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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ｅ，ＪＩ Ｘｉａｎｇ，ＤＩＮＧ 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１２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ｄｉｓ ｃａｃｈｉｎｇ ……………………………………… ＣＵＩ Ｍｅｎｇ⁃ｔｉａｎ，ＷＵ Ｑｉａｎ（１２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ｌａｎｄ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ＳＲ

ａｎｄ ｆｕｚｚ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 ＬＩＵ Ｊｉａ⁃ｆｕ，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Ｌｉ⁃ｂｏ（１３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Ｃ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１７

……………………………………… ＺＨＡＮＧ Ｌｉ（１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