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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大校字〔2014〕44号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

定》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曲阜师范大学 

2014 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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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校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鼓励科研、教学人

员积极争取高层次的研究项目、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提高学校

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加快科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地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制定本

规定。 

一、关于纵向项目的规定 

（一）项目类别 

1.国家级 

（1）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和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2）国家基金的重大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3）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973 计划”

项目课题、“863 计划”项目课题、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

（经费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948 项目”

等。 

http://www.863.gov.cn/
http://www.863.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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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培育项目）等。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和探索项目等基金项目（经费不少

于 20 万元，不含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和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项

目等）。 

2.部级 

（1）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科研基金（博导基金）项目、

教育部科技计划重点研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经费不少于 30 万元）、国家各部委局其他

科技项目（经费不少于 20万元）等。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和探索项目等基金项目（有资

且经费少于 20 万元，不含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和重点学术期刊专

项基金项目等）。 

（3）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

科研基金（新青年基金）项目等。 

3.省级 

（1）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有资且经费少于 30 万元）、山

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博士基金）项目、山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各部委局其他科技项目（有资且经

费少于 20万元）等。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JQ/Default.aspx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JQ/Default.aspx
http://www.cutech.edu.cn/cn/kyjj/gdxxbsdkyjj/A010301index_1.htm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ZR/Default.aspx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GG/Default.aspx
http://www.cutech.edu.cn/cn/kyjj/hydjyjj/A010302index_1.htm
http://www.cutech.edu.cn/cn/kyjj/gdxxbsdkyjj/A010301index_1.htm
http://www.cutech.edu.cn/cn/kyjj/gdxxbsdkyjj/A010301index_1.htm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GG/Default.aspx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BS/Default.aspx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BS/Default.aspx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ZR/Default.aspx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Z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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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等。 

（3）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专项（自筹不少于 3 万元）。 

4.厅级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目、省其它厅（局）科技计划项

目等。 

（二）项目管理 

1.项目申报：严格按照各类项目申报通知的要求进行申报，

对于限项项目将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推荐。 

2.进展报告：各类项目均需填写年度进展报告，并在规定时

间内提交。 

3.结项管理：严格按照各类项目结项的要求进行结项。对不

同级别的项目，实行限期结项制度。未按期结项项目不再拨付剩

余的科研匹配经费，超出合同执行期三年及以上未结项的项目学

校将不再出具项目立项证明。项目所依托的单位应督促项目主持

人及时结项，对于限额申报的各类项目，将会参考各单位的项目

结项率分配指标。 

（三）经费匹配 

1.凡列入国家级的项目，按到位经费的 60%进行匹配（研究

期限不超过三年的项目匹配额度以 20 万元为上限，研究期限为

四年的项目匹配额度以 27 万元为上限，重点或重大以上项目匹

配额度以 50 万元为上限）。经费到位后先拨匹配经费的 50%，按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ZR/Default.aspx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Z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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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结题后再拨匹配经费的 50%。 

2.凡列入部级项目第 1类（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除外）

匹配科研经费 4万元。 

3.凡列入部级项目第 2-3 类匹配科研经费 2万元。 

4.凡列入省级项目第 1-2 类匹配科研经费 1万元。 

（四）项目按期结项奖励 

为了鼓励科研人员按期完成在研项目，项目按期结项后，国

家级项目第 1-2 类奖励 10 万元，国家级项目第 3-5 类奖励 3 万

元，国家级项目第 6 类奖励 2万元；部级项目奖励 1 万元，省级

项目奖励 0.5万元（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专项除外）。 

对于我校教师主持国家重大或重点课题的子课题（承担单位

为曲阜师范大学），到账经费达到立项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相应学科）的经费额度，即认定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按第（三）条经费匹配规定执行，但项目结项时不再给

予结项奖励。 

二、关于横向项目的规定 

横向项目按照学校科研主管部门的规定结项后方可认定。如

果项目到位经费不少于 80 万元，则认定为国家级项目；如果项

目到位经费不少于 40 万元，则认定为省级项目；如果项目到位

经费不少于 20万元，则认定为厅级项目。 

三、关于核心期刊、专利等的规定 

1.被 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EI（工程索引）核心版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Z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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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除外）等收录的学术论文作为核心 A类学术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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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发表在同一期内超过 2 篇者不再视为我校核心期刊论文）。其它

核心期刊见附件。 

2.被 SCIE 收录且分布在一区的学术论文，每篇给予 2 万元

奖励；被 SCIE 收录且分布在二区的学术论文，每篇给予 1.2 万

元奖励；被 SCIE 收录且分布在三区的学术论文，每篇给予 0.8

万元奖励；被 SCIE收录且分布在四区的学术论文和被 EI期刊（核

心版）收录的论文（会议论文除外），每篇给予 0.1 万元奖励；

核心 A类期刊论文（核心期刊的目录见附件）且发表论文属于当

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每学科前 20%的杂志（按照收尾法），按照 SCIE第四区论文的标

准予以奖励。 

3.每项发明专利奖励 1.2 万元；每项实用新型专利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软件著作权奖励 0.08万元（每年每人最多奖励十项）；

每项外观设计专利奖励 0.05 万元（每年每人最多奖励十项）。以

上专利均为职务发明专利即专利权人为曲阜师范大学，否则不予

奖励。 

4.经本人申请并提供评审经费，由学校委托第三方中介机

构，聘请五位具有一定学术声望的小同行专家进行鉴定，其中有

不低于三位明确鉴定为重要性学术专著的给予奖励 1.2万元；对

于其他学术著作，每部奖励 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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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政府奖的规定 

1.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科研成果，学校按奖励等级和奖金

金额进行奖励，对获得一、二等奖成果分别按奖金金额的 400%、

350%给予奖励；曲阜师范大学作为完成单位之一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对一、二等奖分别按 5万元/项、3万元/项给予奖励。 

2.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类）

的科研成果，学校按奖励等级和奖金金额进行奖励；对获得一、

二等奖的成果，分别按奖金金额的 300%、250%给予奖励。曲阜

师范大学作为完成单位之一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科学技术类），对一、二等奖分别按 2万元/项、1万元

/项给予奖励。 

3.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奖的科研成果，学校按奖励等级和奖

金金额进行奖励；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成果，分别按奖金金

额的 200%、150%和 100%给予奖励。 

4.获得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自然科学类一等奖的成

果按奖金金额的 100%给予奖励。 

五、附 则 

1.为便于管理，所有纵、横向课题的管理费均按照到账经费

的 5%进行提取，其中纵向项目超出的管理经费由学校配套经费

中补齐。提取的管理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 

2.如果项目、论文、获奖等出现学术剽窃、学术造假等不端

问题，一经发现追回全部奖励，期间因该成果产生的相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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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职称晋升、导师评定等均予以取消。造成严重影响者，将按照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3.所有奖励成果（除特别说明外）须为曲阜师范大学作为第

一单位。高层次学术论文奖中涉及到的 SCIE 和 EI以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为准（由学校统一检索），EI 核心版（会

议 论 文 除 外 ） 是 指 检 索 出 来 的 文 章 类 型 为 Document 

Type:Journal Article （JA）。科研奖励工作每年集中办理一次，

学校受理上一自然年度各项奖励。科研奖励经费由学校财政预算

经费列支。 

4.本规定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5.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关于公布曲阜师范大学核

心期刊目录的通知》（校字[2008]22 号文件）、《曲阜师范大学科

研奖励管理办法》（校字[2010]7 号文件）、《曲阜师范大学关于

调整核心期刊目录相关规定的通知》（校字[2010]21 号文件）同

时废止。我校以往管理文件中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条款，以本规定

为准。 
 

附件：曲阜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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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曲阜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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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学报（中、英文版） 中国数学会 理学 数学 

应用数学学报（中、英文版） 中国数学会 理学 数学 

数学年刊（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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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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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Sci.Co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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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理 C:英文版 

Chinese Physica C 
中国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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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La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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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Optoelectronics 

• Laser） 

天津理工大学、中国光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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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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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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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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文学会、北京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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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态学学会、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

究所 
理学 地理学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理学 地理学 

沉积学报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

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

会、中科院兰州地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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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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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 

（研究论文）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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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材料研究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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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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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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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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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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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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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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 综合  

科学通报 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综合  

自然科学进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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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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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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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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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理学会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委

员会、四川省物理学会、四川大学 
理学 物理学 原子与分子物理 

计算物理 中国核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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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光学

学会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光子学报 
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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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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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理学 物理学 光学 

低温与超导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六研究所 理学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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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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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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天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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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理学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遥感学报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环

境遥感学会 
理学 地理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气象科技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中国气象科

学研究院、北京市气象局、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理学 大气科学 气象学 

大气科学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理学 大气科学 气象学 

山地学报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

究所、中国地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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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中

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理学 海洋科学 海洋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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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理学 地理学 综合 

地球科学进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中科院

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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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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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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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 中国生理学会 理学 生物学 生理学 

菌物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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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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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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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印刷 中国印刷学会 工学 机械工程  

印刷技术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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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电子学会、上海市通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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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兵工学会、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北

方光电工业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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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科

学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东南大学 

 

工学 电气工程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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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控制 
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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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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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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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国家环保局 工学 农业工程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

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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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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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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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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1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2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3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4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5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6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7
	［2014］44号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8
	核心期刊目录_物理生物已修改11）地理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