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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０年图书馆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研究方法应用分析∗

□陆溯　谢珍

　　摘要　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的推进器,也是高质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保障.近年来图书馆学

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有效促进了学科的发展.通过对近１０年图书馆学１２种核心期刊所发表的

１０４８篇文章使用的资料收集方法、研究分析方法和软件工具进行标注,文章分析了三者间的相互

联系和交叉使用情况,指出图书馆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认为重视方法和工具学

习、合理选择并规范使用研究方法,注重实践案例研究同时加强各类研究方法之间的交叉融合是

提高学术论文质量和规范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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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任何学科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有力支撑,
学科专门研究方法的建立和基本研究模式的形成是

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合理选择以及灵活使用研究

方法和工具,是学术研究的推进器,也是高质量科学

研究的保障.了解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认识研究方法的变化,掌握研究方法的选用技能,解
析基本研究路径和模式,是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必备

素质.

１９８３年,乔好勤提出了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

三层结构,奠定了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基

石[１].１９９４年,黄宗忠对分类研究方法、文献信息

内容分析法、图书馆实践(案例)研究法、图书馆评价

研究法、图书馆用户研究法、图书馆比较研究法等图

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论述[２].此后,图
书馆学研究方法一直备受关注,学科方法体系已经

基本形成,研究方法和工具不断丰富和发展.赵一

丹指出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
并概述了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自的特

征及适用范围,提出了有利于图书情报学术规范化

的做法[３].柯平等人运用词频统计和内容分析法,
总结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相关文献的规律,并分析

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今后

的趋势和展望[４].储荷婷详细讨论了实验法、问卷

法、理论研讨法、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和书目计量法

等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常用研究方法的特点和注意

事项等[５].上述研究均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选用

和规范使用提供了指导与借鉴.本文以近１０年图

书馆学高被引文献为样本,从研究路径出发,更细致

深入地考察其研究方法,并以研究方法体现研究思

路为引领,探究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工具软件选用的

规律和基本模式.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样本选择

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选取近

１０年连续入选核心期刊目录的１２种图书馆学专业

期刊作为数据来源,分别是:«中国图书馆学报»«图
书情报工作»«图书与情报»«国家图书馆学刊»«图书

情报知识»«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图书馆论

坛»«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学研究»«图
书馆工作与研究»,论文发表时间跨度设定为“２００９
年到２０１８年”进行检索.将检索结果分年浏览,再
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分别选取每年被引频次排

名前１００篇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如果第１００篇文

献的引用频次与其后几篇文章相等,则将该被引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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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文献全部选作研究样本,共采集样本文献１０４８
篇(见表１).本文以被引频次作为遴选条件,是基

于高被引论文和论文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认为高被引论文的质量高,其在研究方法的选用方

面更具有代表 性 和 借 鉴 意 义.数 据 收 集 时 间 为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
表１　样本文献来源

年份 样本数量(篇) 最高被引频次(次) 最低被引频次(次)

２００９ １０１ ５６０ ４５

２０１０ １０１ ３５４ ４６

２０１１ １０２ ３３８ ５２

２０１２ １００ ３０９ ４７

２０１３ １０２ ２４１ ４２

２０１４ １０５ ３６０ ４３

２０１５ １０７ ２０８ ３８

２０１６ １０５ １１５ ２７

２０１７ １０８ ７９ １６

２０１８ １１７ ４５ ５

合计 １０４８

２．２　研究思路

研究方法由数据收集法和数据分析法构成,而
数据收集法和数据分析法都可进一步细分[６],在研

究过程中工具软件又与研究方法紧密相关.因此,
本文将从资料收集方法、研究分析方法和工具软件

三个方面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考察,不仅关注

研究方法的选用情况,更关注于三者的交叉结合规

律,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透视图书馆学研究中几种

主要的研究路径和模式,方法选用过程中应该注意

的问题,以期对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首先,对１２种图书馆学核心期刊近１０年所刊

载的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从资料收集方法、研究分

析方法和工具软件三个方面进行详细标注,分析方

法工具选用的整体情况及发展变化;其次,通过桑基

图展现三者之间交叉结合应用的规律,比较清晰地

突显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模式;第三,再通

过对典型样本的深入分析,探究不同路径模式下研

究方法选用的要点和应注意的问题.

２．３　研究方法编码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复杂多样,各方法之间交叉

重叠,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分类和界定也众说纷纭.
本文确立了专业方法优先、特殊方法重点关注的原

则,对于各类方法进行界定和命名,即对图书馆学常

用的、特有的方法尽可能细分,对于新出现的、可能

在图书馆学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方法给予重点关

注.正式标注之前,首先对２０１７年的１０８篇文献进

行试验性编码,进一步明确标注规则和方法界定,以
保证分类标注的科学严谨.最终根据图书馆学研究

特点及本文考察视角,确定了７种资料收集方法和

１３种研究分析方法.

７种资料收集方法分别为:文献调查法、网络调

查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试验法和经验

法.其中,将通过网络数据库获得文献的方法归入

文献调查法而非网络调查法,将通过网络进行问卷

调查的方法归入问卷调查法,将对长期观察或者相

关经历进行逻辑思考,而又没有其他明确资料来源

的文献归入经验法.

１３种研究分析方法分别为:逻辑思辨法、案例

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文献综述法、文献

计量法、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历史回顾法、公式

推演法、理论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可视化分析法.
其中,对文献的分析和研究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的重要方法,因此将其细分为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

法、文献综述法和文本分析法.简单的数据统计在

图书馆学研究中经常用到,但是其他类数学统计方

法,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结

构方程等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并不普遍,所以将

其统称为统计分析法;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词频分析、
聚类分析、共词分析主要是针对关键词、主题词的,
所以将它们都归在内容分析法而不是统计分析法

中,更符合图书馆学研究的特点.
此外,工具软件标注主要从文中直接选出.为

了尽可能多地掌握工具软件的使用情况,对那些虽

然没有特别指明但常用、易推断的工具软件,如

Excel、Ucinet也将其标注出来.

３　样本数据分析

３．１　整体情况分析

３．１．１　资料收集方法

由图１可见,网络调查法、文献调查法和经验法

是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分别占调查样本的３０％和

２６％和２５％.从时间序列来看,网络调查法上升趋

势比较明显.网络的便捷性和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

不仅为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开启了

１４

近１０年图书馆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研究方法应用分析/陆溯,谢珍

AnalysisofResearchMethodsforHighlyCitedPapersinCoreJournalsofLibraryScienceinRecentTenYears/LuSu,XieZhen　　　



2
0

2
0

年
第3

期

图１　样本文献中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

很多新的话题,如网络站点、移动平台、网络工具的

应用等.经验法呈现出一定下降趋势,体现了图书

馆学界对实证研究越来越重视,对研究资料来源的

明确性、准确性要求越来越高.文献调查法在图书

馆学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除了文献综述部分的调

研,就文献或者文献中某些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是图

书馆学的特色方法,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eb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CSSCI)等数据库是主要数据源,此外文献调查

对象还包括一些来源于网络的政策和法律文件、各
类统计数据、新闻报道等.问卷调查法一直是国外

图书馆学情报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方法[７],该方法却

一直没有在国内研究中特别凸显[８－９],仅占调查样

本总 数 的 ９％,其 中 网 络 问 卷 占 问 卷 调 查 法 的

９２３％.调查还发现,问卷的设计、发放、数据分析

的规范性有待重视和提高.访谈法和实验法选用非

常少,仅占１％－２％左右.原因可能在于实验法和

访谈法对人员、场地、设备、时间等有较高要求,实施

起来相对比较困难.但是这两种方法能够获取直观

的、一手的、针对性强的原始数据,因此研究者可以

加强对这两种方法的关注.

３．１．２　研究分析方法

图２　样本文献中常用的研究分析方法

研究分析方法是研究路径和模式的核心体现.

本文将研究分析方法归类为１３种(其他类除外),如
图２所示.整体而言,传统方法仍然占主流,逻辑分

析法、案例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文献综

述法仍是应 用 频 次 最 多 的 方 法.逻 辑 分 析 法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有明显下降,完全依靠观察分析和思

维逻辑的纯定性、非实证研究方法受到实证研究和

定量研究的挑战.案例分析法有明显增加,成为实

证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思路.逻辑分析法应用的下降

和案例分析法的增加,表明图书馆学研究越来越重

实证,研究过程强调案例实践和数据支撑,研究结果

也要落到实处,接受实证的检验.计算机网络技术

在图书馆学的应用日渐成熟,模型构建和系统设计

受到广泛关注,系统分析法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有逐年

上升的趋势.统计分析法是图书馆学定量研究的主

要方法,这种传统分析方法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
在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综述法、文献计量法

等篇章层面的宏观分析基本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减

少,而深入到文献内容和字词句细节的分析,如内容

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在不断增加,说明图书馆学研

究在向更细致的层面深入,这也得益于相关分析工

具软件的引入和应用.此外,理论分析法、历史回顾

法和公式推演法等也是常见的分析方法,虽然应用

频次并不高,但仍是图书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

３．１．３　工具软件

图３　样本文献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工具软件

在１０４８个样本中共有１９６篇文献借助了工具

软件进行分析,占总样本的１８７％,其中３６篇文献

使用了２种或以上的分析工具.图书学研究越来越

重视分析工具的应用,工具软件的使用频次逐年上

升,多种工具软件的结合使用也初露端倪.根据文

中说明和标注者的推断,涉及至少４６种工具软件,
工具软件应用呈多样化趋势,其中１８种分析工具出

现了３次以上(见图３),其他２８种工具仅出现了

１－２次,为节省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列出.这些工具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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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以Excel和SPSS为典型代

表的统计分析工具;以 Ucinet、Gephi为代表的社会

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工具;以CiteSpace、SATI、ESI为

代表的文献计量工具;以 Nvivo为代表的质性分析

软件和Python、Hadoop、ForceAtlas等程序语言或

算法.
从发展趋势看,SPSS使用频次有明显增加,其

作为最常用的专业统计分析软件,能够实现聚类分

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等解释性统计

分析,表明图书馆学研究在不断尝试更深层面的数

据分析[１０].Matlab也呈现出有力的增长趋势,在算

法开发、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以及数值计算,在评

价指标分析和因素分析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１１];

Gephi因其在探索性数据分析、链接分析、社交网络

分析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以及简单易用的特点,也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作为一款质性分析软件,

Nvivo在统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内
容分析法中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研究者可以给予更

多关注.

３．２　研究方法应用分析

资料收集方法、研究分析方法及研究工具形成

了研究的路径选择,体现着研究思路与模式.本文

用桑基图展示三者间的交叉选用情况(见图４),从
研究方法角度透视出文献的研究路径和模式.本文

重点对逻辑思辨、案例分析、文献研究、统计分析、系
统分析５种主要的研究路径与模式进行分析.

图４　研究方法应用的模式分析

３．２．１　逻辑思辨

逻辑思辨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长期占据优势

地位[１２－１３].逻辑思辨研究主要包括理论思辨、比较

分析、历史研究、经验总结、问题对策等.逻辑思辨

研究一般需要在客观实践基础上进行深度的理论剖

析,对逻辑的严密性及研究视野的高度和深度都有

很高的要求.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决定了逻辑

思辨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由

于逻辑思辨类研究主要来源于经验性材料积累,不
需要使用太过复杂的方法或工具,尤其是在资料不

足或研究工具受限的情况下,逻辑思辨类方法就成

为首选.与国外重应用、偏实证的研究风格相比,国
内图书馆学研究传统中对逻辑思辨研究更为偏重,

２４．１％的样本文献都属于此类.但是仅以经验性材

料作为论据论证,其资料主要来源于经验法、文献调

查和网络调查法等收集的主观经验性材料或二手资

料,其客观真实性不能保证;在分析过程中,以纯理

论思辨和经验总结为主,其准确性和应用价值不能

得到很好的证实,可信度和说服力有待商榷.因此,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实证研究的重视,纯逻辑思辨研

究有一定下降趋势.

３．２．２　文献研究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文献研究的特殊地

位.文献研究包括文献计量法(包括引文分析法)、
文献综述法、文本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

(１)综述类文献是文献研究的典型代表,提供文

献综述也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内容之一.通过对核

心文献的研读,梳理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挖掘和预

测相关研究热点,样本中１３．２％的文献属于此类.
(２)文献计量法是内生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核心文献、作者、关键词、引文等的计量分析,
梳理研 究 脉 络,发 现 研 究 热 点,预 测 研 究 趋 势.

CiteSpace是我国研究者应用最多的文献计量工具,
调查中７３．５％的文献计量都选用了该工具.

(３)内容分析法是一种深入文献内容层次的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一般要借助内容分析

工具软件,Ucinet和SATI是典型代表.通过字段

抽取、频次统计和共现矩阵构建进行计量分析、共现

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并
用可视化的形式呈现数据分析结果.

(４)文本分析法是通过对学术论文、政策文件、
法律条文、新闻报道等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对其中的

字、词、句进行进一步的诠释和解释,以发现其内涵

和规律.文本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都是以文献内容

作为分析对象,但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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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研究者的研读和思考.
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带有量化研究的成

分,文献综述法和文本分析法则主要是定性研究;内
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面向内容层面,而文献计量

法和文献综述法主要面向篇章层面.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它 们 各 有 侧 重 又 相 辅 相 成.CiteSpace、

Ucinet、Vosviwer、SATI等定量研究工具能够帮助

研究者迅速发现文献特征,并通过可视化的形式清

晰生动地加以展示.定性研究方法通过逻辑分析深

入到文献内容层面,从研究工具和可视化结果的展

示回归到对内容的逻辑分析和系统梳理才是文献研

究的最终落脚点.

３．２．３　案例研究

案例可以让研究更充实,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样本文献中的案例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成为实证

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案例选题与图书馆工作实践

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阅读推广、学科服务、空间服

务、机构知识库、馆藏建设等方面.案例研究可以分

为个案研究和多案例研究.个案研究往往来自于亲

身经历或者深入调查,对项目的实施背景、详细过

程、成果与实效、经验与建议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为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参考;多案例研究大部

分是通过网络调查或文献调查法收集资料,案例主

要用于支持所论述问题和观点.案例研究的角度除

了对案例本身的介绍、归纳和总结外,还包括运用比

较分析法对若干案例进行比较,用系统分析法详细

分析案例流程或建立解决该问题的模型,运用统计

分析发现样本案例的数据规律和特点,以及运用文

本分析法对政策文件、法律法规、重要报告进行内容

层面的分析等.从软件工具方面来讲,Excel、SPSS
等统计类工具在多案例研究中应用较多.此外,质
性分析工具 Nvivo在案例研究中有非常典型的应

用[１４],它能够对团体讨论、访谈、调查、录像、音频、
社交媒体等非量化信息进行处理,通过定性分析技

术来组织、分析和共享数据.
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案例研究是最直观的方

法.案例研究的对象和话题都是图书馆工作中真实

存在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作者亲身参与或实地

考查能够获得一手的研究资料,研究结果能够直接

指导具体实践,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此外,
案例研究受时间、空间以及工具方法的限制少,因此

受到业界研究者的偏爱,成为仅次于逻辑分析的常

用研究方法.

３．２．４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法是最基本的定量研究方法.对研究

对象量的统计分析,可以清晰直观地表达研究过程,
提高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直观性.统计分析基本模

式是收集用数量表示的资料或信息,再对数据进行

量化处理、检验和分析,从而获得有意义的结论的研

究过程.Excel、SPSS是最常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此
外,Matlab和SmartPLS在评价指标分析、影响因

素分析中均有比较典型的应用.从资料收集的方法

看,问卷调查法和网络调查法是数量化资料收集的

主要方法.此外,实验法获得的数据也常常用统计

分析法来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
(１)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如“公共图书馆服务

与老年人阅读现状及调查”一文,主要通过比率分

析、对比分析和趋势分析,对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描述

性统计分析以反映客观发展状况或对其发展趋势进

行预测[１５].
(２)影响因素统计分析.如“虚拟社区知识共享

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一文,主要涉及相关性统

计分析,分 析 了 影 响 因 素 与 研 究 问 题 之 间 的 相

关性[１６].
(３)评价类统计分析.如“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

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评价模式”一文,建立了指标体系

或 数 学 模 型,通 过 统 计 分 析 对 研 究 对 象 进 行

评价[１７].
统计分析法主要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层次剖析来

研究对象的逻辑属性和相关关系,其分析过程客观、
严密,且应用广泛.但统计分析必须要以一定的结

构化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需要花费

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且研究者对于统计分析工具的

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研究的层次和深度.６８．７％的

统计样本都停留在简单的计数、求和、求比率、平均

数等描述性统计层面,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

分析、数学模型分析等深层次的解释性统计方法很

少.因此,应该加强工具软件的学习和培训,拓展图

书馆学研究的内容和深度.

３．２．５　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是将研究对象或问题看作一个完整的

系统进行考察和分析,包括系统设计、模型构建、体
系研究、模式分析等.１１．２％的样本文献使用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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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系统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凭借经验

建立模型,然后通过实践案例对模型进行验证和完

善,如“数据库信息资源内容质量用户满意度模型及

实证研究”[１８];另一种是对已有的典型方案进行抽

象和完善,建立解决此类问题的完整步骤和模式,如
“微信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应用实践———以浙江

省高校图书馆为例”[１９].Gephi、SQL等程序设计语

言,SmartPLS、AMOS等建模软件以及结构方程模

型、概率主题模型等算法是系统分析法中比较常用

的工具.
系统分析的目的是提出面向问题解决的直接、

有效、完整的解决方案,其价值在于可以直接指导或

者应用于实践,具有真实性、实践性、系统性的优点.
系统分析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经验法、网络调查和观

察法,在具体研究中常常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４　对策建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识到研究方法

的重要作用,学习研究方法的选用技能,加强研究方

法的应用规范,是提升个人研究能力的必由之路,也
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通过对样本文献研究

方法选用规律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４．１　重视研究方法和工具学习

充分认识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树
立良好的研究方法意识,建立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
掌握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是每一位研究者的基本素

养.加强学习是研究方法提升的重要方式.
(１)建立研究方法学习和培训机制.对于在校

研究生来说,可以增加此类课程,对相关研究方法进

行系统学习和训练;对在职研究者而言,可以通过会

议、培训、座谈等形式加强研究方法的交流和学习.
(２)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学习培训,重在应用和实

践,不仅要灵活掌握、熟练应用,还要使方法真正与

研究融为一体,引导研究者在研究中进行自我探索

和创新.例如,熟练掌握文献研究工具是每位研究

者的必备技能,此类工具不仅能广泛用于图书馆学

研究中,也能在图书馆学科服务等实践工作中发挥

重要作用.统计分析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

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定量分析工具,但是由于

对这些工具的掌握不足,SPSS、AMOS、Matlab等统

计分析工具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

探索和发掘.
(３)目前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教材和

专著还比较少,因此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成果产

出,形成系统的文献资料和方法体系,为研究者提供

学习素材和参考.

４．２　合理选择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以研究问题为核心,综合

考虑研究过程中的相关因素,选择最适宜的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至少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１)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研究问题和研究路径

应该是研究方法选择的首要因素,但从样本文献的

研究情况来看,实施性的难易程度却成为研究方法

选择最重要的考量因素.那些使用便捷、投入少、易
实施的研究方法更受研究者的青睐,而一旦实施条

件稍有增加,使用频率就大幅减少.例如,文献调查

法、网络调查法和经验法所占比例很高,而访谈法、
实验法和观察法的使用就非常少.研究持续时间也

都比较短,持续性的跟踪研究很少.例如阅读量和

阅读倾向对读者的影响,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

的数据跟踪调查和研究,但目前还没有此类长期跟

踪的研究成果.科学研究一定要有迎难而上的勇

气,切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２)一手资料优先原则.一手资料是指直接经

过搜集整理和直接经验所得的资料,如调查问卷、实
验数据、实地调查等.这些资料具有证据直接,准确

性高、科学性强的特点.在样本文献中,用直接调查

法的论文只占２２．６％.而７７．４％样本采用了文献调

查、网络调查、经验法,获取的往往是已经过筛选或

加工的二手资料,其准确性和客观性远不如一手资

料.因此,在研究实践中确立一手资料优先原则,也
是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的重要体现.

４．３　规范使用研究方法

规范的研究方法,是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的体

现,也是高质量研究的保证.样本文献中对一些研

究方法使用不规范的情况应该引起重视.
(１)资料来源和收集方法说明不清楚.资料来

源和收集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每一篇学术论文

都应该明确表述其资料来源和资料收集方法,不仅

有利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也是科学研究科

学性和严谨性的重要体现.但３３．５％的样本文献既

没有明确说明收集方法,也无法直观判断其资料来

源,这是必须引起研究者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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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过程中的方法细节不规范.以问卷调

查法为例,选用问卷调查法的１０４篇样本文献中仅

有２篇曾提到通过专家对问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

行了评估;５篇曾对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７篇表

明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进行了试验性检测;问卷发

放范围缺乏普遍性和代表性,如仅在某一所大学发

放问卷用于研究大学生整体的阅读倾向.这些虽然

看似是研究中的细节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对研究方

法的掌握不扎实,对研究方法重视程度不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４．４　注重实践案例研究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案例

对研究产生重要的支撑和补充作用,尤其是在逻辑

思辨、系统分析和案例分析中,案例会成为整个研究

的基础.实践案例研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应尽可能拓宽资料来源,详细了解案例情

况.能亲身参与或实地考查是最优方式,如果条件

不具备,除了研究论文和相关网站,还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咨询、网络访谈、社交网站等途径全面详细地收

集案例资料,尽可能对研究案例增加了解.
(２)国外很多图书馆工作思路活跃开放,服务意

识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方面,但国内外环

境相差较大,介绍国外案例和经验时,应该理性、明
确、详细地分析此类经验和做法在国内实施的可行

性,并结合国内现实情况做出改进,而不能一味推崇

国外做法而忽略背景环境.
(３)案例选择可以更广泛、更具推广性.目前个

案研究介绍的大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图书馆先进、
典型的做法,诚然这些图书馆在资源、人员、技术上

引领着行业的发展,但是“土八路也有土办法”,一些

基层图书馆、普通本科或专科院校也不乏有很多巧

妙、接地气、易推广的好做法,这也可以成为基层工

作者很好的研究视角.

４．５　加强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趋

势越来越明显,利用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研究具体的

复杂问题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可,而研究方法可以

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图书馆学研

究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１)将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

究中.计算机程序语言、大数据算法和工具、统计分

析软件、管理学模型、传播学相关理论、心理测量方

法都在图书馆学领域中有广泛应用[２０].这些理论

和方法的引入,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

角和研究思路,也为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

究形成良好的互动基础.
(２)将图书馆学研究工具和方法应用于其他学

科.文献信息的组织和挖掘是图书馆学领域的特

长,而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已有研究成

果的学习和借鉴,从这点来讲,文献研究相关的工具

和方 法 能 广 泛 应 用 于 各 个 学 科 的 研 究 中,如:

Histcite、CiteSpace、SCI２等能广泛用于各学科的文

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引文分析法能很好地梳理学

科发展脉络,了解研究前沿.这些方法和工具在各

学科的推广和使用,不仅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

便利,也提升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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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ResearchMethodsforHighlyCitedPapers
inCoreJournalsofLibraryScienceinRecentTenYears

LuSu　XieZhen

Abstract:Theresearchmethodisthepropellerofacademicresearchandthefundermentalguarantee
forhighqualityscientificresearch．Inrecentyears,thecontinuousenrichmentanddevelopmentoflibrary
scienceresearchmethodshaveeffectivelypromotedthedevelopmentofdisciplines．Thispapersummarizes
thedatacollectionmethods,researchmethodsandsoftwaretoolsusedin１０４８articlespublishedin１２core
journalsoflibraryscienceoverthepast１０years,analyzestheinterrelationshipandcrossＧuseamongthem,

andpointsouttheapplicationstatusandexistingproblemsoftheresearchmethods．Itisconsideredthat
theemphasisonmethodandtoollearning,rationalselectionandstandardizeduseofresearchmethods,

payingattentiontopracticalcasestudies,thestrengtheningofcrossＧintegrationbetweenmethodsareeffecＧ
tivewaystoimprovethequalityofacademicpapersandstandardizedisciplineresearch．

Keywords:ResearchMethods;ResearchSoftwareandTools;HighlyCitedPapers;Sankey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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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RenaissanceandInnovationPathofUniversityCampusBookstores

WangLei　ZhuangGefa　LiuSisi　WangYu

Abstract:Physicalbookstoresareanimportantfieldfo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riseofonline
bookstoreshasplaguedphysicalbookstoreswhilethecampusbookstoreshavenotbeenspared,either．In
ordertoplaytheroleinculturalcommunicationofthecampusbookstores,aswellasreverseitssurvival
difficulties,supportivepoliciesonthenationallevelhavebeenfrequentlyannounced．Basedonareviewof
thedevelopmentofphysicalbookstores,thispaperinvestigatesthecasesofcampusbookstoresparticularly
tosummarizenew modelsofcampusbookstores．Itfurthermoreexploresthepracticaldilemmaandgives
thoughtsontheboostinginnovationpathofcampusbookstores．

Keywords:PhysicalBookstore;CampusBookstore;SupportivePolicy;ManagementIdea;Explor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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