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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发〔2022〕2 号 

 

 

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学术期刊定级 
指导意见（2022 版）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 

    经研究决定，现将《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定级指导意见

（2022 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人文社会科学一类和二类期刊目录 

          2.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杭州师范大学   

                                2022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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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定级指导意见 
（2022 版） 

 

为充分调动教师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客观评价教师的科研

工作业绩，促进学科健康有序发展，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

指导意见。 

一、期刊级别 

期刊级别 自然科学类 人文社会科学类 

一类 

JCR-Q1 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 

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

CCF-A。 

人文社会科学中文权威期刊； 

SSCI（一区、二区、三区）收

录期刊； 

A&HCI 收录期刊。 

二类 

JCR-Q2 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重点期刊； 

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期刊目录 CCF-B。 

人文社会科学一级期刊； 
SSCI 四区收录期刊。 

三类 

JCR-Q3 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 

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期刊目录 CCF-C。 

CSSCI 来源核心期刊（集刊）。 

四类 
其它 SCI 收录期刊、EI和 CPCI 收录期刊、中

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 

CSSCI 扩展版收录期刊；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期刊。 

五类 
未列入以上等级期刊的中科院 CSCD 收录期刊； 

国（境）外的非 SCI 收录期刊和会议论文集。 

未列入以上等级期刊统计源的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其它 其他正规出版刊物。 
正刊之外的增刊、专刊、特刊； 

会议论文集。 

二、相关说明 

1.同一期刊在不同数据库收录的按就高原则确定期刊级

别；拥有中、英文两种版本的国内期刊按就高原则确定期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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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2.期刊目录依据 SCI、CCF、SSCI、A&HCI、CSSCI、EI、CPCI、

CSCD 等收录数据库实行动态调整，以当年最新数据库为准，所

发表论文以图书馆收录证明为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高起点新刊项目以中国科协当年网站上公布的最新目录为准。 

3.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视为

一类期刊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编均视为二类期刊论文。 

4.在《求是》《人民日报》（原则上不少于 1000 字）发表

的理论性文章视为一类期刊论文；《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原

则上不少于 2000 字）发表的理论性文章视为二类期刊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解放日报》《中国教育报》《文汇报》《浙

江日报》发表的理论性文章视为四类期刊论文。 

5.在一类、二类学术期刊发表的美术、设计类作品，1个彩

页视同 1 篇同级别学术论文，半个彩页视同 1 篇降一级学术论

文；1 个黑白页视同 0.5 篇同级别学术论文，半个黑白页视同

0.5 篇降一级学术论文。同一人同一期刊同一年度最多算 2 篇。

《音乐创作》（作品类）发表的创作作品，视为二类期刊论文。 

6.艺术创作类作品入展中宣部认定的18个国家级文艺展演

（如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两年一次的舞蹈大赛、兰亭奖等，

目录详见《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艺术类成果认定指导意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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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通知》（杭师大发〔2015〕49 号），视同 1 篇一类期刊论

文。 

7.艺术创作类作品获奖或入展中国文联下属13家国家级专

业协会主办的展演，视同 1篇二类期刊论文（不含 13家国家级

专业协会举办的中宣部认定的国家级文艺展演，不含 13 家国家

级专业协会下属分会主办的展演）。 

8.同名期刊的网络版如与纸质版期刊内容一致的，按纸质

版期刊定级；如与纸质版期刊内容不一致的降一档定级。 

9.实际字数在中文 5000 字、英文 3000 字以上的书评，按

期刊等级降一档定级。 

10.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收录的论文，科研处组织专家（至少

含 1 名国家级人才）认定后，视为一类期刊论文。 

11.杭州师范大学主办期刊发表的论文，根据论文质量和被

转引情况，科研处组织专家（至少含 1 名国家级人才）进行级

别认定。 

12.本意见中各类原创性论文为学术性论文，不包括访谈、

书信、勘误、编辑材料、会议综述等；列入最新一期中科院《国

际期刊预警名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纳入本级别的学术论文

范围。 

13.本意见设置 1 年过渡期，2022 年度参照本意见、《杭州

师范大学关于印发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级标准（2015 版）

的通知》（杭师大发〔2015〕47号）、《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增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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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类一级学术期刊及创表类成果、获奖级别名录的通知》（杭师

大发〔2017〕42号），按就高原则确定期刊级别。2023 年 1 月 1

日起，《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级标

准（2015 版）的通知》正式废止。 

14.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与本意见不符的以本意见为

准。《关于公布杭州师范大学 2011 年版〈国内一、二级学术期

刊名录〉的通知》（杭师大〔2011〕224 号）同时废止。 

15.本意见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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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文社会科学一类和二类期刊目录 
 

一、 权威期刊（23 种） 

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

中国语文、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历史研究、

考古学报、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教育研究、心理学报、体

育科学、美术研究、音乐研究、电影艺术、中国社会科学 

二、一级期刊（120 种）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比较教育研究、财贸经济、大学图书

馆学报、当代电影、当代语言学、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武汉)、

高等教育研究(武汉)、古汉语研究、管理科学学报、国际贸易

问题、国际问题研究、会计研究、教育发展研究、金融研究、

近代史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

学家、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民族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情

报学报、人口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史学理论研究、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历史、世界宗教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统计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语、文史(中

华书局)、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外语、心理科学、新

美术、学术月刊、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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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论坛、中共党史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翻译、中国高教研

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国人

口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中国史研究、中国体育科

技、中国土地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音乐学、中

外法学、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出版发行研究、

法制与社会发展、公共管理学报、管理工程学报、国际新闻界、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

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民族艺术、南开管理评论、农业技术

经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社会、史学月刊、体育学刊、外语

教学、文史哲、文物、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心理科

学进展、新闻大学、哲学动态、浙江社会科学、中国比较文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华文史论丛、艺术设计研究、经济地理、

法学、世界汉语教学、史林、课程·教材·教法、心理发展与

教育、改革、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体育与科学、外语与外语教

学、美术、装饰、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史、中国软科学、艺术

评论、教育学报、社会主义研究、法律科学、中央音乐学院学

报、中国书法、戏剧艺术、艺术百家、教师教育研究、中华医

院管理杂志、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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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一、领军期刊类项目（22 项） 

分子植物、工程、光：科学与应用、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

文版）、国家科学评论（英文）、科学通报（英文版）、昆虫科学

（英文）、镁合金学报（英文）、摩擦（英文）、纳米研究（英文

版）、石油科学（英文版）、微系统与纳米工程（英文）、细胞研

究、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畜牧与生物技术杂志（英文版）、岩

石力学与岩土工程学报（英文版）、药学学报（英文）、园艺研

究（英文）、中国航空学报（英文版）、中国科学：数学（英文

版）、中国免疫学杂志（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二、重点期刊类项目（29 项） 

癌症生物学与医学、材料科学技术（英文版）、催化学报、

地球科学学刊、地学前缘（英文版）、动物学报、高功率激光科

学与工程（英文）、古地理学报（英文版）、光子学研究(英文)、

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英文）、基因组蛋白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

计算材料学、计算数学（英文版）、能源化学（英文）、农业科

学学报（英文）、神经科学通报、现代电力系统与清洁能源学报、

药物分析学报（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运动与健

康科学（英文）、中国机械工程学报、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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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中国科学：信息科学（英文版）、中国物理 C、中国药理

学报、中国有色金属学报（英文版）、转化神经变性病（英文）、

自动化学报（英文版）、作物学报（英文版） 

    三、梯队期刊类项目（199 项） 

半导体学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测绘学报、大地测量

与地球动力学（英）、大气科学进展、蛋白质与细胞、当代医学

科学、地理学报、地理学报（英文版）、地球化学学报（英文）、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地球物理学报、地球与行星物理（英

文）、地学前缘、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英文版）、地质学报、

地质学报（英文版）、电力系统自动化、电网技术、电子测量与

仪器学报、动物学研究、动物营养（英文）、动物营养学报、防

务技术（英文）、仿生工程学报、纺织学报、复合材料学报、干

旱区科学、钢铁、高等学校化学学报、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

（英文版）、高等学校学术文摘•物理学前沿(英文)、高电压技

术、高分子科学（英文版）、高校应用数学学报 B 辑（英文版）、

工程力学、光电子前沿（英文）、光学学报、硅酸盐学报、国际

肝胆胰疾病杂志（英文）、国际煤炭科学技术学报(英文)、国际

泥沙研究（英文版）、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英文）、国际灾害

风险科学学报（英文版）、国际自动化与计算杂志、哈尔滨工程

大学学报（英文版）、海洋学报、航空学报、航空知识、核技术、

核技术（英文版）、华西口腔医学杂志、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化工进展、化工学报、化学学报、环境科学、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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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报、计算机科学前沿（英文）、计算机学报、计算可视媒

体（英文）、建筑模拟（英文）、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交通运输

工程学报（英文）、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结构与土木工程

前沿（英文版）、金属学报、精细化工、军事医学研究（英文）、

科学大众、科学通报、控制与决策、矿业科学技术学报（英文）、

老年心脏病杂志、理论物理、力学学报（英文版）、林业研究（英

文版）、绿色能源与环境（英文）、煤炭学报、棉纺织技术、南

方医科大学学报、鸟类学研究（英文）、农业工程学报、贫困所

致传染病（英文）、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英文版）、森林

生态系统（英文）、山地科学学报（英文版）、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英文）、生态学

报、生物多样性、生物工程学报、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生物技术通报、生物医学与环境科学（英文版）、石油学报、石

油与天然气地质、食品科学、世界儿科杂志（英文）、世界急诊

医学杂志（英文）、数据与情报科学学报（英文）、数学物理学

报（英文版）、数学学报英文版、水稻科学、水动力学研究与进

展 B辑、水科学进展、天津大学学报（英文版）、天然气工业、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通信学报、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土壤学报、推进技术、无机材料学学报（英文）、无线电、武汉

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物理学报、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稀土学

报（英文版）、稀有金属（英文版）、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系

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英文版）、系统科学与复杂性（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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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陶瓷（英文）、信息与电子工程前沿（英文）、压力容器、

亚洲泌尿外科杂志（英文）、亚洲男性学杂志、亚洲药物制剂科

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岩土力学、仪器仪表学报、遗传学

报、油气、宇航学报、园艺学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

辑：应用物理与工程、知识就是力量、植物保护学报、植物分

类学报、植物生态学报、植物生态学报（英文版）、植物学报（英

文版）、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中草药（英文版）、中国癌症研

究（英文版）、中国安全科学学报、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国地

理科学（英文版）、中国电机工程学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

与能源系统学报（英文）、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数学、中国

工程科学、中国公路学报、中国光学快报、中国国家地理、中

国海洋工程、中国化学、中国化学工程学报（英文版）、中国化

学快报（英文版）、中国激光、中国结合医学杂志、中国科学：

材料科学（英文版）、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英文版）、中国科

学：化学（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科学（英文版）、中国科

学: 物理学力学天文学（英文版）、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矿业

大学学报、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中国

天然药物、中国通信（英文版）、中国物理 B、中国物理快报（英

文版）、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国中药杂志、中华创伤杂志（英

文版）、中华儿科杂志、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中华放射

学杂志、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华护

理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华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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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英文）、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血

液学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华中医药杂志、中南大学学

报（英文版）、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医杂志、自动

化学报、自然科学进展▪国际材料（英文）、综合精神医学、作

物学报 

四、高起点新刊项目（30 项） 

癌症发生与治疗（英文）、超导、储能与节能（英文）、电

磁：科学与技术（英文）、风湿病与自身免疫（英文）、感染控

制、管理分析学报、光：先进制造、国际机械系统动力学学报、

计算物理通讯、精准泌尿学、可持续发展材料、可再生能源（英

文）、链、量子前沿、临床补充医学和药理学（英文）、npj-柔

性电子、生命：代谢、生物设计研究、碳资源转化、推进与动

力、微生物、先进纤维材料、信息与智能学报、血液科学（英

文）、一体化安全、医学+、植物通讯、智能材料、自主智能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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