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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科交叉是科学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袁 科学发展
史表明袁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尧新的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
产生袁 常常在不同的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
中形成袁学科交叉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遥学科交叉是获

得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途径袁 是产生新学科的生长
点曰学科交叉要发展成一门新学科袁还需要在长期的学
科交叉活动中袁 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立足于这一交叉地
带的概念尧关系尧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袁进而形成一个
新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袁 最后发展成新的交叉
学科[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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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情报学和计算机跨学科应用为例袁 从学科交叉领域基础以及学科交叉关联基础两个方
面袁对各自领域的主题热点以及存在知识交叉关联关系的学科进行对比分析袁并对二者的交叉主题进行识
别剖析袁明晰其学科交叉模式与机制遥最后袁基于实证分析内容袁对情报学未来的交叉发展提出建议袁以期为
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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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袁 横跨理学尧工

学尧农学尧医学尧管理学尧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袁基础
理论的夯实尧 技术方法的创新以及应用领域的拓展是
支撑学科进步的三大重要因素袁学科知识交叉关联尧复
用与创新在学科发展演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遥
探索学科交叉的态势尧主题尧模式和局限对学科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遥

根据汤森路透公司对 Web of Science 中 SCI 与
SSCI的学科分类袁 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渊Computer
Science &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袁简称 IA冤和情
报学渊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袁简称 LIS冤
是两个较为典型的新兴前沿交叉学科遥 IA将计算机技
术和方法应用到其他学科袁如信息管理科学尧工程学尧
生物学尧医学尧环境研究尧地球科学尧艺术与人文科学尧
农业尧化学和物理学等[2]遥 LIS包括了很多方面的研究袁
例如文献研究尧编目尧分类尧数据库建设和维护尧电子图
书馆尧信息道德尧信息处理和管理尧馆际互助尧存储尧科
学计量学尧期刊图书馆事业和特殊数据库等资源[2]遥 二
者都是应用型交叉学科袁 都将学科自身的知识服务于
其他领域袁 不同的是 LIS的服务主要偏向于对学科内
部及相关学科领域袁而 IA的应用领域更加广泛遥

许海云等将学科交叉的定量化研究分为计量指标

和可视化两种方式袁 通过研究发现情报学在十年间并
未与本学科跨度较大的学科形成较多交叉袁 而更多的
是在与自身较为相近的领域拓展了研究方法或应用领

域遥同时袁情报学在其研究领域范围内的核心地位有所
减弱袁 而这种逐渐弱化核心的网络演化趋势更有利于
情报学不断地与新的学科建立联系袁 但同时也存在冲
淡自身学科特征的威胁[3]遥郭婷等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可
视化技术袁形成一套探索学科交叉态势的可行性方法袁
并通过案例分析得到了当前情报学在学科交叉发展中

的动态变化特征及面临的问题遥 研究发现 LIS的知识
基础范围较为狭窄袁 学科发展的基础知识更多来自本
领域袁而 IA的发展得到更多数理领域和计算机领域的
支持遥 因此袁情报学受方法发展局限的制约袁其应用广
度也受到诸多限制袁 但分析仅限于期刊和学科的引用
网络的粗粒度层面[4]遥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袁 以 IA和 LIS两个学科为例袁
通过细化分析粒度的学科文献主题内容进行主题挖

掘袁分别分析两个学科的热点研究主题尧交叉学科以及
两个学科间交叉主题袁 由此对比两个学科在学科交叉
研究及应用方面内容和模式的差异袁 以期为交叉学科
尤其是情报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从学科交叉领域基础渊即 IA和 LIS两学科领域的
固有知识体系及学科交叉态势冤 以及学科交叉关联基
础 渊即 IA和 LIS两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关联主题态

势冤两个方面袁对各自领域的主题热点以及存在知识交
叉关联关系的学科进行对比分析袁并对二者的交叉主题
进行识别尧剖析袁图 1为本文的研究思路及主要步骤遥

图1 IA尧LIS学科交叉研究路线
首先袁通过构造检索式获取 IA和 LIS两个学科领

域的文献文本数据袁作为分析数据源遥利用工具对文献
进行主题词抽取尧清洗排序袁得到主题高频词袁在此基
础上从两个方面围绕研究目的开展研究工作遥 分别构
建 IA和 LIS的高频词共现及高频词-学科共现网络袁
对比分析两学科的研究主题及其学科交叉关系的异

同袁为进一步探索二者的相互交叉态势奠定基础遥
其次袁将 IA和 LIS的分析数据混合袁识别混合数

据的研究热点主题袁 并与原先两个学科的研究热点主
题作对比分析袁识别数据混合后新出现的主题袁可以认
为该新出现的主题是由两者交叉而来遥 其分析思想在
于院原先在每个学科中并没有出现的研究主题袁是因为
分析方法所采用的高频词方法袁IA和 LIS的交叉主题
在每个学科中未能显现 渊可能因为词频低或者共现频
次低袁没能形成明显聚类冤遥 而在两个学科混合数据中袁
随着数据量的增多袁 使得原先未能显示的主题显现出
来袁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类主题属于两者的学科交叉
主题遥

再次袁利用高频词-学科共现分析法袁分别将 IA和
LIS与其他所有学科交叉的热点主题用表格列出袁进行
比对分析袁 两学科中共有/重叠的学科交叉主题亦属于
二者的交叉主题遥

最后袁根据上述分析结果袁对 IA和 LIS主题交叉
模式进行探析袁 以期为情报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
借鉴和参考遥
3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3.1 学科交叉领域基础分析

3.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 IA和 LIS领域的科研论文作为计量数据
源袁选取Web of Science的 SCI-EXPANDED袁SSCI袁CP鄄
CI-S袁CCR-EXPANDED和 IC引文索引数据库袁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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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自带的学科分类袁 检索式分别为院WC=
Computer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袁WC =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袁 并选择 Article
文献类型袁检索日期为 2014年 7月 25日袁时间跨度为
2001耀2014年袁 得到 IA学科共 133 639条记录袁LIS学
科共 37 769条记录遥

利用 UCNIET软件获取高频词共现网络袁 因 LIS
学科文献数量少于 IA学科袁因此在进行共现网络分析
时袁所设置的具体网络参数并不相同遥 在 IA高频共现
网络分析中袁共现频次的阈值设为 15次及以上袁采用
GN算法划分高频词主题网络袁并结合各个节点的中介
中心度和结点间的共现关联强度来进一步划分子网

络袁从而得到每一年的 IA主题划分渊以 2007年为例袁
如图 2所示冤遥 在 LIS高频词共现网络分析中袁共现频
次的阈值设为 10次及以上袁采用 GN算法划分高频词
主题网络袁 并结合各个节点的中介中心度和结点间的
共现关联强度来进一步划分子网络袁 从而得到每一年
的 LIS主题划分渊以 2007年为例袁如图 3所示冤遥
3.1.2 结果分析

在前期研究成果 [5-7]的基础上袁本文从学科交叉领
域基础的角度袁分别利用高频词及高频词-学科共现分
析法袁对 IA和 LIS各自领域的主题热点以及存在知识
交叉关联关系的学科渊见表 1冤进行对比剖析袁以明确二
者的联系与差异遥 由于总体数据量较大袁 仅选择 2007

图 2 2007年 IA高频词共现网络图

图 3 2007年 LIS高频词共现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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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尧2009年尧2011年和 2013年这四年的数据进行学科
交叉主题方面的分析遥

渊1冤IA和 LIS主题热点及交叉学科时序分布差异
从主题分布情况来看袁IA与 LIS所关注的方向存

在一定的不同之处遥IA关注的是过程与算法渊如人工智
能尧数值模拟尧模拟实践尧量化模型尧优化等冤袁注重效
率曰LIS关注的是结果与实现渊如信息检索尧信息管理尧
文献计量尧用户研究尧开放获取尧信息技术尧技术实践尧
引文分析等冤袁注重效果遥IA关注新的技术袁先开发出新
技术袁 再看能解决什么问题袁 类似于信息获取中的
Push曰LIS关注新的应用袁从需求的角度来学习新技术袁
类似于信息获取中的 Pull[8]遥

从交叉学科分布情况来看袁与 IA存在知识交叉的
学科明显多于 LIS袁 说明 IA的跨学科性更强尧 范围更
广袁且 IA多与自然科学学科交叉曰LIS多与社会科学学
科产生知识的交叉尧渗透尧融合与创新遥 其中袁数学和工
程学一直是 IA的重点交叉学科袁 数学为 IA提供了问
题抽象描述与思考的有力工具袁工程学则为 IA奠定了
系统应用技术基础曰LIS 的主要交叉学科为社会科学
史尧计算机科学以及艺术与人文科学袁是自然科学尧技
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交叉的产物遥 计算机科学是通
过对信息处理过程的研究袁 进一步对软件尧 特殊应用

渊人工智能冤尧 计算机数学及计算机
体系结构等方面进行探索性和理论

性研究的一门科学遥它是一种工具袁
计算机科学与图书情报学有着密切

的交叉关系遥 电子计算机在图书情
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袁 使情报的搜
集尧加工整理尧存储尧检索尧传输尧开
发利用等工作及其手段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遥 它改变了图书馆和情报机
构的传统观念和服务方式[9]袁大大提
高了图书情报信息尧 知识服务的效
能遥另外袁IA还与物理学尧生物学尧化
学尧 药学等十几个学科存在较为稳
定尧广泛的合作关系曰而 LIS则与管
理学尧 商业管理与经济学等若干学
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合作关联遥

渊2冤IA和 LIS主题热点及交叉
学科时序分布关联

从主题分布情况来看袁IA 与
LIS的研究主题热点具有一定的潜
在关联性遥如 IA中的自动分类主题
是进行 LIS文本分类的重要支撑技
术之一曰 同时袁IA的医学情报学子
领域又是 LIS与医学科学相互交叉
结合的产物曰LIS 研究的最终目的
与 IA决策支持是一致的曰 近年来袁

LIS的经典主题要要要文献计量逐步渗透成为 IA的主要
研究热点之一遥

从交叉学科分布情况来看袁IA与 LIS一直存在学
科间知识的相互交叉渗透现象遥其中袁情报学每年都是
IA的重要交叉知识域之一曰2007年与 2009年袁IA作为
独立的学科与计算机科学渊信息系统冤一起袁为情报学
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参考尧技术支撑和应用平台曰2011年
与 2013年袁 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子领域分支学科与 IA
整合袁 以不同的交叉形式共同推动着情报学学科的创
新与发展遥

另外袁 近年来二者与医学领域学科 渊如医学信息
学尧放射核医学和医学成像等冤都呈现出日趋强烈的知
识流动与融合态势遥 其中袁医学信息学渊又称卫生信息
学或医学资讯学冤是医学尧计算机科学和情报学等相结
合而形成的新兴前沿交叉学科袁 是应用系统分析工具
这一新技术渊算法冤来研究医学的管理尧过程控制尧决策
和对医学知识科学分析的科学遥 它不仅包括医学文献
情报的收集尧整理尧加工尧存贮尧检索与分析的理论尧技
术和方法袁 而且还包括以医院的情报管理为主要目的
的医院情报系统和以医疗诊断为主要目的的医学情报

系统的研究[10]遥

表 1 IA尧LIS主题热点及交叉学科时序分布
IA LIS

2007
主题
热点

人工智能尧数值模拟研究尧模拟实践研究尧流
体力学研究尧量化模型研究尧生物基因研究尧
仿真研究尧生物信息学分析尧统计

分析尧决策支持信息检索尧信息管理尧文献计量学尧复杂
网络尧技术应用实践尧开放获取尧期刊评价尧数字图书
馆尧信息技术尧信息科学尧引文分析尧用户研究尧知识管
理尧文献服务

交叉
学科

数学尧工程学尧情报学尧化学尧药理学和药剂
学尧分子生物学尧数学与计算生物学尧应用微
生物学尧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尧力学尧物理学

社会科学史尧计算机科学渊跨学科应用冤尧计算机科学渊信息系统冤尧管理学

2009
主题
热点

人工智能尧数值模拟研究尧量化模型研究尧流
体力学研究尧模拟实践研究尧生物分子研究尧
生物基因研究尧3D模型尧多元分析尧操作系
统尧决策支持

用户研究尧开放获取尧信息管理尧复杂网络尧技术应用
实践尧数字图书馆尧文本分类尧文献计量学尧信息服务尧
信息技术尧信息检索尧信息系统尧学术图书馆尧引文分
析尧知识管理尧电子政务尧信息素质教育

交叉
学科

数学尧工程学尧情报学尧物理学尧分子生物学尧
力学尧应用微生物学尧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尧数
学与计算生物学尧生物物理学尧药理学与药
剂学尧化学尧地质学

计算机科学渊跨学科应用冤尧计算机科学渊信息系统冤尧
管理学

2011

主题
热点

人工智能尧模拟实践研究尧数值模拟研究尧生
物基因研究尧生物分子研究尧量化模型研究尧
优化研究尧流体力学研究尧医学情报学尧大涡
模拟尧操作系统尧形状优化尧定性分析尧决策
支持

信息技术尧技术实践研究尧引文分析尧竞争情报尧开放
获取尧科研合作尧期刊评价尧学术评价尧知识管理尧Web2.0技术尧信息服务尧信息行为研究尧信息检索尧学术图
书馆

交叉
学科

数学尧工程学尧物理尧仪器及仪表学尧自动化
与控制系统尧药物学与药剂学尧化学尧分子生
物学尧生物物理学尧数学与计算生物学尧应用
微生物学尧力学尧情报学尧教育与教育研究尧
放射核医学和医学成像

艺术与人文科学尧计算机科学尧商业管理与经济学

2013

主题
热点

人工智能尧优化研究尧数值模拟研究尧生物分
子研究尧自动分类尧流体力学研究尧模拟实践
研究尧医学情报学尧决策支持尧文献计量尧图
像分析尧生物基因研究尧操作系统尧仿真研究

用户研究尧竞争情报尧开放获取尧科研合作尧期刊评价尧
社会网络研究尧文献计量学尧信息行为研究尧学术评价尧
学术图书馆尧知识管理尧网络应用尧语义分析尧公共图书
馆尧信息资源尧信息技术尧信息系统尧数字图书馆尧信息
检索尧信息科学尧社会网络

交叉
学科

数学尧工程学尧应用微生物学尧数学与计算生
物学尧药物学与药剂学尧生物物理学尧分子生
物学尧化学尧物理学尧力学尧地质学尧情报学尧
卫生保健科学与服务尧环境科学尧运筹学与
管理科学尧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尧仪器及仪
表学尧自动化与控制系统

计算机科学尧商业管理与经济学尧医学信息学尧卫生保
健科学与服务

主题
年份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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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IA-LIS混合
主题类别 IA-LIS混合主题 IA-LIS混合交叉主题

2007

图书情报学
研究渊43.68%冤

Web搜索引擎尧信息技术尧信息系统尧
信息检索尧大学图书馆尧定性分析尧信
息管理尧学术研究尧信息共享尧项目管
理尧社会网络分析尧通信技术尧电子商
务尧复杂网络等

Web搜索引擎尧信息系统尧大学图
书馆尧定性分析尧学术研究尧信息共
享尧项目管理尧社会网络分析尧通信
技术尧电子商务尧复杂网络尧数据挖
掘尧分类技术尧数值方法尧有限元分
析方法等

人工智能渊35.96%冤 人工智能尧统计分析尧数据挖掘尧分类
技术尧决策支持等

数值模拟渊20.36%冤 数值模拟尧数值方法尧有限元分析方法
等

2009

图书情报学
研究渊40.37%冤

复杂网络尧信息系统尧信息技术尧信息
管理尧用户满意度尧开放获取尧数字图
书馆尧学术图书馆尧文献计量分析尧引
文分析等

用户满意度尧分类技术尧定量分析尧
统计分析尧文本分析尧数据挖掘尧语
义网尧线性模型尧蒙特卡洛模拟尧数
值方法尧有限元方法尧N-S方程尧有
限体积法尧网格计算尧软件系统尧优
化模型尧目标函数尧模糊算法尧知识
经济尧商业智能尧资源发现尧数字社
会尧遗传算法等

计算机系统与
技术渊23.70%冤

分类技术尧定量分析尧统计分析尧文本
分析尧数据挖掘尧语义网尧线性模型尧蒙
特卡洛模拟等

数值模拟渊16.18%冤
数值模拟尧数值方法尧有限元方法尧N-S方程尧有限体积法尧网格计算尧操作
系统等

人工智能渊14.74%冤 人工智能尧决策支持尧软件系统尧优化
模型尧目标函数尧模糊算法等

其他渊5.01%冤 知识经济尧商业智能尧资源发现尧数字
社会尧遗传算法等

2011

图书情报学研
究渊35.03%冤

信息技术尧信息系统尧通信技术尧信息
检索尧社会科学尧大学图书馆尧数据搜
集尧信息管理尧信息共享尧社会网络分
析尧学术研究尧语义分析尧用户满意度尧
技术可接受模型尧计算机科学尧科技期
刊尧科学研究尧科学合作尧引文分析等

信息系统尧通信技术尧社会科学尧大
学图书馆尧数据搜集尧信息管理尧信
息共享尧社会网络分析尧语义分析尧
用户满意度尧 技术可接受模型尧计
算机科学尧科技期刊尧科学研究尧定
量分析尧贝叶斯分析尧供应链尧电子
病历尧支持向量机尧文本分析尧数值
方法尧有限元方法尧数学模型尧迭代
方法尧线性方法尧电磁场尧生物基因
研究等

人工智能渊33.13%冤
人工智能尧定量分析尧定性分析尧贝叶
斯分析尧供应链尧电子病历尧决策支持尧
支持向量机尧文本分析尧医学信息学等

数值模拟渊19.41%冤 数值模拟尧数值方法尧有限元方法尧数学
模型尧迭代方法尧线性方法尧电磁场等

生物基因研究渊12.42%冤
分子动力学尧基因表达尧药物设计尧药
物研究尧信息应用尧目标蛋白尧基因相
互作用尧基因序列等

2013

图书情报学研
究渊43.87%冤

信息技术尧信息系统尧社会网络分析尧
大学图书馆尧信息检索尧信息管理尧用
户满意度尧社会化媒体尧知识管理尧引
文分析尧文献计量分析尧复杂网络尧知
识组织尧数字图书馆等

大学图书馆尧信息管理尧用户满意
度尧社会化媒体尧引文分析尧复杂网
络尧知识组织尧数据挖掘尧定性分
析尧定量分析尧供应链尧模型系统尧
数学模型尧支持向量机尧数值方法尧
有限元方法尧线性模型尧优化方法尧
迭代法尧并行过程尧数据集尧药物设
计尧测试集尧计算方法尧分子动力
学尧3D模型尧基因表达等

人工智能渊29.71%冤
人工智能尧数据挖掘尧定性分析尧定量
分析尧供应链尧模型系统尧数学模型尧支
持向量机等

数值模拟渊15.65%冤 数值模拟尧数值方法尧有限元方法尧线性
模型尧优化方法尧迭代法尧并行过程等

生物基因研究渊10.41%冤
数据集尧药物设计尧测试集尧计算方法尧
分子动力学尧3D模型尧基因表达尧医学
信息学等

3.2 学科交叉关联基础分析

为进一步全面深入探索二者的主题分布交

叉关联关系袁 本文对 IA和 LIS两个学科的交叉
主题进行识别分析袁并对二者的学科交叉方式进
行了分类讨论遥

利用 TDA将 IA和 LIS数据进行合并袁并采
用高频词共现分析法识别混合数据的研究热点

主题袁 利用Gephi 的内置社团快速发现算法
渊blond Q算法冤[11]划分主题社区袁并与表 1中两个
学科各自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作对比分析袁识别
数据混合后新出现的主题袁可以认为该新出现的
主题属于两者的学科交叉主题袁即混合交叉主题
渊见表 2冤遥

然后袁利用高频词-学科共现分析法袁分别将
IA和 LIS与其他所有学科交叉的热点主题用表
格列出袁进行比对分析袁两学科中共有的学科交
叉主题亦属于两个学科的交叉主题袁即重叠交叉
主题 渊见表 3冤遥 由于数据量较大袁 本文仅选择
2007年尧2009年尧2011年和 2013年这四年的数
据进行学科交叉主题分析遥

混合交叉主题是 IA和 LIS两个学科之间的
交叉袁而重叠交叉主题也包括与其他外部学科的
交叉渊IA和 LIS与其他学科所产生主题交叉的共
有部分冤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袁混合交叉仅是可能
的交叉主题袁这是因为表 1中识别主题热点的高
频词共现阈值设置过高袁导致有些主题没有被划
分到热点范围之中袁 而部分非 IA和 LIS的交叉
主题在对混合数据提取新的主题热点时又出现

在可视化的视图中遥
根据表 2和表 3可以看出院
渊1冤IA和 LIS的重要学科交叉主题词每年都

在发生着变化袁 表明 IA和 LIS与外部学科的交
叉合作呈动态的发展遥

渊2冤IA的重要学科交叉主题词有人工智能尧
数值方法尧训练集尧数值模拟尧数值模型尧数学模
型尧优化方法尧分析动力学尧有限元法尧支持向量
机尧有限体积法尧文本分析尧分类技术等袁偏向于
用其他学科的技术和方法来发展自身学科遥

渊3冤LIS的重要学科交叉主题词有信息检索尧信息管
理尧文献计量分析尧信息技术尧信息系统尧用户满意度尧开
放获取尧引文数据尧复杂网络尧通信技术尧分类技术尧语义
关系分析尧用户认可度尧社会网络尧知识共享和社会化媒
体等袁侧重于将自身的服务和方法用于其他学科遥

渊4冤随着时间的推移袁IA和 LIS两个学科间的交叉主
题词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袁新的交叉主题不断涌现遥 这些
新出现的学科交叉主题词主要偏向于医学信息学渊基因
表达尧药物研究尧目标蛋白尧基因相互作用尧基因序列
等冤尧经济管理学渊电子商务尧项目管理尧统计分析尧知识

组织等冤尧计算机科学渊模糊算法尧有限体积法尧网格计
算冤尧科学合作渊信息共享尧科学研究尧科学合作冤等学科遥
3.3 IA和 LIS主题交叉模式探析

周文娟[12]根据学科交叉的具体方式将学科交叉凝
练为移植嫁接尧互补共融尧连锁辐射和辐集聚焦四种类
型遥 本文对 IA与 LIS主题的学科知识交叉方式进行分
类辨析袁揭示二者学科交叉模式与机制的异同袁进而为
LIS的学科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持遥 IA
和 LIS都属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袁其作为研究工具尧方
法和系统往往多以移植嫁接和互补共融的方法与其他

学科共同形成新的交叉主题遥 学科交叉的移植嫁接是
指袁将一门或多门成熟学科的基本话语或话语系统渊包

理
论
探
索

表 2 基于混合数据的 IA-LIS学科交叉主题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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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概念尧范畴尧原理尧定律尧模式尧方法等冤转移向另一门
学科[12]遥 IA和 LIS既是学科交叉移植供体袁同时也是嫁
接受体袁按照二者的知识交叉流动关系袁可分为相互交
叉尧内部交叉和外部交叉三种模式袁如图 4所示遥

渊1冤相互交叉模式袁即两学科间互有知识的渗透与
转移遥 如 IA中的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
支袁自诞生以来袁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袁应用领域也不
断扩大袁其与语言学尧数学等学科相互融会贯通而形成
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袁 为 LIS中信息检索问题的优化
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遥 LIS中的知识组织尧情报
检索等内容丰富和深化了 IA数据挖掘的方法知识体
系遥 二者互相转移尧综合交融袁呈现出互补共融的发展
态势遥

渊2冤内部交叉袁即学科领域内部知识间的融合共生尧
自我完善遥IA依靠电子计算机袁结合有限元或有限容积
的概念袁通过数值计算和图像显示的方法袁达到对工程
问题和物理问题乃至自然界各类问题研究的目的 [13]遥
LIS中网络信息计量学的诞生袁本质上说袁就是科学计
量学尧文献计量学尧情报计量学和技术计量学在新的信

息网络环境中交叉演变的结果遥
渊3冤外部交叉袁即学科与其他外部各学科

之间的知识吸收与传播扩散遥 IA依托扎实的
计算机科学基础袁与数学尧工程学尧物理学尧生
物医学等学科知识有机结合尧共同协作袁既有
力带动了自身学科的发展袁又不断促进新的科
学发现的诞生袁属于活跃型交叉学科遥 情报学
特有的文献计量方法袁是在借用尧移植数学和
统计学方法的基础上袁加以创新尧完善而形成
的一种新型研究方法[14]遥学者们将复杂科学渊复
杂网络冤尧 社会科学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引入到情报学研究领域袁提
供了一种研究问题渊科研合作尧信息传播尧信息
检索尧知识管理等冤的新视角尧新方法和新工具遥
同时袁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尧基础理论尧方法
技术等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日益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遥 但是袁LIS相对于IA来说袁其知识输出能力
较知识吸收能力来说相对较弱袁 学科辐射能力
有限遥 LIS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建

设袁丰富科学研究方法手段袁积极探索并加强与其他学科
的知识关联袁拓展应用领域袁增强学科生命力遥
4 结语

本文以野情报学冶和野计算机跨学科应用冶两个学科
为例袁 从学科交叉领域基础和学科交叉关联基础两个
方面袁分别分析二者的热点研究主题尧交叉学科以及两
个学科间交叉主题袁 对比两个学科在学科交叉研究及
应用方面内容和模式的差异袁 以期为交叉学科尤其是
情报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袁 并得到以
下主要结论院

渊1冤情报学与计算机跨学科应用的研究主题热点具
有一定的潜在关联性袁 且二者存在学科间知识的相互
交叉渗透现象遥 情报学与计算机跨学科应用所关注的
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院 计算机跨学科应用的跨学科
性更强尧范围更广袁而且计算机跨学科应用多是与自然
科学袁 而情报学当前更多局限于与本领域及关系密切
的经济管理领域尧 社会科学学科产生知识的交叉尧渗
透尧融合与创新遥计算机跨学科应用偏向于用其他学科
的技术和方法来发展自身学科曰 情报学侧重于将自身
的服务和方法用于其他学科遥

渊2冤情报学和计算机跨学科应用都属于应用性较强的
学科袁其作为研究工具尧方法和系统往往多以移植嫁接
和互补共融的方法与其他学科共同形成新的交叉主题遥
二者既是学科交叉移植供体袁同时也是嫁接受体袁存在
相互交叉尧内部交叉和外部交叉三种知识交叉模式遥

渊3冤情报学相对于计算机跨学科应用来说袁其知识
输出能力较知识吸收能力来说较弱袁 学科辐射能力有
限遥未来情报学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建设袁

图 4 IA-LIS学科知识交叉模式

表 3 基于数据重叠的 IA-LIS学科交叉主题分布表
年份 IA LIS IA-LIS重叠交叉主题

2007
数据挖掘尧人工智能尧网络搜索
引擎尧支持向量机尧统计分析尧
仿真模型尧分类技术尧数据集尧
三维模型尧 线性模型尧 数学模
型尧优化方法尧训练集尧混合模
型等

信息检索尧 信息管理尧 通信技
术尧信息技术尧数字鸿沟尧用户
信息需求尧 决策支持尧 数据共
享尧网络搜索引擎尧信息系统尧
语义关系尧信息需求尧社会网络
分析尧文献计量学分析尧开放存
取等

网络搜索引擎尧 电子商
务尧复杂网络尧项目管理
等

2009
人工智能尧数据挖掘尧网络搜索
引擎尧支持向量机尧统计分析尧
分类技术尧 数学模型尧 绩效评
价尧线性模型尧多变量分析尧贝
叶斯分析尧三维模型尧蒙特卡洛
模拟尧数值模拟尧动态规划等

用户满意度尧开放获取尧信息管
理尧引文数据尧信息技术尧信息
系统尧复杂网络尧通信技术尧分
类技术尧文献计量分析尧语义关
系分析尧Web 2.0尧引文数据尧文
本分析尧信息共享等

分类技术尧语义网尧优化
模型尧目标函数尧模糊算
法尧有限体积法尧网格计
算等

2011
人工智能尧数据挖掘尧支持向量
机尧数学模型尧主成分分析尧仿
真模型尧数值模拟尧线性模型尧
网络搜索引擎尧绩效评价尧预测
能力尧优化方法尧统计分析尧分
类技术尧多变量分析等

信息技术尧用户认可度尧信息系
统尧社交网络尧信息技术尧通信
技术尧传播科技尧Web2.0尧感知
有用性尧数据采集等

信息共享尧 语义分析尧科
学研究尧科学合作尧电子
病历尧医学信息学尧基因
表达尧药物研究尧目标蛋
白尧基因相互作用尧基因
序列等

2013

人工智能尧数值模拟尧分析动力
学尧有限元法尧支持向量机尧有
限体积法尧 文本分析尧 分类技
术尧优化方法尧数据挖掘尧三维
模型尧文本分析尧动态规划尧主
成分分析尧网络搜索引擎尧贝叶
斯分析尧统计分析尧蒙特卡洛模
拟等

用户认可度尧信息技术尧信息检
索尧信息系统尧社会网络尧知识
共享尧社会化媒体尧信息需求尧
统计分析尧内容分析尧电子健康
档案尧信息检索尧机器学习尧科
学共同体尧网络搜索引擎尧在线
社区尧语义网尧知识共享等

统计分析尧 网络搜索引
擎尧知识组织尧基因表达尧
医学信息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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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科学研究方法手段袁 积极探索并加强与其他学科
的知识关联袁拓展应用领域袁增强学科自身的生命力遥

渊4冤情报学未来的发展将与数学尧计算机科学尧生
物医学等学科的交叉关联更加紧密遥 数学和计算机科
学为情报学提供了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
径袁以定义尧定理尧推论等的形式进行定性研究袁以数学
模型进行定量研究袁因此袁情报学学科的发展除了不断
引入先进的数理理论与模型袁 也需要与更多学科领域
结合袁双管齐下袁不断牢固学科根基并扩大应用范围[4]遥
综合使用定性与定量方法袁 增强情报学研究内容和研
究方法的创新性遥 生物医学则为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
应用拓宽了广阔的空间袁 共同促进情报学学科的纵向
加深和横向拓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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