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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对国内外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的合作情况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合作现状，探析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 过程］本研究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及 CNKI 数
据库为数据来源，从中选取近十年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的文献，以可视化方法绘制该领域的合作网络图谱，
对该领域研究的主题词进行中心性分析并对数字阅读行为相关研究进行分类。［结果 / 结论］与国外研究
相比，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尚存在合作研究较少、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研究对象关注的群体单一、研究方
法趋同等问题；数字阅读行为研究大致划分为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差异研究、不同对象的数字阅读行
为研究、数字阅读行为和习惯的相关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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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设备的性能在不断提升，多设备环境下的数字阅读行为越来越
普遍。据调查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均有所增长［1］。数字环
境下的阅读行为研究能够揭示大众数字阅读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从而能够帮助改善用户
数字阅读体验、促进数字阅读产品优化以及对公众数字阅读偏好的引导等，在图书馆、出版、
计算机、软件设计等行业以及相关学科中已成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分别从领域合
作（学科、国家 / 机构、作者层面）和研究热点两个方面梳理了近十年国内外数字阅读行为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青年网络阅读行为模式识别及引导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17CTQ008）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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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相关研究，通过国内外研究状况的比较分析，为我国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参考。

1
1.1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数据获取

由于对信息技术在阅读行为中应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新型信息设备的不断涌现，学术界
对数字阅读概念始终缺乏具体统一的理解以及共同语言，出现过诸多与数字阅读含义相同或相
近的概念。王佑镁曾将 2471 篇文献的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并发现数字阅读的相关概念有 20 余
个，其中 6 个核心表述按来源的时间顺序分别为电子阅读（2000）、网络阅读（2004）、手机阅
读（2009）、数字阅读（2010）、移动阅读（2010）和云阅读（2010）［2］。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
研究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以 TS=（
“electronic reading”OR“online reading”OR“mobile phone
reading”OR“digital reading”OR“mobile reading”OR“cloud reading”）AND（behavior OR habits）为
检索式，对 2010 年 1 月 1 日至今的文献进行检索，得到 142 条结果，筛选不相关文献后获取文
献 125 篇；中文文献数据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在专业检索中以 SU=（‘电子阅读’or‘网络阅
读’or‘手机阅读’or‘数字阅读’or‘移动阅读’or‘云阅读’）AND（‘行为’or‘习惯’）为检索
式，时间限定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今，检索得到 370 条结果，对文献数据筛选后获取文献 368 篇。
中外文文献检索日期均为 2019 年 11 月 16 日。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 Bibexcel 科学计量软件统计数据出现次数并得到“.coc”
格式数据文件，利用高频数据构建共现矩阵，利用 Ucinet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将
得到的数据绘制成共现网络图谱，最后用 SPSS 工具画出主题词中心性图。
由于不同期刊论文格式具体要求不同及同一关键词、姓名等存在大小写、简写等情况，所以
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得到的原始数据不可直接用于数据分析，必须进行数据预处理工作。
如对作者姓名（AU）字段需识别简写，关键词（DE）字段统一替换成小写，并合并同义词，如
将 e-books、electronic books、electronic book、E-book 替 换 为 e-book， 将 eye movements 替 换 为
eye movement，将 reading strategy 替换为 reading strategies 等。中文文献数据作者单位分别精确到
学校、公共图书馆、杂志社、公司，关键词需作同义词替换处理，如将“大学图书馆”替换为
“高校图书馆”等。

2

数字阅读行为领域合作的社会网络分析

网络的普及和发展推动着科学研究跨学科、跨国家、跨部门的合作。跨学科的科学合作对扩
大单一学科广度、推进学科知识转移具有积极作用，而跨国家合作对科技创新和各国科研水平提
升起着强力的促进作用［3］。数字阅读行为不是一个仅在图书馆学科领域内研究的话题，也不是
一个仅在国内研究的话题，而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国际化的学科领域，无法从单一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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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因此，该部分以跨学科、跨国家及作者合作三个角度对数字阅读行为研究进行分析，从而
全面有效地了解当前的学科领域状况。
2.1

跨学科分析

2.1.1 外文文献跨学科分析
本部分对 WOS 中学科类别字段进行了抽取，见表 1。从表 1 中可知，发文量前十的学科领
域分别为信息科学图书馆学（32 篇）、教育教学研究（31 篇）、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18 篇）、
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14 篇）、计算机科学理论方法（14 篇）、语言学（8 篇）、心理学综合学
科（8 篇）、心理教育（8 篇）、电子电气工程（7 篇）、传播学（6 篇）。
表 1 外文文献发文量前十位的学科领域
（单位：篇）
序号

学科

发文量

1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32

2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31

3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18

4

Computer Science,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14

5

Computer Science,Theory &Methods

14

6

Linguistics

8

7

Psychology,Multidisciplinary

8

8

Psychology Educational

8

9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lectronic

7

10

Communication

6

2.1.2 中文文献跨学科分析
本研究按照文献所属的领域对其进行了学科分析，见表 2。从表 2 中可知，发文量前十的领
域分别为读者工作（82 篇），教师与学生（65 篇），阅读辅导（46 篇），图书宣传（46 篇），高
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39 篇），传播理论（34 篇），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18 篇），
出版工作自动化（16 篇），电子出版物编辑出版（15 篇），计算机化教学（14 篇）。从文献领域
归属的学科来看，主要来自图书、出版、传播、计算机学科及其子学科。相比之下，国外该领域
的文献学科来源更加广泛，学科交叉性更强。
2.2

国家 / 机构间合作分析

数字阅读是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阅读文化现象，数字阅读行为研究是多个国家共同研究的
话题之一，本部分就外文文献论文合著现象中的国家合作与中文文献论文合著现象中的机构合作
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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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文文献发文量前十位的学科领域
（单位：篇）
序号

学科

发文量

1

读者工作

82

2

教师与学生

65

3

阅读辅导

46

4

图书宣传

46

5

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

39

6

传播理论

34

7

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

18

8

出版工作自动化

16

9

电子出版物编辑出版

15

10

计算机化教学

14

2.2.1 国家合作分析
在对国家字段的抽取分析中发现，有 38 个国家为“数字阅读行为”领域贡献了研究成果，
然而国家间的合作次数并不理想，在已获得的 125 篇文献中仅有 20 篇文献是通过国别合作研究
得到的，仅占总量的 16%。如图 1 所示，发文量排在前十的国家有中国（47 篇）、美国（23 篇）、
德国（11 篇）、英国（10 篇）、澳大利亚（5 篇）、韩国（4 篇）、马来西亚（3 篇）、西班牙（3
篇）、土耳其（3 篇）、加拿大（3 篇）。

图1

各国发文量

如表 3 所示，合作次数最多的十个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韩国、西班牙、意大利、利比亚。美国合作次数最多，合作发文占比为 43.48%，英国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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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作次数仅次于美国，但英国合作发文占比为 70.00%，中国合作发文占比仅为 14.90%，其他
国家虽合作发文占比较高，但其发文总量较少。
表 3 国家合作发文量
（单位：篇，%）
序号

国家

合作发文量

合作发文占比

1

USA

10

43.48

2

China

7

14.90

3

England

7

70.00

4

Germany

4

36.36

5

Australia

2

40.00

6

Canada

1

33.33

7

Korea

1

25.00

8

Spain

1

33.33

9

Italy

1

50.00

10

Libya

1

100.00

2.2.2 国内机构间合作分析
在对机构字段的统计分析中发现，有 262 个机构为“数字阅读行为”领域贡献了研究成果，
然而机构间的合作次数并不理想，在已获得的 368 篇文献中仅有 35 篇文献是通过机构合作研究
得到的，仅占总量的 9.51%。如图 2 所示，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机构有武汉大学（12 篇）、安徽
大学（8 篇）、华东师范大学（7 篇）、南京邮电大学（7 篇）、南京大学（7 篇）、辽宁师范大学（7
篇）、华中科技大学（5 篇）、浙江传媒学院（5 篇）、郑州大学（5 篇）、北京邮电大学（5 篇）。

图2

国内各机构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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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合作次数最多的十个机构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深圳大学、重庆图书馆、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南京邮电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发文 4 篇，合作发文占比为 57.14%；安徽大学合作发文 4 篇，合作发文占比
为 50.00%；武汉大学合作发文 3 篇，合作发文占比 25%。南京大学合作发文量仅次于武汉大
学，但合作发文占比为 28.57%，高于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深圳大学、重庆图书馆、南京
农业大学、南京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合作发文均 2 篇，但合作发文占比分别为
100.00%、100.00%、100.00%、40.00%、28.57%、28.57%、28.57%，说明南京大学、辽宁师范大
学、南京邮电大学虽发文量较多，但合作发文占比较低。总体而言，在国际上，中国作者发文量
较多，但合作比例较低，国内机构间的合作程度对比国际上国家间的合作程度优势不明显，说明
下一阶段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还需加强互动交流与合作研究。
表4

机构合作发文量
（单位：篇，%）

2.3

序号

机构

合作发文量

合作发文占比

1

华东师范大学

4

57.14

2

安徽大学

4

50.00

3

武汉大学

3

25.00

4

大连理工大学

2

100.00

5

深圳大学

2

100.00

6

重庆图书馆

2

100.00

7

南京农业大学

2

40.00

8

南京大学

2

28.57

9

辽宁师范大学

2

28.57

10

南京邮电大学

2

28.57

作者合作分析

2.3.1 外文文献作者合作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能够展现作者合作团体、作者合作网络密集程度及每个合作团体中的核心
科研人员［4］。本研究的外文文献样本中，共有 303 名学者在数字阅读行为领域进行了相关的研
究。如表 5 所示，其中发文量为 6 篇的作者有 1 位，发文量为 4 篇的作者有 3 位，发文量为 3 篇
的作者有 1 位。此外，还有 32 位作者发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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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作者发文量
（单位：篇）
序号

作者

国别

单位

发文量

1

Chen CM

China

Natl Chengchi Univ

6

2

Naumann J

Germany

Univ Wuppertal

4

3

Wu YH

USA

Univ Minnesota

4

4

Mizrachi D

USA

Univ Calif Los Angeles

4

5

Zhang LY

China

Wuhan Univ

3

图 3 为作者的合作关系图谱，方块大小、与其他作者连线的多少均能反映该作者合作的
人数多少。由图 3 中可见作者的合作关系较为清晰，Bostan C、Cobianu C、Costea S、Serban B、
Georgescu I 5 位作者的合作关系组成一个合作小团体且分别与小团体内其他 4 位作者有合作关系；
Chen CM、Wang JY、Wu JH、Huang PH、Lin YC 5 位作者构成以 Chen CM 为中心的合作小团体，
Chen CM 与团体内其他 4 位作者有合作关系，Wang JY、Lin YC 分别与团体内其他 3 位作者有合
作关系，Huang PH、Wu JH 分别与团体内其他 2 位作者有合作关系；Granquist C、Legge GE、Gage
R、Wu YH 4 位作者形成合作小团体并分别与团体内其他 3 位作者有合作关系；Hahnel C、Krohne
U、Naumann J、Goldhammer F 4 位作者形成合作小团体并分别与团体内其他 3 位作者有合作关系；
Siegenthaler E、Wurtz P、Bergamin P 3 位学者构成合作小团体且分别与团体内 2 位作者有合作关系；
还有其他一些作者两两合作构成合作小团体。对照表 5 可发现，作者 Chen CM、Wu YH、Naumann
J 发文量较多，他们的合作次数也较多；共 37 位作者发文量大于或等于 2 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中显示了其中 33 位作者的合作关系，说明上述作者中有 89.2% 通过合作发文，作者合作比例较高。
但也存在如作者 Mizrachi D 发文量较多但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却未显示其合作关系的少数情况。

图 3 国际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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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分析
本研究的中文文献样本中，共有 531 名学者在数字阅读行为领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表 6
所示，发文量为 4 篇的作者有 3 位，发文量为 3 篇的作者有 4 位，此外还有 23 位作者发文 2 篇。
就单一作者而言，该领域中文文献发文量峰值略低于外文文献。
表6

中文文献作者发文量
（单位：篇）

序号

作者

单位

发文量

1

茆意宏

南京农业大学

4

2

李新祥

浙江传媒学院

4

3

袁曦临

南京铁道医学院

4

4

李武

上海交通大学

3

5

毛振鹏

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委党校

3

6

王骏

东南大学

3

7

叶凤云

安徽大学

3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4 所示，高春玲与卢小君、茆意宏与张云、袁曦临与王骏、易红与王
立菲、阚倩与毛平存在合作关系，总体合作关系较为简单。共 30 位作者发文量大于或等于 2 篇，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显示了其中 10 位作者的合作关系，说明上述作者中有 33.3% 通过合作发文，
作者合作比例较低。但存在李新祥、毛振鹏、叶凤云等发文量较多，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却未显
示其合作关系的情况。相比国际作者合作关系，国内作者间合作明显不足。

图 4 国内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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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主题词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研究内容［5］，该部分主要对主题词做共现分析以及中心性分析
以探寻各主题词间的联系，找出国内外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的研究侧重点。
3.1

主题词共现分析

图 5 中左右两边分别为外文与中文文献数据中主题词的共现网络图，在共现网络图生成过程
中，中文与外文数据同样截取次数大于 3 的主题词，图中主题词的方块大小代表该词共现次数的
高低，连线代表不同主题词间的共现关系，不同颜色或形状表示不同的小团体。从左图中可见，
除“reading”
“digital reading”
“electronic reading”等检索词共现次数较高以外，
“reading strategies”
“ebook”
“eye movement”
“college students”、
“print reading”等词的共现次数也较高；左侧红色小团体部
分表示重点关注大学生这一读者群体的研究，蓝色小团体部分反映的是借助眼动仪做眼动实验以
进行读者阅读行为研究以及数字阅读环境下的阅读策略研究等，右侧黑色小团体部分反映的是各
类交互式学习环境下用户行为的研究以及策略研究等。从右图中可见，中文文献数据中的高频词
显著多于外文文献中的高频词，这些高频词共聚成 13 个小团体，
“移动阅读”
“阅读行为”
“阅读
习惯”等是中文文献数据中的高频词。对比中外主题词共现网络图可以发现关于“数字阅读行为”
的中文文献呈现出的研究方向较为多样化，
“大学生”
“青少年”等年轻一代是国内外该领域同时重
点关注的群体，对传统阅读媒介与数字媒介的比较和“新媒体环境”
“社交媒体”
“图书馆”等各
类交互式环境下的阅读行为、影响因素以及策略是国内外该领域共同的热点话题。

图 5 主题词共现网络

3.2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一个重要的网络结构属性，它能表示一个单元在网络中的权利或者地位，在整体网
中，中心性主要指点度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6］。点度中心性表示一个单元连接的其他单元数量
的多少，数量越多说明该单元越重要；中间中心性表征的是某单元控制其他单元交际的能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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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中心性分析时，由于通过文本挖掘得到的词表存在部分词频过低以及一些不能反映“数字
阅读行为”研究侧重点的高频词，例如“electronic reading”“online reading”“移动阅读”“数字阅
读”“电子阅读”“阅读行为”等，需要进一步地进行人工筛选，再做点度中心性与中间中心性分
析，最终得到主题词网络中心性图。
图 6 左右两边分别为外文和中文文献数据中高频主题词的中心性图，图中横、竖两条粗线
分别为中间中心性与点度中心性的均值线。左图中位于中间中心性均值线上方的 3 个点从左到右
依次表示“digital reading”“e-book”“reading strategies”，位于点度中心性均值线右侧的三个点自
下而上分别表示“college students”“print reading”“reading strategies”，说明上述 5 个主题词是国
外“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研究的热点，而近十年“阅读策略”则是国外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右
图中位于中间中心性均值线上方的 4 个点从左到右依次表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影响因
素”“大学生”，位于点度中心性均值线右侧的 7 个点自左至右分别表示“计划行为理论”“新媒
体”、阅读推广”“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影响因素”“大学生”，说明上述 7 个主题词是国内
“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研究的热点，而“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影响因素”“大学生”4 个点位
于第一象限，说明它们是近十年国内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图 6 主题词中心性

3.3

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研究主题分析

据主题词共现分析、中心性分析，以及对相关文献阅读后，发现近十年国内外数字阅读行为
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行为的差异研究、不同对象的数字阅读行为研究、数字
阅读行为与习惯的相关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
3.3.1 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行为的差异研究
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本质上存在载体方面的差异，相关研究探讨了读者对两类载体的选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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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不同阅读载体上花费时间的差异以及不同载体阅读效果差异。Bold MR 等人在研究中对纸
质载体与数字载体注释功能的方便程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利用数字终端进行阅读时添加注释相
比纸质媒介过于笨拙［8］。Chin Ee Loh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相比于数字载体，多数读者仍偏爱纸质
载体［9,10］；Keiko Kurata 等学者对读者在不同载体上花费的阅读时间进行调研，发现读者花费在
数字载体上的阅读时间远多于纸质载体［11］；徐军英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纸质载体与手机的阅
读效果进行比较，发现短时间内的手机阅读效果优于纸质载体阅读效果［12］。
3.3.2 不同对象的数字阅读行为研究
不同对象主要涉及三个群体：其一，以各类数字阅读平台为代表的数字阅读提供者；其二，
以教师和图书馆为代表的数字阅读推广者；其三，以大学生和青少年为主的读者。以数字阅读平
台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以探讨各平台的特色、营销策略以及各平台间的对比为主［13,14］；以教师为
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有的研究性别、年龄、教学层次等对教师阅读行为的影响［15］，有的研究各级
教师的阅读行为及其对全民阅读的影响［16］，有的则从教师角度出发，倡导教师从内容选择、信
息吸收等方面融通，引领学生拓展课外阅读，促进学生深入思考［17］；以图书馆为出发点的研究
主题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18］等各类图书馆对阅读推广模式和方式
的创新探索［19,20］以及对阅读推广效果的评价［21］等；对读者数字阅读行为的研究主要包含各年
龄段读者的阅读现状、阅读偏好、影响因素及策略的相关研究［22,23,24］。
3.3.3 数字阅读行为与习惯的相关研究
数字阅读行为和习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关联，新媒体、社交网络等的产生对人们数字
阅读行为和习惯养成影响极大。相关研究集中在数字媒介的技术使用，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参与
行为、身份认同和阅读习惯等方面。有学者调查发现，当人们需要做深入的信息搜索时倾向于使
用电脑，进行短暂的轻阅读时则倾向于使用手机［25］。不少学者以读者对技术功能的选择为主题
做了相关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张伶伶研究了读者对 25 个功能的使用情况，发现数字阅读载
体具备交流功能的比例不高，读者对数字阅读载体内支持交流的相关功能使用率并不高［26］。关
于互动行为的研究多基于新媒体阅读的视角，其中毕达天等系统梳理移动社交阅读的互动方式和
互动关系，构建移动社交阅读互动机制［27］。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人机交互的研究，尤其国外的相
关研究中展示了可测量读者阅读习惯的先进工具［28］。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多从角色理论或认同
理论出发，探讨读者在数字阅读中的身份认同行为［29,30］；关于阅读习惯的研究中，有的对读者
阅读的“深”与“浅”展开讨论［31,32］，有的对低视力及其他一些特殊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阅
读习惯等展开调查［33,34］，还有的以读者阅读行为习惯和信息传播媒介形式的转变为前提对数字
阅读界面创新设计进行探讨［35］。
3.3.4 其他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类研究外，检索到的文献中还包含一些其他研究，有的研究基于数字阅读时代的
大背景对阅读文化和阅读素养问题进行思考［36,37，38］，有的文章对数字阅读理论进行探讨与总
结［39］，还有研究对数字阅读媒介的创新设计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40］。虽然目前这些研究
相对而言还尚为小众，但由于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来也有发展成领域热
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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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主要对国内外数字阅读行为领域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
研究，并探讨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尚存在合作研究较少、
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研究对象关注的群体单一、研究方法趋同等问题。今后国内数字阅读行为
领域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强合作研究，尤其要加强跨机构、跨学科的合
作，跨越知识“鸿沟”，共同在该领域深度挖掘；其二，扩大研究关注的群体范围，可适当拓展
对高龄、低龄和低视力等读者群体的关注；其三，拓展数字阅读行为研究的内容疆域，关注行为
产生的全过程，从数字阅读心理与动机，到由此产生的正向、中立或反向的行为，及阅读后的评
价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其四，研究方法多样化，要善于借助如“眼动实验”等其他学科的先进实
验方法进行本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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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from 2010 to 2019
ZHANG Wenliang LIU Peiwang
(School of Govern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at
home and abroad is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explo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ﬁeld,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ﬁeld.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takes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nd CNKI as data sources, selectes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in recent ten years from these databases, draws the cooperative network map in this ﬁeld
with a visual method, makes a centrality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words in this ﬁeld, and classiﬁes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Result/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foreign researches, the
research in this ﬁeld in China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less cooperative researches, more scattered
research topics, single group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vergence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digital readi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aper reading and digital reading,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digital reading of different objects,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and habits of digital reading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Digital reading; Information behavior; Field cooperation; Research hot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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