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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马费成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被鉴定为“优秀”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07 年 9 月结项名单及成果

鉴定等级公告，我院马费成教授主持的“IRM及 KM 范式下的情报学发展模式研究（03BTQ012）”

项目顺利结项，其研究成果“IRM及 KM 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被鉴定为“优秀”。 

以马费成教授为首的课题组成员从多个角度对课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专业权威和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20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 3 篇，被 CSSCI 引

用 6 次，相关专著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知识爆炸和知识有效利用

的问题。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情报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甚至是冲击，包括技术

的进步、应用的要求、新问题的出现、学科的交叉，等等。其中，信息资源管理（IRM,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和知识管理（KM, Knowledge Management）的提出，使得情报学面临着

一个重新审视学科发展的选择。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IRM 和 KM 与情报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程

度上的关联性。本课题一改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研究 IRM 和 KM 的固有模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来考察 IRM、KM 与情报学之间的关系，并在 IRM 共同体框架和 KM 范式下对情报学的发展模

式进行探讨。 

 课题组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 IRM 共同体和 KM 范式构成，为学术界展示了一

幅有关 IRM和KM的研究热点、内容结构、学术流派的完整图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 IRM、

KM 与情报学之间的联系、交叉及相互影响，在理论上可以明确情报学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的

目标、任务和定位，进一步探讨适应数字化信息环境的情报学发展路径和新模式，使情报学走

向成熟，成为科学而严谨的学科。使情报学对知识信息的组织和计量从文献单元深入到内容单

元，从宏观层次进入微观层次，对知识信息的管理和利用从显性的编码化的知识逐步发展到隐

性知识和非编码化的知识，这不仅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同时能极大地提高知识信息组织、

管理、利用的效率。 

 网络环境给情报学提出了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对于一些新问题，传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本项目的研究，可以提高和增强情报学在当代信息

环境下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我国数字图书馆的规划和建设，我国信息

资源的管理与共享问题，基于 Internet 的信息系统设计问题，信息的构建问题，以及企业客户知

识管理问题等等。 

 

【科学研究】我中心研究员获批 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各 2 项 

经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评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我中心研究员陈

传夫、焦玉英教授申报的图书馆知识产权方案实证研究（07BTQ001）、基于 WIKI 的信息管理

领域专家知识共享与创新服务及系统实现研究（07BTQ012）获得 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一般项目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下达 200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名单，我中心

研究员马费成、董慧教授申报的基于 Web2.0 的信息自组织与有序化研究（70773086）、基于数

字图书馆的本体演化与知识管理研究（70773087）获得 200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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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教育部组织招标评审，日前揭晓。

我中心张李义教授、黄如花教授投标的《电子商务中的商务信息跨平台检索与重组研究》及《数

字信息环境下的图书馆管理研究》获得立项。 

 

【科学研究】我中心 2 项研究成果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

秀成果奖 

教育部组织的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日前揭晓。我中心有 2 项

研究成果荣获优秀成果奖，分别是马费成、杜佳的系列论文《中国信息政策与法规建设的现状

评价及对策研究》（《情报学报》2004 年，23 卷：第 1 期、第 2 期、第 3 期）和陈传夫的研究报

告《NSTL 知识产权对策》（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2002 年 11 月版）。 

《中国信息政策与法规建设的现状评价及对策研究》系列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信息政策与法规体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成果从年代、类型、领

域关键词等多个角度对“国家信息法规数据库”中收录的中国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据进行了实证

分析，构建了中国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框架。论文的方法和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该领域的

研究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对于促进我国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以及在制定信息政策和法

规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系列论文于 2004 年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情报

学报》上。据 CSSCI 检索统计，已被引证多次。同时，其相关内容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当年即被 SCI 和 SSCI 两大检索刊物索引。该项成果还被国家信

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政策法规组等相关部委采用，也被南京大学、南开大

学等多所高校信息管理系指定为研究生的重要阅读文献。 

 《NSTL 知识产权对策》研究报告是在“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和 “我国网上信息资源

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基础上，经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进一

步资助取得的成果。报告提出了解决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知识产权问题应坚持的原

则，归纳了我国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管理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信息权利保护与公共获取统一

的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协调管理理论。NSTL 是科技部联合农业部、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有关

部委，于 2000 年 6 月组建的，每年订购外文期刊占全国采购品种数的 60%以上。覆盖数学、地

球科学、生命科学、工程技术各学科、林学、农学、医学等国家科技创新急需的主要领域。报

告从国家利益高度研究了 NSTL 知识产权问题，为国家制定有关信息政策、修改《知识产权法》

提供了建议。该项研究成果被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采纳应用，帮助 NSTL 避免侵权风险，保

障了 NSTL 发挥其社会效益。该项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为全国同类信息系统树立了典范，具有

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科学研究】胡昌平教授主讲的“信息服务与用户”课程入选国家精品课程 

2007 年国家精品课程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我校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昌平教授的“信

息服务与用户”课程入选 2007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信息服务与用户”课程经过多年的建设，已

经发展成为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的课程。 

课程建设与历史沿革 

“信息服务与用户”系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必修课和核心课程。武汉大

学自 1982 年开始在图书馆学专业开设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课程，在科技情报专业开设情报用户

研究课程，在自编教材的基础上于 1987 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该课程的教材——《情报用户研

究》，是国内首部关于“用户研究”的著作，当时即被国内近 10 所院校选作专业教材并获奖。于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4 

1993 年根据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需要更名为《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出版了相应的修订教材；

2001 年在信息管理类专业调整的前提下，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由胡昌平教授编著的面向 21

世纪教材《信息服务与用户》正式出版，在按大学科培养人才的背景下，根据一级学科“图书馆、

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宽口径人才培养要求，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统一开设的

“信息服务与用户”必修课，形成了目前的教学结构。《信息服务与用户》教材自 2001 年出版后，

已重印 6 次，被兄弟院校广泛采用，2006 年，该教材被选为教育部图书馆学专业本课程的 “十

一·五”规划教材，将于 2008 年出新的版本。武汉大学在本课程教学和教材建设中的工作，受到

了兄弟院校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好评。 

从 1987 年开始，胡昌平教授将研究从“用户”扩展到“社会信息现象与信息服务理论”，从而构造

了“信息服务与用户”的新体系，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使之成为“情报用户研究领域国内工作最多

和影响最大的学者”（见《情报学报》1994 年第 3 期书评）。1993 年胡昌平教授编著的《信息服

务与用户研究》出版，于 1994 年获得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 年获得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卢泰宏教授、华中师

范大学的娄策群教授、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中心主任蒋永福教授，中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罗

德运研究馆员等专家学者分别为本书写了书评。从外界的评价、反应及研究成果的应用上看，

其意义为：从新的角度构建了信息服务业管理框架，归纳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服务业务

组织方法，适应了高等学校专业教学的需要。 

实践教学成果显著 

课程的实践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长期以来教学团队坚持实践教学，取得了好的效

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带领学生走出课堂，结合现实问题，组织学生进行信息服

务的业务实践，在实习单位或社会其他单位完成调研、实践任务，形成课外成果。实践表明，

综合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近五年来，胡昌平教授等指导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弘毅”革命

老区农业信息服务小分队等所取得的实践成果获得省级、校级奖励多项。同时，胡昌平、李枫

林、袁琳、陆泉等还指导了武汉大学大学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15 项。2005 年，教学团队指导

的 4 篇调查报告和 10 余篇论文得以正式发表。上述实践教学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

于一体，从而深化了课堂学习内容，激发了学生创造力，受到学生欢迎。近三年的学生实践成

果获奖包括： 

①徐丽慧等同学组成的“弘毅”革命老区农业信息服务小分队，被评为 2005 年湖北省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②杜晓敏等同学的《东西湖农业信息网建设与推广实践报告》获得武汉大学 2006 年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一等奖； 

    ③艾世浩等同学的《面向农户的集成信息服务调研报告》获得武汉大学 2006 年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成果二等奖；  

    ④徐丽慧、卢俊杰、张本上、叶燕、沈子龙等同学的《 湖北省面向老区的农业信息服务调

研》获武汉大学 2005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二等奖； 

    ⑤胡吉明同学的课程论文《个性化搜索引擎中的用户提取技术》，获 2006 年湖北省大学生

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⑥刘滔、徐静同学的课程论文《信息商品的拉姆齐定价机制》，获 2006 年湖北省大学生优

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同行评价良好 

“信息服务与用户”课程教学团队多年来坚持教学改革，形成了教学、研究、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课程在国内同类课程建设中处于领先水平，得到业内同行和同学们的一致赞同。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彭斐章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信息服务与用户”课程的建设，他认为：“该

课程在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学体系的构建上，成效显著。其教材和教学成果在兄弟院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71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71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10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80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1


 5 

校已得到广泛应用。该课程建设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近 5 年来胡昌平教授等承担了包括国家社

会科学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在内的项目 10 余项。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确立了其在

信息服务与用户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促进了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沈固朝教授对课程的评价：“胡昌平教授主讲的“信

息服务与用户”课程在图书档案与信息管理专业教学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课程规划

合理、具有前瞻性，学生学习有利于其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发展。”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柯平教授对“信息服务与用户”课程的评价：“胡昌平教授是国内最早系

统开拓情报用户研究这一研究方向的专家，由其所著的《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作为教材在国

内高校普遍采用，其教材及课程建设，在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是教育部为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部分。“信息服务与用户”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是对

教学团队多年教学的肯定。 

 

【科学研究】简讯 

★周宁、娄策群教授主持完成的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信息可视化与知识检索》、《我国企

业信息竞争能力的研究与评估》顺利结题。 
★胡昌平教授的论文《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图书情报事业战略分析》获得武汉市第十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董慧教授主持的《电子政务中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总体方案研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

局颁布的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咨询服务】周宁教授主持完成的横向课题“贵州移动信息资源管理体

系项目”圆满完成 

日前，由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周宁教授主持的横向课题“贵州移动信息资源管理

体系项目”圆满完成，项目研究成果得到委托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移动”）及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肯定和评价，项目成果是贵州移动成功实施信息资源

整合的基石，并将指导贵州移动信息系统建设的顺利开展。 

贵州移动从 2001 年开始企业信息化建设，现已建成以 OA 办公系统、MIS 财务物流人事管

理系统、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系统、合同审批管理系统、经营分析系统等为代表的诸多信息系统。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控制和整体规划，这些系统分散在不同的业务部门，系统之间不能共享信

息资源，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导致管理人员无法从公司的每个层面识别信息资源和获利

机会，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低已经成为贵州移动进一步发展壮大、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的制约因素

之一。 

针对这一背景，以周宁教授为首的项目团队认为造成贵州移动信息资源共享困难的根本原

因在于缺乏科学、规范、高效的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为了实现贵州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真正

做到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顺利完成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项目团队制定了科学、合理、可行

的项目实施方案，分为信息资源调查阶段，总结与规范过程模型、构建数据模型阶段以及研究

信息资源管理相关标准阶段等三个阶段完成，逐步建立了贵州移动信息资源管理体系。 

第一阶段信息资源调查从业务角度出发、立足管理层面，全面梳理了贵州移动跨部门的业

务流程，并深挖了各个流程中所涉及的各种信息资源以及相关信息系统的利用现状。第二阶段

遵照“职能域—业务过程—业务活动”的层次构建了贵州移动过程模型，建立了基于主题数据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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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数据模型，并利用 U/C 矩阵进行了求解验证。第三阶段遵照数据库设计理论、信息组织相

关方法，编制了数据元素标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用户视图标准、概念数据库标准及逻辑数

据库标准五项基础标准。 

项目研究成果包括贵州移动业务流程图汇编，贵州移动信息资源调查报告，贵州移动过程

模型分析报告，贵州移动数据模型分析报告，贵州移动 U/C 矩阵求解报告，贵州移动信息资源

管理基础标准及编制说明，以及贵州移动信息资源管理体系项目总结报告。这些成果理清并规

范表达了贵州移动的真实需求，描绘了贵州移动的业务蓝图及信息资源的需求利用框架；是贵

州移动进行信息资源整合及信息系统建设的前期成果和标准规范；是实现贵州移动信息资源共

享、冲破“信息孤岛”的关键性成果。 

在项目验收会上，来自中国移动集团总公司、贵州公司以及武汉大学的专家普遍认为由周

宁教授为首的项目团队完成的“贵州移动信息资源管理体系项目”完全达到了合同预期目标。

项目成果采用了先进的 IRP 理念，科学的 U/C 矩阵求解方法，结合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

限公司的具体需求，对业务流程进行了全面梳理，编制了 5 项信息资源管理的标准，为开展信

息资源共享、信息资源配置、信息资源整合及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才培养】马费成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荣膺 2007 年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称号；两篇博士论文获湖北省 2006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 

9 月 28 日，2007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公示期结束，评选结果正式确认。入选

的 98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已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

报》和《中国研究生》等媒体上予以公布，马费成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杜佳的学位论文荣膺此列。 

杜佳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构成研究——基于“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

据库”的实证分析》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重大

项目“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研究”的成果之一，以中外信息政策法规领域和内容关键词为切入

点，建立“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据库”。该文创新性地应用数据库整合及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

美国和欧盟信息政策法规发展历程、建设进展以及中国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框架的建立进行

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框架。该数据库的建立填补了国内信

息政策法规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为我国信息政策法规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的辅助决策工具和

理论参考依据。 

论文作者杜佳，女，1998 年 9 月起，师从马费成教授，先后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于

2004 年 6 月获得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我中心博士生入选“全国百篇优

秀博士论文”是我中心创新型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是对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建设的极大褒奖。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是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并组织进行的，旨在

逐步建立有效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推动研究生教育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提高培养质量上来，

培养和激励在学博士生的创新精神，促进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

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入选论文选题必须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

义或现实意义，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

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 

我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研究员邱均平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中国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

构成研究》（杜佳）、《网络链接分析与网站评价研究》（段宇锋）分别获得湖北省 2006 年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评选程序，经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8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8
http://www.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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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位授予单位初选推荐，省级同行专家网上评审并公示，省政府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批准

产生。 

 

【人才培养】王新才、查先进、黄如花教授分别入选教育部 2006 年度、

2007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我中心王新才、查先进教授入选 2006 年度、黄如花教授入选 2007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成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第三、四批入选者。 

该计划的资助期限为三年（2007-2009 年）、（2008-2010 年）。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入选者

的支持经费从“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资助，分年度拨付。教育部同时要求，高校要加强对获

得资助者的跟踪管理，严格考核，大力支持教学和科研工作，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青年学术带

头人队伍建设。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是教育部设立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支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

带头人开展教学改革，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和国际科学与技术前

沿进行创新研究。该计划于 2004 年开始实施，每年评审一次。 

迄今为止，我中心共有 6 位研究员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序号 年 度 期 次 学 校 姓 名 学 科 

1 2004 年 1 武汉大学 陈传夫 图书馆学 

2 2005 年 2 武汉大学 方  卿 图书馆学 

3 2005 年 2 武汉大学 李  纲 情 报 学 

4 2006 年 3 武汉大学 王新才 图书馆学 

5 2006 年 3 武汉大学 查先进 情 报 学 

6 2007 年 4 武汉大学 黄如花 图书馆学 

 

【人才培养】我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荣膺全国教学名师 

8 月 27 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名单，我

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和我校哲学学院赵林教授榜上有名。 

评选教学名师，旨在表彰长期从事本科基础课教学工作，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注重教学改

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等学校教授，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中坚持教育教学改革，

在工学结合、产学合作方面发挥重要带头作用的高素质“双师型”专业教师，影响和带动广大教

师切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高素质人才上，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本届名师奖从原来

每三年评选一次改为每年评选一次，并加大了对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的表彰力度。 

马费成教授教授荣膺全国教学名师，是对其 30 多年教师生涯的最大肯定，也是我中心的光

荣和骄傲。 

据悉，本次全国教学名师评选活动，全国共有 100 名教师入选，湖北省 5 名教师入选，其

中武汉大学 2 名，华中科技大学 1 名，武汉理工大学 1 名，华中师范大学 1 名。 

 

【学科建设】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获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教育部近日下发《教育部关于公布国家重点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07】4 号），

公布了自 2006 年 12 月以来进行的国家重点学科考核评估、增补和一级学科认定等三个阶段

http://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13
http://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8
http://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8
http://sim.whu.edu.cn/teacher/tea_detail.php?tc_i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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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结果。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获得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继续巩固了国内的优势

地位。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将覆盖本一级学科内已有和新增的二级学科国

家重点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覆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3 个二级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