………………………………………………………… ＧＡＯ Ｔａｏ ＨＥ Ｘｉｕｌｉ
Ａ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ｄｅｌａ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ｖｅｒｂｅｒａ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ｆｉｌｔｅｒ ｂａｎｋ
…………………………………………… ＷＵ Ｌｉｆｕ ＴＡＯ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Ｈａｏ ＧＵＯ Ｙｅｃａｉ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ｒｏａ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ｓｐａｃｅ ………………………………………………………… ＺＨＡＯ Ｈａｏｈａｏ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ａｓ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ｓｔ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Ｆｕｋｕｎ ＨＥ Ｑ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ｈｏｐ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ｓｈ
……………………………………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ｂｉｎ ＰＡＮＧ Ｊｉａｎｍ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Ｌｉｂｉｎ ＬＩ Ｘｉｎｊｕｎ
Ｎｏ．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 ＶＯＣ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ｏｚｏｎ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ｔａｉ ＨＵ Ｋｕｎ ＸＵＥ Ｙａｎ ＬＵ Ｘｉｎｇ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Ｍ ２ ５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 ＳＵＮ Ｊｉｎｊ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ｎ ＧＯＮＧ Ｋａｎｇｊｉａ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ｙｉｎｇ
ＬＩ Ｊｉｎｇｙｉ ＱＩＮ Ｍｏｍｅｉ ＹＵ Ｘｉｎｇｎａ ＨＵ Ｊｉａｎｌ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ＶＯ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ｚｏｎ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ｙ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Ｄｅｚｈｏｕ …………………………………… ＬＩＵ Ｙｉ ＹＵ Ｙ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Ｋａｉ ＷＡＮ Ｚｉｃｈａｏ ＬＵ Ｓｉｈｕａ
ＹＵ Ｘｕｅｎａ ＺＥＮＧ Ｌｉｍｉｎ ＧＵＯ Ｓｏ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Ｍ １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ｏｆ Ｑｉｎｇｄａｏ
……………………………… ＬＩＵ Ｚｉ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Ｑｉａｎｑ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
ＸＵＥ Ｌ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ｔｉｍｅ ｏ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ＭＡＱ⁃ＭＣＭ ｍｏｄｅｌ ……………………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ｗｅｎ ＬＩ Ｊｉｎｇｙｉ ＬＩ Ｌｉｎ ＹＩＮＧ Ｑｉ ＨＵ Ｊｉａｎｌ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ＶＯＣｓ ｉｎ Ｔａｉｚｈｏｕ
…………………………………… ＦＡＮ Ｆａｎ ＳＯＮＧ Ｋａｉ ＹＵ Ｙｉｎｇ ＷＡＮ Ｚｉｃｈａｏ ＬＵ Ｓｉｈｕａ
ＴＡＮＧ Ｒｏｎｇｚｈｉ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ｉ ＺＥＮＧ Ｌｉｍｉｎ ＧＵＯ Ｓｏ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ＬＩ Ｘｕｎ ＱＩＮ Ｍｏｍｅｉ ＬＩ Ｌｉｎ ＬＩ Ｊｉｎｇｙｉ ＨＵ Ｊｉａｎｌ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ＱＩＮ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ＱＩＮ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Ｚｉ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ｙｕａｎ ＤＵ Ｓｏｎｇｓｈａｎ ＹＵＡＮ Ｑ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Ａ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ｎｈｕ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 ＳＵＮ Ｘｉｎ Ｔ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ＺＯＵ Ｑｉａｏｌｉ ＪＩＮ Ｌｉｎｇｌ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 ＸＵ Ｄａ ＴＩＡＮ Ｘｕｄｏｎ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８
……………………………… ＣＨＥＮ Ａｎｘｉｏｎｇ ＨＵ Ｋｅ ＳＨＥＮ Ｌｏｎｇｊｉａｏ Ｚ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ｘｉｏｎｇ
ＤＵＡＮ Ｊｉａ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ｕｓ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ｔａｉ
Ｏｚｏ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Ｈｕｚｈｏ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
……………………………………… ＣＨＡＮＧ Ｙａｎｃｈｕｎ ＷＥＩ Ｌｉ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ＦＥＩ Ｙｏｎｇ
ＳＨＥＮ Ｘｕｅｙ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 ＭＩＡＯ Ｌｉｎ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ＶＯＣ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ＣＡＯ Ｓｈｕａｎｇ ＧＡＯ Ｓｕｌｉａｎ ＹＡＮ Ｘｕ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ＶＯ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ＵＡＮ Ｗｅｎｗｅ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 ＧＡＯ Ｓｕｌｉａｎ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ＦＡＮ Ｇｕｏｌａ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ｉｒ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 ｄｒａｉｎ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Ｍ⁃ＣＦ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 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ＸＵ Ｚｈｕｘ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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