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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现有常用审稿人 4479人，作者推荐备用审稿人 12179人。在 2019年

11月 27 日至 2021年 02月 08日期间，通过数据库为本刊进行网络复审的审稿

人有 583 人，审阅论文 1294篇，平均审稿周期 10天。审稿周期 10 天以内的有

273人，审稿周期 11 天~20天的有 220人。当天审回 6人，最多复审 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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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中英文版)致谢审稿人名单 
（审稿较多的 166 人，以英文字母为序） 

姓名 单位 

白晶 东南大学 

柏广海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边丽萍 太原理工大学 

操齐高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曹崇德 西北工业大学 

曹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  

曾永康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陈枫 哈尔滨工程大学 

陈国钦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国庆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冷 北京科技大学 

陈利 中南大学 

陈威 西安交通大学 

陈永楠 长安大学 

从保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戴品强 福州大学 

邓开明 南京理工大学 

段柏华 中南大学 



方虹泽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房晓勇 燕山大学 

傅建中 浙江大学 

傅宇东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文理 湖南大学 

龚攀 华中科技大学 

顾爱军 扬州大学 

何继宁 河北工业大学 

何平 西南科技大学 

胡锐 西北工业大学 

黄朝文 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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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润 贵州大学 

黄永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贾志宏 重庆大学 

江海涛 北京科技大学 

姜锋 中南大学 

姜金龙 兰州理工大学 

蒋永锋 河海大学 

金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雷剑波 天津工业大学 

李成明 北京科技大学 

李福泉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海 常州大学 

李恒 西北工业大学 

李宏祥 北京科技大学 

李鹏飞 湖南工业大学 

李瑞迪 中南大学 

李淑华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李祥 上海交通大学 

李永胜 南京理工大学 

李永绣 南昌大学 

李勇 江西理工大学 

李再久 昆明理工大学 

梁敏洁 中北大学 

梁镇海 太原理工大学 

廖卫兵 深圳大学 

林高用 中南大学 

林三宝 哈尔滨工业大学 

蔺永诚 中南大学 



刘宝胜 太原科技大学 

刘道新 西北工业大学 

刘宏 西安交通大学 

刘明 陆军装甲兵学院 

刘培生 北京师范大学 

刘生发 武汉理工大学 

刘雄军 北京科技大学 

刘勇 南昌大学 

刘正 沈阳工业大学 

刘忠文 陕西师范大学 

刘仲武 华南理工大学 

柳东明 安徽工业大学 

鲁金忠 江苏大学 

吕旭东 钢铁研究总院 

吕喆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弭光宝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欧阳义芳 广西大学 

潘虎成 东北大学 

庞铭 中国民航大学 

彭晓领 中国计量学院 

乔彦强 西北工业大学 

秦立果 西安交通大学 

沙建军 大连理工大学 

盛立远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石宝东 燕山大学 

宋贵宏 沈阳工业大学 

孙巧艳 西安交通大学 

孙清洁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孙曙宇 台州学院 

谭志龙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唐斌 西北工业大学 

唐建国 中南大学 

汪冰峰 中南大学 

王常帅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王海滨 北京工业大学 

王金淑 北京工业大学 

王凯 东北大学 

王亮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王启伟 暨南大学 

王群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晓强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王效岗 太原科技大学 

王心美 西北工业大学 

王扬卫 北京理工大学 

文峰 海南大学 

伍廉奎 中山大学 

向茂乔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肖福仁 燕山大学 

肖健 江西理工大学 

肖文龙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辛社伟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邢书明 北京交通大学 

姓名 单位 

熊惟皓 华中科技大学 

徐建伟 西北工业大学 

许征兵 广西大学 

玄伟东 上海大学 

薛烽 东南大学 

薛红前 西北工业大学 

严峰 大连交通大学 

杨超 华南理工大学 

杨海欧 西北工业大学 

杨海涛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杨胶溪 北京工业大学 

杨劼人 西北工业大学 

杨眉 西南石油大学 

杨庆祥 燕山大学 

姚建华 浙江工业大学 

余圣甫 华中科技大学 

袁宝国 合肥工业大学 

袁铁锤 中南大学 

原长洲 安徽工业大学 

张保森 南京工程学院 

张二林 东北大学 

张凤英 长安大学 

张晖 安徽工业大学 

张朋越 中国计量大学 

张伟彬 山东大学 

张晓东 上海理工大学 

张修庆 华东理工大学 

张雪辉 江西理工大学 

张英波 西南交通大学 

张永康 广东工业大学 



张勇 北京科技大学 

张于胜 西安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源 华北理工大学 

张志清 重庆大学 

赵升吨 西安交通大学 

赵新宝 浙江大学 

赵新宝 浙江大学 

赵彦辉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赵永庆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赵宇宏 中北大学 

赵愈亮 东莞理工学院 

赵宗彬 大连理工大学 

郑磊 北京科技大学 

郑亮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周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长春 四川大学 

朱承飞 南京工业大学 

朱明 西安科技大学 

祝柏林 武汉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