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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种期刊 ，其中94种被列入汤森路透引文索引/科学网®。涵盖5个重要主题领域：
心理学 、咨询学 、神经病学、心理治疗学 、行为神经科学。是医院或学术图书馆、诊所和专
科中心的重要资源。

行为神经科学重点期刊

Language, Cognition and 
Neuroscience
语言，认知与神经科学
2014年影响因子：2.134，
JCR排名：4/171（语言学），
39/85（实验心理学）

此期刊原名为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刊载高水平、跨学科的有关
大脑与语言研究的论文，并推动整合语言认知理论说明及
其神经学基础的研究。在过去20年间，从认知神经学角
度研究语言功能的取径引起研究者强烈的兴趣，而神经科
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则大幅地拓展了所有语言研究的实证
范畴。

Social Neuroscience
社会神经科学
—于社会神经科学协会联合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2.66，
JCR排名：27/76（心理学）， 
140/252（神经科学）

该刊侧重于刊登原创性实证研究论文与
针对性的评论文章、评注与快速审查简
报，文章着重于阐明脑部如何影响社会行为、社会认知、
社会互动与关系、团体社会动态，以及处理社会/人际心
理学与神经生物学之相关主题。期刊致力于提供一个发表
实证论文的空间，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促成社会行为发展
与维持的神经机制的认识，或是了解这些机制在临床病症
中如何受到扰乱。刊载的文章内容涵盖了所有的神经科学
技术。

认知心理学重点期刊

Cognition and Emotion
认知与情绪
2014年影响因子：2.201；
JCR排名：33/85（实验心理学）

期刊致力于情绪研究，尤其是与认知过
程有关的各种情绪。该刊旨在将从事于
认知、社会、临床和发展的心理学、心
理生理学、神经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认
知科学的研究人员所做的有关情绪的研究汇聚于此。
适合在此期刊上发表的主题案例包括：认知过程在情感启
发、情绪调节、和情感表达中的作用；情绪对注意力、记
忆、学习、动机、判断,以及决定的影响；认知和情感之
间在精神病理学、社会行为、和与健康相关行为上的相互
作用；情绪与认知之间在文化、发展、精神生理、神经科
学方面的关系,以及特定的情绪或情感的特质。

Metaphor and Symbol
隐喻与象征
2014年影响因子：1.533；
JCR排名：18/171（语言学）

该期刊是一份创新的、多学科季刊，致
力于研究语言的隐喻和明喻(如:转喻、
讽刺)以及其他表达形式(如:手势和肢体
动作、艺术品、音乐、多媒体)。它对关
于心理实验、语言和语库研究、跨文化/语言的比较，计
算建模、哲学分析、以及文学/艺术解释的原始的、实证
的和理论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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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
发育神经心理学
2014年影响因子：2.241；
JCR排名：32/76（心理学）， 
22/68（发展心理学），
32/85（实验心理学）

本刊致力于探索人一生中脑部与行为之
间的关系，收录了语言、知觉、社交、动机与认知过程等
行为功能之表现与发展的学术论文（这些功能与脑部功能
及结构相关）。合适的主题包含认知功能的变化研究 – 
跨时期脑部结构关系、一般儿童与脑部受损儿童的早期认
知行为、早期脑部受损后功能的可塑性与恢复、复杂认知
与动作技能的发展，以及学习障碍、智能迟滞、精神分
裂、口吃与发展性失语症等特定与一般性障碍。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欧洲发展心理学期刊
2014年影响因子：1.721；
JCR排名：35/68（发展心理学）

《欧洲发展心理学期刊》是欧洲发展心
理学协会的官方期刊，它出版关于婴
儿、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发展和发展精神
病理学原创性、理论性、实证性和方法论的评论文稿。期
刊还发表与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健康和福利
有关的建立在发展科学上的社会政策。欢迎与欧洲发展心
理学相关的投稿，如：欧洲历史、欧洲政策或文化多样
性，以及它们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发展心理学重点期刊

Aging,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衰老，神经心理学与认知
2014年影响因子：1.803；
JCR排名：32/68（发展心理学）, 
52/85（实验心理学）

期刊旨在发表成年人和老年人在认知发
展过程中正常和非正常的各方面，并促
进将老年认知医学和神经心理学之间的理论、方法和研究
成果结合起来。期刊主要关注和发表原创的实证的研究。
不定时的发表理论性和方法论的文章、辩证性的内容评论
或者与理论相关的案例分析文章。感兴趣的重点包括信息
处理机制、智力能力、损伤或疾病对表现的影响、认知训
练、认知和药理治疗和康复方法、统观认知、社会和个人
方面的认知功能。

Neuro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神经心理学康复
—与欧洲职场健康心理学会

2014年影响因子：1.955；
JCR排名：40/76（心理学）

期刊出版关于康复，功能恢复，大脑可
塑性的人类实验和临床研究。
本刊针对那些希望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并增强他们知识的临
床医生，神经康复研究人员，以及在认知神经科学与相关
领域里想了解恢复和康复机制的研究人员。

优秀编辑Barbara Wilson：
Barbara Wilson，《神经心理学康复》（Neuro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的编辑，因其在脑伤康复和神经错乱领
域的出色工作而获得英国心理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神经心理学重点期刊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欧洲社会心理学评论
—与欧洲社会心理学协会合作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2.412；
JCR排名：11/62（社会心理学）

该刊是一份在欧洲社会心理学协会支持
下出版的优先发行电子版的期刊。
本刊作为一份国际期刊，旨在提供一个通过发表理论和实
证研究，推动思想交流的国际平台。这些研究一般针对
（但不仅限于）欧洲。发表文章的重点是实质的单个研究
项目和对主要研究领域的评估，以及符合当今学术兴趣的
有创意的主题和举措。

Psychological Inquiry
心理学探究
2014年影响因子：6.25，
JCR排名：7/129（多学科心理学）

该刊是讨论理论和后设理论的国际型平
台，致力于出版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特质
领域中表现出不设限、挑衅和具争议的
理论性想法的文献。

社会心理学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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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hild Psychotherapy
儿童心理疗法期刊
—与儿童心理治疗医师协会合作出版

这份儿童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官方期刊，
在1963年首次出版。它是一份出版精神
分析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的期刊， 并与
婴儿、儿童、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一起
配合研究他们的情感和心理问题。它还
关注这些理论与实践在其它领域的应用。
期刊的内容涉及广泛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障碍研究。包括严
重的自闭症、厌食、抑郁和情感的创伤、身体和性虐待问
题比如尿床、吃饭困难和睡眠障碍等。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性研究期刊
—性研究科学研究协会联合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2.695，
JCR排名：1/95（社会科学：交叉学科）， 
22/119（临床心理学）

该刊是一份致力于发表与性科学研究相
关的学术期刊。该刊提倡和推进对当代
性科学各个主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发
表的文章包括实验报告、简要报告、理论性文章、评论性
文章、方法论文章、评论和读者来信。期刊不接受个人叙
事性文章或者案例报告。每年发表年度研究回顾报告，并
发表对当前性科学问题的综合评价。期刊积极寻求来自北
美以外地区的投稿。

Psychology & Health
心理与健康
—与欧洲健康心理学学会合作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1.871，
JCR排名：35/129（心理学，多学科）， 
47/145（环境与职业健康）

期刊关注心理疗法在身体健康和疾病上
的应用。内容包括心理方面的生理疾
病、治疗过程和康复；社会心理因素对身体疾病影响的病
因学；心理健康的预防；个人健康保健系统，特别关注沟
通和心理干预措施。期刊发表原创性的研究，不仅接受严
肃的实证研究论文，也欢迎对心理健康相关领域新方法和
干预措施的概述。

心理治疗学重点期刊

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
认知神经精神医学
2014年影响因子：1.912；
JCR排名：57/133（精神病学）

该期刊出版跨学科的认知神经精神病学
的理论性和实验性研究。它特别注重对
潜在的心理和行为异常认知过程的研
究，包括精神病患者的症状，是否有器
质性脑疾病。自1996年以来，它出版的临床和认知神经
精神病学方面的原创论文、简要报告和案例分析对人们理
解一般的认知过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Health Psychology Review
心理学评论
—与欧洲心理健康协会合作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6.233；
JCR排名：3/119（临床心理学）

这份里程碑级的期刊是第一份关于健康
心理学的同行评审期刊。整体来看，本
刊促进了健康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并不断
加强它和心理学及其它相关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关系。本刊
对于那些从事研究、教学和实习健康心理学、行为医学和
相关领域的人们是一份重要的读物。
本刊专注于理论及概念方面的论文，同样还有关于一般领
域健康心理学实质问题的评价、整合、后设分析及系统
评论。

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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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国际体育运动心理学评论
2014年影响因子：4.526；
JCR排名：1/43（酒店, 休闲，运动和旅
游），3/76（应用心理学）

该刊是第一份出版体育与运动心理学研
究评论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通常这些
评论对这个领域内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进行评估，并对常见
主题和假设的实证研究的优缺点进行辨证的评论。这些评
论文章发表人们当前感兴趣的话题的结论和摘要，并对未
解决的问题进行评估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本刊欢迎与主
流心理学相互补充的文献理论、主题和问题研究。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多变量行为研究
—与多变量实验心理学协会官方合作出
版
2014年影响因子：2.477；
JCR排名：6/46（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方
法），7/122（统计与概率），
10/99（数学：交叉学科应用），
27/85（实验心理学）

该刊发表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内的各种独立性、方法论和
理论文章。本刊上的大多数文章分为两类：实质性的报告
应用复杂的多元研究方法来研究性格、健康、智商、工
业/组织、和其它行为科学领域感兴趣的话题；方法论的
文章用多元方法对新的发展进行呈现和评估，或者解决当
前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期刊也鼓励与教育学相关的多元研
究方法，以及与多元研究方法相关的历史性治疗等综合类
文章。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实验心理学季刊
—与实验心理学会联合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2.127；
JCR排名：36/76（心理学），
40/85（实验心理学），45/83（生理
学）

该刊是出版关于实验心理学领域内各种话题的原创文章的
重要的国际期刊，出版3000字以下快速通讯文章，报告
新技术或突破性的成果，以及刊登大量的实验报告。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结构均衡模式
2014年影响因子：4.176；
JCR排名：1/99（交叉学科应用数学）；
1/44（社会学数学）

这是一份涵盖多学科的期刊，出版来自
于各学术学科关于结构方程模式的专家
评审论文。这些学科包括（但不限制于）心理学、医学、
社会学、教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商学/营
销学。理论型论文主要针对学科的新发展；应用型文章则
是关于结构方程模式相关的创新应用；教师版块提供结构
方程模式的教学模块；书与软件评论则是对模式信息和技
术的做出检验；而广告区为读者提供新产品讯息。

Work and Stress
工作与压力
2014年影响因子：2.386；
JCR排名：11/76（应用心理学）

该刊是一份国际化，跨学科的同行评审
季刊，所刊载的论文从心理、社会与组
织层面探讨职场与环境健康、压力与安
全管理。

心理学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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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心理分析对话

1991年创刊的《心理分析对话》建立在一个对精神分析
已经多样化的现实基础上，当时人们将自我与他人、真实
与虚幻的关系分析作为研究人类动机和心理解释的单位。
这些观点出现在人际心理分析、英国人关系理论、自我心
理学、婴儿和儿童成长的实证传统研究、当代弗洛伊德思
想的当前论点中。
该刊双月出版，为心理学研究各方面关系的理论观点和临
床观点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平台，它致力于探索共同点，澄
清差异，将对心理学的争论提高到分析水平，而不是单纯
的口号和公式，以加强我们对错综复杂的精神分析丰富性
的理解。

Psychotherapy Research
心理治疗研究
—与心理治疗研究学会合作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1.723；JCR排名：57/119（临床心理
学）

该期刊旨在提高心理治疗研究的科学质量和社会相关性，
并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在实践、教育和政策制定中。
期刊出版关于心理治疗所有方面的原创研究，包括研究结
果、过程、教育实践者和服务。它发表的内容有：原创的
实证研究论文、理论和方法研究论文、评论性文章。

期刊欢迎以下内容的投稿：
★ 多个理论方面(如：精神动力、认知、行为、人文、经

验，系统方法)
★ 治疗方法(如：个人、集团、夫妻、家庭)
★ 研究范式(如：定量、定性、临床试验、过程研究、结

果预测、系统的案例研究、测量发展、综合分析)。

心理咨询重点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1973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1984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89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36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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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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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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