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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13 年年度优秀审稿专家名单
2013 年，本刊来稿 1271 篇，参与审稿并返回意见的同行专家 991 名，其中审稿两次以上的 358 人。
为了表达对各位审稿专家的感谢，我们根据审稿意见质量、审稿数量和审稿速度等指标，综合评价后，
决定授予白琳等 122 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3 年年度优秀审稿专家称号。优秀审稿专家名单附后，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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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白跃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蔡小舒 上海理工大学
蔡中义 吉林大学
曹树良 清华大学
曾敏 西安交通大学
陈国定 西北工业大学
陈焕新 华中科技大学
楚武利 西北工业大学
丁宝苍 西安交通大学
丁渭平 西南交通大学
董伟 吉林大学
杜垲 东南大学
冯洪庆 中国石油大学
冯慧华 北京理工大学
冯诗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贵 国防科技大学
高丽敏 西北工业大学
宫敬 中国石油大学
郭丹 北京清华大学
郭吉丰 浙江大学
侯兴松 西安交通大学
胡春波 西北工业大
胡汉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胡茑庆 国防科技大学
胡钋 武汉大学
花为 东南大学
霍永忠 复旦大学
姬红兵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纪常伟 北京工业大学
冀振元 哈尔滨工业大学
贾庆山 清华大学
姜歌东 西安交通大学
蒋书运 东南大学
金仁成 大连理工大学
康勇 武汉大学
李保红 西安交通大学
李国君 西安交通大学
李会雄 西安交通大学
李建勋 上海交通大学

42. 李景银 西安交通大学
43. 李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4. 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45. 李晓平 中国石油大学
46. 李永光 上海电力学院
47. 李增耀 西安交通大学
48. 练秋生 燕山大学
49. 梁军 山东大学
50. 梁森 青岛理工大学
51. 梁兴雨 天津大学
52. 林福昌 华中科技大学
53. 林学东 吉林大学
54. 刘朝 重庆大学
55. 刘建书 203 研究所
56. 刘建忠 浙江大学
57. 刘磊 西安交通大学
58. 刘卫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9. 刘小民 西安交通大学
60. 刘银河 西安交通大学
61. 刘正先 天津大学
62. 刘志珍 山东大学
63. 罗贵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4. 马春光 哈尔滨工程大学
65. 马国远 北京工业大学
66. 马振群 西安交通大学
67. 毛世民 西安交通大学
68. 孟广伟 吉林大学
69. 牛文铁 天津大学
70. 祁明旭 北京理工大学
71.. 秦红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2. 秦涛 西安交通大学
73. 曲杰 华南理工大学
74. 盛德仁 浙江大学
75. 舒水明 华中科技大学
76. 宋金瓯 天津大学
77. 苏丰 南京大学
78. 苏钢 华中科技大学
79. 孙增国 华侨大学
80. 谭春青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
81. 唐桂华 西安交通大学
82. 王超 天津大学

83. 王从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4. 王慧明 西安交通大学
85. 王军平 西安交通大学
86. 王君 中国石油大学
87. 王磊 西安交通大学
88. 王文 上海交通大学
89. 王锡斌 西安交通大学
90. 王运锋 四川大学
91. 魏进家 西安交通大学
92. 吴筱敏 西安交通大学
93. 向渝 电子科技大学
94. 谢宝昌 上海交通大学
95. 谢小鹏 华南理工大学
96. 徐兵 浙江大学
97. 徐超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
98. 徐衍亮 山东大学
99. 杨培林 西安交通大学
100. 叶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1. 叶正寅 西北工业大学
102. 于波 武汉大学
103. 袁兆成 吉林大学
104. 张成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5. 张恒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106. 张红光 北京工业大学
107. 张鸿 西安交通大学
108. 张建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9. 张俊红 天津大学
110. 张鹏 上海交通大学
111. 张涛 清华大学
112. 张晓星 重庆大学
113. 张英杰 西安交通大学
114. 赵云 福州大学
115. 郑艳 东北大学
116. 周军莉 武汉理工大学
117. 周屈兰 西安交通大学
118. 周雪松 天津理工大学
119. 周亚东 西安交通大学
120. 朱晓民 北京邮电大学
121. 庄健 西安交通大学
122. 禚玉群 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