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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地理学期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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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依据国内外主要检索机构 2015 年发布的 2014 年度期刊论文主要指标，分析中国地理学
机构和期刊的论文发表、引证和获奖情况。数据来源主要包括：①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
《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②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等单位的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5 年版）》；③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CD）；④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公布的 2014
年 度《期 刊 引 证 报 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并 重 点 对《地 理 学 报》和《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5 年的刊文和获奖情况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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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英文版）
DOI: 10.11821/dlxb201601013

2015 年，中国地理学期刊得到了全面发展，根据国内外主要检索机构发布的统计文
献，本文系统地总结其中涉及的地理学期刊方面的数据和获奖情况。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①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5 年 10 月 21 日根据中国
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CSTPCD） 统计结果公布的 《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版）》 [1]、《2015 中国国际科技论文产出状况》、《2015 中国国内科技论文产出状
况》 和 《2015 中国科技期刊相关指标》；②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等单位
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2015 年版）》 [2]；③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 [3]； ④ 美 国 科 技 信 息 研 究 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公布的 2014 年度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4]。

1 2015 年中国主要检索机构发布的地理学期刊论文概况
1.1 2014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统计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5 年 10 月 21 日根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公布 《2015
中国国际科技论文产出状况》、《2015 中国国内科技论文产出状况》 和 《2015 中国科技期
刊相关指标》。其中，涉及 2014 年度地理学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
1.1.1 2014 年国内论文被引用次数较多的地理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第 1 名）。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第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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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荣获“2014 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奖的地理学期刊 根据 《2015 中国科技期
刊相关指标》 报告中的科技期刊综合评价结果：《地理学报》、《湖泊科学》、《自然资源学
报》 荣获 2014 年度“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1.1.3 荣获“2014 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奖的地理学论文
Fang Shifeng, et al. An intergrated approach to snowmelt flood forecasting in water
resource/management.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2014, 10(1): 548-558. [房
世峰, 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1.4 荣获“2014 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奖的地理学论文
甄峰, 王波, 陈映雪. 基于网络社会空间的中国城市网络特征——以新浪微博为例. 地
理学报, 2012, 67(8): 1031-1043.
李愈哲, 樊江文, 张良侠, 等.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典型温性草原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
性以及生产力的影响. 草业学报, 2013, 22(1): 1-9.
1.2 2014 年度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的地理学期刊数据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文献计
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在北京发布了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2015 年版）》 和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 （2015 年版）》，该年报统计了中国 6306
种学术期刊的国际被引频次、采用他引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ations, TC） 和他引影响因
子 （Impact Factor, IF） 作为评价指标，定量评价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各级
国际影响力排名和获奖的地理学期刊包括：
1.2.1 获“2015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的地理学期刊 国际影响力指数在中国
科技期刊排名前 5% （TOP5%） 的期刊被评为“2015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自
然 科 学 与 工 程 技 术） ”。 其 中 地 理 学 期 刊 5 种 ， 包 括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地 理 学 报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冰川冻土》。
国际影响力指数在中国人文社会期刊排名前 5% （TOP5%） 的期刊被评为“2015 中
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人文社会科学） ”。其中地理学期刊 3 种，包括：《旅游学
刊》、《经济地理》、《人文地理》。
1.2.2 获“2015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地理学期刊 国际影响力指数在中国
科技期刊排名前 10% （TOP10%） 的期刊被评为“2015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其中地理学期刊 9 种，包括：《遥感学报》、《Journal of Arid Land》、《自然资源学报》、
《资源科学》、《湖泊科学》、《地理研究》、《地理科学》、《中国沙漠》、《地理科学进展》。
国际影响力指数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排名前 10% （TOP10%） 的期刊被评为
“2015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人文社会科学） ”。其中地理学期刊 1 种，为 《地
域研究与开发》。
1.3 2014 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的地理学数据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 2015 年 9 月 9 日公
布了 2014 年 CSCD 统计数据 （http://sciencechina.cn）。在 2014 年度 CSCD 统计中评选出
CSCD 论文产出力在全国前 30 位科研机构、最具 CSCD 论文影响力在全国前 30 位的科研
机构。其中包括的地理学机构有：
1.3.1 2014 年 CSCD 论文产出力地理学科研机构 2014 年中国 CSCD 论文产出力最大的
地理学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第 2 名）、中国科学院寒区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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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第 3 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第 7 名）、中国科学院遥
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第 12 名）、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第 14 名）、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第 25 名）。
1.3.2 2014 年最具 CSCD 论文影响力的地理学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地理学科研究所全
部进入了 2014 年度全国最具 CSCD 论文影响力的前 30 位科研机构，具体排名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4 年全国最具 CSCD 论文影响力的地理学科研机构
Tab. 1 The geographical institutes with the highest CSCD paper impact in China, 2014
位次

机构名称

CSCD 被引篇数

CSCD 被引频次

1398

3337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935

2091

1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623

1173

14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403

782

15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377

772

22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342

633

26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282

538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

1.4 2015 年度中国科学院学术期刊能力的综合评比情况
2015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依据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工作能力建设与工作绩效统计
细则》（传播字[2015]1 号） 及 《中国科学院学术期刊能力建设及工作绩效统计计分标
准》，发布了 《2015 年统计度科技出版工作情况统计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的 6 种中文学术期刊和 2 种英文学术期刊参
评，学术期刊的单位累计得分在全院 188 个单位
中排名第三。

2 《地理学报》2015 年主要进展
2015 年 《地理学报》 来稿 868 篇，经过双盲
评审刊登论文 132 篇。
2.1 2015 年《地理学报》继续入选《中国科协精品科
技期刊工程》
2015 年 6 月 11 日，中国科协评选 《地理学
报》 进入 《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 第四期
（2015-2017）《精品期刊 TOP50》 项目 （图 1）。这
是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06 年设立 《精品科技期
刊》 项 目 以 来 ，《地 理 学 报》 连 续 4 期 入 选 该
项目。
2.2 《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图 1 《地理学报》进入《中国科协精品科技
期刊工程》第四期《精品期刊 TOP50》项目
的数据
Fig. 1 Certificate of Outstanding Journals of
《2015 年 版 中 国 科 技 期 刊 引 证 报 告 （核 心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p 50),
版）》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写，科学技
2015-2017 awarded to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期

何书金 等：2015 年中国地理学期刊的进展

169

术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出版。该报告中公布了 2014 年全国 2383 种核心期刊 （其中有
71 种英文期刊） 的引文统计数据。其中 《地理学报》 的引证指标为：
（1） 总被引频次：7356次，位于全国科技期刊第21位，连续14年地理学期刊排名第一。
（2） 影响因子：2.993，位于全国科技期刊第 3 位，连续 7 年地理学期刊排名第一。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科技期刊各项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地理学报》 连
续 14 年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图 2）。
2.3 《地理学报》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奖
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2015 年 11 月 16 日传播字[2015]5 号文件公布的 2015 年中
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科技期刊排行榜，《地理学报》 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三
等奖。
2.4 《地理学报》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5 年版）》指标
2015 年 11 月，《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出版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15 年）。该年报的统计表明：
《地理学报》 2014 年度的复合总被引频次为 17931 次，其中期刊总被引频次为 9112
次；复合影响因子为 4.311，其中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3.144；被引期刊数为 1322 种；
Web 即年下载率为 227；Web 总下载量为 42.27 万次。
同时，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还发布了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
（2015 年版）》。该年报通过“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 （Clout Index, CI） ”计算，评选出

图 2 《地理学报》连续 14 年荣获
“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奖
Fig. 2 Certificates of Hundred Outstanding Academic Journals of China awarded to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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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地理学报》 的国际影响力指数在中国科技期刊
排名的前 5% （TOP5%），连续 4 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奖 （图 3）。
2.5 《地理学报》获 2015 年《期刊数字影响力 100 强》奖
2015 年 9 月 19 日，在中国 （武汉） 期刊交易博览会上，《地理学报》 获 2015 年 《期
刊数字影响力 100 强》 奖。

3 《地理学报》
（英文版）2015 年主要进展
2015 年 《地理学报》（英文版）（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JGS） 来稿 526 篇，
其中国际来稿 252 篇，来自 47 个国家。经过双盲评审刊登论文 97 篇，其中国际论文和中
外合作论文 19 篇，第一作者来自日本、葡萄牙、巴基斯坦、美国、罗马尼亚和德国等 6
个国家。
3.1 2014 年度 JGS 的期刊引证指标
2015 年 6 月 19 日，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公
布了 2014 年度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该报告共收录全球科技
期刊 8618 种，其中中国出版的科技期刊 173 种。
在 JCR 报告的统计数据中，《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的影响因子由 2013 年
度的 1.123 提高到 2014 年度的 1.344，提高了 19.7%，在 46 种国际自然地理学期刊的排名
居第 30 位；总被引频次由 2013 年度的 789 增加到 2014 年度的 938，增加了 18.9%，在 46
种国际自然地理学期刊的排名居第 32 位。
3.2 2014 年度 JGS 的核验和审读情况
2015 年 11 月 12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发布了 《关于中国科协主管期刊 2014

图 3 《地理学报》连续 4 年荣获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奖
Fig. 3 Certificates of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Impact Academic Journals of China awarded to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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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核验和审读工作有
关情况的通报》。该报
告 公 布 了 对 2014 年 度
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 主 管 的 218 种 期 刊
（含 中 文 188 种 ， 英 文
30 种） 审 读 的 结 果 。
JGS 被评为 2014 年度中
国科协主管科技期刊
图 4 《地理学报》
（英文版）被评为 2014 年度中国科协《审读优级期刊》
《审读优级期刊》。这是
Fig. 4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rates one of excellent journals of
中国科协主管期刊中该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年 度 12 种 英 文 优 级 期
刊之一，也是中国地理学会主办期刊中获得的唯一优级期刊 （图 4）。
3.3 JGS 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奖
2015 年 11 月 16 日，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传播字[2015]5 号文件公布的 2015 年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科技期刊排行榜，《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获中国科
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二等奖。
3.4 JGS 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5 年版）》指标
2015 年 11 月，《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出版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 年 报 （自 然 科 学 与 工 程 技 术） 》（2015 年）。 该 年 报 的 统 计 表 明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4 年度复合总被引频次为 1102 次，其中期刊总被引频次为 689
次；复合影响因子为 1.296，其中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1.062；被引期刊数为 232 种；Web
即年下载率为 61；Web 总下载量为 2.15 万次。

图 5 《地理学报》
（英文版）连续 4 年荣获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奖
Fig. 5 Certificates of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Impact Academic Journals of China awarded t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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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还发布了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
报 （2015 年版）》。该年报通过“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 （Clout Index, CI） ”计算，评选
出“2015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JGS 的国际影响力指数在中国科技期刊排名前
5% （TOP5%），连续 4 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奖 （图 5）。JGS 在中国
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110 名提高到 2015 年的第 69 名，3 年间提升 41
名，平均每年赶超 14 种期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S&T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201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北京: 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 2015.]
[ 2 ]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CD) E- magazine. Annual Report f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Impact Factors: Natural
Science, 2015.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图书馆. 中国学术
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2015.]
[ 3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http://sciencechina.cn.
[ 4 ] Journal Citition Reports. http://admin.webofknowledge.com.

Assessment on geography journals in China in 2015
HE Shujin, ZHAO Xin, YU Xinfa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ain indicators released in 2014 annual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by major
domestic and foreign databases, this article assessed Chinese geography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geography journal papers and their citations and awards. The main data sources include: (1)
Chinese S&T Journal Citation Repots (2015 Version) by 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ISTIC); (2) Annual Report f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Impact Factors (2015 Version) by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CAJEPH); (3)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 (4) 2014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by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This paper made a summary of the
publishing and awards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nd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s
well as the honour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IGSNRR) under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15.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has been
awarded to Hundred Outstanding Academic Journals of China for 14 consecutive years and
Outstanding Journ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p 50) for the period 2015-2017. Both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nd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ave won the prize for Highest International Impact Academic Journals
of China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The IGSNRR tops the list of the highest China's impact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the past years.
Keywords: geography; journal; paper citi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