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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02 日，通过数据库为本刊进行网络审稿的

审稿人有 412人。审稿周期 10天以内的有 202 人；审稿周期 30天以内的有 394

人，审回论文 629篇。平均审稿周期 12天。本刊现有常用审稿人 3592 人，作者

推荐备用审稿人 12360 人。 

编辑部向辛勤工作的审稿人致谢，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急作者之所急，义务、

及时、公平、公正地评阅每篇论文，你们科学、翔实、中肯的评语，辛勤的劳动，

无私的奉献，得到了广大作者的高度评价和真诚感谢。你们为论文的及时发表、

为人才的茁壮成长、为我国材料科学研发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为提

高《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中英文版)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 2018年度，审稿较多的有 168人， 平均审稿周期 12天，名单见下表（以

英文字母为序）。 

 

姓名 单位 

安茂忠 哈尔滨工业大学 

白晶 东南大学 

白质明 东北大学 

蔡建明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曹茂盛 北京理工大学 

陈冷 北京科技大学 

陈明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伟东 内蒙古工业大学 

陈先华 重庆大学 

陈祥 清华大学 

陈小红 上海理工大学 

陈兴品 重庆大学 

丁贤飞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董光能 西安交通大学 

杜继红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杜之明 哈尔滨工业大学 

段柏华 中南大学 

方晓英 山东理工大学 



冯艾寒 同济大学 

付彭怀 上海交通大学 

付前刚 西北工业大学 

傅建中 浙江大学 

高文理 湖南大学 

高英俊 广西大学 

韩远飞 上海交通大学 

何小东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胡锐 西北工业大学 

黄德武 沈阳理工大学 

黄亮 华中科技大学 

黄陆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明亮 大连理工大学 

黄太仲 济南大学 

黄永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吉泽升 哈尔滨理工大学 

江海涛 北京科技大学高效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江勇 中南大学 

姜锋 中南大学 

姜凤春 哈尔滨工程大学 

姜巨福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孔凡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乐启炽 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雷剑波 天津工业大学 

李大永 上海交通大学 

李德江 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李福泉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焊接国家重点试验 

李宏伟 西北工业大学 

李宏祥 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继东 辽宁科技大学 

李鹏飞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 

李萍 合肥工业大学 

李荣德 沈阳工业大学 

李瑞迪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瑞峰 江苏科技大学 

李瑞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淑华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李小强 华南理工大学 

梁成浩 大连海事大学 

梁镇海 太原理工大学 

林成 辽宁工业大学 

林小娉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蔺永诚 中南大学 

刘宏 西安交通大学 

刘洪涛 中南大学 

刘华山 中南大学 

刘洁 华中科技大学 

刘林 西北工业大学 

刘汝盟 江南大学 

刘生发 武汉理工大学 

刘胜胆 中南大学 

刘秀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刘正 沈阳工业大学 

刘忠文 陕西师范大学 

刘子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鲁世强 南昌航空大学 

栾佰峰 重庆大学 

骆宇时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吕旭东 钢铁研究总院 

马良 西北工业大学 

马运柱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梅青松 武汉大学 

莫健华 华中科技大学 

宁建国 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钱余海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权高峰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沙玉辉 东北大学材料各向异性与织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盛立远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施思齐 上海大学 

史庆南 昆明理工大学 

史耀武 北京工业大学 

宋晓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巧艳 西安交通大学 

索涛 西北工业大学 

谈发堂 华中科技大学 

唐斌 西北工业大学 

王常帅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王存山 大连理工大学三束材料改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德志 中南大学 

王迪 华南理工大学 

王东君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海波 北方工业大学 

王金淑 北京工业大学 

王力军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王立民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王立强 上海交通大学 

王猛 西北工业大学 

王启民 广东工业大学 

王晓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温鹏 清华大学 

文峰 海南大学 

肖志瑜 华南理工大学 

谢发勤 西北工业大学 

谢兴华 安徽理工大学 

辛社伟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熊惟皓 华中科技大学 

徐吉林 南昌航空大学 

许庆彦 清华大学 

薛红前 西北工业大学 

薛松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颜廷亭 昆明理工大学 

杨超 华南理工大学 

杨海欧 西北工业大学 

杨眉 西南石油大学 

杨庆祥 燕山大学 

杨长林 西北工业大学 

姚成武 上海交通大学 

姚建华 浙江工业大学 

姚美意 上海大学微结构重点实验室 

衣晓红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尹健 中南大学 

于濂清 中国石油大学 

于盛旺 太原理工大学 

余圣甫 华中科技大学 

袁铁锤 中南大学 

张海朗 江南大学 

张晖 安徽工业大学 

张建波 江西理工大学 

张立文 大连理工大学 

张松 沈阳工业大学 

张铁邦 西北工业大学 

张兴权 安徽工业大学 

张雪辉 江西理工大学 

张永康 广东工业大学 

张勇 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志强 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张子立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赵东林 北京化工大学 

赵东升 大连理工大学 

赵升吨 西安交通大学 

赵宪明 东北大学 

赵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 

赵彦辉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赵跃 上海交通大学 

赵宗彬 大连理工大学 

郑亮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周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灵平 湖南大学 

周文龙 大连理工大学 

周细应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明亮 华东理工大学 

朱申敏 上海交通大学 

朱永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