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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索引》收录的中国地理学论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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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美国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 EI）2016 年 2 月 11 日发布的信息，
《地理学报》被
EI 选择作为收录期刊源，EI 收录《地理学报》的论文回溯到 2006 年。依据 EI 数据库检索和排名
分析了中国作者发表地理学 EI 论文的学科分布、地理学 EI 论文的主要中国机构和作者分布，
以及《地理学报》论文被 EI 收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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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索 引 （Engineering Index, EI） 创 办 于 1884 年 ， 是 美 国 工 程 信 息 公 司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出版的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EI 每月出版 1 期，每
期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EI 选用世界上工程技术类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15 个语种的
3500 余种期刊和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图书等出版物，收录文献涉及工程技术各个
领域，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
点。通过分析 EI 收录的期刊论文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学科发展的基本特征[1]。根
据 2016 年 3 月 1 日对 EI 网站上的论文检索情况，分析 EI 收录中国地理学论文的专业、机
构和作者的分布。
EI 网站上检索论文的方法为 [2]：在 engineering village 网站 （www.engineeringvillage.
com） 上进入快速查询 （Quick Search） 页面 （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quick.
url）；在“DATABASE”选项中选择“All”；在“SEARCH FOR”栏目中分别输入需要
检索的类型 （图 1）。

1 地理学 EI 论文的学科分布
利用关键词检索得到中国作者发表的地理学各主要专业 EI 论文收录情况，可以看出
论文发表数量排序如下。
1.1 中国自然地理学各专业 EI 发文数量排序
环境分析 （environment analysis，83474 篇）、生态学 （ecology，73736 篇）、流域
（basin，36057 篇）、气象学 （meteorology，25785 篇）、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22141
篇）、水文学 （hydrology，19026 篇）、地貌 （landforms，1003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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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索引》 检索页面
Fig. 1 The search interface of Engineering Index

1.2 中国经济地理学各专业 EI 发文数量排序
城市化 （urbanization，67448 篇）、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49735 篇）、
土地利用 （land use，34480 篇）、城市规划 （urban planning，14711 篇）。
1.3 中国地理信息科学各专业 EI 发文数量排序
科 技 制 图 （mapping， 82539 篇）、 测 绘 （surveying， 63119 篇）、 遥 感 （remote
sensing，51383 篇）、地理信息系统 （GIS，19972 篇）、数字地球 （digital earth，5706
篇）。

2 地理学 EI 论文的主要中国机构和作者分布
中国发表地理学 EI 论文的单位和学者差异较大。通过检索 EI 网站，得到中国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地理学 EI 发文数量排名前列的前 10 位作者。
2.1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发文数量前 10 名作者排序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402 篇）：夏军、刘昌明、刘纪远、周成
虎、李召良、刘高焕、刘彦随、于贵瑞、葛全胜、高扬。
（2） 中国科学院旱区寒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481 篇）：康世昌、李新、Sillanpaa
Mika、张强弓、程国栋、刘时银、马巍、黄春林、屈建军、丁永建。
（3）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397 篇）：康世昌、张强弓、游庆龙、李潮流、马
耀明、姚檀栋、丛志远、Sillanpaa Mika、黄杰、方小敏。
（4）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265 篇）：陈亚宁、李卫红、陈曦、王权、
李平衡、王怀军、陈亚鹏、徐海亮、凌红波、赵成义。
（5）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188 篇）：龚建华、Liang Jianming、张波、
Li Yi、 Li Rong、 施 建 成 、 Kuenzer Claudia、 Li Wenhang、 Lehner Susanne、 Ren
Yongzheng、牛铮、He Mingxia、周洁萍。
（6）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67 篇）：马荣华、姜家虎、黄群、赖锡
军、姜彤、陈雯、李林、张奇、段学军、李祖传。
（7）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126 篇）：宋开山、张柏、李林、王宗
明、施坤、李祖传、张树文、李帅、刘殿伟、杜佳。
2.2 排名前 10 所高校学院发文数量前 10 名作者排序
（1）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科学学院 （1849 篇）：王锦地、梁顺林、蒋玲梅、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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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建、李小文、张立新、刘绍民、肖志强、杨胜天、刘素红。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1603 篇）：陶澍、王喜龙、胡建英、沈国锋、沈惠
中、王戎、王斌、朴世龙、李伟、刘文新。
（3）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 （1415 篇）：陈云浩、李京、潘耀忠、李晓兵、李小
雁、史培军、江源、何春阳、朱文泉、张金亮。
（4）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909 篇）：鹿化煜、黄贤金、许有鹏、李满春、
周生路、侯书贵、钟太洋、朱诚、居为民、周艳莲。
（5）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631 篇）：黎夏、刘小平、张强、李军、Singh
Vijay P、Plaza Antonio、柳林、陈晓虹、艾彬、李建峰。
（6）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464 篇）：李云梅、查勇、Gao Jay、王桥、孙德
勇、施坤、王国祥、黄昌春、Zhang Ying。
（7）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305 篇）：秦耀辰、丁圣彦、卢鹤立、秦奋、梁国
付、孔云峰、汤茜、李爽、刘桂芳、陈锋锐。
（8） 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 （138 篇）：陆林、吴立、张平究、高超、余
健、营娜、汪青、王心源、方凤满、后希康。
（9）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85 篇）：李小平、冯琳娜、黄春长、赵景波、
史兴民、任志远、张旭、王建辉。
（10） 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中心 （61 篇）：何大明、康斌、冯彦、胡金明、甘淑、曹
杰、邓君明、李运刚、傅开道、黄江成。
2.3 排名前 4 位重点实验室发文数量前 10 名作者排序
（1） 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1547 篇）：陈晋、史培
军、李京、陈云浩、李宁、何春阳、缪驰远、张朝、董文杰、Zhan Wenfeng。
（2）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1014 篇）：张经、吴莹、刘敏、张
利权、陈中原、张卫国、朱建荣、杨毅、侯立军、Du Jinzhou。
（3） 中国科学院水循环与地表过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97 篇）：夏军、占车生、于静
洁、师长兴、曾思栋、范小黎、周园园、佘敦先、杜鸿、苏红波。
（4）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60 篇）：刘卫东、张文忠、金凤
君、陈明星、刘彦随、樊杰、武文杰、王成金、唐志鹏、徐勇。

3 《地理学报》论文被 EI 收录的情况
根据美国 《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 EI） 2016 年 2 月 11 日发布的信息，《地理
学报》 被 EI 选择作为收录期刊源，EI 收录 《地理学报》 的论文回溯到 2006 年。这是继
《地理学报》 被日本的科技文献速报 （JST）、美国的剑桥科学文摘 （CSA）、俄罗斯的文
摘 （AJ）、荷兰的 （Scopus） 网络数据库等国际著名检索机构收录后，进一步扩大的国际
检索机构的收录范围，说明 《地理学报》 学术水平和英文摘要质量不断取得进步，并被
国际学术界和出版界认可。
《地理学报》 作者在 EI 网站上检索个人论文被收录情况的方法：在 engineeringvillage
网 站 （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上 进 入 快 速 查 询 （Quick Search） 页 面 （www.
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quick.url）； 在 “DATABASE” 选 项 中 选 择 “All”； 在
SEARCH FOR 栏目中选择“ISSN”（国际刊号），输入“03755444”（《地理学报》 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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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网站快速检索 《地理学报》

Fig. 2 Quick search for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in Engineering Index

际刊号）；再选择“Author”后，输入作者的英文姓名；点击栏目下的“Search”即可检
索到自己的论文是否被收录 （图 2）。2016 年 2 月 22 日查询结果显示：
3.1 《地理学报》的 EI 论文学科分类情况
按照学科分类，发文最多的领域是：城市化与城市规划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材料与方法科学 （materials sciences）、地貌 （landforms）、人文地理学应用
（application: human）、 水 文 学 （hydrology）、 区 域 与 空 间 发 展 和 规 划 （region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
（GIS, remote sensing）、气象学与气候学 （meteorology and climatology）、径流与流域
（runoff, streamflow and basins）。 按 照 关 键 词 检 索 ， 发 文 最 多 的 是 ：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IS）、时空分析 （spatiotemporal analysis）、空间分析 （spatial analysis）、遥感 （remote
sensing）、 气 候 变 化 （climate change）、 空 间 分 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城 市 化
（urbanization）、土地利用变化 （land use change）、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城市 （urban area）。
3.2 《地理学报》的 EI 论文作者情况
《地理学报》 发表 EI 收录论文 15 篇以上的作者有：刘昌明、刘纪远、朱诚、葛全
胜、郑度、史培军、郑景云、金凤君、刘彦随、陈亚宁、陆大道、黎夏、樊杰、张捷、
王铮、蔡运龙、顾朝林、闫小培、崔之久、方创琳、张镱锂、陆林。
按照发文作者来源排序，发文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美国、日本、中国香
港、英国、德国、荷兰、瑞典、中国台湾、加拿大。
3.3 《地理学报》的 EI 发文机构情况
《地理学报》 EI 发文数量前 10 位的机构排序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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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国科学院旱区寒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4 讨论
（1）本文所分析的 EI 收录论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一些基本情
况。但 EI 收录论文只是地理学单位和作者的部分学术成果。除此之外，中国地理机构还
取得了大量的城市规划、旅游规划、地图集编绘等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方面的工作
成果；中国地理学者还发表了很多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 论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论文等其他类型的论文，这些论文的数量甚至超过了 EI 收录论文数量。
（2）由于近 10 年来地理单位名称的变更、作者工作单位的变化等原因，会影响到一
些单位和个人的论文数量排序。
（3）EI 收录 《地理学报》 等中文期刊，说明中国地理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不断增
强。同时，也对 《地理学报》 等 EI 收录的中国期刊的学术水平和英文摘要质量提出更高
的要求[3]。因此，进一步提高中国地理学的国际影响，是广大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共同
的责任。
致谢：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的朱诚老师提供了 2016 年 EI 收录期刊的信息，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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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ography papers of China in Engineering Index
HE Shujin, ZHAO Xin, YU Xinfa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s from the engineering village on 11 Feburary 2016,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is indexed by Engineering Index (EI). The indexed papers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re tracked back to 2006. Based on EI datab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ankings of geography subjects, geographical intitutions and authors in China. The rankings of
subjects, geographical intitutions and authors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re also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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