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目 次

一类 *+,-./0边值问题的逆问题 李平润! $ "………………………………………………………………………

浅谈!高等数学"课的教学方法 关文吉! ) "………………………………………………………………………

融数学建模思想于高等代数课堂教学之探索 张四保! & "………………………………………………………

基于改进 123.456算法的 778 热点话题发现 马国栋!李!慧!$""……………………………………………

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的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丽丽!$("………………………………………………………

带电粒子在外场和表面附近运动状态的探究 唐田田!"#"………………………………………………………

!通信原理"中若干疑难问题的分析和推导 魏冬梅!李天平!万洪林!"%"……………………………………

自行车转弯问题的研究 张婷玉!陈清梅!邢红军!’#"…………………………………………………………

物理学习环境的内涵与分析研究 郑!珊!陆星琳!’’"…………………………………………………………

手性硫脲催化剂在不对称反应中的应用 张红英!龙!威!颜雪明!’&"………………………………………

*9:;法测定黄精丸中阿魏酸的含量 张!颖!王英锋!郝!睿 等!)("………………………………………

制备硫酸亚铁铵单晶的实验研究 燕!翔!)<"……………………………………………………………………

油橄榄叶提取物和美沙酮对海洛因依赖大鼠肝功能及 =>?2!$ 和 834@) 表达的影响

王!昱!王胜青!%""…………………………………………………………………………………………

中学生提出生物学问题的主要思维障碍 白!婧!%&"……………………………………………………………

北京市怀柔区下坊村农业旅游发展的剖析 付!华!(""…………………………………………………………

地理科学背景下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教学探索 常占强!付茂新!张立燕 等!(A"…………………………

体育赛事旅游者的阻碍因素分析 文!谨!张!文!A#"…………………………………………………………

陕西关中地区传统小吃分类及其发展的思考#"$ 彭珂珊!AA"…………………………………………………

高分影像水体信息提取对比研究 查!力!宫辉力!胡卓玮 等!&%"…………………………………………

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发展模式研究 郑美丽!<#"………………………………………………



!"#$%&’"()&*+,&’%"$-&’#%+./$0+,1
%2345260789:79/;838<:

BC,D’(!ECD)! FGHD"#$%

)"%,/%,0

I5.;,466CJK5L./6.*+,-./07CG5@4/MB4,G.9/C-,.3 :+9+5H/G5#$$……………………………………………

8N4,,CO,MP+6QG660N.=.4QN+5HR.0NC@6CJF@L45Q.@ R40N.340+Q6 >G45!S.5T+#)$……………………………

=N.9/C-.C5 R.,0+5H+50CR40N.340+Q4,RC@.,+5H=NCGHN0+5 ;,466/CC3=.4QN+5HCJ*+HN./F,H.-/4

UN45H8+-4C#&$………………………………………………………………………………………………

*C0=CV+QP.0.Q0+5H+5 778 O+0N P.L.,CV.@ 12R.456 R4>GC@C5H!:+*G+#$"$………………………………

W.6.4/QN JC/8.QG/+0M9/C-,.3645@ ;CG50./3.46G/.6CJB+/0G4,+X40+C5 =.QN5C,CHM+5 ;,CG@ ;C3VG0+5H

S45H:+,+#$($…………………………………………………………………………………………………

80G@MC5 8040.CJRC0+C5.@ ;N4/H.@ 94/0+Q,.6+5 R4H5.0+Q?+.,@ 5.4/8G/J4Q. =45H=+450+45#"#$………………

F54,M6+645@ P./+L40+C5 CJ8.L./4,9GXX,.9/C-,.364-CG0%9/+5Q+V,.CJ;C33G5+Q40+C5&

S.+PC5H3.+!:+=+45V+5H!S45 *C5H,+5#"%$………………………………………………………………

F54,M6+6C5 0N.7+Y.=G/5+5H9/C-,.3 UN45H=+5HMG!;N.5 Z+5H3.+![+5H*C5HTG5#’#$………………………

80G@MC5 0N.;C55C040+C5 45@ F54,M6+6CJ9NM6+Q4,:.4/5+5H\5L+/C53.50 UN.5H8N45!:G [+5H,+5#’’$………

=N.FVV,+Q40+C5 CJ;N+/4,=N+CG/.4;404,M60+5 F6M33.0/+QW.4Q0+C56

UN45H*C5HM+5H!:C5HS.+!]45 [G.3+5H#’&$……………………………………………………………

*9:;P.0./3+540+C5 CJ?./G,+QFQ+@ +5 *G45HT+5H9+,,6 UN45H]+5H!S45H]+5HJ.5H!*4CWG+.04,#)($……

=N.80G@MCJ9/.V4/40+C5 CJ?.//CG6F33C5+G38G,VN40.8+5H,.;/M604,6 ]45 [+45H#)<$………………………

\JJ.Q06CJI,+L.:.4J\̂0/4Q045@ R.0N4@C5.C5 :+L./?G5Q0+C5 45@ \̂V/.66+C5 CJ=>?2!$ 45@ 834@)

+5 *./C+52@.V.5@.50W406 S45H]G!S45H8N.5H_+5H#%"$…………………………………………………

=N.W.6.4/QN CJ80G@.506& R4TC/=NCGHN0P+6C/@./645@ ;4G6.6CJ9/CVC6+5H0N.K66G.6CJ7+C,CHM 74+‘+5H#%&$……

80G@MC5 P.L.,CV3.50CJ[+4J45HB+,,4H.=CG/+63’ *G4+/CG P+60/+Q0+5 7.+T+5H ?G *G4#("$……………………

=.4QN+5H\̂V,C/40+C5 CJ>,C-4,E4L+H40+C5 840.,,+0.8M60.3;CG/6.G5@./0N.;+/QG36045Q.6CJ>.CH/4V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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