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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文件 
 

中安健协〔2021〕166号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关于正式发布 
《安全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 

分级目录》的公告 

 

各相关单位： 

在中国科协的统一部署下，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面向国

内外出版的中、英文安全科学类科技期刊，开展了 2021 年度

《安全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以下简称“分级

目录”）的认定与发布工作。通过组建评审委员会，制订了《安

全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发布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安全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评价指标体系

及评审办法（试行）》。经过遴选候选期刊、公示候选期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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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委员会评审、公示、复审等环节，最终选定国内外 45 种期

刊进入分级目录。其中，T1 级 13种，T2 级 14 种，T3 级 18种。 

联系人：刘 娇 

电话：010-64464783      18635073817 

联系邮箱：csstlp@263.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泰利明苑 A座 608 

邮政编码：100011 

附件：《安全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2021 年 11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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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全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 
 

编号 期刊名称 分级 

T1 级（13 种）：国内 6 种，国外 7 种 

1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T1 

2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T1 

3 《安全与环境学报》 T1 

4 《灾害学》 T1 

5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T1 

6 《自然灾害学报》 T1 

7 《Combustion and flame》 T1 

8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T1 

9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 
T1 

10 《Process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1 

11 《Risk analysis》 T1 

12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 T1 

13 《Safety science》 T1 

T2 级（14 种）：国内 6 种，国外 8 种 

14 《安全与环境工程》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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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国际灾害风险科学学报（英文版）》 
T2 

16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T2 

17 《火灾科学》 T2 

18 《煤矿安全》 T2 

19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T2 

20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T2 

21 《Analytic methods in accident research》 T2 

22 《Applied ergonomics》 T2 

23 《Fire safety journal》 T2 

2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T2 

25 《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 T2 

26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T2 

27 《Structural safety》 T2 

T3 级（18 种）：国内 8 种，国外 10 种 

28 《矿业安全与环保》 T3 

29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resilience》 

《安全科学与韧性学报（英文版）》 
T3 

30 《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 T3 

31 《环境与职业医学》 T3 

32 《消防科学与技术》 T3 

33 《工业安全与环保》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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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T3 

35 《核安全》 T3 

36 《Disasters》 T3 

37 《Fire technology》 T3 

38 《Geomatics natural hazards & risk》 T3 

3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T3 

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ergonomics》 
T3 

41 《Journal of flood risk management》 T3 

42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T3 

43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afety & security》 T3 

44 《Process safety progress》 T3 

45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T3 

 

 

 
 

 

 

 

（信息公开形式：公开） 

报送：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副总师，学报杂志社， 

专家咨询委。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综合办公室             2021年 11月 9日发 

经办人：刘娇          电话：64464783       共印 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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