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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信息素养标准 

（2010 年 6 月于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获批准通过） 

引  言 

由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制定的“高校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标准（2000）”为大学生提供了通

用信息素养绩效评价指标和成果评价指标。在教育学和行为科学部分，ACRL 责成心理学信息素养工作组

建立适用于心理学学生的标准，以下则为其研究成果。它将 ACRL 通用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映射到心

理学领域。同时该标准的创建在两个重要方面效仿了 2008 年出台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生信息素养标准”。

a）将原来标准五中的法律和伦理方面的指标融合到前面 4个标准中。b)提供了资源及研究环境的具体实

例。对心理学学科联络馆员来说，这个标准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帮助组织信息素养教学，还可作为图书馆

与教师合作的基础。 

美国心理协会(APA)将心理学从实验心理学到教育心理学再到心理疗法分为 54 个学科门类，虽然每个

领域均有着不同需求，但他们都遵循同样的研究伦理规范。基于此,我们认为 APA 的心理学本科教育指导

方针（2007）与信息素养有部分内容是相关的，该方针表明心理学本科教育在其所有领域范围内具有共同

的基础。 

ACRL 的心理学信息素养标准也是在梅里安等人 1992 年提出的最小限度心理学专业培训指导原则基

础上建立的。此外，为了建立绩效指标和成果指标体系，研究者对为心理学提供指导的图书馆员做了调查

研究，并从心理学教师那里收集了反馈意见，其中包括对相关信息资源的识别。 

标准的主要目的在于： 

 帮助心理学学科联络馆员及心理学教师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 

 通过描述应评估的能力，使心理学学生信息素养的评估具有可行性。 

 鼓励心理学联络馆员及教师在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合作，将其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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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  具有信息素养的心理学学生有能力确定其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1.确定并描述信息需求 

a. 确定并清晰描述所感兴趣的主题。 

b. 与心理学教师讨论，了解专业所需的研究、诊断、实践指南、统计表或其它类型的信息资源。 

2.了解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及学术交流模式，以便更好地选择相关信息资源。 

a. 了解心理学一次文献到二次文献的传统生产流程。 

b. 了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解释。例如：辨别实证研究和文献综述。 

c. 了解同行评议在期刊论文中的作用。例如：了解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论文与经由编辑选定论文的

区别。   

d. 了解因特网在学术交流中的不断扩大的作用以选择合适的网络资源。 

e. 了解心理学研究方法中相关的个人隐私、保密及其他伦理问题之原则。 

f. 识别学术信息与普通信息。 

3.了解获取信息的成本与收益。 

a. 了解能够从本地图书馆馆藏以外的地方获得学术资源。例如：使用馆际互借。 

b. 制定一个实际的总体规划和时间表来获取和分析所需的信息。 

c. 为所需信息付费前向馆员咨询，并识别全球范围内提供各种付费信息源的不同机构。 

 

标准二：具有信息素养的心理学学生可以有效地获得需要的信息。 

1.选择为获取所需信息的最适合信息资源。 

a. 识别并选择适当的资源以查寻相关图书。 

b. 识别并选择适当的论文数据库。利用图书馆资源时辨识学科数据库与综合数据库的区别。例如：

知道重要的心理学数据库，如 PsycINFO™ 和 ME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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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学术研究中使用相关网络搜索引擎及政府机构资源。例如：使用 Google Scholar™ 和 PubMed™。 

d. 知晓并按照当地、州/省和联邦法律及规章制度获取信息资源。 

e. 适时交流跨文化、国际性、跨学科内容。 

2.构建和实施经过有效设计的检索策略。 

a. 使用适当的心理学术语检索数据库，识别使用关键词、同义词以及数据库的受控词表在检索效果

上存在的差异。例如：使用 PsycINFO™数据库的在线词表。 

b. 在相关数据库中利用高级检索功能创建及运用有效的检索策略，如布尔逻辑算符、截字符以及模

糊检索功能。例如：使用以下检索策略 (adolescen* OR teen) AND episodic memory。 

c. 检索所需的学术期刊、图书以及其它资源。例如：了解如何检索在线期刊论文以及查找期刊阅览

室的期刊。 

d. 作为检索计划的一部分，咨询图书馆或学术部门中的学识渊博者。例如：提前预约图书馆的心理

学学科馆员。 

e. 评估检索结果以确定是否存在信息差，必要时修改或扩大检索策略。 

3.有效地组织与存储信息资源 

a. 识别并系统地记录所有相关引文信息以备将来使用。例如：利用供应商在 MyEBSCOhost™上提供的

存储空间；将结果保存到 RefWorks™书目管理器中。 

b. 使用美国心理学协会最新的文档样式产生精确的引文和参考文献目录。 

c. 正确使用他人的语言和观点，尊重知识产权。 

 

标准三 具有信息素养的心理学学生客观评估信息及其出处，并有选择地把选择的信息融入自

身的知识体系中。 

1.从收集到的信息中归纳要点并综合其主要思想来构建新的观点。 

a. 从资源中摘取要点，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重新组织与叙述，或标识出需要引用的内容。 

b. 辨识研究结果与心理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获取的信息，生成新颖且具有证据支持的新

观点。例如：简要说明研究结果是否支持相关心理学理论。 



 

 

何晓阳译，杨俊英校。  敬请批评指正，欢迎交流。                                      联系方式：394213296@qq.com 

c. 认识到现有信息可以结合原有的思考和(或)分析，从而在行为和思维过程中产生新的信息或见

解。 

2.综合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行为和心理相关的问题。 

a. 从信度、效度、准确性、权威性、及时性、观点或偏见等方面来考察和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例

如:比较传统文献综述与元分析研究的结果。 

b. 认识到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例如：了解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区别。 

c. 理解部分信息可能有待考证或存在模糊性。 

d. 了解什么是有效证据，并识别成见、欺骗、偏见或操纵。例如：了解如何针对具体问题识别及正

确应用统计工具。 

e. 认识、理解并尊重社会文化复杂性与国际多元化差异。例如：比较各种文化对“智力”的定义。 

f. 了解心理学研究中诸如社会审查制度与言论自由等有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例如：了解涉及性别、

民族与种族差异的研究具有怎样的政治含意。 

3.通过对比新旧知识来判断信息是否增值，是否矛盾，是否独具特色。 

a. 熟练掌握心理学的相关概念，理论观点，研究成果和历史趋势等。 

b. 记录信息查寻过程以解释和评估收集到的新信息。 

c. 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与其他资源以及当前的理论知识进行比较作出评估；并考虑到研究工具及样

本的局限性。例如：对农村心理卫生保健感兴趣的学生会关注大量涉及城市心理卫生保健的文章。 

d. 基于收集到的信息和新旧信息的整合得出结论。征询教师或其他相关专家的意见，以验证研究结

果及其解释。 

e. 必要时在新信息的基础上扩展信息检索。例如：找到一篇有关治疗工具的论文以后，学生将检索

词扩展为包含虚拟现实治疗概念的治疗工具。 

f. 根据新信息概述研究的发展方向。 

 

标准四 具有信息素养的心理学学生，作为个体或团队成员，有效地利用信息来实现特定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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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将新旧信息运用到特定项目、论文或作品的策划和创作中。 

a. 按信息产品创建的意图与所支持的格式来组织内容。例如：创建一个治疗阿斯伯格综合症新方法

的草稿或提纲。 

b. 整合新旧信息，包括对相关文献的直接引用和理解作者原有思想和信息后的意引。例如：使用美

国心理学会（APA）的格式正确引用资源。 

c. 准确表述团队项目中各成员的贡献。 

2.有效地与他人交流信息产品。 

a. 选择最能支持信息产品或作品用途以及最适合受众的交流媒介和形式。例如：为一个区域会议编

写一份关于课堂行为伦理影响的海报 

b. 选择适合的信息技术应用于信息产品或演示作品的创造。例如：用 PowerPoint 软件创建一个关

于成年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课堂演示。 

c. 认同知识产权、版权以及合理使用受专利权保护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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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该项目起步于 2006 年，以一篇图书馆文献综述和美国心理学协会针对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制定的守

则和大纲为研究起点。项目由莎莉奥·尼尔主持，项目成员有洛娜·卢克、托比莱恩·布奇、德博拉·谢



 

 

何晓阳译，杨俊英校。  敬请批评指正，欢迎交流。                                      联系方式：394213296@qq.com 

弗、达林·尼科尔斯和辛西娅·克罗瑟。2008 年，心理学信息素养标准文件初稿形成，这意味着项目第二

阶段的开始。此时，辛西娅·克罗瑟为主席，组员包括南希·戈贝尔（ACRL 信息素养标准顾问）、伊芙琳

和保罗·内夫。随后，基于几个主要团队成员如美国心理学协会心理学教育组和教育与行为学部门的反馈

意见，项目组对标准做出了修订。2009 年 9 月，教育与行为科学部门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修订草案。2010

年 6 月，ACRL 董事会批准了改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