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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情报学的学术热点分析方法研究

□杨新涯　王莹∗　尹伟宏

　　摘要　数据的海量增长,伴随而来的是信息贫乏时代向信息爆炸、信息富余时代的转变.领

域前沿主题的识别工作不仅是学科领域关注的重点,也是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献

调研发现,当前高校图书馆对学术热点的研究重视不足.聚焦数据获取、数据整理、数据分析和

数据呈现等四个环节,形成文献情报学的学术热点研究方法体系,旨在综合运用图书馆的方法、
众多的数据库资源和不同功能的分析平台,实现有效的学术热点数据管理,为科研人员提供产生

高影响力研究成果的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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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学术热点,包括研究前沿、发展趋势等概念,往
往是某一学科或领域在某一时间段被高度关注并产

生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方向,表现为该学科或领域细

分后的研究主题.由于其创新性和未来发展空间,
学术热点是科研人员把握科研动向和需求的重要参

考.图书馆作为文献集散中心,其研究核心就是节

省在文献、信息和知识的发现、获取、阅读、理解和消

化等方面的时间,节省查准文献的时间,增加有效阅

读时间[１].科研人员作为一大用户群体,其科研需

求应该得到满足.
过去,高校图书馆对科研人员的支持主要体现在

基本的文献资源保障.大数据及相关的数据科学、数
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式的出现,加之众多数据库分析

平台的兴起,为使用已有数据进行新知识的生产提供

了可能[２],图书馆事业重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资
源为王”转向“服务为王”,而“服务为王”的重要基础

则来源于“内容为王”.当下,图书馆的多元化数据正

成为“内容为王”的重要支撑,图书馆界亟待提升对所

拥有的多样化数据的理解、分析和挖掘等能力,实现

与目标用户的有效对接,提供精准服务.
本文是对学术热点研究的流程及各环节使用的

研究方法进行探索的新尝试,着眼于学术热点研究

中方法的综合运用和流程操作,使用不同的方法来

解决各环节遇到的问题,兼具针对性和综合性.

２　学术热点研究现状

准确把握学科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对科研人员

的研究和管理者的决策具有重大意义.科研数据的

海量升级,凸显了学术热点研究的现实意义.上海科

技情报研究所在梳理科学知识图谱的发展中发现,科
学知识呈爆炸式增长,吸引了一批数学、计算机、图形

学等领域专家进入图书情报分析领域,与科研情报工

作者协同合作,开发并研究出大量的新工具和新方

法,形成了众多数据库平台和分析工具.Scopus数据

库显示,全球关于学术热点的研究正逐年增长.中国

知网数据也表明,国内关于学术热点的研究成果在

２００６年以后出现明显增长,主要分布在图书馆学、经
济学、医学、计算机科学及相关交叉学科.

在分析工具方面,针对学术热点研究的数据来

源,WebofScience、Scopus、中国知网等均成为科研

人员检索文献的重要平台.其他如 MEDLINE 等

专业数据库也成为重要的专业数据获取平台.针对

学术热点研究的评价与分析工具,Incites的学科分

析、ESI的前 沿 领 域、Scival的 热 点 关 键 词 云 图、

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等均提供不同程度、不同角

度的量化分析,促使学术热点的研究更加精细化、精
准化.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已开发的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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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科研人员使用的文本分析工具有数十种之多,如
CiteSpace、VOSviewer、Histcite等.

在研究方法与成果方面,蒋文钊等以 Webof
Science数据库为数据源,借助 OmniViz可视化数

据分析工具和 Excel软件,对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和

词频分析,研究国际运筹学领域的学术热点[３].喻

国明等结合文献计量法中的内容分析法和共词分析

法,对EBSCO数据库中收录的２０１６年的人工智能

专题中与传播学相关的英文学术论文做定量分析,
描绘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４].李峰等综合使用文献

调研法、文献计量法、德尔菲法、指标对比分析法和

可视化分析方法等多种方法研究基础和交叉学科领

域的学术热点,为学校职能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５].
在实践应用方面,科睿唯安等数据库商依据自

身资源,加入学术热点研究的行列,自发布«２０１３研

究前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１００个探索领

域»白皮书后[６],２０１４年起又与中国科学院战略情

报研究团队合作,连续５年发布当年研究前沿报告.
综上所述,多样化的数据库平台和分析工具为

学术热点的研究提供了保障.随着文献计量学方法

和众多新分析工具与平台的应用,学术热点的研究

具备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和具体的实践案例,但是仍

存在对其价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研究方法不够系

统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　学术热点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

３．１　对学术热点在学科服务中的价值认识不足

对国内高校图书馆而言,在“双一流”的建设背景

下,依托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数据,提供与国际接轨的

科研服务、决策支持,是其研究性、学术性定位的重要

体现,在大学生态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
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仍集中于学科的影响力评价、
院校对标分析,主要还是在对已有科研产出的评价研

究,缺乏对学术热点研究的重视,因而也缺乏能力与

竞争力,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率先淡化学科边界,最大

限度融入科研过程并且正面影响科研过程.

３．２　对学术热点研究工具的培训支持不够

科研数据的指数级增加,导致科研人员难以在

专注自身研究的同时,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兼顾权

威性学术热点的发现及追踪.因此,对科研人员进

行针对性的信息素养专业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和迫

切.而现有的信息素养培训主要集中于文献检索的

基本知识与技能,难以应用于多样的数据库及分析

平台的检索和分析,难以满足日益精准的科研需求,
加之学科交叉愈加明显,数据库商产品竞争激烈,导
致检索数据不准确甚至有重大遗漏.

３．３　学术热点的研究方法系统性不足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学术热点研究的实践

多依赖于某一综合性数据库和某一分析软件的结

合,科研产出也主要集中于结果阐述,对于如何发现

等研究方法相关论述较少.从这些较少的关于研究

方法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在学术热点研究的过程中,
数据来源单一、数据分析维度单一、分析方法相对独

立使用等均直接影响数据分析效果.如从时间维度

关注学术产出(Papers)、论文被引频次(Cites)、篇均

被引频次(CitesofPerPaper)、h指数等常见指标,
可以发现一定时间内各项指标的起伏变化.而对于

学术热点研究,科研人员更关心在此基础上的其他

维度,如全球关注度、时效性、新颖性等有效指标.
此外,学术热点往往暗含预测未来的功能,发现

数据背后的关联进而预测发展趋势对科研人员更有

意义.独立指标的观察或某两者的简单交叉,难以

捕捉其中的内在联系.伴随众多热门领域向交叉方

向、综合方向的延伸,单一的数据库数据、简单的分

析指标和相互独立的分析方法难以满足捕捉学术热

点的需求,需要打破各环节研究方法系统性不足的

现状,组合一套专业化流程与简单操作,为不同专业

的科研人员所用.

４　学术热点的研究方法论构建

方法论的基本意义在于提高人们对周围世界的

认识,其中包括采用怎样的理论去认识和解释世界,
以及关于方法本身的理论[７].学术热点研究方法论

的构建,是图情领域人员在当前科研环境直接或间

接为科研人员提供精准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

心在于,系统整合已有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科研人员

提供操作简洁、结果科学的针对性研究方法体系;重
点在于提炼出解释和发现学术热点的方法和流程.

４．１　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结合

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一项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对

于学术热点研究而言,核心离不开多样化的科研数

据.本文立足于文献情报学已有方法和文献发展规

律,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多种数据库资源和分析平台,
解释并分析当前热门领域全球学术热点研究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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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为该领域科研人员提供真实、可靠、直观、具体

的热点研究方向,助力科研.对于科研数据的研究,
综合运用量化分析和质性研究等社会科学研究方

法,促使分析结果更加趋近事实本身.同时针对不

同的科研需求,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应针对性地进

行不同程度的结合.
对于高影响力论文选题等科研需求,从量化角度

来讲,合理选择、组合运用中英文数据库收集原始数据,
获得与学术热点研究相关的原始数据支撑.在收集数

据过程中,通常用到的数据检索方法有布尔逻辑检索、
截词检索等,关键在于检索词的选择和检索策略的运

用.获取数据后,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确定分析的维

度,综合运用数据分析平台如ESI、Scival和文本分析工

具,多维度描述原始数据,快速、高效、科学地从众多数

据中梳理热点研究范围.对得到的数据分析结果,需
借助文献发展规律、共被引分析方法、文献耦合规律等

进行客观、科学的解释.从质性角度来讲,除获取原始

权威数据本身外,还需收集研究领域在某一研究时间

范围内的高水平论文.通过对高被引文献或核心文献

等内容的整合分析和综合解读,形成有价值的综述、述
评、文摘、提要等二次文献,作为数据分析结果的重要补

充.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于科研项目申请、学术热点趋势权威发布等,

还需推荐给该领域专家,进行学者研讨、专家评议甚

至投票,采用德尔菲法、专家访谈等方法,吸收专家

意见,进一步确定具体研究问题、内容等.

４．２　以数据为核心的标准化流程控制

学术热点研究是一个流程化的过程,涉及不同的

数据管理过程,从数据获取的多元性、数据处理的标

准化、数据分析的深入化到数据呈现的精准化.围绕

其核心关键词“数据”,可将该过程分为数据获取、数
据整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呈现等四个标准化流程,如
图１所示.

图１　学术热点的研究方法与流程

数据收集流程中,围绕时效性、多渠道、全指

标[８]等原则,全面采集包括学术产出(Papers)、被引

频次(Citation)、引文影响力(CitationImpact)、H
指数等常见指标在内的多维指标,如媒体关注度、研
究前沿热度指数等不同数据库个性化的评价指标,
明确各指标含义.同时对于项目申请等科研需求,
除常见数据库数据外,还需收集各领域专业网站数

据、相关基金网站数据等.
数据整理流程中,围绕客观反映、真实有效、方

便操作等原则进行数据的内容整理、格式处理,具体

包括数据预处理、数据内容中关键指标整理汇总和

根据分析软件要求进行文件格式转换等.
数据分析流程则需遵从客观反映、合理解读、有

效预测原则,注重量化分析软件、可视化软件和文本

分析工具的综合运用,注重专业领域知识框架的学

习,避免解读不足、过分解读或解读偏差等不当分析

现象的发生.
最后是数据呈现流程,注重内容的简洁性,必要时

辅之以专家意见,共同为科研人员提供学术热点内容.

５　计算机辅助诊断领域学术热点的实证研究

通过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对计算机

辅助诊断领域进行整体了解.数据显示,该领域覆

盖学科７６个,研究方向４６个(均为 WOS分类标准

下),一方面研究方向较为宏观、涉及范围较广,如数

据显示计算机辅助诊断领域的研究方向有 EngiＧ
neering(工程学)、ComputerScience(计算机科学)
等,范围较为笼统;另一方面,WOS学科、研究方向

的分类标准与国内高校实际学科、研究方向不一致,
难以精准映射.由此可见,当下对于计算机辅助诊断

领域科研人员而言,最困惑的不再是没有科研方向的

选择,而是面对众多科研方向难以把握,面对宏观大

方向,如何细分管理、获得精准的学术热点分析结果.

５．１　数据获取

数据是学术热点分析的起源和支撑,科研数据的

来源直接影响分析结果.因此,甄别和选取数据来源

尤为重要.以“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idedDiＧ
agnosis)”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对比不同数据库平

台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的检

索结果,相关统计见表１.其中,数据库平台未提供限

定主题检索的,则选择限定关键词、摘要等字段组合,
以最大程度靠近限定主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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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计算机辅助诊断”领域不同数据库检索结果统计

名称 结果/条 简介

WOS
核心合集

２６１２

综合性文摘索引数据库.收录了１８０００多

种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内容

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

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最早回溯至１９００
年.核心合集收录了论文中所引用的参考

文献,并按照被引作者、出处和出版年代编

制成独特的引文索引

Scopus ４１６９

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收录了来自全球５０００
多家出版商的１８０００多种同行评审期刊、

５００多种会议录、６００ 多种商业期刊以及

１２５种丛书.内容涉及人文、科学、技术及

医学方面的文献

Springer

Link
９２７８

综合 性 外 文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收 录 了

Springer出版的１８００余种电子期刊

WileyOnline １７５ 高质量学术期刊数据库.科技、医学为主

　　对比发现,由于定位、性质不同,不同数据库数

据数量相差悬殊,其次由于元数据切割标准不同,检
索功能设计存在差别.如 WileyOnline期刊数据库

中限定字段仅有全字段、标题、作者和关键词字段,
且不同字段间不能使用布尔逻辑的“或”检索方式,
以检索“ComputerAidedDiagnosis”为例,检索全字

段可获得１４９１８条数据,而限定为关键词时,数据量

锐减至１７５条,极大限制了数据选择.因此,科研人

员在进行学术热点的研究数据准备时,需要根据需

求,综合对比不同数据库的数据情况,确定原始数据

来源.
此外,在数据收集环节需注意抽取检索词并构

建恰当的检索式.对于需精确检索的内容,科研人

员需确定合适的限定字段,如限定摘要、主题、篇名/
题名、作者或机构等.一般数据库均提供布尔逻辑

检索选择,操作简便.对于非精确检索内容,通常在

检索框附近位置会有系统提供的相关检索词,如 Ei
Compendex检索结果左侧会根据检索痕迹,提供

ControlledVocabulary(控制性词汇)供参考.对于

陌生领域,需借助熟悉的数据库检索该领域内的代

表性文献,如高水平论文或该领域专家的学术成果

等,提取３－５个关键词进行检索.

５．２　数据整理

不同分析工具在分析数据过程中对数据文件的

格式有不同要求,为方便数据分析,需将原始数据转

换为适用分析的数据类型,并保存为通用格式,通常

包括 CSV、BibTeX 等.表２给出了常见的英文数

据库数据获取规则,Springer、Wiley数据库需要登

录进入才可以获取数量,因此未能获取.

５．３　关键环节: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包括对数据进行总体描述和具体分析

两部分.在总体描述中,各数据库会提供如学科分

布、时间分布、区域分布、机构分布、作者、来源期刊等

维度的整体统计.以“ComputerAidedDiagnosis”检
索结果为例,Scopus数据库给出年份、作者、学科、
国家/地区、来源出版物、出版阶段、归属机构、资金

赞助商和语言等维度的描述统计包括图表界面,以
便科研人员快速、清晰地了解该领域整体情况.其

他数据库平台如 WebofScience会提供领域中高被

引论文、热点论文等精炼选项,方便科研人员聚焦高

水平论文.
在具体分析时,不同软件提供了不同维度的分

析,如ESI的前沿领域分析,Scival的热点关键词云

图,CNKI的学术热点搜索等.以“ComputerAided
Diagnosis”为例,在 ESI中限定检索为 “Research
Fronts”,筛选领域包括计算机科学、临床医学等领

域,保存文件格式为CSV,可通过Excel数据筛选工

具找出相关度较高的该领域前沿研究方向.
表２　常见英文数据库的数据获取规则

数据库 下载选项 下载内容 数量要求

WOS

EndNote、Incites 和 其 他 文 件 类 型 如

BibTeX、HTML、纯 文 本、制 表 符 分 隔

(Win)等

作者、标题、来源出版物、摘要、全记录、引用的参考

文献等
每次５００条

Scopus
MENDELEY、Refworks、EndNote、CSV/

Excel、BibTeX等

引文信息(作者、标题、年份等)、题录信息(归属机

构、ISSN等)、摘要和关键词、资金资助详情等
CSV仅支持前２０００篇

SpringerLink Bibtex、EndNote、acmref、csv 数据库收录的全记录

WileyOnline 文本、XML或Email、保存到EndNote等
题名、作者、机构、实验室、关键词、来源、基金、文

摘、被引频次等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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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结果显示,ESI平台前沿分析的局限在于

不能直接进行特定领域分析,需通过 ESI学科分类

体系进行与主题领域相关的学科限定,获得前沿研

究方向列表后再进行筛选.在筛选过程中,领域交

叉性过强,而学科涵盖不全时,容易造成遗漏.因

此,ESI常用于学科前沿检索,进一步的研究主题或

领域的分析还需借助其他工具.

Scival平台可进行学术热点关键词检索.进入

Overview界面下的 TopicsandResearchAreas检

索“ComputerAidedDiagnosis”,可聚焦该平台的主

题词划分结果,如 T．５５８９９:ComputerAideddiagＧ
nosis;Cytology;MicroscopicImages,选择涵盖主

题词的选项进行热点关键词分析.需注意在检索

中,当检索词缺乏匹配结果时,可通过 WebofSciＧ
ence、Scopus数据库等获取目标文献集合的 DOI、

ID编号等,在 Scival平台的 Overview 界面,根据

PublicationSets中创建新数据集的步骤提示,导入

目标文献数据集合后再进行分析.除此之外,Scival
数据分析平台还提供了 Viewed即关注度的分析维

度,也是学术热点分析的重要参考指标.

CNKI学术热点搜索等分析工具可提供不同分

析视角.由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多以外文形

式发表,以“计算机辅助诊断”结果为例,中文数据量

偏小,分析结果仅供参考.
通过对比不同的分析平台发现,单一的某一项

工具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学术热点研究需求,包括发

表高影响力论文、申请项目、人才引进、学校职能部

门决策等,因此面对不同需求甚至同一需求的不同

阶段,需要系统性地综合运用不同的学术热点研究

方法和工具,择优实现需求目标.

５．４　数据呈现

对于某一领域的学术热点分析结果,需根据科研

需求选择呈现方式,如某领域学术热点的研究报告、
热门研究主题表、冷门研究主题表等.以研究报告为

例,通常需介绍目标领域的研究概况和学术热点研究

情况.其中,研究概况包括该领域全球范围内在某一

时间段的论文数量、被引频次、引文影响力等基本信

息,也可根据需要介绍学科分布、国家地区分布、机构

分布、作者分布、来源期刊分布等.学术热点研究情

况主要包括量化分析结果和内容分析结果两个部分.
量化分析结果中需提炼出科研人员应密切追踪的热

门研究主题或应避开的研究趋冷的主题.内容分析

结果包括对领域内高水平论文的研究问题、方法及创

新点等主要内容的整理总结,也可以纳入专家意见,
共同为科研人员提供具体思考和科研指导.

６　总结与展望

实践表明,甄别数据库、获取目标数据是学术热

点研究的基础,分解研究需求、综合运用不同分析工

具则是关键.本文构建的学术热点研究方法体系弥

补了单一平台分析的不足,同时通过实践,形成了领

域学术热点的研究报告,为科研人员提供参考,也为

学校职能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当前,不少国内高

校图书馆正在参与制定新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和服

务,并将其视为未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９].基于

图书馆海量数据的高端服务将是新时代图书馆服务

的重要板块,学术热点研究则为支持科研工作、开展

高端服务打开新的大门.讲好图书馆故事,从深化

学科服务、重视学术热点的研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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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growthofmassivedataisaccompaniedbyashiftfrominformationscarcityeratoinforＧ
mationexplosionandinformationsurplus．TheidentificationofthefrontiertopicsintheresearchfieldsbeＧ
comesnotonlythefocusofthesubjectarea,butalsoahotissueinthefield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Ｇ
ence．Throughliteratureresearch,itisfoundthatthecurrentresearchonacademichotspotsincollegeliＧ
brariesisinsufficient．Focusingondataacquisition,dataprocessing,dataanalysisanddatapresentation,an
academichotresearchmethodsystemhasbeendevelopedforliteratureandinformationscience．Theaimis
tocomprehensivelyusethelibrarymethod,numerousdatabaseresourcesanddifferentfunctionalanalysis
platformstoachieveeffectiveacademichotspotdatamanagementandprovideguidanceandreferenceforreＧ
searcherstoproducehighＧimpactresearch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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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创建于１９５３年,其前身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图书馆,１９７０年随学校主体南迁长

沙,１９９９年原长沙炮兵学院、长沙工程兵学院、长沙政治学院并入国防科技大学,三个学院的图书馆也先后并

入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目前,图书馆有三座馆舍,分别坐落在一、三、四号院区,建筑总面积４．７万平方米,
阅览座位４３００余个,每周开放９０个小时.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以理工类重点学科为核心,以军事文献为特色,理、工、军、文、管、经、哲协调

发展的文献资源体系.现有印刷型文献３７０余万册(件),年订购印刷型中文报刊３３００余种/份,印刷型外文

期刊１７０余种/份.建成了１０１个大型综合数据库,实现了SCI、Ei、CPCI－S三大系统及其他各类外文文献

数据库的国际同步检索,与国内外图书情报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资源共享与合作关系.坚持创新读者服务模

式,通过实体馆、数字馆及微信公众号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为战育人”的服务宗旨,紧密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总体要求,拓

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推进军校特色阅读文化建设,为全校提供用户培训、参考咨询、科技查新、文献传

递等深层次服务.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依托CALIS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为军队院校全面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能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保障.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积极响应“全民阅读”号召,努力打造并全面推进“蕙风讲坛”等四大阅读推广品牌

建设,并于２０１９年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先进单位”、湖南省教育厅普通高等学校阅读推广活动优

秀组织奖及创新案例奖等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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