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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文件 
 

校字〔2008〕22 号 

 

 

各院、系、所，校直各单位： 

为推动我校科研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校学术委员会

重新修定了核心期刊目录，经学校研究批准，现予公布。新

的核心期刊目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03 年公布的

核心期刊目录同时废止。 

 

附件：曲阜师范大学核心期刊目录 

                                                                                                                                

曲阜师范大学 

二〇〇八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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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类核心期刊 

刊物名称 主办单位 
所属学 

科门类 

所  属 

一级学科 

哲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 哲学 

哲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 哲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社科院自然辩证法研究所 哲学 哲学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 哲学 哲学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会 哲学 哲学 

经济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土地学会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科院工研所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法学 法学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法学 法学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室 法学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 法学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法学 政治学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国共运史学会 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法学 社会学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法学 社会学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法学 民族学 

世界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法学 民族学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学 教育学 

比较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 教育学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教育学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教育学 教育学 

电化教育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育学 

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育学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教育学 心理学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教育学 心理学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教育学 体育学 

中国体育科技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教育学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教育学 体育学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文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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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方言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研究 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所 文学 艺术学 

日语学习与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编辑工作者协会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文学 新闻传播学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文学 新闻传播学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文学 新闻传播学 

美术观察 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学 艺术学 

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家协会 文学 艺术学 

美术 中国美术家协会 文学 艺术学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文学 艺术学 

国画家 中国国画艺术委员会 文学 艺术学 

中国油画 中国油画艺术委员会 文学 艺术学 

装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文学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学 艺术学 

音乐研究 人民音乐出版社 文学 艺术学 

音乐创作（声乐作品、器乐作

品部分） 
中国音乐家协会 文学 艺术学 

人民音乐 人民音乐出版社 文学 艺术学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中央音乐学院 文学 艺术学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院 文学 艺术学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 历史学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历史学 历史学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学 历史学 

当代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历史学 历史学 

世界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历史学 历史学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历史学 历史学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 历史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 管理学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大学图书馆学报 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委员会 管理学 图书馆、 情报与档案管理 

情报学报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 管理学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研究与发展管理 复旦大学 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会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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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管理学 农林经济管理 

教育与经济 中国教育经济学会 管理学 公共管理 

数学学报 中国数学会 理学 数学 

应用数学学报 中国数学会 理学 数学 

数学年刊 国家教育部 理学 数学 

数学进展 中国数学会 理学 数学 

计算数学 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所 理学 数学 

运筹学学报 中国运筹学学会 理学 数学 

系统科学与数学 

J.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英文版） 

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理学 系统科学 

力学学报 中国力学学会 理学 力学 

物理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 理学 物理学 

声学学报 中科院声学所 理学 物理学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中国高能物理学会 理学 物理学 

光学学报 中国光学学会 理学 物理学 

中国激光（ Chinese Optics 

Letters ） 
中国光学学会 理学 物理学 

低温物理学报 中国科技大学 理学 物理学 

物理学进展 中国物理学会 理学 物理学 

数学物理学报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理学 物理学 

发光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科学会 理学 物理学、光学工程 

半导体学报 中国电子学会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理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中国光学学会 理学 物理学 

光电子.激光 

（OPTOELECTRONICS LETTERS） 

国家基金委信息科学部 中国光学学会光

电专业委员会 
理学 光学工程 

化学物理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 理学 物理学 

电子与信息学报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工学 电子科学技术 

化学学报 （Chin. J. of Chem.）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中国化学快报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分析化学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物理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中国稀土学报 中国稀土学会 理学 化学 

有机化学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无机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天文学报 中国天文学会 理学 天文学 

天体物理学报 中国天文学会 理学 天文学 

地理学报 中国地理学会 理学 地理学 

自然资源学报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理学 地理学 

应用生态学报 中国灾害防御学会 理学 地理学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 理学 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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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学报 中国沉积学会、中科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理学 地理学 

第四纪研究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第四

纪研究委员会 
理学 第四纪环境学 

气象学报 中国气象学会 理学 大气科学 

海洋与湖沼 中国海洋与湖沼学会 理学 海洋科学 

地球物理学报 中国地理学会 理学 地球物理学 

地质学报 中国地质学会 理学 地质学 

冰川冻土 中国地理学会 理学 地质学 

植物学报 中科院植物所 理学 生物 

动物学报 中科院动物所 理学 生物 

微生物学报 中科院微生物所 理学 生物 

遗传学报 中科院遗传所 理学 生物 

实验生物学报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理学 生物 

生态学报 中国生态学会 理学 生物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 理学 生物 

水生生物学报 中科院水生生物所 理学 生物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 理学 生物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报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理学 生物 

生物工程学报 中科院微生物所 理学 生物 

中国印刷 中国印刷学会 工学 机械工程 

仪器仪表学报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工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材料研究学报 国家基金委、中国材料研究会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工技术学报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工学 电气工程 

电子学报 中国电子学会 工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学报 中国通信学会 工学 信息与通讯工程 

自动化学报 中国自动化学会 工学 控制科学与技术 

控制理论与应用（中英文） 华南理工大学 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工学 控制科学与技术 

控制与决策 东北大学 工学 控制科学与技术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工学 控制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学报 中科院软件研究所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计算机学会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报 

（英文版） 
中科院计算所、中国计算机学会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中科院计算所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水利学报 中国水利学会 工学 水利工程 

测绘学报 中国测绘学会 工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应用化学 中国化学会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催化学报 中国化工学会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学报 中国化工学会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进展 中国化工学会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科学学报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林业科学 中国林业学会 工学 林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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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学报 中国作物学会 农学 作物学 

植物生理学报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 农学 园艺学 

土壤学报 中国土壤学会 农学 农业资源利用 

昆虫学报 中国昆虫学会 农学 植物保护 

水土保持学报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农学 林学 

水产学报 中国水产学会 农学 水产 

中国农业科学 中国农科院 农学 农业资源与利用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 医学 基础医学 

解剖学报 中国解剖学会 医学 基础医学 

病毒学报 中国微生物学会 医学 基础医学 

生理学报 
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

所 
医学 基础医学 

中国全科医学 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 医学 基础医学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 医学 医学综合性杂志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学会 医学 临床医学 

中医杂志 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 医学 中医学 

中国药理学报 中国药理学会 医学 药学 

中国科学 中国科学院 综合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综合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综合  

中国工程科学 中国工程院 综合  

科学通报 中国科学院 综合  

自然科学进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综合  

求是 中共中央 综合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综合  

人民日报 

（学术文章，2500 字以上） 
人民日报社 综合  

光明日报 

（学术文章，2500 字以上） 
光明日报社 综合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 综合  

文史 中华书局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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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核心期刊 

一、文科为当年 CSSCI 来源期刊（核心 A 之外），不含扩展版。 

二、理科为以下期刊： 

刊物名称 主办单位 
所属学 

科门类 

所属一 

级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 

东北数学 吉林大学 理学 数学 综合 

数学研究与评论 大连理工大学 理学 数学 综合 

数学杂志 
武汉大学 湖北省数学学会 武汉数

学学会 
理学 数学 综合 

工程数学学报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西安交

通大学 
理学 数学 综合 

应用泛函分析学报（中英合

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科学出版社） 
理学 数学 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 华中科技大学 理学 数学 应用数学 

高校应用数学学报 浙江大学 理学 数学 应用数学 

Annals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 
福州大学 理学 数学 基础数学 

数学教育学报 天津师大 理学 数学 基础数学 

数理统计与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现场统计

研究会 
理学 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应用概率统计 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 理学 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 南京大学 理学 数学 计算数学 

数学实践与认识 中国数学会 理学 数学 综合 

偏微分方程 北京大学 理学 数学 基础数学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系统工程学会 理学 系统科学 系统理论 

大学物理 中国物理学会 理学 物理学 理论物理 

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 理学 物理学 原子与分子物理 

计算物理 中国物理学会 理学 物理学 等离子物理 

应用声学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 理学 物理学 声学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中国光学学会（上海）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光子学报 中国光学学会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激光技术 中科院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激光杂志 重庆市光学机械研究所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量子光学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量了光学专业委员会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量子电子学报 中国光学学会基础光学专业委员会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低温与超导 中国物理学会低温物理专业委员会 理学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物理实验 东北师范大学 理学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化学通报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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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世界 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 理学 化学 综合 

化学试剂 化工部化学试剂科技情报中心站 理学 化学 综合 

色谱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分析化学 

硅酸盐学报 中国硅酸盐学会 理学 化学 无机化学 

结构化学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有机化学 

电化学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学报 中国化学会 理学 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分析科学学报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理学 化学 分析化学 

离子交换与吸附 南开大学 理学 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紫金山天文台台刊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理学 天文学 
天体测量与天体力

学 

地理研究 中国地理学会 理学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理学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地理科学 中科院长春地理所 理学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遥感学报 
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中国

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理学 地理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气象科技 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情报研究所 理学 大气科学 气象学 

大气科学 中科院大气所 理学 大气科学 气象学 

山地学报 中科院 理学 大气科学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

环境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中科院资环局 理学 海洋科学 海洋生物学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委

员会 
理学 地理学 综合 

城市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理学 地理学 综合 

地理科学进展 中科院地现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理学 地理学 综合 

地球科学进展 国家基金委地学部 理学 地质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国土资源部 理学 地质学 构造地质学 

植物学通报 中国植物学会 中科院植物所 理学 生物学 植物学 

云南植物研究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理学 生物学 植物学 

动物分类学报 中科院动物所 理学 生物学 动物学 

动物学杂志 中国动物学会 理学 生物学 动物学 

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 中国生理学会 理学 生物学 生理学 

菌物系统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理学 生物学 微生物学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理学 生物学 微生物学 

真菌学报 中科院微生物所 理学 生物学 微生物学 

生态学杂志 中国生态学会 理学 生物学 生态学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理学 生物学 生态学 

生物多样性 中国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理学 生物学 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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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 中国水产科学院 理学 生物学 水生生物学 

遗传 中国遗传学会 理学 生物学 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杂志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理学 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理学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生物物理学报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理学 生物学 生物物理学 

固体力学学报 中国力学学会 工学 力学 固体力学 

印刷技术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印刷技

术杂志 
工学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包装工程 中国兵器工业第 59 研究所 工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制浆造纸工程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 沈阳仪器仪表工艺研究所 工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

器 

自动化仪表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工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

器 

电气自动化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工学 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与其自动

化工程 

电力电子技术 西安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  工学 电气工程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

动 

电子技术 上海市电子协会 工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 

通信技术 中国通信学会 工学 信息与通讯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 

光电子技术 信息产业部南京电子器件研究 工学 信息与通讯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 

光学技术 兵器工业部 工学 光学工程 光学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国家电力自动化研究院 工学 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化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工学 电气工程 综合 

信息与控制 中国自动化学会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

程 

电机与控制学报 哈尔滨理工大学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

程 

系统仿真学报 中国系统仿真学会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中国自动化学会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 

系统工程学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中国航天机电集团总公司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工程 

数据采集与处理 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学会等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

装置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中国计算机学会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系统结构 

机器人 中国自动化学会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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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 中科院成才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 国家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工程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上海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华北计算技术所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中国图象图形学会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国土资源遥感 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等 工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摄影测量与遥感 

化学工程 中国化工学会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 

精细化工 中国化工学会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艺 

现代化工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化工 

分子催化 中国化学会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业催化 

中国酿造 国内贸易局 工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发酵工程 

农业生态环境 国家环保局 工学 农业工程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

工程 

中国环境科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环境污染与防治 浙江省环保局 工学 环境科学与技术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 工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植物生理学通讯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 农学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

学 

中国水稻科学 中国水稻研究所 农学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园艺学报 中国园艺学会 农学 园艺学 果树学 

土壤通报 中国土壤学会 农学 农业资源利用 土壤学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中国植物营养肥料学会 农学 农业资源利用 植物营养学 

植物保护学报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农学 植物保护 植物病理学 

动物学研究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农学 畜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

殖 

兽类学报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 农学 林学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

利用 

林业科技 中国林科院 农学 林学 林木遗传育种 

农业环境保护 中国农业环保协会 农学 林学 森林保护学 

水土保持通报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农学 林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 

淡水渔业 中国水产学会 农学 水产 水产养殖 

解剖学杂志 中国解剖学会 医学 基础医学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

胎学 

中国学校卫生 中华预防医学会 医学 基础医学 免疫学 

中华肿瘤杂志 中华医学会 医学 临床医学 肿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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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学 中山医科大学 医学 基础医学 综合 

中国药学杂志 中国药学会 医学 药学 药理学 

药物分析杂志 中国药学会 医学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中国药理学通报 中国药理学会 医学 药学 药理学 

中国公共卫生学报 中华预防医学会 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

生学  

 
说明： 

1．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学技术会议索引）、SSCI（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ISSHP（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会议录索

引）等收录的学术论文作为核心 A类学术论文。 

2．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作为核心 B类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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