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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2010 

 

自 1987 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一直承担着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数量和影响的统计分析工作，每年定期公布中国科技论文发表趋势和状况。 

本统计报告包括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国际论文被引用情况、国内发表论文数量、

国内论文被引用情况、我国各学科领域论文分布和影响、我国各地区论文分布和影响、我

国各类型机构论文分布和影响、我国国际合著论文情况、我国高影响科技论文情况和我国

科技期刊有关指标的统计分析。 

第一部分：国际部分的统计包括对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SCI) 、《工程

索引》(Ei)和 《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ISTP)以及《医学索引》（MEDLINE）和《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SSCI）。 

第二部分：国内部分的统计采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987 年建立的《中国科技论

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该数据库目前收录中国 1900 余种中国各学科重要科技期刊，

即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第三部分 ：中国科技期刊的相关统计分析。对 SCI、EI 等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

情况进行统计，并通过分析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各项学术指标，评选出中国百种杰

出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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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国科技论文的表现 

（新闻稿）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0 年 11 月 26 日发布 

 

2009 年，我国机构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论文共 10.88 万篇，其中 1.68 万篇论文的被引

用次数高于学科均线，即其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水平，也就是说占我国

论文总数的 15.5%的论文表现不俗，该比例较 2008 年的 11.5%上升了 4 个百分点。 

我国表现不俗的论文 82%由高等学校贡献，近 17%产自研究院所，主要来自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其中上海表现不俗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最高，为 17.4%，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化学、物理、数学、生物学、电子通讯与自动化等五个学科的论文最多。水产、

矿业、化工、能源、农学等五个学科产出的表现不俗的论文占其全部论文的比例较高。 

2000 年至 2010 年（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论文约 72 万篇，按数

量计，排在世界第 4 位,比 2009 年统计时上升一位；论文共被引用 423 万次，排在世界第 8

位，也比上一年度统计时提升了 1 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5.9 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 5.2 次

有所提高，与世界平均值 10.57 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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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 18 个学科论文数量排在世界前 10 位以内，我国材料科学、工程技术领域论文的

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 2 位，数学排在第 3 位，化学排在第 4 位，相对落后的仍然是生物医

学领域。与 2009 年相比，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领域的论文的

被引用次数世界排位提高了 3 位，说明我国近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力投入产生了良好效应。 

我国 2000-2010 年间发表的论文，有 5779 篇（含第一作者机构非中国的论文）的被引用

次数属于世界前 1%的高被引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中国论文为 2002 年发表的水稻基因论

文，被引用了 1207 次。 

以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统计，2009 年我国作者在国内 1946 种中国科

技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52.13 万篇，与 2008 年相比增长了 10.4%。国内发表科技论文较多的地

区依次是：北京、江苏、广东、上海、山东，相对于各省投入的研发经费，产出论文和专利

较多的省份是：广西、重庆、湖南、湖北、吉林、陕西。国内科技论文较多的学科依次是：

临床医学、农学、计算技术、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基础医学。2009 年被引用较多的国内科

技论文分布在如下学科：临床医学，农学，地学，生物，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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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相关指标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仅有科技期刊 80 种，1956 年增至 200 种，1965 年达 400 种，1966

年起由于十年动乱，科技期刊出版几乎处于全部停刊状态，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

新办期刊 400 种，至 1987 年 10 年间猛增到 2800 种，2005 年统计达到 4758 种，按 2009 年

新闻出版总署统计，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 4926 种，期刊数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

技期刊的进步，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建立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是以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

期刊为基础，其选取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议和定量评价，并每年进行调整。可以说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源期刊选取的是中国各学科领域中较重要的、能反映本学科发展水平的科技期刊。

研究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各项科学指标变化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科技期

刊的发展状况，也可映射出中国各学科的研究力量。 

 2001-2009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主要指标均值变化情况 

指标名称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总被引频次 227 278 362 434 534 650 749 804 913 

影响因子 0.264 0.294 0.348 0.386 0.407 0.444 0.469 0.445 0.452 

即年指标 0.045 0.048 0.056 0.053 0.052 0.055 0.054 0.055 0.057 

基金论文比 0.34 0.36 0.38 0.41 0.45 0.47 0.46 0.46 0.49 

平均引文数 7.36 8.21 8.81 9.27 9.91 10.55 10.01 11.96 12.64 

近年来，中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指标上升趋势明显，2009 年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

平均值为 0.452 是 2001 年时的 1.7 倍，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均值为 913 次,是 2001 年的 4 倍。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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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 1987 年时，SCI 选用

中国期刊仅 11 种，占世界的 0.3%，《工程索引》（EI）收录中国期刊 20 种。20 年来，中国科

技期刊的队伍不断壮大，在世界检索系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001-2009 年 SCI 和 EI 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数量 

检索系统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SCI-E 67 69 78 78 78 78 104 108 115 
EI 107 108 119 152 141 163 174 197 217 

*不含港澳台。 

2009 年，SCI 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 115 种，较 2008 年增加 6.5%。 2009 年 EI 数据库

收录中国科技期刊 217 种，比 2008 年增长 10.2%。2009 年 Medline 收录中国科技期刊 93 种。

SSCI 收录中国出版的期刊 2 种：China & World Economy、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我国科技期刊经历了数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积累阶段，进入了学科面齐全、出版规

范的新时期，在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渐入佳境。 

 

1．精品科技期刊 

国家科技部自 2000 年以来，先后立项进行了“中国精品科技期刊战略研究”和“中国精品科

技期刊服务与保障系统”的研究工作，为提升中国科技期刊的整体水平，提出了打造精品科技

期刊的概念。因此，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技期刊的评价体系研究。 

2008 年我们公布了第一批 300 种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和 23 种国际化精品科技期刊名单。据

2007、2008 年 SCI 数据库统计，23 种国际化精品科技期刊中，有 4 种期刊影响因子排在本学

科的前三分之一，另有 6 种期刊的总被引频次排在本学科的前三分之一，2009 年有 CELL 

RESEARCH 的影响因子进入本学科前 1/4 阵列。300 种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在 2009 年表现如

下：有 40 种期刊影响因子排在本学科第 1 位，有 30 种期刊影响因子排在本学科第 2 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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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期刊影响因子排在本学科第 3 位；50 种期刊的总被引频次排在本学科第 1 位；138 种期刊

综合评价总分排在本学科前 3 名。精品科技期刊的遴选周期为 3 年。我们将对精品期刊展开

跟踪监测，2011 年将再一次进行评价。 

遴选精品期刊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中国精品科技期刊服务与保障系统”，旨在加强我国科技

资源建设，引导我国科技期刊总体水平的提高，增强国际竞争力，更好地为我国科技自主创

新提供支撑和保障。通过建设精品科技期刊数据库平台、培育精品科技期刊等工作，凝聚和

培养高水平编辑人才队伍，引领和带动我国科技期刊资源整体水平的提高，推动我国的开放

获取工作的发展，促进科技文献资源的高效共享。 

 

2．2009 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定期公布中国

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二十余个科学计量指标。1999 年开

始，以此指标为基础，研制了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由专家打

分确定了重要指标的权重，并分学科对每种期刊进行综合评定。2002 年公布了第一届中国百

种杰出学术期刊名单。     

近年来，先后以期刊评估为主题召开了近三十次不同学科、不同层面的专家研讨会。2010

年再次根据指标体系实施应用以来我国学术期刊的变化趋势和实际状况，修订了期刊指标体

系，对期刊的指标权重进行了重新核定。在此基础上推出 2009 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评选结果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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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9 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癌症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ISSN：1000-467X      CN：44-1195/R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主编：曾新益 

创刊时间：1982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中国广州市东风路 651 号 

邮编：510060      电子信箱：cjc@cjcsysu.cn 

电话：020-87343064；87343573      传真：020-87343336 

 
 

期刊名称：爆炸与冲击 

英文刊名：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 

ISSN：1001-1455      CN：51-1148/O3 

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 

主编：孙承纬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 919 信箱 110 信箱 

邮编：621900      电子信箱：bzycj@caep.ac.cn 

电话：0816-2486197      传真：0816-2282695 

 
 

期刊名称：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ISSN：0479-8023      CN：11-2442/N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主编：赵光达 

创刊时间：1955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大学校内静园六院 122 房间 

邮编：100871      电子信箱：xbna@pku.edu.cn 

电话：010-62756706      传真：010-62756545 

 
 

 

期刊名称：材料导报 

英文刊名：Materials Review 

ISSN：1005-023X      CN：50-1078/TB 

主办单位：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 

主编：张明 

创刊时间：1987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 18 号 

邮编：401121      电子信箱：mat-rev@163.com 

电话：023-63505701      传真：023-6350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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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草业学报 

英文刊名：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ISSN：1004-5759      CN：62-1105/S 

主办单位：中国草学会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主编：南志标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兰州市嘉峪关西路 768 号（兰州市 61 号信箱） 

邮编：730020      电子信箱：cyxb@lzu.edu.cn 

电话：0931-8913494      传真：0931-8913494 
 

 

期刊名称：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cience & Technology Edition) 

ISSN：1671-9727      CN：51-1634/N 

主办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主编：刘家铎 

创刊时间：1960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四川成都市二仙桥东三路 1 号 

邮编：610059      电子信箱：hxq@cdut.edu.cn 

电话：028-84078973      传真：028-84077066 

 
 

 

期刊名称：地理学报 

英文刊名：Acta Geographica Sinica 

ISSN：0375-5444      CN：11-1856/P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主编：刘昌明 

创刊时间：1934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大屯路甲 11 号 

邮编：100101      电子信箱：acta@igsnrr.ac.cn 

电话：010-64889295      

 
 

 

期刊名称：地球物理学报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ISSN：0001-5733      CN：11-2074/P 

主办单位：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主编：刘光鼎 

创刊时间：1948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 9825 信箱 

邮编：100029      电子信箱：actageop@mail.igcas.ac.cn 

电话：010-829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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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地学前缘 

英文刊名：Earth Science Frontiers 

ISSN：1005-2321      CN：11-3370/P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主编：翟裕生 

创刊时间：1994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中国地质大学 

邮编：100083      电子信箱：frontier@cugb.edu.cn 

电话：010-82322973      传真：010-82326368 
 

 

期刊名称：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ISSN：1000-5404      CN：51-1095/R 

主办单位：第三军医大学 

主编：王登高 

创刊时间：1979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 30 号 

邮编：400038      电子信箱：aammt@mail.tmmu.com.cn 

电话：023-68752187      传真：023-68752782 

 
 

 

期刊名称：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ISSN：1000-2790      CN：61-1060/R 

主办单位：第四军医大学 

主编：樊代明 

创刊时间：1980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西安市长乐西路 169 号 

邮编：710033      电子信箱：edjfmmu@fmmu.edu.cn 

电话：029-84774674      传真：029-84774499 

 
 

 

期刊名称：电网技术 

英文刊名：Power System Technology 

ISSN：1000-3673      CN：11-2410/TM 

主办单位：国家电网公司 

主编：刘振亚 

创刊时间：1957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东路 15 号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内 

邮编：100192      电子信箱：pst@epri.sgcc.com.cn 

电话：010-82812531      传真：010-8281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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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电子学报 

英文刊名：Acta Electronica Sinica 

ISSN：0372-2112      CN：11-2087/TN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主编：王守觉 

创刊时间：1962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普惠南里 13 号楼（中国电子学会） 305 

邮编：100036      电子信箱：new@ejournal.org.cn 

电话：010-68279116；68285082      传真：010-68173796 
 

 

期刊名称：分析化学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ISSN：0253-3820      CN：22-1125/O6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国化学会 

主编：汪尔康 

创刊时间：1972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邮编：130022      电子信箱：fxhx@ciac.jl.cn 

电话：0431-85262017      传真：0431-85262018 

 
 

 

期刊名称：复合材料学报 

英文刊名：Acta Materiea Compositae Sinica 

ISSN：1000-3851      CN：11-1801/TB 

主办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主编：益小苏 

创刊时间：1984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邮编：100191      电子信箱：fhclxb@buaa.edu.cn 

电话：010－82316907      传真：010-82317099 

 
 

 

期刊名称：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英文刊名： Chemical Journal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SSN：0251-0790      CN：22-1131/O6 

主办单位：吉林大学；南开大学 

主编：唐敖庆 

创刊时间：1964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长春市吉林大学前卫校区北区《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辑部 

邮编：130021      电子信箱：cjcu@jlu.edu.cn 

电话：0431-8499870      传真：0431-8925344 

 
 



 

 

12 2010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期刊名称：光学精密工程 

英文刊名：Optics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 

ISSN：1004-924X      CN：22-1198/TH 

主办单位：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所；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主编：曹健林 

创刊时间：1959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长春市东南湖大路 3888 号 

邮编：130033      电子信箱：gxjmgc@ciomp.ac.cn  

电话：0431-86176855      传真：0431-84613409 
 

 

期刊名称：光学学报 

英文刊名：Acta Optica Sinica 

ISSN：0253-2239      CN：31-1252/O4 

主办单位：中国光学学会；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主编：曹健林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 390 号 

邮编：201800      电子信箱：gxxb@mail.shcnc.ac.cn 

电话：021-69918428      传真：021-69918705 

 
 

 

期刊名称：硅酸盐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eramic Society 

ISSN：0454-5648      CN：11-2310/TQ 

主办单位：中国硅酸盐学会 

主编：黄勇 

创刊时间：1957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 11 号 

邮编：100831      电子信箱：jccsoc@vip.163.com 

电话：010-88376444      传真：010-68342016 

 
 

 

期刊名称：航空学报 

英文刊名：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ISSN：1000-6893      CN：11-1929/V 

主办单位：中国航空学会 

主编：孙晓峰 

创刊时间：196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邮编：100191      电子信箱：hkxb@buaa.edu.cn 

电话：010-82317058      传真：010-8231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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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核技术 

英文刊名：Nuclear Techniques 

ISSN：0253-3219      CN：31-1342/TL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核学会 

主编：盛康龙 

创刊时间：1978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上海市 800-204 信箱 

邮编：201800      电子信箱：lhb@sinr.ac.cn 

电话：021-59557478      传真：021-59553021 
 

 

期刊名称：湖泊科学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ISSN：1003-5427      CN：32-1331/T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主编：王苏民 

创刊时间：1989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73 号 

邮编：210008      电子信箱：jlakes@niglas.ac.cn 

电话：025-86882041      传真：025-57714759 

 
 

 

期刊名称：化工进展 

英文刊名：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 

ISSN：1000-6613      CN：11-1954/TQ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学会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主编：洪定一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编：100011      电子信箱：hgjz@263.net 

电话：010-64519500      传真：010-64519503 

 
 

 

期刊名称：化工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China) 

ISSN：0438-1157      CN：11-1946/TQ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学会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主编：李静海 

创刊时间：192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编：100011      电子信箱：hgxb@cip.com.cn 

电话：010-64519485      传真：010-6498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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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环境科学 

英文刊名： Environmental Science 

ISSN：0250-3301      CN：11-1895/X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主编：欧阳自远 

创刊时间：1976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18 号 1 号楼 602 

邮编：100085      电子信箱：hjkx@rcees.ac.cn 

电话：010-62941102      传真：010-62849343 
 

 

期刊名称：机械工程学报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SN：0577-6686      CN：11-2187/TH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主编：宋天虎 

创刊时间：1953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北京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编：100037      电子信箱：cjme@mail.machineinfo.gov.cn 

电话：010-88379907      传真：010-68994557 

 
 

 

期刊名称：计算机学报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 

ISSN：0254-4164      CN：11-1826/TP 

主办单位：中国计算机学会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主编：高文 

创刊时间：1978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 2704 信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楼 3 层 346 室 

邮编：100190      电子信箱：cjc@ict.ac.cn 

电话：010-62620695      传真：010-62620695 

 
 

 

期刊名称：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ISSN：1671-1637      CN：61-1369/U 

主办单位：长安大学 

主编：陈荫三 

创刊时间：2001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西安市南二环路中段长安大学校本部 

邮编：710064      电子信箱：jygc@chd.edu.cn 

电话：029-8233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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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金属学报 

英文刊名：Acta Metallurgica Sinica 

ISSN：0412-1961      CN：21-1139/TG 

主办单位：中国金属学会 

主编：柯俊 

创刊时间：1956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沈阳文化路 72 号 

邮编：110016      电子信箱：jsxb@imr.ac.cn 

电话：024-23971286      传真：024-23843760 
 

 

期刊名称：科学通报 

英文刊名：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ISSN：0023-074X      CN：11-1784/N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编：夏建白 

创刊时间：1950     出版周期（期/年）：36 

地址：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中国科学》杂志社 

邮编：100717      电子信箱：csb@scichina.org 

电话：010-64036120      传真：010-64016350 

 
 

 

期刊名称：控制与决策 

英文刊名： Control and Decision 

ISSN：1001-0920      CN：21-1124/TP 

主办单位：东北大学 

主编：张嗣瀛 王福利 

创刊时间：1986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沈阳东北大学 125 信箱 

邮编：110004      电子信箱：kzyjc@mail.neu.edu.cn 

电话：024-83687766      传真：024-83675200 

 
 

 

期刊名称：林业科学 

英文刊名：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ISSN：1001-7488      CN：11-1908/S 

主办单位：中国林学会 

主编：沈国舫 

创刊时间：196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万寿山后中国林学会 

邮编：100091      电子信箱：linykx@forestry.ac.cn 

电话：010-62889820      传真：010-6288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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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煤炭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 

ISSN：0253-9993      CN：11-2190/TD 

主办单位：中国煤炭学会 

主编：胡省三 

创刊时间：1964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和平里青年沟东路 5 号 

邮编：100013      电子信箱：mtxb@vip.163.com 

电话：010-84262930      传真：010-84262340 
 

 

期刊名称：摩擦学学报 

英文刊名：Tribology 

ISSN：1004-0595      CN：62-1095/O4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主编：薛群基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18 号 

邮编：730000      电子信箱：tribology@lzb.ac.cn 

电话：0931-4968238      传真：0931-8277088 

 
 

 

期刊名称：农业工程学报 

英文刊名：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ISSN：1002-6819      CN：11-2047/S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主编：朱明 

创刊时间：198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41 号 

邮编：100125      电子信箱：tcsae@tcsae.org 

电话：010-65929451      传真：010-65929451 

 
 

 

期刊名称：气象学报 

英文刊名：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 

ISSN：0577-6619      CN：11-2006/P 

主办单位：中国气象学会 

主编：丁一汇 

创刊时间：1925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 

邮编：100081      电子信箱：cmsqxxb@263.net 

电话：010-68406942      传真：010-6840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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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N：1000-0054      CN：11-2223/N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 

主编：柳百成 

创刊时间：191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清华大学东门外学研大厦 B 座 908 室 

邮编：100084      电子信箱：xuebaost@tsinghua.edu.cn 

电话：010-62788108,62792976      传真：010-62792994 
 

 

期刊名称：软件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ftware 

ISSN：1000-9825      CN：11-2560/TP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中国计算机学会 

主编：李明树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海淀中关村南 4 街 4#中科院软件园区 7#楼 306 房间 

邮编：100190      电子信箱：jos@iscas.ac.cn 

电话：010-62562563      传真：010-62562563 

 
 

 

期刊名称：生态学报 

英文刊名：Acta Ecologica Sinica 

ISSN：1000-0933      CN：11-2031/Q 

主办单位：中国生态学会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主编：冯宗炜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18 号生态楼 606 

邮编：100085      电子信箱：shengtaixuebao@rcees.ac.cn 

电话：010-62941099      传真：010-62941099 

 
 

 

期刊名称：生物多样性 

英文刊名： Biodiversity Science 

ISSN：1005-0094      CN：11-3247/Q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植物研究所 动物研究所 微生物研究所 

主编：汪小全 

创刊时间：1993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香山南辛村 20 号 

邮编：100093      电子信箱：biodiversity@ibcas.ac.cn 

电话：010-62836137      传真：010-628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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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石油勘探与开发 

英文刊名：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SN：1000-0747      CN：11-2360/TE 

主办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主编：戴金星 

创刊时间：1974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市 910 信箱《石油勘探与开发》编辑部 

邮编：100083      电子信箱：skykeg@petrochina.com.cn 

电话：010-83593349      传真：010-83593349 
 

 

期刊名称：石油学报 

英文刊名：Acta Petrolei Sinica 

ISSN：0253-2697      CN：11-2128/TE 

主办单位：中国石油学会 

主编：戴金星 

创刊时间：1980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6 号 

邮编：100724      电子信箱：syxb3@cnpc.com.cn 

电话：010-62067128，010-62067137   传真：010-62067128    

 
 

 

期刊名称：食品科学 

英文刊名： Food Science 

ISSN：1002-6630      CN：11-2206/TS 

主办单位：北京市食品研究所 

主编：白建华 

创刊时间：1980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南苑西红门路 10 号 

邮编：100162      电子信箱：chnfood@chnfood.cn 

电话：010-60256914      传真：010-60256924 

 
 

 

期刊名称：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 

英文刊名：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ISSN：1007-9327      CN：14-1219/R 

主办单位：太原消化病研治中心 

主编：马连生; 潘伯荣 

创刊时间：1995     出版周期（期/年）：52 

地址：北京市 2345 信箱，朗辛庄北路 58 号院怡寿园 1066 号 

邮编：100023      电子信箱：wjg@wjgnet.com 

电话：010-85381901      传真：010-8538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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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数学学报 

英文刊名： Acta Mathematica Sinica Chinese Series 

ISSN：0583-1431      CN：11-2038/R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主编：王跃飞; 张立群 

创刊时间：1936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 号 

邮编：100190      电子信箱：ActaMath@amss.ac.cn 

电话：010-62551910      传真：010-62560493 
 

 

期刊名称：水利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SN：0559-9350      CN：11-1882/TV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学会 

主编：陈炳新 

创刊时间：1956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复兴路甲 1 号 

邮编：100044      电子信箱：slxb@iwhr.com 

电话：010-68786238      传真：010-68786262 

 
 

 

期刊名称：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ISSN：0253-374X      CN：31-1267/N 

主办单位：同济大学 

主编：李杰 

创刊时间：1956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子信箱：zrxb@mail.tongji.edu.cn 

电话：021-65982344      传真：021-65982344 

 
 

 

期刊名称：土壤学报 

英文刊名：Acta Pedologica Sinica 

ISSN：0564-3929      CN：32-1119/P 

主办单位：中国土壤学会 

主编：蔡祖聪 

创刊时间：1948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邮编：210008      电子信箱：actapedo@issas.ac.cn 

电话：025-86881237      传真：025-868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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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物理学报 

英文刊名：Acta Physica Sinica 

ISSN：1000-3290      CN：11-1958/04 

主办单位：中国物理学会 

主编：欧阳钟灿 

创刊时间：193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三街 8 号中科院物理所 

邮编：100080      电子信箱：wulixb@aphy.iphy.ac.cn 

电话：010-82649294      传真：010-82649027 

 

期刊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ISSN：1671-9387      CN：61-1390/S 

主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主编：赵忠 

创刊时间：1936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 40 号信箱 

邮编：712100      电子信箱：xb2511@yahoo.com.cn 

电话：029-87092511      传真：029-87091552 

 
 

 

期刊名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ISSN：1000-5471      CN：51-1262/N 

主办单位：西南师范大学 

主编：李明 

创刊时间：1976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电子信箱：lkxb@swnu.edu.cn 

电话：023-68252540      传真：023-68253145 

 
 

 

期刊名称：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ISSN：1000-6915      CN：
42-1397/03 

主办单位：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主编：冯夏庭 

创刊时间：1982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武汉市武昌小洪山岩土力学研究所 

邮编：430071      电子信箱：rock@whrsm.ac.cn 

电话：027-87199250      传真：027-8719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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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岩石学报 

英文刊名：Acta Petrologica Sinica 

ISSN：1000-0569      CN：11-1922/P 

主办单位：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主编：翟明国 

创刊时间：198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 9825 信箱北京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9 号中科院地质所 

邮编：100029      电子信箱：ysxb@china.com 

电话：010-82998137      传真： 
 

 

期刊名称：岩土工程学报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SSN：1000-4548      CN：32-1124/TU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学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中国力学学 

主编：殷宗泽 

创刊时间：1979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南京市虎踞关 34 号 

邮编：210024      电子信箱：ge@nhri.edu.cn 

电话：025-85829554      传真：025-85829555 

 
 

 

期刊名称：岩土力学 

英文刊名：Rock and Soil Mechanics 

ISSN：1000-7598      CN：42-1199/O3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主编：白世伟 

创刊时间：1979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武汉市武昌小洪山，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邮编：430071      电子信箱：ytlx@whrsm.ac.cn 

电话：027-87198484      传真：027-87199252 

 
 

 

期刊名称：遥感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ISSN：1007-4619      CN：11-3841/TP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 中国科学院遥感所 

主编：顾行发 

创刊时间：1997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安外大屯路中科院遥感所 

邮编：100101      电子信箱：jrs@irsa.ac.cn 

电话：010-64806643      传真：010-6480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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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药学学报 

英文刊名：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ISSN：0513-4870      CN：11-2163/R 

主办单位：中国药学会  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 

主编：王晓良 

创刊时间：195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先农坛街 1 号 

邮编：100050      电子信箱：yxxb@imm.ac.cn 

电话：010-63165208      传真：010-63026192 
 

 

期刊名称：应用生态学报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ISSN：1001-9332      CN：21-1130/Q 

主办单位：中国生态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主编：韩兴国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文化路 72 号中科院生态所 

邮编：110016      电子信箱：cjae@iae.ac.cn 

电话：024-83970393      传真：024-83970394 

 
 

 

期刊名称：营养学报 

英文刊名：Acta Nutrimenta Sinica 

ISSN：0512-7955      CN：12-1074/R 

主办单位：中国营养学会；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主编：郭长江 

创刊时间：1956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天津市大理道一号 

邮编：300050      电子信箱：yyxx@chinajournal.net.cn 

电话：022-84655402      传真：022-84655402 

 
 

 

期刊名称：中草药 

英文刊名：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ISSN：0253-2670      CN：12-1105/R 

主办单位：中国药学会  天津药物研究院 

主编：聂荣海 

创刊时间：1970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08 号 

邮编：300193      电子信箱：zcyzzbjb@tjipr.com 

电话：022-27474913      传真：022-2300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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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Pathophysiology 

ISSN：1000-4718      CN：44-1187/R 

主办单位：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主编：陆大祥 

创刊时间：198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广州石牌暨南大学 

邮编：510632      电子信箱：obszb@jnu.edu.cn 

电话：020-85220269      传真：020-85222175 
 

 

期刊名称：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英文刊名：Proceeding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SSN：0258-8013      CN：11-2107/TM 

主办单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主编：郑健超 

创刊时间：1964     出版周期（期/年）：3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东路 15 号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内 

邮编：100192      电子信箱：csee@epri.sgcc.com.cn 

电话：010-82415657      传真：010-82415657 

 
 

 

期刊名称：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Infection and Chemotherapy 

ISSN：1009-7708      CN：31-1965/R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主编：汪复 

创刊时间：2001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 12 号 

邮编：200040      电子信箱：cjjc@hsh.stn.sh.cn 

电话：021-62489999      传真：021-62484347 

 
 

 

期刊名称：中国公共卫生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ISSN：1001-0580      CN：21-1234/R 

主办单位：中华预防医学会 

主编：王宇 

创刊时间：198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砂阳路 242 号 

邮编：110005      电子信箱：zgggws@vip.sina.com 

电话：024-23388443；024-23388479      传真：024-8338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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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公路学报 

英文刊名：China Journal of Highway and Transport 

ISSN：1001-7372      CN：61-1313/U 

主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主编：王秉纲 

创刊时间：1988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西安市南二环路中段长安大学内 

邮编：710064      电子信箱：HIGHWAY@HIGHWAY-CHINA.COM 

电话：029-82334387      
 

 

期刊名称：中国管理科学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nent Science 

ISSN：1003-207X      CN：11-2835/G3 

主办单位：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教学研究会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主编：蔡晨 

创刊时间：1984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 号 北京 8712 信箱 

邮编：100190      电子信箱：zgglkx@casipm.ac.cn 

电话：010-62542629      传真：010-62542619 

 
 

 

期刊名称：中国机械工程 

英文刊名：China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SN：1004-132X      CN：42-1294/TH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主编：周佑启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湖北工业大学 772 信箱 

邮编：430068      电子信箱：paper@cmemo.org.cn 

电话：027-88011893      传真：027-88011827 

 
 

 

期刊名称：中国激光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ISSN：0258-7025      CN：31-1339/TN 

主办单位：中国光学学会，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主编：周炳琨 

创刊时间：1974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 390 号 

邮编：201800      电子信箱：zhgjg@mail.shcnc.ac.cn 

电话：021-69918427      传真：021-6991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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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and Parasitic Diseases ISSN：1000-7423      
CN：31-1248/R 

主办单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主编：汤林华 

创刊时间：1983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上海市瑞金二路 207 号 

邮编：200025      电子信箱：jsczz@sh163.net 

电话：021-54562376      传真：021-54562376 
 

 

期刊名称：中国科学：数学 

英文刊名： Scientia Sinica Mathemation 

ISSN：1674-7216      CN：11-5836/R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编：杨乐 

创刊时间：1950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编：100717      电子信箱：mathematics@scichina.org 

电话：010-64016232      传真：010-64016350 

 
 

 

期刊名称：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英文刊名：Scientia Sinica Techologica 

ISSN：1674-7259      CN：11-5844/TP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编：严陆光 

创刊时间：1950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编：100717      电子信箱：technology@scichina.org 

电话：010-64010631      传真：010-64016350 

 
 

 

期刊名称：中国农业科学 

英文刊名：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ISSN：0578-1752      CN：CN 11-1328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 

主编：翟虎渠 

创刊时间：1960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100081      电子信箱：luwenru@mail.caas.net.cn 

电话：010-82106282      传真：010-8210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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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Surgery 

ISSN：1005-2208      CN：21-1331/R 

主办单位：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实用医学杂志社 

主编：刘永锋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 9 号五层 

邮编：110001      电子信箱：sywkzz@126.com 

电话：024-23866561      传真：024-23395362 
 

 

期刊名称：中国水产科学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ISSN：1005-8737      CN：11-3446/s 

主办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主编：曾一本 

创刊时间：1994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市永定路南青塔村 150 号 

邮编：100141      电子信箱：zgsckx@cafs.ac.cn 

电话：010-68673921      传真：010-68673931 

 
 

 

期刊名称：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英文刊名：Chinese Critical Care Medicine 

ISSN：1003-0603      CN：12-1189/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天津市天和医院 

主编：沈中阳 

创刊时间：1989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 122 号 

邮编：300050      电子信箱：cccm@em120.com 

电话：022-23306917;022-23042150      传真：022-23306917 

 
 

 

期刊名称：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ISSN：1000-6729      CN：11-1873/R 

主办单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主编：于欣 

创刊时间：1987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51 号 

邮编：100191      电子信箱：cmhj@bjmu.edu.cn 

电话：010-62010890      传真：010-6235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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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烟草学报 

英文刊名：Acta Tabacaria Sinica 

ISSN：1004-5708      CN：11-2985/TS 

主办单位：中国烟草学会 

主编：袁行思 

创刊时间：1992     出版周期（期/年）：6 

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55 号 

邮编：100045      电子信箱：xh-bj@tobacco.gov.cn 

电话：010-63606237      传真：010-63605760 
 

 

期刊名称：中国药理学通报 

英文刊名：Chinese Pharmacological Bulletin 

ISSN：1001-1978      CN：34-1086/R 

主办单位：中国药理学会 

主编：魏伟  李俊 

创刊时间：198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合肥市梅山路 841 号 

邮编：230032      电子信箱：zgylxtb@163.com 

电话：0551-2161221      传真：0551-5161222 

 
 

 

期刊名称：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英文刊名：The Chinese Journal of Nonferrous Metals 

ISSN：1004-0609      CN：43-1238/TG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主编：黄伯云 

创刊时间：199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湖南省长沙中南大学内 

邮编：410083      电子信箱：f-ysxb@mail.csu.edu.cn 

电话：0731-88876765,0731-88877197    传真：0731-88877197 

 
 

 

期刊名称：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ISSN：1003-5370      CN：11-2787/R 

主办单位：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 

主编：陈可冀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西苑操场 1 号 

邮编：100091      电子信箱：cjim@cjim.cn 

电话：010-62877592；010-62886827      传真：010-6287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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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中药杂志 

英文刊名：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SSN：1001-5302      CN：11-2272/R 

主办单位：中国药学会 

主编：肖培根 

创刊时间：1955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邮编：100700      电子信箱：cjcmm2006@188.com 

电话：010-64045830      传真：010-64048925 
 

 

期刊名称：中华儿科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Pediatrics 

ISSN：0578-1310      CN：11-2140/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杨锡强 

创刊时间：1950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东西四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jp@cma.org.cn 

电话：010-85158220      传真：010-85158359 

 
 

 

期刊名称：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ISSN：1673-0860      CN：11-5330/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杨伟炎 

创刊时间：195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jorl@cma.org.cn 

电话：010-85158191      传真：010-65273369 

 
 

 

期刊名称：中华放射学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Radiology 

ISSN：1005-1201      CN：11-2149/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郭启勇 

创刊时间：195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jr@cma.org.cn 

电话：010-85158289      传真：010-8515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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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华骨科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Orthopaedics 

ISSN：0253-2352      CN：11-1113/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天津医学院 

主编：邱贵兴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406 号 

邮编：300211      电子信箱：gktougao@126.com 

电话：022-28334734     传真：022-28241184 
 

 

期刊名称：中华护理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Nursing 

ISSN：0254-1769      CN：11-2234/R 

主办单位：中华护理学会 

主编：刘苏君 

创刊时间：1954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甘露西园 1 号楼 314 室，中华护理杂志编辑部 

邮编：100025      电子信箱：ggwsbjb@126.com 

电话：010-65561480      传真：010-65561402 

 
 

 

期刊名称：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ISSN：1001-0939      
CN：11-2147/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钟南山 

创刊时间：195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mahx@cma.org.cn 

电话：010-85158247      传真：010-85158249 

 
 

 

期刊名称：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Stomatology 

ISSN：1002-0098      CN：11-2144/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王兴 

创刊时间：195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jst@cma.org.cn 

电话：010-85158255      传真：010-8515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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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ISSN：0254-6450      CN：11-2338/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李立明 

创刊时间：198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昌平流字 5 号 

邮编：102206      电子信箱：lxbonly@public3.bta.net.cn 

电话：010-61739449      传真：010-61739449 
 

 

期刊名称：中华神经科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Neurology 

ISSN：1006-7876      CN：11-3694/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吕传真 

创刊时间：1955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jn@cma.org.cn 

电话：010-85158266      传真：010-85158264 

 
 

 

期刊名称：中华外科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Surgery 

ISSN：0529-5815      CN：11-2139/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赵玉沛 

创刊时间：195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macjs@cma.org.cn 

电话：010-85158224      传真：010-85158224 

 
 

 

期刊名称：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ardiology 

ISSN：0253-3758      CN：11-2148/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胡大一 

创刊时间：1973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jc@cma.org.cn 

电话：010-85158383      传真：010-8515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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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华医学杂志 

英文刊名：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ISSN：0376-2491      CN：11-2137/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高润霖 

创刊时间：1915     出版周期（期/年）：48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nmjc@cma.org.cn 

电话：010-85158198，85158202      传真：010－85158355 
 

 

期刊名称：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英文刊名：Chinese Medical Journal 

ISSN：0366-6999      CN：11-2154/R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主编：钱贻简 

创刊时间：1887     出版周期（期/年）：24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中华医学会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cmj@cma.org.cn 

电话：010-85158326      传真：010-85158333 

 
 

 

期刊名称：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Nosocomiology 

ISSN：1005-4529      CN：11-3436/R 

主办单位：中华预防医学会 解放军总医院 

主编：朱士俊 

创刊时间：1991     出版周期（期/年）：12 

地址：北京复兴路 28 号 

邮编：100853      电子信箱：g24dyb@163.com 

电话：010-66939264      传真：010-6845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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