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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trieves the papers on library data mining published from 2010 to 2016, based o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academy culture database research from CNKI. Some aspects of
them are analyzed such as the reader service, personalized document acquisition and digit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servi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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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检索2010年~2016年国内图书馆数据挖掘研究
论文，对其从读者个性化服务、文献采访、数字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等方面进行主题评述，指出现阶段
图书馆数据挖掘研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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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综合利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如今各
行各业都建立了信息化系统，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数量很多，并且以其原始形式显
示时并没有什么直接用处。数据挖掘就是通过数据库、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统计学等领域的技术，从
这些原始数据中提取出那些隐含的、未知的和有价值的潜在的信息的过程[1]。图书馆的各种信息资源(如
图书借还日志、WEB 访问记录、书目检索记录等)包含着大量潜在、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能反
映出读者实际的信息需求。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所挖掘出有意义的隐藏信息，不仅有益图书馆了解读者信
息需求，而且对于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如开展个性化服务、文献采访工作、数字图书馆建设、参考咨询工
作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几年来由于数据挖掘在图书馆行业得到不断广泛的应用，吸引了更多的
图书馆研究人员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研究成果颇多。笔者统计了近六年我国有关图书馆数据挖掘领域
的论文，对其进行整理和归纳，分析数据挖掘在国内图书馆领域研究的现状，并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
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2. 数据挖掘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研究现状分析
2.1. 文献计量分析
通过对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 2010~2016 年间有关国内数据挖掘技术在图
书馆应用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定量、归纳分析，以展示其研究现状。采用检索表达式“主题 = (图书馆)
并且主题 = (数据挖掘)并且时间 = (2010~2016)”进行检索，得到有效记录 856 条(以上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4 日)。
从发表论文的年代分布看，国内数据挖掘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先逐年递增，
在 2014 年达到最高值后又逐年递减。发表论文的数量说明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情很高，数据挖掘技
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具有广阔前景；2014 年以后逐年递减说明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可能遇到了瓶颈。
从发表论文的来源期刊看(表 1)，856 篇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均分布在省级以上刊物中。其中发表在
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为 176 篇，占总发表量的 20.6%，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论文 87 篇，
占论文总数的 10.2%。这表明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普通刊物，学术成果价值较高的论文不多。

2.2. 研究方向和算法
图书馆应用数据挖掘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方向：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和决策树，其中应用关联
分析数据挖掘的文献量占总量的 60%，聚类分析的文献量占 30%，决策树应用比率较低，只占 10%。也
有些文献进行数据挖掘时综合应用两种手段，如《基于 Weka 读者借阅行为分析》应用了聚类和关联规
则两种技术[2]，《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推荐方法研究》先从读者借阅图书类别入手对
读者进行聚类分析，把高校图书馆中的读者细分为不同的群体，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关联挖掘[3]。《基
于数据挖掘的图书馆书目推荐服务的研究》采用决策树和聚类分析[4]。大部分关联分析采用最常用的
Apriori 算法，也有用 CARMA 算法或者基于邻接矩阵的算法；聚类分析大部分采用 K-Means 算法，也有
用两步聚类模型及使用基于目标函数的模糊聚类算法。决策树采用 C4.5 算法。有的研究探讨了一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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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omestic library data mining technology research papers
表 1. 国内图书馆数据挖掘技术研究论文年代分布情况
年份(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论文数(篇)

90

115

104

115

161

150

121

优化的问题。

2.3. 使用的软件
进行数据挖掘一般要使用专业的数据挖掘软件，根据检索到的文献情况，研究人员主要使用了以下
几种软件进行图书馆数据挖掘工作：
1) Weka
Weka 的全名是怀卡托智能分析环境(Waikato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Analysis)，是一款基于 JAVA
环境下开源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以及数据挖掘(data mining)软件。作为数据挖掘工作平台，WEKA
集合了大量能承担数据挖掘任务的机器学习算法，包括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分类，回归、聚类、关联规
则以及在新的交互式界面上的可视化。
2) SPSS Clementine
它是 Spss 公司推出的企业级数据挖掘产品，
适用于多种操作系统和多种数据源，
提供包括神经网络、
决策树、聚类分析、关联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在内的丰富的数据挖掘模型，通过节点的连接来
完成整个数据挖掘过程。可以输出全部挖掘过程。
3) Analysis Services
Microsoft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是微软公司提供的数据挖掘平台，提供适用于多种操作
系统，可视化界面，提供几乎所有的成熟数据挖掘方法，设置了全部数据挖掘过程，包括数据准备，可
以连接各种不同的数据源，提供一系列数据展示技巧，统计分析功能强大，但使用昂贵，操作复杂，结
果难理解。
4) 自行开发编程
有些文献没有写明使用的软件，使用程序语言编程完成数据挖掘。

2.4. 图书馆数据挖掘的研究范畴分析
2.4.1. 读者个性化服务中应用
数据挖掘技术在读者个性化服务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通过对读者信息、读者借阅和 Web 使用记录
等进行挖掘，对读者进行分类，并根据读者的历史借阅记录推送馆藏图书，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如：
杨蓉[5]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Apriori 算法，通过挖掘图书馆的借阅记录，挖掘出了借阅书刊间的相关性、不
同类书刊被同时检索的相关性、不同类读者查阅资料的相关性等一些关联规则；郑晖[6]从 Web 层面研究
了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和数据挖掘算法，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设计了基于 Web 的图书馆个性
化推荐系统，解决了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不足的问题；李静[7]利用 FP-growth 算法来进行关联规则的
数据挖掘，提出了一个在高校图书馆系统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的具体方案，对高校图书馆探索个性化服
务有一定的意义；王哲[8]设计出了一个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整体模型，根据读者偏好、类型的聚
类分析，运用关联规则方法，根据聚类的结果对读者借阅信息进行规则挖掘，找出规则模式，为读者提
供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袁媛[9]设计出了一个馆藏推荐系统，该馆藏推荐系统成功实现了对自动化系统
记录的流通数据关联规则的挖掘，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图书推荐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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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文献采访工作中应用
数据挖掘技术在文献采访工作中的应用，主要是利用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对读者信息、书目数据、
读者借阅数据、文献检索记录等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发现读者与所借阅的图书之间的关系、不同读者群
的借阅倾向等等，以便科学地指导采访馆员选书。数据挖掘技术在文献采访工作中的应用能使图书馆的
采购工作目的性更强，订购的图书的利用率更高，还可以节约图书馆的开支。如：王婧怡[10]建立基于数
据仓库的图书订购决策支持系统，设计了图书借阅数据仓库的主题星型模型，开展了联机分析处理的实
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数据挖掘能够为图书馆订购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张宏伟[11]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对
读者借阅流通、检索查询、预约借书、博硕学位论文引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获知读者文献需
求，从数据方面为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提供参考，提高了图书的借阅率；唐吉深[12]提出基于数据挖掘的
应用型高校图书馆文献采访策略模型，并给出实现模型的技术思路；赵研科[13]利用数据挖掘中的分类、
聚类和关联等方法，对影响图书采访决策的因素和数据进行挖掘，为图书采访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并且
设计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图书采访决策系统。
2.4.3.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中应用
目前，全球大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这同样也对图书馆的数字资
源建设和服务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目前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应该包括三部分工作内容：数字资源制作、数
字资源组织和管理、数字资源服务。黄筱玲等[14]以湖南大学图书馆为例，采用数据统计研究法，对其数字
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提出一些建议。何毅[15]提出可
以对图书馆所拥有的数字资源进行文献计量学或网络计量学的一些统计和评价，不仅为图书馆的馆藏政策制
定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可以为用户开展创新服务。史敏鸽等[16]对长安大学图书馆用户访问信息进行分析，
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提取用户信息需求偏好，形成用户需求与数字资源匹配趋势图。系统可以为后续采购提
供辅助决策依据，为高校数字资源管理评估提供数据支撑，促进数字资源建设服务体系的建设。魏笑笑[17]
以陕西省 42 所本科高校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对陕西高校图书馆的数据资源建设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目前
陕西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特点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2.4.4. 信息咨询工作中应用
信息咨询是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核心内容，是评价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然而随着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如何从丰富繁多的数字资源中提取有用信息成为信息参考咨询面临的重要问题。数据
挖掘技术可以去粗取精、有效组织日益增加的数字资源并将其进行整合应用。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提升图
书馆信息咨询服务质量是十分必要的。汤辉提出[18]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应用在图书馆信息咨询的以下几个
方面：用户需求分析与挖掘、资料收集甄别与结果反馈分析、用户分类管理等；姚展[19]提出了构建移动
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和结合大数据与数据挖掘的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构建思想；乔幸娟[20]认为
数据挖掘技术在信息参考咨询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读者服务方面；2) 文献检索方面。
杨峰[21]提出图书馆必须利用大数据原理和技术，从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中捕捉和挖掘潜
在的价值，从而提高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开拓参考咨询服务新领域；黄如花[22]认为图书
馆可以利用基于密集数据的存储、采集、挖掘、分析等相关技术，提取知识资源和用户需求，将传统的
被动参考咨询服务转变为主动高效的知识咨询服务。

3. 存在的问题
3.1. 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国外对数据挖掘方面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围绕面向图书馆的数据挖掘技术，研究成果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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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不少学者还提出了应用理论及实现方法。较为典型的有：Nicholson [23]提出了书目挖掘(Biblio mining)
的概念；May Chau 构建了图书馆数据挖掘理论模型，并研发了图书馆网上信息数据挖掘系统；Kyle
Baner-jee 对数据挖掘技术应于图书馆的各种方式进行了理论探讨。关于数据挖掘理论与算法研究，国外
图书馆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20 世纪特别是 2004 年以来，国内虽然有很多学者也投入到图
书馆数据挖掘的研究中，但大都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挖掘方法对图书馆的流通数据或者数字图书馆方面的
数据进行分析，对于数据挖掘在图书馆方面的应用缺乏必要的理论研究。迄今为止，国内没有一本全面
介绍数据挖掘应用到图书馆中的著作。总的来说，国内数据挖掘在图书馆中的运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3.2.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较少
通过前面的文献计量分析，我们知道，虽然相关文献数量以五年为一个阶段螺旋性增长，但以现代
情报、情报杂志、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等 7 种期刊组成了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数据挖
掘的核心期刊，期刊整体质量不高。这主要是由于数据挖掘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汇聚了数据库、
人工智能、数理统计、可视化等方面的知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完全了
解图书馆的业务知识，还要清楚的知道通过数据挖掘会给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重要
的是还应该具备计算机、统计、数理等方面的知识，而这样的馆员少之又少。从检索结果看，2010 到 2016
年发表的 856 篇有关图书馆数据挖掘的文章中，核心期刊的篇数只有 176 篇，占总发表量的 20.6%。而
且在研究人员中只有田瑞雪 1 人发表了 5 篇文章，发表 4 篇的作者只有８人，发表 3 篇的作者有 17 人，
高产作者不多，说明这个课题就没有核心的研究群。

3.3. 课题研究的动力不足
相对于通讯、电子商务等商业领域，目前很多图书馆还是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对用户的依赖度不
高，没有热情去分析哪些用户是活跃度高的用户，哪些用户未来很可能流失等等，更无激情去挖掘、培
养潜在用户。实际上，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可以利用积累下来的一些数据，如书目检索记录、流通
日志、电子资源访问日志等等，进行数据挖掘，引导文献采购和电子资源采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还
可以通过对读者借阅行为进行挖掘，有针对性地开展图书推荐服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辅助图书馆的决
策管理等等。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近六年来国内学者对数据挖掘在图书馆领域的研究现状的分析，虽然现阶段本课题的研
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少、课题研究的动力不足等问题，
因此，为了使数据挖掘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图书馆，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加重视理论研究，增加课题经费的
投入，以便吸引更优秀的学者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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