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2   

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及推选的国内核心期刊 

一、部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作出的有关要求 

博士研究生发表期刊论文时，在选择条件“1”中的第（3）条时，部分学院作出的

有关要求如下： 

1．电子工程学院的“电路与系统”和“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的博士生至少有 2

篇 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 

2．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博士生必须有 1 篇 SCI 收录的英文期刊论文； 

3．物理电子学院博士生发表的期刊论文只能是 SCI 或 EI 收录的期刊论文，其中至

少 1 篇 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 

4．自动化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博士生须有 1 篇 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 

医学院博士生以并列第一作者在 JCR 分区表 1 区期刊上发表论文时，下列情况可

视为独立第一作者：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10，并列作者小于等于 3 人；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20，并列作者小于等于 5 人；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30，并列作者小于等于 10 人。 

二、国内核心期刊目录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号处理 电信科学 电子技术应用 

数据采集与处理 电路与系统学报 电讯技术 

计算机应用研究 计算机应用 信息与控制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智能系统学报 

光子学报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版） 

光通信技术 光学学报 中国激光 

Frontiers of Optoelectronics Photonic Sensors  

电子工程学院 

电路与系统学报 信号处理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微电子学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现代雷达 宇航学报 信息与控制 

固体电子学研究与进展 强激光与粒子束 微波学报 

激光与红外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 测控技术 

测绘科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版） 



雷达学报 雷达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电路与系统学报 电子技术应用 微电子学 

微电子学与计算机 复合材料学报 固体电子学研究与进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 半导体光电 压电与声光 

半导体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 材料导报 

精细化工 电子元件与材料 磁性材料及器件 

光电信息学院 

Frontiers of Optoelectronics 光电工程 激光与红外 

半导体光电 光通信技术 科技导报 

材料导报 光学技术 量子电子学报 

传感技术学报 光子学报 压电与声光 

传感器与微系统 红外技术 液晶与显示 

电子元件与材料 激光技术 应用光学 

发光学报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系统仿真学报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中文信息学报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研究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科学 信息与控制 微电子学与计算机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计算机仿真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智能系统学报 应用数学学报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版） 模糊系统与数学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控制与决策 控制理论与应用  

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路与系统学报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版） 微电子学与计算机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信号处理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测绘科学 测绘学报 遥感学报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机械工程学院 

中国机械工程  机械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 

光学精密工程 机械设计与研究  仪器仪表学报 

机床与液压 机械传动 液压与气动  

制造技术与机床 现代制造工程 工程设计学报 

振动、测试与诊断 机械设计与制造 工业工程 

制造业自动化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 中国科技论文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 自动化仪表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学报 动物医学进展 微生物学报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遗传 

中国农业科学 生物物理学报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作物学报 生物技术通报 医用生物力学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中国免疫学杂志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中国药理学报 水生生物学报 

信号处理 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进展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学报 计算数学 应用数学学报 

中国科学数学 系统科学与数学 数学年刊 A 辑 

数学物理学报 数学进展 工程数学学报 

高校应用数学学报.A 辑 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 应用数学 

应用概率统计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数学杂志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学报 管理工程学报 预测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科学 科研管理 

管理世界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会计研究 

金融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金融学季刊* 

系统管理学报 系统工程 经济学季刊* 

研究与发展管理 南开管理评论 投资研究* 

管理学报 管理评论 中国会计评论* 

运筹与管理 系统工程学报 营销科学学报*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软科学 技术经济*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控制与决策 信息系统学报* 

注：上述国内核心期刊中所有加“*”号的刊物中最多只能认定 1 篇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政治学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校理论战线 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社会科学研究 

人民论坛 理论与改革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求实 天府新论* 黑龙江高教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 学海* 学术论坛* 

教育探索* 江汉论坛*  

注：上述国内核心期刊中所有加“*”号的刊物中最多只能认定 1 篇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力自动化设备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电网技术 

电测与仪表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 太阳能学报 

电机与控制学报 电力电子技术 中国电力 

可再生能源 电气传动 控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 微电子学 电路与系统学报 

资源与环境学院 



遥感学报 地球科学进展 生态学报 

遥感技术与应用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应用生态学报 

国土资源遥感 测绘通报 环境科学与技术 

地理学报 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水土保持学报 

地理科学 中国图形图象学报 自然灾害学报 

航空航天学院 

中国空间科学技术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光电工程 

航空动力学报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 计算机科学 

飞行力学 系统工程学报 智能系统学报 

探测与控制学报 电光与控制 控制与决策 

弹箭与制导学报 应用声学 机器人 

医学院 

中华外科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 

中华眼科杂志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国际遗传学杂志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
志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中华糖尿病杂志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免疫学杂志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学报 计算机学报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版） 

计算机科学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通信学报 密码学报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 高技术通讯 电子学报 

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中、英文版） 应用科学学报 航空学报 

科学通报（中、英文版） 计算机学报 电子学报（中、英文版） 

软件学报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电子与信息学报 

电波科学学报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版） 通信学报 

应用数学学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信号处理 

系统科学与数学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国通信（英文版）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