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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报》、《地质学报（英文版）》和《地质论评》获得中国期刊协会
“致敬创刊七十周年”荣誉称号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大力宣传期

刊与新中国同行的成长历程及取得成就，中国期刊协会组织

开展了“致敬创刊 ７０ 周年”活动，该项活动总计评选出全国

（未含港、澳、台地区） １０２ 种期刊，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期刊

《地质学报》、《地质学报（英文版）》和《地质论评》全部获得

“致敬创刊七十周年”荣誉称号。 经过多年的发展，《地质学

报》、《地质学报（英文版）》和《地质论评》已成为中国科技期

刊界的重要刊物，为推动世界地学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地质

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地质学报（英文版）》和《地质学报》的前身是创

刊于 １９２２ 年 的 Ｔｈ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地质论评》 创刊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９５１ 年， Ｔｈ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与《地质论评》合

并，以中文出版，并更名为《地质学报》，继承前者的卷

期号； １９５６ 年，《地质论评》复刊； １９８６ 年《地质学报

（英文版）》复刊。
《地质学报（英文版）》现为双月刊，以发表反映中

国地质学界在地质科学的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和基本

地质问题方面的最新、最重要成果为主要任务，兼及新

的方法和技术。 所刊论文涉及地学和相关学科各领域

的研究， （下转第 １１５２ 页） 　

２０１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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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１０２ 页）
包括地层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

学、矿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矿床地质学、
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区域地质学以

及地质勘查的新理论和新技术。 近年来，《地质学报》
（英文版）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协大力推进实施的

科技期刊国际化、精品化、网络化和人才战略的进程

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赢得了国内外地质科技人员和

出版界的高度重视。 多次获得科技部、新闻出版署、中
国科协的中国优秀科技期刊称号。 目前被 “ ＳＣＩ”、
“ＣＡ”、“ＧｅｏＲｅｆ”、“Ｓｃｏｐｕｓ”、“ＴＵＬＳＡ”、“澳大利亚国家

图书馆”、“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
等多家国内外数据库收录。

《地质学报》自 １９２２ 年创刊以来，共发表文章近万

篇，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忠实见证者，中国地质界的所有

重大发现都能从中找到源头。 《地质学报》是我国最著名的

地学刊物之一，在国内外地学界上具有很高声誉。 曾荣获

“国家期刊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期刊一等奖”
等称号。 《地质学报》除被“ＥＩ”收录外，还被汤森路透下属

与 “ ＳＣＩ” 数 据 库 并 列 的 “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 “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ＢＩ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ｉｅｗｓ”三个子数据库所收录。 最新数

据表明，２０１８ 年，《地质学报》年阅读量 １０ 万余次，下载量 ３
万余次。 《地质学报》网站年均浏览量达 １００ 万余次。 据中

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２０１８
年核心影响因子 ２．２５３（排地质学类第 ２），核心总被引频次

为 ６１６２（排地质学类第 ２ 位），综合评价总分 ７５．４（排地质学

类第 ２）。 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
《地质论评》创刊于 １９３６ 年，是第一本中文地质学定期

学术期刊。 其刊头图案缺右上少左下，代表东北三省被日寇

侵占，藏南被英帝掠夺，表达了我地质学人的爱国之心和忧

愤之情。 该刊头图案自创刊号一直沿用至今，我们希望她能

与同时代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继续激励全中国地学

工作者立足中华大地，在促进世界地质学学术理论发展的同

时，切实地为国家、为民族解决资源和环境等问题贡献我们

的智慧，为祖国的进一步繁荣富强贡献我们的力量。 爱国和

争鸣是《地质论评》的宗旨，《地质论评》始终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 对促进中国地质学的进步起了不可磨灭的

作用。 《地质论评》以论、评、述、报为特色。 所刊论文

涉及地质学及相关学科各领域，包括新理论和新技术

等。 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

证报告》，《地质论评》２０１８ 年度的核心影响因子 ２．３５４
（排地质学类第 １ 位），核心总被引频次为 ３２８５（排地质

学类第 ５ 位）。 ２０１８ 年，《地质论评》年阅读量 １０ 万余

次，下载量 ３ 万余次。 她是中国地质界最受欢迎的刊

物之一。 她被国内外多家数据库收录。

（刘志强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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