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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数据理论及其应用模式研究
∗

□王彦力　杨新涯　冉蔚然

　　摘要　信息系统中原定设计应该产生数据的地方因各种原因不产生数据,会造成系统该部

分的无效或低效.分析关注这些被忽视的地方,可及时发现系统中的漏洞与不足,从而及时调整

并优化信息系统.论文提出“零数据”概念,分析零数据研究的性质及意义,构建最基本的零数据

理论体系,并通过零数据理论指导图书馆行业相关工作及科研.使用零数据理论完善情报学分

析体系,可以构建专门的零数据分析系统,服务于图书馆各项分析报告以及相关管理和运行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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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移动终端迅速普及,
人类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大改变,大数据时代正式

来临.近十年来,大数据已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上至

政府决策、金融经济、交通运输、天气预报、舆情监控

等宏观层面,下至自媒体、社交、零售、休闲等与人类

生存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毫无疑问,大数据让人

类走进一个新时代.但在大数据研究与应用中,人
们只关注和研究了已经产生的有效数据,而许多特

殊数据即本文提出的核心概念“零数据”,如系统中

应该产生而没有产生的数据、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

数据量以及信息系统中从未被使用的数据,在被挖

掘、利用前就已经被系统清洗或淘汰了.而这些零

数据对完善信息化建设、提升系统的有效性、考评运

行绩效及提升服务质量等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本
文将重点研究零数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理论框架、
产生与消除机制等基础问题,并重点探索其在图书

馆行业中的应用,希望通过对图书馆领域中零数据

的研究,提高图书馆行业的管理和服务效率.

２　大数据环境中的零数据

２．１　大数据研究基本概况

２０１１年,麦肯锡公司将大数据定义为数据量级

超过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捕获、存储、管理和分析能

力的数据集[１],且并未给数据集“定义一个确定的

值”.久存于军事、金融等行业的“大数据”概念因使

用频率在互联网和信息行业的爆炸式增长而成为热

点.多国政府对大数据表示高度重视与关注:２０１２
年,美国政府启动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 (Big
DataR & DInitiative)”,将研究大数据上升为国家

意志[２];２０１５年我国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３],从国家层面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大

数据从概念的提出、发展,到如今在电网[４]、建筑[５]、
农业[６]等社会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巨大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大数据已成为不可替代的重

要资源.在学术研究方面,２００８年 Nature 推出的

大数据专刊BigData 和２０１１年Science推出的数

据处理专刊Dealingwithdata,分别从“大数据处

理面临的技术难点挑战”和“数据如何对社会发展产

生推动作用”的方面对大数据进行了严谨探讨,在学

术界引领风潮.国内自２０１３年以来,９７３计划、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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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都已将大数据列入重点

课题,大数据成为科研工作的重点与热点.
大数据时代,数据从处理对象转化为基础性资

源,同时可辅助解决其他领域的诸多问题[７].大数

据对政府整合更多决策资源、促进提高决策成效有

积极作用;为企业提供客户数据、市场发展、生产规

划、上下游产业合作等各方面的支持;为学术研究开

辟了几乎可以涵盖全部研究方向、且具有巨大可行

性的交叉研究领域.毫无疑问,大数据及其相关技

术的发展创新,将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

２．２　零数据在图书馆行业的出现

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一切发展,然而因没有产

生数据,一些本应该产生数据的部分被忽略,其中存

在的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导致信息系统出现漏洞,
类似的情况在图书馆行业由来已久.

如阅 读 推 广 方 面,通 过 统 计 分 析 中 国 知 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与“阅读推广”“零借阅”主题相关的

学术论文发现,在论文数量上,关于“零借阅”的论文

数仅占“阅读推广”论文数的２％;在被引频次上,关
于“零借阅”的论文被引频次只有４００余次,与“阅读

推广”主题论文的总被引频次相差悬殊;在研究内容

上,多是针对有数据的读者或借阅行为进行研究.
但任何一家图书馆都会存在“零借阅读者”或“零借

阅书籍”,如大连民族大学[８]、广东金融学院[９]曾专

门对零借阅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并制定对应的阅

读推广方案;王静芬[１０]通过分析零借阅中文书籍,
提出优化馆藏、有效选择书籍出版社及剔除复本数

量等方式减少书籍零借阅现象产生.
零被引论文大量存在.研究零被引现象,对于

探索科技文献的引用规律,发掘科技文献的潜在价

值以及进行文献组织与管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１１].零被引作为研究对象多以各杂志社、某一研

究领域、情报分析为主.针对某一期刊的零被引论

文进行分析综述,如«中国机械工程»[１２]、«海洋科

学»[１３]等;针对综合性学科中文核心期刊的零被引

论文进行分析,如以CSSCI来源期刊为范围的综合

性高校学报[１４]、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１５];针对某

一研究领域零被引论文进行分析,如国家社科基金

图书馆学领域[１６]等.这些论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零被引论文的共性,也将为科研者的选题、研究

及学术创作提供极大的参考意见.

３　零数据概念及其理论体系

３．１　零数据概念

零数据是一个尚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在大数

据时代,零数据被习惯性忽视,最终成为“不存在的

数据”.而实际上零数据作为一种特殊数据,能够反

映很多问题,因此唤起对零数据的关注有重要意义.
零数据是指在数据生成过程中,所收集或积累

的数据集中值为０的数据.由于零数据产生的原因

多样化,除了零行为不能产生数据外,一些系统误

差、设备故障等,也会导致不能正常收集或遗漏收集

很多数据.可见,零数据概念的外延还应包括一些

与设定标准偏差极大、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数据,其
实际意义与零数据相差无几.

３．２　零数据的性质

零数据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直接性,数据显示为

零,一目了然,因此相对于大数据“多样的数据类

型”,零数据具有明显的单一性.相较于大数据“海
量的数据规模”,零数据在信息系统中的占比非常

小,出现大面积零数据的情况一般罕见,常为散状分

布.但零数据一经发现就必定有问题产生,随之将

会提出各种解决措施,因此零数据的价值密度较高.
其改变速度与问题解决的速度成正比,经过系统优

化、对症下药后往往可迅速改变;而如果不人为干预

解决问题,则很难改变,故其稳定性较高.
综上,零数据具有数据显示直接、数据类型单

一、数据规模相对偏小、价值密度较高、数据稳定性

高的特点.

３．３　零数据的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零数据研究是一个并不普及且容易被忽

略的概念,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拓展,相关研究成果

也会越来越发挥出作用和价值,亦可能成为科学研

究中的“睡美人现象”.
(１)零数据的基础理论研究

零数据的采集范围主要集中在信息系统中未产

生数据的部分,研究需要时,与设定标准差异极大且

数值极小的数据也纳入采集范围.零数据收集的标

准则简单明了,在数据统计页面中,凡最终显示为零

的数据皆为零数据采集对象,必要时小数据亦可.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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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数据产生的原因是零数据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部

分,通过分析零数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不产生

数据的原因,据此及时调整从而获取更多有效数据,
以便更好开展下一步工作.

(２)零数据的应用和实践研究

零数据理论与大数据理论相对相随,大数据理

论开展应用的地方同样适用于零数据理论.宏观层

面,安全领域中通过零数据排除安全隐患、制造业中

通过零数据进行故障诊断与预测、物流行业通过零

数据优化物流链并提升速度、零售业通过零数据调

整产品供应与销售策略;微观层面,某视频平台可通

过零数据及时下架、更新,以获取更多点击量,某商

店可根据零数据调整进货出货获取更多盈利,某公

司可以根据员工打卡等零数据调整工作布置、提升

工作效率,某网站则可根据用户零数据及时调整服

务营销策略以增长浏览量;个人层面,则可以通过零

数据对自身日常生活进行检查,及时调整个人生活

规划.

３．４　零数据的重要价值

在信息化日新月异的当今,数据已成为驱动发

展的重要力量.零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的数据”,其
研究成果将有利于更多实际工作的开展,尤其在查

漏补缺、优化系统、精细化管理等行为中不可或缺.
在以下几方面有着明显积极效果:

(１)信息系统有效性的提升.在信息管理系统

建设中必然存在希望达到但实际没有达到的数据,
零数据的存在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出不足,如通过

对数据的动态监测,发现数据量为零的数据集、零数

据状态突然增加数据的,或者是正常数据出现异常

状况,突然变成零数据等.零数据可直观反映出信

息系统设定不合理、系统或活动无吸引力、设备故

障、运行事故、人为干扰等不足,以便及时调整信息

系统中的漏洞,优化完善系统,有效提升信息系统的

有效性.
(２)广泛应用于管理与运行绩效考评.只要用

户有行为发生就必将产生数据,管理层用户数据可

全面记录管理行为,客户用户数据可及时反映运行

概况.在绩效考评中,这些在既定程序中产生的数

据科学标准,可直接作为绩效信息,其中的零数据或

小数据将成为后续工作中评定绩效以及查漏补缺的

重要参考.
(３)开展用户行为分析.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目标用户的行为轨迹,从而进行精准有效的推

荐.分析目标用户产生零数据的深层次原因,有助

于更全面深入了解用其行为习惯,除推送其感兴趣

的信息之外,更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使其尽

快消除零数据,更好地使用相关信息获取更多资源

及服务.此外还可根据对整体用户数据的分析,及
时调整系统和产品的走向以更符合用户行为.

(４)开展精准图书馆营销和阅读推广.对用户

行为进行深入全面分析之后,用户画像的精准度将

会得到极大提升,用户需求将会更加清晰明了,针对

需求逐一提供其所需所急的服务,从而对用户行为

进行更为贴合的精准推介.用户需求特征清晰,提
供服务投其所好,服务流程清晰明了,对目标用户的

宣传推广推送将明显提高效率,信息系统也将得到

良好的回应.

４　零数据在图书馆行业的应用研究

随着智慧图书馆建设的不断推进,数据驱动图

书馆发展已成为现实,数据的掌握与使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图书馆工作的发展与未来.零数据作为一

种特殊数据在业内广泛存在,常见如零借阅馆藏纸

本资源、零使用馆藏设备或资源、读者个人或团体在

图书馆系统中的零数据记录、论文零被引甚至零下

载、专题资源零点击量等等,是图书馆需要着重关注

以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的着眼点.

４．１　零数据整体应用架构

图１　零数据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架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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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零数据用户的研究.在用户授权的范围,
对其在图书馆馆舍及网站上的行为进行记录,会产

生各项数据,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对改善服务意义

重大.
零数据与大数据相比较,数据规模是微乎其微

的,但通过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重庆大学本科生借阅

量统计表(见表１)可以发现,零数据的规模(未借阅

人数及其占比)还是相对比较大的.这些零数据直

接反映出诸多问题,如图书馆资源配置不合理、部分

读者只在馆或在线阅读但不借书、对读书活动和志

愿服务不感兴趣、不愿意进入图书馆、不愿意激活用

户系统、甚至根本不愿意阅读等.
表１　重庆大学本科生借阅量统计表

年级 ２０１８级２０１７级２０１６级２０１５级
２０１４级

(已毕业)

总人数(人) ６４００ ６４２０ ６４０８ ６３２５ ６３２０

未借阅人数(人) ４２０９ ３０１４ １８８５ １２２９ ８６４

未借阅人数占比(％) ６５．７７ ４６．９５ ２９．４４ １９．４３ １３．３９

　　对此,图书馆必须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如针对

零入馆记录读者,定期发送信息至学工系统绑定的

读者邮箱、手机号,提醒读者及时入馆,直至读者产

生入馆记录;针对零借阅记录读者,可以根据其检索

记录,定期推送其可能感兴趣的书籍、论文等,直至

产生借阅记录;针对零书评读者,可以根据其检索、
借阅记录,及时推送其感兴趣的书籍,吸引其提交书

评.如重庆大学图书馆在２０１５级新生入学两个月

后通过校内邮箱给零数据读者发邮件,发出邮件后

一个月内,零数据读者有明显减少.而由表１同时

可以看出,重庆大学本科生人数每年基本持平,经过

四年学习之后的２０１５级学生中,零借阅人数较之一

年级新生２０１８级明显降低,这说明图书馆在学生学

习生活中真实发挥了作用;而２０１４级学生已经毕

业,但有８６４位学生四年都未曾产生借阅行为,非常

值得图书馆深思.
(２)对零数据纸本及硬件资源的研究.借阅系

统中历来存在大量零借阅书籍,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
日,对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借阅信息进行统计

发现,未产生借阅行为的图书占据很大比例,具体如

图２所示.生僻冷门、老旧残、专业性太强、小语种、
品相和内容明显低劣等类别的书籍是零借阅的主

体,而这些书籍基本不会出现在阅读推广推荐的书

目中,类似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从没有借过的

图书”专题展览毕竟还不普及.

注:重复借阅的书籍只计算一次.

图２　重庆大学图书馆零借阅图书统计

面对这种状况,图书馆需要优化并及时调整馆

藏结构,根据本校专业设置适当调整资源采购侧重

点,兼顾各学科.本校未开设专业的书籍,选取经典

采购,按需扩充;规模小的专业的文献,有针对性地

采购;需求大的书籍尽量做好调研再采购,避免复本

过多;由此避免零数据产生.老旧残书籍产生零数

据的概率明显增高,应及时将其调拨入密集书库或

者历史文献中心,避免占据流通率高的书籍的架位.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古籍珍本的流通率一般较低或

者为零数据,因为大量古籍珍本的专业性极强且一

般仅供馆内阅览,不宜突破零借阅率.
随着电脑普及率的提高,硬件借阅中的零数据

也在不断增长.多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kindle借阅服务,如今借阅率明显下

降,零借阅情况逐渐出现.需据此及时调整借阅模

式,如增加一些便携式设备、带有专业软件的硬件设

备的借阅;淘汰不必要的服务,比如可逐渐减少直至

停止笔记本电脑的借阅;如条件允许,可对一些院

系、团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借阅,利用硬件借阅开展更

多图书馆服务.
(３)对零数据数字资源的情报分析.数字资源

的零数据情况最为直观,任何一个数据库都将资源

的下载量、被引频次等作为重要指标进行标注,如书

籍、论文等不同类型资源的零下载量、零被引频次,
反映出不同类型资源的质量及水平,图书馆也会根

据数据库资源的零访问、零下载、零被引等数据撰写

分析与评价报告,为资源建设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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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零数据数字资源具有很强的情报分析价值.
较之“高被引”的研究热度,“零被引”的研究热

度明显不足,针对该类论文进行深入分析,将对科研

论文的写作提出更多有针对性的问题,为作者选题

提供更多指导,规避明显的选题误区,规范写作格式

等,对科研新手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一般而言,
零被引论文或多或少存在选题偏僻、研究方向罕见、
研究过时、当下已无参考意义等问题,可以很好地指

导科研从业人员合理选题、适度规划、跟上时代步

伐、采用详实可靠数据,少走科研弯路.
对零下载论文的研究更显冷落,多数零下载论

文是由于发表时间较短导致,一定时间后都会突破

零下载.但是零下载论文并非不存在,选题曲高和

寡或者偏僻小众,收录期刊创刊不久或者水平低劣,
论文本身价值低不值得参阅等,是零下载论文普遍

存在的问题.此外也存在因访问权限设置严格而导

致零下载的情况.
此外,科研专题零关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各馆主页陆续设置科研专题推介栏目,旨在为科研

人员提供更优质的学科服务,但如果所选专题的阅

读数据是零,那么一定程度上表明大量服务被浪费.
为避免零关注出现,学科馆员应主动积极与各学院、
科研团体及个人沟通,深入了解科研一线人员真正

所需,调动馆内资源,推出恰当的科研专题.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某些“零关注”的科研主

题与“零被引与零下载”的论文并非完全无意义,有
些研究方向虽然冷门但不可或缺、有些研究方向短

期内难以产生效果但具有“科学睡美人”的潜质.因

此对于零引用、零下载、零关注的科研方向,需要辩

证对待.
(４)对运行过程中零数据的研究.图书馆日常

工作会产生海量数据,如门禁数据、借阅数据、访问

数据、下载数据等,直观地反映了日常业务工作情

况.这些数据中出现的零数据揭示了工作的短板与

空白,对图书馆业务的调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运行数据方面,如某分馆或专题阅览室短时

间内多次出现门禁零数据,则需加大对该分馆或专

题阅览室的宣传力度,或考虑是否硬件出现错误需

要及时修理更换.再如馆内某运行系统出现零数

据,则需尽快查清楚原因并及时调整,重庆大学图书

馆曾设计二维码占座系统,使用量一度降低为０,在
分析和调研后发现主要是该馆阅览座位并不紧缺,
一些没有使用系统订座的读者占据了已被预订的位

置,预订该位置的同学因周边座位较多而主动选择

离开,长此以往该系统的使用率渐趋于零.鉴于此,
馆内将“占座系统”修改为“专座系统”,该位置一旦

预订为专座就可以长期固定使用,该功能的使用频

率迅速增加,零数据很快消除.
在资源建设方面,某阶段采购图书出现了大量

零借阅,则需考虑加大对该部分图书的阅读推广活

动,同时及时调整采购方式;某纸本资源固定时间内

为零借阅率,则无需购买复本且按需调拨入历史文

献中心.在用户系统方面,图书馆可根据用户的零

数据进行精准推送,如每年新生必定产生大量零数

据,图书馆需根据这些数据产生的学院、专业进行分

学科的集中入馆培训,吸引并敦促新生使用图书馆

资源;新纸本资源或数字资源启用时,根据零访问下

载数据的程度,对相关专业进行侧重点不同的专题

培训,引导使用;新教师入职或者新研究团队开始工

作时,根据他们的零数据记录进行有针对性的学科

资源、科研服务专题资源培训.总之需要根据运行

记录中的零数据及时调整工作,力求完善图书馆的

服务.

４．２　零数据的应用方式

(１)构建专门的零数据分析系统.目前,业内尚

无专门分析零数据的系统.可构建特殊的数据分析

系统,专门抓取图书馆大数据中存在的一切零数据,
分析零数据产生的原因和可能性,及时提供分析报

告,为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及运行提供依据.
(２)作为图书馆分析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书馆日常工作中有大量分析报告产生,零数据应是

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日常运行报告中,门禁、借
阅、访问、下载等方面的零数据直接反映当日工作存

在的问题;管理报告中,OA、文献管理中的零数据直

接反映馆员工作的缺失;专题服务报告中,教学专题

零关注、科研专题零关注可以表明该类专题是否有

存在的必要;学科服务报告中,项目成果零被引、零
下载、零收录直接反映项目的水平.可以说,零数据

在分析报告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３)完善相关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发现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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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析其成因之后,重点是对零数据所出现的方面

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修改,优化相关措施及流程,
关停明显的错误漏洞及无改造意义的部分,弥补明

显缺失及错漏,强化有利因素促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提出更多可能的解决方案.

５　结论

图书馆内零数据的产生可以直观反映管理与运

行中的各种短板与缺陷,据此可迅速发现并调整相关

措施,提出方案或缓解或从根源解决问题,更好为读

者服务.零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的重要数据,有着巨大

潜力可以挖掘,但是显然目前对零数据的重要性的认

识普遍不够,人们习惯于关注已产生的数据、可能产

生的数据,忽视没有产生数据的“点”,从而导致忽视

零数据背后所隐藏的种种问题.关注零数据是为了

通过研究零数据来及时查漏补缺,最终目的是为了消

除零数据,完善图书馆的各项管理和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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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ZeroDataTheoryandItsApplic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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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riginaldesignoftheinformationsystemwassupposedtogeneratedata．Thefailureof
doingsoduetovariousreasonshoweverresultsinineffectivenessorlowefficiencyofthispartofthesysＧ
tem．Analyzingandpayingattentiontotheseareascanhelpfindthesystemvulnerabilitiesanddeficiencies
immediately,soastoadjustandoptimizetheinformationsystemintime．Thispaperproposestheconcept
of“zerodata”,analyzesthenatureandsignificanceofzerodataresearch,constructsthezerodataconcept
systemandguidestherelatedworkandscientificresearchinthelibraryindustrythroughthetheoryof“zeＧ
rodata”．Thezerodataconceptsystemisusedtoguidethe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constructinga
specialdataanalysissystemtoservelibraryanalysisreportsandrelatedmanagementaswellasoperation
mechanism．

Keywords:ZeroData;ZeroDataTheory;ZeroDataApplicationModel

６５

零数据理论及其应用模式研究/王彦力,杨新涯,冉蔚然

ResearchonZeroDataTheoryandItsApplicationModel/WangYanli,YangXinya,RanWeir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