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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分析在医院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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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可视化分析技术，以海量文献为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特定主题研究热点及其演变分析，
确定该主题的研究前沿及未来趋势。医院图书馆根据本馆馆藏资源和人员条件，借助知识可视化分析软
件 CiteSpace，可以向读者提供科研选题和撰写综述的辅助服务，以及文献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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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sual Analysis Technology in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Hospital Libraries
ZHANG Yan-fen
(Library of No.4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visual analysis technology, by setting huge amounts of literature as research
subject, analysis on specific thematic study hotspots and the evolution can be carried out and the research front
and future trend of this theme can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library resources and librarians’ quality, hospital
libraries can use CiteSpace, a kind of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to provide auxiliary services of research topics
and review writing for readers, as well as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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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要求图书馆员不仅能够检索各种文
献数据库，还应该善于深度挖掘海量文献中的知
识，为临床科研人员提供基于海量数据的知识发现
[1]

书馆信息服务中的应用。
1 可视化分析
可视化分析是把数据、信息和知识转化为可视

和分析服务。陈锐等 认为，“应用大数据技术对

的表现形式并获得对数据更深层次认识的过程[2]。基

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向生物医学领域的各种用户提

于大数据的可视化不仅是数据分析，也是数据分析

供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是医学专业图书馆提升自

结果呈现的关键技术[3]。2005 年，大连理工大学的

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应用大数据开展生物医

陈 悦 、 刘 则 渊 将 科 学 计 量 学 范 畴 的 “ mapping

学专业科技情报服务，围绕重点领域进行数据挖

knowledge domains” 首次译为 “科 学知识 图谱 绘

掘、科技态势监测、科技趋势预见等决策支撑服

制” [4] ，随后又撰写一系列的论文来介绍和推广科

务”。因此，充分利用知识发现工具对海量文献进

学知识图谱和知识可视化分析。虽然相对广泛意义

行分析，或是将知识分析成果向读者进行推荐，是

的大数据而言，可视化分析技术还处于初始阶段，

医院图书馆信息服务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但对于文献数据来说已相对成熟。

在各种知识发现工具当中，目前国内应用较广

常用可视化分析软件有图形聚类工具包

的可视化分析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可视

（ Graphical

Clustering

Toolkit,

gGLuto ） 、

化研究专家陈超美博士研发的 CiteSpace 软件。本文

VOSviewer、Ucient 及 CiteSpace 等。gGLuto 软件基

以 CiteSpace 的应用为例，阐述可视化分析在医院图

于共词聚类，用可视化山丘图的形式呈现类群的相
对相似性、聚类数量等信息 [5] 。VOSviewer 是由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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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软件，它更注重图形化的展示，并以鲜明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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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区分不同聚类 [6]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开发

究者，也可以从交叉学科入手开辟新的研究角度。

的 Ucient 软件也是一款应用较广的社会网络分析软

3.1.2

件，它具有很强的矩阵分析功能，通过可视化共现

告或是课题标书，都要撰写一篇体现拟研究课题国

网络揭示检索词之间的关系。在医学文献可视化分

内外发展现状的综述文献。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分

析利用的软件当中，应用最广的还属 CiteSpace。

析中的文献共被引分析功能，可以揭示共被引文献

2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网络中的聚类和关键节点，从而为读者提供某研究

CiteSpace 提供合作图谱、共现图谱和共引图谱
[7]

协助读者撰写综述

读者不论是提交开题报

领域的知识结构。关键节点文献是指那些提出重要

等 3 类知识图谱 。合作图谱包括作者合作图谱、

理论或重大理论创新的经典文献，是撰写综述不可

国家合作图谱和机构合作图谱。通过合作图谱，能

忽视的重要参考文献。将关键节点文献的主题按照

够了解某研究领域学者、国家、研究机构之间的社

时间顺序进行分析，就能梳理出该领域新兴研究和

会关系，作为评价科研人员、国家或机构学术影响

经典研究热点之间的关系及其转换，这也是读者撰

力的证据。共现图谱是指对特征词（主体术语）、

写综述需要掌握的信息。

关键词和学科类别绘制的图谱。特征词和关键词又

3.2 提供可视化分析服务的形式

称为共词，共词图谱有助于分析研究热点及其演

医院图书馆应根据各馆可用资源及人员素质等

变。学科类别共现图谱能够帮助分析学科知识结构

条件，实事求是地提供可视化分析服务的形式。

及其演变。共引图谱是指对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

3.2.1

引和期刊共被引等指标进行绘制的知识图谱。其

具备医学图书情报学或医学信息学等专业背景的图

中，使用最频繁的是文献共被引图谱。研究者可以

书馆，可以直接进行某一特定主题的可视化分析研

通过图谱中的关键节点、聚类及色彩来分析某个主

究或服务。馆藏资源保证了纳入分析文献的可获得

题的演变。

性，是进行一切知识服务的基础。同时人员的素质

3 应用可视化分析提供信息服务

也尤为重要。虽然经过培训，大多数用户都能掌握

3.1 提供可视化分析服务的内容

可视化分析软件的基本使用，但若要在文献检索阶

主题可视化分析

对于馆藏资源丰富、馆员

从事科研活动最重

段保证查全率和查准率，在图谱分析阶段保证专业

要的准备工作就是选题。临床医务人员在繁重的业

性，就要求馆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图书情

务工作之余，要阅读大量的研究文献，对拟研究主

报、信息学相关技能。因此，在医院图书馆进行知

题和研究方法进行新颖性及先进性的判断。医院图

识可视化分析服务时，必须保证参与人员具备相关

书馆信息服务的一项内容就是帮助读者检索相关文

学科背景。如果图书馆仅有图书情报或信息学专业

献，或是对选题进行预查新。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

人员，可与临床医务人员建立协作组，成员共同制

分析中的词共现分析功能，可以得到直观的关键词

定检索策略和软件参数设定，图书馆负责图谱绘

共现网络图谱，从而分析出某研究领域当前的研究

制，医务人员负责专业分析。

热点以及过去曾经产生过哪些热点。再通过进一步

3.2.2

查找原始文献，比较研究主题的新颖性。例如袁娟

富，或人员不具备相应素质，图书馆便不能直接进

3.1.1

协助读者进行科研选题

[8]

可视化分析成果推荐

如果馆藏资源不丰

娜等 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收录的念珠菌生物

行主题可视化分析。图书馆员可以搜集目前国内正

膜文献为研究对象，使用 CiteSpace Ⅱ，对纳入的

式发表的可视化分析成果，编辑加工后，作为专题

1631 篇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析出 20 个高频关

文献资源提供给相关临床或研究人员，从而丰富图

键词，5 个突显主题词。通过分析确定了念珠菌生

书馆已有的信息服务内容。目前，很多医院图书馆

物膜的研究热点为生物膜的形成、基础实验技术、

利用 QQ、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进行信息传递和读

模型建立及耐药问题，研究前沿为生物膜体外模型

者服务，因此医院图书馆可将整理后的知识图谱分

以及药敏实验建立新方法。图书馆员将诸如此类的

析结果通过本馆自媒体向读者进行推介。

信息提供给需要的读者，对其确定研究方向势必产生

3.2.3

事半功倍的效果。CiteSpace 软件还具有提供作者、

工具，可视化分析技术日益完善，在各科学领域的

机构、学科等共现分析功能，显示合作作者、合作

应用逐步广泛，图书馆应将其纳入日常的读者培训

机构和交叉学科等信息。读者可以藉此选择合作研

日程当中。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自行安排培训计

可视化分析技术推广和培训

作为知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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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暂无能力的图书馆可以联合医院科研部门聘请
专家进行培训。医院图书馆作为信息部门，不仅担
负着为临床科研人员提供文献、知识服务及其产品
的任务，还应该承担推介情报思维和优秀科学辅助
工具的职能。
4 小结
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各种原因还存在着
对软件滥用或误用的现象。因此，医院图书馆在提
供相关服务时，特别需要加强自身馆员素质教育，
切实掌握相关技能，才能切实发挥图书馆在信息服
务，尤其是知识服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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