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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所对比高校地理学领域科研论文被引次数汇总表
（数据来源Scival）

整体学科布局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现代的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我国地理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也面临
着诸多挑战。那么，纵观内地高校，到底哪家的地理学学科更强
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地理学领域的中国内地顶级高校。

从这个问题出发，本文统计了国内参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
估的60所高校的地理学学科评估结果，对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被评为A档的6所高校地理学学科领域的科研实力表现、科研热
点、师资与人才资源、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分
析，以期揭示各高校地理学学科的总体实力和顶尖高校的竞争状
况，为更好地认识各高校地理学学科建设情况提供参考。

为了下文数据库信息检索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需要定义
研究学科的范围：教育部的一级学科为地理学，映射到 ELSEVI-
ER数据库科研分析平台Scival 中为地球与行星科学（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本文将以此映射关系为基础展开相关论述。

地理学领域硬核高校大盘点

本版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强
传播团队、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数据新闻专委会合作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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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内地范围来看，共有
31 所高校拥有地理学一级学科博
士点，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具有
一级博士点的参评高校有 29 所。
此外，部分具有“硕士授权”的高校
也参加了第四轮学科评估，参评高
校共计 60 所。结合第四轮学科评
估进一步限制范围，中国内地范围
内地理学一级学科处于 A 档的高
校共有 6 所，其中“A+”类高校有 2
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A”
类高校有 1 所（华东师范大学）；

“A-”类高校有 3 所（南京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

除了学科评估外，能否入选
“双一流”学科也是目前衡量中国
内地高校学科实力的重要参考。
统计发现，在中国内地的 465 个

“双一流”学科中，有 3 所高校的
地理学学科入选，它们分别是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
大学。综合第四轮学科评估和“双
一流”学科评选的情况来看，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是“双料赢家”。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后续选
取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处于 A
档的 6 所高校进行分析。

本文基于 Scival 开发的论文
研究主题（topics）与主题的全球显
示度（prominence）尝试探寻 6 所对
比高校十年来（2009～2018）在地
理学领域的研究前沿热点情况。

由图 4 可知，北京大学和南

京大学所研究的 topics 数量上要
明显多于其他对比高校，说明这
两所学校在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范
围更加广泛。

但此图仅可看出各校研究的
范围广度，看不出研究的前沿性。

科研热点研究情况

所谓“名师出高徒”，学科的
发展与师资力量脱不开关系。

受客观条件限制，各高校地
理学科的师资力量精确数据总是
难以获取。本文基于 6 所高校官
网发布的信息，采集各高校地理
学科所在学院的大致师资配置和
顶尖人才数据。

据表 4，北京大学在顶尖人
才配置上遥遥领先，无论是院士

数量还是长江学者、杰出青年、
优秀青年数量都远超其余 5 所
高校。

北京师范大学与南京师范大
学在教师总量上拥有相当规模。

在顶尖人才数量上，除去遥
遥领先的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
汉大学相差无几，北京师范大学
稍逊风骚。

师资与人才资源

（本期内容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强传播团队提供）

尽管各高校学科建设经费在
公开渠道很难获取，不过考虑到地
理学科属于自然科学中的地球科
学部，本文采用 2014—2018 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统
计及地理学科经费情况，间接表征
各高校相关学科项目及经费实力。

结合面上项目学科分类，本
文统计了 6 所对比高校近五年来
在地理学科领域的立项情况。

由表 5 和图 5 可知，在近五
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中，南京大学所拥有的项目数量
是最多的，以 208 项立项雄居榜
首，经费总额达到 14656.5 万元；
武汉大学以 172 项立项、11689 万
元的经费总额位居第二。

总体来看，6 所高校的项目
数量与项目经费成正比，项目越
多，研究经费也越多。

项目与经费资源

图 5.6 所对比高校近五年地理学领域自然科学基
金立项金额及项目总计

本文基于全球领先的科研
分析平台 Scival 分析工具，对前
文提到的 6 所高校的整体科研
状况进行比较。图 1 展示的是近
十年 6 所高校在地理学领域的
科研发文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到，6 所大学
的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
发展速度出现明显分层，这里暂
且将 6 所大学分为第一与第二梯
队进行描述说明。

排在第一梯队的是武汉大
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北京
师范大学，这 4 所大学年发文量

增长明显，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
势，其中武汉大学在总发文量上
拥有强劲实力，排在第一梯队的
首位，2018 年发文量在 1300 篇
以上，领先于其余 3 所高校，自
2015 年以来，科研论文发表数量
明显提高，第二位北京大学与其
差距越来越大。

排在第二梯队的是华东师范
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两所高校
在科研论文发表的步调上基本保
持一致，年发文量增长缓慢，且近
六年发文量与第一梯队间的差距
越来越大。

科研实力表现

表 3.6 所对比高校在全球显示度排名最靠前的
6个 topics 中的表现比较

综上所述，6 所地理学学科领
域的顶尖高校虽然各有千秋，但综
合来看，北京大学具有绝对优势和
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学科评比、论
文被引量、前 10%高被引论文占
比、国际化合作、归一化影响因子、
研究范围、研究热点、顶尖人才配
置上都处于领头羊位置，只是在科
研项目数量和经费上仍需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不论是在“双
一流”学科评选还是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都尽显优势，科研项目数
量、经费水平、师资配备、研究热
点也都十分突出，未来努力的方
向在于提高论文的发文量和被
引量。

南京大学在科研项目数量、
研究范围、研究热点、论文被引量
上表现抢眼，未来需注意引进更
多的顶尖人才，争取在学科评估

中更上一层楼。
南京师范大学尽管论文发文

量、被引量、科研项目数量表现稍
弱，但是在论文综合指标上表现抢
眼，说明这所学校虽然科研规模较
小但是实力不俗，这也与其在“双
一流”学科评选中的表现相符。

武汉大学在论文发文总量上
具有愈发明显的优势，科研项目数
量和研究广度也较为突出，但是在
论文综合指标上稍显逊色，此外在
顶尖人才配置方面仍需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与南京师范大
学类似，科研规模相对较小，但在
国际化合作方面优势明显，未来
需在论文发文量、前 10%高被引
论文占比、归一化影响因子这些
指标上继续努力。

（注：以上数据为人工采集，
如有错漏敬请指正）

表 1.第四轮学科评估地理学学科评估结果（注：评估结果
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学校代码排列）

图 3 展示的是近十年 6 所高
校在地理学领域科研论文的综合
指标比较。其中，横坐标表示前
10%高被引论文占比（Outputs in
Top Citation Percentiles），纵坐标
表示论文国际合作占比（Collab-
oration），圆圈大小表示归一化影
响因子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由此图可知，在前 10%高被
引论文占比、国际化和归一化影
响因子这三个指标上表现最好的
都是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虽

在前 10%高被引论文占比和归一
化影响因子方面略微欠缺，但其
国际化方面排名第二，表现尚可。

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
归一化影响因子方面的表现上较
为相似，处于居中位置。而前面一
直有优异表现的武汉大学在这三
个指标上则稍显逊色，究其原因
可能是与其科研体量较大有关，
因为这三个指标容易被论文体量
稀释，反倒是那些科研规模小但
科研质量比较高的高校在这三个
指标上略占优势。

图 1.6 所对比高校地理学领域科研发文比较

图 2 和表 2 展示的是近十年
来 6 所高校在地理学领域科研论
文的被引量比较。

由图 2 和表 2 可知，北京大
学 在 论 文 被 引 量 上 有 明 显 优
势 ， 近 十 年 论 文 被 引 数 量 达
126517 次。南京大学、武汉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位于第二梯
队，近十年的论文被引总数均
在 68000 次 以 上 、100000 次 以
下。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
大学在这一指标上表现不佳，
近十年被引总数分别为 19520
次和 10185 次。

图 2.6 所对比高校地理学领域科研论文被引次数比较

图 3.6 所对比高校地理学领域科研发文综合指标比较

接下来，本文通过 Scival 的
全球显示度指标揭示各高校在地
理学领域的研究前沿情况。

由表 3 可知，目前国内地理
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研究热度最高
的关键词是“气候模型、模型、雨
量（Climate Models，Model，Rain-
fall）”“遥感、图像分类、卫星图像

（Remote Sensing，Image Classifica-
tion，Satellite Imagery）”“星系、恒
星、行星（Galaxies，Stars，Planets）”

“气溶胶、空气质量、大气气溶胶
（Aerosols，Air Quality，Atmospheric
Aerosols）”“海洋、湖泊、溶解有机
物质（Oceans，Lakes，Dissolved Or-
ganic Matter）”“锆石、铀铅测年、地
质年代学（Zircon，Uranium-Lead
Dating，Geochronology）”。

从前 6 个热点 topics 的总量
来看，北京大学拥有绝对实力，北
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也有不俗
的表现。

北京大学在“星系、恒星、行星
（Galaxies，Stars，Planets）”“锆石、铀
铅测年、地质年代学（Zircon，Ura-
nium-Lead Dating，Geochronolo-
gy）”“气候模型、模型、雨量（Cli-
mate Models，Model，Rainfall）”方
面具有极其显著的优势、北京师
范大学则在“遥感、图像分类、卫
星 图 像 （Remote Sensing，Image
Classifi cation，Satellite Imagery）”主
题上有较大的科研优势；南京大
学在“锆石、铀铅测年、地质年代
学（Zircon，Uranium-Lead Dating，
Geochronology）”同样表现抢眼。

图 4.6 所对比高校目前产生过论文的 topics 数量比较

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方面，
我们可以参考 ELSEVIER 的中国
高被引学者榜单，该榜单有独立
的地球与行星科学分类。

根据 2019 年 1 月份发布的
最新一期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来
看，地球与行星科学共有 75 位学
者上榜。

在 6 所对比高校中，共有 13
位学者榜上有名。其中，北京大学
在 6 所高校中表现抢眼，共有 8

名学者上榜，北京师范大学占 2
席，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各占 1 席，武汉大学
在 2018 榜单里未有学者上榜。

剩余 62 席分别被中国科学
院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
地质科学院等瓜分。其中，中国科
学院独占鳌头，共有 25 名学者上
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
质科学院分别占 7 席，其余科研
院所之间差距并不明显。

表 4.6 所对比高校师资以及人才数量表

表 5.6 所对比高
校近五年地理学领域
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
据（数据来源：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学科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