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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86种期刊，其中很多期刊代表众多权威学会与协会出版。
涵盖6个主题领域：人口统计学、环境研究、地理学、水文学、规划研究与城市研究。

地理重点期刊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美国地理学者协会纪事
2017年影响因子：2.097

出版于1911年，因其收录所有与地理学领域相关重要研
究文献以及深入书评，因此被视为此协会的重要期刊。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欧亚地理学与经济学
2017年影响因子：1.104

收录了顶尖专家学者的原创论文，其研究主题包含中国、
俄国、印度、欧盟与其他欧亚地区的重要地理与经济议
题。所有期次中都收录了对全球重大议题的评论集、评论
论文与实证研究，其内容则聚焦于近期经济与地理发展的
分析。

Journal of Geography
地理期刊  
2017年影响因子：1.08

该刊提供了一个分享有关地理研究、教学和学习方式中的
创新方法的平台。美国全国地理教育委员会编辑，期刊发
表的文章包括研究成果、教学方法和书评。

Regional Studies
区域研究
2017年影响因子：3.147

此领域里一份支持理论发展、实证分析和政策辩论的多学
科和跨学科的主要国际期刊。该期刊邀请在领域里有所作
为的学者和新兴学者投稿，分享可帮助建立实质工作事项
的文章。重点放在区域（地方）发展和决策的经济、环
境、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问题。它是一个中心论坛，从跨
学科的角度讨论区域发展和政策制定研究的最新成果。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社会与文化地理
2017年影响因子：1.573

该期刊出版研究社会与文化空间性的高水平原创学术论
文。其内容特别聚焦于空间、地方、自然与社会和/或文
化议题的关系，包含不平等、贫穷、居住问题、犯罪、工
作与休闲活动等, 以及日常生活、消费、认同、小区及邻
里关系（及其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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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Research & Information 
建筑研究与信息
—与国际建造及结构研究和创新理事会合作出版
2017年影响因子：3.468

关于建筑物及其支撑方法（系统）的重要国际评审期刊。
期刊的独特之处在于主要出版建筑物及以其他方法（系
统）的建筑环境议题的复杂性：规划、情况简介、设计、
建造、居住和使用、房产交易和评估、维护、变更和废
弃的整体且跨学科的方法。期刊内所有文章均通过同行
评审。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环境规划和管理期刊
2017年影响因子：1.594

作为领域中的主要平台，出版研究论文和评论，涉及环境
政策、环境规划与管理、土地使用、环境影响评估、自然
资源调节、环境保护、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等。已在同类
期刊中确立其独特地位。该刊中心目标是把重点放在环境
的综合规划和管理上。期刊对研究成果，政策分析和实际
管理经验的注重,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信息。这使其成为
研究人员和其他专家在遇见关于环境规划和管理方面的实
际、技术、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必读的参考资料。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环境规划与政策期刊
2017年影响因子：2.739

该刊是一份为环境政策与规划设立的批评性分析论坛的国
际期刊。探讨环境因素对普遍采用政策的影响，包括交通
运输、农业、渔业、城市和农村政策。从制定政策和规划
进程到最终实现的各阶段，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非政
府组织和企业针对环境的策略，以及土地利用的决策。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美国规划学会志
—与美国规划协会合作的协会期刊
2017年影响因子：2.041

这份已出版超过70年的季刊，出版综合规划和居住区规
划问题的研究文章，以及与规划研究相关的住房、人口、
环境、建筑、土地利用等领域的期刊文献题录。出版内容
包括对规划师、政策制定者、学者、学生和居住于城市、
郊区或乡村的市民相当有用的研究、评论和书评。
★ APA（美国规划学会）的历史追溯到1909年在华盛顿

特区召开的第一次全球城市规划会议，有组织的规划
活动正是从那时开始兴起的；

★ APA是获得国际认可的规划活动领袖，并且努力为各
个层面的规划实践提供鼎力支持。

城市规划重点期刊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职业地理学家
2017年影响因子：1.347

原为美国专业地理学家学会的出版物，1949年成为美国
地理学家协会的期刊。本期刊出版学术或应用地理学的短
篇文献，着重于实证研究和方法论，同时也包含书评。不
论是精确的分析还是广泛随性或是具规范性的内容和方法
都可看出这些特色。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容纳新思维和不同
见解的交流平台。

Tourism Geographies
旅游地理学
2017年影响因子：2.068

该刊是一份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探讨旅游，以及与旅游相关
的娱乐和休闲的同行评审期刊。这份季刊汇集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学术和应用研究以及地区传统,包括地理和其他相
关领域的多学科研究,如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景观建筑、
城市和区域规划、环境科学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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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Perspectives
规划透视
—与国际规划史学会合作出版

该刊是一份关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划和建筑环境的国际
同行评审期刊。从环境规划角度纵观现在和未来，透视历
史、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史等领域，研究城乡及其各
类建设的规划思想、方法和实践的因果得失，为工业化时
代的规划研究服务。它隶属于国际规划史学会，一个帮助
促进全球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跨学科组织。该刊为在广泛
学科、希望利用历史来描述城市、地区和人群发展的学者
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它同时也为学者和从业者讨论城
市规划历史提供了机会。

Transport Reviews
运输评论
2017年影响因子：4.647

该刊为国际性的评论期刊，其内容涵盖交通运输的所有方
面，涉及运输方式、运输政策、运输机构、车辆政策、城
市运输、计算机在运输中的应用以及人员培训和法规等。
其致力于提供运输相关主题最新最具权威性的研究评论，
这些文章为熟悉此主题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信息。
此外，这份期刊也为不同背景的专家提供了了解运输领域
的途径。

Urban Geography
城市地理学
2017年影响因子：2.307 

该期刊出版目前地理学者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以问题导向
的原创性研究论文，其主题包含：都市政策、城市中的种
族、贫穷与族群问题、都市型态与功能的跨国差异、历史
保存、都市住房市场、服务部门与都市经济活动等。期刊
中收录了大量评论文章与特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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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数量

55余种

时间范围

1885-1996

卷数

超过1,210卷同行评审的
研究文章

相关学科库

• 地理、规划、城市与环境
期刊库

• T&F社会科学与人文期刊库

重要特点

亮点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美国地理学者
协会纪事》–创刊于1911年，代表国地理学者协会出版

Journal of Geography《地理期刊》–创刊于1902年，代表美国全国
地理教育委员会出版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美国规划学会志》
–创刊于1935年，代表美国规划学会出版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苏格兰地理学期刊》–创刊于1885年，
代表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出版

精选学科
建筑学 • 人口统计学 • 环境研究 • 地理学 • 水文学 • 景观学 • 规划研究 
• 城市研究

学协会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美国规划学会 •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建筑学校协会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美国地理学者协会 •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社区发展协会
•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Ireland 爱尔兰地理学会 •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尔士州地理学会 •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国际水资源协会 • National Council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美国国家地理教育委员会 •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区域研究协会
•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RIBA)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 • Royal 
Scottish Geographical Society 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 • 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s of Planning (AESOP) 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 • The Landscape 
Research Group 景观研究院 • The Royal 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皇家城镇规划协会 

免费试用请联系：010-58452823    susie.wang@tandf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