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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讨论咨询对话的过程和步骤以及应当引起注意的几个问题。
[ 关键词 ] 咨询对话

方法

咨询对话及其过程

与系统 ( 包括馆藏文献资源与联机数据库) 相联系。

“咨询对话”是指为了澄清一个问题或从中获取

咨询对话通常包括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识别哪

某些附加信息, 馆员通过询问来阐述自己对咨询问

些问题需要对话和哪些问题不需要对话; 第二个过

题的理解, 并鼓励用户用准确的语言来说明自己问

程是开始正式咨询对话。 正式咨询对话按发生时间

题的一种双向交流。通过这种交流, 馆员和用户共同

的先后可划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 馆员鼓励用户充

列出咨询问题的最终表达式, 从中选出确切的关键

分表达自己的咨询要求; 第二步, 馆员通过询问将用

信息, 并利用补充信息帮助查找答案。咨询对话是整

户的咨询问题与图书馆中可供利用的情报源联系起

个咨询过程的支撑点。在接受咨询问题时, 首先是选

来。 更确切地说就是: 第一步, 馆员应该鼓励用户充

择关键信息, 尔后就要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咨询对话

分叙述问题, 并引导、控制谈话; 第二步, 则应由馆员

以找出关键信息的省略部分和含糊部分, 以为咨询

来指导、询问一些必须回答的具体问题, 目的是为了

工作提供线索。倘若这一步没有进行, 那么随后的一

按用户需求提供满意的答案。 这些具体的询问至少

系列查找步骤和活动就会以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

应包括: 所要求答案的信息内容和信息量、专深程度

信息为基础, 咨询解答多半就不会准确; 若馆员没有

以及答案的范围限定。 如: 咨询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进行有效的咨询对话, 也会出现这一结果。

咨询的目的是支持开题, 还是成果鉴定; 咨询问题的

1

用户的初始咨询提问往往是不完整、不清楚或

含义与内容; 有什么时间要求和范围要求; 已查过什

易于误解的。按其模糊的强弱次序, 大致可将提问划

么工具书, 掌握了什么文献或作者; 各级主题词、上

分为 4 个需求阶段: 本能需求阶段、信息需求阶段、

下位类概念和详细分类号; 对需求文献类型、语种、

表达式需求阶段和折衷需求阶段。在这 4 个阶段中,

条目数量的要求; 保密要求; 最终产品的用途; 能付

咨询对话的重点和内容是不相同的, 如: 在本能需求

多少咨询费用等。

阶段, 馆员需要通过主动宣传性对话诱发用户的提

2

识别需要对话的咨询问题

问意识, 培养用户潜在的信息消费欲望; 在信息需求

识别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对话非常重要, 因为并

阶段, 馆员需要通过咨询对话, 使用户需求得以充分

非所有的咨询问题都需要进行咨询对话。 只有当用

准确地表达; 在表达式阶段, 馆员也还要通过咨询对

户提问出现模糊成份 ( 如: 隐性主题) 或出现信息量

话将用户的真实需求与图书馆系统或情报系统相联

不足等情况时, 咨询对话才有必要进行。咨询对话的

结; 在折衷需求阶段, 馆员更须通过咨询对话将由于

内容和形式与用户所受的教育 ( 训练) 程度、研究的

某种原因无法给用户以满意答复的折衷解答与用户

学科和阶段任务等有直接关系; 与馆员的咨询能力,

取得共识。有时用户提问是完整而正确的, 但亦应通

对所咨询问题的熟悉程度以及可供利用的情报源特

过咨询对话附加上必要说明, 对咨询问题的背景予

点亦有一定关系。 需要对话的咨询问题一般可概括

以扩展, 扩大检索线索, 同时通过恰当的限定, 准确

为下述 6 种主要类型:

揭示提问本质。
咨询对话大多发生在咨询工作的初期, 一般由

·非真实提问情况;
·不能确认主题的情况;

用户提问和馆员询问的形式和内容所组成。 咨询对

·提问模糊、不完整的情况;

话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搞清用户的真实需要, 并将此

·信息不具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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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

表达用户的真实思想) 。馆员的行为能鼓励用户积极

·缺少有关限定的情况。

交流的欲望。

馆员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对话重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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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性和非限定性提问
在正式咨询对话的不同阶段或步骤中, 要采取

不同的询问方式才能达到较理想的对话效果。如: 有

用自己的话复述用户所谈的内容, 即: 对咨询提
问进行总结或释义, 能够起到保证双方对问题达成
一致的理解, 并起到检验馆员对问题正确理解的作
用; 这也是认真倾听的直接结果。

一用户需要有关鱼养殖方面的资料。 馆员使用限定

不成功的倾听方式一般具有下述特征:

性提问:“你需要学术性资料还是科普资料? ”这就

·在未完全理解用户所说的问题之前即准备做

迫 使用户作出一种选择。 答:“大概是学术性资料

出反应;

吧”
。
如此这般过早地使用限制性提问也就过早地限

·假装注意力集中, 事后又提用户已经明确提
出或回答过的问题;

制了用户对咨询需求的解释机会, 馆员控制了大部
分对话过程, 而违反了对话初期应鼓励用户多讲的

·对用户提问的方式或细节, 要求过于苛刻, 反
应过于敏感、强烈;

目的, 其结果必然是不能真实、全面地了解用户的需

·对用户所言事物过于感情用事等。

求。

馆员在倾听用户叙述时应注意克服这些行为。
一般来说, 在第一步骤中应多用非限定性提问

方式, 以鼓励用户充分表达自己的信息需求。
如:“你需要找什么鱼的资料? ”
“查找这类鱼哪

5

检索后的咨询对话
检索后的咨询对话是指向用户提供了答案后的

对话。咨询问题的解答往往不是一次能够彻底解决,

方面的资料? ”
“解决哪些问题? ”等等非限定性提问。

提供满意答案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即: 使用“什么”
、
“什么时候”
、
“怎样”
、
“谁”
、
“什么地

首先是用户和馆员中的一方或双方均对所咨询的问

方”等词进行询问, 询问不提供可能性选择, 答案完

题缺乏深入了解, 只有通过检索查询, 用文献知识补

全由用户决定。

充后才能逐步明确; 其次是用户和馆员在首次对话

第二步骤, 当馆员试图将咨询问题同可供利用
的情报源联系起来考虑时, 则应使用限定性提问。

中并不了解检索系统的具体要求 ( 如系统的标引词、
标准名称等) , 一次对话结果并不能达到提问与系统

如:“你现在有有关文献吗? ”
“你记得篇名出处

要求相吻合的情况; 第三, 在与系统结合后, 系统本

或作者姓名吗? ”
“需要英文资料还是中文资料? ”
“专

身并无确定答案, 而存在一些类似、相关或参考答案

利文献还是学术论文? ”等等。换句话说, 就是希望用

( 如没有目前某产品的国内价格, 只有国际价格等) 。

户在可能的回答中选择其中的一种。

这就需要在检索后进行二次对话, 进一步确认在首

使用非限定性提问, 用户不能简单地用“是”或
“不是”来回答, 所以能促使用户进行说明, 提供补充
信息; 使用限定性提问则可以进一步确定或限定用
户所需资料的目的, 缩小检索范围, 提高查准率。
4

倾听与非语言交流

次检索中所产生的疑问和不确定因素, 确定用户是
否需要修改原始提问或采用变通答案。
例如: 用户需要“液压油污染测量模板”的资料。
用液压油 (hydrau lic o il) 和其他词组配检索, 查不到
相关文献, 但在检索过程中发现了相近隐性主题

成功的咨询对话与馆员能否积极倾听和其与用

——液压液体 (hydrau lic liqu id ) , 经检索后进行咨询

户的非语言行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馆员

对话, 用户表示认可。再次检索, 查得“液压液体污染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 营造融洽的对话环境, 注重

等级测量仪”
。

培养自己的吸收和交流技能以及迅速领会对方意
图, 抓住问题本质的概括分析能力。
在用户叙述中不打断其叙述或插入自己的评论

再如: 用户需要“劣质葡萄干加工技术”方面的
文献, 但提供不出关键概念, 只能笼统地介绍情况。
经在“葡萄干”( ra isin ) 主题词下检索, 发现了“着色”

与询问, 并掌握适当的对话速度是积极倾听的有效

(co lo ring ) 和“渍润”(w etting ) 概念。经检索后咨询对

方法之一。

话, 用户认为是两个关键概念。 再次检索, 用户对所

在倾听中应尽量集中注意力, 并时刻注意观察
与分析用户的非语言性交流信息, 如: 说话声调、面
部表情及手势等 ( 有时这些非语言信息比语言更能

查得的文献十分满意。
总之, 检索后对话是咨询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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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丽: 网络环境下所级文献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与工作重点

索体系, 或利用光盘存贮量大、操作简单、成本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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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民族. 联机信息服务及其通讯网现状. 现代图书馆技
术, 1994 (3) : 2～ 27

受机时限制等特点, 发展微机—— 光盘文献信息局
域网络, 然后再直接连入院信息网络或国内其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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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所级文献情报自动化研讨会纪要. 图书情报
工作动态, 1994 (6) : 19～ 20

型专业、综合性网络, 进入网络化信息服务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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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咨询问题只有在明确用户提问本质和熟悉系

2

统检索语言的基础上才能完满解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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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工具,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还需要不断地充实

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律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 从而制

和拓展: 充实是指对其收录样本 ( 源) 数量的充实; 拓

定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策略。

展是指对其涉及学科范围和使用范围的拓展。

当然,《中国科学引文索引》作为我国一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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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 lua tion to the Index Ch inese Science C ita tioin Index
L ou Sh isheng
(D ep artm en t of L ib 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Zhong shan U n iversity, Guangzhou )
[Abstract ] T he im po rtan t ro le and sign ificance of the index Ch inese S cience C ita tion Ind ex ed ited by the lib rary of the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are d iscu ssed and evaluated in th is p ap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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