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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的

思路创新❋

李树青，曹 杰，刘凌波

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目的/意义]文献检索课程对于研究生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和开展科研工作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文章

在总结大量已有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为特点的当代背景，对相关教学改革内

容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有益的总结，以期为我国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提供思路和启发。[方法/过
程]采用文献调研方法，对我国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发展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并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

方面分析了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特点，并据此从检索资源、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4个角度探

讨了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设计，其中重点说明了情报检索课程改革的特殊方法。[结果/结论]文章系

统提出了以专业课程融合模式、图书馆服务融合模式、科学研究融合模式和讲座活动融合模式为代表的课程

学习组织形式，并阐述了相关实施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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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84年教育部发出《教高一字 004号文件》以

来，我国高等学校逐渐开始广泛开设了文献检索类

课程，经过近 30多年的发展，今天文献检索已经成为

我国高校本科教育的基本课程内容之一，很多院校

都把该课设为公共基础性课程，同时，还有很多院校

以文献检索为切入点，逐渐开始关注诸如学术论文

写作、信息素养等更多相关应用能力的培养。

从教学内容上看，文献检索课程最基本的功能

是培养学生掌握收集信息的能力，进一步的要求则

需要掌握从收集信息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综合能力，还需要掌握将过程予以准确表述

的能力，从而对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掌握独立开展

科研工作能力起到关键作用[1]。因此，文献检索课程

可以增强学生掌握知识情报的意识，掌握获取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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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献的技能，也是培养学生动手解决实际科研问

题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2]，同时还能提高他们获取信

息的自学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为终身学习

打下基础[3]。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文献检索课程也是一种培

养学生信息素质的主要方法。美国大学与研究型图

书 馆 协 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ACRL）于 2015年 2月发布了《高等教育信

息素养框架（第三版）》，提出了“元素养（meta -
literacy）”和“信息生态系统”的概念，强调信息素养

与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并贯穿学生的学术生涯，尤其

强调学生的元认知和批判式反思的培养[4]。信息素养

包含了技术层面上人们利用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和

人文层面上人们面对信息的心理素质和修养[5]。因

此，利用文献检索课程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可以有效

增强学生面对信息社会海量信息资源的应对能

力，也能促使学生形成创新学习的必备素质。同时，

它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数据素养，即科学研究

中收集、加工、管理、评价和利用数据的知识与能

力 ，又可以被称为数据信息素养[6]，或研究数据

素养[7]。

事实上，对于某些专业，文献检索能力直接关系

到整个职业的运转，影响职业的效率和水准，如英美

法系国家法学院普遍开设的法律检索课程“Legal
Research”就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课

程[8]，国内诸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于 2016年 9月开

始为法科研究生开设法学研究与文献检索课程[9]。再

如循证医学，以 PICOS模式为主的Meta分析文献检

索是一种常见的临床问题分析模式，核心就在于利

用有效的文献检索来实施以临床证据为基础的新医

学模式，该方法重视对文献的筛选及数据提取，通过

确认证据质量和结果筛选以达到定量文献综述的

目的[10]。

2 我国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发展现状

2.1 课程开设方面

有学者的调研结果表明全国总开课率为 42%，

211院校开课率更高，为 54%[11]。北京地区开课率在

10年内开课率提升了 11%，超过了全国总水平 7%。

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课程规模居全国之首，2014
年选课人数高达 2 200人，共计 16个班，北京理工大

学也多达 1 700人，共计 7个班。其他选课人数在千人

以上的还有首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工业大学等。

课程学时各校情况也各不一样，多的有 60学时，

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为 32学时，南昌航空大学

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了 36个学时，较少的只有 16学
时，如清华大学等，还有部分高校甚至为不同类型的

研究生开设不同学时的课程，如北京工业大学为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开设 32学时，而对专业硕士生只有

16学时。中国药科大学还构建了面向不同群体的文

献检索课教学模式，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开展不同的

教学模式，并就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对策[12]。

在课程教授方式上，一般都有课程实习时间，对

于诸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理

论课时和实习课时之比可为 1∶1或者 2∶1。
但是从总体来看，不论是开设广度和深度，我国

现有的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开设情况依然存在着较

大的提升空间，信息评价和信息道德和学术论文写

作培养也是目前高校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相对

较为欠缺的部分[11]。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

国研究生的文献检索课程开始时间相对较晚，最初

也只是从对文献利用要求较高的医学院校开始发展

起来。受限于专业学时有限和认知不足，此后的研究

生信息素质类教育一直没有像本科生一样普及。但

李树青，曹 杰，刘凌波：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创新

75



科 技 情 报 研 究第2卷第1期

是事实上，研究生阶段对于如何获取文献的需求更

为迫切，尤其在目前文献信息资源和互联网信息资

源快速增长的今天，掌握良好有效的文献资源获取

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技能之一。对于文献阅

读要求更多的博士研究生而言更是如此，如澳大利

亚高校对博士研究生并没有课程学习要求，但是博

士研究生入学后就必须确定研究题目，开展大量的

文献检索工作，需要查询的前人研究发表文章大约

在 800~1 000篇，要接近１年以后才开始真正介入实

验研究。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情况略有不同，但是也需

要大约阅读 300~500篇左右的文献后才开始撰写开

题报告[13]。

2.2 课程改革方面

目前主要的研究生类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研

究主要集中于 4类，即针对教学内容、实习、考试等提

出优化建议的教学研讨类，探讨教学模式的创新和

教学方法内容改革的教学改革类，利用文献阅读讨

论等来提高研究生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学生能力

培养类，以及分析某地区高校整体该类课程教学情

况的课程调査类。

与本科阶段相比，研究生阶段的文献检索类课

程设计和教学改革研究相对更为薄弱，尤其是在探

索有效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更新方面，一直都缺乏

较为完整和成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2013年有学者

也做过类似研究，发现研究生文献检索课论文数量

一直在文献检索课教改论文中比重偏少，2011年前

为 1.3%，而且缺乏高质量论文和权威核心作者，作者

之间合作度也偏低[14]。还有学者发现自 2016年以来

该类相关文献不超过 30篇。

2.3 学生能力方面

受限于以上情况，目前我国总体研究生的文献

检索与利用能力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如有学者

通过调研发现研究生使用最多的仍然是中文期刊论

文，而学位论文的使用普遍超过了会议论文的数量，

外文文献的使用总体依然比例偏低[15]。还有学者针对

云南省 10所高校 1 000名研究生的调研结果表明，具

有较高信息检索水平且能够较熟练掌握现代化信息

检索技术的学生比例只有 15%~20%[16]。

3 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特点分析

不同于本科生侧重于专业基础能力的掌握和学

习，研究生更侧重于利用已有的专业知识来进行科

研创新活动，因此，大部分研究生专业教学内容单纯

靠教材无法得以完成，很多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科研

方向都需要掌握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才能及时了解，

如学术会议和专利等。这些大量前沿研究所需的拓

展性阅读内容都需要研究生只有掌握合适的文献检

索方法和分析能力才能进行有效获取。有学者通过

基于用户认知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硕士使用检索系

统的个数和检索时间显著高于博士，部分原因在于

博士生已经具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方法体系，对于检

索系统的了解和检索任务的完成都有着更多的经

验，因此在硕士生阶段开设文献课程相对更为

重要[17]。

另外，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更注重研究问题和

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特别是从事该学科科学研究

的能力，因此，研究生文献检索课主要是培养学生获

取、甄别、整合信息，并合理及有效地利用信息服务

于科学研究能力的课程，这就使得研究生文献检索

课程需要改变强调检索技巧和检索策略的传统教学

模式，侧重于面向检索技术应用与科研活动结合的

新型教学方式，具体包括信息甄别、广义信息收集

（学会检索的方法）、科研创新思考（包括理论和应

用）等方面。比如在科研应用思考方面，在转化医学

专业领域，它就要求学生能够捕捉到基础医学中具

有“转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并用于解决临床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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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18]，这显然对学生全面检索文献及对文献进行

整合、分析评价和提取所需要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4 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设计

4.1 检索资源的角度

不同于以往时代下的文献检索，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资源的爆炸性增长，今天我

们所面对的检索资源具有更为广博的数量，这种数

量的过度增长并不能有效的帮助我们更为容易的获

得所需信息资源，反而对我们如何筛选有价值的真

实信息，利用和培养创新性科研活动所必需的批判

性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这就给当代研究生文献

检索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目标，在具有传统文献

信息资源收集整理能力的基础上，必须要在辨析推

断、逻辑分析、批判性思考等方面形成较为明显的技

能优势[20]。

同时，大数据时代下对于大数据资源的收集和

整理也是现代科研工作常见的基本要求。在利用大

数据方法进行专业科学研究时，往往需要学生具有

从互联网中收集、存储、处理和评估研究科学数据的

技能，数据本身收集整理的完善与否对后续科研的

影响也非常巨大[21]。事实上，有学者通过对年度、级

别、学科、软件几个维度的评估，发现我国经济管理

类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与现阶段经济学和管理

学研究的需要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22]，尤其和国外

研究生教育相比更为明显[23]，科学数据素养培养机制

和课程体系都亟需建设和加强。因此，研究生文献检

索必须要关注科学数据检索的现实需求。

4.2 学习方法的角度

前文已经说明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的目标

和本科生具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学习方法上，必

须要充分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单纯

的教学内容改革往往收效甚微，以文献检索为切入

点，引导学生将专业学习和文献检索进行有机结合，

既可以极大的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真正培养

研究生自我研究的能力，还能改变已有的传统研究

生教学模式，探索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的创新

模式。

4.2.1 专业课程融合模式

不仅不同专业存在着不同的信息需求，而且同

一专业的不同阶段也存在着明显的信息需求差异，

如在专业课程学习阶段，信息需求主要围绕基础专

业课程展开，而在学术科研阶段则需要获取与科研

方向相关的学术动态、科研方法及最新的研究成果

等学术信息[24]。因此，从必要性来看，研究生专业课程

内容和文献检索课程具有融合的现实需求。事实上

目前专业授课教师往往都会根据不同的专业课程特

点，在课程内容上也会涉及到不同的检索工具和参

考工具书。

由于任何一门专业课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与之

合作的“文检课”教学内容也需要随着专业课特点而

有所区别[25]。具体来看，比如对于很多专业研究生开

设的《学科前沿》之类的课程，常见的传统方式主要

为教师给出研究方向及研究进展并予以总结阐述。

考虑到文献检索课程的融合，可以通过让学生根据

对各个研究主题的文献检索和整理，由学生来完成

相关研究前沿的总结分析，课堂讨论展示并由教师

指导，既能达到文献检索课学以致用的目标，也能达

到对研究前沿问题的掌握和了解，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26]。

4.2.2 图书馆服务融合模式

2015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建议图书馆应全面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充分

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27]。文献检索课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图书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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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文献检索应用的重要载体，主要的相关应用

有科技查新、学科服务和定题服务等。这些服务依托

文献检索，文献检索构成了实现相关图书馆服务的

基础，因此从工作流程来看，这些图书馆服务与文献

检索课的教学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契合度[28]。同时，

文献检索课教学与此类图书馆服务的有机结合既能

提供现有文献课程改革的方向，也能对于图书馆开

展相关服务提供新的契机，如南通大学图书馆就在

博士学位建设的过程把面向博硕士研究生的服务一

体化作为开展图书馆服务改革的切入点[29]。

这些不同的图书馆服务具有不同的特点，如科

技查新和定题服务分别服务于科研课题的不同阶

段，其中科技查新是在立项和鉴定、验收阶段，为课

题组出具新颖性报告，而定题服务则是在科研课题

的选题和研究阶段，为科研人员提供信息，保证信息

的准确性和及时性[30]。通过以文献检索为纽带的科技

查新与定题服务整合，可以解决传统学科服务内容

封闭、服务模式被动、缺乏对用户需求及时跟踪和调

整等诸多问题[31]。在检索能力互补、检索案例充实等

方面，都能形成双赢的有利局面[32]。

4.2.3 科学研究融合模式

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与科学研究相辅

相成，科学研究与文献检索教学紧密结合存在一定

的契合性，尤其是在更加强调学科前沿专业探索的

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其中所涉及

到的新颖性判断方法包括相同排斥原则、单独对比

原则、上下位概念否定原则、突破传统数值范围原

则、文献公开时间为先原则等[33]，这些方法都可以极

大的锻炼学生创造性的应用所学文献检索知识的

能力。

比如有学者提出以科技查新档案为切入点开展

个性化增值服务（如竞争情报、专题情报、研究方向

与趋势分析）以及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系等[34]，还有学

者探索基于查新档案的挖掘利用，助力高校信息检

索教育，以期为查新档案资源利用、查新业务拓展、

学科服务方面提供有益参考[35]。这些具体的成果反过

来都能极大的充实现有的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案例

资源。

4.2.4 讲座活动融合模式

对于文献检索课无法拓展的内容可以考虑开设

专题讲座，专门独立的进行相关培养，尤其是结合一

些厂商数据库的活动推广，加强学生对相关最新数

据文献资源的了解。另外，积极参与一些诸如专利分

析大赛、信息检索大赛等活动，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兴趣。

4.3 教学方法的角度

单纯依靠向网络课程建设方向转变并不能完全解

决现有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诸如MOOC
在内的网络课程学习方法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尤

其是较大的学生注册数量会极大限制师生之间的正常

交流，也无法根据学生自身的专业背景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学方式调整，更难以实现对学习者实践能力的培

养[36]。这些都会导致课程完成率较低，有些课程的完成

率甚至低于 10%。因此，将网络课程学习引入传统课堂

进行的混合式教学显得更有必要。

这种方式要求学生在课前通过网络教学观看完

成必要课程知识的掌握，课堂教学期间主要采取教

师引导和同学之间的团队协作等多种方式，完成知

识的内化[37]。该方法由于将大量知识学习过程移至课

前，既可以有效释放课上时间，同时也强化了学生对

相关教学内容的学习准备，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该方法可以将大量需

要思考和理解的交互过程在课堂教学中得以有效完

成，使得教学活动从单纯的教师主导、学生听课为主

转变为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为主。对于很多实践性应

用型较强的课程，这种方式的实际意义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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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关键点还是要落实到师生互动和交

流这个线上所难以有效实现的环节，而避免单纯的

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课的传统模式，以充分利用宝

贵的课上时间。比如对于如何有效的判断学生是否

正确掌握网络信息资源收集分析方法，利用课堂讨

论就是一种有效的手段。通过学生分组、讨论和比较

组与组之间的结果差异，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学生寻

找和鉴别信息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同时也有助于学

生自己反思和不断提升分析判断的能力。

4.4 教学内容的角度

考虑到本科阶段已经了解过诸如检索基础知

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网络资源的检索与获取等基

础文献检索知识，因此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应该予

以明确的区分，主要内容应该放在文献的选择与分

析、文献综述的撰写与论文写作等，侧重于通过案例

和实践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强化外文

文献检索和专业研究数据资源获取等内容。学术论

文写作规范和学术引文规范也是课程重要的教学内

容。此时课堂教学的主体内容主要分为 3个过程，分

别是学习效果测评与答疑、案例教学驱动、总结

评价[38]。

同 时 ，还 应 该 加 强 诸 如 Endnote、Refworks、
NoteExpress、Zotero等文献管理软件的教学使用，可

以让学生学会对文献进行分类、排序、注释、评论、去

重和共享等常见管理工作[39]。

在考核方面，建议采用检索报告和文献综述之

类的实践性较强的方法来进行，单纯的试卷类考核

方式并不能有效的督促和检查研究生对相关文献检

索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程度。要求学生给出检索报告

本身就能很好的反映学生对信息检索能力的掌握程

度，同时也能看出学生组织相关文献的实际水平，这

有助于日后开展学术科研的相关论文撰写，也有助

于学生发现科研创新点[40]。结果的评价既要考虑包括

数据库、检索词和检索式等检索方法和策略，也要考

虑最终结论的有效性，同时还要考虑分析报告本身

撰写的合理性和规范性等方面。

4.5 情报学教育的角度

在现代情报学专业教育中，文献检索的作用更

为凸显，不仅表现为对现有专业研究的支撑，而且还

表现为对情报学方法应用的专业技能掌握上，可以

说情报检索是情报研究工作的前提和核心。在情报

检索中，不仅包含着情报文献的检索，而且还包含着

数据资源的检索。其中，文献检索也已经由定性研究

向定量研究转变，利用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可实现

高效精确的分析[41]，而数据资源的检索方法一般可以

按照检索语言的不同，将方法总体上分为人工语言

检索和自然语言检索两大类[42]。因此，在实际情报学

专业教学中，可以考虑在情报获取、情报分析等专业

课程中引入文献检索，并综合运用，强化学生解决实

际情报检索的问题和相关情报应用技能的培养。具

体来看，通过课程目标设计、议题控制策略运用、阶

段内采用的方法和教学内容改革这 4种方法的改革

创新，可以有助于实现以信息素养为目标的情报检

索类课程教学改革目标[43]。

5 结语

通过文献检索课程的学习，可以增加研究生对

信息检索的理性认识，培养敏锐的情报意识，能够掌

握文献检索方法和技能，掌握分析、评价和利用检索

结果的正确方法，为以后的科研学术活动提供基本

的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的加强和改进

现有的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效果，不仅要求我

们对相关课程改革思路进行广泛的探讨，而且更要

求我们在实践中予以践行，不断加强深化相关教学

改革的措施，真正为研究生综合信息素养的培养贡

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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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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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is of great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ostgraduates to
write academic papers and carry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on summarizing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e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teaching reform contents in detai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mobile Internet，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idea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in China. [Method /process]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in China，and analyses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for
postgraduate from two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is，the teaching reform
design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for postgraduate is discussed from four perspectives of retrieval resources，
learning methods，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contents. The special method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curriculum reform are emphasized.[Results/conclusion]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puts forwar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curriculum learning represented by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ntegrating mode，library service
integrating mode，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ating mode and lecture activity integrating mode，and expounds the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Keywords:literature retrieval；postgraduate；teaching reform；course teaching；inform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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