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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信息科学先后推动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浅度应用）

变革。人工智能是信息科学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对图书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方法 / 过程］本研究
以我国“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研究成果为数据基础，首先，通过语义分析与关键词分析等方法对该领
域的发展趋势、研究程度以及学科结构进行定量描述与定性研究；然后，从研究路径、研究内容、研究
问题等维度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特点。最后，给出“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潜在研究方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结果 / 结论］文章给出了“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五个方面的潜在研究和应用方向，并指出人工智能对
于图书馆的变革，将远远超越技术工具的意义，不仅会重构“图书馆”的概念和形态，还将加速图书馆
的全球化和平台化，挑战传统图书馆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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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性选择。近几年，国家高
度重视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刚刚结束的 2019 年两会中，李克强总理提出“智能 +”的概念。这既
彰显了党中央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决心，也从侧面体现出人工智能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人工
智能是对人脑的意识、思维认知功能进行模拟的一门学科，代表信息科学领域最先进的技术［1］，
历经 60 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人工智能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上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逐渐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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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深度融合，形成了“人工智能 +X”的发展格局。
图书馆是以信息科学为基础而得以迅速发展的学科，有效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重塑图书
馆的服务能力，增强知识挖掘与情报生产能力，为图书馆注入新的发展动能［2-3］。“人工智能 +”
图书馆是将人工智能的理念和技术引入到图书馆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是实现未来图书馆的重要
手段。2004 年起，各研究学者的关注点逐渐由“互联网 +”图书馆转变到“人工智能 +”图书
馆，研究方向逐渐由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数字图书馆”向以数据应用为核心的“数据图书馆”
转变［4-5］。在这个时期，
“人工智能 +”图书馆研究进入爆发期，涌现出了大批研究成果。
通过“人工智能 +”图书馆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此类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理论研
究，深入剖析人工智能的概念与特征，探究图书馆引入人工智能后的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例
如，布和宝力德等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将产生人机互动、人机互补的新形态，但面临着人
工智能思维、数据以及人才缺乏等问题［5］。傅平等采用文献回顾与举例分析方法对人工智能在图
书馆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人工智能在图书馆的应用处于初级阶段，机器人、人脸识别等
技术将是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的重要技术［6］。第二类属于实践研究，探讨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具
体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方法，此类以优化知识管理和加强资源建设为主线，研究内容涵盖图书馆领
域多个业务分支，研究呈现“多元化”与“立体化”趋势。例如，单轸等利用文献分析法，梳理了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用户行为分析的影响，指出人工智能重塑了图书馆用户分析模式，丰富了用户行
为分析的理论与实践［7］。柳益君等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影响，指出人工智能
推动知识服务向关联性知识检索、场景化知识推荐、自动化知识问答等智慧化的服务模式转变［8］。
然而，目前对“人工智能 +”图书馆大多采用文献调研方法开展研究，研究方法较单一，缺
乏定量数据的直接支撑。为此，本研究采用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人工智能 +”
图书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基于此对潜在研究方向和应用趋势进行探讨。首先，以“人工智
能 +”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为数据基础，从文献增长、核心期刊分布、主题演进以及学科结构等维
度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然后，依据分析结果从研究路径、研究驱动、研究内容等方面分析特
点；最后，总结出“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与潜在研究方向。

1

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时代，图书馆学的范畴持续延伸，研究方向不断扩
展，其研究领域逐渐向包含数据、知识、情报等方向的“大图书馆”概念转变。为此，本研究在
选取基础数据时，涵盖了知识管理、信息系统以及情报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此来从更宽泛的视
角下考察“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研究现状、特点与发展态势。
通过前期对人工智能技术相关文献调研，选取人工智能的相关词和下位词，分别以神经网
络、专家系统、遗传算法、机器学习、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决策系统、语义网、粒子群算
法、支持向量机、深度学习、云计算、自主计算、知识工程、机器人、学习系统、人工智能、推
荐系统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库进行检索，学科范围选定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时
间跨度为 1998 年至 2017 年，经过去重等操作，获得 6437 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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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文献作为记录科学知识的客观载体，其发表数量是衡量科学知识量的重要标识。因此，研究
某一知识领域的文献在一定时间内的数量变化，能帮助揭示该知识领域研究的发展规律与研究热
点［9-10］。通过对图书馆领域内有关人工智能技术的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该领域内文献数
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图1

逐年发文量统计

图 1 为对 1998 到 2017 年间图书馆领域有关人工智能技术的论文数量的统计，从图表中可以
看出，图书馆领域有关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一直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总体呈现增长态势。根据
发文量的总体情况，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98 年至 2004 年为缓慢发展期，此阶段内，人工智
能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内研究不多，主要围绕“专家系统”与“数据挖掘”开展，处于初期摸索阶
段，文献增长速度较慢，每年论文产出量不超过 100 篇；第二阶段为 2004 年至 2012 年，为加速
发展期，此阶段内，数据挖掘技术发展成熟，同时，2009 年云计算的出现为图书馆管理运营模
式带来变革性的突破，一时间引发了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快速增长，每年发文量迅速
由 104 篇增长至 647 篇；第三阶段为 2012 年至 2017 年，为平稳发展期，此阶段内，云计算技术
发展逐渐成熟，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相关技术研究成为人工智能在图书馆领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此阶段内文献数量基本呈现平稳状态，发文量每年仅有小幅度波动。
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本文对图书馆领域有关人工智能相关论文累积量的增长趋势进行模拟，
相关指数 r2 为 0.981，拟合程度高，文献累计曲线符合指数型函数（如图 1，y=90.407e0.231x）。这
表明图书馆领域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的文献增长趋势符合普赖斯指数增长规律。按照文献增长的四
阶段理论，图书馆领域中有关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目前正处于成熟发展期，文献数量稳步上升，
“人工智能 +”图书馆有着良好的研究前景，值得图书馆领域相关学者的持续关注与重视。
1.2

核心期刊分布分析

通过对文献来源期刊的统计分析，可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程度以及研究水平［11-12］。据统计，
本次调研的 6437 篇文献一共分布在 795 种期刊中，刊均载文量为 8 篇。将期刊按照其载文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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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低排列，将期刊划分为 3 个区域，按照每个区域包含的论文数量大体相当的原则，即平均每
区约刊载 2100 篇文献，将期刊集合划分至三个区域：第一期刊区为载文量大于等于 160 篇的期
刊，包含 10 种期刊，共刊载 2160 篇文献；第二期刊区为载文量大于等于 20 篇小于等于 152 篇
的期刊，包含 44 种期刊，共刊载 2218 篇文献；第三期刊区为载文量大于等于 1 篇小于等于 18
篇的期刊，包含 741 种期刊，共 2059 篇文献。每个区的期刊载文量约为全部期刊载文量的三分
之一。第一区文献来自数量不多，但载文量高的期刊；第二区是数量较大且载文量一般的期刊；
第三区是数量最大而载文量低的期刊。三个区的期刊数量分别记为 n1、n2、n3，n1:n2:n3=1：α：
α2，对 3 个区域进行比较可知，它们的期刊数量按近似 4 的倍数增加（10，44，741）。可以推
知 α 约为 4，即布拉德福定律分布系数约为 4。为此，关于“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研究符合布
拉德福定律，第一区为核心区，第二区为相关区，第三区为非相关区。
在本次研究中，所调研的 6437 篇文献中，有 33.56% 的文献集中于前十种期刊中。这说明在
图书馆领域内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文献集中于少数核心期刊中，且已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期刊
群。为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被引量超过 20 次的 448 篇高被引文献的来源期刊进行分析，表 （
1 a）
为前十名刊物的刊文量，表 1（b）为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的前十名，对比表 1 的（a）
（b）部
分，可看出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与情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以外，其余七种期刊均为核心区期
刊，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核心期刊群在该研究领域内的重要位置。
表 1 来源期刊分布
（a）来源期刊及载文量、累积载文百分数

(b) 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分布

来源期刊

期刊载
文量

累计载
文量

累积载文
百分比（%）

来源期刊

期刊载
文量

载文
百分比（%）

图书情报工作

331

331

5.14

图书情报工作

35

7.81

现代情报

250

581

9.03

情报理论与实践

32

7.14

情报理论与实践

248

829

12.88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31

6.92

图书馆学研究

219

1048

16.28

情报杂志

29

6.47

情报科学

207

1255

19.50

情报科学

28

6.25

情报杂志

205

1460

22.68

现代情报

24

5.36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195

1655

25.71

中国图书馆学报

23

5.1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177

1832

28.46

图书馆学研究

23

5.13

图书馆学刊

166

1998

31.04

图书与情报

16

3.57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62

2160

33.56

大学图书馆学报

13

2.90

1.3

主题演进路径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选定的能直观反映出文献基本内容的主题词，一般能直观的反映出一篇文献的
主题。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能较大程度反映当前研究的热点［13］。由于不同学者对不同
关键词的说法存在不一致，因此本文提前对关键词进行相应处理：
（1）剔除无意义的关键词，如
“应用”、
“研究”等通用型词汇；
（2）同义词合并，例如“数字图书馆”与“数字化图书馆”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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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图书馆”，
“数据挖掘技术”与“数据挖掘”统一合并为“数据挖掘”等。
本文通过对图书馆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统计，以期发现研究主
题的演进特征。利用计算机编程的方法，提取出每一阶段中的关键词，按照关键词词频由高到
低排序，得出 1998 年至 2017 年每个时间段内部分高频关键词。从统计结果可看出，高频关键
词词频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图书馆领域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的知识量
的增长。从内容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图书馆领域有关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主题集中在“图书馆”、
“数据挖掘”、
“大数据”、
“云计算”方面。数据挖掘是唯一贯穿始终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云计算
虽然出现较晚，但其一出现便迅速崛起，成为行业内最热门的研究方向，并衍生出了众多相关
议题。
表 2 高频关键词分布
1998~2001 年

2002~2005 年

2006~2009 年

2010~2013 年

2014~2017 年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图书馆

32

数据挖掘

81

数据挖掘

211

云计算

803

云计算

583

公共图书馆

31

数字图书馆

56

数字图书馆

132

图书馆

392

图书馆

372

知识工程

30

图书馆

48

图书馆

102

数字图书馆

373

数字图书馆

285

乡镇图书馆

24

信息检索

34

个性化服务

63

数据挖掘

207

数据挖掘

281

人工智能

22

知识库

30

本体

60

高校图书馆

125

高校图书馆

241

图书馆事业

12

搜索引擎

26

知识库

58

信息服务

88

大数据

232

专家系统

12

知识管理

25

高校图书馆

56

云服务

72

机构知识库

86

信息检索

10

人工智能

21

语义网

45

本体

62

关联数据

71

数据挖掘

9

信息服务

18

信息检索

43

机构知识库

57

信息服务

65

读书活动

9

语义网

16

机构知识库

37

知识库

57

云服务

64

图书馆服务

9

数据仓库

14

信息服务

35

个性化服务

52

本体

64

自然语言处理

8

个性化服务

11

知识管理

31

信息资源

49

智慧图书馆

63

知识库

8

专家系统

11

知识组织

25

知识服务

48

个性化服务

61

搜索引擎

7

Web 挖掘

11

关联规则

25

语义网

48

知识图谱

60

机器人

4

知识组织

11

知识服务

23

服务模式

48

知识库

56

为了更加形象直观地揭示主题演进特征，本文构建了每个时间段内的关键词共现矩阵，将每
个阶段内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导入知识图谱工具 gephi 软件中，利用其社团划分功能将每一阶段主
题词网络划分成不同社团，通过对比历年的可视化图谱，发现图书馆领域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主题
的演进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每一个圆圈代表该时间段内的主题社团。可以看出，1998 年至 2017 年期间，每个时
间段内核心主题数量不一，但总体上数量差别不大，虽然每个阶段内均有新的主题社团产生，但
人工智能技术总体以“数据挖掘”
“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应用则围绕“知识库”“知识管理”
展开，继“数字图书馆”后“机构知识库”成为近十年持续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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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4

社团演进情况

主题发展现状分析

利用 gephi 软件对所提取的 6437 篇文献进行社团划分，将文献划分至 6 个主要社团，通过
共词矩阵计算出每个主题社团的密度和向心度。密度计算方法为计算社团内每个关键词与其它关
键词的内部链接之和，取平均值；向心度则计算每个社团所包含的关键词的所有外部链接之和，
取平均值。根据每个社团密度与向心度作出战略图如图 3 所示。在战略图中，处于右上象限的社
团主题内部联系精密，发展程度高；处于右下象限的社团则处于该学科的核心位置，但成熟度不
高，发展潜力较大；处于左上象限则表明该主题学科研究成熟度高但位于边缘位置；处于左下象
限则表示该社团主题研究成熟度低且处于边缘位置，一般为新的类团或衰退的类团。

图 3 主题发展战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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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战略图，可以看出，以“云计算”关键词为核心的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图书馆信息服务
相关研究位于成熟度高且向心度高的位置，说明该方向目前发展成熟，同时也是当前人工智能在
图书馆领域的核心应用方向。同时以“数据挖掘”为核心的有关大数据、个性化服务、知识图谱
等相关研究也位于第一象限，说明数据挖掘也是当前研究热点，且相关研究较成熟，但热度相比
云计算而言稍低一些。基于专家系统、知识管理等技术的有关图书馆机构知识库、开放获取相关
研究位于右下方，向心度高，成熟度低，发展潜力较大。而基于“本体”、
“语义网”“关联数据”
等的研究则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兴领域。以“搜索引擎”“信息检索”为核心的搜索研究则已成为
当前研究中较为边缘的领域。而以“知识工程”为核心的公共图书馆以及乡镇图书馆的建设相关
研究，目前也处于行业中的边缘领域，近几年相关研究较少。
总体而言，以“云计算”“数据挖掘”技术为核心，对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变，实现资源共享，
建设智慧图书馆，为当前主要研究方向，同时基于知识管理技术的机构知识库与开放获取相关研
究也是潜力巨大的方向，可能会成为未来热门研究领域。

2

研究特点

通过上述分析，关于“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路径层面，以实践应用研究为主，以原始算法创新为辅，研究内容逐渐脱“虚”
入“实”。人工智能提出后，图书馆紧跟其发展步伐，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图书馆的应用与发展。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知，图书馆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多围绕“应用实践”展开，以技术应用为主，
以技术创新为辅。研究初期，图书馆主要从“概念”与“技术”两个维度开展研究［4-6］，概念方
面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对图书馆的宏观影响、潜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技术方面停留在人工智能技
术本身的介绍层面，未体现人工智能与图书馆业务的融合。研究后期，随着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等技术的落地，图书馆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逐渐脱“虚”入“实”，由对人工智能概念、特征的
研究发展到对技术与服务的研究［14-15］。在这个阶段，关于人工智能的实践和应用研究逐渐增多，
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向图书馆业务的深入渗透。
第二，研究驱动层面，如何支撑图书馆由“资源型”向“服务型”转变是开展人工智能研究
的驱动力。“互联网 +”推动图书馆进入全面数字化阶段，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也由纸质资源建设
向数字资源建设发展［8,9］。在这个阶段，图书馆不断拓宽资源范畴，收录范围不断扩大，积累的
资源量越来越多，这直接造成了信息过载问题，出现了资源与服务不匹配的现象。人工智能技术
推出以来，各研究学者积极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手段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探索挖掘用户需求和
资源内涵的方法，推动图书馆由“资源型”向“服务型”转变。
第三，研究内容层面，逐渐由“高度集中化”向“多元化”与“立体化”发展。随着时间
推移，
“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研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2，16］。研究初期，限于智能化技术的
突破有限，人工智能研究多围绕“专家系统”与“数据挖掘”开展，以提升知识管理与资源建设
能力为主线，研究方向较为集中，应用实践层次浅，处于摸索阶段。研究后期，随着人工智能理
论、技术与实践的成熟，图书馆开始将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技术与信息服务、学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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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题服务、资源服务、空间管理等问题结合，理论研究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转
变，应用研究逐渐由“单一化”向“全面化”和“立体化”转变。
第四，研究问题层面，研究人工智能对图书馆的服务属性转变为研究人工智能的管理属性。
人工智能是服务工具，但同时也是辅助图书馆管理员工作的管理工具。人工智能引入图书馆后，
凸显了人工智能在服务用户方面的优势，成为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便捷化、体系化服务的重要工
具，加速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在近几年的研究中，人工智能的管理属性也逐
渐凸显出来，先前，图书馆主要依托于人的经验与制度进行图书馆管理，在近几年的研究中，逐
渐呈现出以数据为主的管理趋势，例如数据驱动的资源采购、虚拟导航、智能咨询等，逐渐替代
了人工劳动，成为图书馆开展业务的工具。
第五，研究成果层面，大部分成果未推向实际应用。智能算法与数据的协作才能充分发挥出人
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因此，人工智能与图书馆业务的深度融合需要强大的数据支撑。近些年来，随着
互联网与软件技术的成熟，图书馆进入了全面信息化建设阶段。图书馆根据自身发展需求，本着急用
先行的原则建设了多个业务管理系统，为数据的收集与存储提供了载体。但图书馆一直以来“哪里需
要信息化，哪里就建设信息化”的方式导致图书馆信息化建设较为分散，信息化元素呈现“碎片化”
状态，存在数据孤岛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直接影响了图书馆智能化建设推向实际的进程。

3

潜在的研究和应用方向

第一，以云计算技术为支撑点，构建新一代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推动图书馆服务能力上
“云”，全面提升图书馆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基础能力。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需要较大的存储能力
与计算能力，受限于图书馆薄弱的信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在图书馆的应用一直处于较浅层次，
无法大规模应用。云计算是一种将计算资源通过网络交付使用的服务方式。2006 年，Google 首席
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搜索引擎大会中首次提出“云计算”的概念，2009 年，云计算技术开始
在图书馆领域中应用，在 2010 年至 2012 年发展至巅峰［17］。
“云”的出现，为图书馆提供了一种新
的服务模式，图书馆通过租用云计算远程基础设施，在不大量增加图书馆成本的方式下，便能使
用云计算强大的资源存储与计算资源。
“云”还可以大大提升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数据共享，
通过云端的馆际互享，能够整合已有的分散于各馆的文本和数字资源，可以通过“云”搭建馆际
合作的数据库开发，共同建设更丰富、更全面的学科或专业领域资源，并进行资源的云端服务提
供。图书馆之间也可以进行用户端的“云”协作或者“云”响应，通过云把多个馆或者多个馆的
相同专业子馆进行统一的整合和用户服务，通过一个 UI 设计和一个跨库检索的入口，实现后台多
个馆或者专业子馆的协同服务。为此，构建新一代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推动图书馆服务能力上
“云”，全面提升图书馆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基础能力是图书馆后续研究和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以数据挖掘为切入点，提升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能力。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
不完整的、模糊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出隐含在其中、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传
统的图书馆被认为是知识、文献的载体，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利用数据挖掘驱动图书馆由知识载
体向知识管理转变是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知识图谱已经成为很多图书馆实践和探索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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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方向，通过图书馆专业人员和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呈现的结合，知识图谱对于用户进行学
科知识普及以及检索导引起到了非常好的帮助。然而，知识管理远非知识图谱那样的简单，因为
从本质而言，知识管理是一个个性化需求，不同的人、不同的用户、不同的需求，都会构建出自
己的一套关于“知识”的概念和需要。图书馆如何更好地满足这些个性化的需求还是一个需要不
断探索的漫长的过程。当前流行的知识图谱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确实是一个有效的管理工具
和友好用户体验，但是知识图谱的进一步应用和开发则需要谨慎，因为知识权威的确立、知识体
系的构架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科学过程，更是一个与意识形态、价值观、评价体系紧密相关的社会
化过程，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第三，以个性化服务为核心点，推动图书馆向服务型、个性化图书馆转型。个性化服务是图书
馆应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向。随着图书馆学术资源越来越多，用户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资源发现，而
是对知识的发现和获取需求逐渐由分散和孤立的需求转向关联聚合的需求，针对性的需求特征愈加
明显［18-19］。因此，人工智能如何驱动图书馆从粗放型转变至精准型，由广泛向个性转变，由资源型
向服务型转变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个性化服务与学科专业化服务不完全相同，而就当前我国大
部分图书馆的服务来看，学科专业化服务可能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个性化服务基本上都还是探索
阶段。那么，结合图书馆馆员的基本素质和现有业务基础，个性化服务的可行性操作方向有哪些，
如何发展和推进具有现实需求的、能够落地实现的个性化服务，应该成为图书馆应用研究的重要方
向。只有这样，个性化才可能从泛泛讨论和大家意识中的概念，走向有意义的实践，并落地生根。
第四，以“数据关联”为根本点，构建新的资源组织结构，形成“资源一张网”。2008 年 9
月，大数据首次被《Nature》杂志正式提出，随后便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2 年，
“大数据”
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图书馆领域，大数据使数字图书馆资源的组织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数据化、语
义化、碎片化和关联化的资源构建需求尤为突出［20］。图书馆系统中所产生的任何资源都可被视
为某种格式的“数据”，都可经过一系列加工、解析、重组，逐步实现其数据元和知识元的解构、
重组与关联，形成新的资源空间。因此，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据关联，形成图书馆资
源一张网是后续需要探索的一个课题。然而，数据标准的统一规范、数据格式的开放性和兼容
性，各个馆之间的利益平衡等等，都需要一个多方协商的过程。
第五，以“人工智能 + 图书馆”的应用为核心、以变革图书馆服务为目标，积极推动新技
术服务读者。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很可能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对于图书
馆的变革也可能带来颠覆性的突破，不仅仅是服务的规范、内容和技能，可能是变革整个社会
对于“图书馆”的概念和需求，因此，在“人工智能 + 图书馆”的大议题下，可关注和需要关
注的研究和应用会涉及很多方面，而且会成长出很多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需求。

4 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内论文的增长趋势、核心期刊群、主题发展现状及演
进路径，探究了“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研究和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从文献来看，
“人工智能 +”
图书馆的关注点和讨论问题从专家系统、数据挖掘，到语义网、关联规则，再到云计算，大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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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的角度完成了多次变迁。从当前的研究文献和关注讨论的问题来看，图书馆领域更多的是从技
术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人工智能，主要的视角和角度集中于，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如何应用于图书
馆。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零散的集中在知识管理、知识组织、用户个性化服务等方面，这样的视
角下，人工智能在图书馆领域扮演技术支撑的角色。而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最近两年关
于“人工智能 +”概念的逐步普及，人工智能对于图书馆的变革，将远远超越技术工具的意义。
人工智能将推进图书馆全球化和平台化的快速扩张。在美国，全球互联网寡头平台和美国最
有影响的图书馆正在通过联盟化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加速图书馆资源的网络化和全球化，通过整
合在一起的巨大网络图书馆资源为全球用户提供在线服务，而且他们还不断推进在线服务的创新。
这些不仅变革着传统图书馆的概念和业务，甚至可能深度影响世界各地图书馆的生存环境。而在
国内，互联网大平台也创新出了在线百科、知识搜索、在线问答、在线指数等等全新的知识和数
据服务产品。互联网平台巨大的整合能力和跨产品、跨领域的内部联通融合，在平台已有庞大用
户规模的支撑下，已经成为公众知识获取的重要依赖。这对于图书馆发展的大环境也是一种挑战。
因此，人工智能的知识管理和再造能力需要被图书馆领域重新认知，图书馆在主动利用人工
智能去创新拓展现有服务和业务的同时，需要对“人工智能 +”图书馆进行更宏观和更深远意义
和影响的思考和反思，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变革图书馆既有的技术和业务，更是对现有
“图书馆”概念和形态的变革和重构。“人工智能 +”图书馆的未来可能是对全人类知识存储、知
识再生产、知识再传播的整个生态的解构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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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science has promoted the digital, networked and
personalized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is a representative technology in the ﬁ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hich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Method/proces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libraries in China.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trends, research degree and subject structure of this field are studied by means of semantic analysis and
keyword analysis. Then,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search paths,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questions. Fin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braries are obtained. ［Result/conclusion］ The
paper demonstrates ﬁve potenti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directions of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 librari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hanges which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to libraries will go far beyond the signiﬁcance
of technical tools. It will not only reconstruct the concept and form of “library”, but also accelerate the
globalization and platformization of libraries and challeng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libraries.
Keywords: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Library science; Semantic analysis; Research features;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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