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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两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教育改革力度，无论是教育部“双一流大学”的建

设，还是社会机构对高校的评价排名，无疑都说明了高校评价作为高校科研活动

管理和评判的基础手段具有高度的导向性，能够激励高校科研活动及优化科研资

源配置，提升高校科研创造实力和学术影响力。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方软件）本着科学、合理、客观、公

正的原则对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学科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就此发布《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希望对我国高校增强创新影响力，建设一

流学科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为高校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一个基准参考和

评价尺度。 

针对我国高校科技创新的特点，万方软件联合业界专家，为我国的高校科

技创新量身打造了一套评价体系。从高校的办学质量、科研水平以及竞争力和影

响力等多维度出发，设置了“科研基础”、“知识创造”、“成果影响”等三个一级

指标。结合投入、产出、效益等影响科研竞争力的基本因素设置了“科研基地”、

“科研财力”、“国内论文”、“国际论文”、“专利”、“标准”、“科技成果获奖”、

“成果利用”等十个二级指标。同时进一步分析和细化，系统全面地设置了“科

研基地数量”、“两院院士数量”、“中信所核心刊发文量”、“SCI收录数量占全国

大学比重”等 60个三级指标。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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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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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根据高校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以“科研基础”、“知识创造”、“成果影响”

等三个评价指标的单项得分分别乘以相对应的权重系数，在机构科技创新能力透

视（EIDEEP）软件的辅助下，对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综合创新能力进行打分，得

到各高校的创新分数并进行排名。选取其中前 100 所，排名结果如下表 1-1 所示。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为：浙江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江苏省以 16 所高校上榜位居全国各省直辖市首位，其次是北京

14 所，上海 8 所。 

表 1-1：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百强 

全国排名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浙江大学 综合 602.85 浙江 杭州 

2 北京大学 综合 591.44 北京  

3 清华大学 工科 566.73 北京  

4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491.00 上海  

5 复旦大学 综合 468.51 上海  

6 南京大学 综合 405.43 江苏 南京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科 362.32 安徽 合肥 

8 中山大学 综合 327.72 广东 广州 

9 吉林大学 综合 310.92 吉林 长春 

10 武汉大学 综合 306.25 湖北 武汉 

11 四川大学 综合 303.73 四川 成都 

12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284.67 湖北 武汉 

13 山东大学 综合 273.84 山东 济南 

14 南开大学 综合 257.87 天津  

1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200.48 黑龙江 哈尔滨 

16 兰州大学 综合 197.62 甘肃 兰州 

17 中南大学 综合 196.42 湖南 长沙 

18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191.17 辽宁 大连 

19 天津大学 工科 179.23 天津  

20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175.06 陕西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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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21 厦门大学 综合 174.70 福建 厦门 

22 同济大学 工科 163.24 上海  

23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162.26 广东 广州 

24 东南大学 综合 152.60 江苏 南京 

25 苏州大学 综合 150.84 江苏 苏州 

26 华东理工大学 工科 149.56 上海  

27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143.72 北京  

28 首都医科大学 医药 134.90 北京  

29 湖南大学 综合 129.37 湖南 长沙 

30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 128.74 北京  

31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117.27 上海  

32 东北师范大学 师范 116.22 吉林 长春 

33 郑州大学 综合 115.31 河南 郑州 

34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106.15 陕西 西安 

35 南京医科大学 医药 105.67 江苏 南京 

36 北京化工大学 工科 104.49 北京  

37 上海大学 综合 94.55 上海  

3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93.00 北京  

39 重庆大学 综合 87.24 重庆  

40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 82.97 江苏 南京 

41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81.44 湖北 武汉 

42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 81.41 湖北 武汉 

43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79.75 北京  

44 江南大学 综合 79.65 江苏 无锡 

45 西南大学 综合 77.17 重庆  

46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76.94 北京  

47 中国海洋大学 综合 72.18 山东 青岛 

48 南方医科大学 医药 70.49 广东 广州 

49 河北医科大学 医药 69.99 河北 石家庄 

5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69.24 江苏 南京 

51 暨南大学 综合 69.01 广东 广州 

52 江苏大学 综合 68.83 江苏 镇江 

53 东北大学 工科 68.58 辽宁 沈阳 

54 东华大学 工科 68.02 上海  

55 南昌大学 综合 67.39 江西 南昌 

56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 67.29 湖北 武汉 

57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66.62 四川 成都 

58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65.79 陕西 西安 

59 福州大学 工科 64.33 福建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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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60 扬州大学 综合 63.95 江苏 扬州 

61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 63.30 江苏 南京 

62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63.29 江苏 南京 

63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61.46 北京  

64 中国医科大学 医药 60.47 辽宁 沈阳 

6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 60.23 陕西 咸阳 

66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59.72 北京  

67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 58.15 广东 广州 

68 南京工业大学 工科 58.07 江苏 南京 

69 重庆医科大学 医药 58.00 重庆  

70 湖南师范大学 师范 56.63 湖南 长沙 

71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

医学科学院 

医药 56.40 北京  

72 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药 56.15 黑龙江 哈尔滨 

73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55.56 四川 成都 

74 西北大学 综合 54.03 陕西 西安 

75 安徽医科大学 医药 53.86 安徽 合肥 

76 浙江工业大学 工科 52.58 浙江 杭州 

77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51.66 北京  

78 中国药科大学 医药 51.62 江苏 南京 

79 温州医科大学 医药 50.82 浙江 温州 

80 天津医科大学 医药 46.86 天津  

81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46.75 江苏 徐州 

82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46.27 安徽 合肥 

83 青岛大学 综合 44.52 山东 青岛 

84 山西大学 综合 44.26 山西 太原 

8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43.74 陕西 西安 

85 青岛科技大学 工科 43.74 山东 青岛 

87 河海大学 工科 43.73 江苏 南京 

88 河南大学 综合 42.84 河南 开封 

89 安徽师范大学 师范 42.39 安徽 芜湖 

9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工科 41.76 北京  

91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 41.32 广东 广州 

92 河北大学 综合 40.72 河北 保定 

93 湘潭大学 综合 39.40 湖南 湘潭 

94 云南大学 综合 38.91 云南 昆明 

9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科 38.79 黑龙江 哈尔滨 

96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药 38.04 江苏 南京 

97 宁波大学 综合 37.81 浙江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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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98 汕头大学 综合 37.46 广东 汕头 

99 上海师范大学 师范 37.36 上海  

100 山东师范大学 师范 37.12 山东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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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7 年全国各类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依据教育部现行的大学分类方法，选取了综合、工科、师范、医药、财经、

艺术、农业、政法、语言、体育、民族和林业（除军工类院校）等 12 个类型的

高校，并根据高校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以“科研基础”、“知识创造”、“成果

影响”等三个评价指标的单项得分分别乘以相对应的权重系数，在机构科技创新

能力透视（EIDEEP）软件的辅助下，对我国普通本科高校进行创新分数打分，排

名前 50 的高校情况如下。 

1、2017 年全国综合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综合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

大学。其中浙江大学在 SCI 收录数量、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其

他同类型高校从而拔得头筹。北京大学在科研基地数量、两院院士数量、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上海交大则凭借五大核心期刊发文量、

中信所核心刊发文量等指标优势成功跻身前三行列，具体排名如表 2-1 所示。 

表 2-1：2017 年全国综合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浙江大学 602.85 浙江 杭州 

2 北京大学 591.44 北京  

3 上海交通大学 491.00 上海  

4 复旦大学 468.51 上海  

5 南京大学 405.43 江苏 南京 

6 中山大学 327.72 广东 广州 

7 吉林大学 310.92 吉林 长春 

8 武汉大学 306.25 湖北 武汉 

9 四川大学 303.73 四川 成都 

10 华中科技大学 284.67 湖北 武汉 

11 山东大学 273.84 山东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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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2 南开大学 257.87 天津  

13 兰州大学 197.62 甘肃 兰州 

14 中南大学 196.42 湖南 长沙 

15 西安交通大学 175.06 陕西 西安 

16 厦门大学 174.70 福建 厦门 

17 东南大学 152.60 江苏 南京 

18 苏州大学 150.84 江苏 苏州 

19 湖南大学 129.37 湖南 长沙 

20 郑州大学 115.31 河南 郑州 

21 上海大学 94.55 上海  

22 重庆大学 87.24 重庆  

23 江南大学 79.65 江苏 无锡 

24 西南大学 77.17 重庆  

25 中国海洋大学 72.18 山东 青岛 

26 暨南大学 69.01 广东 广州 

27 江苏大学 68.83 江苏 镇江 

28 南昌大学 67.39 江西 南昌 

29 扬州大学 63.95 江苏 扬州 

30 中国人民大学 61.46 北京  

31 西北大学 54.03 陕西 西安 

32 青岛大学 44.52 山东 青岛 

33 山西大学 44.26 山西 太原 

34 河南大学 42.84 河南 开封 

35 河北大学 40.72 河北 保定 

36 湘潭大学 39.40 湖南 湘潭 

37 云南大学 38.91 云南 昆明 

38 宁波大学 37.81 浙江 宁波 

39 汕头大学 37.46 广东 汕头 

40 广西大学 34.54 广西 南宁 

41 安徽大学 34.23 安徽 合肥 

42 贵州大学 30.18 贵州 贵阳 

43 南通大学 29.87 江苏 南通 

44 华侨大学 27.09 福建 泉州 

45 新疆大学 25.23 新疆 乌鲁木齐 

46 深圳大学 24.74 广东 深圳 

47 聊城大学 24.23 山东 聊城 

48 石河子大学 21.98 新疆  

49 三峡大学 21.17 湖北 宜昌 

50 黑龙江大学 20.38 黑龙江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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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全国工科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工科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

哈尔滨工业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

CPCI-S 收录数量、起草国家标准数量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同类型高校。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哈尔滨工

业大学则凭借发明专利申请数量、EI 收录数量等指标优势成功跻身前三行列，具

体排名如表 2-2 所示。 

表 2-2：2017 年全国工科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清华大学 566.73 北京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62.32 安徽 合肥 

3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48 黑龙江 哈尔滨 

4 大连理工大学 191.17 辽宁 大连 

5 天津大学 179.23 天津  

6 同济大学 163.24 上海  

7 华南理工大学 162.26 广东 广州 

8 华东理工大学 149.56 上海  

9 西北工业大学 106.15 陕西 西安 

10 北京化工大学 104.49 北京  

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3.00 北京  

12 武汉理工大学 81.44 湖北 武汉 

13 北京理工大学 79.75 北京  

14 北京科技大学 76.94 北京  

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9.24 江苏 南京 

16 东北大学 68.58 辽宁 沈阳 

17 东华大学 68.02 上海  

18 电子科技大学 66.62 四川 成都 

19 福州大学 64.33 福建 福州 

20 南京理工大学 63.29 江苏 南京 

21 北京工业大学 59.72 北京  

22 南京工业大学 58.07 江苏 南京 

23 西南交通大学 55.56 四川 成都 

24 浙江工业大学 52.58 浙江 杭州 

25 北京交通大学 51.66 北京  

26 中国矿业大学 46.75 江苏 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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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27 合肥工业大学 46.27 安徽 合肥 

2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3.74 陕西 西安 

28 青岛科技大学 43.74 山东 青岛 

30 河海大学 43.73 江苏 南京 

3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41.76 北京  

32 哈尔滨工程大学 38.79 黑龙江 哈尔滨 

3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7.10 北京  

34 北京邮电大学 35.00 北京  

35 燕山大学 34.35 河北 秦皇岛 

36 华北电力大学 34.28 北京  

37 昆明理工大学 30.39 云南 昆明 

38 太原理工大学 28.56 山西 太原 

39 上海理工大学 26.72 上海  

40 长安大学 24.27 陕西 西安 

41 兰州理工大学 23.57 甘肃 兰州 

42 河北工业大学 23.04 天津  

43 广东工业大学 22.77 广东 广州 

44 浙江理工大学 22.69 浙江 杭州 

45 温州大学 22.60 浙江 温州 

46 中北大学 22.12 山西 太原 

4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1.87 江苏 南京 

48 河南科技大学 21.41 河南 洛阳 

49 天津工业大学 21.00 天津  

50 武汉科技大学 20.93 湖北 武汉 

3、2017 年全国师范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师范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

东北师范大学。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在两院院士数量、南大核心期刊发文量、社科

院核心刊发文量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同类型高校，具体排名如表 2-3 所示。 

表 2-3：2017 年全国师范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北京师范大学 143.72 北京  

2 华东师范大学 117.27 上海  

3 东北师范大学 116.22 吉林 长春 

4 华中师范大学 81.41 湖北 武汉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1 

 

11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5 陕西师范大学 65.79 陕西 西安 

6 南京师范大学 63.30 江苏 南京 

7 华南师范大学 58.15 广东 广州 

8 湖南师范大学 56.63 湖南 长沙 

9 安徽师范大学 42.39 安徽 芜湖 

10 上海师范大学 37.36 上海  

11 山东师范大学 37.12 山东 济南 

12 河南师范大学 36.11 河南 新乡 

13 西北师范大学 35.78 甘肃 兰州 

14 浙江师范大学 34.93 浙江 金华 

15 首都师范大学 33.68 北京  

16 河北师范大学 27.82 河北 石家庄 

17 福建师范大学 27.80 福建 福州 

18 广西师范大学 23.26 广西 桂林 

19 辽宁师范大学 22.88 辽宁 大连 

20 江苏师范大学 21.39 江苏 徐州 

21 天津师范大学 21.03 天津  

22 江西师范大学 20.76 江西 南昌 

23 四川师范大学 17.56 四川 成都 

24 曲阜师范大学 16.61 山东 济宁 

25 杭州师范大学 16.58 浙江 杭州 

26 山西师范大学 14.34 山西 临汾 

27 西华师范大学 12.75 四川 南充 

28 云南师范大学 10.68 云南 昆明 

29 洛阳师范学院 10.66 河南 洛阳 

30 哈尔滨师范大学 10.48 黑龙江 哈尔滨 

31 河南科技学院 9.55 河南 新乡 

32 重庆师范大学 9.45 重庆  

33 湖州师范学院 9.36 浙江 湖州 

34 绍兴文理学院 8.89 浙江 绍兴 

35 淮阴师范学院 8.87 江苏 淮安 

36 淮北师范大学 8.53 安徽 淮北 

37 丽水学院 8.45 浙江 丽水 

38 贵州师范大学 8.23 贵州 贵阳 

39 信阳师范学院 8.19 河南 信阳 

40 沈阳师范大学 7.99 辽宁 沈阳 

41 盐城师范学院 7.26 江苏 盐城 

42 内蒙古师范大学 6.88 内蒙古 呼和浩特 

43 吉林师范大学 6.75 吉林 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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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44 商丘师范学院 6.21 河南 商丘 

45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5.80 江西 南昌 

46 宝鸡文理学院 5.61 陕西 宝鸡 

46 湖北师范学院 5.61 湖北 黄石 

48 安庆师范学院 5.00 安徽 安庆 

49 赣南师范学院 4.65 江西 赣州 

50 安阳师范学院 4.58 河南 安阳 

4、2017 年全国医药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医药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和

南方医科大学。其中首都医科大学在五大核心期刊发文量、中信所核心期刊发文

量、中国科协一级学会举办的会议论文篇数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同类型高校，

具体排名如表 2-4 所示。 

表 2-4：2017 年全国医药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首都医科大学 134.90 北京  

2 南京医科大学 105.67 江苏 南京 

3 南方医科大学 70.49 广东 广州 

4 河北医科大学 69.99 河北 石家庄 

5 中国医科大学 60.47 辽宁 沈阳 

6 重庆医科大学 58.00 重庆  

7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

医学科学院 

56.40 北京  

8 哈尔滨医科大学 56.15 黑龙江 哈尔滨 

9 安徽医科大学 53.86 安徽 合肥 

10 中国药科大学 51.62 江苏 南京 

11 温州医科大学 50.82 浙江 温州 

12 天津医科大学 46.86 天津  

13 南京中医药大学 38.04 江苏 南京 

14 广州中医药大学 37.04 广东 广州 

15 广西医科大学 34.66 广西 南宁 

16 沈阳药科大学 34.50 辽宁 沈阳 

17 上海中医药大学 29.43 上海  

18 广州医科大学 29.25 广东 广州 

19 福建医科大学 28.43 福建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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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20 昆明医科大学 25.55 云南 昆明 

20 浙江中医药大学 25.55 浙江 杭州 

22 北京中医药大学 25.41 北京  

23 山西医科大学 25.07 山西 太原 

24 新疆医科大学 24.59 新疆 乌鲁木齐 

25 徐州医学院 21.61 江苏 徐州 

26 大连医科大学 20.92 辽宁 大连 

27 湖北医药学院 20.16 湖北 十堰 

28 广东医学院 19.75 广东 湛江 

29 天津中医药大学 18.44 天津  

30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18 山东 济南 

31 泰山医学院 15.40 山东 泰安 

32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 

14.09 湖南 长沙 

33 成都中医药大学 13.80 四川 成都 

34 辽宁中医药大学 13.21 辽宁 沈阳 

35 遵义医学院 13.08 贵州 遵义 

36 河南中医学院 13.05 河南 郑州 

37 内蒙古医科大学 12.92 内蒙古 呼和浩特 

38 广西中医药大学 12.76 广西 南宁 

39 新乡医学院 12.74 河南 新乡 

4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1.97 黑龙江 哈尔滨 

41 贵州医科大学 11.79 贵州 贵阳 

42 四川医科大学 11.61 四川 泸州 

43 辽宁医学院 11.30 辽宁 锦州 

44 宁夏医科大学 11.08 宁夏 银川 

45 广东药学院 10.76 广东 广州 

46 滨州医学院 10.62 山东 滨州 

47 川北医学院 9.75 四川 南充 

48 蚌埠医学院 9.41 安徽 蚌埠 

49 陕西中医药大学 9.21 陕西 西安 

50 皖南医学院 9.10 安徽 芜湖 

5、2017 年全国财经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财经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工商大

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南大核心刊发文量、社科院核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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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同类型高校，具体排名如表 2-5 所示。 

表 2-5：2017 年全国财经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7.44 湖北 武汉 

2 浙江工商大学 14.53 浙江 杭州 

3 西南财经大学 12.47 四川 成都 

4 中央财经大学 11.30 北京  

5 北京工商大学 10.65 北京  

6 上海财经大学 10.53 上海  

7 江西财经大学 9.76 江西 南昌 

8 嘉兴学院 9.53 浙江 嘉兴 

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45 北京  

10 东北财经大学 8.34 辽宁 大连 

1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37 北京  

12 广东财经大学 7.17 广东 广州 

13 南京财经大学 6.95 江苏 南京 

14 天津商业大学 6.59 天津  

15 山东财经大学 5.83 山东 济南 

1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5.36 河南 郑州 

17 哈尔滨商业大学 5.27 黑龙江 哈尔滨 

18 浙江财经大学 4.97 浙江 杭州 

19 河北经贸大学 4.93 河北 石家庄 

2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4.63 河南 郑州 

21 天津财经大学 4.45 天津  

22 安徽财经大学 4.24 安徽 蚌埠 

23 石家庄经济学院 3.89 河北 石家庄 

24 山西财经大学 3.82 山西 太原 

25 贵州财经大学 3.74 贵州 贵阳 

26 南京审计学院 3.63 江苏 南京 

27 广东金融学院 3.35 广东 广州 

28 西安财经学院 3.24 陕西 西安 

29 广西财经学院 2.94 广西 南宁 

30 湖南商学院 2.79 湖南 长沙 

3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69 上海  

32 北京物资学院 2.64 北京  

33 云南财经大学 2.62 云南 昆明 

34 辽东学院 2.48 辽宁 丹东 

35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2.33 上海  

36 新疆财经大学 2.18 新疆 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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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37 湖北经济学院 2.11 湖北 武汉 

37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11 北京  

39 兰州财经大学 1.99 甘肃 兰州 

40 吉林财经大学 1.92 吉林 长春 

41 河北金融学院 1.71 河北 保定 

42 内蒙古财经大学 1.64 内蒙古 呼和浩特 

43 吉林工商学院 1.45 吉林 长春 

44 上海金融学院 1.36 上海  

45 铜陵学院 1.16 安徽 铜陵 

46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1.11 湖南 长沙 

47 西安外事学院 1.05 陕西 西安 

48 上海商学院 0.93 上海  

49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0.76 河南 郑州 

50 福建江夏学院 0.58 福建 福州 

6、2017 年全国艺术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艺术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南京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

中央音乐学院，具体排名如表 2-6 所示。 

表 2-6：2017 年全国艺术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南京艺术学院 3.19 江苏 南京 

2 北京电影学院 1.96 北京  

3 中央音乐学院 1.71 北京  

4 中央美术学院 1.62 北京  

5 四川音乐学院 1.56 四川 成都 

6 上海音乐学院 1.37 上海  

7 鲁迅美术学院 1.35 辽宁 沈阳 

8 中国音乐学院 1.23 北京  

9 广州美术学院 1.12 广东 广州 

10 上海戏剧学院 1.07 上海  

11 西安音乐学院 1.05 陕西 西安 

12 广西艺术学院 0.96 广西 南宁 

13 中国美术学院 0.90 浙江 杭州 

14 北京舞蹈学院 0.84 北京  

14 武汉音乐学院 0.84 湖北 武汉 

16 西安美术学院 0.82 陕西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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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7 中国戏曲学院 0.80 北京  

18 山东艺术学院 0.71 山东 济南 

19 中央戏剧学院 0.65 北京  

20 四川美术学院 0.60 重庆  

21 天津音乐学院 0.53 天津  

22 吉林艺术学院 0.46 吉林 长春 

23 云南艺术学院 0.43 云南 昆明 

24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0.36 山东 济南 

24 沈阳音乐学院 0.36 辽宁 沈阳 

26 星海音乐学院 0.34 广东 广州 

27 山西传媒学院 0.32 山西 晋中 

28 湖北美术学院 0.28 湖北 武汉 

29 江西服装学院 0.26 江西 南昌 

30 天津美术学院 0.23 天津  

30 河北传媒学院 0.23 河北 石家庄 

32 新疆艺术学院 0.21 新疆 乌鲁木齐 

33 大连艺术学院 0.15 辽宁 大连 

34 四川传媒学院 0.13 四川 成都 

35 吉林动画学院 0.10 吉林 长春 

36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0.08 上海  

36 河北美术学院 0.08 河北 石家庄 

7、2017 年全国农业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农业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

华中农业大学，具体排名如表 2-7 所示。 

表 2-7：2017 年全国农业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中国农业大学 128.74 北京  

2 南京农业大学 82.97 江苏 南京 

3 华中农业大学 67.29 湖北 武汉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0.23 陕西 咸阳 

5 华南农业大学 41.32 广东 广州 

6 山东农业大学 30.44 山东 泰安 

7 东北农业大学 25.84 黑龙江 哈尔滨 

8 四川农业大学 22.59 四川 雅安 

9 河北农业大学 20.73 河北 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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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0 河南农业大学 19.62 河南 郑州 

11 沈阳农业大学 18.76 辽宁 沈阳 

12 湖南农业大学 17.96 湖南 长沙 

13 福建农林大学 14.30 福建 福州 

14 上海海洋大学 14.28 上海  

15 内蒙古农业大学 14.13 内蒙古 呼和浩特 

16 甘肃农业大学 12.50 甘肃 兰州 

17 吉林农业大学 11.99 吉林 长春 

18 安徽农业大学 11.72 安徽 合肥 

19 青岛农业大学 11.29 山东 青岛 

20 山西农业大学 11.20 山西 晋中 

21 新疆农业大学 10.60 新疆 乌鲁木齐 

22 广东海洋大学 10.22 广东 湛江 

23 云南农业大学 9.65 云南 昆明 

24 江西农业大学 8.64 江西 南昌 

25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5.36 黑龙江 大庆 

2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00 广东 广州 

27 浙江海洋学院 4.87 浙江 舟山 

28 大连海洋大学 4.31 辽宁 大连 

29 北京农学院 4.07 北京  

30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3.91 河南 郑州 

31 天津农学院 3.12 天津  

32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2.47 吉林 吉林市 

33 信阳农林学院 1.40 河南 信阳 

34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0.30 山东 济南 

8、2017 年全国政法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政法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

华东政法大学，具体排名如表 2-8 所示。 

表 2-8：2017 年全国政法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中国政法大学 8.59 北京  

2 西南政法大学 8.51 重庆  

3 华东政法大学 7.06 上海  

4 西北政法大学 2.81 陕西 西安 

5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 2.7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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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64 北京  

7 上海政法学院 2.59 上海  

8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2.51 河北 廊坊 

9 甘肃政法学院 1.03 甘肃 兰州 

9 山东政法学院 1.03 山东 济南 

11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0.72 江苏 南京 

12 广东警官学院 0.68 广东 广州 

13 江苏公安管理干部学院&江苏

警官学院 

0.66 江苏 南京 

14 国际关系学院 0.65 北京  

15 山东警察学院 0.63 山东 济南 

16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0.53 河北 保定 

17 浙江警察学院 0.52 浙江 杭州 

18 河南警察学院 0.51 河南 郑州 

19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0.48 辽宁 沈阳 

20 湖南警察学院 0.39 湖南 长沙 

21 四川警察学院 0.36 四川 泸州 

22 吉林警察学院 0.35 吉林 长春 

23 江西警察学院 0.31 江西 南昌 

23 铁道警察学院 0.31 河南 郑州 

25 湖北警官学院 0.26 湖北 武汉 

26 公安海警学院 0.23 浙江 宁波 

27 北京警察学院 0.13 北京  

28 云南警官学院 0.12 云南 昆明 

28 重庆警察学院 0.12 重庆  

30 新疆警察学院 0.10 新疆 乌鲁木齐 

31 福建警察学院 0.09 福建 福州 

9、2017 年全国语言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语言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具体排名如表 2-9 所示。 

表 2-9：2017 年全国语言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中国传媒大学 12.64 北京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99 广东 广州 

3 上海外国语大学 4.39 上海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9 

 

19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4 北京外国语大学 3.53 北京  

5 北京语言大学 3.19 北京  

6 四川外国语大学 2.77 重庆  

7 浙江传媒学院 2.45 浙江 杭州 

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70 北京  

9 西安外国语大学 1.66 陕西 西安 

10 外交学院 1.42 北京  

11 天津外国语大学 1.06 天津  

12 浙江外国语学院 1.03 浙江 杭州 

13 大连外国语大学 0.78 辽宁 大连 

14 湖南女子学院 0.74 湖南 长沙 

15 中华女子学院 0.72 北京  

16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0.49 浙江 绍兴 

17 西安翻译学院 0.28 陕西 西安 

18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0.09 内蒙古 呼和浩特 

19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0.07 吉林 长春 

20 安徽外国语学院 0.00 安徽 合肥 

10、2017 年全国体育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体育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和

成都体育学院，具体排名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2017 年全国体育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上海体育学院 3.77 上海  

2 北京体育大学 3.31 北京  

3 成都体育学院 1.75 四川 成都 

4 武汉体育学院 1.61 湖北 武汉 

5 西安体育学院 1.55 陕西 西安 

6 广州体育学院 1.49 广东 广州 

7 首都体育学院 1.35 北京  

8 沈阳体育学院 1.33 辽宁 沈阳 

9 天津体育学院 1.25 天津  

10 山东体育学院 0.77 山东 济南 

11 河北体育学院 0.62 河北 石家庄 

12 南京体育学院 0.45 江苏 南京 

13 吉林体育学院 0.35 吉林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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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4 哈尔滨体育学院 0.16 黑龙江 哈尔滨 

11、2017 年全国民族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民族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

西南民族大学，具体排名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2017 年全国民族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中南民族大学 16.02 湖北 武汉 

2 中央民族大学 10.86 北京  

3 西南民族大学 9.03 四川 成都 

4 大连民族学院 6.46 辽宁 大连 

5 广西民族大学 6.45 广西 南宁 

6 湖北民族学院 5.32 湖北 恩施州 

7 云南民族大学 4.10 云南 昆明 

8 西北民族大学 3.74 甘肃 兰州 

9 北方民族大学 3.31 宁夏 银川 

10 贵州民族大学 2.23 贵州 贵阳 

11 青海民族大学 1.59 青海 西宁 

12 西藏民族大学 1.42 陕西 咸阳 

13 南昌工学院 0.18 江西 南昌 

12、2017 年全国林业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在林业类高校中，全国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东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

南京林业大学，具体排名如表 2-12 所示。 

表 2-12：2017 年全国林业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创新分数 省份 城市 

1 东北林业大学 28.16 黑龙江 哈尔滨 

2 北京林业大学 26.77 北京  

3 南京林业大学 15.34 江苏 南京 

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2.73 湖南 长沙 

5 浙江农林大学 11.55 浙江 杭州 

6 西南林业大学 6.89 云南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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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7 年全国高校热门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结合教育部专家推荐和网络热评的热门学科，选取了法学、交通运输工程和

中国语言文学等共 24 个热门学科。根据高校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以“科研

基础”、“知识创造”、“成果影响”等三个指标对我国普通本科高校进行排名，前

50 的高校情况如下。 

1、2017 年全国高校法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法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北

京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 所示。 

表 3-1：2017 年全国高校法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2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3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4 西南政法大学 政法 重庆  

5 中国政法大学 政法 北京  

6 华东政法大学 政法 上海  

7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8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9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10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11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1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经 湖北 武汉 

13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14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5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6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17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南京 

18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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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9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20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1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22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23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24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25 湘潭大学 综合 湖南 湘潭 

26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27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28 西北政法大学 政法 陕西 西安 

29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30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 湖北 武汉 

3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财经 北京  

32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3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34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34 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 政法 北京  

36 黑龙江大学 综合 黑龙江 哈尔滨 

37 中央财经大学 财经 北京  

38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39 上海政法学院 政法 上海  

40 西南财经大学 财经 四川 成都 

41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 广东 广州 

42 湖南师范大学 师范 湖南 长沙 

43 东北师范大学 师范 吉林 长春 

44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45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4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经 河南 郑州 

47 江西财经大学 财经 江西 南昌 

48 河南大学 综合 河南 开封 

49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50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2、2017 年全国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

排名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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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2 所示。 

表 3-2：2017 年全国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3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4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5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6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9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10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1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13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14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1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16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17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18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9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20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21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22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23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24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25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26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2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28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9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30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31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32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33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4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35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36 重庆邮电大学 工科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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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7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38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39 北京邮电大学 工科 北京  

40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41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42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43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44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5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46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7 华北电力大学 工科 北京  

48 南京邮电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9 燕山大学 工科 河北 秦皇岛 

50 上海理工大学 工科 上海  

3、2017 年全国高校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同济大学、西南交通

大学和长安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3 所示。 

表 3-3：2017 年全国高校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2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3 长安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4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5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6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7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8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9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10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1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12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3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4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15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1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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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7 重庆交通大学 工科 重庆  

18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9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0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21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2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23 长沙理工大学 工科 湖南 长沙 

24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25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7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28 兰州交通大学 工科 甘肃 兰州 

29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30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3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32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3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4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5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36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37 大连海事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38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39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40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1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42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3 昆明理工大学 工科 云南 昆明 

44 上海理工大学 工科 上海  

4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46 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 黑龙江 哈尔滨 

47 南京工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工科 湖北 武汉 

49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50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4、2017 年全国高校农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农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河南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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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4 所示。 

表 3-4：2017 年全国高校农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 河南 郑州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 陕西 咸阳 

3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 江苏 南京 

4 湖南农业大学 农业 湖南 长沙 

5 沈阳农业大学 农业 辽宁 沈阳 

6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 北京  

7 山东农业大学 农业 山东 泰安 

8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9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 黑龙江 哈尔滨 

10 贵州大学 综合 贵州 贵阳 

11 云南农业大学 农业 云南 昆明 

12 福建农林大学 农业 福建 福州 

13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 广东 广州 

14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5 四川农业大学 农业 四川 雅安 

16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 湖北 武汉 

17 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 河北 保定 

18 甘肃农业大学 农业 甘肃 兰州 

19 安徽农业大学 农业 安徽 合肥 

20 吉林农业大学 农业 吉林 长春 

21 青岛农业大学 农业 山东 青岛 

22 扬州大学 综合 江苏 扬州 

23 新疆农业大学 农业 新疆 乌鲁木齐 

24 石河子大学 综合 新疆  

25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农业 内蒙古 呼和浩特 

26 山西农业大学 农业 山西 晋中 

26 广西大学 综合 广西 南宁 

28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 北京  

29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30 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 黑龙江 哈尔滨 

30 河南科技学院 师范 河南 新乡 

32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33 海南大学 综合 海南 海口 

34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35 宁夏大学 综合 宁夏 银川 

36 北京农学院 农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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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7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38 浙江农林大学 林业 浙江 杭州 

39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40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4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业 湖南 长沙 

41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43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44 江西农业大学 农业 江西 南昌 

45 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 江苏 南京 

46 河南科技大学 工科 河南 洛阳 

47 青海大学 综合 青海 西宁 

48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9 上海海洋大学 农业 上海  

50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5、2017 年全国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

名 

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西北工业大学、中

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5 所示。 

表 3-5：2017 年全国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4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6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7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7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9 北京化工大学 工科 北京  

10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1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12 南京工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13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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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16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17 东华大学 工科 上海  

18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19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20 华东理工大学 工科 上海  

21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22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23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4 陕西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4 青岛科技大学 工科 山东 青岛 

26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27 兰州理工大学 工科 甘肃 兰州 

28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29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29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31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32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33 昆明理工大学 工科 云南 昆明 

34 天津工业大学 工科 天津  

35 太原理工大学 工科 山西 太原 

36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7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38 西南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绵阳 

39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40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41 中北大学 工科 山西 太原 

41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43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4 贵州大学 综合 贵州 贵阳 

45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47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48 广东工业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49 福州大学 工科 福建 福州 

50 河南科技大学 工科 河南 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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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7 年全国高校设计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设计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6 所示。 

表 3-6：2017 年全国高校设计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2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4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5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6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 江苏 南京 

7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8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8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10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11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南京 

12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13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14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15 中国传媒大学 语言 北京  

16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7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8 中央美术学院 艺术 北京  

19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20 重庆医科大学 医药 重庆  

20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22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23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24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25 山东师范大学 师范 山东 济南 

26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26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28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28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28 首都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31 景德镇陶瓷学院 工科 江西 景德镇 

32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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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2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 湖北 武汉 

32 福建师范大学 师范 福建 福州 

35 东北师范大学 师范 吉林 长春 

36 上海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36 河南大学 综合 河南 开封 

36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39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陕西 西安 

40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1 湖南师范大学 师范 湖南 长沙 

42 河北大学 综合 河北 保定 

43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44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45 扬州大学 综合 江苏 扬州 

45 黑龙江大学 综合 黑龙江 哈尔滨 

47 北京电影学院 艺术 北京  

47 江苏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徐州 

47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47 西北师范大学 师范 甘肃 兰州 

7、2017 年全国高校哲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哲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北

京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7 所示。 

表 3-7：2017 年全国高校哲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2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3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4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5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6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7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8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9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10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11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12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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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3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4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南京 

15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6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 湖北 武汉 

17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18 黑龙江大学 综合 黑龙江 哈尔滨 

19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20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1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22 湖南师范大学 师范 湖南 长沙 

23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 广东 广州 

24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24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陕西 西安 

26 首都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27 东北师范大学 师范 吉林 长春 

28 上海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29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30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1 山西大学 综合 山西 太原 

32 河南大学 综合 河南 开封 

32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34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35 山东师范大学 师范 山东 济南 

36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7 安徽师范大学 师范 安徽 芜湖 

38 湘潭大学 综合 湖南 湘潭 

38 河北大学 综合 河北 保定 

40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41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2 中国政法大学 政法 北京  

4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经 湖北 武汉 

44 四川师范大学 师范 四川 成都 

45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46 辽宁大学 综合 辽宁 沈阳 

47 福建师范大学 师范 福建 福州 

48 天津师范大学 师范 天津  

49 浙江师范大学 师范 浙江 金华 

50 安徽大学 综合 安徽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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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 年全国高校心理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心理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

华东师范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8 所示。 

表 3-8：2017 年全国高校心理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2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3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4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5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6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 广东 广州 

7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南京 

8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 湖北 武汉 

9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0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11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2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13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4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陕西 西安 

15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6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17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8 山东师范大学 师范 山东 济南 

18 首都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20 东北师范大学 师范 吉林 长春 

21 首都医科大学 医药 北京  

22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23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24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25 天津师范大学 师范 天津  

26 上海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26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28 安徽医科大学 医药 安徽 合肥 

29 辽宁师范大学 师范 辽宁 大连 

30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1 浙江师范大学 师范 浙江 金华 

32 湖南师范大学 师范 湖南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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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3 河南大学 综合 河南 开封 

34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35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36 南方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37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38 南京医科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39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9 江西师范大学 师范 江西 南昌 

41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2 河北联合大学 综合 河北 唐山 

43 安徽师范大学 师范 安徽 芜湖 

44 福建师范大学 师范 福建 福州 

45 河北师范大学 师范 河北 石家庄 

45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47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48 重庆医科大学 医药 重庆  

49 杭州师范大学 师范 浙江 杭州 

49 曲阜师范大学 师范 山东 济宁 

9、2017 年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南京大学、四川大学

和北京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9 所示。 

表 3-9：2017 年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2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3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4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5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6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7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南京 

8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9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10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1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12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4 

 

34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3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4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5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16 首都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17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18 中国传媒大学 语言 北京  

19 山东师范大学 师范 山东 济南 

20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 湖北 武汉 

21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陕西 西安 

22 河南大学 综合 河南 开封 

23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24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25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26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27 上海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28 福建师范大学 师范 福建 福州 

29 湖南师范大学 师范 湖南 长沙 

30 东北师范大学 师范 吉林 长春 

31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 广东 广州 

32 河北大学 综合 河北 保定 

33 浙江师范大学 师范 浙江 金华 

34 扬州大学 综合 江苏 扬州 

35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6 兰州大学 综合 甘肃 兰州 

37 四川师范大学 师范 四川 成都 

38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39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40 天津师范大学 师范 天津  

41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42 西北师范大学 师范 甘肃 兰州 

43 黑龙江大学 综合 黑龙江 哈尔滨 

44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5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 北京  

46 安徽师范大学 师范 安徽 芜湖 

47 河北师范大学 师范 河北 石家庄 

47 江苏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徐州 

49 河南师范大学 师范 河南 新乡 

50 西北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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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7 年全国高校数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数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和上海交通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2017 年全国高校数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陕西 西安 

3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4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5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6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7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8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9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10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12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3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1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15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16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17 西北师范大学 师范 甘肃 兰州 

18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1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20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20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22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23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24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25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26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27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2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9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30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31 燕山大学 工科 河北 秦皇岛 

32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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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3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34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35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36 西北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37 上海理工大学 工科 上海  

38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39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40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4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42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43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44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5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45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47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48 安徽师范大学 师范 安徽 芜湖 

49 福州大学 工科 福建 福州 

50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11、2017 年全国高校物理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物理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北

工业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2017 年全国高校物理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2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3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4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7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8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9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10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11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12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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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3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4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15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6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17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18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18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21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21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4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25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26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2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8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9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30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31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32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33 河北大学 综合 河北 保定 

34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35 长春理工大学 工科 吉林 长春 

36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7 上海理工大学 工科 上海  

38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39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0 山西大学 综合 山西 太原 

40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42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 广东 广州 

43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44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45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46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46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陕西 西安 

48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49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50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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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7 年全国高校统计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统计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

西安交通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2017 年全国高校统计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2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4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5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6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7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8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9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0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11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12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13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4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15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6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7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8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19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20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21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1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23 西南财经大学 财经 四川 成都 

2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经 湖北 武汉 

25 中央财经大学 财经 北京  

26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 上海  

27 东北财经大学 财经 辽宁 大连 

28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29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30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3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32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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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3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34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3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财经 北京  

36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37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38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38 浙江工商大学 财经 浙江 杭州 

40 兰州大学 综合 甘肃 兰州 

41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41 华北电力大学 工科 北京  

4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财经 北京  

4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45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45 江西财经大学 财经 江西 南昌 

47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48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49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50 西北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13、2017 年全国高校电气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电气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清华大学

和上海交通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3 所示。 

表 3-13：2017 年全国高校电气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华北电力大学 工科 北京  

2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3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4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5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6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7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9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10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11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2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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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3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4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5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17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18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19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20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21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22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23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25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26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27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8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29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30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31 兰州理工大学 工科 甘肃 兰州 

32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33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4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35 昆明理工大学 工科 云南 昆明 

36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37 南京工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38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39 沈阳工业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40 太原理工大学 工科 山西 太原 

41 上海理工大学 工科 上海  

42 西安理工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43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44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5 河北工业大学 工科 天津  

46 东北电力大学 工科 吉林 吉林市 

47 燕山大学 工科 河北 秦皇岛 

48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49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50 福州大学 工科 福建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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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7 年全国高校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

名 

在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清

华大学和武汉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4 所示。 

表 3-14：2017 年全国高校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2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3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4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5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6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7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8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9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10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11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12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13 中国传媒大学 语言 北京  

1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15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6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17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1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1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0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21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22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23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24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2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26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27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28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29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30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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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1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2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33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4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 江苏 南京 

35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6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7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38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39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40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41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42 燕山大学 工科 河北 秦皇岛 

43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4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45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 广东 广州 

46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 湖北 武汉 

47 重庆邮电大学 工科 重庆  

4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49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49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15、2017 年全国高校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科技创新影响

力排名 

在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西北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5 所示。 

表 3-15：2017 年全国高校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5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6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7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8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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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9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0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11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2 中国民航大学 工科 天津  

13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14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15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6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17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18 中北大学 工科 山西 太原 

19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0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21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22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23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24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25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26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2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29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0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31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2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33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34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35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36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37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38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9 兰州理工大学 工科 甘肃 兰州 

39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1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42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43 上海理工大学 工科 上海  

44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5 华北电力大学 工科 北京  

46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47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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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48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工科 四川 德阳 

49 河南科技大学 工科 河南 洛阳 

50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16、2017 年全国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

名 

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同济大学、清华大

学和浙江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6 所示。 

表 3-16：2017 年全国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2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3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4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5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6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8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9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10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11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12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3 中国海洋大学 综合 山东 青岛 

14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北京  

15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6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7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1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 陕西 咸阳 

19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0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21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 江苏 南京 

22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23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24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 北京  

25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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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26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27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28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2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30 兰州大学 综合 甘肃 兰州 

31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上海  

32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3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4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35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6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37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北京  

38 昆明理工大学 工科 云南 昆明 

39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40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40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42 贵州大学 综合 贵州 贵阳 

4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工科 北京  

4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工科 湖北 武汉 

45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46 沈阳农业大学 农业 辽宁 沈阳 

47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48 南京工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9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50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17、2017 年全国高校生物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生物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江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和中国农业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7 所示。 

表 3-17：2017 年全国高校生物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2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3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 北京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 陕西 咸阳 

5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 黑龙江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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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6 河南工业大学 工科 河南 郑州 

7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8 天津科技大学 工科 天津  

9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0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 江苏 南京 

11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12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 湖北 武汉 

13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 河南 郑州 

14 沈阳农业大学 农业 辽宁 沈阳 

15 湖南农业大学 农业 湖南 长沙 

16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17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 广东 广州 

18 贵州大学 综合 贵州 贵阳 

19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20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21 广西大学 综合 广西 南宁 

22 陕西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3 上海海洋大学 农业 上海  

24 四川农业大学 农业 四川 雅安 

25 山东农业大学 农业 山东 泰安 

26 吉林农业大学 农业 吉林 长春 

27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28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9 郑州轻工业学院 工科 河南 郑州 

30 青岛农业大学 农业 山东 青岛 

31 中国海洋大学 综合 山东 青岛 

32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农业 内蒙古 呼和浩特 

33 武汉轻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34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5 扬州大学 综合 江苏 扬州 

36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7 石河子大学 综合 新疆  

38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9 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 河北 保定 

39 安徽农业大学 农业 安徽 合肥 

41 大连工业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42 福建农林大学 农业 福建 福州 

43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陕西 西安 

4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业 湖南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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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45 甘肃农业大学 农业 甘肃 兰州 

46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47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48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9 海南大学 综合 海南 海口 

50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18、2017 年全国高校畜牧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畜牧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8 所示。 

表 3-18：2017 年全国高校畜牧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 北京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 陕西 咸阳 

3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 江苏 南京 

4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 黑龙江 哈尔滨 

5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农业 内蒙古 呼和浩特 

6 扬州大学 综合 江苏 扬州 

7 四川农业大学 农业 四川 雅安 

8 甘肃农业大学 农业 甘肃 兰州 

9 西南大学 综合 重庆  

10 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 河北 保定 

11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 广东 广州 

12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3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 河南 郑州 

14 山东农业大学 农业 山东 泰安 

15 新疆农业大学 农业 新疆 乌鲁木齐 

16 广西大学 综合 广西 南宁 

17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8 吉林农业大学 农业 吉林 长春 

19 沈阳农业大学 农业 辽宁 沈阳 

20 湖南农业大学 农业 湖南 长沙 

21 贵州大学 综合 贵州 贵阳 

22 石河子大学 综合 新疆  

23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 湖北 武汉 

24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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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25 兰州大学 综合 甘肃 兰州 

26 青岛农业大学 农业 山东 青岛 

27 山西农业大学 农业 山西 晋中 

28 青海大学 综合 青海 西宁 

29 云南农业大学 农业 云南 昆明 

30 安徽农业大学 农业 安徽 合肥 

31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32 宁夏大学 综合 宁夏 银川 

33 辽宁医学院 医药 辽宁 锦州 

34 江西农业大学 农业 江西 南昌 

35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 北京  

36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农业 黑龙江 大庆 

37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8 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 黑龙江 哈尔滨 

39 河南科技大学 工科 河南 洛阳 

40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41 江南大学 综合 江苏 无锡 

4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农业 河南 郑州 

43 河南科技学院 师范 河南 新乡 

43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 四川 成都 

45 福建农林大学 农业 福建 福州 

46 延边大学 综合 吉林 延边州 

47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48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49 河北北方学院 医药 河北 张家口 

50 上海海洋大学 农业 上海  

19、2017 年全国高校中医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中医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

药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2017 年全国高校中医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2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3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医药 北京  

4 上海中医药大学 医药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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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5 天津中医药大学 医药 天津  

6 山东中医药大学 医药 山东 济南 

7 首都医科大学 医药 北京  

8 辽宁中医药大学 医药 辽宁 沈阳 

9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药 浙江 杭州 

10 成都中医药大学 医药 四川 成都 

11 河北医科大学 医药 河北 石家庄 

12 河南中医学院 医药 河南 郑州 

1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医药 黑龙江 哈尔滨 

14 广西中医药大学 医药 广西 南宁 

15 陕西中医学院 医药 陕西 西安 

16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17 湖北中医药大学 医药 湖北 武汉 

18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9 南方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20 安徽中医药大学 医药 安徽 合肥 

21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22 南京医科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23 长春中医药大学 医药 吉林 长春 

24 福建中医药大学 医药 福建 福州 

25 贵阳中医学院 医药 贵州 贵阳 

26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27 温州医科大学 医药 浙江 温州 

28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29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0 新疆医科大学 医药 新疆 乌鲁木齐 

31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32 重庆医科大学 医药 重庆  

33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34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5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6 江西中医药大学 医药 江西 南昌 

37 中国医科大学 医药 辽宁 沈阳 

38 青岛大学 综合 山东 青岛 

39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40 湖北医药学院 医药 湖北 十堰 

41 广州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42 甘肃中医学院 医药 甘肃 兰州 

43 广西医科大学 医药 广西 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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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43 安徽医科大学 医药 安徽 合肥 

45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46 宁夏医科大学 医药 宁夏 银川 

47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48 云南中医学院 医药 云南 昆明 

49 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药 黑龙江 哈尔滨 

50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20、2017 年全国高校护理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护理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

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20 所示。 

表 3-20：2017 年全国高校护理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首都医科大学 医药 北京  

2 南京医科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3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4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5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6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7 河北医科大学 医药 河北 石家庄 

8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9 温州医科大学 医药 浙江 温州 

10 南方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11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2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13 中国医科大学 医药 辽宁 沈阳 

14 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药 黑龙江 哈尔滨 

15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16 广西医科大学 医药 广西 南宁 

17 安徽医科大学 医药 安徽 合肥 

18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9 重庆医科大学 医药 重庆  

20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21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22 湖北医药学院 医药 湖北 十堰 

23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1 

 

51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24 青岛大学 综合 山东 青岛 

25 广东医学院 医药 广东 湛江 

26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7 广州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28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29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30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1 泰山医学院 医药 山东 泰安 

32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33 南通大学 综合 江苏 南通 

34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35 新疆医科大学 医药 新疆 乌鲁木齐 

36 山西医科大学 医药 山西 太原 

37 福建医科大学 医药 福建 福州 

38 天津医科大学 医药 天津  

39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药 浙江 杭州 

40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41 昆明医科大学 医药 云南 昆明 

42 徐州医学院 医药 江苏 徐州 

43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4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45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45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47 内蒙古医科大学 医药 内蒙古 呼和浩特 

48 宁波大学 综合 浙江 宁波 

49 滨州医学院 医药 山东 滨州 

50 川北医学院 医药 四川 南充 

21、2017 年全国高校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

排名 

在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同济大学、清华

大学和浙江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2017 年全国高校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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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2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3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4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5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6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8 河海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9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11 长安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12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13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14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15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16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7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18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19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0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1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22 南京工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23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24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25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26 北京交通大学 工科 北京  

27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28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29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0 兰州理工大学 工科 甘肃 兰州 

31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2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3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34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34 长沙理工大学 工科 湖南 长沙 

36 太原理工大学 工科 山西 太原 

3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38 昆明理工大学 工科 云南 昆明 

39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科 辽宁 阜新 

40 沈阳建筑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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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41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1 重庆交通大学 工科 重庆  

43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4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工科 湖北 武汉 

45 福州大学 工科 福建 福州 

46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47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工科 北京  

49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50 河南理工大学 工科 河南 焦作 

22、2017 年全国高校口腔医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口腔医学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

和首都医科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22 所示。 

表 3-22：2017 年全国高校口腔医学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2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3 首都医科大学 医药 北京  

4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5 南京医科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6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7 中国医科大学 医药 辽宁 沈阳 

8 南方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9 河北医科大学 医药 河北 石家庄 

10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1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12 重庆医科大学 医药 重庆  

13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4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5 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药 黑龙江 哈尔滨 

16 新疆医科大学 医药 新疆 乌鲁木齐 

17 安徽医科大学 医药 安徽 合肥 

18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9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20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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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21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21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23 福建医科大学 医药 福建 福州 

24 广西医科大学 医药 广西 南宁 

25 温州医科大学 医药 浙江 温州 

26 天津医科大学 医药 天津  

27 青岛大学 综合 山东 青岛 

28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29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30 昆明医科大学 医药 云南 昆明 

31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2 山西医科大学 医药 山西 太原 

33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34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35 南开大学 综合 天津  

36 兰州大学 综合 甘肃 兰州 

37 大连医科大学 医药 辽宁 大连 

38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药 浙江 杭州 

39 广州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40 泸州医学院 医药 四川 泸州 

41 湖北医药学院 医药 湖北 十堰 

42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3 大连大学 综合 辽宁 大连 

43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45 滨州医学院 医药 山东 滨州 

46 辽宁医学院 医药 辽宁 锦州 

47 遵义医学院 医药 贵州 遵义 

48 广东医学院 医药 广东 湛江 

49 内蒙古医科大学 医药 内蒙古 呼和浩特 

50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23、2017 年全国高校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学科科技创新影响

力排名 

在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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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2017 年全国高校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首都医科大学 医药 北京  

2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3 南京医科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4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5 河北医科大学 医药 河北 石家庄 

6 中山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7 北京大学 综合 北京  

8 南方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9 复旦大学 综合 上海  

10 中国医科大学 医药 辽宁 沈阳 

11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12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13 重庆医科大学 医药 重庆  

14 温州医科大学 医药 浙江 温州 

15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16 安徽医科大学 医药 安徽 合肥 

17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18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19 苏州大学 综合 江苏 苏州 

20 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药 黑龙江 哈尔滨 

21 广西医科大学 医药 广西 南宁 

22 天津医科大学 医药 天津  

23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24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25 青岛大学 综合 山东 青岛 

26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27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药 江苏 南京 

28 昆明医科大学 医药 云南 昆明 

29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30 广州医科大学 医药 广东 广州 

31 福建医科大学 医药 福建 福州 

32 暨南大学 综合 广东 广州 

33 新疆医科大学 医药 新疆 乌鲁木齐 

34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药 浙江 杭州 

35 山西医科大学 医药 山西 太原 

36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37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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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38 上海中医药大学 医药 上海  

39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40 湖北医药学院 医药 湖北 十堰 

41 广东医学院 医药 广东 湛江 

42 南京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43 徐州医学院 医药 江苏 徐州 

44 南通大学 综合 江苏 南通 

45 厦门大学 综合 福建 厦门 

46 泰山医学院 医药 山东 泰安 

47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48 大连医科大学 医药 辽宁 大连 

49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医药 北京  

50 天津中医药大学 医药 天津  

24、2017 年全国高校机械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在机械工程学科中，全国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和中南大学，具体情况如表 3-24 所示。 

表 3-24：2017 年全国高校机械工程学科科技创新影响力排名 

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 北京科技大学 工科 北京  

2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3 中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4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上海  

5 东北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黑龙江 哈尔滨 

7 重庆大学 综合 重庆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9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10 江苏大学 综合 江苏 镇江 

11 清华大学 工科 北京  

12 兰州理工大学 工科 甘肃 兰州 

13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北京  

15 浙江大学 综合 浙江 杭州 

16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辽宁 大连 

17 天津大学 工科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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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名 高校名称 学校类型 省份 城市 

18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陕西 西安 

19 同济大学 工科 上海  

20 昆明理工大学 工科 云南 昆明 

21 四川大学 综合 四川 成都 

22 北京工业大学 工科 北京  

23 合肥工业大学 工科 安徽 合肥 

24 河南科技大学 工科 河南 洛阳 

25 吉林大学 综合 吉林 长春 

26 燕山大学 工科 河北 秦皇岛 

27 西南交通大学 工科 四川 成都 

28 武汉理工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29 上海大学 综合 上海  

30 山东大学 综合 山东 济南 

31 湖南大学 综合 湖南 长沙 

32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北京  

33 中北大学 工科 山西 太原 

34 太原理工大学 工科 山西 太原 

35 武汉科技大学 工科 湖北 武汉 

36 东南大学 综合 江苏 南京 

37 郑州大学 综合 河南 郑州 

38 中国矿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徐州 

39 西安理工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40 南京理工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工科 陕西 西安 

42 南京工业大学 工科 江苏 南京 

43 南昌航空大学 工科 江西 南昌 

4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科 山东 青岛 

45 沈阳工业大学 工科 辽宁 沈阳 

46 浙江工业大学 工科 浙江 杭州 

47 南昌大学 综合 江西 南昌 

48 武汉大学 综合 湖北 武汉 

49 广东工业大学 工科 广东 广州 

5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科 辽宁 阜新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8 

 

58 

结语 

本报告主要内容来自万方软件构建的中外文科技文献元数据仓储知识库和

机构、学者、项目、成果等事实型数据库的资源支撑（报告内所取数据截至日期

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中军工和保密单位的数据不涉及。），以及公司研发的

机构科技创新能力透视（EIDEEP）软件的支持，其余内容皆为原创编写。北京万

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报告具有最终的解释权并享有其著作权及版权的所有

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