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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发布

中国北京 

2015年2月2日，星期一

爱思唯尔今日发布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榜单内容可在爱思唯尔科技部中

国区网站查阅浏览。

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采用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开发的方法和标准，

基于客观引用数据对中国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爱思唯尔作为合作方，为该榜单研究提供了数

据支持和技术实现。

随着中国在国际科研领域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提高，表彰引领学术进步的杰出学者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

发布恰逢其时，榜单将1651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呈现给学术界和公众。

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研究数据来自爱思唯尔旗下的Scopus数据库。Scopus是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

摘要数据库，提供了海量的与科研活动有关的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数据，使得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进行科学的分析

和评价成为可能。

本榜单不分先后排序。关于该榜单的开发方法，数据来源等内容可访问最好大学网

或访问爱思唯尔科技部中国区网站查询遴选方法

如果您有更多相关问题例如数据的准确性等等，请联系王一珉 （ym.wang@elsevier.com），我们会予以核实并在下一年

的同一排名中进行更新。

关于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 

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是一家专业从事世界大学竞争力指标开发、数据库建

设、政策分析和战略咨询的研究服务机构。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在世界各地被广泛报导和大量引用，许多

国家的政府和大学以该排名为标准，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目标，采取各种举措来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关于爱思唯尔 

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和医学信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爱思唯尔与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和医学团体合作出

版2,200多种期刊，包括《柳叶刀》、《细胞》，以及25, 000多种图书，包括Mosby和Saunders等核心出版物。爱思唯

尔在线电子产品包括ScienceDirect, Scopus, Elsevier Research Intelligence和 ClinicalKey，帮助科技和医学专业人士提

高生产力，帮助研究和医疗机构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更好的服务。

爱思唯尔公司属于励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 Group PLC）——世界领先专业科学、医疗、法律、商业信息和解

决方案提供商旗下。励德爱思唯尔PLC和励德爱思唯尔NV是励德爱思唯尔集团PLC的两家母公司。他们的股票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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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和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股票代码为伦敦: REL; 阿姆斯特丹: REN; 纽约: RUK 和 ENL。

关于Scopus

Scopus是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并提供各种工具用于追踪踪、分析和可视化学术研究。它收录了来

自全球超过5,000个出版商、21,000种期刊的5,500余万条文献索引，覆盖科学、技术、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

学科。Scopus由研究人员和图书管理人员共同参与设计开发，并附有直接链接到论文全文、其他图书馆资源及参考文献

管理软件等应用程序如。Scopus是Elsevier Research Intellig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 Elsevier Research Intelligence包

括SciVal系列解决方案，Pure，以及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制定化的分析服务 。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点击下载）

牙医学 社会科学

心理学 物理学和天文学

药理学，毒理学和药剂学 护理学

神经科学 医学

数学 材料科学

建设和建造 安全，风险，可靠性和质量

海洋工程 材料力学

机械工程 工业和制造工程

电气和电子工程 控制和系统工程

计算力学 土木和结构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汽车工程

航天工程 通用工程

能源 经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

环境科学 地球和行星科学

计算机科学 化学工程

商业，管理和会计 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

农业与生物科学 免疫和微生物学

兽医学 化学

决策科学 艺术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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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姓名 目前工作单位 学术领域

何吉欢 苏州大学 数学

范剑青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明亮 河南科技大学 数学

白中治 中国科学院 数学

李万同 兰州大学 数学

李常品 上海大学 数学

范先令 兰州大学 数学

马如云 西北师范大学 数学

孙继涛 同济大学 数学

曾六川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

丁协平 四川师范大学 数学

李永昆 云南大学 数学

王吉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

黄南京 四川大学 数学

周波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

宋乾坤 重庆交通大学 数学

姚永红 天津工业大学 数学

周勇 湘潭大学 数学

魏益民 复旦大学 数学

周炜星 华东理工大学 数学 

白志东 东北师范大学 数学

戴彧虹 中国科学院 数学

陈凤德 福州大学 数学

张盛 渤海大学 数学

陆君安 武汉大学 数学

陈士华 武汉大学 数学

何炳生 南京大学 数学

魏俊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数学

祁锋 天津工业大学 数学

田永革 中央财经大学 数学

白占兵 山东科技大学 数学

李继彬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

李颂孝 嘉应学院 数学

孙元功 济南大学 数学

何银年 西安交通大学 数学

王稳地 西南大学 数学

赵洪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

邓伟华 兰州大学 数学

陈文 河海大学 数学

崔宝同 江南大学 数学

唐春雷 西南大学 数学

李明 华东师范大学 数学

曾六川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

蒋达清 中国石油大学 数学

郭本瑜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

范猛 东北师范大学 数学

胡星标 中国科学院 数学

唐三一 陕西师范大学 数学

陈志明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卿文 上海大学 数学

方亚平 四川大学 数学

廖晓昕 华中科技大学 数学

杨晓松 华中科技大学 数学



卢剑权 东南大学 数学

杨小帆 重庆大学 数学

杨大春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

王锦荣 贵州大学 数学

唐先华 中南大学 数学

夏应存 南京大学 数学

宋新宇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

夏永辉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

徐道义 四川大学 数学

徐俊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

曹道民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明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数学

韩茂安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

葛根年 首都师范大学 数学

郭上江 湖南大学 数学

陈艳萍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

李晓迪 山东师范大学 数学

李声杰 重庆大学 数学

柳柏濂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

张玉峰 中国矿业大学 数学

蒋海军 新疆大学 数学

朱全新 南京师范大学 数学

王启华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汉生 北京大学 数学

詹建明 湖北民族学院 数学

靳祯 山西大学 数学

宋永利 同济大学 数学

梁进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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