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员以中心名义撰写研究或咨询报告一览（2003-2008 年） 

序

号 
咨 询 报 告 名 称 执笔人 提交时间 采 纳 单 位 支持课题 鉴定或评价 

1.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知识产

权管理方案：CSDL 数字化加工和原文

传递知识产权应用对策报告、CSDL 网

站信息发布与集成服务的知识产权对

策报告、CSDL 信息资源建设知识产权

应用对策报告、CSDL 知识产权工作手

册 

陈传夫 2005.1 

江苏省工程技术文献信

息中心网络服务系统、南

通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

心、甘肃省科技文献共享

平台、宁波市科技文献检

索服务中心等 

CSDL 知识产权应用策略研究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是中国

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组成部分。

CSDL 的意见是：“成果主要应用于国

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相关主页的版权声

明、数字图书馆系统开发知识产权风

险防范、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文献

传递系统、开放资源描述知识产权措

施等方面。这些成果帮助我们建立了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预防了知识产权

风险，为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服务国

家创新工程、满足科学院系统科学家

的创新信息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成果投入使用后取得了实际效果。

该成果获教育部推荐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在 NSTL、CSDL 应用的成果还

被江苏省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网络

服务系统、南通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

心、甘肃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宁波

市科技文献检索服务中心等机构使

用。 

2.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与发展数据库基础

平台----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研究 
邱均平 2007.6 河南省科技厅  

 



3.  
政府信息增值利用及其知识产权 

问题对策 
陈传夫 2007.1   

 

4.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信息资源规划

暨中心数据库升级改造咨询项目报告

（3 份研究咨询报告） 

马费成 2003.11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企业信息资源规划与证券信息公司

中心数据库升级改造项目 

 

5.  
潜江区域信息化发展研究 

（6 份研究咨询报告） 
马费成 2003.12 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政府 潜江市区域信息化发展研究 

“潜江市区域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是

由潜江市人民政府委托武汉大学信息

资源研究中心完成的一项重大研究项

目。该项目在大量调查、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以潜江为范例，针对发展中

国家的地县级区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

套完整的、系统的解决方案，设计了

一个代表我国广大地县级城市特征的

一般性区域信息化发展框架，即以服

务信息化为先导，以管理信息化为支

撑，以网络信息化为基础，以制度信

息化为保障。该方案不仅具有可操作

性，而且具有较广的适应性，对我国

2000 多个地、县级市的信息化建设具

有示范作用。 

该项目创新性地建立了区域信息化测

评的关键因子模型、开放式数据评测

模型，不仅能够客观地测评一个区域

在若干指标缺失情况下的信息化水

平，而且有助于用定量的方式展示数

字鸿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



该项目在地县级区域信息化推进战略

和实现路径方面也有重要创新。 

该项目研究成果已被潜江市政府采

纳，并作为该市“十一五”规划重点实

施项目之一。省委政策研究室、湖北

省信息产业厅、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

院、武汉市科技局等机构在研究我省

信息化发展战略、推进信息化进程及

电子政务规划中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

该项目的成果。国内许多高校和研究

机构如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所等单位在研究生教学和研究工作

中都应用和参考了该项目的研究报

告。 

6.  数字图书馆的相关关键技术研究 董  慧 2003.12.10  数字图书馆的相关关键技术研究  

7.  
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知识产权问题及 

对策研究 
陈传夫 2003.12.18 

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

《成果要报》转摘 

我国网上信息资源建设知识产权管

理政策研究等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写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

与“十一五”发展趋势（下卷）》（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091

页写道：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完成的

《我国网上信息资源建设和知识产权

管理政策研究》，以辩证和客观态度分

析了网络资源的利用和网上资源知识

产权的保护这一两难问题和矛盾，提

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全球性难题



的思路和方法，很有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在该书的“面向社会服务的研究

发展”部分，对于本学科研究人员的有

关评价有：提到了（陈传夫）在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基础上所形成

的咨询报告“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知识

产权问题及对策”被选入《成果要报》，

呈送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参阅 

8.  
我国信息法规建设现状评价 

与对策研究 

马费成 

杜佳 
2003.3.10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

室政策规划组、国家信息

中心、 

湖北省科技情报局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国家信

息政策与法规体系研究” 

开展信息化法律法规体系的研究，需

要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的现状和内容，该研究报告为开展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其研究成

果为研究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很好的

基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9.  云南新华书店图书连锁有限公司设计 程虹 2003.8 
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 
 

这些解决方案不仅具有系统性、先进

性、新颖性，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公司根据其设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

管理模式等进行了变革，该成果对企

业的经济效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 

10.  
超大型出版物市场信息系统建设 

咨询报告 
马费成 2004．1 深圳发行集团 

超大型书城管理及出版物信息标准

化研究 

 

11.  
国家信息政策与法规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马费成 2004.3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国家信

息政策与法规体系研究” 

 

12.  
基于网站建设的学科信息资源组织与

开发的整合模式及其实现方案 
胡昌平 2004.3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网络信

息资源组织与开发模式” 

 



13.  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开发模式 胡昌平 2004.3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网络信

息资源组织与开发模式” 

 

14.  
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组织开发管理模式

的优化与系统化实施中的几个问题 
胡昌平 2004.3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网络信

息资源组织与开发模式” 

 

15.  我国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框架研究 马费成 2004.3.10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国家信

息政策与法规体系研究” 

 

16.  
“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据库”的研制与

开发 
马费成 2004.6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国家信

息政策与法规体系研究” 

 

17.  
合并重组后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科体

系与课程建设研究报告 
黄先蓉 2004.6  

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合

并重组后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体系

与课程建设” 

 

18.  
网络计算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共享效率

研究 
马费成 2005.1  

网络计算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效率

研究 

 

19.  
《信息化与和谐湖北构建》 

专题研究报告 
马费成 2005.10 

湖北省政府采用，《江汉

论坛》、《科技进步事业与

对策》已登 

省科协 2005 年度重点课题“信息化

推进与和谐湖北构建” 

该报告被列为第三届湖北科技论坛信

息化论坛的主体报告，其精华版经省

科协转呈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

及相关职能部门供决策参考。 

20.  
我国数字资源保管现状与档案数据储

存基地建设研究报告 
刘家真 2005.11 

青岛市档案馆、电子科技

大学档案馆、武汉大学档

案馆、武汉市档案馆、武

汉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深

圳市档案局、复旦大学档

案馆等 7 家单位 

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数字

资源保存库的国家战略研究” 

该研究报告对改进现有档案数字资源

的保管方式以及今后如何更加科学地

收集和保管档案数字化资源有关积极

的指导意义。 

21.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知识

产权对策研究 
陈传夫 2005.8.16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 知识产权问题与对策调研 

陈传夫教授主持制定了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NSTL）知识产权管理方案，

将知识产权协调管理理论在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NSTL）和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工程中得到采纳

应用。NSTL 的意见是：“在国际上知

识产权保护不断提高标准的严峻形势

下，NSTL 委托武汉大学完成 NSTL

知识产权管理论证、应用方案设计、

应用对策研究工作。该课题所进行的

系统研究难度较大。研究成果内容丰

富，结构合理，研究方法科学，包括

所提供的多个附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NSTL 已经根据成果的内容对主

页相关内容进行了改造，保证了

NSTL 合法、高效运行。在文献传递

系统中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在 NSTL

成员与供应商之间进行有效合同管

理、国家许可证管理。该成果的应用，

使 NSTL 避免了侵权风险。在应用过

程中，研究者也提出了国家在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中应优先安排的政策问

题，这些对国内类似工程有指导意义

和应用价值，为国家信息资源知识产

权政策完善做出了贡献。”该方案的特

色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并从国家科

技条件保障的角度解决 NSTL 知识产

权问题，化解了版权风险，取得了实

际效果。该成果获教育部推荐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2.  基于 IRM-KM 的情报学发展模式研究 马费成 2006.12  
IRM 及 KM 范式下的情报学 

发展模式研究 

 

23.  
高新技术发展区与新型工业化 

发展研究 
马费成 2006.2  

湖北省软科学攻关项目“高新技术

发展区与新型工业化发展研究” 

 

24.  信息可视化与知识检索 周宁 2005.11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信息可

视化与知识检索” 

 

25.  
国家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 

相关标准规范研究 
马费成 2006.6.27 国家科学技术部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

“国家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之子

课题“国家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

相关标准规范研究” 

该标准规范体系针对科技成果信息的

数据采集加工流程方面和服务方面进

行了标准和规范的制订，涵盖了四大

内容——“基本标准、规范”、“数据采

集标准、规范”、“数据加工标准、规

范”和“服务标准、规范”。本《标准规

范》包含四篇共十六个具体规范，构

成了一个指导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的较为完整的标准规范体系。本

《标准规范》的实施能够有效规范和

指导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

促进科技成果信息的高质量服务和共

享利用。 

26.  
贵州移动信息资源管理体系 

（7 份研究咨询报告） 
周宁 2007.1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

有限公司 
贵州移动信息资源管理体系项目 

本项目的成果采用了先进的 IRP 理

念，科学的 U/C 矩阵求解方法，并结

合了中国移动贵州公司的具体需求，

对中国移动贵州公司的信息系统建设

具有现实意义；为中国移动贵州公司



开展信息资源共享、信息资源配置、

信息资源整合等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27.  

教育部专题数据库验收规范 

《教育部资助人文社会科学专题数据

库实施与管理细则》 

《教育部资助人文社会科学专题数据

库申请书》 

和 

《教育部专题数据库验收标准规范》 

马费成 2007.2 教育部社科司  

针对教育部对高校科研单位建设学科

专题数据库的资助活动，制订了《教

育部资助人文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实

施与管理细则》。同时，为了配套《细

则》的实施，本中心还制订了《教育

部资助人文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申请

书》和《教育部专题数据库验收标准

规范》。本《细则》不仅注重实际指导

意义，同时也兼顾考虑了统筹规划作

用。本《细则》的执行有利于优化专

题数据库的资源配置，规范专题库资

助行为，更好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信

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28.  我国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优化对策 黄如花 2006.9.6 

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管理处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优化研究 

由武汉大学黄如花教授提供的咨询报

告“我国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优化对

策”，提出了在我国优化学科信息门户

和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组织模式的对

策，提出要加强中文数字信息资源建

设与开发利用，从政策、法规、网络

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我国

网络信息组织环境的建议。其提出的

图书情报界要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多



方合作、加强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

利用和服务以及加强特色数字资源库

的建设与利用的对策对我们在开展工

作时具有启发意义。其建议从多种数

字对象的有机集成与充分揭示、分层

建立知识组织体系、建立用户电子知

识空间等方面来明确提高我国数字图

书馆建设项目质量的途径，对提高国

家数字图书馆工程项目质量具有较重

要的实践指导价值。（摘自国家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管理处出具的《采用“我国

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优化对策”的证

明》） 

29.  

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奖推荐、评审 

和监督机制的研究 
邱均平 2008.10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 

办公室 

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奖推荐、评审

和监督机制研究 

 

30.  建设创新型湖北的信息保障系统研究 胡昌平 2008.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用户的

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研究

（79373049） 

 

31.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

建与实证分析 
邱均平 2008.12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

构建与实证分析 

 

32.  

国内外数字信息资源研究热点分析、重

大数字化信息资源工程建设现状报告、

我国信息资源政策与法律的理论、实践

与需求、国家数字信息资源规划与开发

模式研究等 4 份报告 

马费成 2008.3 

教育部社科司、工业与信

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科

技部政策法规司、国家信

息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所等 

数字信息资源的规划、管理与利用

研究 

 



33.  
国家科技奖评审组设置、评审范围及学

科专业代码研究 
邱均平 2008.10.24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 

办公室 

国家科技奖评审组设置、分科分类

与代码系统研究 

 

34.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 

总体技术构想 

编制国办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 

拟订目录系统技术 

实施方案和相关标准 

陈传夫 2008.5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

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有关

省市 

 

为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方案提供咨

询，所提出的元数据方案被采纳应用 

陈传夫教授受聘担任国务院办公厅信

息公开特聘专家，提出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信息公开总体技术构想。提出的

通过元数据实现政府信息描述，利用

分类体系组织信息资源，采用机构代

码对信息编码、主题控制等实现信息

公开的技术方案获得实际应用，并在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有关省市得到

推广应用。国务院办公厅以秘书一局

名义致函武汉大学对陈传夫教授工作

给予了肯定与鼓励（2008年 5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