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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研 究 综 述 

邱均平，苏金燕 

(武汉大学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运用信息计量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进行了统计，对其 

研 究主题 、研 究热点、文献增长规律 、文献分散 规律、作者分布规律 、合作者情况、科研机 构与地 区研 究实力进行分析。 

[关键词]信息资源管理；文献分散规律；作者分布规律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07)06—0158—06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处理程序 

1．1 研究方法 

1、1．1 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 

所谓 “文献信息统计”，是指以某一特定单位对文献或 

其相关特征信息进行统一的计量。而 “文献信息统计分析 

方法”，则是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 

数据来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 

一 定研究目的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它是在统计学原理的 

指导下，在长期的文献信息统计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 

来 的⋯ 。 

1．1．2 基于词频统计的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 法是 一 种埘 研究 对 象的 内 容进 行 深入 分析 ，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 学方 法。应用 这一 方法 ，对文献 的特 

定主题内容进行定性和定量剖析，可以提示该主题内容的 

实质，系统、客观地把握其研究动态和趋势 J。 

关键 词是指 出现 在文 献 的篇名 、摘要 和正 文 中，用 以 

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有实际意义 的自然语言词汇。对于 

某学科专业学术论文而言，由于科研人员对同一课题或概 

念的掌握较为准确，因而所使用的关键词也趋向一致 J。 

对各学科 、各专业的前沿领域而言，由于其科研人员长期 

从事各学科、各专业前沿领域的课题研究 ，对新理论、新 

技术、新成果有较深刻的理解，并能及时转化为公认的关 

键词，这些新兴关键词的多寡也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方向与 

成熟度。因此 ，该学科相关文献的关键词的分布频次与特 

征，能显示该学科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 内容之问的内在 

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学术研究的重点 

与热点等。 

鉴于这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和实用 

性 ，以及近年来 取得 的与此有 关 的一系列 有 意义 的研 究成 

果，我们完全可以将内容分析法和以关键词为基础的词频 

分析法相结合，即基于词频统计的内容分析法，应用于信 

息资源管理研究发展前沿、动态研究，并以之来分析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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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信息资源管理的重点领域及其发展变化趋势。 

1．2 数据来源 

信息计量的数据来源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所变化，本 

文的数据来源以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CNKI)数据 

为主，统计相关文献的特征信息；以纸本期刊统计源为辅， 

确保数据的正确、完整性。将期刊影响因子与本文统计得 

出的该学科重要期刊两因素相结合 ，最终确定 《中国图书 

馆学报》、《情报学报》以及 《图书情报工作》三种期刊作 

为本文的主要统计源期刊 J̈。因文章 “题名”、 “关键词” 

等位置出现的词与全文内容具有高度相关性，故在研究文 

献增长规律时，通过利用 “信息资源”作为检索词在 “篇 

名”以及 “关键词”两个检索字段中进行检索 ，筛选研究 

文献增长规律时所需的统计样本 J。 

1．3 处 理程序 

J．3．1 统计时间段 

在获取信息资源管理文献增长规律所需的数据时，以 

CNKI数据为主，最早回溯至 1984年，截止时间是 2006年。 

对主题、关键词、作者、研究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时，统 

计时间段为 2004年至 2006年。 

1．3．2 数据处理 

首先，人工筛选 2004至 2006年三种统计源期刊中信息 

资源管理方面的文章，以盂广均、霍国庆等人提出的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的九部分内容作为是否入选的标准 J。其次， 

在统计过程中，灵活运用一些处理方法：先统计上位关键 

词 ，再分别统计相关的下位关键词；出现同义词时，选择 

最常用的关键词为标准进行统计 ，其它相关词作补充；同 

义词分别统计后合并 ；在排名 中十分显眼和突出的关键词 

单独列出；最后以上位通用关键词进行统计 、累加 ]。 

2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情况分析 

2．1 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从 1984年国内学者开始研究信息资源管理至今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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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儿年的发展 ，相关文献 量也从 最 开始 的直线式 增 长发展 

到指数型增长方式，如图 1所示。 

图 1 文献增 长曲线 

年 

根据普赖斯逻辑增长规律可知：(1)我国信息资源管理 

领域从 1984年至 1993年十年间发表的文献数量呈直线型增 

长 ，说明此 时问段 内该学 科 在我 国处 于诞 乍 时期 ；(2)从 

1994年至 2006年相关文献数以较快的指数型方式增长，说 

明此时该学科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3)文献增长方式至今 

未转化为逻辑曲线增长模式，说明此学科未发展到成熟时 

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 ，与工渊的研究结果_8 有所不同。 

2．2 文献分布规律分析 

英国善 文献 学 家伽 拉德 福 最 早发 现文 献分 散 规 律 ， 

并提出了蔷 的布拉德福定律。我们按照布氏定律方法统 

计分析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发表在科技期刊 的卡H关 

文献 ，共统 汁了 2004至 2006年 173种 期刊 ，1131篇 沦文 ， 

其具体分布数据如表 1所示。表 1中：A为期刊数量，B为 

每种期 Il1J的沦文数量，C为A项的累积和，D为 A×B的累 

积和 ，E为 lgC。将期 按照相 关论文 载文量 的多少 以递减 

的顺序排列起来进行分析。 

表 1 文献分布数据 

期 刚刊名 A B C D E 

情报杂志 l l06 l l06 O 

情报科学 l 78 2 l84 O．30l 

书情报工作 l 71 3 255 0．477 

图书馆论坛 l 6l 4 3l6 0．602 

兰台lf=I=界 l 54 5 370 0．699 

情报资料工作 l 5l 6 42l 0．778 

图书馆理 论与实践 l 46 7 467 0．845 

图书馆：【作与研究 
情 报理 沦与实践 2 36 9 539 0．954 

中国图书馆学报 2 35 ll 609 1
．04l 现代情报 

图书情报 知}jl 1 34 12 643 1．()79 

(上接表 1) 

图书馆 l 25 l3 668 l ll4 

档案学通讯 
图书馆建设 2 23 l5 7l4 1．176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l 2l l6 735 1．2O4 

图 馆杂志 l 20 l7 755 1．230 

大学 图书馆学报 
商场现代化 2 l8 l9 79l 1．279 

北京档案／情报学报 
浙江档案／中国档案 4 l3 23 843 1．362 

档案管理 l l2 24 855 l 38O 

档案 时空／档案学研究 2 lO 26 875 1．4l5 

科技进步 与对策 
四川档案 2 8 28 89l 1．447 

经济论坛 l 7 29 898 1．462 

档案／经济师 
档案 与建 没 3 6 32 9l6 1．505 

th西档案 
图书与情报 2 5 34 926 1．53l 

以下期刊名称省略 7 4 4I 954 I．6I3 

ll 3 52 987 l 7l6 

23 2 75 l033 1．875 

98 l l73 ll3l 2．238 

2．2．1 区域分析 

按照年平均载文量的多少，将发表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领 域论 文的相关 期 刊分成 三个 区 ： (1)16篇 以上 的期刊 ； 

(2)小于 l6篇而火于等于4篇的期刊；(3)小于4篇的期 

刊。其结果列于表 2中。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期刊的各区 

相关论文数大体相等，而卡臼继各区的期刊数基本上成等比 

数列，公比近似等于4。 

表 2 期 刊分区表 

分区 期 载文数量 (篇／年) 期刊数量 论文数量 

l > l6 6 42l 

2 4～ l5 l7 422 

3 <4 l44 288 

通过区域分析法得出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期 

刊是：《情报杂志》、《情报科学》、《图书情报工作》、《图书 

馆论坛》、《兰台世界》、《情报资料工作》。但此结果受期刊 

年总载义量大小的影响，总载文量小的期刊在统计时会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查阅相关文献时，需要适当 

扩 大查 阅范 围。 

2．2．2 图像观察 

以横轴表示期刊累积数的对数、纵轴表示相关论文累 

积数 ，描绘信 息 资 源管 理研究 领 域相 关论 文 分布 的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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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所示 。 

图 2 文献分散 曲线 

此曲线与布拉德福分散曲线吻合，曲线分为三部分： 

上升 的一段 曲线 AC为对应核 心期 刊区域 ， 直线 CB为相继 

各区的期刊，BD部分则是格鲁斯下垂部分，表示登载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领域文献的期刊数量不会无休止地按照直线 

方式增长 、延伸下去。图像观察方法与区域分析方法所得 

到的关于该领域核心期刊的结论基本一致⋯。 

2．3 研 究内容分析 

2．3．1 研究主题分析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分为九个研究主题L6 J：理论研究、 

一 般过程研究、信息用户研究、信息组织与检索研究 、信 

息开发与利用研究、信息系统与信息 网络研究、信息产业 

与市场研究 、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以及专业教育研究，分 

别对应表3中内容 1、内容 2⋯⋯内容 9。A为当年某研究 

主题相关文献数量，B为当年某研究主题相关文献数占当 

年相关文献总数的百分比。B值越大，则该研究主题在当 

年研究成果越多 。相应的 ，该主题在当年越 受学 者关 注。 

表 3 主题分析数据 

内容 1 内容 2 内容3 内容4 内容5 内容 6 内容7 内容 8 内容9 文献 
年份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总数 

2OO4 18 5％ l1 3％ 1O 3％ 109 31％ 83 24％ 75 21％ 6 2％ 32 9％ 6 2％ 35O 

2o05 29 9％ 15 5％ 1O 3％ 91 28％ 75 23％ 76 24％ 9 3％ 14 4％ 2 1％ 321 

20o6 26 6％ 21 5％ 28 7％ 107 26％ 126 3O％ 72 17％ 14 3％ 21 5％ 2 0．48％ 417 

根据表3中B列数据绘制图3，从中可清晰看出：三年 

中各主题论文比例变化幅度不大，已经形成了以信息组织 

与检索、信息开发与利用 、信息系统与信息网络三大主题 

为主，基础理论 、一般过程 、信息用户，信息产业与市场、 

信息政策与法规以及专业教育六个主题为辅的局面。 

图 3 主题 变化分析 

2004芷 

2005芷 

2006钽 

2，3，2 研究热点分析 

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关键词为基础的词频分析法 

相结合的方式对当前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共统计关键词 

2338个，表 4中分别列出了近三年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 

前 20位的关键词。 

表 4 关键词分析数据 

160 

(上接表4) 

2 知识 网络 本体 

3 数字图书馆 服务 网络 

4 图书馆 图书馆 信息资源 

5 信息资源 信息检索 数字图书馆 

6 数据库 数字图书馆 信息检索 

7 服务 信息资源 语义 

8 用户 本体 服务 

9 本体 语义 图书馆 

1O 元数据 链接 数据挖掘 

l1 分类 评价 搜索引擎 

12 评价 分类 元数据 

13 信息检索 用户 XML 

14 共享 数据库 电子政务 

15 数据挖掘 个性化 个性化 

16 自然语言 竞争情报 可视化 

17 个性化 自然语言 自动分类 

18 语义 自动标引 共享 

19 竞争情报 数据挖掘 竞争情报 

20 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 评价 

(1)知识。情报 、信息、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 

知识必然成为情报学研 究人 员 的一 个关 注点 。近几 年 ，对 

“知识”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共出现 151次，其中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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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30次)， “知识发现” (6次)、“知识元” (6次)， 

“知识地图”(5次)、“知识检索”(5次)、“知识管理系统” 

(5次)，“知识库”、“知识组织”、“知识表示”、 “知识创 

新”、“知识服务”、“知识评价”、“知识推理”等也是知识 

研究 的主要方 向。 

(2)网络 。“网络”共 出现 115次 ，较多 文献 以网络环 

境作为研究背景，讨论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组织、信息检索 、 

信息存储以及信息的开发利用。可见，网络已经广泛深入 

到与信息有关的各个领域，变成必不可少的信息平台。 

(3)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57次)作为一种新 

的信息开发利用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数字馆藏 

建设、数字图书馆系统是研究的热点。 “图书馆” (55次) 

作为一种传统的信息存储 、组织、开发、利用 、服务的机 

构仍然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 

(4)本体。关于本体的研究呈 现上升趋 势，集 中在 

“本体”(33次)、“领域本体”(4次)、“本体表示”(3次)、 

“本体学习”(3次)、“本体演化”(3次)、“本体管理” (2 

次)等方面 。 

(5)服务。随着信息环境、信息素质的改变，信息服 

务 (43次)也正越来 越多 的引起人 们的重 视 ，逐渐 成为 学 

者的研究热点。其 中对于信息服务的方式、信息服务的评 

价、信息服务平台的研究较多。 

(6)其它。另外， “信息资源” (43次)、“信息检索” 

(39次)、“语义”(30次)、“评价”(23次)、“数据库”(19 

次)、“数据挖掘”(19次)、“用户”(19次)、“元数据”(17 

次)、“个性化”(15次)、“搜索引擎”(12次)、“竞争情报” 

(11次)、“共享” (11次)、“自然语言” (11次)也是学者 

研究 的热 点。 

2．4 基金论文情况分析 

基金论文是指 由 国家 各级 政府 部 门、各类 基金 组织 和 

企事业单位提供科研经费而产生的研究论文。基金资助课 

题研究是 学科科学 研究 活动常 见和 主要 的形式 。基 金论文 

数量是评价研究群体科研能力及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基 

金论文率数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出一个学科受资助受重视的 

情况【 。 

基金论文率= 磊 × oo％ 
表 5 基金论文分析数据 

2004芷 2005生 2006钽 合计 

基金论文数 136 145 182 463 

论文总数 350 321 417 1088 

基金论文率 39％ 45％ 43％ 40％ 

从表 5中可以看出基金论文率呈稳步上升趋势，受基 

金资助论文数量正逐年增加，这与我国的整体情况一致。 

由此可以推断，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 

研究条件将会进一步提高。 

2．5 作者分布规律分析 

2．5．1 高产作者分析 

在文献作者分布领域内，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普赖 

斯在研究中发现 ，有 75％的科学家一生只发表一篇论文。 

根据表 6中数据得知，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撰写一篇论 

文的作者占76．38％，与普赖斯的结论基本一致。 

另外 ，普赖斯首先注意到高产作者研究的重要性。在 

1969年发表的 《小科学 ，大科学》一书中指 出：撰写全部 

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等于全部科学作者总数的平方 

根。这就是 普赖斯定律 ，可表示为 ： 

I 

∑n(x) =√N 
m+1 

n (x)表示撰写 x论文的作者数；I=nmax为该领域内最 

高产作者的论文数 ；N为全部作者的总数⋯。根据普赖斯 

定律，在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现有的 1431位作者中，前 

38位 (~／1431—38)作者应为高产作者，也可以称之为核 

心作者。由于篇幅关系，表 6中仅列出前 26位高产作者， 

以邱均平为首的核心作者金字塔群 已经形成。表 6中：A 

为论文数，B为作者数 ，C为作者累积数 ，D为作者百分 

比 

表6 作者分布规律数据 

作者姓名 A B C D 

邱均平 16 1 1 0．07％ 

毕强 14 1 2 0．07％ 

董慧 13 1 3 0．07％ 

马费成 11 1 4 0．07％ 

侯汉清／张玉峰 10 2 6 0．14％ 

苏新宁／张晓林 9 2 8 0．14％ 

韩毅／黄如花／：E兰成／徐国虎 8 4 12 0．28％ 

陆伟／段宇锋／胡昌平／陈能华／秦 
铁辉／朱晓峰 7 6 18 0．42％ 

黄晓斌／焦玉英／索传军／周宁／余 
传明／张学福／温有奎／朱庆华 6 8 26 0．56％ 

以下作者名称不再罗列 5 21 47 1．47％ 

4 32 79 2．24％ 

3 72 151 5．03％ 

2 187 338 13．07％ 

1 1O93 1431 76．38％ 

2．5．2 合作者分析 

随着对合作者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其规定了合f1 

度与合作率两个计量指标，它反映了某学科领域内作者合 

作智能发挥程度，数值越高，合作智能发挥越充分ll J。 

△作 一(二室 塑 塑 2堡耋璺 。卜 
一(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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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率= 簇 。％ 
表 7中给出了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文的合作度与合作 

率。从表中可知，该领域的劳动规模较大，平均合作度为 

1，84；合作智能发挥比较充分，平均合作率为 57，l6％并且 

连续三年变化不大。因此，该领域的科研人员只有进行良 

好的科研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表7 合作者分析数据 

年份 2004正 2005年 2006正 合计 

作者总数 646 695 793 2134 

合作论文数 200 223 240 663 

论文总数 350 382 428 l160 

合作度 l-85 l-82 l-85 l-84 

合作率 57．14％ 58．38％ 56．07％ 57．16％ 

2．6 科研实力情况分析 

2，6，l 科研 机构 实力分析 

某机构的发文量、发文人次可侧面反映科研机构在某 

领域的科研实力。我们通过统计发文人次的方法统计分析 

了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各科研机构的研究实力。共统计 2154 

个科研机构 ，表 8列出了近三年来该领域发文人次最多的 

前十大研究机构。 

表 8 十大科研机构 

位次 研究机构 发文人次 

l 武汉大学 290 

2 中国科学院 l55 

3 南京大学 93 

4 北京大学 77 

5 吉林大学 60 

6 清华大学 45 

7 上海交通大学 43 

8 中山大学 35 

9 北京师范大学 34 

10 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33 

合计 896 

武汉大学发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文献的作者人次最多， 

共 290人次，其中以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作者发 

文单位的有 127人次，以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 中心” 

为发文单位的有 99人次，以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 

中心”，为发文 单位 的有 27人次 。中国科 学院 研究实 力排 

第二位，共 155人次，其 中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 

发文84人次。南京大学排第三位，共 93人次，其中 “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发文77人次。北京大学发文共 93人次， 

】62 

其中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发文 52人次。吉林大学发文 

共 60人次，其中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发文 22人次，“吉 

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发文 l4人次。清华大学发文 

共45人次，其中 “清华大学图书馆”发文30人次，是为数 

不多的以图书馆发文为主的高等院校。而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以33人次与浙江大学并列第 l0位，是十大科研 

机构中唯一研究院所而非高等学校。 

前96位的科研机构 (占科研机构总数的 4，46％)总发 

文人次为 1754，占总发文人次的 8l，5％，而前十大科研机 

构共发文 896人次，占整个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发文人次的 

41，6％。由此可见，表 8中列出的科研机构是该领域的核 

心研究机构。也可以看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是高等 

院校 、科研院所 ，而行政、企业单位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少。 

2，6，2 地区研究实力分析 

某地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实力可以通过在该领域的 

发文量反映出来。表 9给出了发文量前 20位的地区。 

表 9 地区研 究实力分析数据 

位次 地区 发文量 位次 地区 发文量 
| 

l 北京 432 l1 山东 37 

2 湖北 327 l2 陕西 35 

3 江苏 234 l3 山西 3l 

4 上海 l18 14 四川／黑龙江 29 

5 浙江 87 l5 辽宁／河南 26 

6 湖南 7l 16 安徽 l3 

7 吉林 66 l7 重庆 l2 

8 广 东 62 l8 福建 8 

9 天津 60 l9 甘肃 6 

l0 河北 4l 20 广西 4 

北京在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实力排第一位， 

因为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 

学等几个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由于武汉大学、华中师 

范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有力支撑，湖北是该领域的第二大研 

究地区。而江苏、上海、浙江分列 3、4、5位。 

3 结论 

目前，信息资源管理文献正呈指数模式快速增长，该 

学科在我国正处于发展时期而未到成熟时期，还有较大发 

展空间。发表该领域论文的期刊多为情报学 、图书馆学 、 

档案学方面的期刊，可见情报、图书、档案方面的专家学 

者是此领域的核心研究群体。此领域研究集中在 “信息组 

织与检索”、“信息系统与信息网络”、 “信息开发与利用” 

三个主题方向，研究热点是 “知识”、“网络”、“数字图书 

馆”、 “本体”、 “服务”以及 “信息资源”、 “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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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评价”、“数据库”、“数据挖掘”、“个性化”、“共 

享 ”等方 面。该领 域 金字塔 型核 心研究 者 群 体 已经形 成 。 

武汉大学虽在该领域 的研 究实 力最 为突 出，但 地 区研究实 

力却以北京为首，湖北列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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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实际 的理论 ，还有可能 误导 事业 发展 的实 践。要 改变 这 

种状况 ，就要设法寻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1) 

倡导学术民主，鼓励百家争鸣，欢迎引进国外理论，但都 

应着眼 中困困情 ，立足我 国图书馆 事业 实 际，致力 于理 论 

与实 际相结合处创新 ； (2)公共 图书馆 的实 际工作 者 和政 

府行政主管也要积极关注和参与公共 图书馆理论讨论 ，改 

变 目前研究 队伍结 构 的失调现 象 ，取得 理论 成果 的一致认 

同；(3)发挥学会和各专业刊物的导向作用；(4)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没有调 食就 没有 发言权 ； (5)各级 和各种 理 论评价 组织 ， 

曼 L曼· 曼· E 

在审评和鉴定研究成果时，不能讲人情、看数量，应以理 

论创新和能否指导实践为标准进行评判。理论来源于实践 

并指导实践，只有符合实际的理论才能引导事业的健康发 

展，只有各方认同的理论才能在促进实践发展中产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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