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卷第11期
2011 年 11 月

情 报 科 学

Vol.29,No.11
November,2011

基于不同文献类型的知识演化研究
卫军朝 1，2，蔚海燕 3
（1. 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北京 100190；
摘

3. 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241）

要：不同文献类型在科学知识演化和学术交流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根据文献类型特点及

学术交流过程提出了不同文献类型间的知识演化链模型，分析了不同文献类型在知识演化过程中
的角色和作用，
然后对当前研究进展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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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literature type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and aca⁃
demic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d a model of knowledge evolution chain and analyzed the differ⁃
ent roles of literature typ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types and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hen discuss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core research content.
Keywords: literatures types; knowledge evolution; knowledge evolution chain
科技文献的海量增长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不断深
入的一个标志，作为知识的载体，科技文献呈现出各
种不同的文献类型。按出版形式划分，大致可以分
为图书、期刊、研究报告、专利文献、科技报告、学位
论文、会议文献、标准文献、科技档案、产品技术资
料、政府出版物、报纸、声像资料、电子出版物、网络
出版物等【1】。其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同类型科技
文献所记载的信息内容各有侧重，根据文献类型的
特点，各种类型的科技文献在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
的大背景下都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不同文献类型

和作用，利用不同的文献类型更好的为科学研究和
科技创新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2-3】。

1 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的知识演化
链模型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Gar⁃

vey 和 Griffith 通过对心理学领域科学家学术交流的

实证观察，提出了 Garvey-Griffith 模型，描绘了正式

学术交流过程，从研究开始、初步报告、到学术会议

所代表的知识在科学知识演化和学术交流中所扮演

和预印本、然后是期刊出版、文摘和索引服务。此

的角色，研究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知识的差异性，研究

外，该模型还包含了非正式交流过程，如研究小组、

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知识的演化规律，对于更加深刻

学术讨论会等【4】。根据这个模型，科学研究从最初

理解各种文献类型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中的地位

的概念、完成科研项目到最后成为科学知识，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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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学术交流都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文献，比如预

段，这个时候可能出专著来系统的论述研究主题所

研究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开始研究生成的预备报告，

形成的知识，方便其他科研人员的参考，最后所形成

到参加学术会议，发表相关的会议论文，生成预印

的被大家所公认的科学知识收录入百科全书，作为

本，经过同行评审在期刊出版，形成期刊论文，最后

人类的文化瑰宝保存下来。

可能出专著，收录在百科全书，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
保存下来。
科学交流的过程，就是不断生成各种类型科学
文献的过程，在一个包含从最初的概念到最后成为

根据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知识演化链模型（图

1），同时考虑科学研究过程和学术交流过程，可将不

同文献类型之间知识的演化分为知识的产生、知识
的发展和丰富、知识的成熟和衰退三个阶段。

公认的科学知识的时间、范围内，科学研究是各个阶

（1）知识的产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首先

段的详细资料的交流和提供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

是对某一研究主题形成可行性报告或预备报告，提

中，不同的文献类型代表了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的

出新的研究切入点，从某种程度来说，可行性报告或

研究成果，不同文献类型所记载的知识反映了某一

预备报告代表着新兴研究领域知识的产生，科学研

研究主题所代表的知识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演化情

究从这里起步，在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基础上，发现新

况

。根据不同文献类型的特点以及在科学研究

的研究领域，产生新的知识。在这一阶段，仅仅是知

和学术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次序，本文提出了不同文

识的萌芽，或者可能是某一研究主题的一个新概念

【5-6】

献类型之间知识演化链模型（图 1）。

的提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发展和丰富它。
（2）知识的发展和丰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研究人员可能会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最新的研究
进展，形成会议文献，经过与会专家的讨论和交流，
对会议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发表在期刊上，形成期
刊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要多次重复这个过程，
在相关研究领域形成一定的影响，不断有新的研究
人员加入这个研究领域，文献数量和引文次数的不
断增加，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进入发展和丰富阶段，

图 1 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知识演化链模型

由于不同文献类型自身的特点以及在科学研究

相关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内容被提出，不断丰富这一
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同时为了更快的学术交流，

和学术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次序不同，可能会出现两

研究人员可能首先把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网络

种情况：一是所记载的知识可能会有时间的先后性，

上，供其他研究人员参考和交流；为了避免期刊论文

比如最新的科学知识很有可能出现在某一研究专题

需要同行评审所产生的时间滞后性，也可能以预印

的研讨会上，其形成的会议文献代表了某一学科或

本的形式首先发表。

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然后经过同行评审，可能

在这一阶段，会议文献、期刊文献、网络文献、预

才会出现在期刊论文中；二是不同文献类型所记载

印本、学位论文由于其自身文献类型的特点，在知识

的知识代表了某一研究主题不同研究阶段的进展情

的演化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况，同时也就代表了知识的演化情况，例如在研究刚

会议文献：指学术会议上所交流的论文、报告和

开始形成的初步报告，属于对新兴领域的探讨阶段，

有关文献。学术会议一般是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领

侧重于对其他领域知识的总结和对本研究课题的理

域的新成就和新课题来进行交流探讨的。在科技会

论基础的积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可能会召开小

议上, 会议论文阐述的观点往往是作者的最新研究

规模的讨论会，讨论研究进展，形成会议记录，接着

成果, 通过会议形式的交流可以最早在同行中迅速

在大型的学术会议上与业界同行交流研究的最新进

传播【7】。许多学科中的最新发现都是利用科技会议

展，发表会议文献，经过与业界同行的交流，对会议

首次公布的。因此,会议文献代表着本领域的最新

论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完善，发表在期刊上，形成期刊

水平, 反映着本领域的最新动态，通过会议文献，可

论文，如此经过多次的会议和多次期刊论文的发表，

以把握到科技发展的脉搏, 明确国际上某一学科的

同时不断的被其他作者引用和参考，随着研究的完

发展趋势, 避免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有的研究人

成，也就代表着某一研究主题的知识达到了成熟阶

员认为，只参考期刊文献，不参考会议文献，科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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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开创性。在图 1 中，会议文献的位置比期刊文

束，也代表着某一研究主题的知识的成熟，具有较强

献靠前，一方面代表新的知识可能首先出现在会议

系统性，在知识演化链中，科技报告处于知识的成熟

文献中，另一方面表示期刊文献的知识是经过学术

阶段。

会议的讨论和完善后发表在期刊上的。

科技图书是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的记载科技知

期刊文献：期刊论文是知识演化链中不可或缺

识和科研成果的文献，主要表现形式是专著和百科

的组成部分，期刊论文具有稳定性强、内容成果完

全书，同其他文献类型相比，科技图书具有系统、完

整、出版时间长等特点，在学术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

整、全面、载体成熟等特点，但出版周期较长，不能及

的作用。科研人员更多的把自己成熟的科研成果发

时、迅速的反应最新的科研成果。在知识演化链中，

表在相关的学术期刊，通过学术期刊来和同行交流，

科技图书处于最末端，处于知识的成熟阶段，已经形

从学术期刊获得新的研究基础，为下一次的科学研

成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成为固定的、不变的人类

究做文献准备。期刊作为正式出版的文献，是主要

知识体系的一部分【11】。

的学术交流途径，这就决定了期刊论文在知识演化

专著是从事某项专业的专家撰写的某一专题或

链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期刊论文的引用，不断有新

某一学科方面的全面系统的著作，是构成科技图书

的研究人员加入进来，对研究主题进行更加深入和

的主体，主要为科技人员提供参考使用。专著的形

广泛的研究，表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知识不断丰富

成，代表某一研究主题知识的成熟，在知识演化链

和发展。

中，专著处于末端的位置。百科全书是概要记述人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文献和预印本在

类一切知识门类或某一知识门类的工具书【11】。百科

学术交流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科研工作者把自己

全书的主要作用是供人们查检必要的知识和事实资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发布在网络上，和同行进行第一

料，囊括了各方面的知识。特点是出版周期长，但信

时间的交流 。预印本是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息量大，内容全面，是查找事实、搜集情报信息方便

还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而出于和同行交流目的

快捷的工具书【12】。知识被收录进百科全书，说明这

自愿先在学术会议上或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科研论

门知识已经成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渐渐的退出科学

文、科技报告等文章 。与期刊论文以及网页发布

研究的前沿，只是作为参考书而存在，这也可以称之

的文章比，预印本具有交流速度快、利于学术争鸣、

为知识的衰退，处于知识演化链的最末端。

【8】

【9】

可靠性高的特点。在知识演化链中，网络文献和预
印本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说明在知识出现的先后
序列中，网络文献和预印本由于其出版特点，能够更
快的反映新的知识，先一步的反映本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

2 当前研究进展
科技文献的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同类型科技
文献所记载的信息内容各有侧重，在学术交流和知

学位论文是通过大量的思维劳动而提出的学术

识演化过程中担负着不同的作用，近年来，已有一些

性见解或结论，首先对现有的知识进行综述,然后此

学者对不同文献类型在知识演化和学术交流过程中

基础上确定实验方法或研究方法, 通过实验或研究

的作用和角色进行研究。

阐述自己的见解【10】。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知识演化链中，这可以认为是对某一研究领域知
识的完善和延展，同时由于出版周期比较长，一般从
定题到最后出版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很快的反映
新的知识的出现，因此在知识演化链中，学位论文处
于比较靠后的位置。
（3）知识的成熟和衰退。一个科研项目的完
成，最后会形成科技报告，科技报告是关于某项科研
成果的正式报告，或是其进展阶段的实际记录，许多
最新的研究课题往往首先反应在科技报告中，代表
一个国家或专业的科研水平。科技报告的形成，代
表着科研项目已经形成阶段性结果或已经最后结

（1）关于会议文献的作用和特点研究。在计算
机科学中，会议文献一般认为和期刊文献具有同等

的效力。CACM 的主编 Moshe Vardi 教授认为在计
算机科学领域从事科研的专业人士，把学术会议而

不是期刊作为其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途径【13】。Ju⁃
dit Bar-Ilan 通过对计算机学科高被引作者的论文的

分 析 ，分 析 了 会 议 论 文 对 计 算 机 学 科 的 影 响【14】。
Cynthia Lisée 等比较了会议论文的科学影响力和半
衰期，分析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参考文献中会议论文

的比例。Computers 领域参考文献中会议论文所占

比例为 20%，Electrical Engineer 领域为 13%，Nucle⁃

ar Technology 为 11%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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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发现计算机科学领域引用的会议论文最多；

2001-2006（期刊文献作者共被引分析）进行作者共

现，会议论文更容易在发表后迅速得到引用，会议论

现的研究前沿，在网络文献的第一个时间段已经很

文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前沿、更原始的信息【15】。

明显的出现【20】。说明基于网络文献的引文分析能够

同时通过会议论文和期刊论文的老化曲线研究发

Rafael 对 内 燃 机（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领域的研究表明，会议论文是 ICE 领域主要的信息

来源，ICE 领域参考文献中会议文献占 30%，表明研

究 人 员 更 加 倾 向 于 引 用 会 议 文 献【16】。 Michela

被引分析。发现在第二个时间段中在期刊文献中出

揭示更新的研究前沿，而基于期刊文献的引文分析
则更加侧重于揭示研究前沿的发展变化，可以做一
个领域回顾性的发展研究。

3 主要研究内容

Montesi 等以软件工程和计算机学科为例，对 22 个主
要学术期刊的编辑和 122 个曾经把会议论文修改为
期刊论文的作者进行调研，研究了从会议论文到期

目前国内外关于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知识演化研

刊论文的过程，分析了会议文献和期刊文献的不同

究尚且不多，主要是利用文献计量学和专家调查的

特点

方法，对某研究领域的文献类型进行分析，还没有形

如表 1 所示。

【17】

表 1 Michela Montesi 等关于会议论文和期刊论文的比较【17】

成主要研究内容体系，对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还不

会议论文
期刊论文
* 主要包含论文的新颖性和创新性
* 比较短只包含精华部分
的核心部分
* 是系统原型是工作的快速反应 * 有助于研究的快速进展
* 在以后的文章中可能有进
* 经常是针对于专业的受众
一步的进展
* 包含详细信息可以让研究人员
* 文章较长主题描述到位
理解和复制结果
* 是完全的成熟的研究报告
* 属于保存性质持续时间长
* 针对普通受众作为其他人研究 * 出版过程较长论文已经比
的起点
较完整

清晰，本文认为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知识演化主要研

会议文献被认为是能更快、更及时的反映科学

分析和讨论，再把它修改完善后发表在相关的期刊

发展的指针，以会议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分析研究前

上，这样就形成了知识在会议文献和期刊文献上出

沿的发展演变在某些领域也有一些尝试。Hofer KM

等 基 于 会 议 文 献 的 关 键 词 进 行 计 量 分 析 ，以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AIB) 会 议

2006-2008 年的会议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关键词进
行共词聚类，反映了当前研究领域的总体结构和发

展 趋 势【18】。 Jennifer 等 以 ICIS(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的会议文献作为数据源，
用社会网络的方法从合著的角度分析了 IS commu⁃
nity 的社会性，同时对不同时间段的合著网络进行
比较分析来说明其演化现象【19】。

（2）关于网络文献在知识演化中的作用研究。

究内容包括：
（1）不同文献类型在知识演化链中的次序分
析。根据知识演化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以及文献类型
自身的特点，在不同文献类型的知识可能会出现时
间上的先后顺序，比如某一研究主题首先在学术会
议上和同行进行交流，形成会议文献，经过与会专家

现的先后次序。通过分析不同文献类型在知识演化
链中的次序，可以知道最新的研究前沿出现在什么
文献类型，科研人员可以对其重点关注。
（2）不同文献类型中的知识成熟度分析。知识
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过
程中，不同文献类型所记载的知识也在不断发展演
变。从研究开始形成的预备报告，仅仅只是研究主
题的提出，到最后形成完善、系统、成熟的知识并出
版专著，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是从萌芽到成熟的一个
过程，不同文献类型的知识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有
着不同的成熟度。通过分析不同文献类型中知识的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信息生产和交换的

成熟度，可以分析不同文献类型在知识的发展演化

方式，学术交流的模式也随之改变，更加重视会议文

中的作用，是促进知识的演化抑或是阻碍知识的演

献、预印本、可获得的在线文献等。这意味着仅仅使

化，如何在学术交流中利用不同的文献类型来加速

用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源来进行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

知识的演化发展。

局限性了。在一些领域，期刊文献和网络文献可能
代表着某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期刊文献往往比网

络文献所代表的发展阶段晚几年。赵党志以 XML

领域为研究对象，分别以 SCI（期刊文献）和 CiteSeer

（网络文献）为数据源，分为两个时间段，1996-2001

（ 期 刊 文 献 和 网 络 文 献 作 者 共 被 引 分 析 ）；

（3）不同文献类型在知识演化中的阶段性分
析。一个新兴领域的产生，必然要经历产生、发展、
成熟、消亡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
的文献类型在其中发挥着作用，通过分析某研究领
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文献类型，来分析不同文献类
型在知识演化过程中属于什么发展阶段，同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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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文献类型在不同阶段对知识演化的作用。
（4）不同文献类型的主题演化结构分析。不同
文献类型之间的研究主题是不断发展演化的，研究
主题首先在会议文献中出现，然后是否也会在期刊
文献中出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顺序继承、突
变演化，还是突然消失，或者是分化为几个不同的研
究主题。研究不同文献类型的主题演化结构，可以
分析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研究主题的变化，分析哪种
研究主题是在不断发展的，哪些研究主题却突然消
失，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等。

4 结

语

研究人员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
不同文献类型在知识演化中担负着各自独特的作
用，根据不同文献类型的特点以及在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次序，本文提出了不同文献类
型之间知识演化链模型。从研究开始的预备报告，
到参加学术会议，发表会议文献，到经过同行评审发
表在期刊，最后形成成熟的专著，保存在百科全书
中，在这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献类型，同时
知识也在不断发展演化的。目前已有一些研究人员
利用文献计量和专家调查的方法对会议文献、期刊
文献、网络文献在知识演化和学术交流过程中的角
色和作用进行研究，但是对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的知
识演化却研究不多，本文最后分析了不同文献类型
之间知识演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不同文献类型在
知识演化链中的次序分析、成熟度分析、阶段性分
析、主题演化结构分析四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然而，
本文属于探讨性研究，对不同文献类型之间的知识
演化研究尚不深入，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对这
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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