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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摘要 针对学科情报研究中人们对定量化研究方法应用的一些困惑，文章首先阐释了这两
个概念并解释了学科情报研究对于定量研究方法的特殊需求，然后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定量化
研究在学科情报研究工作中的应用分类，并介绍了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及指标、数据库等
定量研究资源，最后针对情报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应用定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一
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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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quantitative study's application in discipline
information research
[Abstract] Towards to same confusion on applications of quantitative study in
discipline information research，this paper firstly explains the two concepts and the
special demand of discipline information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study，and then
through the specific examples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categories of quantitative study's
application in disciplin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 addition，the article introducts
general quantitative methods ， indicators and databases in discipline information
research. Finally give some thoughts for information researchers to apply quantitative
study in thei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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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研究定量化发展趋势的日益明显，定量化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情报研
究的各个领域，定量研究方法得到不断丰富，指标和数据库不断增加。学科情报
研究作为情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早便将定量化研究方法引入到它的具
体研究工作之中，大大提高了研究质量和效率。然而对于定量化研究应用于学科
情报研究的一些问题，比如定量化研究可以为学科情报研究做什么？到底哪些方
法、指标、数据库等可以应用在学科情报研究工作中？如何应用？如何在学科情
报研究工作中更好的应用定量化研究方法？等等，这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本文通过调研相关文献并结合具体工作，探讨这些问题，旨在帮助有关人员更好
的了解定量化研究及其应用于学科情报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指标和数据库等，更
好地开展学科情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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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化研究是针对可计量研究对象，利用某些定量化研究资源，采用一定的
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和引文分析法等），寻求将数据定量
表示以揭示数据之间的关系和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情报科学的定量化研究，就
是在情报学研究中采用定量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揭示数据间的关系和规律，其
最初是从文献计量学开始的。早在 30 年代中期，当情报学尚处在形成初期时，
定量化研究就在文献领域内展开，并取得了突出成果[1]。随着情报研究活动的深
入开展，定量化研究逐渐延伸到网络信息等其它领域，派生出信息计量学、网络
计量学等其它的分支学科。
作为情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情报研究是针对特定学科，运用科学的
研究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对比、推理判断综合等逻辑思维过程，收集、整理、
加工和分析有用的社会信息、科学知识和新的科研成果，有计划的、有目的、准
确、及时地为学科科研活动提供服务的一种情报活动。其最终目的就是总结过去
（如学科发展脉络）、把握现在（如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和展望未来（如学科发
展趋势预测、前瞻等），从而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确定学科发展重点，为学科决
策提供参考方案，换句话讲，学科情报研究可以揭示学科的内在变化规律及其与
其它相关学科的联系，弄清其历史和现状，并预测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2]。学科
情报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必然要涉及大量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其定量化研究在学
科情报研究方法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学科情报研究对定量化研究的特殊需求
由于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及科学研究的信
息化和社会化，使得情报学处于急剧变革和发展之中，也更直接地影响到了情报
研究工作。其中定量研究一直是情报学乃至整个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趋
势。这是因为从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情报学必然从定性阶段向定量阶段发
展，只有加强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才能不断提高它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学科地位
（王宏鑫，2003[3]）。正如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所指出的：
“情报学如果不
实现定量化，它将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会成为科学。”[4]因此实现情报
研究定量化，才能提高情报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从而有助于确立和提高情报学
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学科地位。
学科情报研究在情报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对于理论和方法的需求是多
样的。在情报研究的过程中，对于量化信息的需求变得日益突出。情报研究所分
析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分析过程中存在许多可计算的项目，比如科技文献、人力资
源、经费投入等等。对于这些可计算单元的整理、分析和展示，就是定量化研究
的专长。一般认为，基于定性方法的情报研究，其结果的精确度和可信度往往有
限。特别是，如果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定性分析往往无能为力（人力投入
和资金投入的需求巨大，而且往往还很耗费时间）。而量化方法相对而言具有精

确的特点，面对复杂系统的可操作性比较好。一般而言，结合定量方法的情报研
究成果直观、可靠，易于接受，说服力强。因此，学科情报研究过程中便产生了
对定量化研究的特殊需求，定量化研究方法随之应用到情报研究工作中，为情报
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操作性强而又卓为有效的方法，弥补了定性研究的不足。
3 定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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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研究中的应用分类
一般认为，在学科情报研究领域，定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可用于绩效评价和科
学映射研究。其中科学评价功能是以科学产出和引用为基础，用以评价国家、大
学、机构、个人等科研绩效水平；而科学映射的功能，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研究的
结构和变化趋势。两者在情报研究中的地位和比重正在提升，下面笔者对定量化
研究方法在学科情报研究中的应用概况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分别列举案例加以说
明（主要借鉴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1）学科群规律分析。包括：学科群中各学科相互引用情况、间接预测学
科交叉趋势，选择当采学科，确定科学中心，计算科学中心科学兴隆期等。例如
程莹，刘念才（2005）统计分析了属于两个或多个学科类别的期刊跨学科类别和
跨学科群，通过并研究交叉期刊定量地揭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程度[5]。
（2）学科产出与影响力基本特征分析。包括：学科国际论文产出对国际论
文产出的贡献，被评价国家对学科国际论文产出的贡献，被评价国家学科论文产
出对本国论文产出的贡献，学科国际论文质量，学科被评价国家论文质量，学科
国际论文影响力，学科国内论文影响力，学科被评价国家在国际发表论文的影响
力等等（“被评价国家”可根据需要换成被评价机构、个人等科研实体）。如储宗
元，王凤英（1998）依据《中国天文学文摘》，统计分析北京天文台等九个单位
（部门）在该期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产出情况，简单分析了各单位（部门）
的研究状况并展望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情景[6]。
（3）学科结构分析。包括：学科子学科产出规模及分布等。例如冯光卉等
1996 年以《高原医学杂志》著文与引文统计为基础口，研究了高原医学文献学
科结构，作者及其情报吸收能力和高原医学的学科优势等特点[7]。
（4）学科与相关学科分析。包括：学科独立性、稳定性，识别学科的相关
学科及其联系程度。比如邢珏珏等人 06 年按照旅游学的十个分支学科，对
1973-2003 年国际旅游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旅游研究纪事》的《主题词索引》进
行了多元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阐述了这十个分支学科与整个旅游学以及相互之
间的相关性，并分别探讨了这十个分支学科各自的进展态势[8]。
（5）学科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包括：识别学科研究领域，学科
活跃研究领域，学科子学科活跃研究领域，学科国际关注热门论文，预测学科各
子学科交叉发展方向，追溯学科发展历史、预测发展趋势，学科国际研究热点子
学科，学科中国研究热点子学科，学科与其它学科分化、组合趋势。例如曹小玉，

唐允华等采用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律”的情报分析方法，对中药的权威检索工具
《中文科技期刊资料目录·中草药》1995 年的文献主题词、说明词进行统计，从
不同角度分析了 1995 年中药学学科研究热点，中药治疗疾病的研究热门、热点，
以及薄弱环节，并将年中药学科研究热点与前 5 年中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对比，
从而提示了中药的发展趋势[9]。
（6）学科内国家及地区分析。包括：识别学科主要研究国家，识别子学科
主要研究国家，学科被评价国家国际论文产出，学科被评价国家地区布局及论文
产出，学科国际有影响力国家，学科被评价国家的学科影响力。如叶立平，凌啟
柏（2003）利用 MEDLINE 数据库，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1995-2001 年循征肿
瘤学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其国家分布等情况，以为广大肿瘤临床工作者提供
参考[10]。
（7）学科内机构分析。包括：识别学科发文机构类型，识别学科核心机构，
学科研究机构的科学生产力、机构地位，学科机构主要研究领域、及在该领域活
跃水平，学科核心机构的地区布局，学科核心影响力的机构，学科研究机构对学
科的影响力分析，学科研究机构对各子学科影响力，机构对学科的影响力、机构
论文质量，学科核心研究机构地区布局。谭宗颖，刘佩华（2003）采用科学计量
学方法对 l99l- 2002 年我国及世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研究论文进行了横向比较，
分析了国际合作模式和主体研究机构群[11]。
（8）学科科研人员分析。包括：学科科研人员整体规模，学科主要科研人
员，学科子学科主要科研人员，学科科研人员组织结构，学科核心影响力科研人
员，学科被评价科研人员特征参数。例如张子平，霍媛桃通过对 2002-2004 年《林
业科学》引文的数量、语种分布及引文类型、论文作者的机构分布及合作度、论
文获得的基金资助数量等统计分析，来了解我国林业科研人员的科研现状等[12]。
（9）学科期刊分析。包括：学科主要研究期刊，学科期刊对学科的影响力
等。早有学者利用引文分析等方法对专门学科的核心期刊进行了识别，刘竞，李
立恒 1993 年就对《中国农业科学》等 20 种期刊 l990 -1991 年两年各期所有论文
的被引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对期刊的借阔量和对期刊论文的引文量、引文语
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分布和自引率的统计定量研究，找出草原生态学科的核
心期刊，初探草原生志学科文献情报源的分布情况和利用规律[13]。
（10）学科基金分析。包括：学科可使用基金及其产出对学科的贡献，学科
基金产出对学科的贡献，基金在各学科产出，学科基金论文产出的年度变化等。
如岳洪江（2004）利用受各种基金资助的国内论文统计数据，通过相对指标和变
异指标，考察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科学基金组织资助完成的论文学科与机构分
布特征[14]。
（11）学科合作情况分析。包括：学科合作率，国家的国际合作水平，机构
合作水平，学科个人合作水平，国家合作伙伴分析，学科机构合作伙伴，学科个
人合作伙伴。如公晓晖，赵公正（2003）根据对中国人文社会学科 11194 篇论文

的作者合作数目的统计数据，对该领域存在的合作研究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
对比分析了国际人文学科和国内自然学科的合作情况[15]。
其中（2）、
（6）、
（7）、
（8）、
（10）部分评价功能属于学科绩效评价，
（6）、
（7）、
（8）部分功能及（1）、（3）、（4）、（5）、（9）、（11）属于学科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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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是以定量方法的使用为核心的，定量化研究方法是一
个由众多方法如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引文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矩阵分析法、
网络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等构成的方法体系，下面笔者针对学科情报研究中的
常用几种定量方法进行下简单介绍：
3.1 统计分析法，就是指对一些计量单元的直接统计分析，即对一些科学指
标的计量研究。目前常用的科学指标主要有出版物数量、著者数量、引证频次、
词频数量、科学发现（成果数）、期刊数、科学机构数、获奖人数和科学家年龄
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计量研究可以统计分析学科成果数或期刊数的时间分布、
科学家年龄及结构分布和科学家人数按语言、领域、国籍等分布。
3.2 引文分析法，是根据文献间存在的相互引证的关系和特点，利用图论、
模糊集合、数理统计数学方法及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技期刊、
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
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方法，通过引文分析，能理清学科的发展态势、核心著
作以及整体的知识架构等。在学科情报研究中，引文分析主要用于对学科科研人
员分析、学科期刊分析、学科产出与影响力基本特征分析等。目前引文分析中的
引文网络、共引、自引现象以及科学地图等都得到了相当学者的高度重视，它也
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持续成为研究热点。
3.3 共词分析法，是通过分析在同一个文本主题中的款目对(单词或名词短语
对)共同出现的形式，以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反应出这些词之
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这些词所代表的概念间的相互关系，确认文本所代表的
学科领域中相关主题的关系，进而探索学科的发展，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可以帮助
科研人员了解学科结构及其变化，加之时间维度上的比较，揭示学科领域的发展
演进过程，帮助科研管理者进行学科布局和相关的决策，共词分析在学科情报研
究中主要用来对学科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3.4 数学模型分析法[16]。数学模型是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系统特征和其内
部联系与外界联系的等式、不等式和数理逻辑等。数学模型分析法是模拟对象实
际情况的同态映象，是为了简化研究而构造出来的研究对象的假定性的方法，学
科情报研究工作中常常利用这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数学模型法，例如我们可以通
过它分析科学期刊的被引分布实际情况，其优点在于简化研究对象，运用数学语
言，输出定量化，从而使结果更为精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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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量化研究资源
定量化研究方法在学科情报研究工作中的应用往往会涉及一些定量化研究
资源的使用，比如指标、数据库等，而要更好的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就要对这些资
源有所了解和掌握，下面笔者就对这些资源做下简单介绍。
4.1 指标。定量化研究的应用为情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评价指标，其中学科
情报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指标有（参考 CWTS 和美国 ISI 公司的提出的文献计量指
标）：（1）反映学科产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国际学科论文（会议报告及其它）
产出数量、国际学科论文产出比重、产出速度、论文所属期刊影响力等级等。
（2）
反映学科影响力的指标，主要有引文总数、篇均引文、未被引论文比例、引文份
额、学科相对强度、学科影响因子等。（3）反映学科间合作关系情况分析指标，
主要有学科单一（非单一）作者论文数及比重、学科国际（机构或个人）合作论
文数、学科国际（机构或个人）合作率等。
（4）反映学科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的
评价指标，主要有学科论文（题目）关键词及频次、学科各二级子学科国际论文
数时间分布、学科高被引论文、学科被引（施引）率等。
（5）反映学科科研人员
情况分析指标，主要有学科发文作者总数、学科发文数量前 50 位著者、学科科
研人员耦合强度、学科被评价科研人员被引频次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对学科期刊、
基金、机构的分析指标，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这些指标的构建是情报研究定量
化的反映和重要体现，同时其使用也极大提高了学科情报研究的定量化程度，方
便了广大情报分析人员，但其中一些指标的设计存在着一些主观性和不合理的地
方，引发了业界关于影响因子、h 指数等的争论，所以指标的科学性亟待实践的
不断检验，数量也需要不断丰富。
4.2 数据库。学科情报研究工作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世界三大检索系统 SCI、
EI、ISTP，它们被普遍应用于对某国家、机构和个人学科水平和影响力的评价，
是情报研究人员进行引文研究和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随着情报研究实践不断展
开和定量化研究的不断应用，新的数据库层出不穷，比如美国 ISI 公司 2001 年
推出科学计量指标数据库（ESI），分 22 个学科领域对国家、机构、期刊、科学
家、论文进行了文献统计分析和排序，主要用于衡量学科内科学产出与影响力，
是学科生产力评价的重要工具；Scopus[17]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
功能强大、方便使用，特别还可以提供引文分析评价功能，提供针对作者的 h
指数计算，可以帮助我们对学科文献、出版物、学科领域、学科人才和科学机构
进行评价；Google Scholar 是 Google 于 2004 年底推出的专门面向学术资源的免
费搜索工具，能够帮助用户查找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文摘和技术报
告在内的学术文献；美国科学基金会编发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从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科技人力资源、研发资金等多方面介绍美国和全球的科技状况，也是
非常重要的信息计量学参考工具和基础数据来源。

此外，我国也产生了很多数据库，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制的《中
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与分析（年度报告）》等在我国的科技评估和学科评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学科情报研究工作中使用最多的仍是国外数据库，国内数据库的影响力和使用
率远不及国外，说明我们与国外数据库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在加强和国外
数据库出版商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6 学科情报工作中加强定量化研究应用
学科情报工作中加强定量化研究应用的
应用的一些思考
一些思考
综上所述，正是学科情报研究工作对定量化研究方法的特殊需求促进了定量
化研究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定量化研究资源的不断丰富，学
科情报研究工作应用定量化研究手段也不断产出更为科学性和准确性的研究成
果。情报研究工作者应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多地运用定量化研究手段，提高研究工
作的质量。对于如何更好地应用定量化研究，笔者结合情报实际工作和目前研究
热点进行如下思考：
5.1 加强定量化方法的研究，完善定量化方法体系。从情报研究工作的特点
出发，不断引入新的定量研究方法，笔者强调就数据挖掘和数据清洗等数据分析
方法进行研究，并进行分析工具开发，弥补商业软件功能的不足，开展数据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研究。特别是数据清洗的研究，目前国内外文献计量工具中的数据
存在很多问题，而专门针对数据清洗的研究还很少，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控制研究
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净化情报研究数据源和提高分析结果质量具有很大价
值。
5.2 科研合作（个人、机构、地区与国际合作）的信息计量研究和科技评估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标准化。通过对个人、机构、地区与国际合作的网络、重点的
研究和分析，研究科技合作的网络和领域特点；加强对新的科技指标的研究和设
立，针对评价指标不统一的现状，构建标准指标体系和分析流程，以更好的指导
情报研究人员科学地进行科技评价工作。
5.3 做好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同时，加强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习和交流。针对目
前除了杂志之外国内还没有其他有助于国内研究人员进行定量化研究方法交流
的平台，建议有关部门或有识之士牵头，搭建我国研究人员交流、合作的综合平
台、定期组织情报研究人员的相关培训。通过这些举措普及定量化研究知识，尤
其是加强对定量化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学习，使定量化研究成为情报研究人员工作
中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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