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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本文对所选外文期刊 2019 年载文情况进行分析，揭示国际图书馆学热点研

究主题，了解国外图书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 过程］从文献来源、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和前沿等方面，系统梳理 2019 年 Library Trends、Journal of 

Documentation、Library Management 和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四本期刊的论文。［结果 /

结论］分析显示，2019 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主题：信息行为与信息检索、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图书馆服务、信息素养等方面，此外还有关于信息处理、信息计量、知识组织、图

书馆建设等方面的论述，研究较为关注少数特定群体及对图书馆事业固有问题和新型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图书馆学的最新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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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 2009 年起，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学前沿专题研究”博士课程中，博士生坚持研读、梳理

图书馆学代表性重要期刊的文章，以及时掌握学科研究热点和前沿，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前沿综

述［1-7］。本文在此基础上，继续对 2019 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进展进行追踪，探讨图书馆学领域

的学术热点及前沿，获取国际学者研究动向，及时掌握国际研究动态，为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

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资料来源   

本 次 研 究 所 分 析 的 期 刊 为 Library Trends（ 简 称 LT）、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简 称

［作者简介］柯平（ORCID：0000-0003-4038-6377），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为知识管理、信息咨询、图书情报管理、书目情报服务等，Email：ke2002@nankai.edu.cn；石婷婷，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为现代图书馆管理，Email：194794630@qq.com；胡娟，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知识管理、图书馆管理，

Email：hujuan88a@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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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D）、Library Management（简称 LM）和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简称 LISR）

四本期刊。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创刊于 1945 年，2019 年影响因子为 1.725，选题覆盖信息

科学、信息与知识管理、信息与知识组织、信息与数字素养、信息检索和信息行为等。Library 

Trends 创刊于 1952 年，2019 年期刊影响因子为 0.836，刊载有关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当前与未来

发展的研究、实践、评估等方面的文章，每期发布一个专题。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9 年影响因子为 1.485，重点关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研究过程，尤其是创新方法和

理论框架的展示，以及众所周知的方法和工具的不寻常扩展或应用。Library Management 专注

发表图书馆管理领域的论文，它的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对图书馆管理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与

展望。

本次研究所选取的四本期刊，在图书馆学领域内影响力较大，其中 LT、JOD 和 LISR 均为

SSCI 期刊，所发表论文具备一定代表性和前沿性，故本文选取上述 4 种期刊 2019 年刊载的论文

进行研究主题的分析。本文旨在分析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剔除无关论文后，共剩余 163

篇，其中 LT 34 篇，JOD 56 篇，LISR 30 篇，LM 43 篇。经过整理后，笔者将所有论文归纳为九

大主题。

2 研究主题分析   

笔者参考张雪梅［8］构建的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主题分类表和王芳［9］等人对国内情报学研究主

题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将四本期刊在 2019 年的载文内容划分出九大主题，分别是

信息行为与信息检索、信息素养研究、信息处理、信息计量、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知识组织、图

书馆管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服务。每个主题的论文数量详见表 1，并根据研究数量绘制研究

主题分布图（见图 1）。2019 年 LISR 和 JOD 所发表论文最关注的主题是信息行为与信息检索、

图书馆学基础研究；LT 和 LM 所刊载论文最关注图书馆管理。

表 1 研究主题分类表

 （单位：篇）

序号 研究主题 LISR JOD LT LM 合计

1 信息行为与信息检索 11 21 1 0 33

2 信息素养研究 3 6 0 0 9

3 信息处理 1 8 0 0 9

4 信息计量 1 3 0 0 4

5 图书馆学基础研究 4 12 1 8 25

6 知识组织 0 4 3 0 7

7 图书馆管理 5 0 19 26 50

2 研究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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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研究主题 LISR JOD LT LM 合计

8 图书馆建设 2 0 2 4 8

9 图书馆服务 3 2 8 5 18

合计 30 56 34 43 163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图 1 研究主题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1 信息行为与信息检索

2.1.1 信息行为

有关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中关于信息搜寻的研究占比较

大，此外还包括对特定人群信息需求和行为的研究以及若干其他类型的信息行为研究，如阅读实

践、引文实践、隐藏信息行为、科研数据交流与共享等。

关于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方面，主要是研究不同类型信息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及影响因

素，具体包括企业战略规划者［10］、国际学生［11］、老年人［12］、女大学生［13］、照顾成年自闭

症子女的父母［14］、英语学校孩子（4~11 岁的儿童）［15］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使用的研究

方法主要包括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如 Rousi 等人［16］研究了大学音乐专业学生在执行

信息搜寻任务的不同阶段如何采用情境相关的音乐信息类型，考察音乐信息类型的情境相关性。

Late 等人［17］研究学者阅读实践行为，发现学者们的阅读因学科、职级、工作职责和所进行的

研究类型而异。Bogaard 等人［18］通过在分析中纳入元数据分类，来识别用户在数字图书馆中的

搜索模式。

关于引文实践行为方面， Klitzing ［19］等人研究影响文献实践行为的因素，发现编辑推荐的文

章和引用的动机都会对引文实践行为产生影响，且很大比例的研究人员在引用文章时走捷径（如

使用二次引用和选择性阅读）。Gullbekk［20］研究了新兴跨学科领域的引文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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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定人群信息需求和行为的研究，Dowdell 等人［21］考察无家可归者这一人群如何

利用公共图书馆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以及图书馆政策、实践和服务如何支持他们的信息

需求。

关于研究人员数据交流和共享方面，学者们主要研究影响数据交流的因素［22］和阻碍数据共

享的因素［23］，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案。此外，还有移动信息行为［24］、秘密 / 隐藏 / 不分享信

息行为［25］、信息偶遇［26］、个人信息行为［27-28］、网络一代作家和制作者的信息实践［29］、识别、

评估和分享虚假新闻［30］等信息行为的研究。

信息行为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聚焦于模式或理论提炼。Bronstein［31］采用过渡视角

分析研究家庭移民工人的信息行为，提出过渡信息行为理论。Marcella［32］研究人们对在线政治

或政府信息的反应，提出了一个新的探索性事实审讯模型，以及一个扩展的信息质量意识模型。

Lund［33］根据对描述这些理论的最初出版物的直接引用数量，发现那些在信息行为研究中被引用

最多和最有效的理论，如：Kuhlthau 信息搜寻模型、采莓模型（Berrypicking Model）、Taylor 的问

题磋商理论等。

2.1.2 信息检索

有关信息检索的研究，则比较趋向于实践运用。如 Bergman 等人［34］设计了一个名为“个人

管理器”的附加“闪屏”插件并进行测试，用于驱动用户在使用云应用程序时对个人文档分类，

促进高效检索。

2.2 信息素养研究

信息素养教育和实践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Pinto 等人［35］从多维视角分析西班牙大学

不同学位课程学生的信息素养学习过程，发现性别差异会影响学生的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实

际知识水平这三个维度。Vilar 等人［36］研究斯洛文尼亚各学科科研数据管理和科研数据素养

异，发现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对科研数据管理的态度和行为存在差异。此外，Lockerbie 等

人［37］开发设计了小型企业工作环境中理解信息素养的理论框架。Lloyd［38］提倡以信息素养

教育来抵制算法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同时确保人们利用算法文化的力量来发挥自己的

优势。

随着信息素养研究的逐步深化，研究对象体现出多样性。本次所分析论文中有学者对弱势群

体、身处过渡阶段的人群（如新移民）的信息素养展开研究。如 Buchanan 等人［39］调查弱势和

脱离风险人群的健康信息素养，整体审视家庭护士和年轻妈妈的信息行为。Sayyad 等人［40］研究

技术移民利用信息学习新环境的生活经历，提出了技术移民重新安置的信息素养框架。Hicks［41］

分析海外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实践，指出信息素养实践能够帮助海外学习者调节自身以适应文化

差异。

2.3 信息处理

信息处理是对控制范围内的信息进行加工、使用、分析、评估、利用的行为。

关于信息组织方面，Kiryakos［42］为了满足各种用户对流行文化资源（如漫画、动画、视频

游戏）的描述性书目数据的需求，基于 Oai-Ore 的聚合方法，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漫画书目层次结

构。还有学者对日常生活中以数字形式组织个人信息展开研究，如 Oh［43］设计开发了个人信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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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过程（PIOP）模型，过程包括六个阶段：启动、识别、临时分类、检查 / 比较、选择 / 修改 /

创建以及分类。

关于元数据方面，Montenegro［44］考察了 DC 的两个元数据元素——权利和创造者，考虑 DC

在适当记录土著传统知识方面的局限性，并提出引入传统知识标签（TK）克服这种局限性，这

有助于土著社区努力重新获得对其文化和知识产权的控制和所有权。Clarke［45］探索汇编曲目在

图书馆编目中的作用，通过将以前未探索过的曲目概念应用于图书馆编目，为编目员的判断提供

了新的视角。

关于信息评估方面，Hirvonen 等人［46］通过对在线论坛用户的研究发现作者相关线索、论证

和语气、准确性和验证（即与他人观点、其他信息源比较）被认为是评价信息可信度的手段，并

发现可信度评估与论坛的概念和寻求的信息类型有关。Baxter 等人［47］研究公民对在线政治“事实”

可信度的认知，发现可信度感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缺乏引用的来源、对偏见的担忧、缺

乏细节或定义或背景信息、个人政治忠诚度、理解政策问题的个人经验等。Bianchini 等人［48］的

研究对不同类型的虚假信息进行了识别和分类，观察专家和非专业人员的信息评估之间的差异。

此外，有研究发现，研究人员在决定是否重用数据时需要参考不同类型的语境信息以判断是否重

用 ［49］。

关于新技术方面，Muehlberger 等人［50］研究手写文本识别技术，概述了由欧盟 2020 年资助

的 Transkribus 平台提供的手写文本识别（HTR）当前在档案手稿材料上的使用情况。

2.4 信息计量

信息计量的研究主要包括研究方法和引用实践两方面。如 Ngulube 等人［51］对 2009 年至

2015 年期间尼日利亚和南非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LIS）博士学位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

调查，发现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定量方法占主导，定性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使用有限，少数研究

使用混合方法。Tomaszewski［52］对科学文献中主要化学数据库的引用实践进行评估，通过按国

家、组织、期刊和 WOS 类别进行引用计数分析，查看同行评审文章中化学数据库的引用分布。

Donato 等人［53］提出了评估专利及其引用的中心性度量指标。

2.5 图书馆学基础研究

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主要涉及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图书馆作用、公共图书馆价

值等方面。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面，Machado 等人［54］分析 LIS 概念理论的文献，发现自 2009 年以

来概念理论的认识论转向，基本上所有被分析的论文都遵循实用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方法。Le 等

人［55］研究了超文档概念的起源和演变。Kosciejew［56］对“非文档”术语可能的概念、组件、背

景展开研究。Hassan 等人［57］关注引用的定性特征，通过将福柯式话语分析与现有的引文理论相

结合，提出了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引文类型学。Hjørland ［58］对（Laudio Gnoli）2018 年提出的关

于图书情报学哲学问题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Rubin［59］提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三角模型，并

提出对应性干预措施。Rasmussen 等人［60］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之间融合的潜在因素进行

理论化讨论，证明数字化并不是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之间融合的唯一潜在驱动力，机构环境

的其他变化也可以是重要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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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方面，2019 年的载文中除了对常用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分析以外，也

有对研究方法的创新。Kankam［61］调查了四种最广泛使用的研究范式——实用主义、解释主义、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如何应用于信息研究。Conrad［62］通过文献回顾及案例展示，提出将混合

卡片分类活动纳入访谈，以加深参与者的思考并生成丰富的数据集，从而增进理解。Mathiasson［63］

介绍了一种通过 Facebook 事件 / 活动网络存档收集数据（社交媒体内容）来研究公共图书馆项

目 / 活动的新方法。

图书馆在为公众提供学习知识和文化休闲场所、自由便利获取信息等方面，发挥着其他文化

设施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研究样本对图书馆在打击错误信息［64］，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

质量［65］，辅助公民参加与公共领域有关的会议［66］，促进社区参与政治话语［67］，为公众了解参

与国家发展和融入社会而开展信息活动、提高对社会重要问题的认识［68］，提供学习环境［69］，扫

盲增能［70］等方面展开研究。如 Pacios［71］对 22 个国家的图书馆网站进行了审查，以确定他们各

自的使命陈述，发现他们的功能大多数被描绘成负责保管、丰富、保存和传播本国文化遗产的机

构，其他目的包括颁布和获得遗产托管。

关于公共图书馆的价值方面，Stenstrom 等人［72］为公共图书馆提出初步的价值框架，包括支

持个人进步，支持弱势群体和支持社区发展。

除以上方面，研究还涉及公共图书馆研究现状［73］、描绘研究差距理论和方法等［74］，以及图

书馆文化政策［75］、数字计划［76］、图书馆事业［77］等方面的研究。

2.6 知识组织

知识组织是在信息组织的基础上，研究知识的获取、描述、整理、表达、控制、共享等

整个知识组织过程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知识获取、知识表达、知识处理和知识共享四部分重要

内容。

关于知识组织方面，此次研究样本主要集中在知识组织应用和方法、知识组织系统方面。

随着本体的研究推进，基于本体的知识表示逐渐扩展应用领域，如文化遗产领域，Yaco 等

人［78］设计了一个本体论框架，为文化遗产和教育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新的方式来描述和可视化

问题领域。Hajibayova［79］对用户生成的书评进行分析，理解其语言特征，研究支持将用户生成

的评论纳入传统的知识表示、组织和发现系统，对补充传统资源表示有重要意义。Zhitomirsky-

Geffet［80］提出一个通用的模型来建立一个开放连贯的多元化知识组织系统，所提出的模型可用

于各种信息服务的本体推理，能够明确表达知识组织系统中社会和文化少数群体的声音和历史

知识。

关于关联数据方面，González［81］讲述了将平装本的古巴图书馆目录转换成关联的开放数据

的实际经验。Pennington 等人［82］研究欧洲国家图书馆的信息专业人员如何看待关联数据、是否

以及如何实施关联数据。

关于知识共享与获取方面，知识共享实践包括认知、社会、身体和情感方面，Leith［83］突出

情感在知识共享中的作用，指出情感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Chen 等人［84］研究知识密集型组织

中的知识共享和个体发展，基于此提出了一个习惯驱动的个体发展理论模型，发现躯体知识和文

化知识是创造个体隐性知识获取习惯的关键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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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管理研究主要涉及变革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图书馆评价、开放与合作、

图书馆员相关研究，此外，还有图书馆战略管理［85］、项目管理［86］。

2.7.1 变革管理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给社会、文化和经济带来巨大变革，高校图书馆需要积极适应环境变

化，进行变革创新，重塑图书馆的服务、环境和设施。图书馆在决定采用和实施新技术时，要收

集利益相关方的反馈［87］，有助于技术的成功实施和后续及时发现问题。Banfi 等人［88］调查瑞士

公共图书馆如何经历与编目标准相关的规范革命时发现，图书馆网络的联邦特征和多语言结构是

书目变革的障碍。Popowich［89］从马克思主义非物质劳动理论和认知资本主义角度审视大学图书

馆事业工作流程、技术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变化，并将其应用到信息工作和大学图书馆业务流程

的重组中。

2.7.2 营销管理

近年来，图书馆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市场的发展对图书馆带来一定的冲击，

图书馆需要现代市场营销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采取相应的有效手段，对自己的资源和服务进

行营销推广。Alawadhi 等人［90］调查社交媒体在科威特高校图书馆资源和服务营销中的使用

情况，发现社交媒体工具在营销活动中有提高认识、提供需求分析和满意度评估方面的效用。

Lamba［91］调查 web 2.0 环境下一所医学院图书馆的营销和推广策略，研究发现该图书馆对其

产品和服务基本没有进行营销，也没有相关营销推广策略。此外，Gupta 等人［92］对图书馆

营销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图书馆营销尚未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一个热门研究

领域。

2.7.3 人力资源管理

数字化信息时代，高素质知识型、创新型人才和专家成为了图书馆发展的重要资源。图书馆

的管理应该关注馆员需求，合理配置馆员队伍，注重制度建设，加快发展图书馆事业。

Alajmi 等人［93］采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框架来检验高校图书馆馆员的动机和需求满意

度，参与者普遍认为他们的需求都能被满足，此外他们对自我实现和社会需求的满意度更高。

Koizumi 等人［94］调查当前高校图书馆员专业类型并根据相似性进行分析和分类，总结出图书馆

七种不同的人员配置策略。Hartnett［95］等人则调查高校图书馆为其馆员建立双轨制，即终身教职

和非终身教职，研究强调双轨制在工作范围、工作量和其他相关因素以及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方面

的不同。Bladek［96］对临时馆员在高校图书馆的重要作用展开研究。

此外，有学者对开放式运程教育图书馆（Open Distance Learning Library）中层管理人员对职

业成功的定义和看法进行研究［97］，考察牙买加特殊图书馆员开展的持续专业发展活动［98］为职

业生涯规划、活动的规划和实施提供参考。Mayowa-Adebara 等人［99］调查尼日利亚西南部大学图

书馆领导风格对员工承诺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风格对员工承诺有重要影响。Kovalcik［100］研究

嵌入式图书馆员，强调倾听、协作、领导、沉浸以及将不同的团队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单元的

重要性。Kazemi 等人［101］对伊朗公共图书馆馆员工作质量进行测量，发现伊朗公共图书馆员有

较高的工作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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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图书馆评价

“图书馆评价”也称“图书馆评估”，通常分为对图书馆整体评价和要素评价。随着当前图书

馆经费预算大幅削减，从经济学角度评估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的作用以及图书馆对社会 / 个人的

价值，能够提供证明图书馆价值的直观证据。本次所分析样本主要是研究图书馆的要素评价和评

价方法。

要素评价把图书馆看成是一个由多个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的系统，对图书馆的各要素单独进

行评价［102］，主要包括服务评价、空间评价、馆藏评价和管理评价，其中，图书馆服务评价是持

续有热度的讨论话题。

“第三空间”理念和以用户为中心理念的不断深入推动图书馆空间价值的持续提升，图书馆

空间评估需将用户的需求和满意度纳入考量范围。Cun 等人［103］开发了满足顾客和图书馆员的评

估需求的图书馆创客空间评估模型。随着数字资源馆藏比重的扩大，对数字资源的质量和价值的

评估和分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Deepa 等人［104］对能源和能源研究院（TERI）图书馆和信息中心

(LIC) 的印刷和电子资源进行评估。Shahbazi 等人［105］开发了基于系统用户意见的可信量表，评估

自动化图书馆系统（ALS）中的数据质量。

科学的评估方法对评估至关重要。Ujwary-Gil ［106］运用组织网络分析方法从知识网络、任务

网络和资源三个角度研究，构成了一种分析评估大学图书馆运作有效性的独特方法。Stejskal 等

人［107］开发了一种条件价值评估方法，根据成年人市政分配预算的意愿来估计儿童图书馆服务的

价值。在转型的信息环境中，使用传统的图书馆指标无法充分显示服务的影响和价值，而需要以

用户为中心的测量方法作为补充，Laine 等人［108］建议网络推广得分作为衡量新服务影响的一个

指标。此外，Głowacka［109］指出图书馆影响评估在机构整体质量评估中的重要位置，认为研究图

书馆质量，尤其是确定其对用户和环境影响的最佳方法是使用一整套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和技术的

混合方法。

2.7.5 图书馆开放与合作

图书馆开放与合作研究主要包括开放获取和图书馆联盟研究。

由于一些期刊存在违反出版道德的不当行为［110］或掠夺性定价、出版滞后、捆绑销售等现

象，为应对这些问题，促进学术交流，开放获取运动应运而起并迅速发展，一些学者调查开放

获取相关实践，如 Otto 等人［111］详细介绍了罗格斯大学 OA 政策的通过、实施、出台及后续参

与的案例，发现部门联络馆员的参与、指标的有效展示以及与教师的针对性沟通等方法促进作

者在学术开放存取（SOAR）门户中的自我存档。Ukwoma 等人［112］调查研究尼日利亚的大学

机构知识库的管理，发现大多数学者提交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期刊文章和会议记录）以供

存档。

图书馆联盟的发展是针对图书馆经费不足、数据库商定价高昂、用户需求多样的一种应对方

式。Nesta［113］回顾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历史，提出联盟的进一步发展途径：成为出版商，解决期

刊成本和研究分布问题；共建全球知识库，反对掠夺性定价，传播学术成果。

2.7.6 图书馆员相关研究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和关键，有关图书馆员的研究主要涉及馆员地位、歧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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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残障馆员等内容。如 2019 年 Library Trends 期刊中专门设置了一

期研究图书馆中的劳动力，涉及职业地位、资格证书等方面。

学术图书馆事业中的声望、专业化和资格认证自该职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Seale 等

人［114］通过考虑图书馆事业的性别问题对声望和专业化进行理论化分析。Lischer-Katz［115］通过研

究专业技术人员的数字化实践来理解图书馆技术劳动的本质，重新思考无形技术劳动的价值问题，

对馆员智力贡献被低估做出回应。Nicholson［116］以功率计时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考虑大学图书馆

员的工作，发现馆员经历了时间上的强化和加速，需要改变自己的工作节奏以及时适应教师和学

生的工作时间变化，这给馆员带来了一定压力。Agyei 等人［117］研究图书馆员职业心理压力，发现

性别、受访者居住国、年龄、工作经验、有 13 岁以下子女的工人和工作角色是影响受访者职业压

力的主要因素。Applegate［118］指出当我们努力实现与课堂教师的“平等”地位时，我们所应着眼

的目标是寻求将图书馆员置于一定的决策地位。Mcelroy［119］关于俄勒冈州立大学新的教师工会组

织活动的一手分析，以及 Phillips［120］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的合同活动的分析，解决了与

相关学术工作者合作的问题，以及抑制图书馆工作者认同工会和在图书馆团结行动的制度和职业

文化问题。

随着对残障群体的学术研究在人文社科逐渐活跃，研究人员开始捕获残障馆员的想

法并为之代言，对残障馆员表示接纳支持，鼓励残障图书馆员在这个领域占据自己的空

间［121］。Pionke［122］讨论了残障馆员面临的歧视，并提出了一个包容和接纳残障馆员的框架。

Schlesselman-Tarango［123］描绘了她作为一名妇女希望成功怀孕但未能实现的经历，呼吁 LIS 研

究认真对待各种类型的残障人士。Moeller［124］建议通过鼓励图书馆员重新思考自身专业和能力，

鼓励图书馆开始认可和尊重残障人士。Williams 等人［125］提出要在工作场所提高残障人士的代

表性，探索雇用残障人士的实际好处并建议图书馆与残障人士接触，这有助于真正理解并做到

无障碍服务和营造包容的环境。

另外，也有学者发表关于馆员职业道德的研究，Amoah 等人［126］研究发现专业人员的工作生

活中存在道德困惑，强调要提高馆员对图书馆道德守则手册的认识。

2.8 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建设的研究主要包括图书馆的网站、空间、馆藏和技术等方面内容。如 Guay 等人［127］

使用可用性测试法和卡片分类法，确定图书馆网站中有待改进的问题领域，研究发现网站元素

的美观性和可见性对用户体验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图书馆网站上使用的术语会让用户感到困惑。

Borrelli 等人［128］调查了学生对工作空间和软座的需求，为图书馆设施 ( 协作共享空间 ) 的重新设

计提供参考。Rodríguez 等人［129］提出将一个图书馆的平面图重新构思和重新规划为一个有利于

赋予公民权力和社区发展的“图书馆公园”，为公共图书馆实施新服务和重新设计空间提供借鉴。

Jeff［130］扩展了对图书馆空间访问的现有研究，综合考虑一天中的时间、一周中的日期和出行方

式的变化，测量读者对图书馆空间的访问。

由于图书馆资源成本的上升和高校图书馆预算的停滞，馆藏发展的成本效益至关重要。Jiang

等人［131］将生存分析方法用于分析图书馆的需求驱动采购 (DDA) 数据，预测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哪些电子书将被购买，以及触发购买发生的时间，图书馆可以使用该方法来更深入地了解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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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A 购买模式的因素。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新技术被适时地应用于图书馆中有助于建设高效、便利的图书

馆，改善现有服务。Jhones 等人［132］回顾了一所大学十多年的信息化工作（即围绕信息技术重

组其学术和行政程序），分析减缓信息化进程的障碍，并提出了一套解决症结的建议。Izuagbe 等

人［133］设计结合了感知易用性 (PEOU) 和电子技能的模型来检验图书馆员对实际图书馆技术接受

的意图，表明电子技能是图书馆员技术接受意愿的最强决定因素。Abu 等人［134］举例说明使用数

字版权管理技术保护数字图书馆的方法。

2.9 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服务主要涉及图书馆服务实践分析、弱势群体读者服务研究、用户研究以及对图书馆

批判性研究。

关于图书馆的服务实践分析方面。María 等人［135］通过案例研究分享国家医学图书馆作为

社区医疗保健信息提供者和知识社会的社区教育资源中心向当地社区提供服务的经验和结果。

Orayo 等人［136］分析肯尼亚乔莫·肯雅塔纪念图书馆 (JKML) 的用户关怀实践，建议将用户关怀纳

入大学战略计划的主流。Ismayilov 等人［137］审查了不同性质（公立 / 私立）的大学的图书馆服务，

提出有必要发展付费形式服务、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维持各种培训机会、增加公共和外联活动的种

类和数量。Cox 等人［138］提出了一个图书馆科研数据服务成熟度模型，总结了服务、结构和技能

发展的典型阶段。Miller［139］总结了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经验学习框架，为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和

参考服务提供启示。

弱势群体读者服务研究主要包括对视觉障碍学生、有创伤史的学生、儿童服务 / 项目的研

究。Ihekwoaba 等人［140］倡导为有视觉障碍的学生改善服务，讨论在大学图书馆环境中可用信

息类型和所需信息类型之间的差距。Conley 等人［141］探索图书馆为有创伤史的学生提供支持的

方法。

为保证图书馆提供有效服务，实现图书馆愿景和使命方面辅助图书馆决策，应当及时了解用

户在图书馆的体验，开展用户满意度评价。Choshaly 等人［142］考察 LibQual+TM 维度对用户满意

度的影响，发现服务、信息控制和图书馆作为一个场所对图书馆用户的整体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其中服务是图书馆用户满意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Pontoriero 等人［143］使用调查和焦点小

组方法评估残障人士在社区大学图书馆的用户体验，揭示了在讨论图书馆用户体验时包括残障用

户的声音的重要性。Cox［144］探讨了图书馆用户的感官体验，以及这种体验对他们学习的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感官体验的特定组合有助于特定学习形式。虚拟图书馆用户的增加和数字内容的

稳步增长，图书馆网站提供对关键资源和服务的无缝访问，对调查用户在网站的使用体验至关重

要。Guay 等人［145］使用可用性测试方法对大学图书馆网站做用户体验研究，衡量用户习惯和期

望，同时也确定网站中有待改进的问题领域。

另外，学习分析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连续出现在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中，

也逐渐被图书馆采用，用以分析学生成绩与图书馆使用之间的相关性，从而证明图书馆的价

值，但其带来的一系列隐私风险和问题，也引发学者对图书馆采用学习分析的批判性思考。

如 Oliphant 等人［146］强调学习分析的目标和预期结果与支撑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价值观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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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Hartman-Caverly［147］与 Nicholson 等人［148］的研究分别阐述了学习

分析中的时间性、操纵和权力问题如何影响学生和图书馆员，并削弱他们的自主性和影响力。

Robertshaw 等人［149］认为图书馆学习分析研究在设计上可能存在有效性问题，此外还可能带来

隐私风险。

3 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分析   

3.1 研究热点

通过前文对 LT、JOD、LISR、LM 四种期刊的载文进行主题分析，2019 年的研究热点主要集

中在信息行为、信息素养、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服务等方面。

信息素养研究在图书馆界一直备受关注，其中，对于弱势群体和处于过渡阶段的人群（新移民

或刚入职的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学者们调查这些人群的信息需求和信息素养实践情况，

并提出对应措施和建议，还对会影响信息素养教育和实践的因素进行了探索，发现外部环境、态度、

性别、学科差异等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信息行为研究一直以来是图书情报领域持续关注的研究重点。本文所分析的样本中信

息搜寻行为研究较多，主要面向不同群体的信息行为开展，如企业战略规划者、国际学生、

老年人、女大学生、照顾成年自闭症子女的父母、英语小学的孩子，还包括一些阅读实践、

引文实践行为的研究。此外，学者们逐渐对社会特殊人群的信息需求和行为展现出研究

兴趣。

图书馆管理和服务是持续的研究热点与重点。随着图书馆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图书馆需要

调整管理理论和方法，学者们对图书馆变革业务重组、资源和服务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图书

馆管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外还积极开展对图书馆各要素的评价和评价方法的研究。在服

务方面，学者们对图书馆的服务实践进行研究，为改善服务提供启示。

3.2 研究前沿

3.2.1 开展少数群体相关研究

本文所分析的样本中，学者们关注通常不太被重视的少数群体，如信息行为研究中开始关注

无家可归者等群体的信息需求和实践行为；将残障馆员、弱势群体读者纳入研究范围；信息素养

研究中关注年轻妈妈和过渡人群。有关少数群体的研究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尚不深入，属研究前沿

问题。

3.2.2 开展批判性分析

随着图书馆研究和实践中的技术热之后，学者们逐渐开始冷思考，开始了批判性分析，如

LT 期刊中，学者们专门对图书馆采用学习分析技术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思考其带来的隐私问题

和与图书馆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之处。

3.3 启示

通过对 2019 年的研究样本分析，有助于了解国际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同时也

对我国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带来一定启示。

3 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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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关注弱势群体与社会边缘群体研究

近年来，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对于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从 2017 年研究

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母亲；2018 年研究老人、儿童、自闭症学生；2019 年研究无家

可归者等群体。随着社会包容度与理解度提升，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的信息需求、信息行为

逐渐显示出其研究价值，这类群体应当被纳入图书馆研究，深入了解其对图书馆发展的真实需

求，以助力图书馆拓展其服务。

由于社会边缘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及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比少，在以往研究中被学者们

所忽略，尤其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对于弱势群体的研究较少，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则更

少。随着国外学者对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兴趣逐渐增加，可以预见，未来对于弱势群

体、社会边缘群体的相关研究会不断增多，我国学者应当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

3.3.2 体现地方特色性研究

国外图书馆学研究较为关注地方特色。本次所分析论文中对许多不同地区的图书馆建设、图

书馆服务等均有涉及，如介绍各地区图书馆的发展经验等。我国图书馆事业是世界图书馆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研究能够为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借

鉴。我国学者应当关注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相关研究，丰富具有地方特色的图书馆研究，提升我国

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4 结 语   

根据本次研究，并对比之前的前沿综述可知，近年来国外图书馆学研究一方面研究主题比较

稳定，主要围绕图书馆管理、信息行为、信息素养研究、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知识

组织等；另一方面研究热点较为突出，即针对多样人群的信息行为研究、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服

务等。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论文使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案例研究法，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

占比也较多。总体而言，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一致，研究方法的创新不多。

通过本研究对于研究主题的分析结果，可初步得出如下结论：2019 年国际图书情报学的研

究热点主题分别是信息行为、信息素养研究、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服务等领域，研究前沿主要集

中在对关注少数特定群体以及对图书馆固有问题和新型问题的批判性思考等，在研究广度和深度

方面有了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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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tspot and Frontier Analysis of Library 
Science Abroad in 2019

KE Ping SHI Tingting HU Ju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 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papers of selected foreign journals in 2019, reveal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library science abroa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and librarianship in China.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sources,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the four journals, namely Library Trend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Library Management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Results/conclus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foreign research in 2019 
mainl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library management, 
basic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ervices, information literacy, etc. In addition, there are discussions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formetric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library construction, etc.Their research 
focus on a few specifi c group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inherent and new problems of librarianship, 
which refl ects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of foreign library sci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frontier; Research hotspot; Academic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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