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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王崇德关于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的分类方法，
从哲学方法、
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
三个方面对我国图书情报学近 10 年来的新发展做了系统的梳理，指出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存
在欠缺实证研究、
缺乏针对网络环境的新方法等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化发
建立适应信息化环境的研究方法，
建立一个稳定、
统一、
规范的方法论体系等解决措施。
展，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情报学 研究方法
〔分类号〕 G250
法、
本体论方法。

1 引言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
是关
种意义上说，
一门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这门学科方法研究的历史，

信息哲学。近年来又涌现出一个新的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
〔8〕
领域———信息哲学 。 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信息哲学及其方法在
图书情报学中的应用问题。2003 年在南京召开的“信息构建与

图书情报学也不例外。没有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图书情报学

情报学理论方法的新发展”学术研讨会中，
除中心议题信息构

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
是以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从某

〔1〕

研究也就难以向专深发展。 图书情报学方法论是图书情报学

〔9〕

在情报学理论方面还研究了本体论、
信息哲学问题等。
建外，

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情报学发展的直接原因是研究

但国内图情研究者有关信息哲学的论述比较少。陈忆金认为信

方法的发展和变革。正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变革直接引发了图

将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
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2〕

研究内容和学科性质的发展和变革。
书情报学的体系结构、
“三层次法”是最
图书情报研究方法体系的分类有很多种，

为其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起到有力的指导作
理论体系，
〔10〕
用 ； 曹文娟、
赖茂生认为图书情报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
这

为广大图书情报研究者认可的，
为了便于梳理近 10 年图书情报

而信息哲学
就意味着图书情报学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信息哲学，

本文暂且按照王崇德的方法论体系把各种
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王崇德从方法的层次性这一角度构造了图

就可以成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本体论方法。本体论“在哲学的意义上是关于存在的本源

书情报学方法论树状结构体系图，
把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
即

〔12〕
的学说”。 目前，
起源于哲学的本体论在信息科学领域受到广

〔3〕

〔11〕

一般研究方法、
专门研究方法。
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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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关注，
本体论的研究方法开始应用于情报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13〕
如在《一种基于本体论的知识检索原型系统》 一文中，
作者利

2． 1 哲学方法

用本体论方法对因特网信息资源进行了自动分类与重组研究。
〔14〕
〔15〕
此外，
本体论方法还应用于知识发现 、知识组织 等领域。

哲学方法，
就是运用哲学的原则来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
哲学方法是方法论体系的最高层次，
是人类知识塔的顶端，
它统
率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没有正确的哲学方法指导，
图书情报
无法获得研究的最优化目
学研究就失去了战略上的总体指导，
〔4〕
10
标。 近 年来，
图书情报学领域专门运用哲学方法对特定现
但新兴的哲学方法却异军突起，
占
象进行分析的文献不是很多，
据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一席之地。

据笔者在 CNKI 数据库中搜索近 10 年发表的有关本体在“图书
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专辑中的学术期刊文献就达到了 481 篇，
这
主要探讨其在数字图书馆、
信息检索和
些文献运用本体论方法，
语义网的应用。
2． 2 一般研究方法
在王崇德所划分的图书情报研究方法体系中，
一般方法主

哲学方法总论。俞传正指出，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
批判理性主义、
历史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
历了以逻辑实证主义、
个阶段。这些阶段的科学哲学理论从方法论上给图书情报学以
〔5〕

成为图书情报学理论建构中重要的哲学基础。
深刻的影响，

哲学方法应用。陈纪建从哲学的方法论角度提出理论研究
与建构的方法问题，
针对蒋永福提出的“制度图书馆学”理论进
〔6〕

行了批判。 随后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对业界图书馆精神的研究
与争鸣现象进行了反思，
对程焕文、
于良芝的图书馆精神理论进
行了评析，
并对黄俊贵与程焕文的图书馆精神争鸣发表了自己
〔7〕

对黄俊贵的论点做了简要批驳。
的见解，

要指数学方法、
移植法、
比较法、
新旧三论等，
涵盖的种类很多，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只讨论几种主要方法。近 10 年来，
图书情
报学研究方法在这方面的新发展主要有：
2． 2． 1 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在情报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主要应用于文献计量学领域。布鲁克斯等情报学家纷纷采用数
统计学方法分析文献，
以探明文献本身、
科学技术及科技人
学、
〔16〕
员的特性。 近 10 年，
数学方法已陆续应用于情报学研究的许
多领域，
包括竞争情报研究、情报用户研究等。其中，模糊数学
方法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在网络环境下，
信息检索、
知识检

除了对图书情报学的相关问题和现象进行哲学分析和思考

索及其评价等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研究者们开始大量使用

之外，
图书情报学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哲学方法，
比如信息哲学方

模糊数学方法。 模糊数学方法在图书情报领域主要用于质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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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评价，
比如信息检索质量评价

〔20 － 21〕
、
。此外，
服务质量评价
还

有些学者对数学方法的应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织兰认

〔46〕

〔47〕

〔48〕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等
究管理 、
2． 2． 6 其他学科引入的研究方法

。

为数学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问题上，
存在着

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可以推
对现代科学而言，

两种极端的倾向： 一种是忽视数学的应用，
另一种则是崇拜数学

动整个学科的发展。反之，
研究方法的落后必然会限制学科的

提出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要防
而对非数学化的东西一概排斥，

发展。图书馆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与人文科学、经济学、管理

〔22〕

止出现滥用数学和误用数学的现象。
2． 2． 2 移植法

学和计算机科学渊源颇深，
而这些学科已经具备很多成熟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因此，
引进其他学科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

张庆锋阐述了移植方法的哲学基础和移植方法给图书馆学
〔23〕

研究所带来的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 他认为移植是一种积极
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移植方法的时候，
有效的研究方法，
要注意对所引入的方法和图书馆学本身的特点进行冷静分析，
避免因移植不当而陷入空泛议论。王友富探讨了方法移植的概
念、
内在机理、
合理移植的原则、
层次结构等问题，
并以数学方法
〔24〕

还有一些学者运用移植法将一些先进
为例予以说明。 此外，
〔25 － 26〕
〔27〕
、
理念，
如企业管理
知识转移 引入到图书情报学领域内。
2． 2． 3 比较法

应用于图书情报领域，
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
同时也是
〔49〕

充实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一条捷径。 近 10 年来，
图
〔50〕
书情报学领域引入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内容分析法 、
社会网络
〔52〕
〔53〕
〔54〕
、
系统综述法 、
案例研究法 、关键事件技术 、
〔55〕
〔57〕
〔58〕
〔56〕
、
纵向研究法 、
生活史法
实证研究法 、矩阵思考法 、

分析法

〔51〕

〔59〕
情景分析法 。
2． 3 专门方法研究

近 10 年来专门方法研究仅次于一般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显
图书情报学专门方法的研
示出图书情报学方法研究日趋成熟，

图书情报学内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图书馆的

究促进图书馆工作更好的开展，
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践带来专门

本质和图书馆事业的普遍规律，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方法研究的飞跃，
二者相互促进，
增强了图书情报学学科的独立

认识本国、
本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比较方法深入到图书

性。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
文献计量法和引文分析法是情报

情报学的方方面面，
有学者通过统计，
甚至得出了图书馆工作研
〔28〕
究是比较方法应用最广泛的领域的论断。 笔者在 CNKI 数据

学的专门研究方法。笔者认为，
能严格称之为情报学专门研究

库中搜索 2000 年至今发表的图书情报学关于比较方法的文献，
数量竟然有 1966 条（ 时间选择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对其中的条目进行分类后，
发现比较方法研究的热
制度。
点集中在与现代技术相关的领域以及图书馆法规、
2． 2． 4 假设法
假设是研究者最重要的思维方法和科研手
在科学研究中，

方法的目前只有文献计量法和引文分析法，
其他的方法只能算
〔60〕
作情报实践中使用的方法。 但随着近 10 年图书情报研究方法
非交互文献的知识发现法也上升为图书情报学的
的不断发展，
又一专门方法。
2． 3． 1 引文分析法
近 10 年“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通过对 CNKI 数据库中，
21 世纪我国图书情
分类中涉及引文分析的文献进行分析得知，

段之一。它有助于研究者发挥理论思维的能动作用，
明确研究

报领域引文分析法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

方向，
提高研究的自觉性，
克服研究的盲目性，
大大减少无效劳
动。假设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逐渐应用到图书情报领域，

一是对引文分析法在网络环境下的再认识。有的学者分析
〔61〕
有的分析了引文分析
了网络环境下期刊引文的类型与变化 ，

但并未得到广泛应用。近 10 年，
假设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应

〔62〕
方法的现状和展望 ，
还有的用引文分析法对网络科技论文质
〔63〕
〔64〕
量进行评价 、进行网络结构挖掘 和期刊的网络影响研

用得到一定的发展，
与其他方法比较，
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这
方面发表的文献主要有《链接分析假设前提的缺陷及修正方

〔65〕

究

。二是不断引入新概念和方法。马费城提出了 ACA 分析

《高校图书馆流通系统读者分布分析及假设检验———以
案》 、
〔30〕
《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用户满意指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为例》 、

〔67〕
〔68〕
，
纪雪梅提出了权利指数 ，何玮提出了引文关系图 ，
〔69〕
李长玲提出了 PageRank 算法 ，
胡利勇提出了引文分析的可视

〔31〕
数模型———假设与检验》 。
2． 2． 5 新旧三论

化概念

〔29〕

〔66〕

法

〔70〕

系统论、
信息论、
控制论称之为“旧三论”，
这 3 种理论分别
起源于生物科学、通信科学、自动化科学； 耗散结构理论、协同
论、
突变论称之为“新三论”，
这 3 种理论分别起源于热力学、
物

。三是对引文分析法的应用条件、适用范围的研究。

具体表现在： 通过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
分析重点学科文献保
〔71〕
〔72〕
障情况 和馆藏布局 ； 通过对引用习惯和引用方式的研究，
〔73〕

了解信息用户的信息需求

〔74〕

和学科文献需求

； 通过引文分析

〔75〕

理学、
数学。近 10 年来，
新旧三论已经渐渐淡出了图书情报领

研究情报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以及用引文分析作为期刊和
〔76 － 77〕
。四是探索引文分析法的历史、
学科的评价依据
发展趋势

域研究方法的历史舞台，
除了耗散结构理论外，
其他几种方法运
用得都不是很多，
协同论甚至 1 篇都没有。

和中外引文分析法的比较。
2． 3． 2 文献计量法

〔32 － 33〕

〔78 － 80〕

、知识组

专门方法中文献计量法应用最多，
文献计量法多数应用于

和资源共享
方面； 信息论主要集中在图书馆信息
〔38〕
〔39〕
〔40〕
系统 、
信息化建设 、信息测度 ； 控制论主要集中在馆藏

起到发
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特定刊物回顾性的文献计量研究，

旧三论中，系统论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服务
〔34 － 35〕

〔36 － 37〕

织

质量控制

〔41〕

。新三论中，
关于突变论的论文都是泛泛而谈对图

现事物发展规律的作用。文献计量法主要用来进行科研成果评
价、
期刊影响和研究热点分析等。近 10 年来，
文献计量研究的

书情报学方法论的作用和应用情况，
可见突变论在图书情报界
〔42 － 43〕
； 耗散结构理论
没有得到重视，
这方面的文献也就两三篇

〔81〕
〔82〕
〔83〕
热点集中在信息共享空间 、知识服务 、虚拟参考咨询 、
〔84〕
〔85〕
〔86〕
Web2． 0 、
开放存取 、
机构知识库 。

相对于其他几个领域来说，
是学者研究比较多的，
主要集中在应
〔44〕
〔45〕
用领域，
如情报认知 、
图书馆网络管理系统 、
图书馆学术研

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都可以纳入情报学的分支信息计量与分析

近年来，
国内很多学者，
包括邱均平、
王曰芬在内，
认为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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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 88〕

的范畴之内，
进行综合应用。
同时，
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综合研究”
重大项目
为依托出现许多研
究论文，
其中也不乏实证研究，
例如建立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综
合应用软件的开发与分析等。此外，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网络计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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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特有和常用的研究方法也仅仅只有文献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
量学等传统方法。
3． 3 盲目引进其他学科的新方法
当前的方法论体系中，
其他从各学科引进的研究方法很多，

量学这一新概念。

使用效果难以判断研究深度，
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对待外来

在文献计量指标方面，
近年来提出了 H 指数和 W 指数这两
〔90〕
个新的指标。H 指数 2005 年被美国物理学家 J． E． Hirsch 一

的情报学方法论成果，
表现为积极引进的多、
消化整合的少。对
新理论的引进，
有的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
缺乏对
一些新方法、

就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兴趣，
已经被运用到评价专家学者、
提出，

引进方法的改造。合理的借鉴、移植是对的，但是胡乱引进，盲

科技期刊、
科研机构、
国际会议、学科领域等诸多方面。但是近
H 指数在评价科学家学术论文综合影响力时
年来有研究发现，

不了过眼烟云的下场。比如，近 10 年对于一般方法的新旧三

H
存在一定的偏差，
对一些文章少而精的学者比较不利。此外，

除了对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还相对较多外，
其他的基本都已
论，

指数计算方法隐藏着一个可以被精确注水的重大缺陷，
作弊者

销声匿迹。

可通过对关键点施加引用的办法，
即对引文数据流拦河建坝来
〔91〕
达到快速提升其 H 指数的目的。 2010 年 6 月，
吴强对 H 指数
〔92〕
进行了重要改进，
并提出了 W 指数。 W 指数是指 w 篇论文至
W 指数在继承 H 指数简洁易懂特
少被引用了 10w 次。很明显，

点的同时，
更关注高引用次数的论文，
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一个科

目移植，
不结合图书情报学自身学科的特点加以融合，
最终都免

另一方面，
与盲目引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对于许多在国外
图书情报领域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方法却没有及时引进或是草
草引入却没有广泛应用。比如，由芝加哥大学的 Barney Glaser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Anselm Strauss 共同发展出来的扎根理论
（ Grounded Theory）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已经被引入西方的

学家代表作的综合影响力，
而且减少了一定量的信息挖掘时间，
H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指数的缺陷。

图书情报领域，
它在研究过程中有严谨的步骤，
可以使研究结果

2． 3． 3 非交互文献的知识发现法
2003 年，
马明与武夷山撰写的文章《Don R·Swanson 的情

与结论是忠实地根据从研究对象所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但国

〔93〕

报学学术成就的方法论意义与启示》 详尽地介绍了情报学方
法的产生背景、
概念及应用情况和美国情报学界及作者对 Swanson 的情报学方法的评价，
最后从 3 个方面探讨了 Swanson 的情
报学学术成就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带给我们的四点启示，认为
Swanson 创立的基于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为情报学指明
了新的研究方向，
对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06 年，
〔94〕
潘幼乔等撰文《关于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思考》 重新审视

避免受到太多研究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
确保研究人员的归纳
内也就是近一年才有两三篇关于这种方法的介绍。再如，
目前国
外情报学界已将民族志方法作为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国外
1990 －1994 年间发表的有关信息需求和利用的论文使用民族志方
〔96〕
而国内图书情报领域运
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占所有论文的 4% ，
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论文在 CNKI 中也就十几篇。
3． 4 缺乏公认的研究方法体系的指导和研究规范
综观 21 世纪的方法论研究，
尤其在体系结构上几乎没有创
仍然是承袭前人的“层次说”。但层次说缺点是实用性差，
因
新，

基于非交互式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认为 Swanson 的基于非交

为广大研究人员虽然赞同三层次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框架，

互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很可能成为情报学的又一专门研究方法。
3 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3． 1 缺乏实证研究

但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些方法究竟该归入哪一类还是让人有些

相对于其他学科以及国外的图书情报研究，
我国图书情报

法等。这些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妨碍了层次性图书馆学方法论

学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节，
很多研究方法
只是作为一个名词存在于方法体系中，
常常以理论推演和经验

体系的实用性。虽然三层次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
但是由
于三层次论与生俱来的缺陷———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之间以及

缺乏深入的实例剖析和实证验证。
假设的理论研讨型成果为主，

不但催生了其他多种研究体系，
也产
专门方法之间的界限模糊，

图书馆学究竟
迷惑。如哲学方法如何具体体现在研究工作中，
有哪些专门研究方法，
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能否算作一般研究方

这致使有些引进的新的研究方法脱离实践的土壤而难以发挥其

生了大量研究专门方法的文章，
但至今这个界限学界还是没有

指导作用，
从而导致所引进的新方法不能与图书馆工作实践有

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图
共识。缺乏公认的研究方法体系的指导，

机结合，
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的混乱无序发展。

有限。多数研究成果（ 包括相当一部分博士论文） 仍停留在描
述、
综述和关于“体系”、“框架”、“规律”、“论纲”、“趋势”、“回

比如扎根理论中使用的译码程序有开放性译码、
主轴译码、
选择

国外的图书情报研究方法大多有严格的程序和步骤规范，

顾”等的理论游戏中，
基本没有深入（ 更谈不上长期深入） 到实际

性译码，
每个译码都有严谨的程序。反观国内图书情报领域使

部门的实际发展之中，
缺乏针对现实发展的着力处和应用价值，

用的一些研究方法，
随意性比较强，
部分学者可能无法辨别在做

〔95〕

因而被应用领域所忽视、
所抛弃。
3． 2 欠缺针对网络化的研究方法

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正经历着从纯粹的理论研究向实

哪类研究最好使用哪种研究方法，
在使用过程中要遵循哪些程
序和事项。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研究方法在国内

证研究的过渡和转型，
加之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焦

图书情报界没有得到重视。
1996 年，
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办了第一届美国全国图书馆学

点也逐步从传统的图书馆向当前的数字图书馆、
搜索引擎以及

研究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社会科学，
尤其是图书情报

互联网应用靠拢，
而我国图书情报学的科研方法还没有完全适

领域内使用的研究方法，
特别对很多定性方法，
如民族志学、
解

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
没有建立起研究网络化、
数字化背景下的

释学、
话语分析、记号语言学等研究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1997 年，
美国图书情报科学教育协会在其年会上发起了一次关

研究方法体系，
对网络用户行为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够关注，
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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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研究方法论的征文比赛，
目的是促进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
的交流。1996 年，
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在网上开展了题为“变化

应信息化对于期刊的传播、
质量评定、
用户文献需求、
信息行为

问题涉及研究方法对于图书情报学的
着的研究文化”的大讨论，

等方面的新要求。要集中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网

影响； 图书情报学是否有统一并广为接受的研究标准； 就方法论

络环境下传统研究研究方法的拓展，
二是社会科学通用研究方法

图书情报学是否算一门社会科学； 情报学的出现对于研究
而言，
〔97〕
方法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国内图书情报界目前还没有专门

学、
引文分析、
内容分析、
调查法、
质的研究法、
焦点团体法、
民族志

以“研究方法”为议题组织过此类会议或专题讨论。
此外，
国外还出版了许多关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论著，
〔98〕
比如《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研究方法》 ，《信息管理中的定性研
〔100〕
〔99〕
《信息专业定性研究使用手册》
，《图书馆员的基本
究》 ，
〔101〕

研究方法》

使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真正适
针对网络化环境的新的研究方法，

三是网络环境下专门研究方法的生成。重点研究哲学、
数
的引入，
网络日志分析等方法的具体演化过程。
方法和链接分析法、
4． 3 合理引进新方法，
推广专门研究方法
近年来人们虽然已经注重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
但是
存在着生搬硬套、
浅尝辄止的缺点，
将其他学科
大都不够深入，

。国内社会科学中专门介绍研究方法的书籍数

不加验证
的方法或者是外国图书情报领域的新方法随意引入，

量不多，
而且大多是外文的直接译著，
比如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和评价，
更不用说经过具体研究和具体工作的检验了。随着信

了质性方法的译丛，介绍了一系列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理
〔102 － 104〕
，
论
还有 一 些 书 籍 就 是 介 绍 了 社 会 学 通 用 的 研 究 方

不仅仅包括引进国外的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主要的趋势，

〔105 － 106〕

息技术的发展，
大量引进和使用当代各种新方法，
以充实和发展

，
几乎很少有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专门介绍研究方法

方法，
也包括吸收国内的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
但是在移

的书籍。介绍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只有乔好勤撰写的
〔107〕
《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导论》
。

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层次和不同特点，
注意内在
植引进的过程中，

4 解决措施
4． 1 加强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化发展

整合并融入图书情报学体系，
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有

法

要实现理论研究的创新和提升，离不开科学的、务实的精
神，
离不开科学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自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

的渗透和结合。不是所有方法只要引入图书馆领域，
就能够被
定论。因而，
对外来方法的移植应用应该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研
究基础上，
还要经过实践检验，
在图书情报学中找到它的立足点
和定位。在做好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应用的同时，
也应该

芝加哥大学倡导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以来，
国外图书馆学是顺着

加强图书情报学方法的推广研究。此外，
还要加强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的大门步入社会科学殿堂的。从那时起，
研究方法的

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
为图书情报学方法找到更广阔的

严谨始终是国外图书馆学学术刊物录取论文的头条标准。正是
由于在 20 世纪芝加哥学院开创的图书馆学科学化进程，
为西方

发展应用空间。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图书情报学方法的应

国家图书馆学的知识创新提供了规范和工具。反观国内，
由于

得到广泛应用和良好成效的研究方法，
要加大引入力度，
并做好

缺乏这种科学、
谨严的学术训练，
许多著述只是停留在泛泛的理

比如话语分析法在国外已广泛应用
结合我国国情的消化吸收，
〔110 － 111〕
，但其在国内的
于信息分类、
调查数据分析、
情报检索等

缺乏实证支持，
缺乏基本的研究程序和研究规范，
这里
论研究，
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改变这种情况，
要从图书情报
领域的教育着手，
就是在研究生教育中必须有如何写论文、
做研
究和研究方法等课程的开设。目前我国还很少有院系开这样的

用领域，
加大图书情报学的积累。对于在国外图书情报界已经

应用还很少，
今后要加大对此类方法的移植引入。
4． 4 建立一个稳定、
统一、
规范的方法论体系
研究方法互相渗透的背景下，
我们在
在当今学科交叉融汇，

科学研究的课程，
学生基本上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
因而在

加深技术应用研究的同时，
不能忽视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

主观上就没有这种意识。图书情报组织和杂志社要多多组织研
究方法的会议或开展研究方法的专题讨论。《图书情报知识》在
这方面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
该刊在 2010 年第 1 期开辟了一个

对已有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总结，
着重研究图书情
报学方法的结构、
性质、
特征、
适用范围及相互关系，
建立适合 21

关于研究方法的专题，
介绍了系统综述、
案例研究等近年来图书

世纪背景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
自从“三层次说”提出后，
其他体系纷纷涌出，
前后不少于

情报界应用较多的研究方法，
马费城写了引言，
以引起社会更广

10 种，
这造成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混乱无章。有必要建立

泛的关注。随着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与世界交流的频繁，

统一规范的方法论体系。图书情报学现象及其规律
一个成熟、

为科学化进一步提供了条件，
科学化和规范化是图书情报领域

广泛联系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图书情报学方法
本身的复杂性，

〔108〕

创新和理论提升的必由之路。
4． 2 建立适应信息化环境的研究方法

论体系也应该是多层次、
综合化的。首先应改变目前层次性、
整
体性差的混乱零散的现状，
构建一个多方位、
多功能开放式的图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信息技术革
“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
命普遍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

书馆学研究方法系统。另一方面，把从各个学科、各个层次、各

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
〔109〕
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 在当今社会环境下，
以计算机技术

报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相结合，
进行再创造，
形成一个多样

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技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

效益、
有效揭示方法论要素，
通过分析现有方法体系，
在充分借

个角度相互联系交叉和互为补充的方法综合起来，
并与图书情
化统一开放的图书馆学方法体系。要努力做到不断优化方法论

领域，
深刻影响到图书馆活动的各个方面，
这就为图书馆学方法

鉴其他学科方法体系构成方式的基础上，
力求构建全新的成熟、

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
增加了许多崭新的内容。现代图

统一规范的方法论体系，
使其既符合学科和事业实际、
又反映学

书馆学方法的研究应进一步开拓视野，
利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

科和事业前景。
5 结语

和方法重新审视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要吸收和
运用现代科学方法，
并根据我国图书情报学的特点和实际，
利用

目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图书情报学在知识管理思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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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
图书情报学内容和学科体系都在
以知识为中心，
进行较大的调整，
重组和创新将是目前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也日趋综合化。我们要将
研究的主旋律，
此类研究与具体工作实际情况相结合，
要在自身基础理论知识
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对各种新方法、
新理论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切不可生搬硬套，
重形式、
轻应用。在未来的图书情报学方法论
体系中，
我们不仅要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尤其是相关学科
更要引进发达国家的研究方法，
还要对自然科学、
的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充分吸收，
融会贯通，
以推动图
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日臻完善。
书情报学研究走向深入，
（ 来稿时间： 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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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for the methodolog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ut forw ard by Professor
Wang Chongde，the article introduces new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nearly 10 year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general methods and specific methods． It also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empirical study，the lack
of new methods for the netw ork environment． It proposes that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research method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stable，unified，standardized methodology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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