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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被聘为伯克利大学高新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2005 年度成果一览 

 

※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被聘为伯克利大学高新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 

      马费成教授被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高新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中心聘为高级研究员。该中

心是依托伯克利大学商学院、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院的跨学科跨专业新型研究

机构。该中心除了承接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项目、培训计划外，还培养高新技术创新管理领

域的硕士和博士，学生主要来源于前述三个学院，同时也欢迎其他学院的学生选修该中心的

课程。这些学院的著名学者大多是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乔治•阿克勒夫教授。 

※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2005 年度成果一览 

2005年新增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基地重大项目 数字图书馆网格应用模型研究 董慧 

2 基地重大项目 基于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文化产业链研究 方卿 

3 教育部重大攻

关项目 

数字信息资源的规划、管理与利用研究 马费成 

4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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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面向政府电子采购的推荐系统研究与实现 张李义 

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我国数字化信息资源管理的可视化模型研究 周  宁 

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研究 方  卿    

8 国家科技部 国家科技奖评审组设置、分科分类与代码系统 邱均平 



研究 

9 国家科技部 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奖推荐、评审和监督机制

研究   

邱均平 

10 教育部博士点

专项 

面向数字科研的学术成果资源开放 陈传夫 

11 教育部优秀青

年教师支助计

划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问题 陈传夫 

12 湖北省科技公

关项目 

竞争情报智能采集系统模型与实现 陆  伟 

13 国家档案局 电子政务中的电子档案馆模型研究

（2004-X-09） 

董  慧 

14 国家档案局 电子政务中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总体方案研究

（2005-X-08） 

董  慧 

15 武汉大学海外

人文社科研究

前沿追踪计划 

信息管理学科动态及核心领域研究进展 李  纲 

16 武汉大学海外

人文社科研究

前沿追踪计划 

国际知识产权：主题、进展与研究方法 陈传夫 

2005年科研成果（以基地名义发表） 

论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期刊/论文集 发表期数 

/出版时间 

1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协同模

型---论图书情报事业发展 

胡昌平  

罗贤春    

图书馆杂志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7期 

2005年第 10期 

2 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国民经济

协同的战略思考 

胡昌平  

罗贤春    

图书馆建设 2005年第 5期 

3 信息集成服务回顾与展望 胡昌平  

周永红 

图书馆论坛 2005年第 4期 

4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情报组织

变革 

胡昌平 图书馆论坛 2005年第 6期 

5 图书情报事业的社会化发展

战略---国家可持续发展中

的图书情报战略分析（1） 

胡昌平 中国图书馆学报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1期 

2005年第 3期 

6 面向用户的资源整合与服务

平台建设战略---国家可持

续发展中的图书情报战略分

析（2） 

胡昌平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年第 2期 

7 基于知识信息组织与服务的

信息管理技术推进战略---

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图书情

报战略分析（3） 

胡昌平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年第 4期 



8 数字图书馆建设及其业务拓

展战略---国家可持续发展

中的图书情报战略分析（4） 

胡昌平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年第 5期 

9 图书情报组织创新战略---

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图书情

报战略分析（5） 

胡昌平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年第 6期 

10 论面向流程的企业信息资源

集成 

胡昌平

向菲 

情报科学 2005年第 2期 

11 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信息需

求显化与互动式信息服务的

推进 

胡昌平

王宁 

图书情报工作 2005年第 12期 

12 面向用户的学科信息门户构

建模式分析 

向菲 情报科学 2005年第 10期 

13 论知识创新中的图书情报平

台建设 

周永红 情报资料工作 2005年第 5期 

14 内容分析与知识获取的比较

研究 

邱均平 

余以胜 

图书情报工作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6期 

2005年第 9期 

15 基于 CSSCI 的论文同被引实

证计量研究 

马瑞敏

邱均平 

图书情报知识 2005年第 5期 

16 《“公共知识管理学”解

构》何解之有?——释疑张践

明同志之商榷 

龚蛟腾 

侯经川 

文庭孝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5 年 03 期 

17 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

——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

的探讨 

龚蛟腾 

侯经川 

图书情报工作 2005年第 5期 

18 我国信息资源共享实践及理

论研究进展 

马费成 

裴雷 

情报学报 2005年第 3期 

19 对应分析法对差异性网站评

价的比较研究 

马费成

李东旻 

情报科学 2005年第 3期 

20 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Ⅰ） 

马费成

宋恩梅 

情报学报 2005年第 4期 

21 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Ⅱ） 

马费成

宋恩梅 

情报学报 2005年第 5期 

22 在数字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

织和提供 

马费成 郑州大学学报（哲

社版） 

2005年第 4期 

23 大学网站信息构建评价 马费成 图书馆论坛 2005年第 6期 

24 信息链与我国情报学研究路

径探析 

张勤 图书情报知识 2005年第 4期 

25 试析电子书的定价策略 李勇 图书情报知识 2005年第 2期 

26 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的实然

与应然 

陈传夫 

肖冬梅

冉从敬 

图书馆建设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3期 

2005年第 8期 

27 Externalities of IRS on 查先进 Proceedings of Orient 

http://dxts.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DXTS&year=2005&num=03


Internet and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20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Academic 

Forum,Austral

ia,2004.9 

28 Study on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Sharing---Analysis Based 

on Inventory Control 

查先进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lfred 

University,US

A),2005.6 

29 Study on the Mode of 

Consultative Service of 

Government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Oriented to 

Crisis Management 

查先进 Proceedings of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engdu,2005.

10 

30 Study on Information 

Sharing in Supply Chain 

查先进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USA

,2005.8(美国

计算机协会

ACM) 

31 突发事件与企业竞争情报咨

询服务快速响应 

查先进 

胡柳 

图书情报工作 2005年第 5期 

32 定标比超在汽车行业竞争力

研究中的应用 

查先进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10期 

33 Web网页并行爬行研究 查先进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05年第 4期 

34 走向多学科融合的情报学 查先进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5年第 6期 

35 多学科融合对我国情报学教

育的影响 

查先进

严密 

图书情报知识 2005年第 6期 

36 基于信息可视化技术的文本

聚类方法研究 

周宁 情报学报 2005年第 6期 

37 图像索引与检索的数据库方

法 

吴佳鑫 

周宁 

张少龙 

现代图书情报技

术 

2005年 第 7期 

38 图像信息资源管理的可视化

模型方法研究 

周宁 

陈立孚 

黄知义 

现代图书情报技

术 

2005年 第 8期 

39 图像索引与检索的 XML 方法 周宁 现代图书情报技

术 

2005年 第 9期 

40 信息可视化系统的 RDV 模型

研究 

周宁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1期 

41 Commodity interesting 周宁 The Fouth Wuhan 4
th
 Wuha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XDTQ&year=2005&num=07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XDTQ&year=2005&num=07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XDTQ&year=2005&num=07


visual tree:A 

visualized model of 

customer interests 

based on commodit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E-commerce sit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Global 

Business 

Interf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Gl

obal Business 

Interface,Jun

e 

04-05,2005,Wu

han,China 

42 Research Methods for Image 

Indexing and Retrieval 

周宁  天津教育出版

社 2005 

43 The Research of Visual 

Model for Digital 

Resources Univers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周宁 

张芳芳

等 

The 1
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iversal 

Digital Library 

ICUDL2005,han

gzhou,China,O

ctober 2005浙

江大学出版社 

44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methods for image 

indexing and retrieval  

周宁 

 

The 1
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iversal 

Digital Library 

ICUDL2005,han

gzhou,China,O

ctober 2005 

浙江大学出版

社 

45 可视化信息系统组织方法研

究 

周宁 

杨峰等 

中国信息系统研

究与应用前沿 

信息系统协会中

国分会第一届学

术年会 

清华大学出版

社 

46 信息可视化与知识检索原型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周宁 中国信息系统研

究与应用前沿 

信息系统协会中

国分会第一届学

术年会 

清华大学出版

社 

47 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集体管

理制度研究 

黄先蓉 图书情报知识 2005年第 1期 

48 WTO 规划框架下我国信息政

策的发展策略 

黄先蓉 中国信息导报 2005年第 1期 

49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著作权

管理方案 

黄先蓉 图书情报工作 2005年第 4期 

50 本体建设工具比较研究 杜文华

董慧 

情报杂志 2005年第 2期 

51 UML 在图书馆系统设计与开

发中的应用 

叶小阳

董慧 

情报杂志 2005年第 4期 

52 中文本体的自动获取与评估

算法分析 

董慧 

余传明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5年第 4期 

53 基于开放标准的数字图书馆

检索接口 

袁亮 

董慧 

情报科学 2005年第 8期 



54 国内外网格应用比较研究 董慧 

张继东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55 语义网格环境下的数字图书

馆知识组织体系研究 

张自然

董慧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56 基于 OAI 的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系统框架体系研究 

董慧 

王育国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57 数字图书馆网格检索模型研

究 

董慧 

姜赢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58 Web服务组合机制研究 彭翠萍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59 从 数 字 图 书 馆 到

Cyberinfrastructure---10

多年来数字图书馆的变迁 

杨宁 

董慧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60 基于语义的数字图书馆推理

检索研究 

董慧 

徐国虎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61 数字图书馆本体库构建系统

研究 

夏杨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62 数字图书馆历史领域资源本

体构建 

董慧 

陈亮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术研讨会论文集 

63 基于ontology的数字图书馆

互操作问题研究 

董慧 

孙雨生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64 数字图书馆中的可视化应用

研究 

张华 

董慧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65 数字图书馆的可伸缩性研究 敖青 数字图书馆网格

应用模型研究

---2005 信息化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11 月 

 

66 知识检索与信息检索的检索

效率比较 

张自然 

金燕 

情报科学 2005年 04期 

67 Recommendation 

Application for 

Government E-procurement 

in China 

陈好 

张李义 

The Fou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Global 

Business 

Interface  

4
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Gl

obal Business 

Interface,Jun

e 

04-05,2005,Wu

han,China 

68 基于 Blog的网络信息组织 陆伟等 情报科学 2005年第 2期 

69 Web环境下的内容抽取及RSS

发布 

陆伟等 情报杂志 2005年第 9期 

70 基于认知观点的信息检索交

互模型 

陆伟 

万维雅 

《图书馆学报》 05年第 2期 

71 电子商务信用评级指标体系

初探 

陆伟 

徐蕾 

大学评价与科研

评价 

华夏出版社 

2005年 10月 

72 内容分析法学科基本理论问

题探讨 

赵蓉英

邹菲 

图书情报工作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6期 

2005年第 10期 

73 分布式协作参考咨询服务共

享平台的构建 

陈远 

成全 

情报学报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1期 

2005年第 4期 

74 基于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广告

及策略 

陈远 

成全 

钟晓星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5年第 2期 

75 论知识管理与人工智取能技 陈远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5年第 6期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QBKX&year=2005&num=04


术的“近亲”关系 彭哲 

76 网络信息分类系统的词汇控

制 

黄晓梅 情报科学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G9） 

2005年第 8期 

2005年第 10期 

77 基于“数字流域”的水利信

息服务研究 

代君 

纪昌明 

中国农村水利水

电 

2005年第 8期 

学术著作\论文集（以基地名义）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信息可视化与知识检索 周宁 科学出版社 2005.10 

 

2 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胡昌平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9 

3 物流信息系统 查先进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4 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

---2004 信息化与信息资源

管理研讨会论文选集 

邱均平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05年 5月 

5 数字图书馆网格应用模型

研究---2005 信息化与信息

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董慧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 

6 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建设 黄如花

主编

(排名

第三) 

武汉出版社 2005年 9月 

 

7 信息资源获取与知识产权   陈传夫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 

8 Interne 信息检索与应用系

列  Internet 免费资源检索

与利用指南 

何绍华

等译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05年 6月 

 

 

获奖及其他 

1、陈传夫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及其在国家数字图书馆系列工程中的应用》获

2004 年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马费成、程虹、查先进、董慧、何绍华等   《潜江市区域信息化发展研究》获 2005 年

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3、陈传夫、黄先蓉、李纲、方卿、黄如花等   《信息化基础结构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及其在

数字图书馆工程中的应用》获 2005 年度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 

4、马费成教授被聘为伯克利大学高新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5、马费成教授被聘为国际权威杂志《信息科学学报》编委 

6、黄如花被聘为国际杂志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Review 的同行评审专家 

7、陈传夫被聘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评审专家 

8、陈传夫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会长 

9、陈传夫入选教育部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其他单位采纳的咨询报告 

1、刘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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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地名义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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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单位采纳 

2、马费成  《超大型出版物市场信息系统建设咨询报告》（以基地名义报送） 

3、马费成   为 2005 湖北省科技论坛起草《信息化与和谐湖北构建》专题研究报告，被省

政府采用，《江汉论坛》、《科技进步事业与对策》已登 

 

学术交流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第三届中美图书馆员高级研究班暨“数字时代图书馆合作与服务创新”国际研讨会 

 

举办国内学术会议 

第一届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研讨会 

第四届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 

 

在学术期刊/重要报纸开辟专栏 

《图书情报工作》2005 年第 6 期专题：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综合研究   邱均平等 

 

常设专题论坛/品牌论坛 

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论坛 

 

演讲会/讨论会 

姓 名 专家简介/出席会议 专  题  报  告 

马费成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发展与学科动态 

马费成 
首届信息管理论坛高峰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信息化测评的启示 

马费成 赴澳报告会 区域信息化及测评的启示 

马费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

术报告 

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 

胡昌平 
浙江省文化厅全省公共图书

馆馆长会议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图书情报战略 

胡昌平 
全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高峰

峰会议（国家档案局） 

基于网络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优

化 

胡昌平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主

持学术报告 

基于信息管理的管理科学发展 

陈传夫 
首届信息管理论坛高峰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信息管理 

陈传夫 
海峡两岸图书馆高层论坛 

（中国科学院）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教育变革的力量与趋势 

陈传夫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研讨会 

（北京大学） 

主持韩国专家学术报告 

孙 卫 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管理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总体设计 



处总工程师，北京市软件促进

中心 Linux 专家组专家 

苏新宁 

南京大学信息技术开发研究

所所长，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评价中心副主任，南京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用引文索引来指导和评价科学研究 

毕强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情报

科学》杂志副主编，中国情报

学会理事 

面向 21 世纪情报学的历史回眸与前瞻 

 

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 

马费成   在第三届中美图书馆协会合作会议（上海）上主持一个单元大会   宣读论文《信

息链与信息资源管理》 

 

海外合作伙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匹兹堡大学 

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 

 

新增图书资料及期刊数量 

中文图书  2005 年  1342 种     3183 册 

外文图书  2005 年   108 种      113 册 

中文期刊  （2003 年订 2004 年到）218 种   316 册 

          （2004 年订 2005 年到）204 种   353 册 

          （2005 年订 2006 年到）220 种   354 册 

外文期刊  （2003 年订 2004 年到） 43 种    43 册 

          （2004 年订 2005 年到） 42 种    42 册 

          （2005 年订 2006 年到） 40 种    40 册 

注：期刊有的停刊或换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