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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ledge是首屈一指的相关领域研究出版品牌，出版的153种期刊中67种列入汤森路透引文
索引/科学网®，是真正的国际性期刊组合，为大学、非盈利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提供了
坚实的研究基础。涵盖7个主题领域：非洲研究、亚洲研究、发展研究、欧洲研究、中东研究、
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欧洲政治与社会展望

该刊欢迎研究欧洲政治各方面的高质量文章,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话题：比较政治、政治社会学、社会政策、国际关
系、安全、和现代历史。期刊的地域研究范围涵盖了所有
欧洲地区包括俄罗斯联邦

Nationalities Papers
民族文集
—民族学研究协会出版刊物 

期刊为国家主义、族群、族群冲突与国家认同领域的顶尖
期刊，所研究范围涵盖中欧、巴尔干半岛、前苏联、高加
索地区、土耳其世界与中央欧亚。此外，期刊也收录了国
家主义理论、国家主义比较研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之
跨国与超国家层面分析的投稿。这份期刊刊载了多个学科
具时效性的高水平论文，包含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人
类学与文学等。

欧洲政治与区域研究重点期刊

亚洲政治与区域研究重点期刊

Asian Affairs
亚洲事务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官方期刊

期刊涵盖了亚洲所有区域–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与
东亚。这份期刊采取多学科的取径，内容包含社会、政
治、历史观点与当代事务。
期刊通常收录特定国家、地区或历史时期的研究论文，某
些论文以课程为基础，内容则为学术研究成果或投稿者的
经历。

Asia Pacific Review
亚太评论

《亚太评论》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安全、能源和环境问
题，侧重于对亚太地区的研究，旨在为读者们在很多重要
的话题上呈现深入而卓越的见解。
该刊每年发行两期，1994年由国际政策研究所（IIPS）首
次发行。国际政策研究所（IIPS）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
研究所，由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东京创立。研究所从
一个独立的角度调查研究全球和日本面临的关键问题。它
还组织和赞助日本和海外的会议，促进日本与欧洲和美国
的机构进行联合项目研究。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当代南亚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
斯里兰卡–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内部多元化同时融合了部分
全球移民，商品以及思想观念。该刊通过提供跨区域和多
学科的研究与分析，寻求该地区的问题解决方案。它鼓励
从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新视角研究南亚各地，也欢迎泛区域
和跨学科的分析。期刊的目标是为学者们创造一个充满活
力的研究空间，以从多个角度探索关于后殖民时代南亚和
南亚侨民的相关问题。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
2014年影响因子：1.085；JCR排名：5/65（区域研究）

期刊填补了当代中国跨学科全面研究的空白，在中国的学
术和政策团体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出版关于当代中国事
务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文章。

总编辑赵穗生教授
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约瑟
夫–克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的政治与外交
政策教授。为该刊的主编，并且撰写或
编辑了9部著作或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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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olitics
环境政治
2014年影响因子：1.99；JCR排名：14/161（政治科
学），26/100（环境研究）

期刊关注的是环境政治研究的四个方面。重点放在工业化
国家，主要研究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以及相
关政策和规划等。
首先，探索环境运动和政党的发展；其次，提供了制定和
实施环境政策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分析； 第三，
它评论了各种环境运动和组织，以及个别理论家个人的观
念；第四，它致力于反映日益突出的国际环境问题。

总编辑：Christopher Rootes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学院、社会学与
社会研究的政治社会学与环境政治学教
授；社会与政治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New Political Economy
新政治经济学

2014年影响因子：1.75；JCR排名：25/161（政治科
学），56/333（经济学），11/85（国际关系）

期刊旨在为科研打造平台，并结合塑造了19世纪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开阔视野及20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进展。
它寻求代表横跨不同学科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着重于原始
且创新的成果以探究新的途径及方法学、与提出历史及当
代的核心争论与议题，这些包括了：
★ 国内的、相对的及全球的政治经济
★ 空间、资源及环境 ★ 公平、不平等及发展
★ 全球市场、机构及规章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政治沟通

该刊是跨学科的国际期刊。出版研究文章，探讨各国政
府、政府下属组织和民间组织作为政治交往者的作用，涉
及宣传战、心理战、和平的保持与建设等。该期刊的主题
正是全球快速变化和紧迫政策的关注点。该期刊欢迎所有
研究方法和分析观点以推进对各种政治传播形式的实践、
流程和政策影响的理解。定期研讨会议题会深入探讨关键
问题。由国际沟通协会（ICA）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政
治沟通研究部门提供支持。

国际政治重点期刊

国际关系重点期刊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4年影响因子：1.875，JCR排名：17/161（政治科
学）；48/333（经济学）；9/85（国际关系）

期刊已成功地将自己确立为重要的国际型期刊，致力于以
多数观点有系统地研究国际政治经济。
期刊支持以全球性且跨学科的方法横跨议题。它希望成为
政治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地理学家及社会学家的聚
合点。所收录出版的作品所探讨的议题有：国际贸易与金
融、生产量与消耗量、及全球管理与规章，以及文化、认
同、性别及生态议题等。

责任编辑：Daniel Mügge，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华盛顿季刊

为全球事务的研究期刊，分析了战略安全的挑战、转变及
其公共政策的涵义。期刊的投稿者来自美国与其它国家，
其内容反映出政治、地区与专业观点的分歧。行政与立法
机关的决策者及学术、企业、外交与媒体社群的成员，使
得该刊成为对全球政治、安全挑战与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与
独立思考的来源。

总编辑：Alexander TJ Lennon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 Alexander Lennon教授是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旗舰期刊《华盛顿季刊》（TWQ）的主编，
致力于全球战略趋势及其公共政策影响研究。

★ Lennon还是CSIS国际安全计划的高级研究员，专注于、
当代主要大国—美国、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和俄罗
斯的主要战略和对外及安全政策，以及防核扩散策略。

★ Lennon担任过7本著作的编辑或联合编辑，发表了大
量论文，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他是对外关系委员会、
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的终身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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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重点期刊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农民研究
2014年影响因子：4.553；
JCR排名：1/83（人类学），
1/55（规划与发展）

这是一份关于农乡政治及发展的重要期
刊，激发并推动发生在农村的或者与农
村有关的社会结构、制度、参与者及变
革进程的批判性思考。刊物促进深入的调研，探讨关于在
农村的社会各阶层与其他社会团体间的权力关系是如何被
创立、被知晓、相互竞争和被转的。期刊特别关注农业
社会中边缘化群体“代理者”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自主
权，阐述并改变他们社会状况的能力。
1973年，根据Terence J. Byres的倡议创立了‘农民研
究’一刊，其第一批编辑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业政治经
济学家，这些人包括Byres、Charles Curwen和Teodor 
Shanin。
该期刊还设立了The Bharadwaj-Wolf Prize奖项，每两年
颁发给由年轻学者在农民研究期刊上发表的优秀文章。奖
品包括高达一千英镑的大奖。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牛津开发研究

主编Frances Stewart教授
★ 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及不公

平、人类安全和种族研究中心
（CRISE）主任，卓越的发展经济
学学家，并且于2003年被《科学
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评为五十位卓越科技领袖之一。她目前担任“人类
发展与可行能力协会（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Association）”会长。

★ 2009年，Frances Stewart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予终
身成就奖，以表彰其对推动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
的突出贡献。

Third World Quarterly
第三世界季刊

作为国际研究领域之学术与政策研究的
顶尖期刊，在过去30多年间，这份期刊
设定了全球性论战的发展讨论议程。作
为一份内容涵盖新兴世界、最具影响力
的学术期刊，其始终处于全球所关注重
大议题分析评论的最前线。期刊刊载了
内容丰富且具创新性的研究论文，并以跨学科的方式连结
众多当代地区研究学术区域 -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与
中东，其作用就如同这些研究的历书一般。期刊的投稿皆
经由地区专家进行严谨的审查。

责任编辑：Shahid Qadir先生 -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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