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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论评》、《地质学报》（中、英文版）连续八次荣获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在北京会议

中心举行， 会议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国

地质学会主办期刊《地质学报（英文版）》［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连续

第八次蝉联“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称号。 《地质

学报（英文版）》的国际影响力指数 ＣＩ 为 １８１．４３４，国际他引

总被引频次 ２７１５，国际他引影响因子（１．４９３）、《地质学报》
的国际影响力指数 ＣＩ 为 １６５． ６３８，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

３２１０，国际他引影响因子（０．６５０）、《地质论评》的国际影响力

指数 ＣＩ 为 ９８．８６２，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 １６３２，国际他引影响

因子（０．６４４），另外中国地质学会所属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期

刊《矿床地质》和《岩石矿物学杂志》也分别获得了“２０１９ 中

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称号。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是由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

价研究中心联合研制，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首度发布，时任新

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等出席了首度发布

会并发表讲话。 据悉，《年报》将中国期刊分为人文社科、自
然科学—工程技术两个类别，分别计算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指

数（ＣＩ），按 ＣＩ 排序，遴选其中前 １０％为国际影响力品牌学术

期刊。 其中 ＴＯＰ５％（１７５ 种）以内的期刊为“最具国际影响

力学术期刊”、ＴＯＰ ５％～１０％ （１７５ 种） （下转第 １５１４ 页） 　

６８４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ｆａｕｌ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ａｏｄｏｎｇ

Ｂａ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２０１６ＺＸ０５００６⁃００７）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２０１６ＺＸ０５０２４⁃００２⁃００１）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Ｗｅｉ，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７８，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ｉｆｅｒｏｕｓ ｂａｓｉｎ；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ｗｅｉ７８０９２３＠ 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９⁃０２⁃２３；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９⁃０９⁃１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６

（上接第 １４８６ 页） 　 为“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年
报》自 ２０１２ 年起已连续发布 ８ 年，其提供的统计数据科学准
确、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我国自主创办的本土学术期刊的国际
影响力水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期期刊的 ＣＩ 是以各期刊
被 ＳＣＩ 统计源期刊他引数据为基础计算）。 《年报》指出：今
年共有 ３５０ 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期刊入选“２０１９ 中国最具
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２０１９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

刊”，这些 ＴＯＰ 期刊是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杰出代表，
是我国科技强国战略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排头兵，对
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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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ｗａｒ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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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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