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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的国内读者决策采购研究分析
崔蓬勃
栖霞市图书馆，山东 栖霞 265300
摘要：目的

对国内读者决策采购（PDA）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及时了解目前国内研究现状与

热点，以期对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进一步深化 PDA 研究层次。方法

利用软件 CitespaceⅢ、

SATI3.2，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下载的 219 篇文献数据信息为基础，从论文
发布时间、主要刊发期刊、高产学者分布、重点机构分布、研究热点 5 个层面对 PDA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国内 PDA 研究年度论文发表数量趋于平稳，该领域大部分文章集中发表在少数期刊上，核心作者
与研究机构已经形成，研究程度逐渐深化。结论

PDA 研究国内已经进入成熟阶段，高影响力期刊、核

心作者与研究机构已经形成，研究方法多样、内容深入，相关研究者可及时关注该领域研究动态，掌握
研究热点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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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Domestic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CUI Peng-bo
(Library of Qixia, Qixia Shandong 265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literature about domestic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PDA); To keep abreast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research and research hotspot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and further research; To deepen the research level of PDA. Methods Based on data information of 219
papers from CNKI, CitespaceⅢ and SATI3.2 were used to make a bibliometrics analysis on time distribution,
main journal distribution, high-yielding author distribution, key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s.
Results Domestic annual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about PDA tended to be stabilized. Most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is area focused on a few journal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med. Research level
deepened gradually. Conclusion Domestic research on PDA is in advanced stages. High-impact journal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formed. Research methods are diverse, and contents are in-depth. Related
researchers concern about research overview timely and grasp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s.
Key words: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PDA);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bibliometrics analysis;
CitespaceⅢ; SATI3.2
读者决策采购（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PDA）

笔者对我国 PDA 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从论文发表

作为一种新的馆藏建设模式，因为其满足读者需求

时间分布、主要刊发期刊、高产学者分布、重点机

速度快、时效性强，节省购书经费等优点自问世以

构分布、研究热点 5 个层面进行分析，及时追踪国

[1]

来，风靡图书馆界 。为了了解目前国内 PDA 研究

内研究进展与动态，以期为深化国内该领域研究提

现状，掌握研究热点与前沿，深化学者研究层次，

供借鉴。
1 资料方法

作者简介：崔蓬勃，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建设。
E-mail: 501213069@qq.com

1.1 数据来源
笔者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期刊全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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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刊发期刊分析
为了确定国内 PDA 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期刊，

1.2 检索策略
以 “ 读 者 决 策 采 购 ” or “ Patron Driven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笔者以载文量为依据，对相关

Acquisition”or“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为主

期刊进行分析。表 1 为刊载 PDA 研究文章数量≥4

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 2016 年 9 月 1 日，统计

篇的期刊，共 21 种，其中，2014－2016 年中国社

数据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以前发表的文献。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 11 种。载文量较高

1.3 纳入标准

的期刊大部分属图书馆和情报学领域，说明 PDA 是

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且收录于 CNKI 期刊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热点。

全文数据库，符合 PDA 的期刊文献。

表 1 刊载读者决策采购研究文章≥4 篇的期刊

1.4 排除标准

期刊名称

载文量/篇

手工剔除重复文献、错误信息、征订启事、目

图书情报工作

16

图书馆

5

录索引、书讯、声明、通知等，以及与检索主题无

图书馆学研究

16

四川图书馆学报

4

关的项目信息。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15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4

1.5 统计学方法

图书馆建设

12

图书馆研究

4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0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4

利用软件 CitespaceⅢ、SATI3.2 对论文数据进

期刊名称

载文量/篇

行处理，并对其进行归纳分析。

情报探索

9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4

2 结果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9

山东图书馆学刊

4

图书与情报

8

大学图书馆学报

4

现，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国内发表的相关文献共

现代情报

8

公共图书馆

4

219 篇。

图书馆杂志

7

中国图书馆学报

4

2.1 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河南图书馆学刊

6

2011 年，我国关于 PDA 第一篇期刊论文出

从图 1 可以看出，2011 年－2016 年 9 月，国内

2.3 高产学者分布

PDA 的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5 年多时间共发文超

通过 SATI3.2 对检索数据进行字段抽取、频次

过 200 篇，说明 PDA 已经成为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研

统计，矩阵生成处理，在检索的 219 篇文章中，共

究的热点。同时，按照年发文量趋势可以将研究分

有 193 名作者，发文量≥3 篇的作者共有 8 名，共

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1－2014 年，文献发表

发文 37 篇，占 16.90%，见表 2。其中发表 PDA 研

呈逐年上升趋势，2014 年文献数量达到峰值（68

究文章数量最高的作者是廖利香，供职于湖南科技

篇），说明这一阶段国内 PDA 的相关研究受到了众

学院图书馆，共发文 9 篇，论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较多；第二阶段为 2014 年

电子书 PDA 优势分析、国外电子书 PDA 模式、馆

之后，文献数量呈平稳中小幅下落状态，说明在经

员素质需求、PDA 绩效评估以及美国电子书 PDA

过之前的研究热潮后，国内对 PDA 的研究回归理

实践研究。其次是刘华，为上海大学图书馆副馆

性，研究深度和研究广度都有所提升，研究进入成

长，教授，共发文 8 篇，来源期刊皆为 CSSCI 期

熟阶段。

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美国大学图书馆 PDA 实践项

80

目研究。其中《“读者决策采购”在美国大学图书

70

馆的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被引 161 次[2]。

论文数量/篇

60

表 2 国内发表读者决策采购研究文章≥3 篇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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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读者决策采购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2016 年

发文量/篇

作者

发文量/篇

利用 CitespaceⅢ，形成作者合作网络图，经过
分析，合作团队≥4 人的共有 4 个：⑴杨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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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成员主要包含向琳艳、赖寿康、陈娟，均来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合作。

自厦门大学图书馆，主要研究欧美高校图书馆与厦

2.5 研究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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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学图书馆 PDA 实践经验。⑵刘华团队。该团队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核心研究内容的精炼，学

成员主要包含王博文、许新巧、陶蕾、付禄，均来

科领域里高频次出现的关键词和从数据样本中对每

自上海大学，主要承担项目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一篇文献进行提取后分析出的名词短语可被视为该

基金项目“云环境下研究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策略

领域的研究热点[3]。利用软件 CitespaceⅢ对检索数

与机制研究”。⑶韩冰团队。该团队成员有白福

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形成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春、李晓秋、李萍，来自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及内

结合高频关键词与关键词共现聚类图分析，目

蒙古图书馆，主要研究内蒙古省图书馆“彩云服

前 PDA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4 个部分：⑴PDA 基

务”项目与辽宁省高校图书馆 PDA 项目。⑷杨眉团

础研究。其热点主要涉及 PDA 关键因素，可行性分

队。该团队成员有陈进、彭佳、李芳，来自上海交

析，PDA 模式，印刷型文献与电子文献采访服务模

通大学，目前主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式 ， PDA 的 访 问 与 购 买 模 式 以 及 获 取 方 式 等 ；

“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

⑵PDA 体系建设研究。主要包括 PDA 的管理制度

2.4 重点机构分布

安排，优化策略，共建共享，馆际互借，图书馆联

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确定该领域的

盟，供应链管理等；⑶PDA 实务研究。热点主要含

核心研究力量，分析不同机构对该领域的关注程

有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服务实践项目，如加利福利亚

度。通过软件 CitespaceⅢ对数据进行处理统计，193

大学图书馆 [4] 、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学图书馆联盟

名作者共涉及机构 161 个。其中发文量≥3 篇的机

PDA 项目[5]，厦门大学图书馆 PDA 项目介绍[6]，内

构如表 3 所示，皆为高校图书馆，说明国内高校图

蒙古图书馆彩云服务[7]，佛山市图书馆 PDA 项目[8]，

书馆更为关注 PDA，利用其人才储备，经费投入等

不同类型图书馆电子书、印刷本 PDA 服务项目，

方面的优势，这也是优于公共图书馆的 2 个方面，

PDA 借阅服务、特色服务、个性化服务、手机信息

对 PDA 进行不同方面的研究。因而，高校图书馆是

服务等；⑷PDA 实施策略研究。该热点主要包括大

研究 PDA 的核心力量，公共图书馆在 PDA 研究方

数据技术、互联网＋、云平台、实施建议、按需打

面处劣势。

印、反馈控制、效果比较研究等。
3 结论

表 3 国内发表读者决策采购研究文章≥3 篇的机构

从 2011 年我国关于 PDA 研究的第一篇期刊论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上海大学图书馆

8

深圳大学图书馆

3

文出现，经过 5 年多的发展，共有相关研究论文

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

8

河南大学图书馆

3

219 篇，显示出我国 PDA 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态势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5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3

趋于成熟，高影响力期刊、核心作者团队与研究机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4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3

构已经形成，研究方法多样、内容逐步深入。相关

西安政治学院图书馆

4

研究者可及时关注该领域研究动态，了解国外最新

由表 3 可以看出，国内 PDA 研究领域最活跃、

研究成果，掌握研究热点与前沿。但该领域也存在

最核心的研究机构为上海大学图书馆与湖南科技学

一定缺陷，如对于 PDA 效果研究关注度较低，成果

院图书馆。通过对 CitespaceⅢ生成的机构合作网络

较少，是下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分析，研究机构合作网络也呈现出以下特点：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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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在医院图书馆的应用现状调查
冯留燕 1，冯双燕 2*，刘青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图书馆，云南 昆明 650032；2.云南商务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1700
摘要：目的

调查微信公众平台在国内医院图书馆的应用现状，为微信公众平台在医院图书馆的应

用和完善提供借鉴。方法

利用网络调查法，调查我国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信息服务的现

状，重点研究了微信公众平台的服务模式、服务特点，发现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结果

全国仅有

22 个医院图书馆建立微信公众号，但独具特点，通知公告和活动报道是医院图书馆进行宣传的重要方
式。结论

医院图书馆应充分开发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拓展信息服务内容和方式。

关键词：医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服务；微服务
中图分类号：G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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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Application Status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Hospital Libraries
FENG Liu-yan1, FENG Shuang-yan2*, Liu Qing1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Library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32, China;
2. Yunnan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1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domestic hospital
librari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pplicaton and perfection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hospital libraries.
Methods Web Survey method wa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offered by WeChat
public platform used by domestic hospital libraries. The service mode and service features were studied as the
focus. Existing problems were found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Results Only 22 hospital libraries had their
WeChat public platform, with their unique features. Announcements and activity reports were the main ways for
propaganda of hospital libraries. Conclusion Hospital libraries should fully make use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and expand the content and mode of information service.
Key words: hospital libraries;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formation service; micro-services
Web2.0 环境下的 Lib2.0 已经成为图书馆学界研
[1]

究的一个热点 ，微信作为 Web2.0 时代的即时语音

通讯软件，巨大地改变了人们交流、沟通的方式，
因其具有高效性、即时性、个性化，操作简单，交
流方式多样化、互动性强、可以及时掌握用户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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