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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文件 
 

宁师大〔2018〕24 号 
 

 

关于修订下发《南京师范大学 

学术期刊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南京师范大学学术期刊认定办法》（修订版）经学校研究

通过，现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师范大学 

2018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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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学术期刊认定办法 

（修订版） 

 

为加强我校科研成果管理，促进学术精品的产生，提升学校

的整体科研水平，现对《南京师范大学学术期刊认定办法》（宁师

大〔2011〕40 号）进行修订。 

一、人文社科类期刊认定标准 

（一）A 类、B 类期刊 

1．我校认定的 A 类期刊、B 类期刊（包括中、英文版）。 

2．以下成果视同我校 A 类期刊论文：被 SSCI（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SCI（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

和 EI（工程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论文；《新华文摘》全文转摘

学术论文（3000 字以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

1500 字以上的理论文章；在《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国家

社科基金《成果要报》等发表的 1500 字以上的研究成果。 

3．以下成果视同我校 B 类期刊论文：在江苏省社科规划办

主办的《宣传工作动态·社科基金成果专刊》上刊登的 3000 字以

上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摘论文（3000 字

以上），以及在《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 2000

字以上的理论文章。 

（二）核心期刊 

1. 人文社科类中 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入选期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4f56260100c1b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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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3. 未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和 EI（工程索引）收录的具有正

式刊号的国外和港澳台学术期刊。 

（三）省级期刊 

未列入 A 类和 B 类期刊范围，但具有正式刊号并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二、理工科类期刊认定标准 

（一）SCI 和 EI 收录期刊 

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和 EI（工程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

按收录信息进行认定；SCI-TOP 期刊，按《南京师范大学 SCI－

TOP 期刊目录》进行认定。 

（二）A 类、B 类期刊 

我校认定的 A 类、B 类期刊（包括中、英文版）。 

（三）核心期刊 

1.理工科类中《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库源期

刊。 

2.《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工程技术版）。 

3.未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和 EI（工程索引）收录的具有正

式刊号的国外和港澳台学术期刊。 

（四）省级期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4f56260100c1b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4f56260100c1b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4f56260100c1b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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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 A 类和 B 类期刊范围，但具有正式刊号并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三、认定说明 

（一）各种索引收录的论文必须是全文发表的论文。 

（二）研究综述类论文、学术性书评视同该级别期刊当中的

学术论文。论文摘要、一般性科普文章、研究介绍、译文等不予

认定。 

（三）同一刊物在多个期刊级别认定来源中重复出现时，采

用高级别认定优先原则；同一刊物因学科交叉等因素，可能出现

在多个学科中，以在某学科中的最高类别为其期刊类别。 

（四）论文作者单位只统计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

对 SCI 核心论文可确认同等贡献作者，但同等贡献作者按 1/2 篇

统计；共同通讯作者按 1/2 篇统计。学生第一、导师为通讯作者

的论文，导师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可视同为第一作者。 

（五）我校将定期对期刊目录进行更新。鉴于 CSSCI、CSCD

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整，我校核心期刊也随之做相应的调整。 

考虑到研究人员投稿周期等因素，对已调整出权威期刊和

CSSCI、CSCD 期刊的论文，采取顺延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仍

可认定的原则。 

四、附则 

本认定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科

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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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A 类、B 类期刊目录 

 

一、综合类 

A 类期刊 1.求是；2.中国社会科学 

B 类期刊  1.学术月刊；2.开放时代；3.学术研究；4.社会科

学战线；5.江海学刊；6.中国高校社会科学；7.天津社会科学；8.

南京社会科学；9.国外社会科学；10.社会科学；11.文史哲；12.

江苏社会科学；1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4.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15.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6.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17.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19.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二、哲学 

A 类期刊  1.哲学研究；2.哲学动态；3.道德与文明 

B类期刊 1.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中国哲学史；

3.伦理学研究；4.自然辩证法研究；5.世界宗教研究；6.世界哲学 

三、经济学 

A 类期刊 1.经济研究；2.金融研究；3.中国工业经济；4.世

界经济；5.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B 类期刊 1.经济学（季刊）；2.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3.国

际金融研究；4.经济科学；5.经济学家；6.财贸经济；7.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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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8.统计研究；9.财经研究；10.中国农村经济；11.中国农村

观察 

四、法学 

A 类期刊 1.法学研究；2.中国法学；3.中外法学；4.法学家；

5.政治学研究；6.世界经济与政治；7.社会学研究；8.人口研究；

9.民族研究；10.马克思主义研究；11.中共党史研究；12.马克思主

义与现实；13.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B 类期刊 1.法制与社会发展；2.法学；3.现代法学；4.政法

论坛；5.法商研究；6.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7.环球法律

评论；8. 政治与法律；9.学术界；10.国家行政学院学报；11.中国

人口科学；12.社会；13.学海；14.西北民族研究；15.中国藏学；

16.社会主义研究；17.国外理论动态；18.科学社会主义；19.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红旗文稿；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2.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3.教学与研究 

五、教育学 

A 类期刊 1.教育研究；2.高等教育研究；3.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4.比较教育研究；5.课程·教材·教法；6.心理学

报；7.心理科学；8.体育科学；9.中国体育科技 

B 类期刊  1.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教育发展研究；3.教育学

报；4.教育研究与实验；5.中国教育学刊；6.学前教育研究；7.电

化教育研究；8.心理科学进展；9.心理发展与教育；10.心理学探

新；11.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2.体育学刊；13.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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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体育与科学；15.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六、文学 

A 类期刊 1.文学评论；2.文学遗产；3.中国语文；4.文艺理

论研究；5.外国文学评论；6.外语教学与研究；7.外国语；8.外国

文学研究；9.新闻与传播研究；10.国际新闻界 

B 类期刊 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中国比较文学；3.

文献；4.民族文学研究；5.世界汉语教学；6.语言研究；7. 当代作

家评论；8.语言文字应用；9.当代语言学；10.民族语文；11.方言；

12.外国文学；13.现代外语；14.中国翻译；15.当代外国文学；16.

中国外语；17.外语与外语教学；18.国外文学；19.外语界；20.现

代传播；21.新闻大学；22.新闻记者 

七、艺术学 

A 类期刊 1.文艺研究；2.美术研究；3.中国音乐学；4.电影

艺术 

B 类期刊  1.民族艺术；2.音乐研究；3.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4.中国电视；5.新美术；6.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7.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八、历史学 

A 类期刊 1.考古；2.历史研究；3.中国史研究；4.近代史研

究；5.世界历史 

B 类期刊  1.考古学报；2.文物；3.考古与文物；4.史学理论

研究；5.中国经济史研究；6.史学月刊；7.西域研究；8.中国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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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研究；9.当代中国史研究；10.抗日战争研究；11.史林 

九、管理学 

A 类期刊 1.南开管理评论；2.管理科学学报；3.管理世界；

4.中国行政管理；5.中国图书馆学报 

B 类期刊  1.会计研究；2.中国管理科学；3.管理工程学报；

4.科研管理；5.外国经济与管理；6.农业经济问题；7.系统工程学

报；8.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9.管理评论；10.中国软科学；11.公

共管理学报；12.科学学研究；13.管理科学；14.旅游学刊；15.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6.中国土地科学；17.中国公共卫生；18.

农业技术经济；19.大学图书馆学报；20.档案学通讯；21.图书情

报工作；22.情报学报；23.档案学研究 

十、理学 

A 类期刊 1.数学学报；2.数学年刊；3.物理学报；4.物理学

进展；5.化学学报；6.高等学校化学学报；7.化学通报；8.天文学

报；9.地理学报；10.地理研究；11.大气科学；12.海洋学报；13.

海洋与湖沼；14.地球物理学报；15.地质学报；16.地质论评；17.

动物学报；18.植物学报；19.遗传学报；20.微生物学报；21. 生态

学报；22.计算数学 

B 类期刊  1.数学进展；2.系统科学与数学；3.应用数学学报；

4.应用概率统计；5.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6.计算物理；7.声学学

报；8.无机化学学报；9.分析化学；10.有机化学；11.物理化学学

报；12.高分子学报；13.分析测试学报；14.天文学进展；15.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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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16.经济地理；17.人文地理；18.地球信息科学学报；19.地

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山地学报；21.气象学报；22.海洋通报；

23.海洋科学进展；24.地球物理学进展；25.自然灾害学报；26.地

球化学；27.第四纪研究；28.冰川冻土；29.沉积学报；30.地震学

报；31.植物生理学报；32.昆虫学报；33.水生生物学报；34.菌物

学报；35.解剖学报；36.生物工程学报；37.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报；38.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39.植物生态学报；40. 生

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十一、工学 

A 类期刊 1.力学学报；2.机械工程学报；3.光学学报；4.仪

器仪表学报；5.材料研究学报；6.金属学报；7.工程热物理学报；

8. 动力工程学报；9.中国电机工程学报；10.电工技术学报；11.

电子学报；12.通信学报；13.自动化学报；14.控制理论与应用；

15.计算机学报；16.软件学报；17. 过程工程学报；18.水利学报；

19.测绘学报；20.遥感学报；21.化工学报；22.环境科学；23.自然

资源学报；24.食品科学 

B 类期刊 1.力学进展；2.中国机械工程；3.机械科学与技术；

4.机械设计；5.光谱学与光谱分析；6.红外与毫米波学报；7.中国

激光；8.仪表技术与传感器；9.计量学报；10.无机材料学报；11.

功能材料；12.材料工程；13. 矿物学报；14.冶金分析；15. 太阳

能学报；16.制冷学报；17.电力系统自动化；18.高电压技术；19.

电子与信息学报；20.半导体学报；21.微波学报；22.光通信技术；

23.控制与决策；24.自动化仪表；25.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6.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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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27.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8.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29.计算

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30.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A；31.系统仿真

学报；32.岩土工程学报；33.建筑结构学报；34.城市规划；35. 燃

料化学学报；36.暖通空调；37.湖泊科学；38.水科学进展；39.测

绘通报；40.遥感技术与应用；41.高分子学报；42.应用化学；43.

催化学报；44. 化学工程；45.农业工程学报；46.干旱区地理；47.

环境科学研究；48.环境科学学报；49.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50.

中国食品学报；51.食品工业科技 

十二、农学 

A 类期刊 1.中国农业科学；2.作物学报；3.园艺学报；4.土

壤学报；5.植物保护学报；6.畜牧兽医学报；7.林业科学；8.水产

学报 

B 类期刊 1.中国水稻科学；2.土壤；3.植物病理学报；4.林

业科学研究；5.中国水产科学 

十三、医学 

A 类期刊 1.中华医学杂志；2.病毒学报；3.生理学报；4.药

学学报；5.中华肿瘤杂志 

B 类期刊 1.中国药学杂志；2.中国免疫学杂志；3.中国公共

卫生；4.营养学报；5.中华预防医学杂志；6.生理学报；7.中国药

理学通报；8.中国运动医学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