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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定期或不定期出
版的有固定名称的连续

出版物。

特点：内容丰富多样，
连续性强，出版周期短，
内容新、信息量大。

期刊



学术性----

学报、通报、
会刊等、

进展性---
-快报、评论、

科普性----

国家地理、
我们爱科学、

政治新闻
类----半月谈、

新闻周刊、

资料性----

资料卡片杂
志、

检索性----

文摘、索引、

杂志性----

《读者》、《

小说月报》。

期刊分类



科技期刊(Sci-Tech journal) ：科技期刊有较高的学

术性，它与娱乐性、生活性大众期刊不同，是利用率

最高的文献类型，是学术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据估
计，全部科技信息来源的65-75%来自科技期刊。

科技期刊(Sci-Tech journal)



科技期刊类型：按其性质可以划分成学术性期刊、综

述与评论性期刊、检索性期刊以及快报、简讯、资料等
刊物。

科技期刊的特点：数量大、品类多、内容丰富、出版周期
短、报道及时、发行面广、连续性强等，这是科技人员最
常阅读的一种出版物，有较高的参考、实用价值。



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

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PCI（科

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

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
具。

Elsevier ScienceDirect、ASCE



被“追捧”的影响因子

 据爱思唯尔2021年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期刊声誉和期刊影响力指标（比
如影响因子、引用分CiteScore）是大部分中国科研工作者选择期刊时最为
关注的两项因素。

 对于科研人而言，能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发表文章，就是拥有了公认的背书，
曾经成为了他们评职称、晋升、获得奖励的参考标准。

 影响因子，本是为了帮助图书管理员挑选购买期刊，却演变成了衡量论文科
学质量的指标。



期刊影响因子

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lmpact Factor，JIF）

 1).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用报告》每年提供上一

年度世界范围期刊的引用数据，给出该数据库收录的每种期刊
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2).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表征期刊影响大小

的一项定量指标。也就是某刊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数，它实
际上是某刊在某年被全部源刊物引证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次
数，与该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学术源论文数之比。

 3).只有在SCIE/SSCI上收录达 3 年以上的期刊才有影响因子。



期刊影响因子的覆盖范围

从2021年开始，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有的期刊均被

纳入JCR，但是只有其中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收录的期刊才会出具影响因子（JIF）。

 2022年7月26日，科睿唯安宣布，2023年度《期刊引证报告》
将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收录的所有期刊赋予期刊影响

因子。此次调整，意味着期刊影响因子的覆盖范围，将扩大到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和多学科的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ESCI）期刊。



期刊影响因子概念

 JIF定义为“前两年”的文章在“该年度”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

该期刊“前两年”所发表文章总数计算而得出。“该年度”即
JCR年是当年JCR数据集中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例如，2022

年度发布的JCR年是2021年，算的是2019到2020年的文献。

影响因子=该刊前2年所发表的论文在第3年被引用的次数/

该刊2年内所发表的论文总数



 JIF的分子是指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所有

论文被引用次数的总和，任何类型的
论文获得的引用次数都会被考虑在内。
学术出版物中引用的每一篇参考文献
都是对其影响的承认。因此，JCR在

分子中汇总的所有引文，不考虑引用
的文件类型。可引用文件是Web of 

Science平台中作为论文（article）
和综述（review）索引的所有文件。
JIF的分母中不包含任何其他文件类型

的项目，包括编辑材料、信函和会议
摘要。



影响因子是期刊影响力的一种计算方法，一般来说，影响因子
越大，其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一般来说影响因子高，期刊的影响力就越大。但影响因子的判
断也不是绝对客观的。不同专业对应的期刊杂志的影响因子差
别很大；综合类的和专业类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别也非常大。比
如说，一个综合类的期刊，因是大类，因为研究的领域广所以
引用率也比较高，影响因子就高；而比较小类的冷僻的专业，
因为研究的人本来就少，被引用率就低。



2022年6月28日，科睿唯安公布了2022年最新SCI期刊影响因子信息（JCR引证报
告）

 神刊《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雄踞榜首。2021年的时候，该刊的影响因子为
508.7。

 而大家熟知的Nature、Science、Cell等著名期刊，反而影响因子不是最高的。这三本期刊的
影响因子分别为：69.504，63.714，66.850。

 在影响因子排行榜前50名中，影响因子过100的，只有8本期刊。影响因子在50~100的共有29

本期刊。



修正“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曾一度备受科研工作者和学术界追捧。而如今，人
们正努力与它挥手道别。

欧洲研究委员会禁止申请人列举学术发表记录时提及期刊影响
因子；我国科技部明文规定，不允许影响因子与奖励奖金挂钩；
教育部明确，不宜以发表SCI论文和影响因子指标作为学生毕
业的限制性条件……



SCI为什么要分区？

期刊的IF（影响因子）是衡量学术水平甚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
标。但是每年不断浮动，把IF定值作为学术评价指标不适合，
而且不同学科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差异很大，仅凭IF不能直观
地比较不同领域的期刊。于是，把同一学科领域的期刊，按IF

大到小做排序后，划分入不同区域。



期刊分区 

Journal C itation R eports 数据库中每个 W eb of S cienceTM 学科（S ubject C ategories）

中的期刊按其影响因子值从高到低排序，若一期刊的影响因子属于前 1/4 则将其划分到

分区 Q 1，若一期刊的影响因子属于接下来的 1/4 区间则将其划分到分区 Q 2，Q 3 和 Q 4

的含义类似，Q 1、Q 2、Q 3 和 Q 4 又被称为一区、二区、三区和四区。 



JCR分区

 科睿唯安每年出版一本《期刊引用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JCR

对86000多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等指数加以统计。

 JCR将收录期刊分为176个不同学科类别。每个学
科分类按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平均分为Q1、
Q2、Q3和Q4四个区：

 影响因子前25%(含25%)期刊划分为Q1区；影响
因子前25%～50% 为Q2区；影响因子前50%～
75% 为Q3区；影响因子75%之后为Q4区。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简称期刊分区表）是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科学计量中心的科学研究成果。期刊分区表自2004年开始发
布，延续至今；2019年推出升级版，实现基础版、升级版并存过渡，2022

年只发布升级版。

 中科院分区目前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试行），中科院分区（基础版）先将
JCR中所有期刊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天文、工程技术、医
学、环境科学、农林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及综合性期刊13 大类。每
个学科分类按照期刊的3年平均影响因子高低，分为4四个区：

 影响因子前5% 为该类1 区；影响因子前6% - 20% 为2 区；

 影响因子前21% - 50% 为3 区；影响因子后50%为4区。



中科院分区

显然在中科院的分区中，
1区和2区杂志很少，杂志

质量相对也高，基本都是
本领域的顶级期刊。中科
院分区中四个区的期刊数
量是从1区到4区呈金字塔
状分布。



JCR分区 VS 中科院分区

刊源一致：JCR中所有期刊

JCR分区 是 中科院分区 的基础



JCR分区 PK 中科院分区 01 学科划分不同

 JCR的Journal 

Ranking没有设

置大类学科，
只分为176个具

体学科，也就
是中科院分区
表中所指的小
类学科。



JCR分区 PK 中科院分区 02 分区方法不同

 JCR是按照“平均主义”思想，
根据刊物IF的高至低平均划分
4个区，每个区含有该领域总
量25%的期刊；

中科院的分区如同社会阶层的
金字塔结构，1区只有5%的顶
级期刊，2~4区期刊数量也逐
层增加。

于是，采用中科院分区后往往
出现“掉区”的情况。



JCR分区 PK 中科院分区 03 指标取值不同

JCR是按当期（1年）的IF进行分区，中科院基础版是

按刊物前3年IF平均值进行分区，升级版按照期刊超越

指数进行分区。



JCR分区 PK 中科院分区 04 写法不同

一般的，JCR中1区的期刊写作“Q1”，中科院1区的

期刊写作“1区”，如此类推。



中科院分区:基础版VS升级版

 中科院分区升级版在2020年1月公布，在基础版的基础上做了以下调整。值得一提的是，中
科院分区目前属于过渡期，基础版和升级版均在更新和发布。2022年起，将只公布升级版。

针对期刊收录范围，基础版只收录SCIE期刊、升级版收录期刊为
SCIE、SSCI。

针对期刊学科分类，基础版13个学科，升级版扩展至18个学科。

针对分区标准，基础版按照影响因子分区，升级版按照期刊超越指
数分区。



中科院分区:基础版VS升级版

升级版基本消除了对预置学科体系的依赖，例如期刊-学科隶属关系；基于概

率统计原理的期刊超越指数，使分区结果更加鲁棒，不易操纵；揭示出更多优
秀的基础研究期刊。

升级版是对基础版的延续和改进。相比基础版结果，升级版中82%的期刊分区
保持不变，9%的期刊升区。





基础版 升级版



 2022年分区表将只发布升级版结果，分区指标不再采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而
是替换为“期刊超越指数”。



基础版 升级版

升级版基本消除了对预置学科体系的依赖，例如期刊-学科隶属关系；

基于概率统计原理的期刊超越指数，使分区结果更加鲁棒，不易操
纵；揭示出更多优秀的基础研究期刊。

升级版是对基础版的延续和改进。相比基础版结果，升级版中82%

的期刊分区保持不变，9%的期刊升区。



top期刊

top期刊通常是在每年中科院发布分区的时候，同时会

公布一个TOP期刊的名单，而这些名单里的期刊则就代

表着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期刊。其认定标准有以下几点：

1、大类一区和小类一区基本确定为属于TOP期刊。

2、如果是前两年总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二区也会被认

定为TOP期刊。

3、不在以上1、2两点范围内但具有高学术影响力的部分

期刊也属于TOP期刊。



我们到底该看哪个分区？

其实两种分区方式都比较权威，具体选择哪种，就是
要看你们学校/单位/学院认哪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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