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2021-2022）目录
                    （共 229 种，分学科按刊名音序排列）

序号 学科名称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清华大学

2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马克思主义理论 苏区研究 老区建设杂志社

4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5 管理学 财务研究 中国财政杂志社

6 管理学 当代经济管理 河北地质大学

7 管理学 地方治理研究 江西行政学院

8 管理学 公共管理评论 清华大学

9 管理学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大连理工大学

10 管理学 行政管理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

11 管理学 宏观经济管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

12 管理学 华东经济管理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

13 管理学 科技管理研究 广东省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

14 管理学 科学与社会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学部

15 管理学 社会保障研究 武汉大学

16 管理学 系统管理学报 上海交通大学

17 管理学 运筹与管理 中国运筹学会

18 管理学 智库理论与实践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南京大学

19 管理学 中国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 管理学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21 哲学 孔学堂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22 哲学 系统科学学报 太原理工大学

23 宗教学 佛学研究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24 宗教学 科学与无神论 中国无神论学会

25 宗教学 五台山研究 五台山研究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26 宗教学 中国穆斯林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27 宗教学 中国宗教 国家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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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语言学 当代外语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

29 语言学 古汉语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30 语言学 华文教学与研究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

31 语言学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32 语言学 日语学习与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3 语言学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34 语言学 外语研究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35 语言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西安外国语大学

36 语言学 语言与翻译 《语言与翻译》杂志社

37 语言学 语言战略研究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38 语言学 中国俄语教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39 外国文学 俄罗斯文艺 北京师范大学

40 中国文学 红楼梦学刊 中国艺术研究院

41 中国文学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鲁迅博物馆

42 中国文学 上海文化 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43 中国文学 文艺论坛 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

44 中国文学 文艺评论 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45 中国文学 长江学术 武汉大学

46 艺术学 当代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47 艺术学 建筑遗产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48 艺术学 美术观察 中国艺术研究院

49 艺术学 民族艺术研究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

50 艺术学 人民音乐 中国音乐家协会

51 艺术学 世界电影 中国电影家协会

52 艺术学 书法研究 上海书画出版社有限公司

53 艺术学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星海音乐学院

54 艺术学 艺术百家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55 艺术学 艺术传播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56 艺术学 艺术探索 广西艺术学院

57 艺术学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上海音乐学院

58 艺术学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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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艺术学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60 历史学 国际汉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61 历史学 军事历史研究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62 历史学 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社

63 历史学 历史教学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64 历史学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出版社

65 历史学 外国问题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66 历史学 中国典籍与文化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67 历史学 中国科技史杂志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68 考古学 华夏考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

69 考古学 南方文物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70 考古学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中国国家博物馆

71 冷门绝学 敦煌学辑刊 兰州大学

72 冷门绝学 海交史研究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73 经济学 财政科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74 经济学 产经评论 暨南大学

75 经济学 产业经济评论 电子工业出版社

76 经济学 当代经济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

77 经济学 地方财政研究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78 经济学 国际商务研究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79 经济学 国际税收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中国税务杂志社

80 经济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哈尔滨商业大学

81 经济学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河北经贸大学

82 经济学 技术经济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83 经济学 金融监管研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84 经济学 经济与管理 河北经贸大学

85 经济学 经济与管理评论 山东财经大学

86 经济学 南方金融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87 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南京财经大学

88 经济学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南京审计大学

89 经济学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江西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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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经济学 农业经济与管理 东北农业大学

91 经济学 上海金融 上海市金融学会

92 经济学 世界农业 中国农业出版社

93 经济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94 经济学 税务与经济 吉林财经大学

95 经济学 投资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6 经济学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西安财经学院

97 经济学 西部论坛 重庆工商大学

98 经济学 消费经济 湘潭大学、湖南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

99 经济学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云南财经大学

100 经济学 中国流通经济 北京物资学院

101 政治学 阿拉伯世界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102 政治学 当代美国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3 政治学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104 政治学 俄罗斯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105 政治学 港澳研究 全国港澳研究会

106 政治学 国际关系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107 政治学 湖湘论坛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108 政治学 南亚研究季刊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109 政治学 台湾研究集刊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110 政治学 新视野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

111 政治学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
同创新中心

112 政治学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云南财经大学

113 政治学 政治思想史 天津师范大学

114 法学 北方法学 黑龙江大学

115 法学 财经法学 中央财经大学

116 法学 地方立法研究 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法研究所

117 法学 法律适用 国家法官学院

118 法学 法学杂志 北京市法学会

119 法学 法治研究 浙江省法学会

120 法学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甘肃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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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法学 国际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2 法学 河北法学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河北省法学会

123 法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24 法学 交大法学 上海交通大学

125 法学 科技与法律 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

126 法学 南大法学 南京大学

127 法学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苏州大学

128 法学 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129 法学 中国海商法研究
中国海商法协会、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130 法学 中国应用法学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出版社

131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中国政法大学

132 社会学 残疾人研究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

133 社会学 当代青年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34 社会学 南方人口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135 社会学 青年探索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136 社会学 社会建设 吉林省出版产品质量监测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137 社会学 社会政策研究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中国民政》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138 社会学 西北人口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甘肃省
统计局、甘肃省人口学会

139 社会学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40 民族学与文化学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北方民族大学

141 民族学与文化学 东疆学刊 延边大学

142 民族学与文化学 黑龙江民族丛刊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

143 民族学与文化学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北民族大学

144 民族学与文化学 回族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院

145 民族学与文化学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青海民族大学

146 民族学与文化学 青海民族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
所

147 民族学与文化学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民族大学

148 民族学与文化学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藏民族大学

149 民族学与文化学 西藏研究 西藏社会科学院

150 民族学与文化学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凯里学院

151 新闻学与传播学 编辑学刊 上海市编辑学会



序号 学科名称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152 新闻学与传播学 出版广角 广西期刊传媒有限公司

153 新闻学与传播学 传媒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154 新闻学与传播学 传媒观察 新华日报报业集团

155 新闻学与传播学 全球传媒学刊 清华大学

156 新闻学与传播学 未来传播 浙江传媒学院

157 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爱好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158 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春秋 中国人民大学

159 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评论 武汉大学

160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数字图书馆论坛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大学

161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学会

162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天津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16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宁夏图书馆学会、宁夏图书馆

16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新世纪图书馆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南京图书馆

165 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报 上海师范大学

166 教育学 高教发展与评估
武汉理工大学、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高教研究分会、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会

167 教育学 高教探索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168 教育学 基础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169 教育学 教育经济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

170 教育学 教育科学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开放大学

171 教育学 教育学术月刊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省教育学会

172 教育学 数学教育学报 天津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学会

173 教育学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苏州大学

174 教育学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天津师范大学

175 教育学 现代教育管理 辽宁教育研究院

176 教育学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7 教育学 中国教育科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78 教育学 中国考试 教育部考试中心

179 教育学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中国人民大学

180 教育学 中国特殊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181 教育学 中小学管理 北京教育学院

182 教育学 重庆高教研究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高等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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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体育学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首都体育学院

184 体育学 体育文化导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185 体育学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

186 统计学 调研世界 中国统计学会

187 心理学 心理学探新 江西师范大学

188 心理学 心理研究 河南大学

189 综合性社会科学 广西社会科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0 综合性社会科学 河南社会科学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1 综合性社会科学 湖北社会科学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192 综合性社会科学 湖南社会科学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3 综合性社会科学 兰州学刊 兰州市社会科学院、兰州市社科联

194 综合性社会科学 理论月刊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5 综合性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家 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6 综合性社会科学 天府新论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7 综合性社会科学 学术交流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8 综合性社会科学 学术探索 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9 综合性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00 综合性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 综合性社会科学 中国图书评论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

202 综合性社会科学 中国文化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203 综合性社会科学 重庆社会科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204 人文经济地理 地域研究与开发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205 人文经济地理 规划师 广西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6 人文经济地理 国际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7 人文经济地理 世界地理研究 中国地理学会

208 自然资源与环境 城市与环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社科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9 自然资源与环境 环境保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10 自然资源与环境 中国环境管理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211 自然资源与环境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212 高校学报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安徽师范大学

213 高校学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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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高校学报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交通大学

215 高校学报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理工大学

216 高校学报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广州大学

217 高校学报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贵州师范大学

218 高校学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

219 高校学报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北大学

220 高校学报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农业大学

221 高校学报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

222 高校学报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侨大学

223 高校学报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江苏大学

224 高校学报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工业大学

225 高校学报 齐鲁学刊 曲阜师范大学

226 高校学报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烟台大学

227 高校学报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云南大学

228 高校学报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矿业大学

229 高校学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备注：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 CSSCI（2021-2022）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