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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

服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郑征∗　王瑜　季淑娟

　　摘要　根据中国知网１８种图书情报领域核心期刊近４０年的文献数据信息,通过领域专家

构建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的重要关键词,以作者提供的关键词为主,同时利用知识图谱工

具从题目和摘要中抽取重要关键词作为补充,绘制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并以技术发展脉

络为主要依据,结合国家发展大局,将４０年划分为４个不同时期,对每个时期的热点研究主题、
主要发文机构以及作者等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该领域近４０年来的研究规律,并对领域发展

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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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

会(以下简称高校图工委)成立,作为引领高校图书

馆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组织,对高校图书馆服务发

展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历经恢复高

考出国留学、学位制度改革、高校扩招、“２１１工程”
及“９８５工程”建设、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双一流”建
设等重大变革[１],中国高等教育不断求新求变,在变

革中持续健康发展,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也随之不

断向前推进.尤其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２１１工

程”“９８５工程”建设的推进以及计算机、互联网及通

信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高校图书馆服务经历着

重大变革.中国图书情报学界从高校图书馆服务发

展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并积极向发达国家高校图

书馆界学习,总结先进经验,进行了大量理论创新,
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在高校图工委引导和学

术研究的双向推动下,中国高校图书馆服务现代化

不断取得新发展.
众多学者对中国高校图书馆服务研究做出了系

统性分析和深入思考,主要有两个层面的研究视角:
第一,宏观视角,谋划图书馆服务发展方向.如张晓

林的两个“颠覆论”[２－３],引发图书馆界深思和讨论;
吴建中梳理了影响图书馆发展的热门话题[４];范并

思等、张晓林分别介绍了图书馆２．０及数字图书馆

发展范式[５－６];王世伟介绍了智慧图书馆的缘起、核
心要素和主要特征,探讨了智慧图书馆对图书馆发

展的重要意义[７];乌恩、初景利等介绍了智慧图书馆

的概念及服务模式[８－９].第二,微观视角,梳理某一

重要概念或研究方向的研究进展.(１)图书馆自动

化、网络化.沈英等综述了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现

状及进展,并勾画了中国图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的

发展前景[１０];董小英等介绍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中国高校图书馆情报服务、自动化网络化等方面

的发展[１１];杨宗英介绍了电子图书馆的崛起[１２].
(２)资源共建共享.朱强提出建设覆盖全国的高等

教育文献信息保障系统,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
共知和共享[１３];黄长著等从平台建设、基础工作以

及资源共享解决方案等方面对我国信息资源共享进

行了战略分析[１４];林嘉指出网络环境下我国应加快

图书馆联盟建设步伐,规范联盟体制和建设标准,大
力开展图书馆联盟理论研究[１５];燕今伟介绍了图书

馆联盟的构建模式和发展机制[１６].(３)图书流通、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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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服务和图书馆自助服务.景民昌等基于数字图

书馆系统中的读者借阅历史数据,提出利用图书借

阅时间计算读者兴趣度的评分数据模型,是了解读

者需求特点的一次有趣尝试[１７];李树青等基于读者

图书借阅关系所形成的二分网络结构,设计了一种

测度图书可推荐质量的迭代算法,为个性化图书推

荐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推荐客体[１８];丁雪验证了关联

规则是图书推荐系统中更行之有效的关键技术[１９];
豆洪青等介绍了“智慧图书馆”APP中的微书导读、
图书转借服务、图书配送及实体书店借阅等功能模

块与借阅服务流程,认为开展“互联网＋图书馆”服
务需要改变服务思维、升级业务流程和创新服务模

式[２０];董朝峰介绍了图书馆自助服务的概念、主要

模式、实施利弊、质量评价以及自助服务系统实

例[２１].(４)信息服务.主要包括学科服务、信息素

养教育、科技查新、收录引证、新媒体服务、数据服

务、专利信息服务以及学习支持服务.关于学科服

务研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学科馆员制度建

设、学科服务模式探讨以及学科服务平台建设等方

面,如杜也力、胡继东介绍了大学图书馆建立学科馆

员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学科馆员的岗位职责和素质要

求[２２－２３];徐恺英等提出构建深层次、专业化、知识

化、特色化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模式[２４];
李春旺分析了学科化服务的内涵、信息传递模式、组
织模式以及学科馆员服务机制,也讨论了基于电子

邮件、基于网络、代理式、伙伴式、团队式等学科服务

工作模式[２５];刘颖等、陈廉芳等就嵌入用户不同环

境的学科服务模式进行了探讨[２６－２７];任树怀等以上

海大学图书馆为例,论述了基于 Web２．０技术构建

学科知识服务平台的实现目标、总体架构、实现技术

和实现方法[２８].关于信息素养教育,孙平等分析了

信息素养的实质及其内容、发展和走向,指出信息素

养教育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高校应承担的教育任

务,同时探讨了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的基础以及实践和思考[２９－３０];韩丽风等引介了美国

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２０１５版«高等教育

信息素养框架»,为国内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新参

考[３１];傅天珍等、于爱华提出高校图书馆应积极融

入 MOOC 发 展,并 提 出 将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纳 入

MOOC课程[３２－３３];此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数据素养教育显得尤为必要,国内学术界对数据素

养及其教育的研究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主要对数

据素养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就数据素养教育模式

或培养机制进行了探讨,代表性学者有黄如花[３４]、
孟祥保[３５]、郝媛玲等[３６].关于新媒体服务研究,茆
意宏对用户的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需求进行了调查

分析,进而提出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内容模式、技
术模式和服务策略[３７];魏群义等综述国内外移动图

书馆的理论研究现状,归纳了国内外移动图书馆的

服务模式和移动服务列表,并对国内外移动图书馆

的实践应用现状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了国内移动图

书馆的发展趋势[３８].以上研究为高校图书馆开展

移动服务作了理论准备.实践层面,张骏毅等、武龙

龙等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微信应用现状进行调研分

析,并对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移动图书馆服务进行

了设计[３９－４０];史梅等提出高校图书馆官方微信经营

策略,侧重宣传推广形式研究[４１];黄国凡等提出基

于微信传播指数 WCI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营销策

略[４２].关于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刘霞等、项英等

介绍了武汉大学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的实践经

验[４３－４４].关于专利信息服务,慎金花等探究各类专

利信息服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构建了高校图

书馆员专利信息服务的能力素质框架,并提出了提

升馆员能力素质的建议[４５];张更平等在馆员专利信

息服务能力素质框架模型基础上,对馆员专利信息

服务能力匹配度进行了实证研究[４６];张弛从校内、
校外两方面研究了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的合作模式及内容[４７].关于学习支持服务,郑清

文、韩玉巧等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的内

涵及意义,为高校图书馆开展学习支持服务提供了

理论基础[４８－４９].(５)空间服务.主要包括信息共享

空间和创客空间.吴建中介绍了开放存取环境下信

息共享空间的产生以及发展动态,奠定了国内信息

共享空间研究的基础[５０];任树怀等从实体环境、虚
拟环境和支持环境等方面阐述了建构学习共享空间

的基本原则和应思考的问题[５１].关于创客空间,陶
蕾从创客空间的概念、兴起背景、成功案例出发,分
析了创客空间与图书馆的关系,探讨了构建创客空

间的要素和步骤[５２];罗博等介绍了国外代表性的公

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创客空间实践,阐述了创

客空间的指导原则以及对图书馆建设创客空间的思

考[５３];宋甫等对图书馆创客空间相关理论及实践研

究进行了综述[５４].(６)文化服务.主要包括阅读推

广和数字人文服务.在阅读推广研究方面,王波给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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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阅读推广及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定义,就如何认

识和学习图书馆时尚阅读推广案例提出了建议[５５];
吴高等从健全阅读推广组织机构、丰富阅读推广活

动内容、拓展网上阅读推广渠道、优化数字阅读推广

环境以及完善阅读推广合作机制等五方面提出推进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策略[５６].以上研究为高校

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关于

数字人文,柯平等认为我国图书馆界应以融合的视

角审视数字人文与图书馆发展的关系,进行数字人

文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５７];曾蕾等认为图档博拥

有的智慧数据可以有效促进数字人文发展,数字人

文将成为图档博机构最重要的新兴工作[５８].
对中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成果的深入

分析,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

务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但偏重于强调某个概念或

研究范式,对４０年来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成

果的整体分析不足,也很少通过量化分析全面深入

地展示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现状.
中文核心期刊代表国内学科领域中学术价值较

高的期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瞻性.本文选取

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２０年版)
收录的１８种图书情报领域核心期刊为研究数据源,
分析１９８１年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

现状与发展趋势.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对
“高校图书馆服务”或者“大学图书馆服务”等词汇进

行相关主题文献检索,检索策略为:SU％＝(大学＋
高校)∗图书馆∗服务,限定检索期刊为图情领域的

１８种核心期刊,时间限定为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检索时

间为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共检索到１０６５７篇论文.考

虑到仅采用“高校图书馆服务”“大学图书馆服务”两
个检索词,检索所得结果有一定局限,无法深入反映

图书馆在具体场景中的服务内涵.因此,又选取借

阅、借还、流通、阅览、信息咨询、参考咨询、学科服

务、知识服务、科技查新、情报服务、查收查引、代查

代检、馆际互借、原文传递、文献传递、学科评价、专
利服务、移动服务、手机服务、博客、微信、微博、数据

服务、信息素养、数据素养、数字人文、共享空间、空
间服务、创客空间、阅读推广、学习支持、研究支持、

科研训练、科研支持等作为检索词来挖掘高校图书

馆现代化服务的细分环节,以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

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的概貌.将上述检索词

通过主题途径与大学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进行逻辑

与组配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去重、勘误、筛选等

清洗,最后与基础数据共同构成数据分析集合.通

过数据清理,剔除会议通知、征稿指南、索引目录、快
讯等各类研究价值不大的文献类型,最终获得有效

论文数据１１９４６篇.

２．２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本研 究 主 要 应 用 CiteSpace 、VOSviewer 和

DerwentDataAnalyzer(DDA)分析工具进行科学计

量与可视化分析.CiteSpace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

学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

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在
识别和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方面准确、便
利、高效[５９].VOSviewer是用于文献计量网络构建

和可视化的软件工具,绘制包括期刊、作者、关键词

等共现网络,在聚类技术、图谱绘制等方面有独特优

势[６０].DDA是一个具有强大数据清洗和分析功能

的文本挖掘软件,既可以对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和关

键词等进行细致的加工处理,也可以对文本数据进

行多维度的挖掘和可视化分析[６１].
为梳理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发展态

势,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调研法、文献计量法和可视

化分析等方法.(１)文献调研法:开展高校图书馆现

代化服务研究领域论文调研,了解该领域的相关研

究内容;(２)文献计量法:分别从主要研究机构、作
者、研究主题等方面对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各研究阶段进

行计量分析,从而了解各阶段的研究特征;最后通过

对近三年相关论文关键词的计量,探索该领域新兴

前沿发展趋势.

３　１９８１年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特

征分析

１９８１年以来,在高校图工委的指导下,高校图

书馆事业蓬勃发展.高校图书馆作为教学、科研辅

助单位,其宗旨是服务读者,随着高校图工委的引导

以及计算机、网络及通信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现

代化服务也经历了数次变革.以计算机、网络以及

通信技术的发展脉络为主要依据,结合国家发展大

局,将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分为四个阶段,即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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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网络化、自动化探索时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网络

化、自动化、电子化初建时期)、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全面

网络化、数字化时代)、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迈入大数据

和智能化时代),下面分别利用文献计量方法,从主

要研究机构、发文作者以及研究主题等三个方面揭

示各个阶段的研究特征.

３．１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网络化、自动化探索时期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在前一

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点
燃了中国图书馆人的希望,他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
开始积极探索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１９８１年

１１月２６日,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
从此成为引领高校图书馆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

组织.

３．１．１　热点研究主题

在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这个时间段中,图书馆界针对

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进行探索研究,一共发表了

１８６篇论文.图１为利用 VOSviewer软件制作的

关键词聚类(词频大于５)网络图,可以看出,这个时

期的热点研究主题集中在参考咨询、阅览服务、馆际

互借以及情报职能探讨等方面.

图１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３．１．２　主要发文机构

利用DDA整理得到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各机构发文

情况(见表１).可以看出,发文量不低于２篇的机

构共７所,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发文量最多,有

３篇论文.湘潭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东北

电力学院图书馆以及上海市图工委各发文２篇,并
列第二位.还有６３所机构的发文１篇.

３．１．３　主要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

通过对发文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发文量不

低于２篇的作者共有９位(见表２),其中上海交通大

表１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序号 主要发文机构 所在地区 论文数

１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３

２ 上海市高校图工委 上海 ２

３ 东北电力学院图书馆 吉林 ２

４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２

５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２

６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 上海 ２

７ 湘潭大学图书馆 湖南 ２

学图书馆的鲍国海发文３篇,排在第一位.上海图

书馆的吴建中、上海交通大学的杨宗英、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的王酉梅等８位作者各发文２篇,分列２
至９位.

同时,利用 VOSviewer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

析,发现有发文的１８３位作者中,仅有６位作者之间

存在合作关系(由于合作网络过于稀疏,不再展示合

作网络图),合作连接数为１５条.
表２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作者

序号 主要发文作者 所属机构 论文数

１ 鲍国海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３

２ 吴建中 上海图书馆 ２

３ 杨宗英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２

４ 王酉梅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２

５ 许俊生 上海市高校图工委 ２

６ 郭松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２

７ 周金林 江苏省镇江师专 ２

８ 姚志礼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图书馆 ２

９ 官树源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图书馆 ２

３．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网络化、自动化、电子化初建时期

我国于１９９４年４月正式连入Internet,网络建

设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到１９９６年初,我国已建成

由教育网、金桥网、科技网和邮电网组成的四大主流

网络体系[６２].

３．２．１　热点研究主题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这一时期,图书馆界迎来信息

化、网络化发展的新浪潮,学术界积极探索高校图书

馆网络化、自动化、电子化发展之路,一共发表了

６８１篇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相关研究论文,根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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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共现(词频大于１０)网络图(图２)所示,
这一时期研究热点主题集中在图书馆自动化、文献

数据库建设、文献信息服务以及情报服务等方面.

图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

３．２．２　主要发文机构

利用DDA整理得到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各机构发文

情况(见表３).可以看出,发文量不低于５篇的机

构共有１４所,其中暨南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

馆发文量最多,各有１０篇.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

院、清华大学图书馆以９篇和８篇论文分列第二、三
位.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并

列第四,各有７篇.深圳大学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

馆以及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各以６篇论文并列第

五.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理工大学图书

馆、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武汉化工学院图书馆

和西北农业大学图书馆,均有５篇发文.
表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序号 主要发文机构 所在地区 论文数

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１０

２ 暨南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１０

３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湖北 ９

４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８

５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７

６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 ７

７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６

８ 汕头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６

９ 深圳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６

１０ 中山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５

１１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５

１２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５

１３ 武汉化工学院图书馆 湖北 ５

１４ 西北农业大学图书馆 陕西 ５

３．２．３　主要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

通过对发文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发文量不

低于３篇的作者共有１０位(见表４),其中西南工学

院图书馆的俞培果和暨南大学图书馆的沈其良均发

文５篇,并列第一位.其次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朱

强、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杨光仲、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的杨宗英和贵州大学图书馆的杨明华,各有４
篇论文.除此之外,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刘凤娟、
西北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孔晓惠、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承欢以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王素琴也是发文较

多的作者,各有３篇论文.

表４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作者

序号 主要发文作者 所属机构 论文数

１ 俞培果 西南工学院图书馆 ５
２ 沈其良 暨南大学图书馆 ５
３ 朱强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４
４ 杨光仲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４
５ 杨宗英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４
６ 杨明华 贵州大学图书馆 ４
７ 刘凤娟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３
８ 孔晓惠 西北农业大学图书馆 ３
９ 承欢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３
１０ 王素琴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３

　　利用 VOSviewer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发现

有发文的７２４位作者中,有２０位作者之间存在合作

关系(如图３),合作连接数为１９０条.

图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发文作者合作网络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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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全面网络化、数字化时代

１９９７年以后我国进入互联网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９８年,启动“９８５工程”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向世界

一流挺进.１９９９年,启动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

目,高校图书馆进入全面网络化、数字化时代.

３．３．１　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数字化、网络化给高校图书馆

现代化服务提供了新的抓手,这一时期关于高校图

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共有５４４２篇论文发表,如论文

关键词共现(词频大于４０)网络图(图４)所示,这一

时期的研究热点主题集中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

务、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数字图书馆与资源共建共

享、信息共享空间与信息素养等方面.

图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

３．３．２　主要发文机构

利用DDA整理得到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各机构发文

情况(见表５).可以看出,发文量超过３０篇的机构

共有１８所,其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最多,共有

１４９篇论文.其次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共有９３篇论

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发文６６篇,排在第三位.此

外,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浙江大学图书馆、上海大

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以及武汉大学图书馆也

是发文较多的机构,发文量均超过５０篇.发文量超

过３０篇机构还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大

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汕头大学图书馆以及广州大学图书馆.

３．３．３　主要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

对发文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发文量不低于１０

表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序号 主要发文机构 所在地区 论文数

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 １４９

２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９３

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６６

４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广东 ５７

５ 浙江大学图书馆 浙江 ５４

６ 上海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５２

７ 南开大学图书馆 天津 ５０

８ 武汉大学图书馆 湖北 ５０

９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４９

１０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４８

１１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４３

１２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４１

１３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３９

１４ 天津大学图书馆 天津 ３８

１５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３５

１６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 ３４

１７ 汕头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３２

１８ 广州大学图书馆 广东 ３１

篇的作者共有１７位,见表６.其中,南京农业大学

信息管理系的刘磊发文最多,共有２０篇.其次是上

海大学图书馆的任树怀、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

管理系的柯平,各有１８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的初景利和上海大学图书馆的盛兴军各有１６篇,
并列第三.除此之外,郭晶、周敬治、王知津、邵敏、
周凤飞、范爱红、詹德优、于静、姜爱蓉、王玲、韩丽风

和黄敏也是发文较多的作者,均不低于１０篇.
利用 VOSviewer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如图

５所示),发现发文量不低于３篇的５３位作者之间

存在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连接数为８１,共分

为１１个簇,合作强度为１２４.

３．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迈入大数据和智能化时代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移动互联网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２０１４年以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与此相关的大

数据应用相伴而生,图书馆智能化提上日程.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发布“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２０１７年发

布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我国开启高等

教育强国建设之路.在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一方

面积极迎接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一方面紧抓国家教

育发展机遇期,开启新征程、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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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作者

序号 主要发文作者 所属机构 论文数

１ 刘磊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 ２０

２ 任树怀 上海大学图书馆 １８

３ 柯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１８

４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１６

５ 盛兴军 上海大学图书馆 １６

６ 郭晶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１３

７ 周敬治 鲁东大学图书馆 １２

８ 王知津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１２

９ 邵敏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１２

１０ 周凤飞 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 １１

１１ 范爱红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１１

１２ 詹德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１１

１３ 于静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１０

１４ 姜爱蓉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１０

１５ 王玲 天津大学图书馆 １０

１６ 韩丽风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１０

１７ 黄敏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１０

图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高校图书馆服务现代化研究

　领域发文量不少于３篇的作者合作网络

３．４．１　热点研究主题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领

域共有５６３７篇图情类核心期刊研究论文.如论文

关键词共现(词频大于４０)网络图(图６)所示,这个

时期的热点研究主题集中在阅读推广、移动服务(包
括微博、微信服务)、学科馆员与嵌入式的学科服务、
慕课与信息素养教育,次级研究热点包括:基于用户

需求的传统信息服务、新兴的社会服务、图书馆联盟

以及资源共建共享,且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服务更注

重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其他的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

究还包括数字图书馆、大数据与科学数据管理、创客

空间、数字人文、知识服务、智慧图书馆、机构知识

库等.

图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３．４．２　主要发文机构

利用DDA整理得到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各机构发文

情况(见表７).可以看出,发文量超过５０篇的机构

共有１５所,其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最多,共有

１７０篇论文.其次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共有１４３篇

论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以１０７篇发文排在第

三位.排在前三位的机构发文量均超过了１００篇.
此外,发文量超过５０篇的机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南开大学图书馆、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等１２所机构.

３．４．３　主要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

通过对发文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发文量超

过１５篇的作者共有２０位,见表８.其中,燕山大学

图书馆的鄂丽君发文最多,共有４５篇.其次是武汉

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的明均仁,共有４２篇.重庆大学

图书馆杨新涯发文３９篇排在第三.上海交通大学

图书馆的郭晶、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张立彬、沈阳师范

大学图书馆的王宇、江苏大学图书馆的卢章平、华南

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高波、重庆大学图书馆

的魏群义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李书宁也是发文

较多的作者,均不低于２０篇.此外,邵波、叶兰、司
莉、张玲、李峰、王磊、肖珑、刘桂锋、黄如花和聂华均

不低于１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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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序号 主要发文机构 所在地区 论文数

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 １７０

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１４３

３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 １０７

４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９２

５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８３

６ 南开大学图书馆 天津 ８２

７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东 ７５

８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７４

９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吉林 ７０

１０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６８

１１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沈阳 ６８

１２ 燕山大学图书馆 河北 ６７

１３ 重庆大学图书馆 重庆 ６４

１４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５２

１５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５１

表８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主要发文作者

序号 主要发文作者 所属机构 论文数

１ 鄂丽君 燕山大学图书馆 ４５

２ 明均仁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４２

３ 杨新涯 重庆大学图书馆 ３９

４ 郭晶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２９

５ 张立彬 南开大学图书馆 ２５

６ 王宇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２４

７ 卢章平 江苏大学图书馆 ２２

８ 高波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２１

９ 魏群义 重庆大学图书馆 ２１

１０ 李书宁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２０

１１ 邵波 南京大学图书馆 １９

１２ 叶兰 深圳大学图书馆 １８

１３ 司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１８

１４ 张玲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１８

１５ 李峰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１８

１６ 王磊 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 １８

１７ 肖珑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１８

１８ 刘桂锋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１７

１９ 黄如花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１７

２０ 聂华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１６

　　利用 VOSviewer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如图

７所示)发现,发文量不低于３篇的５４１位作者之间

存在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连接数为１１１６,共
分为３４个簇,合作强度为１９４６.

图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

　　领域发文量不少于３篇的作者合作网络

３．４．４　研究前沿

为进一步探究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

领域的前沿发展动态,遴选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相关

论文数据进行关键词聚类(词频大于１０)分析,得到

图８.从图中可以看出近三年该领域出现的新动态

包括:阅读推广出现数字阅读推广[６３]、新媒体推

广[６４]等新方向;“双一流”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信息

资源建设[６５－６６]、专利信息服务[６７－６８]以及学习支持

服务[６９－７０]受到关注;学科服务内容新增学术出版服

务[７１],数据馆员成为学科馆员培养新方向,与此相

应的数据服务提上日程;信息素养走向创新素养、多
元素养[７２];信息素养教育向数据素养教育转变[７３],
并出现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７４];图书馆智库服

务[７５]也受到学界热切关注.

图８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

　　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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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９８１年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的

规律性特征

４．１　研究主题变化规律

回顾近４０年来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的

热点主题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时期的热点方向存在

差异,但是中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始终围

绕文献资源建设,为用户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主线,
坚持与时俱进,用技术助力服务的基本路径没有动

摇.各个时期中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的热

点研究主题如表９所示.

表９　１９８１年以来不同时期高校图书馆

　　 现代化服务研究的热点主题

阶段 热点研究主题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参考咨询、阅览服务、馆际互借、情报职能探讨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图书馆自动化、文献数据库建设、文献信息服务、情

报服务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数

字图书馆与资源共建共享、信息共 享 空 间、信 息

素养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主要热点:阅读推广、移动服务(包括微博、微信服

务)、学科馆员与嵌入式的学科服务、慕课与信息素

养教育

次级热点:传统信息服务、社会服务、图书馆联盟以

及资源共建共享、战略规划、数字图书馆、大数据与

科学数据管理、创客空间、数字人文、知识服务、智

慧图书馆、机构知识库

　　尤其是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突飞猛进,高等教育处在由大到强的

转型期,这些给高校图书馆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

响,这个时期的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呈现百

花齐放的局面.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主要热点研究主

题是阅读推广、学科服务、信息服务、移动服务、信息

素养教育、数字人文、创客空间、科研数据管理等.
而战略规划、文献传递、机构知识库以及读者荐购等

在研究选题中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对比主要热

点研究主题与次级热点研究主题可以发现:第一,高
校图书馆服务对象的特异性决定了其研究主题都是

基于服务学科、服务师生的主线不断延展,包含的内

容相对比较丰富,例如学科馆员制度、学科服务模

式、学科服务平台建设等都可以视为学科服务的内

容.而关于移动服务的研究主题,则主要集中在手

机 APP、微信服务等具体研究方向,也能够较快吸

引大量学者的关注.第二,学术界相对重视制度或

模式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相对较少.例如研究者们

较多关注学科馆员制度、阅读推广原则、信息素养教

育模式等,这些能够具体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虽有张晓林、吴建中等对图书馆发展战略进行

探讨,但此类宏观规划研究仍相对较少.第三,新技

术的出现和大规模应用也能够很快吸引学者关注,
产生较多学术成果.例如图书馆移动服务、微信服

务等技术应用产生的数据可以进行分析研究,传统

服务也可以借助新技术转型研究,如借助微信平台

进行阅读推广、学科服务等探索.
从近３年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领域的前

沿发展动态来看,研究一直紧跟国家发展大局和新

技术发展方向,不断推陈出新,如在“双一流”建设和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背景下产生了专利信息服务、
学习支持服务、数据素养教育、智库服务等前沿研究

主题.

４．２　机构和作者的变化规律

在不同时期内,随着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

究核心主题的变化,各研究机构和作者的发表情况

也发生着显著变化.文献数据计量结合知识图谱,
可以分析近４０年来研究机构和作者发表情况所呈

现的规律.
第一,论文发表地区集中度较高.总结各个时期

主要发文机构所在地区的发文数量(如图９)可以发

现,北京、湖北、广东、天津、上海居前五位.上述五个

地区的发文量占据了主要机构发文总量的７７％.北

京在后两个时期的发文占比排在第一位(见表１０).
第二,主要研究机构和主要作者的论文数占论

文总数的比例较低,发文集中度不高.这可能与高

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领域的特异性有关,侧面

图９　主要发文机构所在地区的发文情况分布

０７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郑征,王瑜,季淑娟
　　　BibliometricAnalysisofModernizationServiceResearchofUniversityLibraryinChinafrom１９８１to２０２０/ZhengZheng,WangYu,JiShujuan



2022

年
第1

期

表１０　各个时期北京和发文量前五位的地区发文占比

阶段 北京发文占比 发文量前五位的地区占比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２６．６７％ ７３．３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１９．１５％ ８２．７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３０．９１％ ９０．８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３３．１８％ ６４．８５％

也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作者方

面,高产出作者发表量占所在机构发文的比例较大.
如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燕山大学图书馆的鄂丽君、武汉

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的明均仁、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张

立彬、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王宇、江苏大学图书馆

的卢章平、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高波,其
发文量占所在机构发文量的１００％,也即贡献了机

构的全部发文.这些高产作者通常是所在机构的学

术带头人或业务带头人,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业

务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从作者合作网络趋势来看,合作研究的强

度越来越大.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有发文的１８３位作者

中,仅有６位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合作连接数为

１５条,在VOSviewer中,合作强度无显示,可默认为

０;到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发文量不低于３篇的５４１位作

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合作连接数为１１１６条,合作

强度为１９４６.这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单个作者独

立完成相关工作的难度较大.另外,学术交流的社

群化也为合作研究提供了便利.

５　展望

４０年来,在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的领导和各省

(市)图工委的支持下,学术界及高校图书馆业界勠

力同心,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取得了丰硕成

果.随着数字学术环境的发展,图书馆数字学术服

务的内容呈现多元化特点,除传统物理空间服务、数
字科研工具服务外,研究数据服务、学术交流与数字

出版服务、数字人文服务、数字学术研讨与培训服

务、数字技术支持服务等新兴领域崛起[７６].技术的

变革、服务内容的变化促使传统馆员要向数字馆员

转型,一方面需要馆员自身加强学习、提高数字技能

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创建数字图书馆员的创新

培训模式[７７],形成内外合力,打造新型数字馆员队

伍.与此同时,数据的跨境流动管理相关问题凸显

出来,如学者ID的管理,需要学术界及业界加快相

关研究步伐,增进与政府管理者的沟通与合作,做好

顶层设计,加强战略研究,为中国数字科学的发展和

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繁荣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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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dataofpastfortyyearsliteraturefromthe１８corejournalsofthelibraryand
informationsciencesubjectontheCNKIplatform,thekeywordsofuniversitylibrarymodernizationservice
fieldwereconstructedbyexperts．Withauthorkeywordsgiventhemostpriorityandtheknowledgemap
toolusedtoextractimportantkeywordsfrom thetitleandabstractassupplements,keywordscoＧ
occurrencenetworkgraphinthefieldweredrawn．Withthe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sthemaincontext,

andcombinedwiththeoverallsituationofnationaldevelopment,thefortyyearsweredividedintofourdifＧ
ferentperiods．Foreachperiod,thehotresearchtopics,mainresearchinstitutionsandauthorsineachperiＧ
odwereanalyzed．Finally,theresearchrulesoftherecentfortyyearsinthisfieldweresummarize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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