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1 数据库与信息检索(第二版) 周宁 2000-08-15 清华大学出版社
2 营销信息系统 胡昌平 2000-10-1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 信息服务与用户 胡昌平 2001-01-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4 书业法律基础 黄先蓉 2001-02-20 山西经济出版社
5 市场经济信息学 邱均平 2001-03-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6 信息资源数据库 周宁 2001-03-05 武汉大学出版社
7 信息资源管理 马费成 2001-04-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8 信息检索 焦玉英 2001-05-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董慧 2001-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0 Windows程序设计基础教程 张李义 2001-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
中韩远程教育信息化技术国际研讨

会论文集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2001-09-01 武汉人民出版社

12 管理学基础 胡昌平 2002-02-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3 网络信息的检索与利用 黄如花 2002-04-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4 电子商务概论 张李义 2002-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5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马费成 2002-12-01 山西经济出版社
1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查先进 2003-05-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7 信息经济分析 马费成 2003-05-1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8 信息服务管理 胡昌平 2003-08-01 科学出版社
19 信息检索进展 焦玉英 2003-08-26 科学出版社
20 网络信息组织：模式与评价 黄如花 2003-11-01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1 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 马费成 2004-01-01 电子工业出版社
22 电子商务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 董慧 2004-04-10 武汉大学出版社
23 管理咨询基础 焦玉英 2004-05-10 武汉大学出版社
24 网络数据分析 邱均平 2004-06-2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5 现代信息管理机制研究 胡昌平 2004-07-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6 信息政策与法规 查先进 2004-07-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7 网站开发与管理 张李义 2004-07-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8 信息组织（第2版） 周宁 2004-11-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9 物流信息系统 查先进 2005-01-01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0
科学信息交流研究----载体整合与

过程重构
方卿 2005-05-26

武汉大学出版社(学术丛
书)

31

Internet信息检索系列丛书通用搜
索引擎检索指南看不见的网站---
Internet专业信息检索指南专利检
索指南Internet数据检索指南

Internet医学信息检索指南怎样利
用Internet写论文Internet免费资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05-06-0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32 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胡昌平 2005-09-0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3 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研究 杜佳 2005-09-01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34 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 黄如花 2005-09-15 武汉大学出版社
35 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建设 黄如花 2005-09-26 武汉出版社
36 信息可视化与知识检索 周宁 2005-10-01 科学出版社
37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张李义 2006-06-25 武汉大学出版社
38 中国古籍编撰史 曹之 2006-07-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39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图书情报事业战 胡昌平 2006-08-01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2000年以来著作汇总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40 信息资源数据库（第二版） 周宁 2006-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41 信息计量学 邱均平 2007-01-26 武汉大学出版社

42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Age.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07-03-01

PACE UNIVERSITU
PRESS.NEW YORK

43 面向用户的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 胡昌平 2007-04-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44 电子商务系统设计 张李义 2007-06-26 科学出版社

45
电子商务理论、应用和教学研究论

文集
张李义 2007-06-26 重庆大学出版社

46 编辑的伙伴 黄先蓉 2007-07-01 苏州大学出版社
47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与知识产权保护 陈传夫 2007-07-01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8

变革?发展?前瞻----第二届中美数
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

讨会论文集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07-07-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49 信息组织学教程 周宁 2007-07-01 科学出版社
50 图书营销知识与技能 方卿 2007-07-26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51 信息经济学 查先进 2007-08-01 清华大学出版社
52 中国古籍版本学 曹之 2007-08-26 武汉大学出版社
53 网络化企业管理 胡昌平 2007-09-25 武汉大学出版社

54

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研究---首
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

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黄先蓉 2007-11-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5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化能力建设教程 查先进 2008-01-23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56 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 马费成 2008-03-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57 网站开发与管理（第2版） 张李义 2008-03-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58 信息资源可视化模型方法 周宁 2008-03-26 科学出版社

59

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
系列论文集（6本）：信息化与信
息资源管理、信息可视化与知识管
理、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跨企业
协同信息管理竞争力、数字图书馆
网格应用模型研究、电子政务信息

资源管理及其技术实现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08-04-0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60 信息检索实验 陆伟 2008-05-25 武汉大学出版社
61 电子政务实验教程 王新才 2008-05-25 武汉大学出版社
62 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研究 方卿 2008-06-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63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数字时
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 出版
科学研究进展图书馆学研究进展情
报学研究进展档案学研究进展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进展等5本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08-07-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64 信息检索(第二版) 焦玉英 2008-07-26 武汉大学出版社
65 本体与数字图书馆 董慧 2008-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66 图书营销学教程 方卿 2008-08-26 湖南大学出版社
67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 邱均平 2008-10-01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68 电子商务概论(修订版) 张李义 2008-10-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69 中国出版通史 曹之 2008-12-01 中国书籍出版社
70 信息资源配置与共享 查先进 2008-12-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71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陈传夫 2008-12-01 湖南大学出版社

72
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2009信息
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

焦玉英 2009-03-19 武汉大学出版社

73 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 马费成 2009-04-19 电子工业出版社

74

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二届数字
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黄先蓉 2009-04-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75 英文参考源的检索与利用 黄如花 2009-06-01 海洋出版社
76 办公自动化教程 周耀林 2009-07-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77 管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焦玉英 2009-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78 企业资源计划（ERP） 唐晓波 2009-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79 文书学教程 周耀林 2009-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80

信息资源配置理论与模型研究——
2009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术研

讨会专集
查先进 2009-09-03

《图书情报知识》编辑
部

81 信息资源管理原理 邓胜利 2009-10-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82

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第三届学术
年会论文集中国信息系统研究：新

兴技术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
马费成 2009-10-19 武汉大学出版社

83 管理学基础（第二版） 胡昌平 2010-01-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84 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 邱均平 2010-05-01 科学出版社
85 信息检索（第2版） 黄如花 2010-05-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86 竞争情报与企业危机管理 查先进 2010-06-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87 网络计量学 邱均平 2010-08-01 科学出版社
88 企业竞争情报 查先进 2010-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89 信息安全概论 唐晓波 2010-09-01 科学出版社

90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
（第二辑）学科进展6本、个人学

术专著15本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10-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1 信息资源数据库(第3版) 周宁 2010-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2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
（第二辑）出版学研究进展图书馆
学研究进展情报学研究进展档案学
研究进展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进展等6本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10-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3 信息资源数据库（第三版） 周宁 2010-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4
求是奋进共谱新篇-从文华图专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陈传夫 2010-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5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 胡昌平 2010-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6 信息组织（第三版） 周宁 2010-10-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97 信息组织(第3版) 周宁 2010-10-19 武汉大学出版社
98 出版产业链研究 方卿 2011-04-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99 知识管理学概论 邱均平 2011-06-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0 信息分析 查先进 2011-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01 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二版） 马费成 2011-09-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02 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信息服务体系研 胡昌平 2011-12-01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103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上

、下册）
邱均平 2012-01-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04 数字信息资源规划、管理与利用研 马费成 2012-02-01 经济科学出版社
105 数字化信息服务 胡昌平 2012-02-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06

2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优秀
成果（专著）2本：《数字信息资
源规划、管理与利用研究》（马费
成）、《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信息服

务体系研究》（胡昌平）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12-02-01 经济科学出版社

107 网络信息序化原理-Web2.0机制 马费成 2012-03-01 中国科学出版社

108

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三届数字
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黄先蓉 2012-03-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9 信息管理案例与实验教材 马费成 2012-04-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0 信息经济学 马费成 2012-06-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1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 赵杨 2012-12-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2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理论与实 周耀林 2012-12-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3 数字出版产业管理研究 方卿 2012-12-01 电子工业出版社
114 信息服务与用户（第三版） 胡昌平 2012-12-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5 出版法规及其应用（第2版） 黄先蓉 2013-02-01 苏州大学出版社
116 创新型国家的信息服务与保障研究 胡昌平 2013-03-01 学习出版社
117 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绩效评估研究 肖希明 2013-03-01 学习出版社

118

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文库》：《创新型国家的信息
服务体制与信息保障体系研究》
（胡昌平）、《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绩效评估研究》（肖希明）、《图
书馆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表
2013-03-01 学习出版社

119 供应链管理 查先进 2013-04-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20 公文管理教程 周耀林 2013-04-01 辽宁大学出版社
121 信息推荐系统 曾子明 2013-05-01 科学出版社
122 出版法律基础 黄先蓉 2013-05-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23 企业竞争情报智能挖掘 张玉峰 2013-07-01 学习出版社
124 电子商务安全(第2版) 曾子明 2013-08-01 科学出版社
125 数字资产管理 王晓光 2013-09-01 电子工业出版社

126
大数据时代的科技资源共享----

COINFO2013论文集
本单位集
体名义发

2013-10-01 科学出版社

127 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研究 吴钢 2013-11-01 湖北人民出版社
128 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知识读本 查先进 2013-11-01 南方日报出版社
129 数字信息资源配置 查先进 2013-11-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30 知识计量学 邱均平 2014-06-01 科学出版社

131
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用户信息

交互行为
邓胜利 2014-06-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2 出版学导论 罗紫初 2014-08-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33
社会网络环境下基于用户关系的信

息推荐服务研究
胡吉明 2014-11-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134
数字出版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

用研究
罗紫初 2014-12-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135 图书馆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陈传夫 2015/4/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