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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18份国际期刊，其中12份被汤森路透引文索引/科学网®收录，6份期刊在7个
学科领域都有影响因子。涵盖领域：
人类学 — 社会人类学、比较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人种学及乡土文化等
考古学 — 反映该领域的各种学派，就关键主题提供国际视角

考古学重点期刊
Azani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frica
阿札尼亚
—与英国东非研究所合作期刊
创刊于1966年，出版大量关于东非考古学和殖民地历史
方面的论文。自2009年以来，其内容在覆盖的时间和空
间上都有所扩展，覆盖非洲考古学的各方面内容。接受英
文和法文投稿。
英国东非研究所创建于1959年。创立该研究所以发起、
促进并鼓励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和桑给巴尔的考古
学和历史学研究，通过跟早期东非大学一起与该地区博物
馆合作，促进更好地理解东非早期殖民历史。
该研究所推动对更广泛的东非地区的人文和社科领域中各
个学科的研究，对人类学、考古学、历史与语言学的研究
有浓厚的传统，近期的科研项目包括政治、环境与发展研
究、地理、公共健康、以及艺术与表演。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岛屿及海岸考古学期刊
该刊针对考古学家和对考古学及岛屿或临海地段历史生态
学感兴趣的其他科学家。为广大国际读者出版原创研究论
文、重要评论文章、短评、少量书评以及重要的专题讨
论。鼓励各种创新性和跨学科话题的投稿，涵盖世界上特
定岛屿和海岸地区、岛屿和临海社会研究的主要的方法和
理论进展、世界上岛屿和临海地区生态系统的历史生态学
和人类影响等的广泛综合主题。该刊的目标是出版高质
量、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便于更好地理解岛屿和临海地
区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人类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挪威考古评论
自1968年开始出版，目标是成为北欧国家考古学研究与
世界考古学趋势的交集，成为国际科学水平上当前理论与
方法问题讨论交流平台。主要关注欧洲地区，不过同样欢
迎基于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成果的讨论。该刊还接受有关
考古学主题的更广范围的观点和评论，介绍评论文章和书
评以提高北欧国家当前研究的国际可见度。所有文章都经
过同行评审。
www.tandfonline.com

Time and Mind: Th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时间与思维：考古学、意识与文化期刊
该刊介绍有关景观、遗址和文化的新观点，经同行评审、
充满活力且高度跨学科。该刊特点是专注于交叉学科的认
知方面学术性的著作，如考古学、人类学和能够塑造我们
对考古现场、景观和前现代世界观认识的心理学。该刊还
探究现代思维对历史形象的创造、专注于史前时期新发现
对当前有关人脑与意识研究的启迪。
期刊探究那些不同却相关主题，如：考古天文学，史前时
期思想，源自宗教/神话信仰的古代和前工业化时代象征
性景观，纪念性建筑物中光与声的情况，景观现象学，仪
式，岩石艺术，源自古代的自然场所的多感官属性，地点
记忆的认知，生态心理学。

World Archaeology
世界考古学
该刊是唯一一份为解决全世界范围内多时期的考古学问题
而创立的国际期刊。是特别为了全球各时期的考古学为基
础而创刊，经过了30年，它依然维持在这个领域中的领
导者地位。每卷中的4期各专精一个关于最近热门的特别
主题；而第5期“Debates in World Archaeology”是一
个用来辩论、讨论及评论的平台。所有文章均采用广泛比
较的方法，从全球的尺度来观察重要的议题。编委及顾问
团队均为各领域的专家，这也确保期刊中出版的论文覆盖
多元学科领域。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提到：“阅读World
Archaeology可满足两种感官；版面编排和字体让观感轻
松愉快，而文章的撰写方式清楚且吸引人，通常不会有天
马行空或难懂的文字。期刊已为自己在稀少的英国考古学
期刊中开辟出一席之地，因为它采用真正国际化的方法进
行研究，涵盖各个时期、区域及方面的人类过去。它独
特的专题设计可确使在未来10年中其重要性都将维持不
变。”
该刊著名编辑：Professor Alan Outram，英国著名常青
藤大学，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人文学院
考古学系环境考古学家和古经济学家，尤其擅长动物考古
学。最近的研究方向是追踪中亚地区圈养马匹以及研究哈
萨克斯坦牧区发展。
联系方式：010-58452823 Claire.Bai@tandfchina.com

人类学重点期刊
Anthropological Forum
人类学论坛
期刊创刊于1963年，发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和比较社会
学等方面的论述。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澳大利亚、太平洋岛
屿和东南亚地区。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南非人类学
—南非人类学联盟合作出版期刊
期刊着眼于在南非推进人类学，支持人种学和理论研究，
并提供公开辩论的言论平台。该刊致力于以当代视角研究
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和相关跨学科学术科研。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亚太人类学期刊
—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学院人类学系和艺术学院、考
古学及人类学学院联合出版
创刊于1977年，是一份领先的专家评审期刊，专注于发
表亚太地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人类学研究。

Ethnos
民族：人类学期刊
2014年影响因子：1.689；JCR排名：22/83（人类学）
期刊是出版推进社会文化人类学科中理论、方法和实验进
展原创文章的同行评审期刊。该刊为林林总总的不同人类
学者提供了能够融汇和进行批判性交流的论坛。

Folklore
民俗学
—民俗学会合作出版
期刊是民俗研究领域最早的英语期刊，于1878年创刊，
是民俗学会的官方刊物。内容涉及世界各地民俗与土著文
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民俗学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也
有对当前研究的评论文章。
民俗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位于伦敦。致力于各个方面民
俗与传统的研究，包括：民谣、民间故事、童话、神话、
传说、传统歌曲与舞蹈、民间戏剧、游戏、季节性活动、
日历风俗、少年习俗、儿童民俗、民间工艺品、民间信
仰、民间宗教、物质文化、白话文、习语、谚语与童谣、
民间医药、与植物相关的民俗以及天气谚语。

Ecology of Food and Nutrition
食物生态学与营养
出版研究论文和简讯，侧重食物和利用食物供应人类营养
需求的研究，兼及人体肥瘦、营养不良、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需求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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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Anthropology
医学人类学

Visual Anthropology
影视人类学

专门出版从人类学角度来探讨人
类行为、社会生活及健康的论
文。提供探究和阐明社会、文
化、观念、情境、结构及制度性
因素的讨论平台，正是这些因素
影响疾病规律、决定生病和健康
的体验、并预示治疗的组成与方
法。宗旨是给读者带来这样的
作品—举例详述各种从生物、文
化、政治及经济层面了解生病、医药、健康及痊愈的方
式。本期刊所出版的文献反映出现今在医疗人类学领域学
问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体现出了本领域理论的复杂性、
方法论的健全性及人种的丰富性。通过出版学术以及编辑
们的努力，我们鼓励作者和读者以批判的形式鼓励这一关
于我们当代核心议题的论战。

—影视人类学委员会合作出版
该刊是出版人类行为学和人种学
主题的原创文章、评论、讨论以
及影评书评的学术期刊。期刊专
注于通过影像手段研究人类行
为。该领域的专家还研习历史文
化框架下的图像符号形式并提供
对艺术和文物的跨文化研究。期
刊还推进研究与教学用途的人类
学与人种学胶片、视频和摄影研究，利用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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