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SCI（2017-2018）收录集刊目录 

（共 189 种） 

 ◆半年刊及季刊（155 种） 

 管理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7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管理学 

1 创新与创业管理 2005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出版社 

2 产业组织评论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出版社 

4 公共管理评论 2004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5 管理学季刊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6 珞珈管理评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出版社 

7 营销科学学报 2005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哲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7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哲学 

1 法兰西思想评论 2005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同济大学出版社 

2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1998 上海交通大学美学与文化理论研究所 中央编译出版社 

3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01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湖北人民出版社 

4 外国哲学 1984 北京大学哲学系 商务印书馆 



5 哲学门 2000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6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中山大学哲学系 上海译文出版社 

7 诸子学刊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宗教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4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基督教思想评论 2004 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基督教文化学刊 1999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宗教文化出版社 

3 基督教学术 2002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 

4 宗教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佛学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宗教文化出版社 

 语言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11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对外汉语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商务印书馆 

2 励耘语言学刊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苑出版社 

3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2003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 

4 南开语言学刊 2002 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 商务印书馆 

5 英语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6 语言学论丛 1957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 

7 语言学研究 2002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8 语言研究集刊 2003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上海辞书出版社 

9 中国文字研究 1999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书店出版社 

10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 中国外语教育 2008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外国文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4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圣经文学研究 2007 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 人民文学出版社 

3 文学理论前沿 2004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00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13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词学 1981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1979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文学评论丛刊 1997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南京大学出版社 

4 励耘学刊（文学卷） 2005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苑出版社 

5 文学研究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南京大学出版社 

6 现代传记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 

7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05 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巴蜀书社 

8 新诗评论 2005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北京大学出版社 

9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2005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 中华书局 

10 中国诗歌研究 2002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 中国诗学 199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 中国文学研究 1999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出版社 

13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艺术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7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美术史与观念史 2003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 南大戏剧论丛 2005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 南京大学出版社 



3 戏曲研究 1980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文化艺术出版社 

4 外国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研究室 江苏教育出版社 

5 艺术学界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文艺出版社 

6 中国美术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 东南大学出版社 

7 中华戏曲 1986 中国戏曲学会等 文化艺术出版社 

 历史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16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城市史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经学文献研究集刊 

 

上海交通大学经学文献研究中心 上海书店出版社 

3 海洋史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暨南史学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甲骨文与殷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6 近代史学刊 2001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7 历史地理 198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8 历史文献研究 1996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 民国研究 1994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 日本侵华史研究 

 

中国日本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等 南京出版社 

11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3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 唐史论丛 1987 中国唐史学会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13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1979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4 新史学（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大象出版社 

15 形象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人民出版社 

16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1999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古籍出版社 

 考古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3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边疆考古研究 200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2 出土文献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中西书局 

3 简帛研究 1993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14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当代会计评论 2008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等 科学出版社 

2 产业经济评论 2002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等 经济科学出版社 

3 海派经济学 2003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等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4 会计论坛 20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研究所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5 金融学季刊 2005 中国金融学年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6 劳动经济评论 

 

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 经济科学出版社 

7 南大商学评论 2004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 南京大学出版社 

8 数量经济研究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9 文化产业研究 2006 文化部-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 南京大学出版社 

10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5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等 浙江大学出版社 

11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12 政治经济学报 

 

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3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14 中国会计评论 2003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治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6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比较政治学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中央编译出版社 

2 当代港澳研究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01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人民出版社 

4 韩国研究论丛 1995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04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世界知识出版社 

6 美国问题研究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26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北大法律评论 1998 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法律方法 2002 山东大学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心 山东人民出版社 

3 法律和社会科学 2006 北京大学比较法和法律社会学研究所 法律出版社 

4 法治论坛 

 

广州市法学会 中国法制出版社 

5 公法研究 2002 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 浙江大学出版社 

6 国际经济法学刊 1998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7 行政法论丛 1998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法律出版社 

8 金融法苑 1998 北京大学法学院金融法研究中心 中国金融出版社 

9 经济法论坛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点 群众出版社 

10 经济法学评论 2000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 中国法制出版社 

11 民间法 2002 中南大学法学院 厦门大学出版社 

12 民商法论丛 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私法研究中心 法律出版社 

13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1994 南京大学法学院 法律出版社 

14 判解研究 2000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 

15 清华法治论衡 2000 清华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16 人大法律评论 200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 法律出版社 

17 人权研究 2001 山东大学法学院 山东人民出版社 

18 私法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私法研究所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9 私法研究 200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 法律出版社 



20 网络法律评论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1 刑法论丛 1998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法律出版社 

22 刑事法评论 1997 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刑事法治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证券法苑 2009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律出版社 

24 中德法学论坛 

 

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 法律出版社 

25 中德私法研究 200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6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法律出版社 

 社会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5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中国非营利性评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中国农村研究 2002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中国乡村研究 2003 福建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教育出版社 

5 中国研究 2005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6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藏学学刊 2004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出版社 

2 西北民族论丛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01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出版社 

4 西夏学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1977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6 中国民族学 2008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民族出版社 

 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3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符号与传媒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出版社 

2 新媒体与社会 

 

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2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古典文献研究 1989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凤凰出版社 

2 信息系统学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3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法学教育研究 

 

西北政法大学 法律出版社 

2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3 中国教育科学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人民教育出版社 

 心理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1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05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来源集刊目录（16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都市文化研究 2005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 

2 国学研究 1993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3 汉学研究 1995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学苑出版社 

4 华夏文化论坛 

 

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吉林文史出版社 



5 华中学术 2009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6 跨文化对话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人文论丛 1998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思想与文化 2001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 文化研究 2000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 文化与诗学 2001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 原道 1994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东方出版社 

12 知识分子论丛 2003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3 中国经学 2005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礼学研究中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2003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中国学术 2000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商务印书馆 

16 中外文化与文论 1996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 四川大学出版社 

 人文、经济地理学科来源集刊目录（1 种） 

序号 集刊名称 创刊年 主办单位 出版社 

1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08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商务印书馆 

     

     ◆年刊（34 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人民出版社 

2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人民出版社 

哲学 



1 经典与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 华夏出版社 

2 哲学评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大学出版社 

3 中国诠释学 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 山东人民出版社 

宗教学 

1 道家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基督宗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宗教文化出版社 

3 宗教与美国社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时事出版社 

语言学 

1 汉语史学报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出版社 

2 汉语史研究集刊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等 巴蜀书社 

3 历史语言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商务印书馆 

艺术学 

1 艺术史研究 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 

1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近代中国 上海中山学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 历史文献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全球史评论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宋史研究论丛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大学出版社 

6 唐研究 唐研究基金会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7 新史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华书局 

考古学 

1 简帛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政治学 

1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复旦政治学评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人民出版社 



3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等 格致出版社 

法学 

1 中国国际法年刊 中国国际法学会 法律出版社 

2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社会学 

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闻学与传播学 

1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新闻与传播评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 武汉出版社 

3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学 

1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出版社 

2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科学出版社 

3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科学出版社 

注：根据数据库建设需要，2018 年起 CSSCI 数据库将不再收录出版频率为年刊的学术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