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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借阅曲线分析的高借阅型馆藏生命周期研究

□陈雅迪∗　李娟　梁栋　韩萌

　　摘要　高借阅型馆藏是大量读者广泛选择的结果,是读者兴趣的集中体现.掌握高借阅型

馆藏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有助于优化图书馆馆藏管理的实施策略.本研究以西安交通大学图

书馆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８年的流通数据为基础,对高借阅型馆藏借阅曲线进行Fisher最优分割、特征

提取和分类统计,归纳其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图书馆馆藏的

评估、推广以及布局调整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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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

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纸本阅读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

获取方式.与此同时,图书馆传统的纸质馆藏普遍

面临着借阅量下滑的严峻挑战[１].为改善纸质馆藏

的流通现状,图书馆学界纷纷从资源建设、馆藏布

局、宣传推广、服务创新等方面探讨应对策略[２].无

论何种举措,都需要建立在对馆藏利用价值变化规

律的洞悉与把握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馆藏的利

用价值往往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曾默默无闻的

图书可能突然一鸣惊人,曾红极一时的图书也可能

逐渐无人问津.在流通数据中,蕴藏着馆藏价值的

变迁轨迹;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图书馆可梳理并归纳

馆藏借阅曲线的形态特征,准确把握藏书生命周期

的变化规律,以此作为提升馆藏利用率的决策依据.

２　相关研究

“生命周期”的概念源于生物学领域,表征了生

物历经孕育、萌芽、成长、成熟、老化、衰亡等生命阶

段的规律性过程[３].随着其内涵的演化和发展,生
命周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文献信息

学领域将文献信息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认为其价

值有生命周期,也会经历成长期、成熟期、衰老期直

至死亡的不同阶段[４].１９８５年,美国学者马善德

(Marchand)和霍顿(Horton)提出了“信息生命周

期管理(InformationLifecycleManagement,ILM)”
的概念[５],图书馆学界也基于ILM 理论,在资源评

估[６]、存储策略[７]、归档方法[８]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

究.虽然其主题内容有所不同,但核心目的均为针

对信息资源所处的不同生命阶段,采取相应的策略,
以达到效益最大化.然而,这类研究往往停留于理

论构想阶段,缺乏实践调查与科学论证[９],特别是缺

乏对文献信息利用价值的历时性实证研究.
对文献信息价值的历时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老

化领域.文献老化是指,文献的效用随时间推移逐

渐衰减,其价值逐渐过时,越来越少地被用户所利

用.自１９４４年戈斯内尔(Gosnell)[１０]提出文献老化

概念以来,一系列经典的文献老化数学模型被相继

提出,如负指数模型、B－K模型等.在文献老化数

学模型的基础上,人们建立了半衰期、普赖斯指数、
文献老化率等测度指标,以实现对文献老化程度的

定量衡量[１１].总体来看,传统的文献老化研究往往

将视角局限于文献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其建立的数

学模型也多为单调下降的函数,较少关注文献自诞

生以来其利用价值随着传播、扩散而成长、成熟的前

期增长阶段[１２].
从研究对象来看,已有研究多针对电子资源进

行讨论,对纸质图书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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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已有的图书老化的实证研究中,一般利用

入藏年份、半衰期等静态指标对某一大类图书进行

分析.如邓奇强等通过统计 TP类图书的借阅量,
获取其半衰期及老化曲线,在此基础上筛选老化图

书,降低其在个性化推荐中的推荐强度[１３];彭跃峰

运用文献老化的负指数模型,对华南农业大学图书

馆各类图书的老化曲线进行拟合,并获取其半衰期,
对其老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１４];段峰等人分

别应用同时法与历时法对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借阅数

据进行分析,计算出图书老化的半衰期,应用于调整

馆藏布局的策略[１５].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藏书生

命周期的老化阶段.尽管也有研究考虑到在知识传

播过程中,图书借阅量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前期过

程,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函数模型[１６],但当研究对

象细化到藏书个体时,实际的借阅曲线往往千差万

别,不能被某一种数学模型精确概括.
近年来,在文献老化领域的范畴下,兴起了针对

文献引文曲线的分析研究.通过对文献的历时性引

文分析,归纳出不同形态的引文曲线,进而发现其对

应的生命周期特征.针对文献引文曲线的研究将时

间分布的因素加入到传统的文献老化测度指标

中[１７],为文献生命周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

思路[１８].
本研究借鉴了引文曲线的分析方法,将图书年

度借阅量在时间轴上的分布绘制为借阅曲线;通过

对借阅曲线形态的分类讨论,探究其生命周期的特

征及产生机理.本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并未事先假

定图书借阅曲线服从某种数学模型的分布,而是利

用Fisher最优分割法提取借阅曲线的生命阶段特

征,从而实现对大量图书借阅曲线的自适应分类.

Fisher最优分割法是一种常用的有序数据样本分割

方法,通过分析有序数组内的离差分布,获得对有序

数组的自适应分割,目前已在河流汛期分期[１９]、图
像分割[２０]、地层划分[２１]、经济发展阶段分析[２２]等方

面广泛应用.

３　借阅曲线的特征提取方法设计

理想情况下,借阅曲线有三种基本类型:单调递

增的“上升型”借阅曲线,表明该图书借阅量逐年增

加,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单调递减的“下降型”借
阅曲线,表明该图书的借阅量逐年下降,其影响力日

趋衰减;走势平稳的“稳定型”借阅曲线,代表历年来

读者对该图书的需求变化不大.但在实际中,不同

图书借阅曲线的形状往往千差万别;每种借阅曲线

是由上述典型曲线排列组合形成的复合曲线,反映

出其影响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借阅曲线是按时

间先后顺序排列构成的,在进行阶段划分时,其前后

次序不可更改.因此,“对借阅曲线的分段问题”本
质上属于有序数据的最优分割问题.为了能识别每

种图书借阅曲线的发展阶段,采用Fisher最优分割

法对其进行分段统计.

３．１　分割方法

若某图书共有n 年的流通记录,其历年的年度

借阅量按时间升序排列为数据序列X :

X ＝{x１,x２,,xn} (１)
若该图书的借阅曲线包含K 个发展阶段,则应

将X 划分为K 段:
{xi１,xi１＋１,,xi２－１}{xi２,xi２＋１,,

xi３－１}{xiK,xiK＋１,,xiK＋１－１} (２)
不考虑重复的划分方法,则共有CK－１

n－１ 种分法.
根据Fisher最优分割法,存在一种划分,使得每段

内部的差异之和最小,段间的差异之和最大,该方法

即是对有序数据的最优分割.
定义某段x(i,j)＝{xi,xi＋１,,xj}的离方差

之和为段直径d(i,j),即:

d(i,j)＝∑
j

a＝i
xa －x(i,j)[ ] ２ (３)

公式(３)中,x(i,j)为段内样本的均值.段直

径越小,表明在该段内图书的各年度借阅量的差异

越小;段直径越大,表明在该段内图书的各年度借阅

量的差异越大.将误差函数W 定义为段内离方差

之和,则 Fisher最 优 分 割 的 最 佳 划 分 方 法 应 当

满足:

W ＝min∑
K

j＝１
dij,ij＋１－１( )[ ] (４)

通过遍历分割点的位置,使公式(４)的值最小,
即可获得图书年度借阅序列的最优分割.为了降低

计算复杂度,采用动态递归策略优化计算过程.递

推公式如下:

W(n,２)＝min[d(１,i－１)＋d(i,n)],２≤i≤n
(５)

W(n,K)＝ min[W(i－１,K－１)＋d(i,n)],K≤i≤n
(６)

在求解X 的最优K 段分割时,以公式(６)的值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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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为目标,求分割点iK ;再通过递归,最终得出X
在段 {１,,n}上的最优K 段分割方案.

３．２　确定最优分割数

分割次数越多,每段数据内的差异越小,当K ＝
n 时,每段数据内的离方差为０.但分割次数并非越

多越好:当K 增加到一定程度后,W 的变化将趋于

平缓,此时不必再增加分割次数.如果将W(K)视

为一个有序序列,对其进行最优２段分割,获得分割

点a,则最优分割数K ＝a.以«追风筝的人»一书

为例,如图１所示,对序列W(K)进行Fisher最优２
次分割,其分割点位于K ＝３处,因此,该图书借阅

曲线的最优分割次数为３次.

图１　根据W(K)确定最优分割次数

３．３　借阅曲线的特征提取

为了表征各分段曲线的特征,避免因数据波动

带来的干扰,对分割后的子序列进行线性拟合,以所

得线段的斜率作为子段的特征.
对公式(２)的各分段依次应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线性拟合:

f(t)＝kt＋b (７)
获得由各分段的斜率构成的特征:

F＝{k１,k２,,kK} (８)

３．４　借阅曲线的特征评价

在实际中,人们对图书的借阅趋势常用定性概

念进行评价,例如“近年来,某图书的借阅量显著增

加”.这种描述符合人们的评价习惯,但存在主观性

及不确定性,不宜用精确的定量描述方式界定.因

此,引入了模糊辨识方法[２３],采用５级指标建立特

征评价模糊集:

U＝{显著下降、下降、平稳、上升、显著上升}(９)

为建立馆藏借阅曲线的趋势特征与各评价类别

的映射关系,构造如图２所示的多态函数作为该模

糊集的隶属度函数.

图２　借阅趋势评价模糊集隶属度

其中,特征值越接近于０的借阅曲线,属于模糊

子集“平稳”的程度越高,故以对称中心为k＝０的高

斯函数作为其该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函数;与最大特

征值越接近的借阅曲线,其“显著上升”的隶属程度

越大,故选择单调递增的Z型函数作为其隶属度函

数;特征值越接近最小特征值的借阅曲线,其“显著

下降”的隶属程度越大,选择单调递减的Z型函数作

为其隶属度函数.对模糊子集“上升”和“下降”,根
据实际特征值的分布统计,将其隶属函数分别定义

为以正半轴特征均值为中心的高斯函数,和以负半

轴特征均值为中心的高斯函数.将实际的特征数据

向量压缩至[０,１]区间,并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隶属

度函数的参数,建立模糊集合的隶属函数.根据最

大隶属度法则进行模糊推理,获得馆藏的趋势特征

在模糊集合U 上的评价结果.

４　高借阅型馆藏借阅曲线的分类

由于高借阅型馆藏是大量读者广泛选择的结

果,是读者兴趣的集中体现,其生命周期也具有更加

明显的特征.如能揭示高借阅型馆藏生命周期的变

化规律,则可针对性地调整业务实施举措,助力馆藏

利用率的提升.因此,本文选取年度借阅量排名前

１％的高借阅型图书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借阅曲线进

行分类统计.
为充分展现馆藏借阅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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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流通日志中,抽取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的数据作为实验来源.在统计时间段内,图
书馆的年购书数量和复本政策没有明显变化.从流

通日志中遴选出年度借阅量排名前１％的图书.在

去除“通用借书证”“IPAD”“MAC”等非纸质图书的

其他类型资料后,共获得１５８１６种高借阅型图书,及
其产生的１１３５７９２条借阅记录.将每种图书的年度

借阅序列绘制为借阅曲线,按照图３所示的分析流

程,应用Fisher算法对借阅曲线进行自适应分割和

特征评价.

图３　高借阅型馆藏趋势分析流程

　　如图４所示,共获得２３种典型借阅曲线.根据

其特征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情况,将其归纳为６类,分
为“上升型”“下降型”“平稳型”“先上升后下降型”
“先下降后上升型”“多峰波动型”曲线.

由图４可知,在近十年的统计时间窗内,呈“先
上 升 后 下 降 型”的 借 阅 曲 线 最 多,占 总 量 的

５５５７％;呈“平稳型”的借阅曲线最少,仅占总量的

０４％.因此,高借阅型馆藏的借阅趋势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多呈波动态势.对不同类型借阅曲线的图

书上架时间进行分析,获得借阅曲线随图书上架时

间的分布图.如图５所示,“上升型”图书的上架时

间大多分布于２０１５年之后,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占

比重不断增加;“下降型”图书的上架时间大多分布

于２００８年之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占比重不断减

少;“先上升后下降型”图书的上架时间多分布于

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５年之间,总体上呈现为两边窄中间宽

的“纺锤形”;多峰型曲线的上架时间分布相对均匀;
“平稳型”和“先下降后上升型”图书的上架时间主要

分布于统计时间窗右侧附近.

图４　典型借阅曲线及数量占比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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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结果表明,高借阅型图书的借阅曲线以单峰

型曲线为主,该现象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一般规律.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图书)自其发表(上架)以
来,随着其影响力的扩散,其单位时间的引用量(借阅

量)逐渐增加,直至到达顶点;随后,因文献逐渐老化,
其引用量(借阅量)逐渐衰减.在图４观测到的典型

曲线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正是“先上升后下降型”借阅

曲线;图５也印证了这一点,由于统计时间窗无法覆

盖所有图书的完整生命周期,因此观测到了其生命周

期的不同阶段:上架时间靠近２０１８年的图书,其借阅

曲线大多表现为“上升型”,表明在统计窗内观测到了

其生命周期的生长阶段;上架时间靠近２００８年的图

书,其借阅曲线大多表现为“下降型”,表明在统计窗

内观测到了其生命周期的老化阶段;上架时间位于统

计时间窗中心附近的图书,大多表现为“先上升后下

降型”,表明在统计窗内既可观测到其生命周期的生

长阶段,又可观测到其老化阶段.

图５　借阅曲线随图书上架时间的分布图

实验发现,“下降型”借阅曲线的总量约为“上升

型”借阅曲线总量的６倍.如果高借阅型馆藏的生

命周期为对称型分布,则采样结果中的上升型和下

降型曲线的总量应相差不大;因此,大多数图书的生

命周期应为“下降”阶段长于“上升”阶段的偏态分布

曲线.这意味着高借阅型馆藏往往以较短的时间达

到其借阅顶峰,随后以较长的时间缓慢衰减.由此,
构建如图６所示的单峰型偏态曲线,表征高借阅型

图书的经典生命周期.
如图６所示,经典生命周期可分为沉睡期、萌芽

期、成长期、成熟期、老化期、衰退期和衰亡期七个生

命阶段.在每个生命阶段内,图书具有相似的借阅

趋势;在不同生命阶段之间,图书的借阅趋势具有明

显的区别.经过Fisher算法的分割,借阅曲线被自

适应地划分为段内差异不大、段间差异较大的数个

子段;恰好可对应为其所经历的不同生命阶段.因

此,根据借阅曲线的分段特征及相对位置关系,建立

其生命阶段的判别规则,如表１所示.结合图４的

实验结果,归纳高借阅型图书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

图６　高借阅型图书的经典生命周期及生命阶段划分图

表１　生命阶段的判别规则

生命阶段 趋势特征 位置特征

沉睡期 平稳 位于借阅曲线首段

萌芽期 上升 沉睡期后段或成长期前段

成长期 显著上升 /

成熟期 上升|平稳|下降 成长期后段|老化期前段

老化期 显著下降 /

衰退期 下降 老化期后段或衰亡期前段

衰亡期 平稳 位于借阅曲线尾段

注:表中“/”表示该生命阶段具有标志性的趋势特征,在判别过程中

无需考虑位置特征,可根据趋势特征直接确定.

４．１　“上升型”借阅曲线

“上升型”借阅曲线表现为单调递增的形态.
“上升型”曲线共有四种典型形态,其特征分别为

“平稳—上升”“上升”“上升—显著上升”“显著上

升—上升”,其对应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分别为“沉
睡期—萌芽期”“萌芽期”“萌芽期—成长期”“成长

期—成熟期”.“上升型”借阅曲线主要反映了图书

生命周期中的前半程,基本符合“沉睡—萌芽—成

长—成熟”的规律,表明文献自入藏后,其借阅量并

非立即到达顶峰,而是存在着一个传播、扩散的生长

过程.这一现象印证了已有研究的观点[２４].
同时,在 实 验 中 还 发 现 一 种 特 殊 的 借 阅 曲

线———“睡美人”型曲线.这类曲线具有较长的沉睡

期,以及一个明显的唤醒时间点,其特征表现为“平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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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显著上升”,表明图书在上架后的较长时间内处

于低借阅状态,而后其借阅量突然上升.分析“睡美

人”型曲线的产生机理及影响因素,对于提升馆藏的

借阅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４．２　“下降型”借阅曲线

“下降型”借阅曲线表现为单调递减的形态.
“下降型”曲线共有五种典型形态,其特征分别为

“平稳—下降”“下降”“下降—显著下降”“显著下

降—下降”“下降—显著下降—下降”,其对应的生命

周期发展阶段分别为“成熟期—衰退期”“衰退期”
“成熟期—老化期”“老化期—衰退期”“成熟期—老

化期—衰退期”.总体来看,“下降型”借阅曲线反映

出,随着时间推移图书的利用价值逐渐降低直至衰

亡的过程,基本符合“成熟期—老化期—衰退期”的
规律.但实验发现,有一类图书的借阅曲线不符合

这一规律,未经历逐步老化的进程,却突然以“显著

下降”的特征,从较高的借阅量断崖式衰减至０,其
借阅曲线呈现为“流星型”形态.如能找到导致其生

命周期戛然而止的因素,则可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

施,防止图书正常的生命周期受到影响.

４．３　“先上升后下降型”借阅曲线

“先上升后下降型”借阅曲线表现为先单调递

增、后单调递减的形态.作为占比最多的曲线类型,
“先上升后下降型”借阅曲线表现出很明显的生命周

期特点:在统计窗内,既观测到了其生命周期中的生

长过程,又观测到了其生命周期的老化过程.这类

曲线共有８种典型曲线,总体来看,“先上升后下降

型”曲线大体服从“沉睡—萌芽—成长—成熟—老

化—衰退—衰亡”的生命周期发展历程,但部分曲线

会跳过峰值附近的成熟期或老化期,直接步入下一

阶段.
与理想中平滑的生命周期曲线不同,实际的借

阅曲线峰值附近的斜率往往非常陡峭.经过计算发

现,５７．２％的高借阅型馆藏的成熟期不超过２年,

９１６３％的高借阅型馆藏的成熟期不超过４年.这

表明大多数高借阅型馆藏成熟期较为短暂.

４．４　“平稳型”借阅曲线

“平稳型”借阅曲线没有明显的单调递增或递减

规律,也没有明显的生命阶段特点.与大多数高借

阅型馆藏不同,这类图书的借阅量始终保持在较高

水平,表明其经久不衰地得到读者的喜爱.尽管这

类曲线的数量最少,但对这类图书进行深入分析,有

助于掌握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为文献资源建设和

阅读推广提供决策依据.

４．５　“先下降后上升型”借阅曲线

“先下降后上升型”借阅曲线表现为先单调递

减、后单调递增的形态.这类图书与一般的曲线不

同之处在于,其具有两个连续的生命周期.在统计

窗内观测到了前一个生命周期的老化阶段,和后一

个生命周期的生长阶段.这种形态特点,表明其受

到了某种外部因素影响,使其原本已经衰减式微的

生命重新焕发出“第二春”.

４．６　“多峰波动型”借阅曲线

“多峰波动型”借阅曲线中包含了多个生命周

期,其峰值不完全相同.在前一个生命周期进入尾

声时,因某种因素影响产生了后一个生命周期,最终

形成了多个生命周期排列组合的形态.总体来看,
多峰波动型曲线表现出上下波动的态势,表明这类

图书的借阅量较不稳定.

５　高借阅型馆藏生命阶段及借阅曲线的分布特点

５．１　高借阅型馆藏的生命阶段的历时分布

馆藏的生命周期由不同生命阶段构成.在不同

的生命阶段中,馆藏的借阅价值和发展趋势都有所

不同.如果将馆藏的生命阶段类比于人类的年龄阶

段,则“沉睡期”“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老化

期”“衰退期”“衰亡期”可分别对应于 “婴儿时期”
“幼儿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壮年时期”“老
年时期”“晚年时期”.因此,不同生命阶段下馆藏的

数量及占比情况构成了馆藏集合的“年龄结构”.对

高借阅型馆藏生命阶段的历时分布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其“年龄结构”随时间推移的变迁过程.
为探究高借阅型馆藏在各年度下的“年龄结

构”,依据表１所示的规则,以年度为单位,逐年计算

其生命阶段的占比情况.如图７所示,高借阅型馆

藏的生命阶段主要由“成长期”“成熟期”“老化期”
“衰退期”构成,处于“成长期”的图书是高借阅型馆

藏的主力军.然而,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４年,“成长

期”和 “成 熟 期”的 图 书 占 比 从 ８０１％ 下 降 至

４９３２％;而“老化期”“衰退期”“衰亡期”图书的占比

逐年上升,并在２０１３年超越了总量的５０％;与此同

时,高借阅型馆藏的总量在２０１０年后呈现出逐年下

降的态势.该现象说明,高借阅型馆藏的年龄结构

在这一阶段逐渐趋于老龄化:大量曾经处于“成长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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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图书,在经历了生长与老化进程后,进入生命

的尾声而逐渐消亡;与此同时,年轻的“成长期”图书

未能补充进来,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在２０１４
年之后,尽管“成长期”和“成熟期”图书的数量略有

回升,但由于大量“老龄化”图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导致高借阅型图书的总量仍处于下降趋势.

图７　高借阅型馆藏生命阶段的历时分布

５．２　高 借 阅 型 馆 藏 的 借 阅 曲 线 在 图 书 类 别 中 的

分布

根据«中国图书分类法»中的１３个大类,对５种

借阅曲线分别计算其在各类别下的分布.如图８所

示,在各类别图书中,“先上升后下降型”型曲线是

出现概率最大的借阅曲线;“平稳型”曲线是出现概

率最小的借阅曲线.这是不同类别图书借阅曲线分

布的共性特点.但从分布结构来看,不同图书类别

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

图８　借阅曲线在各类别图书中的分布

大多数图书类别中,“下降型”曲线数量总体高

于“上升型”曲线,特别是E、G、J、N、Q、R、U、Z类图

书,其“上升型”曲线的占比量极少,表明这类图书的

高借阅型馆藏目前大多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中、后半

程,如果未来没有更多“年轻”的高借阅型图书补充

进来,原有图书贡献的借阅量可能会逐渐衰减.
“上升型”曲线在各类图书中表现为不均匀分

布.总体来看,“上升型”曲线在B、C、F、I、K、O、T
类图书中出现较多.特别是对 K类图书而言,其

“上升型”曲线甚至超过了“下降型”曲线的数量.其

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历史、地理类图书的老化速度

较慢,因此下降型的借阅曲线占比较少;另一方面,
一批近年上架的图书,如«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苦难辉煌»«丝绸之路»等“上升型”图书持续“走
红”,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先下降后上升型”曲线多分布在D、K、O、R等

类图书中.这类图书大多上架时间较早,原本处于

其生命周期的后半程,但由于外界因素影响,其发展

趋势从“下降”转变为“上升”.改变这类图书的借阅

曲线形态的外界因素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书单推荐.出现在“习近平书单”中的«论法

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图书在推荐前已步入老化

阶段;但在得到推荐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开启

了生命周期的新阶段.
(２)竞赛活动.例如,以数学建模竞赛为代表的

课外科技活动,近年来在全校范围得到了广泛参与.
特别是在校内赛夏令营举办后,其参与人数逐年攀

升.据统计,２０１１年的参赛人数约为２００７年参赛

人数的三倍.与此同时,与“数学建模”相关的图书

也变得炙手可热,一些原本进入老化阶段的图书也

重新焕发生机.
(３)热点信息.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是西安交通大

学建校１２０周年、迁校６０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全校

范围内开展了“风云两甲子,弦歌三世纪”为主题的

校庆盛典活动;而图书馆中校史相关馆藏也成为借

阅热门.随着 “西迁精神”学习热潮的迅速掀起,校
史类图书的借阅热度也持续上升.以«交通大学西

迁回忆录»为代表的图书,尽管书龄已超过十年,但
在２０１６年后又步入了借阅量上升的生命阶段.

６　特殊借阅曲线的特征分析

６．１　“睡美人”型曲线

在高借阅型馆藏集合中,筛选出１３０种“睡美

人”图书.经过统计发现,其沉睡期从４年至９年不

等,平均沉睡期为６．３５年.从唤醒时间点的分布来

看,２０１８年是 “睡美人”图书唤醒最多的一年,有

７４６１％的“睡美人”图书在该年被唤醒.经过分析

发现,该现象与２０１８年开展的“百本经典”阅读推广

活动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在２０１８年被唤醒的９７种

“睡美人”图书中,近４０％的图书位于“百本经典”活
动的阅读推荐目录之中:如«如何阅读一本书»«爱的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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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逻辑的力量»等.这些图书曾经长期处于低

借阅状态,但在２０１８年开展“百本经典”阅读推广

后,其当年借阅量相较早年平均增加４．９３倍.这表

明,阅读推广活动能够将原本沉睡的图书唤醒,赋予

其蓬勃的生命力.

６．２　“经久不衰”型曲线

与大多数高借阅型馆藏不同,有少数馆藏的成

熟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表明其经久不衰,持续得

到读者的喜爱.对成熟期大于４年的４４７种高借阅

型图书进行主题内容归纳分析,发现其主要集中于

以下方面:(１)经典党政文献,如«毛泽东选集»«邓小

平文选»«资本论»等;(２)经典小说类书目:如«平凡

的世界»«白鹿原»«傲慢与偏见»等;(３)学科奠基著

作,如«国富论»«数字图像处理»«微积分»等;(４)课
程辅导类书目,如«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学习辅导与

习题选解»«偏微分方程习题集»«概率统计复习与习

题全解»等;(５)程序设计相关书目,如«MATLAB
宝典»«VisualC＋＋开发入门与编程实践»«由浅入

深学Java»等;(６)英语水平测试用书,如«TOEFL
核心词汇２１天突破»«大学英语六级阅读特训»«考
研英语阅读理解精读１００篇»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三年发布的“Top１０年度借

阅榜单”中,有９０％的书目属于该类“经久不衰型”
图书,其平均成熟期为７．２４年,其中８６．６６％的书目

至今仍处于成熟期.这表明,位于借阅排行榜首的

高借阅型图书既具有极高的借阅量,又具有相当长

的成熟期.比较历年发布的“Top１０年度借阅榜

单”,发现有３６．６７％的高借阅型书目重复出现.其

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这部分高借阅型书目本身

仍处于成熟期,其借阅量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保持

于峰值附近;另一方面,由于借阅榜单的发布,进一

步加深了读者的认知度,使这类图书变得更为抢手.

６．３　“流星”型曲线

少数馆藏的生命周期出现“戛然而止”的现象,
其借阅曲线呈现出“流星”型.根据统计,有６３种图

书的借阅曲线呈现为“流星型”,在其借阅量下降为

０的前一年,平均借阅量为１２次.调查发现,“流星

型”图书均经历了从开架书库变化为提存书库等闭

架书库的库位调整,造成了其生命周期的突然衰落.
如果这类藏书保持原馆藏地不变,其生命周期可能

在未来得到延续.

７　数字资源对纸质馆藏借阅趋势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随着数字阅读的普及,传统的纸质阅读

受到了明显的冲击.相较于纸质载体,数字设备存

储容量大,能与网络互联互通,在信息检索、信息获

取和信息存储方面都更具优势;随着技术发展,数字

设备的价格逐渐降低、体积更加轻便、体验不断优

化[２５],数字阅读的国民接触率也逐年上升[２６].已有

研究认为,数字资源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的阅读方式

和阅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降低了对纸质

文献的需求,因此,数字资源是造成纸质馆藏借阅量

下降的主要因素[２７].
然而,数字资源是否只会给纸质馆藏带来负面

影响? 在研究阅读推广专题网站的书目借阅趋势

时,笔者却观测到一种特别的现象.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专题网站中,

提供了推荐书目的纸本馆藏信息;对有数字资源的

书目,在版权许可范围内,同时提供在线阅读链接.
从使用统计来看,一方面,数字资源的总体使用量的

确比纸质馆藏高:推荐书目的数字资源年均访问量

为９３９８次,而纸质馆藏资源年均借阅量为３６１５册

次;另一方面,在数字资源与纸质馆藏同步推荐的模

式下,数字资源却能够促进纸本馆藏借阅量的增长:
将专题网站的推荐书目分为“仅提供纸质馆藏”和
“同时提供纸质馆藏与数字资源”两类,分别计算其

借阅曲线在推荐后的变化趋势,发现“提供纸质馆

藏”的每种书目在推荐后年借阅量平均增加２７．６３
次,“同时提供纸质馆藏与数字资源”的每种书目在

推荐后年借阅量平均增加３２．３７次;表明,“同时推

荐纸质和电子资源”的馆藏借阅量增长幅度比“仅推

荐纸质馆藏资源”的借阅量增长幅度更高;在书目推

荐场景下,电子资源的同步推荐不仅没有降低纸本

馆藏的借阅量,反而能够起到提升作用.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多途径的数字资源推荐模

式使读者更容易发现被推荐的书目;二是由于数字

资源为读者提供了详细了解图书内容的便捷入口;
在线阅读后,如果读者被其内容吸引,则会选择借阅

对应的纸本馆藏以便进行深层次的阅读、学习和研

究.毕竟,数字阅读虽然在时效性上更胜一筹,但其

更适合于浅层次的碎片化阅读;而在阅读体验方面,
纸本馆藏所特有的质感和触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特别适合于深层次、集中性、沉浸式阅读.而当

纸本馆藏复本全部借出时,数字资源则充分发挥了

２４

基于借阅曲线分析的高借阅型馆藏生命周期研究/陈雅迪,李娟,梁栋,韩萌

　　ResearchonLifeCycleofHighlyＧcirculatedCollectionsBasedonCirculationCurveAnalysis/ChenYadi,LiJuan,LiangDong,HanMeng



2021

年
第2

期

对纸本馆藏重要的补充作用,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发

现有价值的纸质馆藏.从这个角度来看,纸本资源

和数字资源之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８　高借阅型馆藏生命周期研究的启示

高借阅型馆藏生命周期的研究,为馆藏价值的

历时性评估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图书馆的

业务实施策略带来启示.

８．１　实施生命周期监测,评估馆藏“年龄结构”
图书馆可定期进行生命周期监测,评估当前馆

藏生命阶段的分布情况.如果处于 “老化期”“衰退

期”“衰亡期”的馆藏数量大于“萌芽期”“成长期”“成
熟期”,则表明当前读者借阅的对象多为处于生命周

期后半程的图书,提示当前馆藏的“年龄结构”趋于

老龄化,未来借阅量下降的风险将持续增加.图书

馆应着力采取应对措施,“培育”更多“上升型”馆藏,
以避免“青黄不接”的问题出现.

８．２　充分感知读者需求,调整馆藏建设布局策略

在知识快速更新迭代的过程中,读者的需求也

在动态变化,处于上升阶段的馆藏蕴含着读者需求

的变化方向.在馆藏建设时,可对“上升型”“先下降

后上升型”“睡美人型”图书进行聚类分析,将其中新

兴的热门借阅主题词、热门作者信息,纳入馆藏采访

的考虑因素中,充分保障读者科研与学习的需要.
对于“经久不衰”型馆藏,表明读者对其的需求

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在馆藏建设方面,应对这类图书

进行侧重配置,并对其复本进行适当增订,增加其借

阅量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进行馆藏库位调整时,也应充分考虑到读者

的历史需求,避免造成馆藏生命周期中断的情况.
为了减少“流星型”馆藏的数量,应当在清点和剔除

操作中更加谨慎,不仅要考虑最后一次借出时间,还
应将历史流通数据纳入考虑范畴,减少对高借阅型

馆藏的库位调整.

８．３　强化阅读推广服务效能,激发馆藏的生命力

对“睡美人型”借阅曲线的分析表明,沉睡的低

借阅型馆藏可以被唤醒;对“先下降后上升型”借阅

曲线的分析表明,进入老化阶段的图书也可重新焕

发生机.因此,馆藏的生命周期可以被外界因素改

变,而阅读推广、书单推荐、借阅榜单等活动都是重

要的影响因素.图书馆应当充分利用阅读推广的各

种形式,加大阅读推广实施的广度和力度,让更多的

低借阅型馆藏焕发生机.

８．４　从馆藏的生命阶段出发,针对性开展宣传

对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馆藏,应当采用不同的

宣传策略.处于上升阶段的馆藏,其影响力尚处于

扩散阶段,图书馆应优先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和频

率,采取多平台、全方位的主动推送方式,使其能为

更多读者所知.对处于“成熟期”的馆藏,表明其已

经得到受众群体的认可,宜采用图书借阅榜单、读者

书评分享等方式彰显其价值,使其知名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对于处于下降阶段的馆藏,其借阅量虽衰

减式微,但可采用经典回顾式的宣传,反映其曾在巅

峰期发挥过的作用,从而唤起读者的兴趣.

８．５　深入教学实践环节,拓展科研学习支持服务

研究发现,“经久不衰型”图书多集中于学科经

典著作、课程辅导教材、复习备考用书、程序设计等

方面,表明学生在其课内外的学习、备考、竞赛、研究

和实践过程中,对文献信息获取始终具有强烈的需

求.高校图书馆应当深入教学实践环节,全面拓展

科研学习支持服务.例如,图书馆可针对热门研究

主题,如人工智能、数学建模、机器学习等,遴选、整
合、汇集优质的馆藏资源,向相应的读者群体进行个

性化推介;从读者的周期性需求出发,图书馆可在

“开学季”“考试季”“竞赛季”“就业季”等不同时段,
根据读者的年级、专业、研究方向,针对性地推送相

应主题的馆藏资源.在进行推送时,应适当增加低

借阅型馆藏的曝光度,避免 “高借阅型图书一本难

求,低借阅型图书无人问津”的“马太效应”进一步

加剧.

８．６　建设专题阅读网站,以数字资源促进纸质资源

借阅量提升

研究发现,在阅读推广专题网站中,数字资源的

同步推荐能够促进纸质馆藏借阅量的提升.因此,
应当充分发挥数字资源在资源推荐中的优势,结合

文化建设的需求,加强阅读推广专题网站建设.在

版权许可的范围内,将推荐对象的数字资源和纸质

馆藏进行同步推荐,例如,清华大学的“读在清华”专
题网站、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百本经典”专题网

站等.同时,应在微信、微博和各类社交媒体中,进
行多途径的专题宣传,增强资源推荐的曝光度,让读

者能够更方便地进行资源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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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结语

基于借阅曲线的馆藏生命周期研究为馆藏评估

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有助于发现馆藏生命周期的

影响因素、感知读者需求的变化方向、揭示当前馆藏

建设布局的存在问题.图书馆应加大对馆藏生命周

期的监测工作,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当前馆藏建设与

布局的实施策略;同时,在新形势下,应优化馆藏推荐

模式,采用多途径的宣传策略,以数字资源促进馆藏

资源的揭示,从而实现馆藏利用率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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