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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研究生发表高质量论文认定方案（2022 年 9 月修订） 

 

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研究生发表高质量论文（一类论文、二类

论文）： 

（一）高质量论文一类论文 

1、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的高质量论文一类论文。 

（1）《食品科学与人类健康（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

（ISSN: 2213-4530），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入选期刊、SCI 收录期刊。 

（2）《食品品质与安全研究(英文)Food Quality and Safety》（ISSN： 

2399-1399，EISSN：2399-1402），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出版社与英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SCI 收录期刊。 

（3）《食品生物科学(英文)Food Bioscience》（ISSN： 2212-4292，EISSN：

2399-1402），江南大学主办，SCI 收录期刊。 

（4）《农业科学学报(英文)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ISSN： 

2095-3119，CN 10-1039/S），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

计划入选期刊、SCI 收录期刊。 

2、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高质量论文一类论文。 

（1）JCR-SCI 期刊分区食品科技 1 区、2 区期刊的论文。 

（2）JCR-SCI 期刊分区营养学 1 区、2 区期刊的论文。 

（3）JCR-SCI 期刊分区（大类学科分区或者小类学科分区）1 区、2

区，而且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期刊论文（如工程、医学、化学、

生物学等）。 

（4）JCR-SCI 期刊分区（大类学科分区或者小类学科分区）1 区、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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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论文。 

（5）JCR-SCI 期刊分区以发表论文当年公布的分区为准。 

（二）高质量论文二类论文 

1、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的高质量论文二类论文。 

（1）《中国食品学报》（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7848；国内统一

刊号：CN11－4528／TS），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EI 收录期刊。 

（2）《食品科学》（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6630；国内统一刊号：

CN 11-2206/TS），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入选期刊、EI 收录期刊。 

（3）《食品科学技术学报》（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5-6002；国内统

一刊号：CN 10-1151/TS），北京工商大学主办，EI 收录期刊。 

（4）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 EI 收录中文期刊（如营养学、工

程、医学、化学、生物学等）； 

（5）中国科协评审推荐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中国卓越科技

期刊（国内中文期刊）。 

（6）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评审推荐的高质量科技期刊。 

2、业界公认的国际重要科技期刊的高质量论文二类论文。 

（1）JCR-SCI 期刊分区食品科技 3 区、4 区期刊的论文。 

（2）JCR-SCI 期刊分区营养学 3 区、4 区期刊的论文。。 

（3）JCR-SCI 期刊分区（大类学科分区或者小类学科分区）3 区、4

区，而且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期刊论文（如工程、医学、化学、

生物学等）。 

（4）JCR-SCI 期刊分区（大类学科分区或者小类学科分区）3 区、4 区

期刊的论文。 

（5）JCR-SCI 期刊分区以发表论文当年公布的分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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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 EI 收录英文期刊（如营养学、工

程、医学、化学、生物学等）。 

（三）其它说明 

1、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高质量论文，论文质量（一类

论文或二类论文）由学院教授委员会或者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进行评议。 

2、研究生发表的高质量论文，须以研究生为第一署名作者、福建农林

大学（食品科学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导师为通讯作者（或指导教师小

组成员为通讯作者，且导师为作者之一）。 

3、今后上级和学校有新政策规定出台，学院将按照新的政策、结合学

院具体情况进行修订，之后由学院教授委员会或者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讨

论通过后方可执行。 

4、本规定由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盖章） 

          

                              2022 年 9 月 2 日 

 

 

附件： 

1、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一类论文）国内期刊目录 

2、JCR-SCI 期刊分区 1 区、2 区期刊（一类论文）食品相关期刊目录 

3、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二类论文）国内期刊目录 

4、JCR-SCI 期刊分区 3 区、4 区期刊（二类论文）食品相关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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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学院高质量论文期刊目录 

（研究生版） 

 

附件 1：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一类论文）国内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国际标准刊号、

国内统一刊号 
主办单位 备注 

1 

食品科学与人类健康

(英文)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 

ISSN 2213-4530 
北京食品科学研

究院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

计划入选期刊、SCI 收

录期刊 

2 

食品品质与安全研究

(英文)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ISSN 2399-

1399、EISSN 

2399-1402 

浙江大学主办，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与英国牛津大学

出版社联合出版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

术期刊、SCI 收录期刊 

3 
食品生物科学(英文) 

Food Bioscience 

ISSN 2212-

4292、EISSN 

2399-1402 

江南大学主办 SCI 收录期刊 

4 

农业科学学报（英文）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ISSN 2095-

3119、CN 10-

1039/S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

计划入选期刊、SCI 收

录期刊 

注：与食品相关的 SCI 论文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都属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一

类论文）国内期刊。如果未列入以上期刊目录，具体由食品科学学院教授委员会或者学位评定分委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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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JCR-SCI 期刊分区 1 区、2 区期刊（一类论文）食品相关期刊目录 

 

注：1、与食品相关的论文发表在 JCR-SCI 期刊分区 1 区、2 区期刊，都属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一类论文）国际期刊。如果未

列入以上期刊目录，具体由食品科学学院教授委员会或者学位评定分委会认定。2、JCR-SCI 期刊分区以发表论文当年公布的分区为准。 

 



6 

 

附件 3：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二类论文）国内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国际标准刊号、

国内统一刊号 
主办单位 备注 

1 中国食品学报 

ISSN 1009-

7848、CN11-4528

／TS 

中国食品科学技

术学会 
EI 收录期刊 

2 食品科学 

ISSN 1002-

6630、 CN 11-

2206/TS 

北京食品科学研

究院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

计划入选期刊、EI 收录

期刊 

3 食品科学技术学报 

ISSN 2095-

6002、CN 10-

1151/TS 

北京工商大学 EI 收录期刊 

4 农业工程学报 
ISSN1002-6819、 

CN 11-2047/S 

中国农业工程学

会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

计划入选期刊、EI 收录

期刊 

5 中国农业科学 

ISSN 0578-

1752、CN 11-

1328/S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

计划入选期刊 

注：与食品相关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 EI 收录中文期

刊，都属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二类论文）国内期刊。如果未列入以上期刊目录，具体由食品科学学院

教授委员会或者学位评定分委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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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JCR-SCI 期刊分区 3 区、4 区期刊（二类论文）食品相关期刊目录 

 

 
注：1、与食品相关的论文发表在 JCR-SCI 期刊分区 3 区、4 区期刊、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 EI 收录外文期刊，都属于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高质量论文（二类论文）国际期刊。如果未列入以上期刊目录，具体由食品科学学院教授委员会或者学位评定分委会认定。2、JCR-

SCI 期刊分区以发表论文当年公布的分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