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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项目
2018 年 12 月结题，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分析方法，温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主持

学术项目
1 温州市主要经济指标的数学模型，温州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2008 年 9 月
通过温州市科技局验收，主持
2 灰色系统单序列指数模型的直接建模方法，邯郸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2001
年获邯郸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
3 不确定性系统理论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06 年 3 月通
过河北省科技厅鉴定，参与（3/11）
4 不确定性数学在煤炭土建中的应用，煤炭部煤炭科学基金项目，200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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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邯郸市工业经济预测及机械工业发展态势分析，邯郸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

1990 年 12 月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3/5）
6 煤矿经营管理最佳决策方案选择的灰色数学模型，煤炭部煤炭科学基金项
目，1997 年获煤炭部河北煤管局“河北省煤炭科技进步”二等奖，参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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