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中国科技期刊 $%$& 影响因子 ’"" 名排行表

位次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位次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位次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 干旱区地理 ’) """" *( 科学通报 ") ++#’ ("( 高校地质学报 ") *,-"
! 矿床地质 !) ’’’’ *! 管理科学学报 ") ++(( ("!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 *,*’
’ 中国科学) & 辑，地球科学 () .’"- *’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 ("’ 免疫学杂志 ") *,#+
# 地理学报 () -*#. *# 昆虫学报 ") +,." ("# /012 34256207879:02 %:;:02 ") *,!’
* 地质学报 () -!"* **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 +,#! ("*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 *,"-
, 中国沙漠 () -"!* *, 中国稀土学报 ") +*## (",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 **..
+ 冰川冻土 () +,*, *+ 电网技术 ") +*#! ("+ 中文信息学报 ") ***,
- 草业学报 () ,.+- *- 催化学报 ") +##. ("- 农业工程学报 ") ***"
. 3<=7>?4<5< () ,*!! *. 摩擦学学报 ") +#"’ (". 地球学报 ") **(.

(" 岩石学报 () ,((- ," 资源科学 ") +’.- ((" 中国环境科学 ") *#-+
(( $4:;<>< 34@>:0> () *(+- ,( 应用气象学报 ") +!*- ((( $<88 A<><2504 ") *#’*
(! 自然资源学报 () *"!’ ,! 化学进展 ") +!’. ((!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 *#(!
(’ 高原气象 () #*., ,’ 土壤 ") +!"+ ((’ 化学物理学报 ") *’+’
(#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 燃料化学学报 ") +!", ((#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 *’,#
(* 干旱区研究 () ’.-* ,* 热带气象学报 ") +(’" ((* 岩土工程学报 ") *’#,
(, 物理学报 () ’,-! ,, 软件学报 ") +((" ((, 自然灾害学报 ") *!,-
(+ 地理科学进展 () ’#,- ,+ 计算机学报 ") ,.-’ ((+ 水产学报 ") *!,"
(-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 !."* ,-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 ,.!’ ((+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 *!,"
(. 地球化学 () !’"- ,. 沉积学报 ") ,-,# ((. 光学精密工程 ") *!*+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 +" 电力系统自动化 ") ,-(( (!"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 ") *!#*
!( 地球物理学报 () !((* +( 中华烧伤杂志 ") ,+*# (!( 地质与勘探 ") *(#.
!! 地理研究 () (.++ +! 中国激光 ") ,+!! (!!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 *(’’
!’ 水土保持学报 () (+(. +’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 ,,-# (!’ 生物工程学报 ") *"..
!# 土壤学报 () (,-, +# 环境科学学报 ") ,,’, (!’ 中国药理学通报 ") *"..
!* 地学前缘 () (,!’ +* 地震地质 ") ,#-# (!* 色谱 ") *"-"
!, 地质科学 () (*,* +,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 ,#+, (!, 强激光与粒子束 ") *"++
!+ 应用生态学报 () (#.( ++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 ") ,#,# (!, 药学学报 ") *"++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 (#!. +-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 ,#’! (!- 半导体学报 ") *"!.
!- 有机化学 () (#!. +. 中国农业科学 ") ,’’+ (!. 中华肿瘤杂志 ") *"(#
’" 生态学报 () (""* -" $766B;:021:7;> :; C4<75<1:028 34@>:0> ") ,’"- (’" 声学学报 ") *"""
’( 新型炭材料 () ".+, -( 石油实验地质 ") ,!-’ (’( 农村生态环境 ") #.(+
’! 植物生态学报 () ",*, -! 发光学报 ") ,!(, (’! 微生物学报 ") #."-
’’ 海洋与湖沼 () "*!. -’ 复合材料学报 ") ,!(, (’’ 中国中药杂志 ") #."!
’# 地质通报 () "*"" -# 动物学报 ") ,(," (’# 中国科学) $ 辑，生命科学 ") #-*+
’* 地质论评 () "#"! -* 地震学报 ") ,(’’ (’* 岩土力学 ") #-#-
’, 大气科学 () "(-, -, 石油学报 ") ,".* (’, 中草药 ") #-##
’+ 地理科学 () """" -+ 环境科学 ") ,"+"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
’- $4:;<>< 34@>:0> D<11<5> ") ..’* -- 遥感学报 ") ,"’.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 #-(*
’. 生物多样性 ") ..(. -. 中国水稻科学 ") ,"(! (’. 测绘学报 ") #+--
#" 光学学报 ") .##* ." 低温物理学报 ") ,""" (#" 棉花学报 ") #+-*
#( 第四纪研究 ") .#"" .( 光电子) 激光 ") *.’. (#(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 #+++
#! 药物分析杂志 ") .(** .! 作物学报 ") *.’* (#! 中国科学) E 辑，化学 ") #++(
#’ 地球科学进展 ") -#.* .’ 高分子学报 ") *-.( (#’ 结构化学 ") #+,+
## 现代地质 ") -#+! .# 地层学杂志 ") *--- (## 控制与决策 ") #+#.
#* 气象学报 ") -#’" .* 石油勘探与开发 ") *--! (#* 物理化学学报 ") #+(*
#, 分析化学 ") -#(* ., 地球物理学进展 ") *-+* (#, 环境化学 ") #,..
#+ 湖泊科学 ") -’(. .+ 物理学进展 ") *-(# (#+ 金属学报 ") #,.-
#- 遗传学报 ") -"’- .- 水科学进展 ") *+(.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 #,."
#. /=F2;0<> :; /167>?4<5:0 %0:<;0<> ") +.,+ .. 无机化学学报 ") *+"( (#. 古脊椎动物学报 ") #,--
*" 化学学报 ") ++*# ("" 中国生物防治 ") *,-, (#. 植物病理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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