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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一级学科重要期刊目录 

（试行） 

 

期刊源刊认定原则。一级学科重要期刊目录刊源应是学

术界公认的顶尖、权威期刊。中文类期刊主要来源于南京大

学评定的 CSSCI期刊目录（以下简称中文类 C刊）、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列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

动计划入选项目的中文类期刊目录（以下简称“中文类科技

卓越期刊”）等。英文类期刊主要来源于 SCI、SSCI、A&HCI

目录。 

期刊等级认定原则。根据学术界公认的期刊办刊质量、

学术影响以及有利于学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原则，将收录的一

级学科中英文重要期刊目录分为 A、B、C三个等级。中文类

A、B、C三个等级期刊目录由学校通过本原则审核认定。英

文类 A、B、C 三个等级期刊目录根据 JCR 当年分区评价，分

别为英文类的 Q1区、Q2 区、Q3区期刊。 

期刊收录形式原则。一级学科中文类重要期刊的收录形

式以期刊目录体现，目录分为综合、理、工、医、文五个大

类学科列出。其中综合类期刊目录为所有一级学科通用共享，

理、工、医、文类期刊目录分别为各大类一级学科通用分享。

一级学科英文类重要期刊目录以当年 JCRQ1\Q2\Q3分区目录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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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南大学一级学科重要期刊目录 A/B 级中文类清单 

 

一．综合类 

1．A 级（7 种）： 

A1 级： 

中国社会科学 科学通报 

中国科学系列（中文版）        

 

A2 级： 

求是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B 级（2 种）：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录）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理学类 

1．A2 级（7 种）： 

化学学报 地质学报 

遗传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统计研究 物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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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学报  

2．B 级（10 种）： 

高等化学学报 化学通报 

化学进展 地学前缘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 应用数学学报 

数学物理学报 数理统计与管理 

中国激光 光子学报 

 

三．工学类 

1．A2 级（26 种）： 

金属学报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化工学报 

化工进展 环境科学学报 

环境科学 机械工程学报 

软件学报 计算机学报 

通信学报 电子与信息学报 

自动化学报 控制理论与应用 

铁道学报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电子学报 工程热物理学报 

航空学报 地球物理学报 

测绘学报 土木工程学报 

建筑结构学报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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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力学 建筑学报 

2．B 级（41 种）： 

无机材料学报  复合材料学报  

钢铁研究学报 材料研究学报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过程工程学报 

药学学报 工程科学学报 

生态学报 环境化学 

机器人 摩擦学学报 

仪器仪表学报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探索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信号处理 

信息安全学报 控制与决策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中国铁道科学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电力系统自动化 

电工技术学报 发光学报 

半导体光电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太阳能学报 宇航学报 

岩石学报 遥感学报 

中国公路学报 建筑材料学报 

固体力学学报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灾害学 工程力学 

计算力学学报 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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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四．医学类 

1．A2 级（36 种）：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中华护理杂志 

药学学报 中国药理学通报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 中华放射学杂志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中华内科杂志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中华儿科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华妇产科杂志 中华肿瘤杂志 

中华外科杂志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中华神经科杂志 中华精神科杂志 

中华皮肤科杂志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中华眼科杂志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中华麻醉学杂志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中国糖尿病杂志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中华血液学杂志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中华骨科杂志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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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级（10 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卫生研究 

中国护理管理 护理学杂志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生理学报 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杂志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上海口腔医学 

  

 

五．人文社会科学类 

1．A2 级（29 种）： 

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国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学报 

管理科学学报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世界 会计研究          

社会学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 

外国文学评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 

经济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文学评论             中国语文 

哲学研究 哲学动态 

文艺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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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政治学研究 

历史研究 教育研究 

体育科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2．B 级（77 种）： 

科学社会主义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中共党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公共行政评论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中国土地科学 行政论坛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管理科学 

审计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管理工程学报 系统管理学报 

预测 南开管理评论 

科研管理 中国软科学 

科学学研究 管理评论 

管理学报 研究与发展管理 

社会  人口研究 

民族研究 人口学刊 

法律科学 法商研究 

政法论坛 法学 

现代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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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评论 法学家 

中外法学 中国翻译    

外国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 

现代外语       外国语 

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               

金融研究              经济学动态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产业经济研究          资源科学 

方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文学遗产 文艺理论研究           

世界哲学 中国哲学史 

自然辩证法研究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道德与文明 伦理学研究 

现代哲学 自然辩证法通讯 

音乐研究      民族艺术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美术  

装饰 艺术设计研究 

艺术百家 文化遗产 

心理学报 心理与行为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当代亚太 

中国史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体育科技 现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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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工作  

  

注：1.理、工、医学类 C 级中文期刊，为 A、B 级期刊目录

清单之外的其他中文类科技卓越期刊（英文类期刊按 JCR 分

区评价）。清单略。 

2．文科类 C 级中文期刊，为 A、B级期刊目录清单之外

的其他中文类 C刊（不含扩展版）。清单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