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投稿指南 

核心期刊名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 年版 

1、中国图书馆学报（双月刊）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 刊 号： 

ISSN 1001-8867 CN 11-2746/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88545141，88545234 E-mail： jlis.cn@nlc.gov.cn 

网址：http://www.ztxb.net.cn/ch/index.aspx 

2、图书情报工作（半月刊）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刊 号：ISSN 0252- 

3116 CN 11-1541/G2 编辑部地址：北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 33 号 邮编：100080 电

话 ： 010-82623933  82626611-6614 传 真 ： (010)82621460 E-mail ： 

journal@mail.las.ac.cn 

网址：http://www.lis.ac.cn/ (在线投稿) 

3、情报学报（双月刊）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  刊 号：ISSN 1000-0135  CN 11-2257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15 号  邮

编：100038 电话：010-68598273；68598285 E-mail：qbxb@istic.ac.cn 

网址：http://www.cssti.org.cn/ 

4、大学图书馆学报（双月刊）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

导委员会 刊 号：ISSN 1002-1027 CN11-2952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大学图书馆 302 室邮

编：100871 电话：010-62759056 E-mail：JAL@lib.pku.edu.cn (不用于投稿) 

网址： 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gqml 

5、图书馆杂志（月刊） 主办单位：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上海图书馆 刊 号：ISSN 

1000-4254 CN 31-1108 /G2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长乐街 746 号  邮编：200040  电话： 

086-021-54051585 E-mail：tsgzz@libnet.sh.cn (不做投稿用) 

网  址  ：  http://www.libnet.sh.cn/tsgzz/ ( 网  站  投  稿  ) 

http://www.libnet.sh.cn:8081/tsgzz/CN/volumn/home.shtml 

6、图书馆论坛（双月刊） 主办单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刊 号：ISSN 1002-1167 

CN 44-1306/G2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文明路 213 号 邮编：510110 电话：020-83825705 

E-mail：tsglt@zslib.com.cn(不用于投稿) tsglt@vip.163.com 

网址：http://tsglt.z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7、图书馆（双月刊）主办单位：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省图书馆学会 刊 号：ISSN 

 

1002-1558 CN 43-1031 /G2 编辑部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169 号 邮编：410011 

电话：0731-4174148 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 电 子 邮 箱 ： 

tushuguan@vip.163.com（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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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信箱：bianjb@library.hn.cn（不作投稿用） 

8、情报科学（月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吉林大学 刊 号：ISSN 

1007-7634 CN 22-1264 /G2 编辑部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988 号 邮编：130022 电

话：0431-85095200 E-mail：infosci@jlu.edu.cn (投稿信箱) 

网址：http://manu12.magtech.com.cn/Jweb_qbkx/CN/volumn/current.shtml 

9、图书馆建设（月刊） 主办单位：黑龙江省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 刊 号： 

ISSN 1004-325X CN23-1331/G2 编辑部地址：哈尔滨市长江路 218 号  邮编：150090 

电话：0451-85990515 E-mail：tsgjsvip@vip.sina.com (投稿信箱) 

网址： http://www.tsgjs.org/CN/volumn/current.shtml 

10、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月刊）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刊 号：ISSN 

1003-3513 CN 11-2856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 33 号 邮编：100080 

电话：010-82626611-6626 82624938 E-mail：jishu@mail.las.ac.cn 

网址：http://www.infotech.ac.cn/（在线投稿） 

11、图书情报知识（双月刊）主办单位：武汉大学 刊 号：ISSN 1003-2797 CN 42- 

1085 /G2 编辑部地址：武汉市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邮编：430072 电话： 

027-68754437 E-mail：tqy12@whu.edu.cn 

网址：http://www.dik.whu.edu.cn/ 

12、情报资料工作 （双月刊）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刊 

号：ISSN 1002-0314 CN 11-1448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 59 号文 化 

大  厦  1301 （  2 ）  邮 编 ：  100086 电 话 ：  010-62512296 E-mail ： 

qingbaoziliao@263.net http://qbzl.zlzx.org/CN/volumn/home.shtml 电  子  邮  箱  ： 

qingbaoziliao@263.net 

13、情报理论与实践 （双月刊） 主办单位：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等 刊 号： 

ISSN 1000-7490 CN 11-1762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 2413 信箱 10 分箱 邮编：100089 

电 话 ：010-68961793 68963306 E-mail：ita@onet.com.cn 

网址：http://www.defenseonline.com.cn/qbll/ 

14、情报杂志（月刊） 主办单位：陕西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刊 号：ISSN 1002-1965 

CN 61-1167/G2 编辑部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南段 99 号 邮编： 710054 电话： 029- 

85529749 E-mail：qbzz@263.net 

网址：http://www.qbzz.org/ （在线投稿） 

15、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月刊） 主办单位：天津市图书馆 天津市图书馆学会 天津市

儿童图书馆  刊 号：ISSN 1005-6610  CN 12-1020/G2   编辑部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

路 15 号  邮编：300191 电话：022-23620095 E-mail：tsgg@chinajourna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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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投稿用）网址： http://bjb.tjl.tj.cn/CN/volumn/current.shtml 

16、图书馆学研究（月刊）主办单位：吉林省图书馆 刊号：ISSN1001-0424 CN 22- 

1055 /G2 编辑部地址：长春市新民大街 1162 号 邮编：130021 电话：0431-5642935 

E-mail：tsgxyj@163.com（投稿信箱） 

网址：http://www.jlplib.com.cn/tsgxyj/tsgxyj.html 

17、图书与情报（双月刊）主办单位：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学会 刊 号： 

ISSN1003-6938 CN 62-1026 /G2 编辑部地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488 号 邮编： 730000 

电话：0931-8270072 E-mail：tsyqb@126.com（投稿信箱） 

网址：http://www.gslib.com.cn/xh/cbfx/tqjj.htm 

18、 国家图书馆学刊（季刊）主办单位：国家图书馆 刊 号：ISSN1009-3125 CN 

11-4099 /G2 编辑部地址：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 

88545737 E-mail: gtxk@nlc.gov.cn （投稿信箱） 

网址：http://www.nlc.gov.cn/yjfw/tsgxk/tsgxk.htm 

 

普通期刊名录： 

现代情报（月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吉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刊号：

ISSN 1008-0821 CN 22-1182 /G2  编辑部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 94 号邮编：

130021 电话：0431-85647990 E-mail：xdqb257@vip.163.com 

中国信息导报（月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

刊 号：ISSN 1005-7919 CN 11-3526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4 号邮

编：100045 电话：010-68571416 E-mail：cir@istic.ac.cn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双月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 刊号：

ISSN 1001-7143 CN 11-2684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邮编：

100190 电话：010-62572403 E-mail： Journals@china.com 

山东图书馆学刊（双月刊） 主办单位：山东省图书馆学会 山东省图书馆 刊 号： 

ISSN 1002-5197 CN 37-1024/G2  编辑部地址：济南市历城区二环东路 2912 号山东省图书

馆 1058 室 邮编：250100 电话：0531-85590726 E-mail：sdlibjk@vip.163.com 

晋图学刊（双月刊）主办单位：山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刊 号：ISSN 

1004-1680 CN 14-1022 /G2 编辑部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大学图书馆内 邮编： 

030006 电 话 ：0351-7011655 E-mail：JTXU@chinajourna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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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图学刊 （双月刊）主办单位：天津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刊 号：ISSN 

1005-8753 CN 12-1237/G2 编辑部地址：天津师范大学北院图书馆 108 室  邮编： 

300073 电话：022-23540977 23541460 E-mail：jintuxk@mail.tjnu.edu.cn 

图书馆学刊（月刊）主办单位：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 刊 号：ISSN 

1002-1884 CN 21-1003 /G2 编辑部地址：沈阳市东陵区万柳塘路 111 号  邮编：110015 

电话：024-24822482 E-mail：tsgxk@sohu.com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双月刊）主办单位：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刊

号：ISSN 1006-1525  CN 34-1141/G2  编辑部地址：合肥市肥西路 3 号安徽大学图书馆

内 邮编：230039  电话：0551-5107944 E-mail：TGW@ahu.edu.cn 

高校图书馆工作（双月刊）主办单位：湖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刊 号： 

ISSN 1003-7845 CN 43-1032/G2 编辑部地址：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内  邮编：410082 电

话：0731-8822267 E-mail：gtg@hunu.edu.cn 

河北科技图苑（双月刊）主办单位：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刊 号： 

ISSN 1006-9925 CN 13-1203/G2 编辑部地址：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邮编：071002 

电话：0312-5012070 E-mail：HBKJTY@mail.hbu.edu.cn 

河南图书馆学刊（双月刊）主办单位：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学会 刊 号： 

ISSN 1003-1588 CN 41-1013/G2  编辑部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 150 号河南省图书馆 6 楼邮

编：450052 电话：0371-67181468 E-mail：hnlibj@163.net 

新世纪图书馆（双月刊）主办单位：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南京图书馆 刊 号：ISSN 

1672-514X CN 32-1691/G2 编辑部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189 号 邮编：210018 电话： 

025-83719623;84356047 E-mail：jstsgxb@163.net 

江西图书馆学刊（季刊）主办单位：江西省图书馆学会;江西省图书馆 刊 号：ISSN 

1003-725X  CN 36-1150/G2 编辑部地址：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198 号  邮编：330077  电

话 ：0791-8521034-8010 E-mail：JXTS@chinajournal.net.cn 

四川图书馆学报（双月刊）主办单位：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刊号：ISSN 1003-7136 CN 

51-1073 /G2 编辑部地址：成都市总府路 6 号 邮编：610016 电话：028-86659544 E- 

mail：sclibxb@sohu.com 

图书馆界 （季刊）主办单位：广西图书馆 广西图书馆学会 刊 号：ISSN 1005-6041 

CN 45-1042/G2 编辑部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61 号 邮编：530022 E-mail： 

tsgjbjb@163.com 

情报探索 （月刊）主办单位：福建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福建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刊 号：ISSN 1005-8095 CN 35-1148 /N 编辑部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北环西路 108 号省科

技信息中心大楼  邮编：  350003 电话：  0591-87883359 ； 87864297 E-mail ： 

qbts@mail.si.net.cn http://www.qbts.org/ （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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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月刊）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 中国农学会

刊号：ISSN 1002-1248  CN 11-2711 /G2  编辑部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010-68919667 E-mail：xuekan@cass.net.cn 

数字图书馆论坛（月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刊 号：ISSN 1673- 

2286  CN 11-5359/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19 号华通大厦 B 座北塔 

1130 室 邮编：100044 电话： 86-10-88018272；88018280  E-mail：sztsglt@163.com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半月刊）主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办单 

位：内蒙古科技与经济杂志社 刊 号：ISSN 1007-6921  CN 15-1189/N  编辑部地址：呼

和浩特新城西街 141 号科技大厦 B 座 508 室 邮编：010010 电 话：0471-6282195； 

6280620 E-mail：NMKJ@chinajournal.net.cn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旬刊）主办单位：山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山西省科学技术

情报学会 刊 号：ISSN 1005-6033  CN 14-1157/N  编辑部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366 

号 邮编：030001 电话：0351-4068538 E-mail：bjb@mail.sxinfo.net 

中国图书评论（月刊）主办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 刊 号：ISSN 1002-235X 

CN 21-1035/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春秀路太平庄 10 号 邮编：100027 电话： 

010-64175308 E-mail： chinabookreview @.163.com 

中国典籍与文化（月刊）主办单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 刊 号：ISSN 

1004-3241 CN 11-2992/G2 编辑部地址：北京大学校内哲学楼 328 号  邮编：100871  电

话 ：010-62751189 E-mail： ccc@pku.edu.cn. 

甘肃科技（原：甘肃科技情报）（半月刊）主办单位：甘肃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刊 号： 

ISSN 1000-0952 CN 62-1130/N  编辑部地址：兰州市平凉路 531 号  邮编：730030  电

话 ：0931-8849110 E-mail：gskj@gsinfo.net.cn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原生文献专栏 (月刊) 主办单

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书报资料中心 刊 号：ISSN 1005-4189  CN 11-4316/G2  编辑

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45 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论坛”编辑部

邮编：100872 电话：010-62511079 E-mail：tsgjx@ruc.edu.cn 

 
内部期刊名录（无刊号）： 

图书情报工作动态（月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编辑部地址：北

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 33 号 邮编：100190 电话：010-82626611；82626722；82626683 E-

mail：lilin@mail.las.ac.cn 

当代图书馆（季刊）主办单位：陕西省图书学会陕西省图书馆等 编辑部地址：陕西省

西安市长安北路 14 号省图书馆五楼 B512 室 邮编：710061 电话：029-85360032 E- 

mail：sxstsgxh@163.com E-mail：stxh5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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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与情报工作（双月刊）主办单位： 辽宁省高校图书馆委员会 编辑部地址：大连理

工大学图书馆 邮编：116024 

贵图学刊（季刊）主办单位：贵州省图书馆学会等  编辑部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北京

路 136 号（省图书馆内） 邮编：550004 电话：0851-6800621 

图书情报通讯（季刊）主办单位：河北省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部地址：石家

庄市东大街 46 号河北省图书馆 310 信箱 邮编：050011 电话：0311-86662273 E- mail：

tqtx@263.com 

河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季刊）主办单位：河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编辑部地

址：郑州文化路 95 号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内 邮编：450002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季刊）主办单位：上海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 021-65642733 E-mail： 

Xuekan@fudan.edu.cn 

重庆图情研究（季刊）主办单位：重庆市图书馆学会等  编辑部地址：重庆市沙坪坝

区凤天大道 106 号 邮编：400037 电话：023-65210356 E-mail：bjb@cqlib.cn 

图书馆工作（季刊）主办单位：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学会等 编辑部地址：合肥 

市  芜  湖  路  74 号  邮  编  ：  230001 电  话  ：  0551-2881079-080 E-mail ： 

xh@mail.ahlib.com 

图书馆论丛（季刊）主办单位：武汉市图书馆学会等 编辑部地址：武汉市汉口建设大

道 861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5718007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季刊）主办单位：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浙江省图书馆 编辑部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 73 号浙江图书馆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88595；87988086 E-mail：

lsrw@zjlib.cn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双月刊）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编

辑部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朝阳晖 6 区 邮编：310014 电话：0571-88320400 

图书情报论坛（季刊）主办单位：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部地址： 

武 汉 市 武 珞 路 45 号  邮 编 ：  430060 电 话 ：  027-88849171 E-mail ： 

TSQBLT@library.hb.cn 

高校图书情报论坛（季刊）主办单位：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武汉理工

大学图书馆 编辑部地址： 武汉市武昌珞狮路 122 号 邮编： 430070 电话：027- 

87163906 E-mail：jgxtq@mail.whut.edu.cn 

高校文献信息研究（季刊）主办单位：广东省高校图书工作委员会  编辑部地址：广

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  邮编：510275 

福建图书馆学刊（季刊） 主办单位：福建省图书馆学会 福建省图书馆  编辑部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227 号 邮编：350001 

mailto:tqtx@263.com
mailto:Xuekan@fudan.edu.cn
mailto:bjb@cqlib.cn
mailto:xh@mail.ahlib.com
mailto:lsrw@zj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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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jgxtq@mail.whut.edu.cn


文献信息论坛 主办单位：福建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编辑部地址：福建师

范大学图书馆内 邮编：350007  电话：0591-83465369 E-mail：wxxxlt@163.com 

信息窗（季刊）主办单位：福建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 福建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编辑

部地址：福州市柳河路 18 号 邮编：350001 

云南图书馆（季刊）主办单位：云南省图书馆等 编辑部地址：昆明市翠湖南路 141 

号邮编：650031 电话：0871-5323851 E-mail：ynlibjikan@msn.com 

情报工作通讯（双月刊）主办单位：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科学技术情报所  编辑部地

址：北京阜外百万庄大街 22 号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邮编：100037 

科技文献信息管理 （季刊）主办单位：西安石油学院，全国石油高等院校图书馆协会

编辑部地址：西安市电子二路东段 18 号 邮编：710065 电话：029-88382365 E-mail： 

kjwxxxgl@xsyu.edu.cn 

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月刊） 主办单位：国家教委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编辑部地址：

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京师范大学内 邮编：210097 电 话：025-83241292 E- mail：

zxxtqsj@126.com 

竞争情报（季刊） 主办单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编辑部地址：上海 

市 永 福 路 265 号  3 楼 邮 编 ： 200031 电 话 ：  021-64744746 E-mail ： 

ci_magazine@libnet.sh.cn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 （季刊） 主办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学院路西土城路 25 号 邮编：100088 电话：010-58908311 

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半年刊） 主办单位：福建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部地址：福州

市湖东路 2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7507036 

福建图书馆学刊 （季刊） 主办单位：福建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部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2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7507036 

内蒙古图书馆工作（季刊） 主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

会 编辑部地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路 邮编：010010 电话：0471－6293183 

中国索引（季刊） 主办单位：中国索引学会 编辑部地址：海市邯郸路 220 号 复旦

大学图书馆内 邮编：200433 电话：021-55664454 E-mail：cnindex@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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