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代码：1205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具有坚实宽广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基础理论知识，较系统

深入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且能够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

新型、国际化、研究型、应用型高层次信息管理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是：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能立

志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服务。2．掌握系统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术水平；具有使用第一外国语进行国际交

流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全面了解所从事的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能独

立进行科学研究，能胜任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或在大中型文献情报机构的中高层管理工作，也

可在各类企业、政府部门从事信息的组织、分析、评价与管理工作。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较强的

心理素质。 

二、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

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延长学习

年限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 

三、研究方向 

1.信息生态与信息法律 

信息革命促进了信息管理学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形成。本研究方向以信息生态学、信息政策与

信息法律为主要研究内容。在分析信息生态系统及其平衡机制的基础上，探索信息人文管理的方

法，对信息政策、信息公开、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及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

究。 

2.信息组织与数据挖掘 



本研究方向以信息处理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重点研究网络信息的组织与检索、网络数据挖

掘、信息计量及科学评价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各类社会信息进行评价，评价方法的探索和具体领

域的应用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3.信息服务与质量评价 

本研究方向涉及的研究领域有：用户的信息行为及信息需求的服务方式，基于用户感知和评价各

类数字信息服务质量的途径和方法，探索科学可行的服务管理策略的制定方法，以提高各类型图

情档机构的数字信息服务水平为最终目的。 

四、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2、补修课程 

跨专业或同等学历录取的研究生，必须补修 3 门本专业本科主要课程（三门课程为：信息

管理基础，信息分析，信息检索），补修时间一般安排在研究生一年级。具体由相关本科任课教师

负责安排并评定成绩，但不计算学分。 

五、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在 3-4 学期内组织研究生为本科生讲授或辅导相关课程的部分章节，或辅导本科生的实习、

毕业论文写作等，或参与导师主持的纵横向科研课题，总时数不得少于 20 学时。研究生的专业实

践活动采取统一安排、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在研究室的统筹协调和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要求硕

士研究生在三年学习期间，至少发表 CSSCI 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范围内的学术论文 1 篇（学

生第一作者或者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 

学生应该参加指导教师至少 1 项相关科研项目的具体工作，在导师的安排指导下，从最基本

的资料收集、信息检索、课题跟踪等方面做起，在学术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

力与科研水平；参加教学实践活动，锻炼与提高演讲口才，培养口头表达能力。积极参加学术会

议，把握学科前沿理论问题，提升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开题 



应于第二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时间与论文通讯评阅的时间间隔不应少于 8 个月。 

开题报告的审查应重点考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硕士生在撰写

论文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作进展报告，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进展报告最少 2 次，

附论文指导记录单，论文需打印，保留初稿、修改稿，要有修改痕迹。 

（二）预答辩 

在正式答辩前 1 个月左右，组织学生参加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专家由 3 名左右校内外高

级职称专家组成。预答辩通过者方可参加论文评阅。 

（三）论文评阅 

全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需要查重检测，检测不符合学校标准者，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在

查重检测基础上，全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需要盲审，盲审专家须为校外具有高级职称的相关领

域专家，专家数量为 2-3 人。只有盲审专家都同意参加答辩时方可最终进入答辩环节。 

（四）论文答辩 

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并修够 40 个学分后，撰写好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等后，方可

申请论文答辩。答辩一般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均为高级职称，由导

师主持。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应修改论文，并再次申请答辩，两次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半年。

其他要求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七、必读书目和主要学术期刊 

（一）主要经典学术著作目录 

序号 作者 著作名称 出版机构 

1 
（美）斯蒂芬·P·罗宾

斯等著，孙健敏等译 
管理学（第 7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赵文明等 百年管理思想精要 北京联合工商出版社，2002

3 Robert K.yin，周海涛译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 3

版）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4 
Floyd J.Fowler,Jr.孙振

东译 
调查研究方法（第 3 版）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5 王崇德 社会研究方法要论 学林出版社，1990 

6 严辰松 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7 
（美）萨缪尔森著，萧琛

等译 
经济学（第 17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8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 经济学原理（第 3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9 
（美）迈克尔•波特，李

明轩，邱如美译 
国家竞争优势 华夏出版社，2002 

10 
（美）迈克尔•波特，陈

小悦译 

竞争战略：分析产业和竞争者的

技巧 
华夏出版社，1997 

11 吴慰慈 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2 王子舟 图书馆学是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 李冠强 数字图书馆管理论纲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14 吴慰慈 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教育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5 吴志荣 数字图书馆：从理论走向现实 学林出版社，2000 

16 初景利 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17 詹德优 信息咨询理论与方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8 李昭醇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初探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9 徐引篪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20 
（美）麦迪.克斯罗蓬主

编；沙勇忠等译 
信息资源管理的前沿领域 科学出版社，2005 

2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著；梅盛普等译 
21 世纪的信息革命 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 

22 高复先 
信息资源规划：信息化建设基础

工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3 杜佳 

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研究:基

于"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据库"

的实证分析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24 郑海燕 欧洲联盟信息政策研究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25 

因内思·马可-斯达德勒, 

J.大卫·佩雷斯-卡斯特

里罗著，管毅平译 

信息经济学引论：激励与合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6 沈丽容 
竞争情报：中国企业生存的第四

要素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27 缪其浩 市场竞争和竞争情报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1996

28 胡昌平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9 陶翔 国家竞争情报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0 罗志勇 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1 沈固朝 
网络信息检索：工具、方法与实

践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2 黄如花 网络信息组织：模式与评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3 沙勇忠 信息伦理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4 包昌火 情报研究方法论 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

35 黄如花 网络信息的检索与利用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6 马海群等 信息法学 科学出版社，2003 

37 刘永等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科学出版社，2003 

38 查先进 信息分析与预测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9 程爱学等 麦肯锡咨询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0 史璞 管理咨询理论、方法与实务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41 
（美）杰拉尔德·温伯格

著，李彤等译 
咨询的奥秘（上、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2 乔迪 兰德决策 天地出版社，1998 

43 陈禹、谢康 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4 包昌火 竞争对手分析 华夏出版社，2003 

45 陈启能 美国的思想库和美国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46 吴宝康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四川科技出版社，1986 

47 冯惠玲，张辑哲 档案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8 冯惠玲 电子文件管理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9 胡鸿杰 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0 张辑哲 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51 陈永生 档案学论衡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52 傅荣校 
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管理

中技术革命进程的动态审视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53 赵屹 档案信息网络化建设 北京图书馆，2003 

54 宫晓东 
“维系之道”的道之维系——档

案法治论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55 刘国能 
档案观——档案人生·档案业

务·世界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 

56 刘国能 体系论——中国档案事业体系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57 刘国能 
悟与路——实践档案工作之感

悟与途程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58 潘连根 数字档案馆研究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59 黄子林 档案史料编纂学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60 余紫冈 档案保护技术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61 黄子林等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 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 

62 杨利华 档案法学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63 肖文建、杨利华、何振等 现代档案学理论与应用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64 仇壮丽 中国档案保护史论 湘潭大学出版社，2007 

65 邱均平，文庭孝等 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 科学出版社，2009 

66 邱均平，文庭孝等 知识管理学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67 邱均平 网络计量学 科学出版社，2010 

68 邱均平 信息计量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9 刘昆雄 国家信息实力论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 

70 周淑云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71 肖冬梅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研究 海洋出版社，2009 

（二）主要学术期刊 

序号 报刊名录 主办单位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国家图书馆 

2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3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4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5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6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7 情报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8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9 档案学通讯 中国人民大学 

10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11 中国管理科学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

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12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13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4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15 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版） 光明日报社 

16 人民日报（理论版） 人民日报社 

17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18 图书情报知识 武汉大学 

19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20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中国兵器工业第 210 研究所 

21 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学会  

22 图书馆杂志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图书馆 

23 图书馆论坛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24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25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吉林大学 

26 情报杂志 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7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 

28 图书与情报 甘肃省图书馆 

29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30 管理现代化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31 管理工程学报 浙江大学 

32 科研管理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学与科

技政策研究会、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33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34 科技管理研究 广东省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 

35 科技进步与对策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36 管理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37 软科学 四川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38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天

津市科学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