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农大办[2010]9 号

关于调整《江西农业大学 A 类学术

刊物目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校学术委员会建议，经学校

研究，决定对《江西农业大学 A 类学术刊物目录》进行部分调整。

现将调整后的《江西农业大学 A 类学术刊物目录》印发给你们，

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特此通知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科技 A 类学术刊物 目录 调整 通知

江西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0 年 4月 22 日印发

共印 65 份

江西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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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 A 类学术刊物目录

刊 名 主 办 单 位

B

半导体学报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电子学会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编辑学报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

病毒学报 中国微生物学会

C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研究会

材料热处理学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测绘学报 中国测绘学会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传感技术学报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全国高校传感技术研究会

催化学报 中国化学会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

D

大学物理 中国物理学会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科院语研所

党建研究 中共中央组织部

地理学报 中国地埋学会、中科院地理所

电机与控制学报 哈尔滨理工大学

电子学报 中国电子学会

电子与信息学报 中科院电子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

动物学报 中科院动物所、中国动物学会

动物分类学报 中科院动物所、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昆虫学会

动物营养学报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F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分析测试学报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分析化学 中国化学会、长春应用化学所

G

高分子学报 中国化学会、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高校理论战线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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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 主 办 单 位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吉林大学、南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工程地质学报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工程图学报 中国工程图学会

工程热物理学报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

工程力学 中国力学会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科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古生物学报 中国古生物学会

光学学报 中国光学会

果树学报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国际贸易问题 对外经贸大学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H

核农学报 中国原子能农学会、中农院原子能利用所

环境科学学报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化工学报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业出版社

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会、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化学物理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

J

机械工程学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计算机学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

学学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

计算力学学报 大连理工大学办、中国力学学会

计算数学 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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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与经济 中国教育经济研究会、华中师大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高教学会

建筑结构学报 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学报 中国建筑学会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金属学报 中国金属学会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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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 主 办 单 位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经济地理研究所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菌物学报 中国菌物学会、中科院微生物所

K

科学通报 中国科学院

科研管理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

究会

空气动力学学报 中国空气动力学会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昆虫学报 中科院动物所中国昆虫学会

昆虫分类学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

力学学报 中国力学学会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业科学 中国林学会

林业经济 中国林业经济学会

林业科学研究 中国林科院

理论前沿 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M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

美术研究 中央美院

棉花学报 中国农学会

N

内燃机学报 中国内燃机学会

农业工程学报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农业机械学报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经学会中国农科院农经所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泥沙研究 中国水利学会

Q

情报学报 中国情报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气象学报 中国气象学会

汽车工程 中国汽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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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 主 办 单 位

求是 中共中央委员会

R

软件学报 中科院软件所、中国计算机学会

S

商业研究 中国商学会、哈尔滨商业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生理学报 中国生理学会、中科院上海生理所

生态学报 中国生态学会

生物多样性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学会

生物工程学报 中科院微生物所、中国微生物学会

生物数学学报 中国数学会、生物数学学会

生物物理学报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声学学报 中国声学会

思想教育研究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北京科技大学

世界经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世界经济研究会

世界历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

实验生物学报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兽类学报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中国兽类学会

数据采集与处理
中国电子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信号处理学会、中国仪器仪表

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微弱信号检测学会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水产学报 中国水产学会

水生生物学报 中科院水生所

水土保持学报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中国土壤学会

数学学报 中科院数学所

数学通报 中国数学学会、北京师大

数学物理学报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T

太阳能学报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

土壤学报 中国土壤学会

土木工程学报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W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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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 主 办 单 位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语教学 西安外国语学院

微波学报 中国电子学会

微生物学报 中国微生物学会、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无机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会

舞蹈 中国舞蹈家协会

物理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物理化学学报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X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系统工程学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系统仿真学报 中国系统仿真学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706 所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畜牧兽医学报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Y

药学学报 中国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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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学报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遗传学会

仪器仪表学报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音乐研究 人民音乐出版社

音乐艺术 上海音乐学院

营养学报 中国营养学会、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应用气象学报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

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中国气象局大气探测技术中心

应用生态学报 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应用数学学报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中国数学会

有机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学会

园艺学报 中国园艺学会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Z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哲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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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 主 办 单 位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振动工程学报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植物学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

植物分类学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学报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中国植物

生理学会

植物生态学报 中科院植物所、中国植物学会

植物病理学报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

植物保护学报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自然辨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自动化学报 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自然资源学报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作物学报 中国作物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装饰 清华美院

中国科学 中国科学院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农史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中国档案 国家档案局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部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粮油学报 中国粮油学会

中国农业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园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兽医学报 吉林大学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中国环境科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食品学报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中国药理学报 中国药理学会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

中华儿科杂志 中华医学会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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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 主 办 单 位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科技翻译 中科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

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中国水稻科学 中国水稻研究所

中国稀土学报 中国稀土学会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法律系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中国行政管理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土地学会、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中国审计 国家审计署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报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北京大学

中国学校卫生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机械工程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其它

1、SCI、SSCI 检索源刊物；

2、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全文收录论文；

3、中国教育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超过 3000 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