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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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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用户数据进行挖掘可以优化图书馆文献采访，利用用户借阅数据可以指导采购资金分配，
利用用户检索数据可以获知读者需求文献，利用用户预约数据可以补充馆藏文献。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
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有 3 种，分别为应用决策树的分类分析、应用数据群组的聚类分析和应用数据
挖掘的关联分析，来指导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提出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实现
思路为，采用点面结合方式、定位文献采访方向，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输出文献采访重点，多维度挖掘
用户数据、提高文献采访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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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cision-making Modes of Literature Acquisition of Libraries Based on User Data Mining
XU Jie
(Shandong Tai'an Central Hospital, T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Mining user data can optimize literature acquisition of libraries. Using user lending data can
guide the allocation of procurement funds. Using user search data can retrieve reader-required literature. Using
user booking data can supplement the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Based on user data mining,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ecision-making modes in literature acquisition of libraries: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applied decision tree,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applied data groups and the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applied data mining, ,which can guide the
decision-making in literature acquisitioning of libraries. The realization ideas of decision-making modes of
literature acquisition of libraries based on user data mining are using point-by-surface approach to position
literature interview direction, applying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o output literature acquisition focus, and multidimensionally mining user data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iterature acquisition.
Key words: reader users; data mining; public libraries; literature acquisition; decision modes
图书馆文献采访是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首要

率，因此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要最大化契合读者用

内容，也是为广大读者用户提供良好服务的资源基

户的阅读需求，在图书馆进行文献采访工作之前，

础。图书馆文献采访，是指图书馆在综合考虑已有

要对读者用户的数据进行挖掘，通过大数据分析方

的资金经费、读者需求、馆建性质等因素的前提

法得到读者阅读喜好的客观数据，进而开展有针对

下，不断补充与完善馆藏资源的过程。图书馆文献

性、有目的性的文献采访，在图书经费有限的情况

采访不仅包括纸质版的中外文图书文献与报刊资

下，最大化满足读者用户的阅读要求[1]。

料，在数字信息化普及的当今，也包括数字资源和

1 用户数据挖掘在图书馆文献采访中的应用

信息资源的采访。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采访质量

对于图书馆而言，读者用户的数据可以分为三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馆的服务水平，直接影响

类：用户借阅数据、用户检索数据和用户预约数

着读者的阅读效果和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任务完成效

据，图书馆通过对这三类数据的跟踪统计及挖掘分
析，可以指导文献采访的资金分配、购买倾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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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随机干扰性信息，整合成为具有一定规律性的

1.1 利用用户借阅数据指导采购资金分配
首先，图书馆可以利用管理系统集成的统计功

用户文献检索数据，并将读者关注度较高的检索关

能对读者用户的借阅数据进行跟踪统计，再利用数

键词和主题词进行使用次数的降序排列，再从中分

据挖掘技术和分类聚类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

析出读者用户喜爱度较高的热门文献与图书。图书

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读者用户借阅各大类文献资源

馆经过挖掘用户检索数据获知的热门阅读文献和图

的情况和趋势变化，了解读者用户阅读喜好与阅读

书可以看做是读者用户迫切需要的资源，是读者阅

倾向，把握读者对各大类别文献资源的需求量，进

读需求的直观体现 [3] ，因此，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

而预测新一轮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的侧重点，并

检索数据分析结果可以指导图书馆采访决策方向，

将有限的经费有计划地投入到各类文献的采买预算

图书馆在用于文献采访工作有限的经费基础上，优

中。对于借阅量较大的资源文献，可以适当增加购

先采购读者检索频率高、需求量大的资源文献。

买比例，对于零借阅量的图书或资源，则可适当减

1.3 利用用户预约数据补充馆藏文献

少购买数量或停止采访。总之，以读者借阅数据为

读者用户预约服务是指读者借阅某种借出状态

基础，合理分配采访资金，可以有效避免图书馆采

或空缺状态的图书时，读者可以选择预约，当图书

访工作中出现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错误，有利于提高

处于在架状态，预约读者享有优先借阅的权利。一

馆藏资源利用效率。表 1 是安徽蚌埠禹会区图书馆

般来说，读者预约借阅图书的原因有二，一为馆藏

[2]

近两年来用户借阅统计表 ，由表可知，利用用户

复本量不足，二为馆藏文献欠缺。用户数据中的预

借阅数据指导采购资金的分配，有利于提高图书馆

约数据真实反映了读者对某类图书的阅读需求，因

采访工作的时效性，对优化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具

此，图书馆对读者预约数据进行统计，根据读者预

有重要作用。

约次数，形成预约热点的文献书目表，增加预约频

表 1 2015－2016 年安徽蚌埠禹会区图书馆部分图书流通借阅数量

率较高的文献的复本量，并制定符合实际的采访计

及占当年采访经费百分比统计

划，确定复本的采购数量，同时，通过监控用户预

分

分类

2015 年

占 2015 年

2016 年

占 2016 年

约数据的实时变化，图书馆可以灵活调整文献采访

类

名称

流通量

采访经费

流通量

采访经费

措施，从而加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障能力[4]。

（册）

百分比（%）

（册）

百分比（%）

号

2 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

182

0.30

225

0.30

图书馆的文献采访系统是一种决策的过程，因

B 哲学

2 789

4.86

3 689

4.89

此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设

C 社科总论

1 044

1.75

1 314

1.74

计可以结合决策树分类分析、数据群组聚类分析、

D 政治法律

615

1.03

775

1.03

数据挖掘关联分析等决策模型。

E

军事

167

0.28

197

0.26

2.1 用决策树分类分析指导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

F

经济

956

1.60

1 025

1.36

决策树是一种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对数

G 文科教体

871

1.46

1 030

1.36

据进行精准的分类和趋势预测。图书馆通过对用户

2 837

4.54

3 772

4.80

数据的收集，制作用户数据的流程图树结构，每一

A 马列主义

H 语言
I

文学

11 631

18.45

14 353

18.21

个内部节点表示一个属性的数据，分支则代表测试

J

艺术

376

0.63

334

0.59

输出，用户数据的决策树节点则代表数据类别 [5] 。

K 历史地理

3 134

5.04

3 503

4.44

以用户借阅数据为例，图书馆使用决策树方法将读

N 自然总论

115

0.19

92

0.12

者借阅图书的数据按照活跃程度进行分类，当图书

O 数理化

480

0.80

735

1.17

馆需要新书文献采访时，则可以通过决策树对新书

64

0.11

68

0.09

文献进行借阅程度的预测而得到采访决策的结果。

P

天文地球

1.2 利用用户检索数据获知读者需求文献

应用决策树的分类分析指导文献采访，具有计算规

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内容还包括用户在检索文

则简便、能够同时处理不同类型数据的优势。然

献过程中产生的记录数据，图书馆自动服务系统利

而，由于读者数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应用决策

用数据挖掘关联技术，对读者用户的检索数据进行

树分类分析进行预测和指导文献采访时，容易出现

全面捕捉、关联、采集和整理，排除冗余的、无规

计算错误增加和较难预测连续数据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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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数据群组聚类分析指导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

上，图书馆可以抽样分析个体用户数据，调取个体

在对用户数据收集过程中，图书馆可以通过数

用户一段时间内的借阅、检索活动产生的数据，分

据群组的方式首先对读者数据进行聚类划分，如借

析数据变化趋势，掌握个体用户的阅读偏好与习

阅数据、检索数据和预约数据，对聚类群组内的数

惯。在面的层次上，图书馆则可以以群组或某一类

据出现的频段进行降次排序，得到热门流通文献图

读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类分析，结

书的结果。其次，综合不同聚类数据群组，若干个

合图书馆馆藏图书分布情况，对图书的读者需求进

群组交集的文献图书则为最受读者欢迎或最热门的

行排序，对读者阅读度较高的图书归类，再结合图

文献资源，进而采用数据关联技术，定位与高频率

书馆的采访经费情况，筛选出急需购买的文献优先

借阅图书具有相似主题的资源，并作出下一阶段的

采购。总之，图书馆在基于用户数据挖掘进行文献

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计划。这种聚类分析指导下的

采访决策时，可以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全面分析读

图书馆文献采访具有较高精准性，可以将图书馆已

者的阅读需求，将读者的阅读数据与图书馆的采访

有的借阅表、图书表等数据考虑在内，增强了图书

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7]。

馆采访计划的全面性。此外，也兼顾到读者检索阅

3.2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输出文献采访重点

读的个体性，即在聚类分析过程中，从群组的角度

数据挖掘技术普遍应用于分析数据库中的数据

出发，设定了一定的数据取值，只有相关的同类数

来解决实际问题，针对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工作，

据才能更好地、更准确地衡量此维度的价值，因而

图书馆可以按照数据挖掘的方式对用户数据进行分

应用群组聚类分析指导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对图

析。具体来说，图书馆可以通过自动化管理系统获

[6]

书馆个性化服务也具有一定作用 。

取一段时间内的借阅数据、书目数据、检索数据以

2.3 用数据挖掘关联分析指导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

及数据来源，分析各类数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

数据关联是指对 2 个或 2 个以上的多个变量进

词或主题等，产生量化的分析数据，然后再将图书

行整合，发现取值之间的某种规律，进而关联起来

馆文献资源采访的需求进行量化输出，计算图书文

的一种数据处理手段。用户数据被纳入图书馆数据

献采访权重系数，用此来表示下一阶段图书馆采访

分析库中，则可以对数据进行预测性组合，这种数

工作的重点，更精准地开展图书采访工作。

据挖掘的关联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探寻读者与图书馆

3.3 多维度挖掘用户数据，提高文献采访有效性

文献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例如在进行新书采访或

图书馆可以根据个案调查对比的定性研究和大

评估之前，可以把新书简介发给部分读者，收集这

数据调查的定量研究两方面入手，从多角度和多维

一部分的读者反馈，筛选兴趣度较高的读者，再通

度去分析用户数据，深刻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潜

过数据挖掘技术，发现与该类读者存在隐藏关联的

在兴趣点，形成可供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使用的信

B 类读者，将同样的图书文献发送给 B 类读者，获

息情报源，从而为优化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提供科

取 B 类读者兴趣值，经过不断地对用户数据关联分

学依据。此外，图书馆可以结合本馆馆藏结构、特

析，可以综合评价采访图书的利用率和实际效用，

色资源等情况，合理分配有限的资金经费，综合考

从而知道图书馆做出合理的图书文献采访决策。

虑用户数据中的因子分析，广泛将数学建模等科学

3

方法融合到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过程中，并以具体

基于用户数据挖掘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实

现思路

的图书馆为案例，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基于用户数据

结合上述关于用户数据与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

挖掘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

机制的分析，笔者从操作层面提出点面结合分析用

性，形成一套具有实际操作效用的图书文献采访模

户数据，定位文献采访方向；应用数据挖掘技术，

式，并加以推广和扩大宣传[8]。

输出文献采访重点；多维度挖掘用户数据，提高文

4 小结

献采访有效性 3 个实现思路，以完善基于用户数据

用户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规律的、有噪

挖掘的图书馆文献采访决策模式构建。

声的随机数据中提取隐含其中的规律，这些规律为

3.1 采用点面结合方式，定位文献采访方向

图书馆的文献采访决策工作提供潜在的、有用的信

图书馆在文献采访决策过程中可以采用点面结

息指导。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挖掘计算，可以指导图

合的方法对图书文献进行科学的筛选。在点的层面

书馆指导采购资金分配、使图书馆获知读者需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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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以及及时补充馆藏资源。随着图书馆网络化和信

访决策模式推广出去。

息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图书馆开通了网络主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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