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学（050302）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中国传媒大学（原名北京广播学院）是我国第一批开设传播学专业的高校之一。1999 年

招收了第一届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近年来，学校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精神，

开展了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传播学专业不仅优化、升级了一批优势专业方向，而且新开设了

跨文化传播、国别与区域传播（含北美等 6个方向）等方向，现已拥有 12 个学术型硕士方向，

成为全国享有盛誉的传播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是国家“一流学科”，

传播学专业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国家级和

北京市教学名师以及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慕课金课，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功底、实践创新能力，能够应对未来媒体挑战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

化传媒人才。能够独立从事专业研究或文化、宣传等传媒实务工作。本专业注重国际化高端人

才的培养，使学生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媒体实践，都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关怀、理论深度

与知识广度、博学多才与学有专精、守正思想与创新思维，有潜力成为学术、实践、管理等领

域的领袖型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2.传播理论与历史方向

传播理论与历史方向侧重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历史研究。本方向兼顾传统理论与批判理

论，注重古今中外传播智慧的融会贯通，一方面把握人类传播变迁的宏观趋势，对媒体融合、

智能媒体、未来影像、全球传播、媒介哲学、流行文化等重点理论领域展开深入探索；另一方

面以理论思考介入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在中国本土和新媒介技术条件的双重语境下，对传播

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

03.应用传播学方向



应用传播方向研究应用传播学的理论架构、发展历史、当前应用及其实践价值。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媒体融合进程的推进，以及智能化传播的发展，对于传播者的定位、传播媒介的使

用过程、传播模式的应用、受传者的心理规律、信息的性质、媒介自身的传播与发展规律、传

播效果的判断，以及传播企业事业的经营与管理等应用传播学的相关内容展开系统研究。应用

传播方向涉及范围包括融合传播、视听传播、时尚传播、情感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科

技传播、乡村传播、危机传播、形象传播等研究领域。

04.性别传播方向

性别传播方向是性别研究和传播研究的交叉学科领域。主要研究内容是以性别视角分析传

播内容和传播机制，用传播理论研究性别议题的生产和传播。关注多元的性别议题，关注传播

的社会机制。针对性别与传播领域的不同研究主题，结合中国国情，从性别传播研究的角度开

展跨学科的研究分析。培养具有性别意识和现实关怀的传播人才，推动媒体传播领域的性别平

等。

05.智能传播方向

智能传播方向是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融合而成的跨学科专业方向，着重基于机器学习、数

据挖掘、统计等方法构建传播模型，对多源媒介数据的整合、受众行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

挖掘和精细化分析，从而实现媒介、内容和用户之间闭环研究的目标。该方向旨在聚焦大数据、

计算技术、智能技术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等与传播学科的交叉新兴议题，探讨智能媒体协同社

会、聚集知识与耦合时空等重要角色与功能，关照智媒平台构建的虚拟现实中，动态变化的社

会语境、媒介情境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方向致力于培养从事智能媒体、智能媒介测

量、智能传播受众分析、智能教育与传播、认知传播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人才。

06.跨文化传播方向

跨文化传播方向研究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关注不同文化、国家和族群之间传

播系统的差异，并与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国际传播研究等领域密切相关。跨文化传

播方向将立足中国，在掌握国内国际经典传播理论的前提下，重点研究中国创新理论在当前全

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以及中国与特定区域间的跨文化传播。本方向旨在培养富有创新思维和创

新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专业人才，理解并熟悉不同文化、国家之间交流与传播规律，掌握跨文



化传播学理论，胜任跨文化交流、对外传播等研究和实践工作。

07.北美传播研究方向

北美传播研究方向聚焦于世界上传媒业和传播研究最发达的北美地区，连接历史与当下，

结合理论与实践，兼顾传统与前沿。一方面，把握北美地区在传播事业发展上的特殊环境，对

其传播史论、智能传播、媒介融合、产业转型、传媒治理、国际话语权建构等应用性领域展开

深入探索；另一方面，立足中国视角批判性回溯北美传媒发展的历史规律，思考北美传播研究

的前沿问题，探析北美传媒业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科学技术、国际关系等方

面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08.拉美传播研究方向

拉美传播研究方向侧重对拉美传播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方向兼顾传播理论的批判

和实证特征，一方面把握拉美地区传播理论及其思想史的变迁，对拉美的现代化史、传播思想

史、传播理论史、传播媒介史及融合现状、媒介体制、媒介研究、大众文化、跨文化传播等重

点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另一方面在理解中国-拉美传播差异的基础上来探讨中国对拉美传播与

交流的可能性，包括中拉的传播思想和理论以及媒介体制的比较研究、媒介文化比较研究、拉

美对世界的软实力传播研究、中国对拉美的新闻传播和软实力传播研究等。

09.欧洲传播研究方向

欧洲传播研究方向侧重对欧洲传播的理论、历史与实践研究。本方向一方面注重从宏观层

面对欧洲传播的历史变迁、特点、前沿议题与发展趋势的把握；另一方面从比较的视角进行与

中国等其他地区、国家传播领域的比较研究。

10.非洲传播研究方向

非洲传播研究方向研究我国对非传播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及区域国别框架下的非洲传播活

动、媒体实践、媒介生态。本方向致力于培养国家亟需的复合型、高层次对非传播人才，着重

培养学生对非传播所需的全球胜任力及国际传播力。本方向以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发展传

播、公共外交等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全面理解非洲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类传播实践、媒

体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深刻反思西方媒体在非传播的理念、路径及影响，深入探索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中非媒体交流、对非传播实践与理论创新。

11.澳洲传播研究方向

澳洲传播研究方向聚焦于全球传媒业和传播研究较为发达的澳洲地区，置于世界历史文化

变迁的视角，探索该区域传播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把握澳洲地区在传播事业发展上的特殊环

境，对其传播史论、智能传播、媒介融合、产业转型、传媒治理、国际话语权建构等应用性领

域展开深入探索；另一方面，立足中国视角批判性回溯北美传媒发展的历史规律，思考澳洲传

播研究的前沿问题，探析澳洲传媒业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科学技术、国际关

系等方面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12.东南亚传播研究方向

东南亚地区涵盖了中国周边众多关键国家，在国际传播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

该方向聚焦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互传播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致力于培养国家亟需的复合型、

高层次对东南亚传播人才，深入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媒体交流、中

国对东南亚传播实践与理论创新。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拥有 30 余位教授，20 余位副教授，所有师资都具有博士学位、其中近一半教师有

一年以上海外学习、研究经历，能够用英、法、日、德、西、俄等多语种讲授专业课程。

本专业教师在传播学基础理论、国际传播、美欧非亚等国别与区域传播研究、应用传播、

智能传播、数字伦理、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受众与视听率研究、话语研究、传播研究

方法、传播社会学与媒体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颇有造诣，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和各类省部

级纵向课题近百项。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传播学理论、传播史、传播研究方法、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传播伦理研究、话语研究、智

能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性别传播、信息素养、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传播全球化研究、文化外

交、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世界政治与中国外交、北美传播研究、拉美传播



研究、欧洲传播研究、非洲传播研究、澳洲传播研究、东南亚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传媒教

育理论与历史、媒介与文化专题研究、应用传播专题研究、健康传播、危机传播、文化研究、

智能传播效果测量、智媒大数据研究、智能媒介竞争策略及内容管理、智能媒介视频、新闻产

品策划与推广等。

2.科研平台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融媒体国家“111 计划”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中国传媒大学综合学科交叉平台、与主流媒体

合作搭建的实习实践基地、传播研究院融媒体实验室等。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的学生就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高质量论文，经导师团队评定后推荐在国内外知

名学术刊物发表；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国内外各项实践和学术活动，获得各种高水平奖项。

4.学术交流

本专业师资团队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国际学术

交流机会。学生在读期间有机会参加学校各类国际交换生项目、双学位项目等，获得短期出国

学习、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机会，或获得国外高水平大学学位。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外，本专业毕业生去向主要为中央、地方各级各类媒体，国家部委、企事业单

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际媒体、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政府、高校、企业等。



信息传播学（0503J5）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信息传播学是建立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融合了哲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信息

与通信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戏剧与影视学等相关学科，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国家

发展战略需要、行业发展需要并遵循各学科的发展规律所构建的中国特色新型交叉学科。

2.培养目标

信息传播学学科针对信息传播领域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开展

信息传播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综合运用新闻传播学、哲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信息与

通信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戏剧与影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培养“信息+传

播”的复合型硕、博士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信息素养方向

信息素养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信息素养基础理论与历史研究，尤其重视信息素养研

究历史变迁及其原因；二是通过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媒介互动过程，研究智能传播时代媒介使用、

信息素养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信息素养与价值观引导的内在

勾连；四是研究如何通过信息素养教育来实现赋权和赋能；五是研发针对不同人群的信息素养

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02.口述历史与传播方向

口述历史与传播方向是应用口述访谈方法搜集历史记忆及历史叙述并加以留存、研究、应

用的跨学科领域。当前的主要研究议题除口述历史操作方法外，还包括史料考证，主观性、对

话性及记忆对口述史的影响等口述历史理论问题，情感研究、关系研究、叙事研究、技术研究、

记忆研究是国际口述历史界的研究重点与热点。



03.信息舆论方向

信息舆论方向研究信息社会中的舆论原理与应用。一方面研究舆论传播基本原理、中外舆

论思想历史及舆论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关系；另一方面研究智能媒体生态下社会舆论的构成

要素，智能化媒体生产和算法分发机制形成的舆论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

三、师资队伍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努力，中国传媒大学已在信息传播学领域形成一支职称、学历、学缘、

年龄结构合理、学术积累扎实、业务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科研和教学梯队。学科队伍成员

共 51 人，其中教授 21 人，副教授 15 人，讲师 15 人；博士学历 40 人，占总教师数的 78%。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外语语言基础、信息

传播史论、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信息传播学研究、信息传播理论、科学哲学、话语研究、传

播网络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数据科学、网络科学导论、动力系统分析、复杂网络分析、关键

节点识别、链路预测、复杂性与临界现象、科学计算、计算广告学、数字营销、口述历史导论、

口述历史作品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访问、博物馆融媒体传播、博物馆与遗产阐释、博物馆与

文化遗产运营、语言传播专题研究、口语传播、播音主持艺术研究、信息传播学研究方法、学

术论文写作指导等。

2.科研平台

我校拥有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融媒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口述历史研究

中心、传媒博物馆、中国广告博物馆等交叉学科教学科研平台，为信息传播学科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的学生就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高质量论文，经导师团队评定后推荐在国内外知

名学术刊物发表；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国内外各项实践和学术活动，获得各种高水平奖项。



4.学术交流

建立交叉学科学术交流制度，鼓励师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通过外派、互访交流、访学

等各种方式，拓宽教师的教学与学术视野。拓宽学术交流渠道，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

一步开展学术交流，积极举办和承办全国性的以及国际学术会议，开阔视野，争取更多的合作

机会。设立信息传播大讲堂学术论坛，定期推出信息科学学术讲座，开展学术交流、学术讨论，

分享信息传播的国际前沿研究，营造专注学术、热爱学术的氛围。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外，本专业毕业生去向主要为中央、地方各级各类媒体，国家部委、企事业单

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际媒体、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政府、高校、企业等。



编辑出版学（0503Z4）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编辑出版学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新闻传播学下自主增列的二级学科，2004 年开始招收博士

和硕士研究生。本专业致力于出版领域高层次、理论型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目标明确，学科方

向清晰。作为全国同类院校中为数不多的编辑出版学博士点之一，依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

学“一流学科”优势，“产、学、研”互为支撑、特色鲜明。

2.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编辑出版专业系统知识和高水平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理论型专门人才。

系统掌握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把握编辑出版活动的实践特征和出版业发展态

势，具有良好的人文、传播素养和编辑出版实践训练能力。能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

门知识，在出版传播领域独立从事编辑出版史论、出版经营管理、数字出版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及实践工作。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编辑出版理论方向

编辑出版理论方向研究以编辑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运行机制及其社会文化关系，探求人

类媒介传播史洞照下数字时代出版转型、内容生产的媒介传播逻辑与运作方法。

02.出版经营管理方向

出版经营与管理方向研究以出版机构为代表的媒介组织的生存、发展方式、运作规律及其

社会关系，出版经营、生产流程管理等是研究重心。

03.数字出版方向

数字出版方向以编辑、出版、阅读史论为基础，研究数字内容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及

产业运行规律、数字媒体技术等。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学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师资来源多元化，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本专业共有 10 余位导师，其中一半为博士生导师，都有长期从事编辑出版理论、出版经营管

理、出版产业政策等方面研究，中青年学者占比合理且具有发展潜力。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编辑出版理论、编辑出版流程、出版经营与管理、出版政策与法规研究、媒介学、阅读

专题研究、数字出版与技术等。

2.科研平台

本专业将继续夯实在出版产业政策研究、体制机制研究、版权研究、资本运作、学术出版

等层面的研究基础，增强新业态的传播机制、跨文化出版传播以及阅读实证研究等方向的研究

投入，在此过程中增强与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认知与神经科学等领域以及国际知名出版传媒集

团的交流与合作，拓宽学科视域。目前科研、实践平台主要有：数字出版实验室、《现代出版》

等。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的学生就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高质量论文，经导师团队评定后推荐在国内外知

名学术刊物发表；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国内外各项实践和学术活动，获得各种高水平奖项。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编辑出版学硕士毕业后，除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出国深造外，主要在中央与省级媒体，传

统出版、数字出版或与出版紧密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就业，从事新闻、出版、公关、文娱等领域

的工作。



新闻与传播（055200）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本专业以培养国家亟需的复合型、高层次应用性人才为目标，在培养学生从事国际新闻传

播与跨文化传播实践所需专业知识及理论素养的同时，引导其对国别区域传播框架下我国对外

传播实践具有广泛的认知。本专业将设定六个方向：北美传播实践、拉美传播实践、欧洲传播

实践、非洲传播实践、澳洲传播实践、东南亚传播实践。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紧扣国家对国别与区域传播领域对应用型、专业型人才的战略需求，致力于将理论

与实践相融合，着力培养打造掌握新闻传播专业理论体系、具备全媒体素养、专业实务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具

有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的思维观，掌握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跨文化管理以及传播理论与

实践技能，把握新兴信息传播技术研发应用趋势与前沿课题。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6.北美传播实践方向

北美传播实践方向聚焦于世界上传媒业和传播技术最发达的北美地区传播实务，以培养高

层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一方面，追踪北美地区传媒业发展特色、最新动态和前沿

做法，尤其关注智能传播、媒介融合、产业转型、媒介经营、传媒治理等领域的政策法规、技

术研发运用等传播实操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立足中国视角，批判地比较北美地区与中国、

其他国家的规律和特点，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科学技术、国际关系等方面分

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可预测的发展方向。

07.拉美传播实践方向

拉美传播实践方向侧重对拉美传播的实践操作。本方向以培养高层次、国际化、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要求在理解和掌握相关拉美传播和对



拉美传播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对拉美的新闻传播实践、媒介融合实践、媒介产业化实践、新

媒体实践、社区媒体实践，中国对拉美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拉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媒体合作实

践等具有较高的研究和传播实践能力。

08.欧洲传播实践方向

欧洲传播实践方向侧重对欧洲传播与传媒的实务研究，以培养高层次、国际化、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一方面研究欧洲传播领域的独特现象及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关注欧洲传媒体制的特

点与演变情况，同时也对具体媒体进行深入研究。培养具有较高研究能力和传播实践能力的对

欧传播人才。

09.非洲传播实践方向

非洲传播实践方向以培养国家亟需复合型、应用型对非传播实践人才为目标，在培养学生

从事对非国际新闻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实践所需专业知识及理论素养的同时，引导其对区域国别

传播框架下的我国涉非传播实践及非洲媒体传播环境具有广泛的认知。本方向以国际传播、国

际新闻、跨文化传播、发展传播及公共外交等理论与实践为基础，通过理论教学与传播业务实

习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获得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从事对非对传播实践所需的国际视野、

国际传播业务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及全球胜任力。

10.澳洲传播实践方向

澳洲传播实践方向致力于在中澳关系大背景下，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新闻媒体体制、文化产业、社会舆论、传播政策、中澳地缘政治与区域国际传播、中澳政治经

济和文化交流、媒体合作等议题展开研究。本方向旨在通过跨国学习经验的积累，全面提升学

生对澳洲传播历史和现状的把握，提高学生对澳传播实践能力，培养对澳传播的全媒体、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

11.东南亚传播实践方向

东南亚传播实践方向聚焦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互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深入探索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媒体交流、中国对东南亚传播实践创新。本方向旨在通过跨国

学习经验的积累，全面提升学生对东南亚传播历史和现状的把握，提高学生对东南亚传播实践



能力，培养对东南亚传播的全媒体、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拥有 30 余位教授，20 余位副教授，所有师资都具有博士学位，其中近一半教师有

一年以上海外学习、研究经历，能够用英、法、日、德、西、俄等多语种讲授专业课程。

本专业教师在传播学基础理论、国际传播、国别与区域传播研究、应用传播、信息素养、

智能传播、数字伦理、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受众与视听率研究、话语研究、传播研究

方法、传播社会学与媒体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颇有造诣，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和各类省部

级纵向课题近百项。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传播学理论、传播史、传播研究方法、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传播伦理研究、话语研究、智

能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性别传播、信息素养、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传播全球化研究、文化外

交、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世界政治与中国外交、北美传播研究、拉美传播

研究、欧洲传播研究、非洲传播研究、澳洲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媒介与文化专题研究、应

用传播专题研究、健康传播、危机传播、文化研究、智能传播效果测量、智媒大数据研究、智

能媒介竞争策略及内容管理、智能媒介视频、新闻产品策划与推广等。

2.科研平台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融媒体国家“111 计划”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挂牌基地、中国传媒大学综合学科交叉平台与主流媒

体合作搭建的实习实践基地、传播研究院融媒体实验室等。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的学生就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高质量论文，经导师团队评定后推荐在国内外知

名学术刊物发表；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国内外各项实践和学术活动，获得各种高水平奖项。

4.学术交流



本专业师资团队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国际学术

交流机会。学生在读期间有机会参加学校各类国际交换生项目、双学位项目等，获得短期出国

学习、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机会，或获得国外高水平大学学位。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外，本专业毕业生去向主要为中央、地方各级各类媒体，国家部委、企事业单

位，国际媒体、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政府、企业等。



出版（055300）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编辑出版学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新闻传播学下自主增列的二级学科，2004 年开始招收博士

和硕士研究生。2011 年开始招收出版专业硕士。本专业致力于新闻出版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目标明确，学科方向清晰，“产、学、研”互为支撑、特色鲜明。

2.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出版专业系统知识和高水平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系

统掌握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把握编辑出版活动的实践特征和出版业发展态势，

具有良好的人文、传播素养。强化出版专业领域的实践训练，适应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媒介

融合等媒介发展需要，动手能力强，能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在出版传播领

域独立且创造性地从事编辑出版理论、出版经营管理、媒介融合等方面的实践工作。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出版经营管理方向

出版经营管理实务方向研究数字时代出版社等媒介组织的生存、发展方式、策略及其实施，

重点在出版品牌经营以及印制、发行、营销等流程管理的理念研习与技能强化。

02.数字出版业务方向

数字出版业务方向研究数字时代媒介组织内容生产的理念、机制、流程与实施效果，指导

学生在较为系统地掌握编辑出版基本理论和数字出版技术原理与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数字产品

的生产、发布、管理与效果评测等。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学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师资来源多元化，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本专业共有 10 余位导师，其中一半为博士生导师，所有导师都有出版业界从业经历，中青年

学者占比合理且具有发展潜力。此外，还吸纳了国内出版机构高级经营管理、编辑策划专家担

任业界导师。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编辑出版理论、编辑出版流程、出版经营与管理、出版政策与法规研究、数字出版与技术、

出版活动分析等。

2.科研平台

本专业将继续夯实在出版产业政策研究、体制机制研究、版权研究、资本运作、学术出

版等层面的研究基础，增强新业态的传播机制、跨文化出版传播以及阅读实证研究等方向的研

究投入，在此过程中增强与国际传播学界、认知与神经科学等领域以及国际知名出版传媒集团

的交流与合作，拓宽学科视域。目前科研、实践平台主要有：数字出版实验室、《现代出版》

等。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的学生就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高质量论文，经导师团队评定后推荐在国内外知

名学术刊物发表；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国内外各项实践和学术活动，获得各种高水平奖项。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出版专业硕士毕业后，除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出国深造外，主要在中央与省级媒体，传统

出版、数字出版或与出版紧密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就业，从事新闻、出版、公关、文娱等领域的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