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医药卫生生物类） 
 

1 
 

2018 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医药卫生生物类期刊目录（按字顺排序） 
 

注：表中标红的为 2018 年版最新入选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类别 投稿网址&邮箱 联系方式 

1 
ACTA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SINICA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abbs.org.cn 021-54920954 

2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药学 www.yxxb.com.cn 010-63026192 

3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药学 www.chinaphar.com 021-54922821 

4 ASIAN JOURNAL OF ANDROLOGY 性医学 www.asiaandro.com 021-54922824 

5 CANCER BIOLOGY & MEDICINE 肿瘤学 www.cancerbiomed.org 022-23522919 

6 CELL RESEARCH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cell-research.com 021-54920953 

7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中药学 www.tiprpress.com 022-23006901 

8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肿瘤学 www.cjcsysu.com 020-87345651 

9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肿瘤学 www.cjcrcn.org 010-88196612 

10 
CHINESE JOURNAL OF 

TRAUMATOLOGY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cjt.yiigle.com 023-68814771 

11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医学综合 cmj.yiigle.com 010-85158321 

12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JOURNAL 

医学综合 www.actacams.com 010-65105897 

http://www.chinaphar.com/
http://www.asiaandro.com/
http://www.cancerbiomed.org/
http://www.cjcsysu.com/
http://www.cjcrcn.org/
http://cmj.yiigle.com/
http://www.actac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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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RONTIERS IN BIOLOGY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hep.edu.cn/journal 010-58556534 

14 FRONTIERS OF MEDICINE 医学综合 www.hep.edu.cn/journal 010-58556319 

15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elsevier.com/locate/issn/16720229 010-84097425 

16 
JOURNAL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药学 www.jcps.ac.cn 010-82801713 

17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jgenetgenomics.org 010-64806528 

18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中西医结合医学 www.jcimjournal.com/jim 021-81873143 

19 
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jmcb.info 021-54920951 

20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B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jzus.zju.edu.cn 0571-87952276 

21 
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mmrjournal.biomedcentral.com info@biomedcentral

.com 

22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sjzsyj.org 024-31416894 

23 NEUROSCIENCE BULLETIN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neurosci.cn 021-54922863 

24 
ONCOLOGY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肿瘤学 otm.tjh.com.cn 027-83662630 

25 PROTEIN & CELL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hep.edu.cn/journal 010-58556485 

26 VIROLOGICA SINICA 微生物学、病毒学 www.virosin.org 027-87199157 

27 
WORLD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学；中药学 www.wjtcm.org 010-58239055 

http://www.elsevier.com/locate/issn/16720229
http://www.jcps.ac.cn/
mailto:jcps@bjmu.edu.cn
http://www.jgenetgenomics.org/
http://www.jcimjournal.com/jim
mailto:info@biomedcentral.com
mailto:info@biomedcentr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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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癌变·畸变·突变 肿瘤学 www.egh.net.cn 0754-88900267 

29 癌症进展 肿瘤学 www.aizhengjinzhan.com 010-69155967 

30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ww.aydxb.cn 0551-65161103 

31 安徽医学 医学综合 www.ahyxzz.cn 0551-62827688 

32 安徽医药 医学综合 www.ahyyzz.cn 0551-64672615 

33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ahtcm.edu.cn 0551-65169048 

34 蚌埠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bbmc.edu.cn 0552-3175456 

35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bjmu.edu.cn 010-82801551 

36 北京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www.bjkqyx.com 010-57099045 

37 北京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学 www.beijingbme.com 010-64456508 

38 北京医学 医学综合 www.bjyxh.org.cn 010-65223466 

39 北京中医药 中医学；中药学 www.bjtcm.net 010-65251589 

40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xben.bucm.edu.cn 010-64287405 

41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118.145.16.219:81/Jweb_bjmyfxylc/CN/v

olumn/current.shtml 

010-68515701 

42 病毒学报 微生物学、病毒学 bdxb.cbpt.cnki.net 010-63536460 

43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jlzyy.ccucm.edu.cn 0431-86172610 

44 
肠外与肠内营养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cwcn.paperonce.com 025-80860942 

45 成都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cdyu.cbpt.cnki.net 028-62739167 

46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cyxb.alljournals.ac.cn 023-68485032 

47 川北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noth.cbpt.cnki.net 0817-2242637 

48 传染病信息 感染性疾病、传染病学 crbzz.paperopen.com 010-66933254 

49 创伤外科杂志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www.cswkzz1999.com 023-68757484 

http://www.aizhengjinzhan.com/
http://www.ahyxzz.cn/
http://www.ahyyzz.cn/
http://www.beijingbme.com/
http://118.145.16.219:81/Jweb_bjmyfxylc/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118.145.16.219:81/Jweb_bjmyfxylc/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crbxxzz.com/
http://www.cswkzz199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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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创伤与急危重病医学 临床医学综合 www.csyjwzbyx.com 024-28856606 

51 磁共振成像 临床诊断学 www.cjmri.cn 010-67113815 

52 卒中与神经疾病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dstroke.paperopen.com 027-88328261 

53 大连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dlykdx.cnjournals.net 0411-86110140 

54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ww.ajsmmu.cn 021-81870792 

55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aammt.tmmu.edu.cn 023-68752187 

56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www.ddxbyxb.cn 025-83272483 

57 东南国防医药 医学综合 dngfyy.paperopen.com 025-80868555 

58 毒理学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dulixuezz@163.com 010-64407284 

59 儿科药学杂志 儿科学；药学 www.ekyxzz.com.cn 023-63633143 

60 发育医学电子杂志 儿科学 fyyxzz@126.com 010-64040058 

61 法医学杂志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www.ssfjd.com 021-52360413 

62 放射学实践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fsxsj.net 027-83662875 

63 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 临床诊断学 jmdt@vip.163.com 020-32290177 

64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fmuxb.fjmu.edu.cn 0591-22862884 

65 复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jms.fudan.edu.cn 021-54237164 

66 
腹部外科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www.fbwk.net 027-82789737 

67 
腹腔镜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www.fqjwkzz.cn 0531-86920598 

68 
肝胆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GDWKZZ@qq.com 0551-62922335 

69 
肝胆胰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gdy.qk.wmu.edu.cn 0577-86699363 

http://www.csyjwzbyx.com/
http://www.cjmri.cn/
http://www.ddxbyxb.cn/
mailto:dulixuezz@163.com
http://www.ekyxzz.com.cn/
mailto:fyyxzz@126.com
http://www.ssfjd.com/
http://www.fsxsj.net/
mailto:jmdt@vip.163.com
http://www.fbwk.net/
http://www.fqjwkzz.cn/
mailto:GDWKZZ@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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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肝脏 消化病学 www.hepatoday.org 021-54483359 

71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gywz.cbpt.cnki.net 0412-5537140 

72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mag.hbcdc.com 027-87652172 

73 骨科 骨外科学 oj.chmed.net 027-83662649 

74 广东药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药学 branch.gdpu.edu.cn/xuebao 020-39352063 

75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ww.jgxmu.com 0771-5306372 

76 广西医学 医学综合 gxyxzz.gxmi.net 0771-5871020 

77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xb.zyxy.com.cn 020-39354426 

78 贵州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bbjb.gmc.edu.cn 0851-86908166 

79 国际病毒学杂志 微生物学、病毒学 gjbdxzz.yiigle.com 010-64407285 

80 国际儿科学杂志 儿科学 gjekxzz.yiigle.com 024-96615-13719 

81 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gjfsyxhyxzz.paperopen.com 022-87890607 

82 国际妇产科学杂志 妇产科学 www.gjfckx.ac.cn 022-23337521 

83 国际骨科学杂志 骨外科学 gjgkx.paperopen.com 021-33262056 

84 国际呼吸杂志 呼吸病、结核病学 www.guojihuxi.com 0311-86266873 

85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临床诊断学 gj.jourserv.com 023-63616134 

86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口腔医学 www.gjkqyxzz.cn 028-85502414 

87 国际老年医学杂志 保健医学 gwll.cbpt.cnki.net 0431-85619282 

88 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gjmzyfs.com 0516-85708135 

89 国际泌尿系统杂志 泌尿外科学 www.gjmnxtzz.com 0731-84472665 

90 国际免疫学杂志 基础医学 gjmyxzz.yiigle.com 0451-86669596 

91 国际脑血管病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foreignmed.com 025-84121542 

92 
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endocrine.paperopen.com 022-83336731 

http://www.hepatoday.org/
http://www.jgxmu.com/
http://www.gjfckx.ac.cn/
http://www.guojihuxi.com/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中文核心期刊/2018年统计源期刊医药卫生生物类/www.gjkqyxzz.cn
http://gwll.cbpt.cnki.net/
http://www.gjmzyfs.com/
http://www.gjmnxtzz.com/
http://www.foreign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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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 皮肤病学 www.pifukezazhi.com 025-85478144 

94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jinn.org.cn 0731-84327401 

95 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 优生学、计划生育学 www.gjszjk.ac.cn 022-23337521 

96 
国际输血及血液学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临床医

学综合 

gjsxjxyxzz.yiigle.com 028-85422797 

97 国际外科学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gjwkx.com 010-63138570 

98 国际消化病杂志 消化病学 gjxhb.paperopen.com 021-33262058 

99 国际心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 gjxxgzz.paperopen.com 021-33262055 

100 国际眼科杂志 眼科学 ies.ijo.cn 029-85263940 

101 国际药学研究杂志 药学 www.pharmacy.ac.cn 010-66931618 

102 国际医学放射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ijmradiol.ac.cn 022-23337523 

103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中医学；中药学 gjzy.cintcm.com 010-64089579 

104 国际肿瘤学杂志 肿瘤学 www.gjzlx.cn 0531-82949227 

105 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http://www.hebykdxxb.cn 0451-86669613 

106 海军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hjyx.cbpt.cnki.net 021-81883316 

107 海南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ww.hnykdxxb.com 0898-66893391 

108 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htyx_lianghong@126.com 010-66365788 

109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hebmu.edu.cn 0311-86266947 

110 河北医学 医学综合 www.hbyxzzs.cn 0314-7558567 

111 河北医药 医学综合 www.hebimi.cn 0311-85989639 

112 河北中医 中医学 www.hbzy.cbpt.cnki.net 0311-85989626 

113 河北中医药学报 中医学；中药学 zyxb407@126.com 0311-89926546 

114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hbzyy.cnjournals.com 027-68890235 

115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yxb.hunnu.edu.cn 0731-88912508 

http://www.pifukezazhi.com/
http://www.jinn.org.cn/
http://www.gjszjk.ac.cn/
http://www.gjwkx.com/
http://www.pharmacy.ac.cn/
http://www.ijmradiol.ac.cn/
http://www.gjzlx.cn/
http://www.hebykdxxb.cn/
http://www.hnykdxxb.com/
mailto:htyx_lianghong@126.com
http://www.hbyxzzs.cn/
http://www.hebimi.cn/
http://www.hbzy.cbpt.cnki.net/
mailto:zyxb4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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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qkzzs.hnctcm.edu.cn 0731-88458339 

117 护理学报 护理学 www.hlxb.com.cn 020-87280550 

118 护理学杂志 护理学 www.hlxzz.com.cn 027-83662666 

119 护理研究 护理学 hlyj.suo1.cn 0351-4639626 

120 护士进修杂志 护理学 www.fsjx.cbpt.cnki.net 0851-86854912 

121 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www.hngfyx.org 027-50772782 

122 华南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hnyfyx.cn 020-31051582 

123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口腔医学 www.hxkqyxzz.net 028-85503479 

124 华西药学杂志 药学 hxyo.cbpt.cnki.net 028-85501400 

125 华西医学 医学综合 www.wcjm.org 028-85421298 

126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tjxb.hust.edu.cn 027-83692530 

127 环境卫生学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hjwsxzz.com 010-83132331 

128 环境与健康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hjyjk.cn 022-24333577 

129 环境与职业医学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jeom.org 021-62084529 

130 环球中医药 中医学；中药学 www.hqzyy.com 010-65269860 

131 基础医学与临床 医学综合 jcyxylc.pumc.edu.cn 010-69156964 

132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gabcn.org 0771-3239102 

133 激光生物学报 生物学基础学科 jgsw.hunnu.edu.cn 0731-88872208 

134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jlu.edu.cn 0431-85619278 

135 吉林中医药 中医学；中药学 qks.ccucm.edu.cn 0431-86172609 

136 疾病监测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jbjc.org 010-58900732 

137 脊柱外科杂志 骨外科学 www.spinejournal.net 021-81885651 

138 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 基础医学 jscyxkc@126.com 010-66948579 

http://www.hlxb.com.cn/
http://www.hlxzz.com.cn/
http://hlyj.suo1.cn/
http://www.hngfyx.org/
http://www.hxkqyxzz.net/
http://www.wcjm.org/
http://www.hjwsxzz.com/
http://www.hjyjk.cn/
http://www.jeom.org/
http://www.hqzyy.com/
http://www.gabcn.org/
http://www.jbjc.org/
http://www.spinejournal.net/
mailto:jscyxk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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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jnxb.jnu.edu.cn 020-85227865 

140 检验医学 临床诊断学 www.shjyyx.com 021-68316211 

141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zzs.ujs.edu.cn 0511-84446824 

142 江苏中医药 中医学 www.jstcm.cn 025-86617285 

143 
结直肠肛门外科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dcgm.chinajournal.net.cn 0771-5358436 

144 解放军护理杂志 护理学 cpnj.smmu.edu.cn 021-81871497 

145 解放军药学学报 药学 www.jfjyxxb.cn 010-66949046 

146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jyjxxyxb.paperopen.com 010-66936767 

147 解放军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www.jfjyxzz.org.cn 010-51927306 

148 解放军医药杂志 医学综合 mag.zgkw.cn/jfjyy 0311-87978599 

149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jfyg.org 021-81871436 

150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manu37.magtech.com.cn/Jwk_jsyxkx/jfj/

CN/1001-5248/home.shtml 

022-84655185 

151 解剖科学进展 基础医学 www.jpkx.cbpt.cnki.net 024-31939627 

152 解剖学报 基础医学 jpxb.bjmu.edu.cn 010-82802969 

153 解剖学研究 基础医学 gdjp.cbpt.cnki.net 020-87332599 

154 解剖学杂志 基础医学 www.jpxzz.cn 021-81870955 

155 介入放射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cjir.cn 021-81818191 

156 精神医学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jsyxzz@163.com 0531-86336634 

157 颈腰痛杂志 骨外科学 www.jytzz.cn 0551-65136335 

158 局解手术学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jjssxzz.cn 023-68752649 

159 军事医学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j.bmi.ac.cn 010-66931131 

160 菌物学报 微生物学、病毒学 journals-myco.im.ac.cn 010-64807521 

http://www.shjyyx.com/
http://www.jstcm.cn/
http://cpnj.smmu.edu.cn/
http://www.jfjyxxb.cn/
http://jyjxxyxb.paperopen.com/
http://www.jfjyxzz.org.cn/
http://www.jfyg.org/
http://manu37.magtech.com.cn/Jwk_jsyxkx/jfj/CN/1001-5248/home.shtml
http://manu37.magtech.com.cn/Jwk_jsyxkx/jfj/CN/1001-5248/home.shtml
http://www.jpxzz.cn/
http://www.cjir.cn/
mailto:jsyxzz@163.com
http://www.jytzz.cn/
http://www.jjssxz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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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康复学报 保健医学 sciencemeta.com/index.php/kfxb 0591-22861121 

162 空军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zjzy.cbpt.cnki.net 010-66928309 

163 口腔材料器械杂志 口腔医学 kqcl.cnjournals.com 021-63034903 

164 口腔颌面外科杂志 口腔医学 www.kqhmwkzz.com 021-66527963 

165 口腔颌面修复学杂志 口腔医学 1519107069@qq.com 010-66936254 

166 口腔疾病防治 口腔医学 www.kqjbfz.com 020-84403311 

167 口腔生物医学 口腔医学 www.kqswyx.cn 025-85031861 

168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www.stomatology.cn 025-86658322 

169 口腔医学研究 口腔医学 www.kqyxyj.com 027-87686117 

170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kmykdx.cnjournals.cn 0871-65936489 

171 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lzu.edu.cn 0931-8915032 

172 
老年医学与保健 保健医学 lnyxybj.ijournals.cn 021-62483180-72040

1 

173 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LTDXSJWK@163.com 0551-62282374 

174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lzxb.cbpt.cnki.net 024-31207232 

175 辽宁中医杂志 中医学 www.lnzyzz.cn 024-31207233 

176 临床超声医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lccscq.com 023-63811304 

177 临床儿科杂志 儿科学 www.jcp-sh.org.cn 021-25076489 

178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耳鼻咽喉科学 www.whuhzzs.com 027-85726342-8818 

179 临床放射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lcfsxzz.com 0714-6222015 

180 临床肺科杂志 呼吸病、结核病学 lcfk.cbpt.cnki.net 0551-65533500 

181 临床肝胆病杂志 消化病学 www.lcgdbzz.org 0431-88782542 

182 临床骨科杂志 骨外科学 lcgkzz@aliyun.com 0551-62923133 

183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LCHYX111@163.com 010-51260831 

http://www.kqhmwkzz.com/
mailto:1519107069@qq.com
http://www.kqjbfz.com/
http://www.kqswyx.cn/
http://www.kqyxyj.com/
mailto:LTDXSJWK@163.com
http://www.lnzyzz.cn/
http://www.lccscq.com/
http://www.jcp-sh.org.cn/
http://www.whuhzzs.com/
http://www.lcfsxzz.com/
http://www.lcgdbzz.org/
mailto:lcgkzz@aliyun.com
mailto:LCHYX1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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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临床急诊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whuhzzs.com 027-85726342-8806 

185 临床检验杂志 临床诊断学 www.lcjyzz.com 025-83620683 

186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lcjsyx.com 025-82296109 

187 临床军医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lcjyzz.net 024-28856624 

188 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口腔医学 lckqyx.chmed.net 027-83663149 

189 临床麻醉学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lcmzxzz.com 025-83472912 

190 临床泌尿外科杂志 泌尿外科学 www.whuhzzs.com 027-85726342-8818 

191 临床内科杂志  内科学综合 manu15.magtech.com.cn:81 027-87893477 

192 临床皮肤科杂志 皮肤病学 www.linpi.net 025-83729951 

193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lcsjbx.com 025-82296108 

194 临床神经外科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lcsjwk.c-nbh.com 025-82296070 

195 临床肾脏病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 www.lcszb.com 027-82784570 

196 
临床输血与检验 临床医学综合；血液病学、肾

脏病学 

www.lcsxyjy.com 0551-62283662 

197 临床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lcwkzz.com 027-87893476 

198 临床误诊误治 临床医学综合 mag.zgkw.cn/lcwzwz 0311-80720899 

199 临床消化病杂志 消化病学 lcxhbzz@163.com 027-85726085 

200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 儿科学 www.jcps2002.com 0731-85356896 

201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 www.whuhzzs.com 027-85726786-8821 

202 临床血液学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 www.whuhzzs.com 027-85726786-8806 

203 临床眼科杂志 眼科学 hnfy@sohu.com 0551-62923182 

204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 药学 www.lcywzlzz.com 010-64178704-301 

205 临床与病理杂志 基础医学 lcbl.amegroups.com lcbl@amegroups.com 

206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基础医学 www.cjcep.com 0551-65161102 

http://www.whuhzzs.com/
http://www.lcjyzz.com/
http://www.lcjsyx.com/
http://www.lcjyzz.net/
http://www.lckqyx.chmed.net/
http://www.lcmzxzz.com/
http://www.linpi.net/
http://www.lcsjbx.com/
http://www.lcsxyjy.com/
http://www.lcwkzz.com/
mailto:lcxhbzz@163.com
http://www.jcps2002.com/
mailto:hnfy@sohu.com
http://www.lcywzlzz.com/
mailto:lcbl@amegroups.com
http://www.cjc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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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临床肿瘤学杂志 肿瘤学 www.lczlx.com 025-84400143 

208 岭南心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 www.jcd.org.cn 020-83827812-10295 

209 免疫学杂志 基础医学 myxzz.tmmu.edu.cn 023-68772230 

210 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qks.ncu.edu.cn 0791-86361259 

211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ww.j-smu.com 020-61648175 

212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jnmu.njmu.edu.cn 025-86869293 

213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www.njzyydxxb.cn 025-85811935 

214 脑与神经疾病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lysj.cbpt.cnki.net 0311-66002451 

215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 内科学综合 nkjwzzzz.chmed.net 027-83663644 

216 
内科理论与实践 内科学综合 www.rjh.com.cn/pages/Qikanbianjibu/nk

ll/index.shtml 

021-64370045-61153

2 

217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nmgykdxxb.paperonce.org 0471-62666059 

218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bonline.nxmu.edu.cn 0951-4091605 

219 器官移植 外科学综合 www.organtranspl.com 020-38736410 

220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qddxyxyxb.qdu.edu.cn 0532-82991320 

221 热带生物学报 生物学基础学科 rdsw.cnjournals.cn 0898-66281595 

222 热带医学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rdyz.cbpt.cnki.net 020-87333191 

223 人类学学报 生物学基础学科 rlxb.chinajournal.net.cn 010-88369241 

224 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耳鼻咽喉科学 ebhyxbwk.njournal.sdu.edu.cn 0531-88392393 

225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njournal.sdu.edu.cn 0531-88395367 

226 山东医药 医学综合 sdyy.cbpt.cnki.net 0531-88923556 

227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sdyx.chinajournal.net.cn 0531-89628059 

228 山东中医杂志 中医学 sdzy.chinajournal.net.cn 0531-89628058 

229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sxmu.edu.cn 0351-4135432 

http://www.lczlx.com/
http://www.jcd.org.cn/
http://www.j-smu.com/
http://www.njzyydxxb.cn/
http://www.organtransp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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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shsmu.edu.cn 021-63851829 

231 上海精神医学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shanghaiarchivesofpsychiatry.org 021-34773296 

232 上海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www.sjos.cn 021-63121780 

233 上海医学 医学综合 www.smasmj.com 021-62178606 

234 上海针灸杂志 针灸、中医骨伤 www.acumoxj.com 021-64382181 

235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www.shzyyzz.com 021-51322541 

236 上海中医药杂志 中医学；中药学 www.shzyyzz.com 021-51322541 

237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ndmh.com 010-83191160 

238 神经解剖学杂志 基础医学 www.chinjna.cn 029-84772169 

239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gwkf.cbpt.cnki.net 027-83662639 

240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药学 syyd.cbpt.cnki.net 024-23986082 

241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泌尿外科学 www.njcndt.com 025-80860040 

242 生理科学进展 生物学基础学科 skj2@bjmu.edu.cn 010-82802443 

243 生理学报 基础医学；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actaps.com.cn 021-54922832 

244 生命的化学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life.ac.cn 021-54921091 

245 生命科学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lifescience.net.cn 021-54922830 

246 生命科学研究 生物学基础学科 smkx.hunnu.edu.cn 0731-88872616 

247 生物多样性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010-62836137 

248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骨外科学 www.swgkcl.com 027-88138800 

249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pibb.ac.cn 010-64888459 

250 生物学杂志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swxzz.com 0551-62673629 

251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生物医学工程学 www.biomedeng.cn 028-85422073 

252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学 www.swyxgcyj.com 0531-88933885 

http://www.shanghaiarchivesofpsychiatry.org/
http://www.sjos.cn/
http://www.smasmj.com/
http://www.acumoxj.com/
http://www.shzyyzz.com/
http://www.shzyyzz.com/
http://www.chinjna.cn/
http://www.njcndt.com/
mailto:skj2@bjmu.edu.cn
http://www.actaps.com.cn/
http://www.life.ac.cn/
http://www.lifescience.net.cn/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http://www.swgkcl.com/
http://www.pibb.ac.cn/
http://www.swxzz.com/
http://www.biomedeng.cn/
http://www.swyxgcy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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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 生物医学工程学 sglc.cbpt.cnki.net 022-24382234 

254 生物资源 生物学基础学科 ajsh.cbpt.cnki.net 027-68754846 

255 生殖医学杂志 优生学、计划生育学 szyx.cbpt.cnki.net 010-69155670 

256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 基础医学 211.144.119.130:8080/jweb/CN/volumn/c

urrent.shtml 

021-50793657 

257 实用癌症杂志 肿瘤学 www.syazzz.com 0791-88329442 

258 实用放射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syfsxzz.com.cn 029-82122004 

259 实用妇产科杂志 妇产科学 jpog.scyx.org.cn 028-86131263 

260 实用肝脏病杂志 消化病学 www.sygzbzz.org 0551-65142835 

261 实用骨科杂志 骨外科学 www.sygkzz.com 0351-3365705 

262 实用口腔医学杂志 口腔医学 sykqyxzz.paperopen.com 029-83224470 

263 实用老年医学 保健医学 www.sylnyx.com 025-86632917 

264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 皮肤病学 sypf.cnmanu.net 010-84008103 

265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外科学综合 syqgyz.pmph.com 022-23626212 

266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普通外科学、胸

外科学、心血管外科学 

www.syxnf.net 0310-2067168 

267 实用药物与临床 药学 www.lylc.cbpt.cnki.net 024-96615-13759 

268 实用医学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syyxzz.com 020-81866302 

269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syyylc@vip.sina.com 028-87394696 

270 实用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syyfyx.org 0731-84305942 

271 实用肿瘤学杂志 肿瘤学 www.syzlxzz.com 0451-86298293 

272 实用肿瘤杂志 肿瘤学 www.syzlzz.com 0571-87783654 

273 食品与药品 药学 sdpk.cbpt.cnki.net 0531-88779125 

274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学；中药学 www.wst.ac.cn 010-62616352 

http://www.syazzz.com/
http://www.syfsxzz.com.cn/
http://www.sygzbzz.org/
http://www.sygkzz.com/
http://www.sylnyx.com/
http://www.syyxzz.com/
mailto:syyylc@vip.sina.com
http://www.syyfyx.org/
http://www.syzlxzz.com/
http://www.syzlzz.com/
http://www.ws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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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世界临床药物 药学 www.jwph.com.cn 021-62894305 

276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西医结合医学 www.sjzx.cbpt.cnki.net 010-82275991 

277 世界中医药 中医学；中药学 www.sjzyyzz.com 010-58650023 

278 
首都公共卫生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manu29.magtech.com.cn/sdggws/CN/volum

n/home.shtml 

010-64407286 

279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ccmu.edu.cn 010-83911346 

280 水生生物学报 生物学基础学科 ssswxb.ihb.ac.cn 027-68780701 

281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scdx.cnjournals.com 028-85501320 

282 四川医学 医学综合 scmj.scyx.org.cn 028-86136765 

283 四川中医 中医学 sczy.cbpt.cnki.net 028-85228345 

284 天津医药 医学综合 www.tjyybjb.ac.cn 022-23337519 

285 天津中医药 中医学；中药学 www.tjzhongyiyao.com 022-59596310 

286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www.tjzhongyiyao.com 022-59596310 

287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中药学 www.trcw.ac.cn 028-85210304 

288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耳鼻咽喉科学 tlxj.cbpt.cnki.net 027-88043958 

289 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tjyxxb.cnjournals.cn 021-65980705 

290 
外科理论与实践 外科学综合 www.rjh.com.cn/pages/Qikanbianjibu/wk

llysj/index.shtml 

021-64370045-61143

2 

291 皖南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nyx.cbpt.cnki.net 0553-3932553 

292 微创泌尿外科杂志 泌尿外科学 www.cjmiu.com 010-68295440 

293 微生物学报 微生物学、病毒学 journals.im.ac.cn 010-64807516 

294 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 微生物学、病毒学 wsmy.cbpt.cnki.net 0931-8316208 

295 微生物学通报 微生物学、病毒学 journals.im.ac.cn 010-64807511 

296 微生物学杂志 微生物学、病毒学 wswx.cnjournals.com 0421-2914613 

http://www.jwph.com.cn/
http://www.sjzx.cbpt.cnki.net/
http://www.sjzyyzz.com/
http://www.tjyybjb.ac.cn/
http://www.tjzhongyiyao.com/
http://www.tjzhongyiyao.com/
http://www.trcw.ac.cn/
http://www.cjm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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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微生物与感染 感染性疾病、传染病学 jmi.fudan.edu.cn 021-54237633 

298 微循环学杂志 基础医学 wxhx.chinajournal.net.cn 027-88075389 

299 卫生软科学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wsrkx.net 0871-65323117 

300 卫生研究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syj.cbpt.cnki.net 010-83132376 

301 胃肠病学 消化病学 www.cjge-manuscriptcentral.com 021-63286942 

302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消化病学 www.wcbx.cn 0371-66912916 

303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b.qk.wmu.edu.cn 0577-86699365 

304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hbyk.chinajournal.net.cn 027-68755966 

305 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xbm.lupapf.com 022-84876420 

306 武警医学 医学综合 www.wjyx.com.cn 010-57976455 

307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yxxb.xjtu.edu.cn 029-82655412 

308 西北药学杂志 药学 xbyz.cbpt.cnki.net 029-82655134 

309 西部医学 医学综合 www.xbyxqk.cn 028-85570072 

310 西部中医药 中医学；中药学 gszy.paperopen.com 0931-2337364 

311 西南国防医药 医学综合 xinanguofang@126.com 028-86598539 

312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基础医学 cmi.guifeng.cc 029-84774550 

313 现代妇产科进展 妇产科学 www.xdfckjz.com 0531-82169201 

314 现代口腔医学杂志 口腔医学 xdkqyxzz@sohu.com 0311-86261245 

315 现代临床护理 护理学 www.xdlchl.com 020-87755766-8050 

316 现代泌尿生殖肿瘤杂志 肿瘤学 curo@vip.163.com 027-83692502 

317 现代泌尿外科杂志 泌尿外科学 jmurology.xjtu.edu.cn 029-82657054 

318 现代免疫学 基础医学 shmy.shsmu.edu.cn 021-53062055 

319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医学综合 biomed.cnjournals.com 0451-82583800 

http://www.wsrkx.net/
http://www.wcbx.cn/
http://www.wjyx.com.cn/
http://xbyz.cbpt.cnki.net/
http://www.xbyxqk.cn/
mailto:xinanguofang@126.com
http://www.xdfckjz.com/
mailto:xdkqyxzz@sohu.com
http://www.xdlchl.com/
mailto:curo@vip.163.com
http://www.zgmnwk.com/
http://biomed.cnjourn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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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 消化病学 jmdi@vip.163.com 020-61641547 

321 现代药物与临床 药学 www.tiprpress.com 022-23006823 

322 现代医学 医学综合 www.xdyx.org.cn 025-83272479 

323 现代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xdyfyxzz.paperopen.com 028-85502771 

324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西医结合医学 xdjh126@126.com 0311-87738668 

325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 中药学 jzzy.cbpt.cnki.net 0553-4836136 

326 现代中医临床 中医学 xblc.bucm.edu.cn 010-64286149 

327 现代肿瘤医学 肿瘤学 www.xdzlyx.com 029-85578876 

328 消化肿瘤杂志电子版 消化病学；肿瘤学 www.jdocn.com 020-28823240 

329 协和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mjpumch.cbpt.cnki.net 010-69154261 

330 心肺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 www.xfxz.cbpt.cnki.net 010-64456220 

331 心理科学 心理学 xinlikexue@vip.163.com 021-62232236 

332 心理科学进展 心理学 journal.psych.ac.cn 010-64850861 

333 心理学报 心理学 journal.psych.ac.cn 010-64850861 

334 
心脑血管病防治 心血管病学；神经病学、精神

病学 

xxfz.cbpt.cnki.net 0571-87962132 

335 心血管病学进展 心血管病学 xxgbxzz.paperopen.com 028-61318656 

336 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 心血管病学 xxgljs@163.com 0591-87841459 

337 心脏杂志 心血管病学 www.heartj.cn 029-84774525 

338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jyy.cbpt.cnki.net 0991-4366313 

339 新乡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ww.xxyxyxb.com 0373-3029086 

340 新医学 医学综合 www.xinyixue.cn 020-85253470 

341 徐州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xb.xzhmu.edu.cn 0516-85748483 

342 循证医学 临床诊断学；流行病学、环境 www.jebm.cn 020-83844620 

mailto:jmdi@vip.163.com
http://www.tiprpress.com/
http://www.xdyx.org.cn/
mailto:xdjh126@126.com
http://www.xdzlyx.com/
mailto:xinlikexue@vip.163.com
mailto:xxgljs@163.com
http://www.heartj.cn/
http://www.xxyxyxb.com/
http://www.xinyixue.cn/
http://www.xzmc.edu.cn/
http://www.jeb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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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343 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 口腔医学 ytysyzb.paperonce.org 029-84776082 

344 眼科 眼科学 www.j-bio.net 010-65288427 

345 眼科新进展 眼科学 www.ykxjz.com 0373-3029404 

346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药学 www.cadrj.com 010-83198917 

347 药物分析杂志 药学 www.ywfxzz.cn 010-67095201 

348 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药学 www.cnjpe.org 027-82835077 

349 药物评价研究 药学 www.tiprpress.com 022-23006822 

350 药物生物技术 药学 www.ywswjs.com 025-83220372 

351 药学服务与研究 药学 www.pcarjournal.net.cn 021-65519829 

352 药学实践杂志 药学 www.yxsjzz.cn 021-81871322 

353 药学学报 药学 www.yxxb.com.cn 010-63026192 

354 药学与临床研究 药学 www.pcr.org.cn 025-84547112 

355 医疗卫生装备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ynws.cbpt.cnki.net 022-84656790 

356 医学动物防制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yxdwfz.com 0311-80661018 

357 医学分子生物学杂志 基础医学 tjxb.hust.edu.cn 027-83692515 

358 医学临床研究 临床医学综合 www.jcr.net.cn 0731-89569631 

359 医学信息学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yxxxx.ac.cn 010-52328673 

360 医学研究生学报 医学综合 www.yxyjsxb.com 025-80860347 

361 医学研究杂志 医学综合 www.yxyjzz.cn 010-52328676 

362 医学影像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zz.medimg.org/zz/list.shtml 0531-87920996 

363 医学与社会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yxysh.org 027-83692517 

364 医学综述 医学综合 www.yxzszz.com 010-60551103 

http://www.j-bio.net/
http://www.ykxjz.com/
http://www.cadrj.com/
http://www.ywfxzz.cn/
http://www.cnjpe.org/
http://www.tiprpress.com/
http://www.ywswjs.com/
http://www.pcarjournal.net.cn/
http://www.yxsjzz.cn/
http://www.pcr.org.cn/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中文核心期刊/2018年统计源期刊医药卫生生物类/www.ynws.cbpt.cnki.net
http://www.yxdwfz.com/
http://www.yxxxx.ac.cn/
http://www.yxyjsxb.com/
http://www.yxyjzz.cn/
http://www.medimg.or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中文核心期刊/2018年统计源期刊医药卫生生物类/www.yxysh.org
http://www.yxzsz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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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医药导报 药学 www.yydbzz.com 027-83643083 

366 医用生物力学 基础医学 www.medbiomechanics.com 021-53315397 

367 遗传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chinagene.cn 010-64807669 

368 疑难病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ynbzz.com 0311-85901735 

369 营养学报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yyxx@chinajournal.net.cn 022-84655402 

370 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学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yxyjr.com 020-87331859 

371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cibj.com 028-82890917 

372 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zjyfyxzz.com 0571-87115497 

373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author.sccdpc.gov.cn 028-85586157 

374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www.xb.ynutcm.edu.cn 0871-65918211 

375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www.journals.zju.edu.cn/med 0571-88272797 

376 浙江医学 医学综合 www.zjyxzzs.com 0571-87567843 

377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zcmu.edu.cn 0571-86613692 

378 针刺研究 针灸、中医骨伤 www.zhenciyanjiu.cn 010-64089344 

379 针灸临床杂志 针灸、中医骨伤 zjlczz.hljucm.net 0451-82193044 

380 诊断病理学杂志 基础医学；临床诊断学 zdblx.cnmanu.cn 010-66721843 

381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临床诊断学 www.rjh.com.cn/pages/Qikanbianjibu/zd

xll/index.shtml 

021-64370045-61142

5 

382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jms.zzu.edu.cn 0371-67781729 

383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zyws.cbpt.cnki.net 021-54894373 

384 职业与健康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zyyjk.com.cn 022-24333471 

385 中草药 中药学 www.tiprpress.com 022-23006821 

386 中成药 中药学 www.zcyjournal.com 021-63213275 

387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zfsj.cbpt.cnki.net 0431-88782862 

http://www.yydbzz.com/
http://www.medbiomechanics.com/
http://www.chinagene.cn/
http://www.ynbzz.com/
mailto:yyxx@chinajournal.net.cn
http://www.yxyjr.com/
http://www.cibj.com/
http://www.zjyfyxzz.com/
http://www.xb.ynutcm.edu.cn/
http://www.journals.zju.edu.cn/med
http://www.zhenciyanjiu.cn/
http://www.zyyjk.com.cn/
http://www.tiprpress.com/
http://www.zcy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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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中国 CT和 MRI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ctmri@vip.163.com 0766-85696205 

389 
中国癌症防治杂志 肿瘤学 manu33.magtech.com.cn/Jweb_azfz/CN/vo

lumn/current.shtml 

0771-5332455 

390 中国癌症杂志 肿瘤学 www.china-oncology.com 021-64188274 

391 中国艾滋病性病 皮肤病学 xbya.cbpt.cnki.net 010-63030828 

392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基础医学 zgsydw.alljournal.ac.cn/zgbjyxzz/ch/i

ndex.aspx 

010-67779337 

393 中国病案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zgba.org.cn 010-85231071 

394 中国病毒病杂志 微生物学、病毒学 zgbdb.paperopen.com 010-84031475 

395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基础医学 www.cjpp.net 020-85220269 

396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微生物学、病毒学 www.cjpb.org 0537-2342934 

397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caume.org 010-82138756 

398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儿科学 www.cjcp.org 0731-84327402 

399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dybf.chinajournal.net.cn 0432-62424537 

400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心血管病学 www.dmzzbjb.net 0734-8160765 

401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保健医学；儿科学 www.cjchc.net 029-87679391 

402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耳鼻咽喉科学 www.xyosbs.com 0731-84327469 

403 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耳鼻咽喉科学 www.entbjb.com 010-65596373 

404 中国法医学杂志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zgfyxzz.cbpt.cnki.net 010-63495531 

405 中国防痨杂志 呼吸病、结核病学 www.zgflzz.cn 010-62257587 

406 中国肺癌杂志 肿瘤学 www.lungca.org 022-27219219 

407 中国分子心脏病学杂志 心血管病学 www.mdheart.com.cn 010-60866113 

408 中国辐射卫生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zgfsws.com 0531-82919955 

409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妇产科学 www.obgyncn.com 010-82801249 

mailto:ctmri@vip.163.com
http://www.china-oncology.com/
http://www.zgba.org.cn/
http://zgbdb.paperopen.com/
http://www.cjpp.net/
http://www.cjpb.org/
http://www.cjcp.org/
http://www.dmzzbjb.net/
http://www.cjchc.net/
http://www.xyosbs.com/
http://www.entbjb.com/
http://www.zgflzz.cn/
http://www.lungca.org/
http://www.mdheart.com.cn/
http://www.zgfs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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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中国肝脏病杂志电子版 消化病学 www.j-ditan.com 010-84322058 

411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感染性疾病、传染病学 www.zggrkz.com 0731-84327658 

412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感染性疾病、传染病学 www.cjic.com.cn 021-52888148 

41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zggyyx.ijournals.cn 024-25731414 

414 中国公共卫生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zgggws.com 024-23388479 

415 中国骨伤 针灸、中医骨伤 www.zggszz.com 010-64089487 

416 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骨外科学 www.zggygjsszz.com 0596-2989185 

417 中国骨与关节杂志 骨外科学 www.cjbj2012.com 010-66848868 

418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www.chinacjo.com 010-64727035 

419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gjwj.cbpt.cnki.net 010-65586980 

420 中国海洋药物 药学 hyyw.journalsystem.net 0532-82031949 

421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呼吸病、结核病学 www.cjrccm.com 028-85422382 

422 中国护理管理 护理学 www.zghlgl.com 010-63318760 

423 
中国激光医学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cncos.org/journal.aspx?typename=z

gjgyxzz 

010-66937194 

424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www.caderm.org/GJ/Login.aspx 010-57976165 

425 中国急救医学 临床医学综合 www.cnemergency.org.cn 0451-51920698 

426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 骨外科学 www.cspine.org.cn 010-64284923 

427 
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 妇产科学；优生学、计划生育

学 

zgjhsyhfckzz.paperonce.com 028-86137409 

428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优生学、计划生育学 www.zgjhsyx.com 010-62126763 

429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基础医学 www.jsczz.cn 021-54562376 

430 中国健康教育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zgjkjy.org 010-64210081 

http://www.j-ditan.com/
http://www.zggrkz.com/
http://www.cjic.com.cn/
http://www.zgggws.com/
http://www.zggszz.com/
http://www.zggygjsszz.com/
http://www.cjbj2012.com/
http://www.chinacjo.com/
http://www.cjrccm.com/
http://www.zghlgl.com/
http://www.cnemergency.org.cn/
http://www.cspine.org.cn/
http://www.zgjhsyx.com/
http://www.jsczz.cn/
http://www.zgjkj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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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jxwk.ijournal.cn 0538-6213228 

432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心血管病学 zjxb.cbpt.cnki.net 010-83572299 

433 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cjiit.com 010-82547903 

434 中国康复 保健医学 www.zgkfzz.com 027-83662686 

435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保健医学 www.cjrtponline.com 010-67567673 

436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保健医学 www.rehabi.com.cn 010-64218095 

437 中国抗生素杂志 药学 www.zgkss.com.cn 028-84618674 

438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生物学基础学科 life.scichina.com 010-64015399 

439 中国口腔颌面外科杂志 口腔医学 www.cjoms.org 021-53315290 

440 中国临床保健杂志 保健医学 www.zglcbjzz.com 0551-62608457 

441 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 基础医学 www.chjcana.com 020-61648203 

442 中国临床神经科学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cjcn1993@126.com 021-62490808 

443 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zglcsjwk.com 027-50772480 

44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心理学 www.clinicalpsychojournal.com 0731-85292472 

445 中国临床研究 临床医学综合 www.zglczz.com 025-83243580 

446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药学 manu41.magtech.com.cn/Jweb_clyl/CN/vo

lumn/current.shtml 

0553-5738350 

447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药学 cjcp1985@163.com 010-82802540 

448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 药学 lczz.cbpt.cnki.net 021-54237256 

449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zglcyszz.pmph.com 010-59787209 

450 中国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综合 www.c-jcm.com 021-60267570 

451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jccmi.com.cn 024-96615-13739 

452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皮肤病学 www.mfskin.net 0531-87515643 

453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cdctj.com.cn/xsqk 022-24333572 

http://www.cji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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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bmsw.net.cn 010-58900731 

455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zmgy.cbpt.cnki.net 0315-8816290 

456 中国美容医学 临床医学综合 www.zgmryx.com 029-83659967 

457 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apsjournal.com 024-24131293 

458 中国免疫学杂志 基础医学 www.immune99.com 0431-88925027 

459 中国男科学杂志 性医学 www.zgnkxzz.cn 021-63282126 

460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cjcvd.cn 010-83128791 

461 中国内镜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zgnjzz.com 0731-84327993 

462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皮肤病学 pfxbxzz.paperopen.com 029-87678312 

463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pw.amegroups.com 0731-84327400 

464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www.gensurg.cn 028-85422072 

465 中国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综合 www.chinagp.net 010-63052088 

466 中国热带医学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cntropmed.com 0898-65377298 

467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rsghb.cn 0591-87552018 

468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gwsy.cbpt.cnki.net 027-83692396 

469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zgsjjs.com 020-87332686 

470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cjnnnet.com 010-64012981-8110 

471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生物学基础学科 cjbmb.bjmu.edu.cn 010-82801416 

47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生物医学工程学 cjbme.csbme.org 010-65248786 

473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 生物医学工程学 www.zgswj.com.cn 0431-87923344 

474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 优生学、计划生育学 cjrh.bjmu.edu.cn 010-82802942 

475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中药学 www.syfjxzz.com 010-8407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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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 xysy.cbpt.cnki.net 010-66930873 

477 中国实验诊断学 临床诊断学 zszd.chinajournal.net.cn 0431-84995294 

478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儿科学 www.zgsyz.com 024-23866457 

479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妇产科学 www.zgsyz.com 024-23866489 

480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护理学 www.zgsyhlzz.com 0411-82490723 

481 中国实用口腔科杂志 口腔医学 www.zgsyz.com 024-23866510 

482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内科学综合 www.zgsyz.com 024-23866530 

483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zgsyz.com 024-23866561 

484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zgspws.com 010-52165456 

485 中国食物与营养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foodandn.caas.cn 010-82105306 

486 
中国输血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血液病学、肾

脏病学 

www.cjbt.cn 028-61648584 

487 中国数字医学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zgszyx.org 010-59862655 

488 
中国糖尿病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www.cds.org.cn 010-66515929 

489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casp.ijournals.cn 010-82801712 

490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外科学综合 zgtwxhzz@sina.com.cn 010-66937810 

491 中国天然药物 药学 www.cjnmcpu.com 025-83271565 

492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 保健医学；耳鼻咽喉科学 www.chsr.cn 010-84630488 

493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 zgwcwk.paperopen.com 010-82025751 

494 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zwqk.cbpt.cnki.net 020-88654596 

495 中国卫生经济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cn-he.cn 0451-87253040 

496 中国卫生统计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zgwstj.paperonce.org 024-32939626 

497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chim.org.cn 010-5943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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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gsyhlzz.com/
http://www.zgsyz.com/
http://www.zgs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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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journal.healthpolicy.cn 010-52328667 

499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cnwszl.com 029-85214975 

500 中国卫生资源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chr.scdc.sh.cn 021-52379638 

501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生物学基础学科 www.cjcb.org 021-54920950 

502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www.cags.sdu.edu.cn 0531-82169203 

503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xdjb.org 022-59065611 

504 中国现代手术学杂志 外科学综合 www.surgerychina.com 0731-85524272 

505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www.zgxdyx.com 0731-84327993 

506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药学 www.chinjmap.com 0571-87297398 

507 中国现代中药 中药学 www.zgxdzy.net 010-88468213 

508 中国消毒学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zgxdx.bmi.ac.cn 010-66948537 

509 中国小儿急救医学 儿科学 www.cpem.com.cn 024-96615-13729 

510 
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 儿科学；肿瘤学；血液病学、

肾脏病学 

zgxy.chinajournal.net.cn 010-64284347 

511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 儿科学；眼科学 XEYKZZ@163.com 010-66182180 

512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心理学 www.cmhj.cn 010-62010890 

513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 心血管病学 www.heart100.com.cn 010-84541195 

514 中国心血管杂志 心血管病学 zgxxgzz.yiigle.com 010-64012981-8109 

515 
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zgxz.cbpt.cnki.net 027-88075495 

516 中国新生儿科杂志 儿科学 www.cjneo.org.cn 010-66181701 

517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 药学 xyyl.cbpt.cnki.net 021-64511836 

518 中国新药杂志 药学 www.newdrug.cn 010-52722697 

http://www.cnwszl.com/
http://www.cjcb.org/
http://www.cags.sdu.edu.cn/
http://www.xdj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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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中国性科学 性医学 www.zgxkx.org 010-82805043 

520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mc.tcsurg.org 028-85422502 

521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www.rrsurg.com 028-85422431 

522 中国学校卫生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cjsh.org.cn 0552-2054276 

523 
中国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www.jvscn.com 020-28823189 

524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zgxfzz.com 0510-68781021 

525 
中国血液净化 临床医学综合；血液病学、肾

脏病学 

www.cjbp.org 010-66583655 

526 中国循环杂志 心血管病学 chinacirculation.org 010-68332599 

527 
中国循证儿科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儿科学；

临床诊断学 

www.cjebp.net 021-64931936 

528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临床诊断学；心血管病学；流

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ebcvm.com 010-84008479 

529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临床诊

断学 

www.cjebm.com 028-85422052 

530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耳鼻咽喉科学 cjoo.fudan.edu.cn 021-64377143-2211 

531 中国药房 药学 www.china-pharmacy.com 023-89809905 

532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药学 www.zgykdxxb.cn 025-83271566 

533 中国药理学通报 药学 www.zgylxtb.cn 0551-65161221 

534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药学 www.cjpt.ac.cn 010-68276743 

535 中国药师 药学 www.cadapt.com.cn 010-67633679 

536 中国药事 药学 http://zgys.cnjournals.org 010-67095395 

http://www.zgxk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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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vscn.com/
http://www.zgxfzz.com/
http://www.cjbp.org/
http://www.cjebp.net/
http://www.ebcvm.com/
http://www.cjebm.com/
http://www.zgykdxxb.cn/
http://www.zgylxtb.cn/
http://www.cjpt.ac.cn/
http://www.cadapt.com.cn/
http://zgys.cnjournals.org/


2018 年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医药卫生生物类） 
 

26 
 

序号 期刊名称 类别 投稿网址&邮箱 联系方式 

537 中国药物化学杂志 药学 zgyh.cbpt.cnki.net 024-23986082 

538 中国药物警戒  药学 www.zgywjj.com 010-68586107 

539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药学 www.ywyb.cbpt.cnki.net 010-82801341 

540 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 药学 zhgywyyyjc@263.net 010-66937047 

541 中国药学杂志 药学 www.zgyxzz.com.cn 010-58698009 

542 中国药业 药学 www.zhongguoyaoye023.com 023-86592565 

543 中国医刊 临床医学综合 zgyk.pmph.com 010-59787177 

544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journal.cmu.edu.cn 024-31939622 

545 中国医疗器械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chjmi.cmtc.com.cn 021-56637728 

546 中国医疗设备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china-cmd.org 010-57065632 

547 中国医师进修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zgysjxzz.com 0411-82496559 

548 中国医师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zgyszz.com 0731-84470811 

549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ccmim.cn 021-52888349 

550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www.actacams.com 010-65105898 

551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医学综合 www.yixueqianyan.cn 010-59097461 

552 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 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学 zgyxwlxzz.paperopen.com 020-61648280 

553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www.cjmit.com 010-82547901 

554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zyyz.cbpt.cnki.net 010-66939381 

555 中国医学装备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cnmme.cn 010-63028803 

556 中国医药 临床医学综合 www.chinamedicinej.com 010-64428528 

557 中国医药导报 医学综合 www.yiyaodaobao.com.cn 010-59626203 

558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药学 www.cjph.com.cn 021-62793151 

559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学 www.cmbp.net.cn 010-6211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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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中国医院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chaj.com.cn 010-87677703 

561 中国医院管理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www.zgyygl.com 0451-87253020 

562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药学 www.zgyyyx.com 027-82836596 

563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药学 yypf-china.com/ 010-64813551 

564 中国疫苗和免疫 生物医学工程学 ymmy.chinacdc.cn 010-83159534 

565 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 生物学基础学科 tjzgyish@163.com 022-84655184 

566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优生学、计划生育学 cjbhh@sina.com 010-88264543 

567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zgyfyxzz.cn 010-84035601 

568 中国针灸 针灸、中医骨伤 www.cjacupuncture.com 010-84014607 

569 中国真菌学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www.cjmycolocy.com 021-81855497 

570 中国职业医学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xyyx.chinajournal.net.cn 020-84197595 

571 
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 耳鼻咽喉科学；中西医结合医

学 

ent93@163.com 0556-5519852 

572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中西医结合医

学 

www.cccm-em120.com 022-23306917 

573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 皮肤病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zxyd.cbpt.cnki.net 022-27283090 

574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中西医

结合医学 

sx7965258@126.com 18903511805 

575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中西医结合医学 tcmsj.ijournal.cn 022-27420471 

576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消化病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www.whuhzzs.com 027-85726342-8821 

577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西医结合医学 www.cjim.cn 010-62877592 

578 中国中药杂志 中药学 www.cjcmm.com.cn 010-64087589 

579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针灸、中医骨伤 www.totcm.org.cn 027-87409653 

580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中医学 www.zyjc.ac.cn 010-6408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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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中国中医急症  中医学 www.zgzyjz.com 023-67064128 

582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中医学 www.eyezy.net 010-68668940 

583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中医学；中药学 xxzz.cintcm.com 010-64089637 

584 中国肿瘤 肿瘤学 www.chinaoncology.cn 0571-88122282 

585 中国肿瘤临床 肿瘤学 www.cjco.cn 022-23527053 

586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 肿瘤学 www.biother.org 021-55620605 

587 中国肿瘤外科杂志 肿瘤学 www.zgzlwkzz.com 025-84706094 

588 中国综合临床 临床医学综合 zhlc.cbpt.cnki.net 0315-8816287 

589 中国卒中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www.chinastroke.net 010-56831468 

590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学 www.crter.org 024-23380579 

591 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 基础医学 www.cjhc.org.cn 027-83692949 

592 中华保健医学杂志 保健医学 www.zhbjyxzz.com 010-66936963 

593 中华病理学杂志 基础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44 

594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311-86266994 

595 中华传染病杂志 感染性疾病、传染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1-62670744 

596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 骨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0-61641748 

597 中华创伤杂志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3-68757482 

598 中华地方病学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451-86675924 

599 中华儿科杂志 儿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20 

600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耳鼻咽喉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191 

601 中华耳科学杂志 耳鼻咽喉科学 www.ent301.com 010-66939502 

602 中华放射学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384 

603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www.cjrmp.net 010-62389620 

http://www.zgzyjz.com/
http://www.eyezy.net/
http://www.chinaoncology.cn/
http://www.cjco.cn/
http://www.biother.org/
http://www.cr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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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肿瘤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7700737 

605 中华肺部疾病杂志电子版 呼吸病、结核病学 zhfbjb.paperopen.com 023-68774467 

606 
中华风湿病学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351-7553295 

607 中华妇产科杂志 妇产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15 

608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 妇产科学；儿科学 www.cjogp.com 028-85422991 

609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8177009 

610 中华肝脏病杂志 消化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3-63706512 

611 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子杂志 消化病学 chinaliversurg.cma-cmc.com.cn 020-85252582 

612 中华高血压杂志 心血管病学 www.zhgxyzz.cn 0591-87982785 

613 中华骨科杂志 骨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2-28334734 

614 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 骨外科学 www.cjbjs.com 010-65281306 

615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cjobmr.cbpt.cnki.net 010-69154197 

616 中华关节外科杂志电子版 骨外科学 www.cjojs.com 020-83062381 

617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537-3616263 

618 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1-81883318 

619 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6927182 

620 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510-82731904 

621 中华护理杂志 护理学 www.zhhlzzs.com 010-53779541 

622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571-87783951 

623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zhjbkz.cn 0551-65161171 

624 中华肩肘外科电子杂志 骨外科学 www.cjses.com 010-88324570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www.cjog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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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临床诊断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73 

626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816 

627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呼吸病、结核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52 

628 
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cjcd_editor@vip.163.com 010-87788026 

629 中华解剖与临床杂志 基础医学 www.cjac.com.cn 0552-30622505 

630 中华精神科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10 

631 中华口腔医学研究杂志电子版 口腔医学 www.zhkqyxyj.com 020-87330582 

632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口腔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54 

633 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 口腔医学 zhkqzjxzz.yiigle.com 010-82195350 

634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cdctj.com.cn/xsqk 022-24333579 

635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  保健医学 www.mode301.cn 010-66936756 

636 中华老年口腔医学杂志 口腔医学 cjgd301@163.com 010-66936254 

637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神经病学、精神

病学 

www.lnxnxg.cbpt.cnki.net 010-66936463 

638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保健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11151 

639 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 感染性疾病、传染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571-87236590 

640 
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ozhl.cbpt.cnki.net 010-65289261 

641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5105895 

642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58900730 

643 中华麻醉学杂志 外科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311-85989621 

644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泌尿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5223499 

645 中华男科学杂志 性医学 www.androl.cn 025-84815775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mailto:cjcd_editor@vip.163.com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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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1-64315587 

647 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23-89012705 

648 中华内科杂志 内科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80 

649 中华皮肤科杂志 皮肤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5-85478124 

650 
中华普通外科学文献电子版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www.pwwxcma.com 020-87331056 

651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www.cjgs.com.cn 010-66124704 

652 
中华普外科手术学杂志电子版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zhpwkssxzz.paperopen.com 010-66721881 

653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外科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27-82806143 

654 中华腔镜泌尿外科杂志电子版 泌尿外科学 jendourol.cma-cmc.com.cn 020-85252990 

655 
中华腔镜外科杂志电子版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zhqj.cma-cmc.com.cn 010-66937562 

656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309 

657 中华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综合 www.zhqkyx.net 0552-3066635 

658 
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zhrhbzz.paperopen.com 023-68765277 

659 
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电子版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zhshfb.yywkt.com 010-51718040 

660 中华烧伤杂志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3-68754670 

661 中华神经创伤外科电子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zhsjcswk.yywkt.com/ 010-64030762 

662 中华神经科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10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www.pwwxc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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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sjwk.paperopen.com 029-84775567 

664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5113169 

665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0-61643273 

666 中华肾病研究电子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 zhsbyj@126.com 010-68215434 

667 中华肾脏病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0-87331532 

668 中华生物医学工程杂志 生物医学工程学 www.cjbme.org 020-81340157 

669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 优生学、计划生育学 www.randc.cn 021-64438169 

670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微生物学、病毒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3530971 

671 
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

版 

感染性疾病、传染病学 www.j-ditan.com 010-84322058 

672 中华实验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27-87893475 

673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眼科学 zhsyykzz.yiigle.com 0371-87160872 

674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儿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373-3029144 

675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临床诊断学 syzdyzl.paperopen.com 0371-65580042 

676 中华手外科杂志 骨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1-62487907 

677 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电子版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www.zhssyxf.com 010-63139297 

678 
中华糖尿病杂志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风湿

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316 

679 中华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24 

680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临床医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22-23306917 

681 中华危重症医学杂志电子版 临床医学综合 www.zhwzzyx.com 0571-87236467 

682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基础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52245168 

683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妇产科学 zhwcyxzz.yiigle.com 010-66513519 

684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 流行病学、环境医学 www.chines.cn 025-84417522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mailto:zhsby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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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0-38254955 

686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保健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7-83662874 

687 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版 基础医学 www.cjcsc.net 0591-83752975 

688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 zhxwwkzz.yiigle.com 020-87330683 

689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护理学 www.cjmn.net 010-83191170 

690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消化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5-83472831 

691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3-68754655 

692 中华消化杂志 消化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1-62531885 

693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外科学综合；儿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7-82846835 

694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 心血管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8330771 

695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81 

696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普通外科学、胸外科学、心血

管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4413769 

697 中华血液学杂志 血液病学、肾脏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2-27304167 

698 中华眼底病杂志 眼科学 www.coretina.com 028-85422535 

699 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 眼科学 cjom.cma-cmc.com.cn/ 010-58269920 

700 中华眼科杂志 眼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241 

701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眼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577-86699366 

702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 核医学、医学影像学 chaosheng.cma-cmc.com.cn 010-85158541 

703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yxjyts.alljournals.ac.cn 023-65714689 

704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2801579 

705 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zhyxkygl.ijournal.com.cn 010-82802696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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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 临床医学综合 zhyxmxmrzz.yiigle.com 010-66352462 

707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cjml.ijournal.cn 010-66932434 

708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 基础医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8-85501165 

709 中华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5158355 

710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卫生管理学、健康教育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65257767 

711 中华胰腺病杂志 消化病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21-31161362 

712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 外科学综合 zhyzzz.yywkt.cn 0571-87236589 

713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 www.pubhealth.org.cn 010-85158262 

714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journal.medline.org.cn 010-88772126 

715 中华中医药学刊 中医学；中药学 zhzyyxk.cbpt.cnki.net 024-31207045 

716 中华中医药杂志 中医学；中药学 www.zhzyyzz.com 010-64216650 

717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肿瘤学 www.cjcpt.org 0531-67626604 

718 中华肿瘤杂志 肿瘤学 www.chinjoncol.com 010-67788231 

719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www.csumed.com 0731-84805495 

720 中南药学 药学 znyx.cbpt.cnki.net 0731-84895602 

721 中南医学科学杂志 医学综合 nhqks.cnjournals.com/yx 0734-8160781 

722 中日友好医院学报 医学综合 zryhyyxb.periodicals.net.cn 010-84250439 

723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医药大学学报 xuebao.sysu.edu.cn 020-87331643 

724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消化病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www.zxyjhgbzz.org 027-88854726 

725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心血管病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www.suo1.cn 0351-4639124 

726 中药材 中药学 zyca.chinajournal.net.cn 020-8188465 

727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中药学 www.zyxy.com.cn 020-39354992 

728 中医学报 中医学 www.zhongyixuebao.cn 0371-65962973 

http://www.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www.pubhealth.org.cn/
http://journal.medline.org.cn/
http://www.chinjoncol.com/
http://www.suo1.cn/
http://www.zyxy.com.cn/
http://www.zhongyixue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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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类别 投稿网址&邮箱 联系方式 

729 中医药导报 中医学；中药学 www.zyydb.com 0731-84828502 

730 中医杂志 中医学 www.jtcm.net.cn 010-64035632 

731 肿瘤  肿瘤学 www.tumorsci.org 021-64436792 

732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 肿瘤学 cancernutrition@163.com 010-63926987 

733 肿瘤防治研究 肿瘤学 www.zlfzyj.com 027-87670126 

734 肿瘤学杂志 肿瘤学 www.chinaoncology.cn 0571-88122280 

735 肿瘤研究与临床 肿瘤学 www.zlyjylc.com.cn 0351-4650389 

736 肿瘤药学 肿瘤学 www.zgzlyx.com 0731-88651695 

737 肿瘤影像学 肿瘤学 www.zhongliuyingxiangxue.com 021-54244927 

738 肿瘤预防与治疗 肿瘤学 www.zlyfyzl.cn 028-85420233 

739 转化医学杂志 医学综合 zhyxzz.alljournals.cn 010-66958503 

740 组织工程与重建外科杂志 烧伤外科学、整形外科学 zzgccjwk@aliyun.com 021-23271690-5602 

741 遵义医学院学报 医药大学学报 zyyxy.paperopen.com 0851-2864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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