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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近十年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为调查对象，对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案例研究现状与问题
进行分析，旨在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呈增长的发
展趋势，相关主题主要分布在3个方面：图书馆服务与创新、阅读推广、资源建设研究；新时代背景下图书馆信息业
务扩展、社会信息交流与共享、信息公平与权力研究；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发展动态分析、数据
驱动的学科发展方向研究。分析还发现，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例研究近十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与进步，但仍存在案
例选择依据阐述不严谨、二手资料偏多、数据分析与呈现不规范、理论贡献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提醒研究者们
在今后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时需更加注意其规范性、严谨性，从而产出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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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普洛夫[1]曾说，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取得的

方法解决本领域研究问题的典型。

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要提高

2010年曾有学者[3-4]针对案例研究在图书情报学领

一步，接着，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

域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梳理和述评，他们在文献调研

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

的基础上指出当时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例研究主要存

定研究方法”。这说明研究方法对促进一个学科或研

在7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当时相关研究还没

究领域深化发展的重要性。图书情报学是一个实践应

有充分发挥案例研究方法理论建构、理论检验和理论

用性较强的学科，其研究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

发展的优势[5]。随着案例研究逐渐在管理学研究中发展

演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图书情报学领域应对

成熟，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研究方式，其研究价值越来

不断发展的新时代、新课题提出挑战的重要保障。实

越得到业界和学界的认可和肯定[6]。而在这过去的近十

践证明，通过认真学习和熟练地运用各种社会科学一

年（2008—2017年）里，，案例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

般方法，能够帮助解决图书情报学领域的诸多研究问

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状况如何、是否更加成熟了、还存在

[2]

题，更好地助力该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随着学科的不

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图书情报学领域发展需要关注的

断进步和演化，图书情报学已成长为社会科学领域的

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希望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生来”就具有横断学科和交叉学科

核心期刊文献为调查对象，回顾和梳理十年来图书情

的综合性和包容性，也正因如此，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其

报学领域使用案例研究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考察案

他学科交流密切，并吸取了很多其他学科优秀的研究

例研究方法在领域内的发展与应用情况，总结新的经

[3]

思路、方法和工具 。其中，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验，发现新的问题，以期为未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例

method）就是图书情报学领域借鉴社会科学一般研究

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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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案例研究的现状分析

可以客观具体地描述现时现象是什么，并分析其为什么
会发生，从而发现或探索现时现象中的一般性规律和

本小节旨在归纳与总结案例研究方法的起源、内

特殊性质，以建构新的理论或检验已有的理论或得出

涵、类型、一般操作步骤，以及案例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新的研究命题[9]。罗伯特·Ｋ.殷[10]曾指出案例研究是关

几点问题，以明晰案例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为后文考

注现时情境中正在发生现象的一种研究策略，研究者[11]

察与分析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近十年案例研究发展状

主要通过运用大量事例证据来展开研究。案例研究被

态及存在问题提供基础理论支持与对照参考。

认为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必要环节，是解释和解
决复杂问题的有力工具[12]。总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可

1.1 案例研究方法的起源与内涵

以对各种现时现象或问题进行描述、解释及探索性的
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建构新的理论，还有助于深入地认

案例研究方法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界

识与求证一般性理论在特定情境下的适用性[13]。

和法学界，随后日益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
[7]

1.2 案例研究方法的类型

人类学、法学等领域 。随着案例研究方法的不断演化
和进步，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方法体系的重要组
[8]

随着案例研究方法的日臻完善，案例研究的成果也

成部分，甚至与调查法、实验法并称为三大核心方法 。

越来越受到认可[14]，相关研究涉及的领域广泛、话题多样、

案例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回答关于现时现象的“为

成果丰富。总而观之，案例研究主要可以从研究目的、案

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即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

例数量、案例层次三个维度进行交互分类（见表1）[10,15]。

表1 案例研究方法分类
维 度

类 型

说 明

探索性案例研究

界定将要研究的问题或假设，判断预定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研究目的

描述性案例研究

提供对现象及其情景的完整描述

解释性案例研究

提供因果关系的信息，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单案例的5种适用情形：对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进行批驳或检验；对某一极端案例或独一无二的案例

案例数量

单案例研究

同一个案例进行研究
多案例研究
单层次案例分析

案例层次

进行分析；用于研究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案例；用于研究启示性案例；纵向案例研究，即对不同时点的

多层次案例分析

跨案例分析是汇总来自各个案例研究的发现，是多案例研究的主要形式
以揭示案例的整体属性为目的，不进行次级单位分析的案例为单层次案例研究
当一个案例研究需要对一个或多个层级的分析单位进行研究时，就会出现一个研究中同时并存多个分
析单位的现象，嵌入对亚单位（次级分析单位）的案例研究称为多层次案例研究

注：根据文献[15]，总结得此表。

另外，卢晖临等[16]认为案例研究依据研究者具体研

例研究的重要阐释。

究的动机和目的还可分为3类，即内在案例研究、工具
性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内在案例研究强调研究者对

1.3 案例研究的一般步骤

案例本身的兴趣驱动；而在工具性案例研究中，研究者
将案例作为探究某一特定议题、获得理论层次研究结

为保证案例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研究者 [10] 基

果的工具；多案例研究比工具性案例研究更为直接，以

于案例研究的科学实践总结出了案例研究的一般步骤。

个体窥见一般，把案例作为对整体的反映，进而利用整

如Eisenhardt [17]将案例研究归纳总结为8个基本步骤；

体与个体的关系来研究某一类现象或问题。这些分类

其后国内学者郑伯埙等[18]在Eisenhardt的研究基础上，

均从不同方面描述了案例研究的特征与属性，都是对案

将8个步骤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执行
2019年第1期（总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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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对话阶段，所有阶段按先后顺序共分为17项不同
的研究操作，每一项操作对应案例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小

2 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案例研究现
状分析

目的，这些阶段、步骤、操作及对应的目的共同构成案
例研究规范性操作程序。正是这些规范化的操作程序

2.1 文献信息获取与研究方法

才使得案例研究过程减少了主观性或随意性，进而从构
念效度、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等方面提升案例研

2.1.1 文献信息获取

[19]

究的品质 。
本研究以图书情报学领域近十年来发表的核心期刊

1.4 案例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七版）》与《南京
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2017—2018）》）

（1）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工

为调查对象。文献信息获取以中国知网（CNKI）为主要

具。案例研究常因其主观性较强深受诟病，也因此被

来源，以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作为数据补充来源，

[14]

。实际上，随

使用主题检索策略“SU（主题）=‘多案例分析’+‘案

着多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不断成熟与完

例分析’+‘个案分析’+‘多案例研究’+‘案例研究’+

善，案例研究方法也在“指责声”中不断演化和进步，

‘个案研究’”。文献时间跨度为2008年1月1日—2017

案例研究已成为公认的、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只要操

年12月31日，检索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初步获得检

作过程科学规范，每一项工作做得扎实，案例研究取得

索结果721条。然后，通过检索策略“TI（题名）=‘多

的结果与结论也是严谨的、科学的，且具有较高的实践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个案分析’+‘多案例研究’+

和理论价值。

‘案例研究’+‘个案研究’”，再次检索，获得检索结果

“否定者”认为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

（2）案例研究中的案例不是越多越好。知名学者

204条。通过相关性判断，剔除“征稿启事”、
“信息资

Miles曾经说过，案例研究的科学性欠充分，可以通过

讯”、综述类非实证研究文献及与案例研究方法应用无

增加案例的数量来消除

[19]

，其实，这容易让人陷入用

统计性归纳替代分析性归纳的误区。案例研究中被选

关的文献，并结合参考文献数据的回溯搜集，最后得
有效文献493篇。

择的案例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样本”，不可作为统
计性归纳的数据源，只可采用分析性归纳，前者更强

2.1.2 研究方法

调“量”上的推广，后者则强调“质”上的深刻反映。因
此，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均可以生产高品质的科

研究中主要使用了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关键词聚

研成果，何时选用单案例或多案例取决于研究目的。单

类分析及内容归纳分析。首先，使用数理统计分析对核

案例可以更集中精力“讲好故事”，多案例则可以提高

心期刊的时间结构分布进行分析；然后，使用关键词聚

[20]

研究结果和结论的外部效度，两者各有其优势 。

类与内容归纳，分别对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的

（3）案例研究并不是一种容易实施的方法。案例

主题分布进行分析，并整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果，

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易行，老少皆宜”的方法，部分学

得到最终的主题分布结果；最后，在文献内容分析的基

者选用案例研究，则是认为案例研究是一种较容易实施

础上，对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的类型分布、规

的方法

[14]

。案例研究方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是很多

范性程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

人误以为的那样，因为收集资料环节可能会困难百出，
一般人无法胜任[19]。案例研究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知

2.2 核心期刊文献结构分布情况

识面、情绪、智慧等方面的要求近乎苛刻，研究者必须
能够提出好问题、能做一个好的聆听者、能从烦杂的信

2.2.1 时间分布

息中把握问题的本质、能通过各种方法排除个人预设或
既定看法等。严格的研究设计、严谨的操作步骤、严肃
[14]

的数据分析是一项合格的案例研究的必要条件 。

如图1所示，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案例研究核心
期刊文献在2008—2017年数量上呈增长趋势，由于网
络数据库滞后于各期刊文献的正式发表时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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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统计仅做参考，但总数量仍大于或等于73篇。可

推广、读者服务、图书采购、资源建设、电子书等关键

以初步发现，案例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图书情报

词为表征的图书馆服务与创新、阅读推广、资源建设等

学领域，成为图书情报学领域研究方法体系中重要方

问题的案例研究；以平等权利、弱势群体、开放获取、

法之一。

移动创客空间、智慧城市、信息共享、智慧图书馆、服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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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新时代背景下图书馆信息业务扩展、社会信息交流
73

70

服务、情报学、关联数据、引文分析、社会网络、社群信

60
50
40
30
20

32

34

33

41

45

43

息学、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数字图书馆、科学数据、
大数据、竞争情报、微信、信息素养教育、数据管理、知
识服务等关键词为表征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图书情报

19

学研究领域发展动态分析、数据驱动的学科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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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与共享、信息公平与权力等问题的案例研究；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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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案例研究核心期刊
文献分布（2008—2017年）

相关探究等问题的案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案例研究
所针对的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特征，即适合于解决“怎么
样”或“如何”（即“how”）和“为什么”（即“why”）
的问题[10]，说明针对上述3个方面的相关问题已有研究
对其进行了深入探析。

2.2.2 研究问题主题分布
[21]

借助SATI题录分析工具 和SPSS统计分析软件的

2.3 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案例研究内容
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对图书情报领域的案例研究所关注的研
究主题进行分析。我国图书情报领域中案例研究核心期

2.3.1 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的主题分布

刊主题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见图2。
通过对核心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与归纳，结合图
2的分析结果，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例研究主题有
7类型，即阅读推广（主题内容包括阅读推广与网络社
区、阅读推广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儿童阅读）、图
书馆服务（主题内容包括图书馆服务内容创新、图书馆
服务模式创新、图书馆服务与智慧图书馆、图书馆服务
与儿童阅读、农村书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
书馆资源建设（主题内容包括资源建设创新、人力资源
建设）、信息行为（主题内容包括特殊情境下的信息行
为、团队信息行为）、信息素养（主题内容包括大学生信
息素养、信息素养教育教学）、竞争情报（主题内容包
括竞争情报咨询分析、竞争情报人才培养、竞争情报机
图2 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案例研究核心期刊主题

制分析）、知识管理（主题内容包括知识库建设、知识

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组织与管理、数字化资源整合）。总体来看，内容主题分
布较为广泛，且研究问题均较有代表性。

研究主要使用二维空间来展示我国图书情报学领
域中案例研究核心期刊主题关键词间的距离关系。由

2.3.2 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类型分布

分析可知，主题分布在3个方面：以高校图书馆、社区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农村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阅读

对搜集的493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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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所有研究中，单案例研究有231篇，占比46.86%；多

纳分析发现，单案例研究中主要有4种行文结构，多案

案例研究216篇，占比43.81%；另有46篇文章，虽涉及案

例研究中有12种行文结构（见表2）。参考《管理世界》

例分析或案例研究，其实质仅仅是举例论证或者是教

《南开管理评论》等管理类期刊文献的案例研究[22-24]，

学案例研究，无法识别是多案例还是单案例，分析过程

可以发现较为规范的案例研究行文结构大概可以归纳

中将此类研究归为“其他”。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

为：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案例选择缘由、案例数据收

的分布较为均衡，
“其他”占比较小，有好的发展状态

集和分析方法）+案例描述（“讲故事”）+案例分析+案

和趋势。

例升华（研究结论、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如若与这一
结构参照比较，单案例研究中的编号4行文结构与多案

2.3.3 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方法的规范性
分析

例研究中的编号12行文结构最为接近规范。其他行文
结构大多将案例分析、经验总结、对策建议不同程度地
糅合在一起，甚至在多案例研究编号1行文结构中直接

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发现，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

将“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放在一起，描述中

例研究文献有明显的结构特征和行文模式，大多研究

有分析，分析中有总结，总结中又举例说明，显示出较差

均以经验介绍和对策建议为研究目标。经文献内容归

的研究规范性。

表2 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中案例研究结构
案例类型

案例分析行文结构类型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1.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对策建议）
单案例研究

2.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对策建议）

1.网络调查居多，实地考察较少；二手资料居多，一手资料较少；

3.理论框架+案例描述+（经验总结、理论论证）

2.主观总结归纳分析较多，规范性方法（如编码）使用较少

4.理论框架+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理论验证说明
1.（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
2.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
3.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对策建议
4.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对策建议）
5.理论框架+（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理论论证、建议对策）
多案例研究

6.理论框架+（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

1. 网络调查居多，实地考察较少；二手资料居多，一手资料较少；
2. 主观总结归纳分析较多，规范性方法（如编码）使用较少；

7.理论框架+（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理论论证

逐项复制较多，差异复制较少

8.理论框架+（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建议对策
9.理论框架+（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
10.理论框架+（案例分析、经验总结）+建议对策
11.案例选取缘由+案例描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
12.理论框架+案例选取缘由+案例分析+理论贡献+建议对策

注：“+”表示前后两部分在文章中可明确分辨出，“（）”内的内容指在文章中被糅合在一起无法明确辨别。

2.4 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分析

分析。
（1）研究方法的阐述不够严谨。规范性的案例研
究须对研究方法进行详细阐述，不仅要论证使用案例

[6]

2014年，毛基业等 曾就国内管理案例进行过“术”

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还需解释特定案例选择的依据。案

和“道”的讨论，主要从论文的规范性、写作技巧、理

例研究中的案例不是大样本的随机抽样或方便抽样，

论贡献，以及已有理论的指导作用等方面评价了当时国

而是理论抽样或目的抽样 [25]，此类抽样要求所选案例

内管理案例研究状态。本研究在借鉴其思考路径的基

具有独特性或典型性。在多案例研究中，案例的选择有

础上，对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逐个复制或差别复制的要求，即复制法则[10]。已有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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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情报领域案例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阐释与案例的选择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案例研究的现状分析

3 讨论与结论

依据说明方面还有待进步和发展。部分研究的案例说
明没有将案例的选择依据或合理性表达出来；而且，较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近十年来，从核心期刊文献

多案例的选择过于强调总结归纳已发生的现象，不符

数量来看，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例研究呈现出增长的

合案例研究的规范，也没有发挥出案例研究的效能。其

趋势，研究质量和规范性也在逐步提高，但还是存在许

经验总结的意义也多依赖于读者的“领悟”，这些问题

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从研究主题上看，图书情报学领域

说明在整个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例研究中，研究方法

的案例研究关注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新时代产生的新事

的解释与说明确实有失严谨。

物、新现象（如阅读推广与网络社区、图书馆服务与智

（2）二手资料偏多，一手资料较少，资料来源重要

慧图书馆、数字化资源整合等）或受到新技术新时代

性意识不足。数据质量不高是文献中反映出的另一个较

冲击的传统事物或现象上（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为突出的问题，如表2所述，资料收集的多元化是保证

大学生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教育教学、竞争情报人才培

案例研究品质的重要基础，而且数据多元化还能相互印

养、竞争情报机制分析等）。之所以聚焦于此类问题，

证，以构建三角证据链

[26]

。一般数据来源有文件、档案
[3]

与案例研究方法的内在特性有关，即案例研究可以通

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 。而已

过对少数个案的深入挖掘，分析这些新现象、新事物背

有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案例研究数据很大一部分来

后的本质，与调查统计研究相比，其研究的深度和内在

自网络调查的二手文件资料，对于访谈、观察证据的收

机理的解释程度会更细致、更清晰。这也说明图书情报

集偏少。部分文章甚至没有说明数据来源，直接进行案

学领域在面对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提出的挑战时需

例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资料收集对案例研究的重要性

要借助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有力工具，以揭示新事物、新

还没有被意识到或被贯彻到研究实践中。

现象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回答新问题。相较于十年前

（3）缺少数据分析过程，数据呈现不规范。案例

的研究，案例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应用有了

研究中，严谨的数据分析和充分的原始数据再现是得

较大的发展和进步（见表3），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

出让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及结论的重要保障。案例研究

可体现出这一发展的客观现实。

与一般定量研究不同，没有统计分析方法那样标准且

在“①例证分析较多，合乎规范的案例研究较少”

固定的研究程式，因此案例研究的数据分析和数据呈

问题上，例证分析数量减少，合乎规范的案例研究增

现的方法存在多样性。但也需严谨，所使用的数据分析

加，但规范性仍需进一步提高；案例样本调查研究数

方法和步骤需交代清楚，这有利于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量减少，但仍有一定比例，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

[6]

和可复制性 。而在所调查的图书情报领域案例研究文

题；研究对象上，更加科学化，更多地关注正在发生

献中，数据分析过程与数据再呈现方面存在较大问题，

的事件、现象；数据收集方面，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二

大部分文献没有呈现结论所需要的数据支持，主观性和

手资料偏多，一手资料的收集偏少。就目前研究来看，

随意性较大，从而降低了整个案例研究的品质。

改善最大的是教学案例“学术”论文的出现频率（≤

（4）缺少理论指导，理论贡献较少。相关文献中，

9.4%），这可能与案例研究方法日臻成熟，其内涵也逐

部分研究没有明晰地说明理论基础，也没有理论框架

渐被深入理解有关。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⑦案例研

构建或理论验证。且较多研究从文献综述、提出问题开

究的规范上，大多论文没有严格执行规范案例研究的

始，然后直接引出将研究的案例，继而对案例进行描述

方法和步骤，且论文撰写格式较为随意”问题上，分析

（描述中“掺杂”着分析），最后总结经验、提出建议或

结果显示出较大的改善和进步，但若与经典案例研究相

讲述案例启示。此类研究具有较高的实践指导意义，但

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值得反思和继续深入探讨。

其理论意义较为薄弱。如若与规范性案例研究相比，图

基于十年来的图书情报领域的案例研究的文献内

书情报领域的案例研究在理论基础和理论贡献上均表

容考察及与十年前存在问题的比较分析，本研究总结归

现出较大的不足，这也是未来该领域相关研究需要进

纳了近十年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步发展优化的地方。

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这些问题是案例研究在图书情报
学领域发展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对未来相
关研究提出了更严格的、更高标准的要求，是图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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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近十年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案例研究存在问题变化状况
2010年及以前存在的问题[3-4]
①例证分析较多，合乎规范的案例研究较少

近十年问题变化
例证分析减少，合乎规范的案例研究增加，
但规范性还需提高

②案例样本调查研究较多
③研究对象上，过去的事件或现象较多，而正在发

数量减少，但仍有一定比例
研究对象更加科学化，对正在发生的事件、

生的事件、现象较少
④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多来自二手资料，一手资料
偏少
⑤案例数量方面，单案例研究偏多，多案例交叉分析

近十年存在问题总结

现象关注更多
此方面的问题仍然较为严重，进步与改善不大
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分布更趋合理，

或比较分析较少

不偏废于一种类型

⑥案例研究目的上，将案例作为教学手段的论文比

教学案例研究少有出现

重大
⑦案例研究的规范上，大多论文没有严格执行规范

案例研究规范性提高，但与经典案例相比，

案例研究的方法和步骤，且论文撰写格式较为随意

需进步与完善的空间较大

①研究方法的阐述不够
严谨；
②二手资料偏多，一手
资料较少，资料来源重
要性意识不足；
③缺少数据分析过程，
数据呈现不规范；
④缺少理论指导，理论
贡献较少

学领域案例研究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成熟化的关键路

题”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精确把握案例研究的内涵，

径。总体来讲，在过去的近十年（2008—2017年）里，国

明晰其重要理念，抓住其关键路径，以助于我们讲好图

内图书情报学领域部分案例研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书情报学领域的“故事”，多产高品质的案例研究，促

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现

进学科的进步。

有部分研究已达到了“形似”水平，并逐渐从“形似”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图书情报领

“神似”的方向发展。但仍需注意的是，图书情报学领

域的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随之接踵而来，面对这些

域的相关研究对案例研究方法的程序性、规范性与严谨

新时代的产物，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揭开新

性等方面的表现还需进一步加强。相信随着图书情报学

事物的面纱，揭示新现象的特征，从而寻求新问题的答

领域研究者对案例研究的内涵、类型、操作程序、需要

案。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一些有效的科学研究方

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深化认识和理解，案例研究方法将

法或工具，案例研究方法的功能特性和研究效果决定

会越来越熟稔地被运用到不同研究方向上，以促进图书

了它在研究社会新问题时具有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优

情报学领域的问题解决和理论发展。

越性，能为寻求图书情报领域新问题的答案提供较好

另外，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工

的研究路径，为相关理论的深化发展提供重要工具。如

具，一项工作扎实的案例研究，能够产出具有较高实践

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科学、规范地使用案例研究方法

与理论价值的科研成果。所以，我们需要深入理解案例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近十年来，案例研究在图书情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从统计性归纳中走出来，从“质”

报学领域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但与企业管理领域

的角度去发现案例研究的意义，合理地选择单案例或

的经典案例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也

多案例的方法去探究问题。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案例研

正是我们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多思考、多进步的地方。

究方法与其他方法一样，不是万能的方法，它自身的特
性决定它能够在探索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等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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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ase Studi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ZHANG XiaoTong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ase studi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goal, bibliometric and thematic analysis are used to ﬁnd the insufﬁciency and summariz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ase studi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 studi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library services, reading promotion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extension, social
inform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fairness and power in the new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data-driven research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case studies in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has been being better than 10 years ago,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case selection is not rigorou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depend on too much secondhand information, and data or materials analysis is
not enough standardized, there is littl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tell us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ormative and rigorous in future case studi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Keywords: Case Stud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ble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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