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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richlet problem on the upper half space
河南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杨德五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任煜东

两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主持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乔蕾  (Grant Nos. 11301140 
and U1304102) 

2 Growth estimates for modified Neumann integrals in a half-spacenone None

3 Dirichlet problems of harmonic functions none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徐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赵涛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杨拍 None

4 The Modification of Kernel Fun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none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赵涛

两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主持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乔蕾  (Grant Nos. 11301140 
and U1304102) 

5
Replied to inquiry that they 
would retract the paper

The modification of Poisson-Sch integral on cones and its 
applications 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数学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黄锦锦 None

6 Retracted 20 January 2020 Growth properties of Green-Sch potentials at infinity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数学学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赵涛 芬兰科学基金 No. 176512
7 Retraction on Apr 28, 2020 A remark on the Dirichlet problem in a half-plane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数学学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赵涛 芬兰科学基金 No. 176512

8 Retraction on Mar 10, 2020 Matsaev type inequalities on smooth cones 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数学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庞胜 
（音译）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DMS-0913205

9 Retraction on Jan 22, 2020
Fixed point theorems for solutions of the stationary 
Schrödinger equation on cones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薛改仙 None

10 Retraction on Jan 28, 2020
Sharp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a-rarefied sets via fixed point 
index for the Schrödinger operator equations 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数学学院 河南大学商学院 李志强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DMS-0913205

11 Retraction on Feb 04, 2020
Normal families and asymptotic behaviors for solutions of 
certain Laplace equations 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数学学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院 闫振海 None

12
Growth properties at infinity for solutions of modified 
Laplace equations 美国特拉华大学数学系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孙建国
吉林大学数学学院 
硕士生何秉航（导师：罗宏文，全国优秀硕士论
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孙建国 两项 NSFC 61202455, 
61472096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20112304120025 孙建国

13 Solutions of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with finite mass subject
波兰克拉科夫亚捷隆大学数学与统
计科学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师俊国 None

14 A note on the boundary behavior for a modified Green function in the upper-half space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伍伦贡大学科
学技术学院

河南教育学院（现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统计与数学学院 张玉莲 None

15 Retracted 27 February 2020
Fixed point theorems and explicit estimates for convergence 
rates of continuous time Markov chains 日本名古屋大学

中南大学数学统计学院 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院 闫振海，阎国军 None

16 Retraction on Apr 14, 2020
Levin’s type boundary behaviors for functions harmonic and 
admitting certain lower bounds 希腊约阿尼纳大学 河南大学商学院 李志强 None

17 Growth property at infinity of harmonic functions 美国特拉华大学数学系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蒋宗彩
黄河科技学院 候林波

 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蒋宗彩 (No. 
152102310089) 

18 Retraction on May 19, 2020

Boundary behaviors of modified Green’s fun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ionary Schrödinger operator and its 
applications none 河南大学商学院 李志强 None

19 Retracted, 7th May 2020 Boundary value behaviors for solutions of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with angular velocitynone

浙江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 王角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浦军
浙江衢州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 黄斌
新疆伊犁师范大学 史国坚（音译） None

20 An application of the inequality for modified Poisson kernel none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薛改仙
内蒙古乌海职业技术学院 王钧非（音译） None

21 Retracted April 02 2020

Solutions of the Dirichlet–Schrödinger problems with 
continuous data admitting arbitrary growth property in the 
boundary 伊拉克摩苏尔大学工学院计算机系

山西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王剑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浦军 None

22 Growth property at infinity of the maximum modulus with respect to the Schrödinger operatornone 周口师范学院 黄锦锦 None
23 Some remarks on Phragmén-Lindelöf theorems for weak solutions of the stationary Schrödinger operatornone None



24 Retracted 04 February 2020 Some new results on the boundary behaviors of harmonic functions with integral boundary conditions比利时哈瑟尔特大学数学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 谢晓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谢晓振 No 61401368 

25 An extension of the estimation for solutions of certain Laplace equations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数学系
浙江衢州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 黄斌
浙江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 王角凤 None

26 Retracted 24 February 2020
An augmented Riesz decomposition method for sharp 
estimates of certain boundary value problem 捷克西波西米亚大学数学系

浙江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 王角凤
浙江衢州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 黄斌 None

27
Boundary behaviors for linear systems of subsolutions of the 
stationary Schrödinger equation 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大学数学系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蒋宗彩

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蒋宗彩 (No. 152102310089)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资助项目  (No. 
17A120006)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No. 2017-
ZZJH-014) 

28

Some Schrödinger-type inequalities for stabilization of 
discrete linear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the stationary 
Schrödinger operator none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蒋宗彩

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蒋宗彩 (No. 152102310089)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资助项目  (No. 
17A120006)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No. 2017-
ZZJH-014) 

29
Applications of the generalised Dirichlet integral inequality to 
the Neumann problem with fast-growing continuous data

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理学院数学与计
算机系 浙江科技学院理学院 李蔚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3 年 李蔚 (No. 
LQ13A010019

30 Poisson-type inequalities for growth properties of positive superharmonic functions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数学系 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 栾宽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栾宽 (Grant No. 
GC13A308)

31 New applications of Schrödingerean Green potential to boundary behaviors of superharmonic functionsnone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赖锴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穆静 （音译）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系 王宏 None

32
Poisson type inequalities with respect to a cone and their 
applications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成都理工大学 数字地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舒畅、陈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郭科 (Grant No. 41672325)
四川省科学基金  (No. 
2016FZ0008)、四川省教委支持基金 ( No. 
14ZB0065)

33 Retracted 22 January 2020
A new application of boundary integral behaviors of 
harmonic functions to the least harmonic majorant none

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韩明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孙建国
浙江台州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薛高颖 （音译） None

34
New applications of Schrödinger type inequalities to the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Schrödingerean equilibrium 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数学学院 山西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王剑杰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 
(Grant No. GH-16043) 

35 Retracted 28 April 2020
Stability and direction for a class of Schrödingerean difference 
equations with delay 李维：挪威科学技术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赖明珠，孙建国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 李维（音译） None

36 An extension of the mixed integer part of a nonlinear form 泰国他陂大学科学技术部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云含（音译） None

37 Retracted 22 January 2020 New applications of the existence of solutions for equilibrium equations with Neumann type boundary condition阿根廷南方大学数学系

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纪兆其（音译）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涛
山东科技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田红 None

38 Retracted: 20 March 2020

Existences of weak solutions for two point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of Schrödingerean predator-prey system and their 
applications 阿根廷南方大学数学系 黄河科技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吕凤姣 None

39

New results on the existences of solutions of the Dirichlet 
problem with respect to the Schrödinger-prey operator and 
their applications none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陈旭（音译）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建筑系 
张磊（音译）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5-HU-042

40
Further result on Dirichlet-Sch type inequa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none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万立全

河南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015-
CXTD-09)

41 Retracted 16 May 2019 New Riesz representations of linear maps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泰国他陂大学科学技术部
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杨威，段建南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 胡文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段建南 (No. 41171176) 
湖南省 2015 年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 杨威 
（博士生，指导教师 段建南, No. CX2015B243）



42 Retracted, 4 June 2019 A sharp Trudinger type inequality for harmonic func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s日本大阪Kyoyobu大学数学系

华北理工大学理学院 
谭一立（音译），王红（音译）
华北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安永丽
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 刘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华北理工大学 丁维勇 (No. 
11401160)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A2015209040)

43 Proofs to one inequality conjecture for the non-integer part of a nonlinear differential formnone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陈梅 None

44 A new technique to study the boundary behaviors of superharmonic multifunc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none
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路勇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孙建国 None

45 Normal families of solutions for modified equilibrium equa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none

华北理工大学理学院 谭一立（音译）
江苏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丁维勇
唐山学院基础教学部 王幼荣
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  计算机科学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华北理工大学 丁维勇 (No. 
11401160)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A2015209040)

46
New applications of Schrödinger type inequalities in the 
Schrödingerean Hardy space none

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路勇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寇亮（音译），孙建国，赵国冬，王文山（音译
），韩启龙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A2016209040)

47 Notes on the result of solutions of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智利塔尔卡大学数学系
西安外事学院工学院 何改平
西安外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王丽红（音译） 智利 FONDECYT (No. 11130619).

48 Existence and boundary behavior of weak solutions for Schrödingerean TOPSIS equationsnone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王永（音译），寇亮（音译），孙建国，赵国冬
，王文山（音译），韩启龙
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路勇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A2016209040)

49 Existence of weak solutions of stochastic delay differential systems with Schrödinger–Brownian motionsnone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王永（音译），寇亮（音译），孙建国，赵国冬
，郭刚（音译） None

50 Retracted 20 January 2020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solutions for the Schrödinger integrable boundary value problem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山西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王剑杰
运城学院应用数学系 买阿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买阿丽  (No. 11526183)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  (No. 
16043)  

51
New Poisson–Sch type inequalit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quantum calculus none

攀枝花学院计算机学院 刘涛，陈新娟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深圳量子智慧文化发展公司 邢一范（音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赵进慧（ No. 
61403356)，中国计量大学，不是共同作者）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LY18F030012)

52 New Poisson inequality for the Radon transform of 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functionsnone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数学学院 孙子尧 （音译） None

53 Schrödinger-type identity for Schrödinger free boundary problemsnone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张行健（音译），刘多（音译），闫子宁（音译
），赵国冬，袁野（音译） None

54 Schrödinger-type identity to the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a solution to the stationary Schrödinger equationnone 鲁东大学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 孙德林 None
55 Existence results for the general Schrödinger equations with a superlinear Neumann boundary value problemnone 新疆喀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刘珍 新疆自然科学基金  (No. 2016D01A014)

56 Existence and convergence results of meromorphic solutions to the equilibrium system with angular velocitynone 山东科技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孟波
青岛博士后应用研究项目2015122
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基金  (no. 2014RCJJ032) 

57 Solvability for boundary value problem of the general Schrödinger equation with general superlinear nonlinearitynone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础部 何红军（音译）
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庞志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庞志峰  (No. U1304610) 
国家科委 973 项目  (No. 2015CB856003)

58 A modified Schrödinger-type identity: uniqueness of solutions for singular boundary value problem for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none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础部 何红军（音译）
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庞志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庞志峰  (No. U1304610) 
国家科委 973 项目  (No. 2015CB856003)

59 Applications of maximum modulus method and Phragmén–Lindelöf method for second-order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with respect to the Schrödinger operatornone 新疆喀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刘珍 新疆自然科学基金  (No. 2016D01A014)

60 A new application of Schrödinger-type identity to singular boundary value problem for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none 山东科技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孟波
青岛博士后应用研究项目2015122
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基金  (no. 2014RCJJ032) 

61 Nonlinear conservation laws for the Schrödinger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of second ordernone
洛阳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教学部  
任铭、运士伟、李振平 None



62 Existence of global solutions for the semilinear nonlocal fractional Cauchy problem of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none 新疆喀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刘珍 新疆自然科学基金  (No. 2016D01A014)

63 Existence of global solutions to a quasilinear Schrödinger equation with general nonlinear optimal control conditionsnone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 胡义升、秦松海、刘志斌
中石油 王毅（音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胡义升 （No. 41702286) 
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金 (No. 2018D-5007-0209)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No. PLN201724) 
四川省科技项目 (Nos. 17GJHZ0061, 18GJHZ0206) 

64 Solvability of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for the general Schrödinger equation via Schrödinger-type identity methodsnone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陈梅、朱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张波 （中南财经政法） (No. 
61703438)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2019CFB321) 

65 An application of Phragmén–Lindelöf theorem to the existence of ground state solutions for the generalized Schrödinger equation with optimal controlnone
长江师范学院财经学院 张超锋
四川文理学院数学学院 胡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