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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6 年 T. Berners-Lee 提出关联数据的

概念以来，研究人员便开始对关联数据进行深

入的研究。关联数据是 W3C 推荐的一种用于发

布和联接各类数据的规范，旨在建立一个映射

所有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的数据网络，通过

对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及其相互之间关系进行机

器可读的描述，来构建一个一个富含语义的、互

联互通的知识海洋，使人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

准确、高效、可靠地查找、分享、利用这些相

互关联的信息和知识 [1]。国内对关联数据的关

注最早始于 2008 年，由曾蕾、刘炜等在于上海

举办的 “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前沿问题 ” 研讨班

上将关联数据这一概念正式引入国内。自此，国

内关于关联数据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日渐增

【学术探索】

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热点对比分析
◎ 王振蒙 1,2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2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意义 ] 国内关联数据研究尚出于研究发展的初期，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都尚未成熟。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热点主题对比分析，为国内关联数据研究起提供借鉴。[ 方法 / 过程 ] 通过数据分析和

文献调研，分别从发文量、研究群体、词频以及主题识别等方面进行中外研究的对比分析，从中发现国内

外关联数据研究存在的差距。[结果/结论]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关联数据研究提出研究本土化、

注重应用型研究、优化研究群体结构以及关注关联数据学科化应用 4 点发展建议。

关键词：关联数据  研究热点  对比分析  数据分析 

分类号：G250.7

引用格式：王振蒙．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热点对比分析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3): 163-173[ 引

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aperView?id=33.

作者简介：王振蒙 (ORCID:0000-0003-4259-1972)，硕士研究生，E-mail：wangzhenmeng@mail.las.ac.cn。

收稿日期：2016-03-29        发表日期：2016-05-27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多，研究的主题也日趋广泛。本文通过对国内

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共词分析、主题挖掘，并

借助 SPSS、Sati 等工具进行统计、主题聚类分

析等，试图通过对比找出国内关联数据研究的

特点与不足，为国内关联数据研究及发展提供

指导。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力求精准、全面，在中文数

据的收集过程中，笔者发现除核心词汇 “ 关联

数据 ” 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关键词，笔者也将它

们列入检索式；在保证数据全面性的同时，考

虑到中文词汇的多义性，还对初步的检索结果

做了进一步的人工筛选，最终得到 381 条文献

数据。在中文数据的筛选过程中，笔者发现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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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数据基本上都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G25）和

计算机科学（TP3）领域的文献，并通过文章第

一作者所在的机构信息对此进行了验证。因此

在英文数据的收集过程中，为了确保对比的有

效性，本文对研究方向做了限定。本文中英文

数据来源信息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英文数据来源信息

数据 检索日期 来源数据库
检索结果
（条）

检索式

中文数据 2016 年 1 月 2 日
中国学术期刊全

文数据库
695

时间 (2006,2016) and ( 主题（精确）= 关联数据 or 
linked data or 关联开放数据 or linked open data or 链

接数据 or 链接开放数据 )

英文数据 2016 年 1 月 2 日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1 314

time(2006,2016) and (subject=linked data or linked 
open data) and (language=English) and ( 研究方向
=computer science or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

本文章主要应用统计分析、关键词共现分

析和对比分析 3 种研究方法。统计分析主要是

试图从数据量的角度来反映研究的发展现状以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关键词共现分析的主要原

理是通过关键词对共同出现的次数来反映二者

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反映相关研究主题之间

的关系结构 [2]；对比分析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比

较对象之间的不同，在理论研究方面，比较结

果可以很好地指导劣势方的发展。

3  数据分析

在正式的数据分析之前，本文对所获取的

数据中的关键词项进行了基本清理，清理方式

主要有中英文合并、单复数合并以及低价值词

汇剔除等。为了对数据本身有更深入的理解，以

下从发文量、词频、主题聚类及核心主题判定

等方面对数据内容进行深度挖掘。

3.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的变化能够反映一个领域的发展状

况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对国内外关联数据研

究数据按照时间进行统计，其结果见图 1。关联

数据的概念最早在 2006 年被提出 [3]，2008 年之

后便进入研究的快速发展期，2014 年达到了发

文量的峰值，之后的研究热度呈下降趋势。国

际上对于关联数据的研究表现为理论与实践共

同发展的态势，随着关联数据理论研究主题的

丰富和内容的深入，国外关联数据事业也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相比于国际来说，国内相关研

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 国内最早在 2008 年

12 月引入了关联数据这一概念，而最早见刊的

图 1 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论文数量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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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姚小乐、刘炜等人翻译自 E. Summers 等人的

《LCSH,SKOS 和关联数据》一文，该文从信息

组织的角度对关联数据做了基本的介绍 [4]；国

内关联数据研究的增长也较为迅速，并呈现进

一步加速增长的趋势，预计 2017 年会出现发文

量的峰值，但由于受到国际研究热度下降的影

响，国内发文量的峰值也可能会提前到来。另

外，笔者还根据分类号对文章的学科信息进行

了统计，中文数据中计算机科学文献占比约为

51%（202 篇），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占比约

为 49%（196 篇），同属于这两个学科的文献共

17 篇；英文数据中计算机科学文献占比约 92%      
（1 275 篇），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占比为 8%
左右（107 篇），同属于两个学科的文献共 68 篇。

3.2  词频统计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研究内容的直接体现，词频

的高低可以体现出关键词之间重要性的差异；对

国内外相关数据进行关键词统计及共词分析能

够反映关联数据研究的热点主题以及热点主题

之间的关系结构。本文章使用 SATI 3.2 进行关

键词抽取和词频统计，中文数据中共含 802 个

关键词，英文数据共含 2 420 个关键词。由于篇

幅所限，这里只列出词频大于或等于 4 次的中

文关键词和词频大于或等于 8 次的英文关键词

（见表 2），其中省略了核心关键词 “ 关联数据

（linked data）” 和 “ 关联开放数据（linked open 
data）”。另外，为了更好地展现高频关键词之

间的关系，本文分别采用关键词共现矩阵和关

键词相似度矩阵两种方式对中英文数据进行展

示；关键词共现矩阵可以让人直观地了解到两

两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以及二者之间的亲疏

关系，而关键词相似度矩阵是在关键词共现矩阵

的基础上为了减小误差进行的归一化处理，相似

度矩阵中的数值都在 0-1 之间，数值越接近 1，表

示两个关键词之间的主题相似度越大，反之越

小。本文分别利用 Bicomb 2 和 SATI 3.2 构建了

两类矩阵，但由于篇幅所限，文章只展示英文

关键词词频大于 20 的关键词共现矩阵（12*12
矩阵，见表 3）以及中文关键词词频大于 10 的

关键词相似度矩阵（11*11 矩阵，见表 4）。

3.3  主题聚类及主题识别

主 题 聚 类 是 文 献 计 量 学 常 用 的 研 究 方

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某一领域的主题分析等方

面，它利用词与词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聚类，形

成多个主题。本文对中文关键词词频大于或等

于 5 次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去除核心关键词

“ 关联数据 ” 和 “ 关联开放数据 ” 后共计 29 个

（占关键词总数约 4% 的比例）。之后在前文

分析的基础上，选择 SPSS 中的 ward 聚类算法

进行系统聚类，并得到聚类树状图（见图 2）。

之所以考虑 ward 算法，是因为该算法强调簇

内的差异小、簇间的差异大，突出强调主题簇

内部的同质性，适用于这种主题相关的数据样

本进行进一步集群聚类。以选取的中文数据样

本为参照，选取前 4% 的英文关键词（约 100
个 关 键 词， 词 频 亦 为 大 于 等 于 5 次）， 由 于

SPSS 系统聚类所能处理数据量有限，对于英文

数据的主题聚类文章采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

聚类，在未做人为调整的前提下，数据的聚类

效果见图 3。主题聚类的直接目的在于主题识

别，主题识别的精准与否与前期的主题聚类效

果有着重要的关系。本阶段的主题识别主要是

通过关键词反向回溯文献再进行人为识别，所

识别的结果直接来源于分析数据。由于所有关

键词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层级关系，在忽略树

状图本身所具有的层级特性的前提下，共识别

出 7 个热点研究主题，同时在前文关键词共现

矩阵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各主题的战略坐标来

显示研究主题的热度和成熟度，热点研究主题

依次为关联数据、本体与信息组织（E）、关

联 数 据 发 布（C）、 关 联 数 据 与 图 书 馆 服 务

（D）、关联数据知识发现（F）、关联数据资

源整合（G）、关联数据可视化（B）、关联数

据语义互联（A）。

英文数据的主题识别是基于 Citespace 所形

成的 20 个类团图进行的，去除 8 个没有形成明

显聚类的孤立点后，共形成了 12 个主题类团（见

图 3），类团的位置可以反映研究主题所处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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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同时由于自动生成的类团标签并未能清晰

反映研究主题，本文通过对类团内关键词进行

人工回溯的方法形成了新的类团标签，表 5 在

给出 12 个主题具体标签的同时又给出了对应的

关键词，需要说明的是所形成的主题标签具有

一定的主观性，相互之间也并非是完全独立和

平等，但所形成的标签基本可以客观反映类团

的核心研究主题。

表 2  关联数据研究文献关键词词频数据

中文关键词 词频 英文关键词 词频 中文关键词 词频 英文关键词 词频

语义网 62 semantic web 248 开放数据 5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10

RDF 35 ontology 115 信息服务 5 information extraction 10

图书馆 33 RDF 93 语义互联 5 data quality 10

本体 31 SPARQL 49 信息资源 5 integration 9

数字图书馆 15 DBpedia 27 知识链接 4 reasoning 9

书目数据 14 web of data 26 高校图书馆 4 data mining 9

知识组织 13 metadata 25 数据融合 4 learning 9

元数据 12 open data 24 数据集 4 cloud computing 9

数据网络 12 data integration 23 语义关联 4 data management 9

URI 8 provenance 21 知识组织系统 4 knowledge management 9

D2R 8 OWL 17 语义网技术 4 management 9

数据可视化 8 semantic annotation 17 机构知识库 4 mapping 8

知识服务 8 web 17 农业 4 vocabularies 8

SPARQL 7 information retrieval 15 数据共享 4 evaluation 8

SKOS 6 verification 14 SPARQL 查询 4 question answering 8

MARC 6 SKOS 14 信息技术 4 open government data 8

数据发布 6 interoperability 14 DBpedia 4 internet of things 8

信息聚合 6 big data 13 RDA 4
crowdsourcing 8

知识发现 6 visualization 12 元数据标准 4

资源整合 6 wikipedia 11 信息组织 4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8

OCLC 6 semantic search 11 科学数据 4 web services 8

Drupal 5 languages 10 FRBR 4 similarity 8

语义 Web 5 social media 10 数字档案资源 4

数字资源 5 cultural heritage 10

共词分析 5 interlinkin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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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英文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部分）

关键词
linked 
data

semantic 
web

linked 
open 
data

ontology RDF SPARQL DBpedia web of 
data metadata open 

data
data 

integration provenance

linked data 477 158 6 64 49 27 14 20 9 11 9 16

semantic 
web 158 248 31 37 25 20 8 11 9 4 3 7

linked open 
data 6 31 118 13 10 5 3 3 3 3 4 0

ontology 64 37 13 115 9 9 0 0 4 3 2 1

RDF 49 25 10 9 93 23 3 3 3 2 2 0

SPARQL 27 20 5 9 23 49 2 2 0 0 1 1

DBpedia 14 8 3 0 3 2 27 0 0 1 0 1

web of data 20 11 3 0 3 2 0 26 0 0 0 1

metadata 9 9 3 4 3 0 0 0 25 1 0 0

open data 11 4 3 3 2 0 1 0 1 24 0 0

data 
integration 9 3 4 2 2 1 0 0 0 0 23 0

provenance 16 7 0 1 0 1 1 1 0 0 0 21

表 4  中文高频关键词相似度矩阵（部分）

关键词 关联数据 语义网 RDF 图书馆 本体
数字图
书馆

书目数
据

知识
组织

元数据
关联开放
数据

数据网络

关联数据 1 0.139 0.058 4 0.081 9 0.044 5 0.014 7 0.041 6 0.0448 0.014 1 0.004 6 0.028 7

语义网 0.139 1 0.023 2 0.012 2 0.033 3 0.009 7 0 0.005 0.005 4 0.033 6 0.048 4

RDF 0.058 4 0.023 2 1 0.003 6 0.003 8 0 0.008 4 0 0.009 8 0.002 5 0.002 5

图书馆 0.081 9 0.012 2 0.003 6 1 0.003 9 0 0 0.009 3 0.002 5 0 0.022 7

本体 0.044 5 0.033 3 0.003 8 0.003 9 1 0.008 6 0 0.009 9 0.002 7 0.010 8 0

数字图书
馆

0.014 7 0.009 7 0 0 0.008 6 1 0.004 8 0.020 5 0 0 0

书目数据 0.041 6 0 0.008 4 0 0 0.004 8 1 0.005 5 0 0 0

知识组织 0.044 8 0.005 0 0.009 3 0.009 9 0.020 5 0.005 5 1 0 0 0

元数据 0.014 1 0.005 4 0.009 8 0.002 5 0.002 7 0 0 0 1 0 0

关联开放
数据

0.004 6 0.033 6 0.002 5 0 0.010 8 0 0 0 0 1 0.027 8

数据网络 0.028 7 0.048 4 0.002 5 0.022 7 0 0 0 0 0 0.02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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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文关键词 SPSS 聚类

表 5  英文数据主题聚类分析数据

序号 主题标签 对应关键词（部分） 序号 主题标签 对应关键词

1 本体、词表与
元数据 [5]

ontology, ontology matching, 
disambiguation, lexicon, metadata, 

lemon

7 关联数据质量问
题 [11]

description logics, streams, 
data quality, record linkage, 

extraction, biology
2 情感分析与语

义挖掘 [6] semantic, social media, opinion 
mining, sentiment analysis, 

classification

8 大型关联开放数
据的可视化 [12]

big data, neural network, open 
data, visualization, models, 

ontology management, 
mapreduce, big and open linked 

data(BOLD)
3 关联数据管理

与关联发现系
统、工具 [7]

system, software, management, 
design, performance, algorithms, 

discovery, provenance

9 SPARQL 查询语
言与关联数据在
政治、教育和商
业中的应用 [13]

SPARQL, Bayesian networks, 
reuse, open government, 

mooc, e-commerce, usability, 
information, impact 

4 关联数据服务
分析 [8] ontology learning, services, service 

composition, ranking, data mining, 
framework, privacy

10 DBpedia 数据集
质量评估 [14]

DBpedia, evaluation, testing, 
specification, semantic 

annotation, Wikipedia, domain 
ontology, patterns 

5 语义检索 [9]

query language, search engine, 
semantic search, information retrieval, 

similarity, bootstrapping, sparql

11 关联数据发布与
资源整合 [15]

data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natural languages, 

biomedical ontology, data 
publishing, science

6 知识库 [10] semantic web, data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base, database, too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tatistics, 
resource

12 关联数据推荐系
统与隐私保护 [16] social networks, recommender 

systems, machine learning, 
security, identi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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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英文关键词 Citespace 聚类

4  中外关联数据热点研究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是认识事物并发现比较对象间不

同点的有效方法，通过中外关联数据研究之间

的对比不仅可以发现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存在

的差异，同时也可以指导国内关联数据研究的

未来发展方向。

4.1  研究群体的差异

中外关联数据研究群体存在较大的差异，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二者在研究主题方面存

在的差异。研究群体的差异本质上是一种研究

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不同的研究群体从各

自学科的角度来审视同一研究主题，即使是具

有一定交叉的某些学科，其所关注的研究点以

及研究成果也天然带有某学科的学科特性，这

主要是由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及其受过的学术

训练决定的。从国内外关联数据的研究文献数

据来看，承载关联数据这一研究课题任务的学

科主要为计算机科学和图书馆学情报科学，因

而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群体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这两个学科在关联数据主题上比例的不同，比

例的不同又可以从文献所属学科和研究人员单

位两个角度来反映。从文献所属学科的角度来

说，国外图书情报科学文献量占调研数据的

8%，而国内的比例则高达近 50%；从研究人员

所属的研究单位来看，国内研究关联数据的学

者中来自图书情报领域者比例高达 90% 以上，而

国外则不到 10%。除此之外，尽管研究人员

的数量、核心作者数量以及单个作者的发文量

等数据都可以反映研究群体的差异，但由于文

章是将国内数据与国外多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对

比，绝对数量的对比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故

文章未对此进行论述。总体来说，中外关联数

据的研究群体在构成比例方面存在较大的差

异，国内研究群体以来自图书馆学情报领域的

研究人员为主，国外主要的研究力量则来自于

计算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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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主题的广度差异

国外关联数据研究主题较国内全面、完

善，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关联数据研究体

系，而国内相关研究依旧存在较多的空白点。对

照 3.3 部分的热点研究主题发现，国外关联数据

研究基本覆盖了关联数据生命周期（见图 4）的

各个阶段，而国内的关联数据研究主题主要集中

于关联数据前期研究的部分阶段，其余部分阶段

的研究则基本空白或刚刚起步。对比中外关联数

据热点研究主题，可以发现国内研究的空白点和

新兴研究点（见表 6）—— 国外目前的研究热点

中国内尚未出现的研究主题属于国内空白点，可

为国内关联数据研究中长期的发展提供方向；国

外目前的研究热点中国内已经出现但尚未发展成

为热点的研究主题属于新兴研究点，可为国内关

联数据当下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图 4  关联数据生命周期

表 6  国内关联数据研究中的新兴研究点与研究空白点

新兴研究点 研究空白点

关联数据术语服务 [17] 关联数据本体建模

关联数据挖掘 [18] 关联数据本体匹配、融合

关联发现 [19] 关联数据情感分析

关联数据权益保护 [20] 关联数据观点挖掘

关联数据搜索引擎 [21] 关联数据管理系统

SPARQL 查询语言 [22] 关联数据算法研究

关联数据质量问题 [23] 关联数据本体学习

关联数据推荐系统 [24] 关联数据语义标注

关联数据可视化 [25] 关联数据信息抽取

关联数据与电子政务 [26] 关联数据知识库

关联数据与教育资源共享 [27] 关联数据与电子商务

关联数据集质量评估 [28] 关联数据机器学习

关联数据机构评价 [29] 关联数据的学科应用

关联数据资源整合 [30] 关联数据自然语言处理

关联数据信息安全

 

4.3  研究主题的深度差异

由 3.3 部分 SPSS 分析得到国内关联数据

研究主要集中于 7 个研究主题，国外关于这些

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或起步较早，但即使

对于相同的研究问题，国内外研究也存在较大

的不同，即针对同一研究主题的研究深度亦有

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主题下

的子研究主题的多样性有所差异，二是同一研

究主题的应用性研究数量不同。以关联数据生

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同时也是国内目前研究

相对较为成熟的 “ 关联数据发布 ” 研究主题为

例，其国内外研究差异如表 7 所示：

4.4  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及研究模式的差异

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不仅在当前具有较大

差异，甚至在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和趋势方面

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关联数据研究的发

展方向主要为关联数据可视化、关联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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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兴研究点和研究空白点，且短期内研究的

主要方式仍是介绍国外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和

内容，但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各主题领域的

应用性研究数量可能会逐渐增多。相较而言，国

外关联数据质量研究体系更为完善，理论与应

用研究协调发展，研究已经逐步进入了缓慢发

展时期，研究数量可能会继 2015 年后进一步减

少；关联数据整合应用和学科化应用和关联数

据联合查询以及关联数据质量问题是目前国外

关联数据研究遇到的瓶颈问题，这也是国外研

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整体上来看，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的模式

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外研究进程基本属于循序

渐进的模式，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

的基础上，稳步地推进并理顺关联数据生命周

期中各阶段的循环发展，是一种需求驱动的发

展形式。国内则可能是由于起步时间较晚以及

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差异，在对国外研究的重

点介绍关联数据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研究

形式多以综述和案例分析为主，同时也并非是

依据研究需求的发展依次引入关联数据生命周

期中各阶段的研究主题，例如在关联数据前期

各阶段研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关联数据整合

已成为国内关联数据研究的热点主题。

5  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关联数据研究领域的发文

量、词频、主题、研究群体等的分析，不仅可

表 7  国内外关于“关联数据发布”的研究对比

分析点 国内 “ 关联数据发布 ” 研究 国外 “ 关联数据发布 ” 研究

研究多样性

关联数据发布工具研究 [31]

图书馆关联数据发布方法研究

政府关联数据发布 [26]

图书馆书目数据发布

图书馆词表资源发布

关联数据发布系统、工具开发

艺术、环境、农业、教育、政府、医药等多领域的关

联数据发布

书目、词表、本体、元数据、科学数据的关联数据发布

关联数据发布标准、方法研究

研究类型 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外案例分析、理论研究
实证性研究、学科应用研究、理论研究、系统开发研究、

案例研究

特点
主要为现状综述和理论研究，鲜有应用性研

究，论述对象主要为图书馆馆藏资源

主要为学科领域应用性研究，基本都是实证性研究，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

以发现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一些差异，也能指

导国内关联数据研究的发展：首先，可以优化

国内研究群体结构，引入新的研究力量 ——
学科背景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关注的

重点，研究形式等也会有所差异，引入计算机

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是深化国内关联数据研究

的途径之一，有助于关联数据研究的合理、健

康发展。其次，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同时，应积

极开展应用型研究。即不仅要关注关联数据概

念、原则、发布方法、整合理论等方面的理论

研究，同时更要关注发布工具、资源整合工具

以及质量评估工具的开发应用。再次，应关注

关联数据的学科化应用，打破图书馆概念实体

的限制。在关注图书馆关联数据应用发展的同

时，更应积极探索关联数据在农业、环境、教

育、医药等领域的专业化应用。最后，要注重

关联数据研究的本土化。国内当前的关联数据

研究所基于的数据资源基本都是外文资源，由

于中文数据在转化为关联数据的过程中会碰到

一些中文数据所特有的问题，如 URI 配置等，关

联数据研究本土化是国内关联数据事业发展的

首要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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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1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 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

率为 50.3%，较 2014 年底提升了 2.4 个百分点 [1]。

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半数中国人口接入互联

网，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的联系越加紧密，互

联网空间出现的各种问题逐步为理论界所关

切。伴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普及和创新发展，互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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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对现有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对于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方法 / 过

程 ] 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数据库 2002-2014 年间有关互联网治理领域的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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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基础资源配置、数字包容、网络空间的语

言多样性、跨境数据流管制、政府数据开放、互

联网内容审查、个人数据保护、在线信息资源

的知识产权以及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和网

络战争等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应运而生。进入

Web 2.0 时代以来，互联网治理领域出现的系列

新问题，不仅显出了以科层制和官僚制为特征

的传统治理机制的失灵，而且提出了 “ 谁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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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何治理、治理的合法性 ” 等一系列的急

切问题。互联网治理的内涵也更为丰富，既包

含对互联网实施治理，也包含基于互联网的政

府治理。显然，理论探索需要为上述治理实践

提供大量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厘

清思路，找准问题，无论对于理论界还是实践

者，都意义重大。

联 合 国 互 联 网 治 理 工 作 小 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 WGIG）对

互联网治理所下的是定义，互联网治理是指政

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

和实施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

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互联网治理

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统计和分析。

本文使用的分析工具是 CiteSpace[2]。这是一款

用于分析并可视化科技文献中出现的变化和趋

势的 Java 应用程序，它利用谱聚类和特征选择

算法，进行共现分析和共被引分析，尤其关注

随时间发展的知识演进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节

点，即知识转折点 [3]。

本研究所利用的数据样本主要来自中国知网

（CNKI）的核心期刊文献，以 “ 互联网治理 ” 为

主题词，文献类型为 “ 期刊论文 ”，检索的时间

跨度为 2002-2014 年。选择 2014 年作为比较分

析的时间终点，是因为本研究的基本时间单位是

年，而该年份是开展本研究最近的一个基本时间

单位。选择 2002 年作为比较分析的时间起点，主

要是由于从 2002 年开始国内对于互联网治理的研

究文献逐年连续增加，并且关键词有较强的中心

性。用于计量分析的文献为 486 条记录，导出数

据为 “ 全记录 + 参考文献 ” 的纯文本格式。

3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现状分析

3.1  作者与研究机构

选择作者和机构为共现对象，绘制如图 1
所示的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作者 - 研究机构分

布图：

图 1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作者 - 研究机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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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中不难发现，国内从事互联网治理

研究的作者与研究机构的现状为：

第一，同一机构内部的交流多，跨机构的

合作少。图 1 显示，研究机构之间基本没有联

系，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作者之间零星的连

接较多发生在机构内部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的骆毅、曾润喜以及王国华。这说

明目前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第二，绝大多数学者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

然而，互联网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

要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信

息科学等学者的共同关注，使其研究成果更为

多元化。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目前的研究尚

处在起步阶段。

第三，从发文频率来看，比较具有代表性

的研究机构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暨南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他们的研究领域分别聚焦于多元主体

治理范式、网络新媒体、媒介经济以及社会变

迁中的互联治理。

第 四， 相 对 而 言， 涌 现 出 一 批 公 开 成 果

相对较多的作者。例如，中国联通集团综合新

闻宣传处的付玉辉，其研究方向是网络传播研

究、新媒体研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

曾凡斌，其研究方向是网络新媒体、媒介经济；国

家税务总局干部学院政治学（廉政教育）教研

室副主任、讲师阚道远，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

理论和时事政治、税务系统机关党建和干部队

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中

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刘瑞生，其研

究方向是网络传播和新媒体。

3.2  研究主题及热点议题

为了直观展示研究热点与研究主题之间

的关联性，笔者选取出现频次大于 15 的关键

词，绘制了互联网治理主题 - 热点共现图，如

图 2 所示：

图 2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主题 - 热点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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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圆形节点的大小代表了主题词出现

的频次高低，节点连线的多少代表了该关键词

中心度的大小。中心度用来衡量该关键词所代

表的研究主题在该领域中地位的概念。中心度

越大，说明该节点处于中心位置，同时表明在

该领域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度越高，因而

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就越大。

从图 2 中不难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

主题及热点议题的现状是：

第一，关于治理主体的研究相对单一。行

业主管部门 —— 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出现在图

中的唯一的政府机构。企业方面只出现了关键

词 —— 腾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

内的互联网治理主体主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市

场、社会组织尚未在互联治理领域发挥应有的

作用。互联网治理更多地强调多中心、多主体

博弈、协同、共治、共享，这需要研究先行加

以关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治理能力作为关

键词出现在图中，这说明国内研究关注治理主

体的能力建设。

第二，关于治理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

联网的本体管理比如域名、网络安全、网络舆

情、网络谣言、意见领袖、色情信息等。这与

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也与国内互联网

空间的突出矛盾和政府工作重点密切相关。自

媒体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公民、企业、社会

组织等通过自媒体即时进行思想交流、营销和

宣传等各种活动，同时在互联网空间中进行的

各种活动、行为等构成了互联网文化，这些以

互联网为媒介产生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研究兴

趣。但事实上，互联网治理涉及的内容更加广

泛，按照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给出的工作

定义，所谓互联网治理 “ 不仅仅是互联网域名

和数字地址（这些问题多由互联网指定域名和

数字地址分配公司负责处理），还包括其他重

大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重要的互联网资源、互

联网安全保障，以及发展方面和与互联网使用

有关的问题 [4]”。这个方面急需系统化研究。

第三，关于治理方式的研究。关键词 “ 专

项治理 ” 出现在图中，这说明国内的研究紧跟

互联网治理实践 ——“ 运动式 ” 治理，缺乏必

要的前瞻性。

3.3  研究主题的变迁

在运用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图谱绘制过程

中，为了区分作者 - 研究机构图与研究主题 -

热点词的共现图，在节点类型 “Node Types” 中

选择了 “Keyword” 进行设置，最后绘制出了国

内互联网治理的时区图，见图 3。图 3 中节点中

心所在的位置显示了该主题词在国内互联网治

理研究领域研究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图 3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主题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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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中不难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

大致可划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2002 年至 2008 年是以互联网的技

术、资源、产业为重点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

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括物联网、下一代网络、通

信产业等。

第二，2009 年至 2013 年是以内容治理为重

点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

括舆情、言论、色情。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到政

府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互联网主管部门在这一

阶段里要针对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站、不良信息

及其链接等采取相关管制措施。

第三，2013 年之后是研究主题之内涵日渐

宽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

包括社会治理、治理能力、多元治理 [5]。

4  重点领域研究和典型研究成果

国内学术界对互联网治理的研究随着实践

的深入在不断深化，而且涉及到互联网的方方

面面。其中网络安全和网络舆情是两个成果尤

为丰富的领域。然而，绝大多数研究仍处在纸

上谈兵的阶段，真正被公共政策采纳的还是比

较少。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成果过于分散，研究

机构、研究者的合作较少，从而难以形成影响力。

4.1  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重技术、重国别研究、重

图书馆信息安全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国内有关网络安

全的研究重点关注以下 3 个主题：

第一，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技术研究。随

着人们对互联网依赖性的增加，个人信息保护

成为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数从技

术视角切入，讨论最多的技术主要涉及信息保

护技术、身份证技术、防火墙技术以及数据加

密技术等。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郭晓

苗和李金晶。郭晓苗较全面地介绍了保护互联

网上信息安全的技术，包括防火墙、数据加密、病

毒防治技术、入侵检测技术、IC 卡技术，同时

她认为互联网安全是相对的，信息安全系数越

高付出的代价越高，增加网络信息安全的措施

不可避免地要消耗网络资源或者限制资源的使

用 [6]。李金晶则详细论述了信息安全领域中身

份证认证的各种实现方法、技术及发展趋势，她

认为在电子支付领域，身份认证技术作为认证

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将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 [7]。

第二，关于保护网络安全的国别研究。在

对国外经验进行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

者是程群。他通过对美国政府网络安全策略的

演变的分析，剖析其特点和实质，认为中国应

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建立和强化制度化的防

范机制和加强网络技术的自主创新 [8]。在保障

信息安全的国际准则研究方面，华涛认为，欧

洲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信息安全的

顾虑主要都是针对美国的，因而推动全球化时

代信息安全的国际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势在必行。

通过有关信息安全的国际性协议或规则，限制

美国对上述国家的可能损害是重要选择 [9]。张

新宝以 “ 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 ” 为范本探讨

制定 “ 网络信息安全国际公约 ”，提出了 “ 网络

信息安全国际公约 ” 的五大原则：尊重主权、尊

重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信息安全和互联网自

由、国家行为合法性、企业自律 [10]。

第三，更多的研究聚焦于高校图书馆的

信息安全，探究图书馆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及

防范对策。谢汝昆认为造成网络不安全的因素

有：软件、Internet、防火墙自身带来的安全漏

洞，同时指出高校图书馆网络安全建设存在安

全意识单薄、管理制度不健全和队伍建设落后

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1]。李文渊则

提出了影响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安全的因素包

括：环境因素和意外事故、管理因素、计算机

网络病毒、黑客的攻击、版权保护问题，并且

从管理者制度、防火墙技术、网络病毒预防、数

据的备份工作以及数字水印技术方面提出了相

应的防范建议 [12]。

4.2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相对全面

现阶段国内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大致涉及 4
类主题：

第 一， 关 于 网 络 舆 论 主 体 的 研 究。 具 体



179

包括了网络舆论本体和网络舆论主体的表现。

对于网络舆论主体的界定众说纷纭，有的研究

者认为公众是唯一的主体，有的研究者认为公

众和新闻媒介监督组织构成网络舆论监督的二

元结构。代表性研究者郭光华认为在传统视野

中，舆论主体因具有 “ 非实体 ” 性特征，所以难

以界定，但是网络给舆论主体提供了一个新型

的交流平台，因而根据网络的特点将网络舆论

主体界定为网民 [13]。另一位研究者张桂霞则探

究了网络舆论主体在网络中的行为表现，她认

为中国网络舆论主体表现出来群体极化倾向：对

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

现实主义。这是现实社会分化和各利益集团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网络世界的投影 [14]。

第二，网络舆论的形成及其成因的研究。

对于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突出的研究者郑萍

和薛冰基于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分析了网

络公共舆论的形成机理，将网络舆论的形成分

为话题集结阶段、争议辩论阶段和趋同意见形

成阶段，在这些步骤、程序和阶段相互间的转

换递进中，网络公共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清晰

地显现出来 [15]。黄永林等研究者探究了网络舆

论的形成原因，认为利益相关、价值共振、情

感共鸣是网络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利益相

关则是原因当中的核心因素，因为价值观在本

质上是对 “ 利（权）益分配（保障）原则与方

式 ” 的看法，维护或反对某种价值观的实质是

为了从长远角度维护或反对某种利（权）益；情

感的褒贬往往也因 “ 利（权）益分配（保障）原

则与方式 ” 所引致 [16]。

第 三， 网 络 舆 论 监 督 和 引 导 的 研 究。 网

络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舆论监督较有

代表性的研究者孙健和徐祖迎认为，网络舆论

监督极大地增强了公民的话语权，但是也存在

不足，网络舆论监督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网络暴

力和媒体审判。因此除了从制度、技术、伦理

3 个维度需要加强对网络监督的正确引导和合

理规范外，还需要从加强传统媒体对网络的监

督、规范网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有

效监督，从而追求一种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

监督 [17]。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较有代表性的

观点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舆论事件，政府

应该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着力提升网络舆情

的回应能力；及时公开信息，切实把握舆论导

向；加强法治建设，善用法律手段实施监管；畅

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者行

为，着手进行网络舆论的引导 [18]。

第四，对网络舆论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

网络舆论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国家安

全的影响。有关网络舆论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

的影响的研究较多，研究者们都共同探究了网

络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因

而对政府官员分析网络舆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判断网络舆论究竟是否为主流民意是

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决策信息的采信问

题，而虚拟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布不同，动摇了

网络舆论代表主流民意的判断，网络民意有可

能对政府决策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19]。唐克

超从较为宏观层面对网络舆论的影响进行了

探讨，他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

影响我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若对网络舆论监

管、疏导和引导不力 , 在西方及敌对势力煽动

和利用下 , 将直接影响和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

安全 [20]。

4.3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关注特殊人群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尤其关注大学生、青

少年。针对这类特殊人群，从现有的文献研究

来看，国内研究重点关注以下 3 个主题：

第一，关于网瘾问题研究。该研究主题的

代表性研究者林绚晖和阎巩固对大学生网络成

瘾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福州大学

的大学生进行广泛的问卷发现：大学生上网人

群中网络成瘾者占 9.6%。上网成瘾的发生与上

网时间、上网参与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21]。针

对青少年的网瘾问题，则集中于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问题的研究。佐斌、马红宇通过对 10 省

市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和大

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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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有 79.3% 玩过网络游戏 , 成瘾比例为

3.2%。他们认为青少年时期的特殊心理、网络

游戏本身的吸引力，以及家庭环境、学校教育

与管理、社会监管等方面都是青少年网络游戏

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 [22]。

第二，有关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

网络对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

响，宋争辉认为网络激发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

热情，拓宽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培育了

大学生的参政精神，然而消极影响也是存在

的，他从大学生自身以及制度建设等角度对

大学生有序的政治参与提出了建议 [23]。邹静

琴、王静、苏粤 3 位研究者对广东 8 所高校的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进行了现状调查。结果分

析显示，大学生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

活高度关注却并不参与，属于活跃而沉默的观

察者，同时对主流意识形态有高度认同 [24]。还

有学者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 “ 现实 ” 与 “ 网络 ” 两

种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当代大学生政治

参与行为与认知脱节，现实政治参与仍然表现

出很强的功利性，而网络政治参与稍具理想主

义色彩 [25]。

第三，网络对大学生和青少年生活和思想

价值观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内容广泛，具体

包括大学生、青少年的网上娱乐活动、信息获

取和传播、交友、身体健康、购物行为以及通

过网络求职等，基本上网络渗透到于大学生生

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对大学生思想和价值观影

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有学者认为网络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

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个性心理都产生着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宋元林认为，应该通过实

行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疏

导与堵截相结合、网上与网下相结合、主动引

导与平等交流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

际问题相结合的基本工作方法做好大学生的思

想教育工作 [26]。

5  结论

文献计量学方法帮助我们客观、全面地把

握了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的主题脉络及其变化

规律，数据分析呈现出的历史迫使我们思考未

来的研究进路。

通过对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现状的分析发

现：目前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作者

与研究机构的角度看，国内同一研究机构内部

的交流多，跨机构的合作少；绝大多数的互联

网治理研究的学者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但是

该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多个学

科的学者共同关注。从研究主题和热点议题的

角度看，关于治理主体的研究相对单一；治理

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的本体管理；国

内互联网治理的治理方式缺乏必要的前瞻性。

通过对国内互联网治理重点研究领域和典

型研究成果的解析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

领域中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主要呈现出重技

术、重国别研究、重图书馆信息安全的特征；关

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相对全面；国内互联网治理

研究关注特殊人群。当前国内互联治理研究领

域的研究主要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机构

之间、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研究者的

学科背景较为单一；研究主题主要以本体管理

为主，对与互联网相关的议题，研究还不够。

因而，互联网研究主题的系统化以及跨学科的

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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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search of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original data are based on Chinese literatures from CNKI 
database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Governance from 2002 to 2014, and the visualized bibliometric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CiteSpace.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dthe network of co-occurring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search themes and hot topics, the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theme chan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based on research themes. [Result/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more communication in the same institutions and less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is communicati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the network security and the public opinion of network are more abundant. Them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irst focusing on technology, resource and industry, then focusing on 
content management, and now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 connota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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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具有重要意义，有

利于经济价值与学术价值的提升。正如欧盟委

员会所指出，“ 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提高了

数据质量，减少了重复研究的成本，加快了科

技进步，并有助于打击学术造假 ”[1]。英国皇家

学会报告认为，开放对于科学事业具有重要价

值，开放可以识别错误，支持、反对或优化理

论，数据的重用可更深入了解和掌握知识 [2]。

开放数据是开放科学的一部分，具有可获得、可

理解、可评估和可用的特征，开放数据与科学

出版物的开放获取相结合，可以有效沟通与交

流科学的研究内容。

1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的出版商
1.1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学术探索】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出版商政策研究
◎ 崔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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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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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出版商的政策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 针对出版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有助于出版商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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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其中。这些利益相关者类别多样，性质各

异，共同形成科学研究的生态系统。根据各利

益相关者的职能，围绕研究人员，将这一系统

进行分类研究，确定出 4 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即

资助者、数据管理者、研究机构与出版商作为

关键参与者，以促进和实现科学研究数据的开

放共享。

在这一系统中，每类利益相关者都有各自

不同的职能、驱动力及利益点，但总体利益与

动机相同，即促进科学的进步。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与行为动机与各自职能连接在一起，形

成了科学研究系统的边界。该系统本质上受

到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外部因素可

能表现为政治、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体

系等；内部因素包括政治意愿、经济及学术

竞争、技术基础设施、法律、道德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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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的价值与动机是外部和内部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因素控制资源输入到

该系统中，内部因素控制这些资源的可用性

和分配。如图 1 所示：

图 1  科学研究系统示意

在此科学开放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群体职

能众多并偶有重叠，总体上各利益相关方对研

究数据的开放获取的意义已达成共识，但各利

益相关方对实现开放研究数据的方式的认识并

不一致。本研究主要探讨在推动科学数据开放

共享中，出版商数据政策的现状、问题，并构

建相应模型，提出相应建议。

1.2  出版商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系统中的目标

在促进研究数据开放共享方面，各利益相

关方发挥不同的作用。出版商通过期刊向作者

提供数据共享政策，在数据开放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研究出版商的数据政策，是因为这是在

研究过程中将数据政策与研究人员密切关联起

来的点，为发布研究成果，研究人员有动力、有

可能遵守数据政策。同时，研究发现，虽然包

括出资者和研究机构都可能有适用于研究人员

的政策，但遵守这些政策的研究人员的比例还

很低。研究人员没有遵守数据政策的直接动

力；此外研究人员在需要进行数据存档时，可

能也没有合适的机构知识库可以选择。出版商

提出的数据政策，是在研究人员完成研究过程

后发表研究成果前，研究人员有可能、有动力

遵守出版商的数据政策。

1.2.1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价值

科学的思想与科学的证据互相佐证，研究

数据和科学实践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因

此，推动开放获取研究数据，与促进科学严谨

的目标相一致。更大程度地共享与获取数据，能

加强科学的基础价值，即允许科学研究有效地

自我校正，以便二次分析、检验、质疑或改进

原有成果 [3]。此外，开放获取政策通过减少重

复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人员用在搜索信

息和数据方面的精力，因而改善了他们的工作

条件。

JISC 以英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为例，指

出研究数据的监护与开放共享具有如下利益 [4]： 

①研究人员能够更广泛地获得数据，从而促进

更多的跨部门的合作，研究人员在行业、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内有可能获得大量的教育和培训

机会。数据的开放共享有助于实现数据使用和重

用，降低数据的收集和复制成本，分担数据收集

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如避免调查疲劳，从而提高

响应率等），创造出在数据收集时未曾预想到的

新的利用方式，进行数据挖掘等。②在项目申请

拨款和评估阶段、出版和研究评估阶段，更容

易发现欺诈和抄袭，更容易进行评估和同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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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因此将有机会创造更加完整和透明的科学

记录。③通过将研究人员、知识库、资助者与

有价值的资源相链接，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提高

研究的可见度。

科学研究系统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群体认

识到走向开放数据的利益，认同将数据的开放

共享置于战略高度进行考虑。科学表现为知识

积累的过程，数据在促进早期工作中起着重要

作用。开放获取研究数据，通过避免重复劳动，促

进协作，有助于显著加快这一科学过程，从整

体上使科学成为更加透明的进程，实现推动公

众参与，激励创新和改革公共服务的宗旨 [5]。

1.2.2  基本情况

出版商作为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数据

密集型研究，认同开放获取研究数据的意义。

很多出版商认同布鲁塞尔宣言，即 “ 所有的研

究者应能自由地获取原始研究数据。出版商鼓

励公开公布原始研究数据结果，将相关的数据

集及子数据集与论文共同提交给期刊，应尽可

能让其他研究人员自由获取 ”[6]。很多出版商的

数据政策为强制性政策，要求作者将支持出版

物的研究数据存储在经认证的知识库中，实现

开放获取。研究表明，如果期刊具有强制性数

据政策，并且有可获取数据的声明，那么在线

找到该数据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类似政策的

期刊的 1 000 倍 [7]。

尽管目前出版商已开始重视出版物的开放

获取，将开放获取作为一种出版的商业模式，不

过出版商参与研究数据的出版，特别是开放获

取研究数据，目前尚未形成规模。出版商关注

研究数据及其开放，重要原因在于数据为出版

商的主要产品即出版物增加了价值，数据有助

于验证研究成果，从而增强了所发表研究成果

的可信性，而可信度对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此外，资助机构的政策要求公开获取研究数

据，实质上向出版商施加了压力，出版商需要

参与到研究数据开放获取中，帮助作者和研究

机构符合出资人的要求。现在，领先发展的出

版商开始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试图挖掘研

究数据的潜能，形成以数据为基础的新产品和

服务，对研究数据进行同行评议，开展提高数

据质量的其他服务。

2  出版商主要数据管理政策

本研究根据 STM 的年度报告 [8]，确定出以

下出版商为主要分析对象（见表 1）。这十大

出版商所出版期刊占到 2014 年所有出版期刊的

45.2%，另外本研究将开放获取出版商，科学

公共图书馆（PLoS）、生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ral）的数据开放政策考虑在内。

表 1  以期刊数量而论的前 10 位出版商

序号 出版商 出版期刊数量（种） 占所有期刊的累积百分比（%）

1 Springer 2 987 10.6

2 Elsevier 2 500 19.5

3 Wiley 2 388 28

4 Taylor & Francis 2 105 35.5

5 SAGE 750 38.1

6 Wolters Kluwer 672 40.5

7 Hindawi 438 42.1

8 CUP 350 43.3

9 OUP 362 44.6

10 NPG( 包括 Frontiers) 178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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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出版商数据政策现状

2.1.1  将开放获取作为默认情况

出版商将数据的开放获取作为订立政策

的基础，如 PLOS 研究数据开放获取强制性政

策 [9]，指出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支持 PLOS 出

版物的所有研究数据都必须开放获取。作者在

向 PLOS 提交稿件时，要同时提交数据可用性

声明，在声明中表明遵守 PLOS 的政策规定，在

手稿成功提交后，数据作为最终手稿的部分内

容发布。PLOS 要求作者将数据存储于推荐的经

认证的数据中心或知识库。小数据集可与稿件

一并上传。PLOS 的编辑和投稿指南，向研究人

员提供指导，协助研究人员遵守期刊开放数据

政策。在限制数据获取的情况下，PLOS 有权发

布修正说明，联系作者的机构或资助者，甚至

撤销出版。

2.1.2  新的出版形式的出现

出版界越来越关注开放数据，产生了一种

新型出版产品，即数据期刊。数据期刊的出现，与

数据可以单独发布紧密相关。数据的单独发布

可以确保数据作为科学记录的基本组成部分，以

可理解的形式向科学界提供。数据期刊是同行

评议的开放获取平台，用于发布、分享和传播

各学科的数据。发表的数据论文包含数据集的

具体相关信息，如收集、处理方式等。发表的

数据论文与认可的知识库互相关联，数据论文

引用存储于知识库或数据中心中的数据集。正

如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中心（ANDS）在其数

据期刊指南中所指出的，“ 从根本上说，数据期

刊寻求促进科学认证和再利用，提高科学方法

和结果的透明度，支持良好的数据管理方法，并

为数据集提供一个可访问的、永久的、可解析

的路径 ”。ANDS 指出，数据论文的出版过程包

括对数据集的同行评议，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数

据再利用的机会，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学术认

可的可能性 [10]。

2.1.3  同行评审

对研究数据与数据出版物开放获取的关

注，彰显了研究数据的科学质量及研究数据

同行评审的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一些出

版商将同行评议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数据在内

的同行评审。M. S. Mayernik 等 2014 年进行

了有关 “ 数据同行评审 ” 的研究，提出因为出

版物或资源类型有所不同，进行同行评审的

方式也必须有所变化。研究者对几种类型的

评审资源进行了区分，包括在传统科学论文

中分析的数据，在传统科学期刊上发布的数

据文章，以及通过数据期刊发布的开放获取

知 识 库 与 数 据 集。M. S. Mayernik 等 针 对 数

据的同行评审、数据的质量保证过程确定了

一些共同因素，包括：可通过数据中心或知

识库获取数据集；数据集有足够的信息以备

评审；期刊有明确的方针指明审核的要点，指

导评审者进行数据审查等 [11]。

开放考古学杂志（JOAD[12-13]）对所有提交

的数据论文采用同行评审程序，评审内容包括

论文的内容与存储的数据。论文的内容指与数

据集的建立和重用相关的信息，以及对数据集

的描述。存储的数据指以可持续性模式提交到

存储库的数据，包括其许可方式。

2.1.4  数据引用

除对数据进行同行评审外，出版商还逐步

引入数据引用政策，以促进研究数据的标准化

使用。研究数据对研究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与意

义，为扩大高质量研究数据的传播，形成数据

利用的规范方式，FORCE11[14] 制定了数据引用

的主要原则。FORCE11 的引用原则的前提是数

据引用需要实现人类和机器均可读。该数据引

用原则可能并不全面，主要目的是鼓励各学科

制定体现自身特点的引用方式。

FORCE11 原则包括：说明数据引用的重

要性；通过数据引用促进学术信用；数据引用

要实现机器可操作性，包括全球永久唯一标识

符；数据引用要促进对数据本身的获取；数据

引用应该具有持久性；便于识别，易于获取，可

以验证；具有互操作、灵活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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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内容发现和链接服务

出版商逐渐把发展方向转移到内容发现和

链接服务，专注于文本与数据挖掘（TDM）工

具，以便能开发内容，进而提供相关服务。出

版商越来越关注数据挖掘是研究人员利用大型

数据库的内容、数据和出版物的需求的直接

结果。一份文本和数据挖掘专家小组的报告指

出，TDM 是一种重要技术，可用于从指数级增

长的数字数据中，分析和提取新的见解和知识 [15]。

该报告的结论是，因为研究人员的技能和技术

不断提升，所研究的数据集的复杂性、多样性

及规模不断扩大，因此 TDM 有可能会更加重要。

但对于利用文本与数据挖掘工具是否应有所限

制，目前仍有争议。

2.2  期刊数据政策问题

2.2.1  数据格式与文件大小的差异

期刊要包括支持文章结果的所有数据，往

往是很难实现的。研究的方法不同，产生的数

据也大不相同，数据的格式和文件大小差异巨

大。定性研究生成的数据，多以文本形式存在，例

如实地观察笔记，或采访或报道的文字记录等。

定量研究生成的数据，多以电子表格的形式保

存。一项研究可能产生多种类型的数据，而论

文可能包括附加文本、数值数据集和数字图

像，这些都可能增加论文的大小。因此出版商

表现出对集成到每篇论文中的数据集大小的关

注。某些出版商开始尝试出版在线期刊文章，以

包括多种数据，例如爱思唯尔的有关未来的文

章的探索 [16]。然而，并不是每一种期刊都有包

括各种数据的能力。这就要求期刊的办刊方针

应清楚说明，作为论文组成部分的数据，在何

种程度上可以包括在论文中。

2.2.2  机构知识库的成本

为解决出版商服务器超载的问题，将期

刊文章的重要数据链接到一个特定的机构知识

库，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这将相关的长

期运营成本转嫁到了机构中。但资助者目前的

基金中并不包括这部分资金，而机构可能也并

不愿意在当前的管理费用中增加这种支出。这

就使得在机构知识库中存储科学数据的可持续

性有待探讨。

2.2.3  研究人员对数据开放的认识

许多研究人员并不知道相关的知识库，为

此期刊数据政策应说明，数据是否应该在认可

的知识库中存储，是否要使用永久统一资源定

位符（URL），是否要采用某种形式的数据引用。

数据发布的时间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研

究人员并不关心在出版过程中的什么时候数据

可被公开访问，而是关心在研究过程中何时数

据应被公开访问。研究论文并不是在研究结果

全部产生后才会形成，而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

产生的。在论文发表的同时，是否适合发布研

究数据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某些形式的数据

有敏感性，要保护受试者等因素。

3  构建期刊研究数据策略模型框架

3.1  出版商期刊政策的基本要求

有效的政策制定过程必然需要将注意力集

中于数据共享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而

目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在不断变化，出版商、知

识库和系统之间，并没有强有力的措施鼓励共

享数据。共同点包括：①出版商共享数据的方

式差异很大；②在出版过程中，出版商对所接

受的数据类型、数据应存储的地点、应存储的

时间等说明，模糊不清；③研究人员普遍赞成

共享数据，但研究人员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共享

障碍；④研究人员认为出版商和期刊有关数据

格式和存放地点等清晰的政策，将有益于研

究；⑤出版商也认为在数据的关联与嵌入方面

存在障碍。

科学数据共享的许多问题，能够在出版过

程中通过期刊强有力而明确的政策加以解决。

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确定能推荐给期刊使用

的政策模型。研究收集到的期刊政策信息，对

材料进行分析后，归纳出目前主要的政策要

求，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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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期刊数据政策的基本要求

序号 政策要求

1 政策应有一般性声明，列举数据共享的益处

2 政策应清楚地说明，属于期刊、出版商或者专业协会的政策

3 文章中包括或可链接的数据类型

4 数据的格式，覆盖所有学科领域准则

5 相关的数据说明，如数据引用，其他元数据等

6 数据是否要求或建议共享，以及对数据数量的限制

7 根据数据类型，确定数据存储的地点

8 凡注明数据是可用的，说明如何获取

9 在出版过程中应提供数据

10 是否有时滞期及时滞期的长度

11 数据是否可以公开获取、自由获取、低成本获取或有其他级别的限制

12 作者应声明数据可重用的所有情况与条件

13 是否有数据政策的例外情况

14 有对作者遵守政策的监管方式

15 对作者说明不遵守政策的后果

16 在其他研究人员投诉无法满足数据请求时，期刊相关的处理程序说明

3.2  框架模型

基于以上所列出的观察，形成基本的期刊

研究数据政策的模型框架。由资助者和研究机

构作为一方，与出版商的另一方进行合作，发

展数据政策。表 3 为所构建的期刊研究数据策

略模型框架。

表 3  期刊研究数据策略模型框架

政策 元素 内容说明 具体表述方式

总体要求 目的 说明数据开放共享的益处 本出版社认为，支持文章得出结论的数据应为所有研究团体可用，
以促进相互合作，证明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并鼓励复用与再利
用数据。本出版社认为，通过对作者工作成果在更大范围的开放，
扩大数据的透明度，将提高引用率与提高科学质量，最终价值将
有利于作者

范围 说明政策适用对象 ①本研究数据政策适用于本学会的政策；②本研究数据政策适用
于本期刊的编辑政策；③本研究数据政策适用于本出版社的政策

明确说明，存储数据是出版
的必要条件，还是仅建议存
储数据

①所提交的论文得以出版的条件是，论文结论所基于的所有数据，
必须由作者存储于指定位置，该位置可以自由公开获取数据，这
是强制性要求；②建议将文章结论所基于的所有数据，由作者存
储于指定位置，该位置可以自由公开获取数据；③与论文相关的
数据不必公开获取

在显著位置明确表示，希望
作者遵守数据政策，并对包
括论文出版与数据存储之间
合理的时间区间作出规定

①本出版社希望所有作者遵守研究数据政策；②本出版社在收到
存储库已正式存储数据的通知时，才会出版论文；③本出版社允
许作者在数据公布一个月内进行数据的存储

在因资助而产生研究的全部
或部分数据时，政策应该要
求作者说明研究的资助者

作者必须指明研究的资助者，说明文章中哪些数据集是基于资助
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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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数据提交
与评审

数据
提交

明确地指出，数据是否可以
作为论文的组成部分，以及
论文中是否应包括超链接，
或者说，在数据与论文保存
在不同的地点时，是否通过
超链接实现关联

①数据嵌入到发表的文章或附录中；②数据不必嵌入到发布的文
章或附录中；③数据可通过文章中的超链接获取，这将引导至另
一台服务器，该服务器可能由出版商所控制，也可能与出版商无关；
④应对感兴趣的研究人员能够访问该数据作出相应安排

考虑到必要数据和补充数据
的区别，政策应该明确指明，
所接受的数据的类型

①可链接或嵌入到文章中的数据，可接受的数据形式包括：视频
图像、音频文件、软件、电子表格、基于文本的文件、DNA 序列
等；②可链接或嵌入到文章中的数据，不可接受的数据形式包括：
视频图像、音频文件、软件、电子表格、基于文本的文件、DNA
序列等

清楚地表明接受的数据格
式，并给出对数据保护的解
释说明

①接受任何格式的数据；②只接受 ASCII 格式的数据，以实现数
据的保存和互操作；③接受开放格式的数据，以实现数据的保存
和互操作；④数据需要获取代码才能实现可复制，则数据与代码
共同存储

数据
评审

明确数据是否应该进行评
审，由何人进行评审

①数据应该与文章一起提交，以便由指定的评审小组进行同行评
审；②数据应该独立进行审查；③不对数据进行审查

数据标准
与指导

数据
标准

提供元数据和作者标识符的
信息

①数据集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数字对象标识符（DOI）；②数据的
每个项目都必须有 DOI；③数据应与相应描述的可阅读文件共同
提交；④编码和软件、缩写和使用的术语，计量单位和任何其他
相关联的数据的细节需与数据共同提交

数据
指导

对从较大的数据集中选择与
发表的文章最相关的数据
时，应当给予指导

①如果发表的文章是基于较大的数据集中选取的有限数据，仅需
存储与论文密切必要的数据；②如果发表的文章是基于较大的数
据集中选取的有限数据，要求整个数据集可以公开获取；③如果
发表的文章是基于较大的数据集中选取的有限数据，作者可以选
择存储部分或全部数据集

对数据分析方法的公布给出
指导

①在相关文章中应明确指出数据分析的方法；②应提供数据分析
的详细方法，以实现研究的可复制性；③作者可以选择概述数据
分析的方法

数据的保
存与共享

数据
保存

说明数据是否应存储在指定
的存储库中，或由作者选择
存储地点

①本期刊是综合性期刊，数据必须在指定的存储库存放，如 Dryad
等；②数据必须在由本协会认可的存储库中存放；③数据可以在
具有认可资质的存储库中存放；④数据可以在主要作者所在的机
构知识库中存放；⑤数据可存储于由作者自由决定的可信的存储
库中；(6) 数据可以通过相应安排，方便研究人员获得数据

数据如果与另一台服务器上
的论文链接，数据政策应该
明确应该使用的 URL 形式

①用于连接到数据的 URL 必须可永久链接；②用于连接到数据的
URL 必须是数字对象标识符；③作者可以使用统一资源标识符以
链接数据到文章；④作者可以使用持久统一资源定位符以链接数
据到文章

数据
引用

对数据引用作出说明，给出
数据引用格式的指导

①不需引用数据；②作者可以选择引用数据；③数据应采用下面
的方法进行引用，如 ……

数据
获取

说明公开发布数据是否有时
滞期

①论文一发表，即可公开获取数据；②论文发表之前，可以公开
获取数据；③论文发表至少某个阶段后，可以公开获取数据；④
文章发表之前必须存储数据；⑤有时滞期的文章发表时，可以存
储数据

在政策允许某些类型的数据
有例外获取的情况时，应明
确说明例外的标准

期刊编辑委员会，认同研究数据有不适宜公开获取的情况，但作
者需说明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如：
①研究参与者个人或家属的生命或生活会受到严重损害
②对已成熟的行业造成严重后果
③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等

（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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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所有
权与安全

数据
所有

权

要求作者说明相关数据或者
数据的不同部分的知识产权
状况

应明确说明再利用的范围等，例如，可使用广泛理解接受的 CC
许可，作为再使用规范进行说明。作者的声明应包括先前的知识
产权及再利用的要求，适用于出资者或机构的政策，包括时滞期
与敏感数据的处理问题，如：本数据是在资助者资助下产生的结
果，作者、所属机构及资助者遵守相关知识产权政策。数据的发
布符合资助政策，遵守 “ 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CC BY-NC-
SA）”，6 个月时滞期后公布

隐私
保护

说明对人类受试者数据公布
的伦理问题的处理方式

①在存储数据之前，人类受试者的数据标识如姓名、地址、出生
日期、身份识别号码，电话号码等应当移除；②人类受试者及其
他敏感数据，在数据发布之前允许有时滞期；③个别研究人员要
获得人类主体和其他敏感数据，可由作者进行特定安排；④在特
殊情况下，人类受试主体和其他敏感数据可被例外允许获取

对作者提供指导，以使个体
研究人员可以获取敏感数据

①在敏感数据不适于公开的情况下，作者应该作出安排，以便于
个别研究人员获取数据；②在敏感数据不适于公开的情况下，作
者应该作出安排，以便于个别研究人员可以复制研究；③在数据
为敏感数据的情况下，可提供作者的联系方式给有关方面

数据监管 数据
监管

明确列出不遵守期刊研究数
据政策的后果及监管方式

①如果本期刊收到其他研究人员无法获取已出版论文相关数据的
投诉，作者必须出示有关已存储数据的证明；②如果不遵守本协
会的数据政策，本协会将撤销作者的会员资格；③如果相关数据
未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存储，本出版社将不会出版作者撰写的相关
文章

3.3  实施方式

3.3.1  逐步制定出版物的支持性数据的强制性开

放共享政策

出版商应该支持期刊编辑制定研究数据的

强制性政策，从而提高研究过程透明度，扩展

研究数据的潜力。数据的编辑政策应解决诸如

文档、元数据、数据出版格式、许可、引用等

问题。编辑政策要求作者在文章提交过程和同

行评议过程中，提交数据的可用性描述。对提

交的文章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政策应提出对应

的措施，如撤销发表的文章。

3.3.2  与认证知识库和数据中心协作，简化数据

提交流程

出版商可按照相关标准考查知识库与数

据中心的可信度，与符合数据认证标准的数

据中心与知识库协作。类似的知识库或数据

中心可以是主题明确的学科知识库，也可以

是机构知识库或综合知识库。二者的合作应

该会产生积极影响，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服务具有可操作

性、技术上无缝的特点，从而实现以开放格

式传播和保存高质量的学术产品和研究数据。

对于没有公认的数据中心或知识库的学科，出

版商对研究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提供适合

存储与获取的机构知识库建议，或提供商业

数据服务。在这方面，出版商的角色应该是

更多地促使学术团体建立资源库评估准则，从

而帮助研究人员选择合适的存储库。当学术

界建立起知识库的认可标准，出版商就可以

通过期刊政策执行这些标准。

3.3.3  数据作为一流学术成果，接受同行评议

出版商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确保出版物的高

质量，而研究数据同行评审制度的建立，有助

于提升出版产品的品质。同行评审过程，应详

细说明评审的标准，要评估研究数据的技术与

质量问题，技术方面如考量数据集的完整性和

一致性，收集数据的标准，使用的软件等；研

究数据的科学质量则由研究团体通过出版前与

出版后的同行评审进行评估。同行评审流程

中，出版商也应该探索对评审者的激励方式，包

括支付酬金，邀请编写特稿，加入编辑委员会，甚

至聘用一些专家进行内容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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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发展有关研究数据引用的策略

研究数据通过传统的出版过程传播，为

实现数据的长期可重用，需建立并使用数据的

引用标准。在这方面，出版商应要求出版物及

相关的数据可引用，并为数据的引用提供明

确指导。在说明数据引用时，出版商可参照

一些已有的实践，如 Force11[14] 的原则，参与

DataCite[17]，加入到研究界和编辑讨论的过程中。

数据引用应包括 DOI，以及使用许可信息，如

创作共用许可，数据的引用方式最好是机器可

操作的，可让用户知道可以如何处理研究数据。

3.3.5  建立许可政策鼓励进行文本数据挖掘

出版商的编辑政策应以清晰的方式，说明

研究数据的发布与获取方式，如默认或建议开

放获取等。考虑到文本数据挖掘工具可带来显

著经济效益，鼓励出版商调整策略，允许研究

人员在研究中使用这种技术。

4  结语

尽管出版商已经强烈关注出版物的开放

获取，将开放存取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但出版

商参与研究数据，特别是开放研究数据，还未

形成规模。出版商关注研究数据与研究数据开

放，是因为数据为出版商的主要产品即出版物

增加了价值，通过对研究成果的验证功能，增

强了所发表研究成果的可信性，而可信度对于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出版商为应对来自于

出资人对开放获取的压力，也在逐步制定政策。

出版商和出版商的数据政策在更广泛地采

用数据归档，与协助数据存档政策模型的发展

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出版商所提出的

数据政策，应能体现透明性，实现重用的可能，提

出存储数据的要求，提供对数据结构和元数据

的指导，向作者指明适当的网络链接的存储库。

数据政策不仅有利于研究人员自己及相同或相

关领域同行的研究，同时促进了数据归档和数

据链接，完善了数据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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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介绍

信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部门，已经成为

国家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极大地带动了相关产

业的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本研究采用共词

分析法和概念网络分析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对国内信息产业领域研究文献进行深度分

析，更加完整、客观地反映国内该产业的研

究热点情况。共词分析属于内容分析方法的一

种，其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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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以此为基础对这些关键词

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亲疏

关系，进而分析其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结构的

变化 [1]。概念网络分析法则借鉴了社会网络分

析法中的 K- 核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边强度分

析等技术，将共词网络中的概念映射为社会网

络中的个体节点，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定性地展

现概念之间的关系 [2]。以上两种分析方法均是

通过统计文献的关键词来判断某一学科或者主

题的主要知识结构和研究热点。前者侧重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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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即划分出若干研究重点，后者则侧重于关

系分析，可用于判断这些研究重点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能够更加系统全

面地描绘出信息产业各研究热点之间的结构特

征和关联关系，进而对我国信息产业的重点问

题进行分析。

2  数据准备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定中国知网（CNKI）中的期刊与

学位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以 “ 信息产业政策 ” “ 信

息资源政策 ” “ 信息政策 ” “ 信息产业规划 ” “ 信

息资源规划 ” 为检索词进行篇名组合检索（时

间范围为 199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结合信

息产业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及其聚类情况，选取

高被引核心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作为这一阶段

的研究重点，最终获得 1 644 条记录作为本文的

研究对象。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基本整理后，采

用共词分析法和概念网络分析法，分以下 3 个

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统计高频词和构建共词矩阵。

具体步骤如下：①导出文献记录。通过 CNKI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检 索 得 到 1 644 条 记 录 并 以

RefWork 格式导出。②数据清洗。将导出结果

导入 Excel 软件，筛选出标题、作者、关键词字

段完整。符合分析要求的记录。③数据整理。

使用 Excel 软件统计所有记录中各个关键词的出

现频次，并选择频次高于 3 的 75 个关键词作为

代表该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的高频词，并两

两统计这些高频词在同一条文献记录中同时出

现的次数，形成共词矩阵。

第二阶段：基于共词矩阵进行概念网络分

析。具体步骤如下：①利用 UCINET 软件进

行概念网络分析。即将上一阶段得到的矩阵导

入 UCINET 软件，使用 NetDraw 功能绘制概

念网络图。② K- 核（K-cores）分析。K-cores
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子图 —— 该子图中的

每个节点都至少与该子图中的其他 K 个节点

相邻（即有边相连），而在该子图中加入任何

一个其他点之后，该性质即不存在 [3]。K-cores

分析将产生一系列子网，能够逐步揭示原始

网络的中心区域架构。越大的 K 值产生的子

网中的节点度越大，同时也更趋向于网络结

构的中心位置 [4]。在 NetDraw 界面下，选择

K-cores 功能，可根据出度和入度的不同，使

概念网络中的节点呈现不同的颜色，并继续

利 用 Centrality Analysis 按 degree 对 节 点 进

行 分 类， 然 后 展 开 K-cores 进 行 分 析。 这 里

一个出度或者入度表明概念 A 与概念 B 存在

共现关系。③主成分分析。采用 NetDraw 的

principal components layout（主成分显示）排

列方式，可以将所有概念排列成鱼眼图形状，即

各概念依据出度或入度的大小，从右至左依

次分散排列 [5]。使所有节点按照与上一层级入

度的多少依级排列，后一节点的语义组合构成

对前一个概念的解释。④边强度分析。由于

K-cores 分析存在一个出度或者入度只能表明

概念之间存在共现关系的弱点，因此需要引入

边强度来展现共现次数以进行补充分析。即在

NetDraw 中将共词矩阵导出为 .net 格式，导入

到 UCINET 中的 Pajek 工具之中，通过 Draw-
Draw 功能得到新的概念网络图并显示出边强

度。

第三阶段：基于共词矩阵进行聚类分析。

采 用 UCINET 软 件 实 现 共 词 聚 类， 具 体 步 骤

包 括： ① 将 共 词 矩 阵 导 入 UCINET 并 保 存

为 dataset 格 式。 ② 在 UCINET 中 选 择 Cluster 
Analysis-Hierarchical Clustering 进行分层聚类。

③导出分层聚类图，根据文献的具体内容对这

些分析结果展开进一步的阐释说明。

3  高频关键词统计及共词矩阵构建

通过对文献记录的数据清洗和整理，共得

到 1 278 个关键词。其中，频次为 1 的关键词

有 1 064 个，占 83.2%；频次为 2 的关键词有

139 个，占 10.9%；而频次在 3 以上的关键词有

75 个，占 5.9%。表 1 列出了频次在 3 以上的

75 个关键词。可以看到，“ 信息产业 ” 本身即

为出现最频繁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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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信息产业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统计（频次 >=3）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信息产业 40 26 信息服务 4 51 黑客攻击 3

2 信息技术 23 27 信息网络 4 52 基础结构 3

3 电子信息 19 28 信息资源 4 53 基础设施 3

4 信息安全 17 29 信息资源开发 4 54 经济发展 3

5 信息政策 16 30 远程教育 4 55 经济信息化 3

6 信息资源规划 12 31 政策研究 4 56 科研机构 3

7 发展规划 7 32 产业发展目标 3 57 目录体系 3

8 信息系统 7 33 产业发展政策 3 58 区域规划 3

9 电信法 6 34 产业政策 3 59 区域经济一体化 3

10 电子政务 6 35 档案信息 3 60 三网融合 3

11 国家信息政策 6 36 地理信息服务 3 61 世界电子 3

12 网络安全 6 37 电子产品 3 62 市场关系 3

13 信息资源管理 6 38 顶层设计 3 63 市场经济体制 3

14 地理信息产业 5 39 发展战略 3 64 税收政策 3

15 通信技术 5 40 法律政策 3 65 新型显示器件 3

16 物联网 5 41 副部长 3 66 信息服务业 3

17 信息工业 5 42 副主任 3 67 信息革命 3

18 信息管理 5 43 高复先 3 68 信息技术产业 3

19 信息基础设施 5 44 公开信息 3 69 信息消费 3

20 发展政策 4 45 骨干企业 3 70 一体化发展 3

21 国家安全 4 46 关键基础设施 3 71 优惠政策 3

22 国家信息化 4 47 国家信息中心 3 72 政府机构 3

23 国家政策 4 48 国家战略 3 73 专利信息 3

24 国内市场 4 49 国家专利局 3 74 综合规划司 3

25 联动 4 50 国民经济信息化 3 75 最终用户 3

在获得高频关键词之后，利用 Excel 软件建

立共词矩阵。表 2 即基于上述选定的 75 个高频关

键词所构建的共词矩阵（部分），代表两两关键

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从中可以看出由

于 “ 信息产业 ” 本身的词频较高，因此与其他关

键词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情况也是最多的。



195

表 2  国内信息产业研究文献关键词的共词矩阵（部分）

关键词 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 电子信息 信息安全 信息政策 信息资源规划 发展规划 信息系统

信息产业 40 4 5 2 1 0 2 0

信息技术 4 23 2 1 1 0 0 0

电子信息 5 2 19 0 0 1 1 0

信息安全 2 1 0 17 1 1 0 1

信息政策 1 1 0 1 16 0 0 0

信息资源规划 0 0 1 1 0 12 0 1

发展规划 2 0 1 0 0 0 7 0

信息系统 0 0 0 1 0 1 0 7

电信法 5 1 0 1 0 0 1 0

电子政务 1 0 2 0 0 4 0 0

4  共词聚类分析
4.1  聚类分析形成的聚类树状图和聚类表

将共词矩阵导入 UCINET 软件进行聚类分

析后，形成了如图 1 所示的聚类树状图 , 根据该

图判断 75 个关键词的归属状态，初步将其分为

14 类。由于树状图较为繁复，因此使用表格形

式表示这 14 类 75 个关键词，并且在这一基础

之上再次简化为 6 个大类，见表 3。

图 1  共词聚类树状图

75 个关键词初步划分为 14 类之后，还可以

进一步按树状图从上往下合并（见表 3）：原 1-5
类关键词合并为 “ 信息技术与产业化发展 ” 大

类，这一大类所包含的关键词最多，涵盖了电

子信息产业、信息技术、信息市场、信息消费、产

业政策和战略等多个领域，但总体上来说均属

于信息技术和产业化领域下的内容。其次原 6-8
类合并为一类，即 “ 信息化与信息安全 ” 大类，除

了信息化与信息安全之外，还包含信息系统、基

础设施、信息资源分析等内容。这些从广义上

来理解，均属于信息化和信息安全的领域。原

第 9 类关键词 “ 信息资源开发与规划 ” 仍单独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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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一类。基于地理信息的服务属性和专利信

息的管理属性，可将原第 10 类并入第 11 类即

“ 信息服务产业 ” 类关键词，原第 12 类并入第

13 类即 “ 信息政策与信息管理 ” 类关键词。最

后原第 14 类关键词 “ 区域一体化 ” 也仍单独作

为一类存在。

表 3  共词聚类

关键词 序号 分类 1 分类 2 关键词 序号 分类 1 分类 2
信息产业 1

1、电子信息

与产业化

1、信息技术

与产业化发展

信息资源 28
7、信息资源

结构 2、信息化与信

息安全

电子信息 3 副主任 42
信息技术 2 基础结构 52
电信法 9 国家信息化 22

8、网络与信

息化
通信技术 15 信息网络 27
电子产品 37 国民经济信息化 50
发展战略 39 信息资源规划 6

9、信息资源

开发与规划

3、信息资源开

发与规划

产业发展目标 32 电子政务 10
世界电子 61 目录体系 57
税收政策 64 信息资源开发 29
骨干企业 45

2、三网融合

与企业发展

顶层设计 38
新型显示器件 65 高复先 43
三网融合 60 科研机构 56
国家政策 23

3、信息市场

与政策研究

发展规划 7
10、地理信息

产业

4、政府信息服

务

国内市场 24 地理信息产业 14
市场关系 62 地理信息服务 36
远程教育 30 产业政策 34

11、信息服务

产业

政策研究 31 国家信息中心 47
经济发展 54 基础设施 53
副部长 41 综合规划司 74
信息工业 17

4、产业政策

与信息革命

信息服务业 66
发展政策 20 信息政策 5

12、信息政策

与管理

5、信息政策

信息革命 67 信息管理 18
产业发展政策 33 国家信息政策 11

优惠政策 71 信息资源管理 13
物联网 16

5、物联网与

信息消费

市场经济体制 63
信息消费 69 政府机构 72

信息技术产业 68 档案信息 35
信息安全 4

6、信息系统

与信息安全

2、信息化与

信息安全

公开信息 44
网络安全 12 国家专利局 49

13、专利信息关键基础设施 46 专利信息 73
国家安全 21 最终用户 75
信息系统 8 联动 25

14、区域一体

化中的信息化

问题

6、区域一体化

中的信息产业

规划

信息基础设施 19
法律政策 40
国家战略 48

信息服务 26
经济信息化 55
区域规划 58

黑客攻击 51
区域经济一体化 59
一体化发展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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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聚类结果讨论

根据分层聚类的结果可以对国内信息产业

研究领域的六大主题进行详细分析，进而探讨

国内信息产业研究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4.2.1  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业态升级

信息技术的创新实现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和

产品生产，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

围环境 [6]。信息产业包括信息工业、信息服务

业、信息开发业 3 个方面，信息产业的类型与

信息技术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高度依赖于信

息技术软硬件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

息产业规模由小变大、形态由低级业态向高级

业态转变 [7]。信息技术具有渗透性、带动性、倍

增性、网络性和系统性等特点，推动了信息产

业的融合 [8]。由于信息技术各环节之间的高度

相关性，在产业发展模式方面，一方面呈现出

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相配合、上下游产业相配

合的策略，另一方面呈现出企业分工配合的战

略 [9]。这种信息产业链的培养和形成正是我国

信息产业业态升级的表现。

4.2.2  信息安全技术问题成为信息化中的关键问

题

信息安全是当前信息产业研究中仅次于信

息技术和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领域，但通过文献

分析也能看出其存在较多问题。目前我国信息

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于自主信息安全技术

研发不足 [10]，缺乏有效的信息安全标准，信息

公开中对隐私、安全等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等

问题 [11]。基于对信息安全产业的规模、市场需

求和监管、产品和服务的现状进行的调查，有

学者认为我国信息安全问题集中于核心软件依

赖进口技术，严重制约信息产业发展 [12]。解决

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应当对信息安全领域

的投资进行政策引导，加强信息安全技术人才

的培养 [13], 并构建适合我国的信息安全防范体

系。

4.2.3  信息资源开发与规划关注标准、框架、流

程的统一性

信息资源规划作为信息产业领域的一个研

究方向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政府的宏观规划

具有密切的联系。从规划层面来看，政府信息

资源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数据级的集成规划、信

息资源开发技术应用级的集成规划、信息资源

管理的业务流程级规划 3 个方面 [14]，同时应当

考虑信息权利的保护问题 [15]。从操作层面来

看，政府信息资源规划的要素框架包括理念和

价值观、环境、目标、时间、方法论、工具、执

行过程这 7 个方面 [16]。在复杂科学管理系统思

维模式下，应当从业务架构、应用架构、信息（数

据）架构和技术架构几个层面对信息资源规划

进行实施和应用 [17]。从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信

息资源开发与规划包括目标性指标体系、可操

作指标体系、调控性指标体系这 3 个方面 [18]。

4.2.4  政府信息服务对信息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

导向作用

政府信息服务是信息产业发展中应用性较

强的一个领域，且其公众导向性最为明显。欧

美国家信息政策体系的完善对政府信息服务产

业化发展和市场培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目

前我国信息服务领域中所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

是可利用信息资源范围不明确、技术保护措施

不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弱等 [20]。对于

政府信息服务的提升，政府所承担的主要是市

场及环境培育职能、管理和维护职能、政策工

具支撑职能以及监督职能 [21]。政府在公共信息

服务政策内容的系统设计上应遵循全程设计、前

端重点设计、以人为本的设计和评估基础上的

动态设计等原则。

4.2.5  信息政策的制定应当解决政策协同问题

作为政府引导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信

息政策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明显的导

向作用。因此，该领域研究从政策框架和体系

出发，关注体系性设计、政策稳定性等问题，具

体地主要集中于电子政务、信息公开、电子商

务、企业信息化等领域 [22-24]。目前我国信息政

策中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系

性较弱，即已出台的相关信息政策缺乏国家、地

方、部门层面的统一考虑；其次，信息政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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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与稳定性也不强，某项政策的出台主要针

对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其临时性较强。这一问

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信息和信息产业政策

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重视政策协同这一问题。

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信息政策

主体、目标、问题、内容、形式这 5 个方面 [25]，从

而构建有效的政策协同体系。

4.2.6  政策联动和利益协调是区域一体化中的信

息产业规划重点

这一领域的研究独立性和边缘性最强，文

献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研究方向与信息产业间

接相关，其核心文献是长三角信息法律政策联

动机制研究的系列文章，即随着长三角区域规

划的正式获批，长三角地区信息法律和政策一

体化联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6]。在区域一体

化过程中，信息资源呈现出战略性、稀缺性、分

散性、多向性的特点，信息产业的规划也要充

分考虑区域差异化发展和利益补偿机制的合理

性等问题 [27]。区域的协同发展与信息资源共享

机制密不可分，只有实现有效的信息传输和共

享，才能保证行政协同、商业互利、产业协调

的有序进行。

5  概念网络分析

为 能 够 探 讨 国 内 信 息 产 业 研 究 的 各 个

关 键 词 之 间 的 联 系， 将 上 述 共 词 矩 阵 导 入

NetDraw，得到由这 75 个关键词共现而得的概

念网络（见图 2）。在这个网络中，边与边的方

向反映概念即关键词之间存在的共现关系，边的

强度表达共现关系的强度即共现次数的多少。同

时由于共现关系不存在方向性，故节点的出度和

入度相等，反映概念自身的聚中性和影响性 [2]。

5.1  K-cores 分析

通过 NetDraw 里面的 K-cores 分析功能，可

以根据出度或者入度的大小，使各个概念分别

依次呈现红色、蓝色、黑色、粉红色、墨绿色

和灰色。继续使用 Centrality Analysis 功能，按

degree 对节点分类后，出度或者入度较大的节

点的图示面积也会变大。然后结合社会网络分

析的相关理论对图示进行解读。

图 2  概念网络 K-cores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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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信息产业研究聚焦于电子信息、信息技

术、信息安全和信息政策等领域

通过对最高连接度的鲜红色节点以及面积

较大的蓝色节点的观察可以看出，围绕 “ 信息

产业 ” 这一核心，“ 电子信息 ”“ 信息安全 ”“ 信

息技术 ”“ 信息政策 ” 等相关概念，在入度的绝

对数量上占据优势，说明在对信息产业的研究

中学者们在上述概念所代表的研究方向上形成

了较高的共识，并且这些概念处于整个网络的

核心位置，也反映出这些概念具有高粘度、高

扩散性和强生命力。

5.1.2  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等领域对信息产业关

注度也较高，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

在图 2 下方存在一个类团，这个类团中 “ 联

动 ”“ 国家战略 ”“ 一体化发展 ”“ 法律政策 ” 等

概念之间均互相联系，因此都具有较高的K值，节

点呈现红色。在这一类团中，内部成员彼此之间

的平均联系紧密程度超过与该类团之外的其他成

员的联系紧密程度。所以说这一类团在概念网络

中是一个特殊角色，表示这几个概念所代表的研

究方向在该领域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5.1.3  信息产业新兴增长点较多，但目前仍处于

探索阶段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概念网络的上方，以

“ 信息资源规划 ” 为中心，“ 信息资源开发 ”“ 信

息网络 ”“ 国家信息化 ”“ 信息系统 ” 等概念的联

系也较为紧密，虽然没有单独形成一个类团，但

是处于整个网络的较为外围的部分。其次，在

K-cores 分析示意图中，还存在 “ 地理信息产

业 ” 和 “ 地理信息服务 ”，“ 最终用户 ”“ 专利

信息 ” 和 “ 国家专利局 ”，“ 档案信息 ” 和 “ 公

开信息 ” 等处于边缘地带的 2-3 个概念互相联

系的情况，这显示在当前信息产业领域的研究

中，部分学者从广义的信息产业角度出发对地

理信息、专利信息、档案信息等领域也进行了

一些研究，但缺少深入探索。最后，通过对面

积较小的节点和墨绿色节点的观察，可以认为

“ 信息消费 ”“ 产业政策 ”“ 市场经济体制 ”“ 国民

经济信息化 ” 这些概念因为只有较少的入度，成

为边缘化的词汇，这说明当前的研究对信息产

业的市场端和消费侧的研究较为薄弱，具有进

一步研究的必要。

5.2  主成分分析

通过 NetDraw 的 principal components layout
（主成分显示）排列方式将图 1 中的概念按照出

度或入度的大小从右至左分散排列可得到图 3。

图 3  概念网络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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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安全、技术等是我国近年来信息产业政策关

注的重点

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 信息安全 ”“ 信息

技术 ”“ 电子信息 ” 这三个概念显示了当前国

内信息产业研究的主流方向。由于三者均具备

相当的入度，纵观信息产业研究实践的演进发

展，结合概念网络中的各个概念，可以认为 “ 电

子信息 ” 这一领域在国内信息产业研究中处于

中心位置。存储、传输、分析等相关技术的进

步推动着信息产品的应用，随着社会安全和个

人隐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社会对信息安全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信息产业中，“ 信

息技术 ”“ 信息安全 ” 备受关注。但进一步来说

“ 信息技术 ” 和 “ 信息安全 ” 所代表的研究方

向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均处于概念网络

的正上方，与处于右下方的核心概念 “ 信息产

业 ” 存在一定距离，三者之间分别具有一个入

度。一方面，信息产业的发展以信息技术和信

息安全为支撑；另一方面作为信息化基础的信

息技术，其发展受到信息产业化战略的指导，而

信息安全的高要求则使新技术的商业化更加谨

慎。

5.2.2  在信息产业的国家战略规划过程中对信息

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借鉴不足

结 合 上 述 K-cores 分 析， 可 以 确 认 概 念

网络存在一个类团和一个更为独立的研究方

向，即：“ 联动 ”“ 国家战略 ”“ 法律政策 ”“ 一体

化发展 ”“ 区域一体化 ”“ 区域规划 ”“ 信息经济

化 ” 这 7 个概念组成了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的类

团，应当是部分学者在研究信息产业的文章中

对此进行了一定探讨。该类团与信息技术、安

全、服务等领域的关联性较弱，说明该类团与

信息产业的核心研究领域之间的借鉴关系较为

薄弱，存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研究的必要。

5.3  边强度分析

前面说到，由于 K-cores 分析只能显示概念

之间存在共现关系，而无法说明这种关系的强

度，因此这里再采用边强度分析来展现概念之

间的共现次数。通过 Pajek 工具的转化可得到边

强度分析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概念网络边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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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边的粗细可以看出，“ 电子信息 ”“ 电信

法 ”“ 信息技术 ”“ 信息政策 ” 与 “ 信息产业 ” 之

间具有较大的边强度，表明电子信息、法律、政

策、技术是信息产业相关研究中最具成熟度的

领域。同时，在信息安全的研究方向上，“ 关键

基础设施 ”“ 网络安全 ” 与 “ 信息安全 ” 具有较

大的边强度；在信息资源规划的研究方向上，“ 信

息资源开发 ”“ 电子政务 ”“ 目录体系 ”“ 顶层设

计 ” 与 “ 信息资源规划 ” 之间具有较大的边强度。

说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相当成熟。

通过对概念网络边缘区域的观察可以看

到，“ 信息资源规划 ”“ 目录体系 ” 与 “ 电子政

务 ”，“ 地理信息产业 ”“ 地理信息服务 ” 与 “ 发

展规划 ”，“ 专利信息 ”“ 最终用户 ” 与 “ 国家专

利局 ” 分别构成了 3 个具有相当边强度的概念三

角环。另外还有 “ 信息管理 ”“ 信息资源管理 ”“ 国

家信息政策 ” 以及 “ 物联网 ”“ 信息消费 ” 等概

念构成的边强度一般的概念链，存在于概念网络

中心区域附近。由此可以判断这些概念在相应的

信息产业的边缘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结构性影

响，具有成长为新的研究热点的可能性。

“ 联动 ”“ 国家战略 ”“ 法律政策 ”“ 一体化

发 展 ”“ 区 域 一 体 化 ”“ 区 域 规 划 ”“ 信 息 经 济

化 ” 这 7 个概念作为一个类团，互相之间具有

强大的边强度，联系非常紧密。以上 3 种分析

方式都展现出了这一点，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

也比较值得关注。

6  结论

信息产业代表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发展

方向，其技术成果的应用也能够极大地提升各

行业、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信息产业研究热点

更是与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紧密结合。综

合上述分析，结合信息产业研究热点，可以看

出近 20 年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点：

6.1  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由产品和技术复制向鼓励

自主研发过渡

早期我国信息产业的主要特点是移植和

复制国外信息技术和产品，将已有的较为先进

的产品和技术引进到国内。如模仿较为成熟的

信息管理系统等，促进国内政府、企事业单位

的信息化发展，以实现市场培育的效果。随着

信息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产业链调整，由传统的

技术复制向自主研发过渡，强调在管理信息系

统、信息安全、数据库等方面的自主品牌和技

术的发展。这也是国家政策导向和调整的结果。

6.2  全国性规划与政策框架设计是我国信息产业

发展的趋势

近 20 年间，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由单线条

行业性规划向全国性规划发展。20 世纪 90 年

代，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总体整体主要

包括信息技术发展政策（1992）、90 年代国家

产业政策纲要（1994）、关于 “ 九五 ” 期间加

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报告（1995）、关

于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1999）、鼓励软件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2000）。2000 年以后，我国逐步加

强信息产业的整体和长远规划，关注全国性、综

合性信息产业发展框架的设计。这段时间的

信息产业发展规划主要包括 “ 十五 ” 计划纲要

（2001）中对信息产业的规划、2002“ 十六大 ” 制

定 “ 优先发展信息产业 ” 的战略方针、振兴软

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信息产业 “ 十一五 ” 规

划（2006）等。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和普

及，我国信息产业发展逐渐向云计算、智慧城

市、大数据、互联网 + 等领域转移。如，2015
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加

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以实现

对信息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推进。

6.3  政府和企业信息化对信息产业发展具有直接

的推动作用

信息产业发展受到市场需求和市场导向的

影响。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化工作对信息产业市

场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信息产业

结构调整和业态升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强调建立透明政府、阳光政府，不断提升

政府信息服务水平，这是对信息产业研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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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直接应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影响，政

府和公共部门服务变革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对

数据开放、数据分析等领域的技术要求也越来

越高，这促使信息产业向以内容和数据为核心

的研发方向逐渐过渡。另外，企业是我国信息

产业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的主要场所，为

企业跨区域管理提供相应的沟通技术，这也是

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方向之一。

6.4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与开放技术成为信

息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

作为信息产业研发的基础性领域，信息

安全技术水平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自主

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关系着我国在信息产业链

上的地位。大数据、开放数据、互联网 + 等新

的热点不断涌现，要求我国能够研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与开放技术。新兴的市场

增长点要求能够充分提供数据开放的环境和空

间，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和活力。

政府如何安全有效地开放自身掌握的海量公共

数据，成为大数据环境下面临的一个亟待克服

的难题。因此，我国信息产业领域中越来越重

视信息安全与数据开放相关技术的研发工作，只

有在安全保证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提供数据

开放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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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激增，2015 年中

国统计年鉴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 24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5%，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3 755 万人，占总

人口的 10.1%[1]。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经济面临

【学术探索】

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 汪长玉 1  左美云 2  何丽 3

1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北京 100872
3 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济南 25000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老年人在其生命历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如经验、专业技能、社会关系和

智慧等），如能使老年人的知识在代际之间传承下去，将能实现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延续以及年轻人力资

本的开发，从而实现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较好过渡，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本文试图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方法 / 过程 ] 以济南市老年人为调查

对象，回收了 286 份有效样本（年龄均在 60 岁以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构建了一个老年人代际

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结果 / 结论 ] 教育背景、老年人感知的（自己）知识有用性和感知（代际

知识转移）收获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具有直接积极影响；身体条件除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有

直接的消极影响外，还会通过老年人感知知识有用性的中介，消极影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通过老

年人感知收获的中介，上网频率会积极影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通过老年人感知知识有用性和感知

收获的中介，年轻人感知（老年人）知识有用性会积极影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关键词：老年人  代际知识转移  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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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 ” 和 “ 人口红利开始式微 ” 的

局面，同时中国人口红利将于 2013 至 2015 年

前后消失。蔡昉提出，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

乃至消失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加快人力资本

积累、提高人口素质等来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以促进经济增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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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背景下，知识成

为了社会生产的重要要素，将知识转变为人力

资本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有

效方式之一。老年人在其生命历程中积累了许

多宝贵的知识（如经验、专业技能、社会关系

和智慧等），如能使老年人的知识在代际之间

传承下去，将能实现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延

续以及青年人力资本的开发，从而实现第一次

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较好过渡，最终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关于代际知识转移（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国内研

究较为关注家族企业的代际知识转移（如窦军

生等，2009）[3]；国外研究更为关注高技术组织

中的代际知识转移，集中指向如何通过代际知

识转移解决老年员工退休造成的知识大量流失

问题（如 J. Liebowitz 等，2007[4]）。代际知识

转移的现有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代际知识转移问

题的描述性研究、代际间隐性知识转移研究、代

际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代际知识转移的方

法和机制研究等方面 [5]。已有文献关于企业中

代际知识转移的研究以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

究较少，且缺少关于退休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

移意愿的实证研究 [6]。本文将重点关注退休后

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代际知识转移问题，通

过文献回顾、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回答老

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以

及这些因素如何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产

生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为促进老年人通

过再就业、在线社区等方式将知识传递给下一

代的相关工作提供指导。

2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对代际知识转移的定义并不明

确，这是因为已有研究对于代际关系的理解还

不尽相同。比如有的研究强调家庭关系，如父

母与子女；有的研究强调社会中的上一代人和

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 [5]，本文重点关注后者。

“ 代 ” 指的是出生在相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的集

合，他们拥有共同的集体形象 [7]。同一代人都

经历了共同的社会事件以及外部影响，这些共

同经历会帮助一代人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且这

种核心价值观在之后的生活中难以发生显著的

改变 [8]。一代的长度一般在 20-25 年之间，主要

根据出生年份来描绘一代 [8]。现有研究中，美

国人群通常被划分为传统一代（Traditionalists，生

于 1946 年 前）、 婴 儿 潮 一 代（Baby Boomer 
generation， 生 于 1946-1964 年 ）、X 一 代

（Generation X， 生 于 1965-1980 年）、Y 一 代

（Generation Y， 生 于 1981-1994 年）[9]， 由 于

该文献 [9] 发表时间较早，本文认为 Y 一代可改

为生于 1981 年及以后。

关于中国人群 “ 代 ” 的划分也有较多说法。

C P. Egri 等（2004）将中国企业管理者划分为：共

和国创立一代（生于 1930-1950 年）、社会主义

巩固建设一代（生于 1951-1960 年）、文化大革

命一代（生于 1961-1970 年）、社会改革一代

（生于 1971-1975 年）[10]；王聪颖等（2012）在

此基础上将我国现有在职的企业员工划分为以

下 3 代：社会主义巩固建设一代（1950-1965 年

出生）、文革一代（1966-1978 年出生）、改革

开放一代（1979 年以后出生）[11]。

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

将我国人群划分为五代：共和国创立一代（1949
年前出生）、社会主义巩固建设一代（1949-1965
年出生）、文革一代（1966-1978 年出生）、改

革开放一代（1979-2000 年出生）、新生代（2001
年后出生）；第一代人群属于激情 / 奉献型，第

二代属于严谨 / 谨慎型，第三代属于实干 / 实用

型，第四代属于困惑 / 挣扎型，第五代属于自我

/ 现实型。在本文中，代际知识转移指的是共和

国创立一代和社会主义巩固建设一代中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将知识转移给文革一代和改革开放

一代年轻人的行为。

代际知识转移的成功发生并不是理所当然

的 [12]，在转移过程中，代际知识转移双方对于什

么知识值得转移给下一代的认知可能不一致，这

种认知不一致会影响转移效果 [13]。目前已有很多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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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体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 [14-16]，但针

对代际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个别定量研究验证了年龄差异对知识转移

的积极影响 [17]，即年龄相差越大，代际知识转

移效果越好；也有定量研究验证了老年员工对

年轻员工的认知、老年员工感知到的年轻员工

对老年员工的认知以及老年员工的沟通模式适

应性会对老年员工知识转移意愿产生影响 [18]；还

有一些定量研究发现导师和学徒认知类型的一

致性，会对他们之间的隐性知识转移效果产生

积极影响 [19]。

有些定性研究中提到，影响老年员工知识

转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包括：知识类型 [20]，老

年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和知识转移动机 [20-21]，年

轻人知识重用的动机、年轻人对老年员工的态

度 [21] 以及学习意愿和能力 [22]，转移双方的交流

方式差异和知识价值认知差异 [20]、信任 [23-24]，组

织结构、文化 [21,23,25]、领导支持 [20-21] 等。

3  研究框架

本文将选取与老年人相关的个体因素作为

自变量，选择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作为因

变量，来探索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问题。

在上述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如表 1
所示的研究框架。

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社会经济

地位（教育背景、年收入）、身心状态（身体

条件、心态、时尚性）和上网频率等变量分别

在研究老年人行为的研究（如张硕等，2013[26]）中

经常出现。因此本文将选取上述变量作为本文

的自变量来探索它们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

愿的影响。

表 1  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框架

人口统计特征 社会经济地位 身心状态 网络使用情况 认知因素

性别 教育背景 身体条件 上网频率 年轻人感知的（老年人）知识有用性

年龄 年收入 心态 老年人感知的（自己）知识有用性

时尚性 老年人感知的（代际知识转移）收获

除了上述因素外，知识转移双方对知识价

值认知的差异 [20] 也会对老年人知识转移产生影

响，而知识价值认知差异又是由转移方的知识

价值认知和接收方的知识价值认知形成，因而

知识价值认知差异可拆分为两个变量：年轻人

对老年人知识价值的认知（年轻人感知的老年

人知识有用性）和老年人对自己知识价值的认

知（老年人感知的自己知识有用性）。由于本

文的受访对象都是老年人，因而需要强调的是

在本文中 “ 年轻人感知的（老年人）知识有用

性 ” 是指 “ 老年人所感知到的年轻人对老年人

知识价值的认知 ”。此外，知识转移的动机或预

期收获 [20] 也会对老年人知识转移产生影响，因

此老年人感知的（代际知识转移）收获也是老

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

将选取上述认知方面的因素作为自变量来探索

它们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

4  研究方法

4.1  数据来源

为了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以山东省

济南市城镇老年人作为抽样总体，于 2014 年 6
月份对山东省济南市城镇老年人进行了走访调

查，共发放问卷 387 份，回收了 387 份，剔除 5
份关键数据缺失的无效问卷、96 份年龄在 60 岁

以下的问卷，最后得到 286 份有效问卷（年龄

全部在 60 岁及以上）。

济南市 2013 年统计年鉴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底，济南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家庭总收入

为 36 244 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 57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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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消费性支出为 20 032 元 [27]，这些经济指

标都略高于同期的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情况      

（26 959 元，24 565 元，16 674 元）[28]，这表明，在

一定程度上济南市城镇居民能够代表我国中高

收入水平居民的一般情况；另外，截至 2012 年

底，济南市老年人达到 391 522 人，占全市人口

的 5.63%[27]。因此，我们认为研究济南市老年人

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4.2  变量定义

4.2.1  人口统计特征

本文对老年人的性别（1 表示男，0 表示

女）、 年 龄（60-65 岁 =1，66-70 岁 =2，71-75
岁 =3，76-80 岁 =4，80 岁以上 =5）这些人口统

计特征进行了调查。

4.2.2  社会经济地位

本 文 使 用 受 教 育 程 度（ 小 学 =1， 初 中

=2，中专 / 高中 =3，大专 / 本科 =4，研究生及

以 上 =5） 和 年 收 入（0-3 万 =1，3-5 万 =2，5-
10 万 =3，10 万以上 =4）来测量老年人的社会

经济地位。

4.2.3  身心状态

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 “ 现在的生活是否

需要有人照料？ ” 来了解老年人的身体条件，该

问题采用李克特 3 级量表进行测量（1 表示经常

需要，2 表示偶尔需要，3 表示不需要）。

问 卷 中 通 过 询 问 受 访 者 “ 觉 得 相 对 于 同

龄人自己的心态是更年轻、差不多还是更保

守？ ” 来了解老年人的心态，该问题采用李克

特 3 级量表进行测量（1 表示更年轻，2 表示差

不多，3 表示更保守）。

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 “ 是否跟得上时代

的发展？ ” 来了解老年人的时尚性，该问题采

用李克特 5 级量表来测量（1 表示完全跟不上，5
表示完全跟得上）。

4.2.4  上网频率

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 “ 平常多长时间上

一次网？ ” 来了解老年人的上网频率，可供选

择的项目包括：不上网，1 个月或更长时间 1 次，1
个星期 1 次，1 个星期 3-5 次，每天至少 1 次，该

问题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来测量（1 表示不上

网，5 表示每天至少上一次网）。

4.2.5  认知因素

（1）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

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 “ 觉得现在的年轻

人如何看待老一辈的知识价值？ ” 来了解年轻

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该问题采用李克特 5 级

量表来测量（1 表示非常没有价值，5 表示非常

有价值）。

（2）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

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 “ 觉得自己是否掌

握对社会及下一代仍然有用的知识？ ” 来了解

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该问题采用 0、1 变

量进行测量（1 表示是，0 表示否）。

（3）老年人感知的收获

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 “ 觉得向年轻人转

移知识能否得到一些收获？ ” 来了解老年人感

知的收获，该问题采用 0、1 变量进行测量（1
表示是，0 表示否）。

4.2.6  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 “ 愿意向年轻人分

享您的一些经验或知识么？ ” 来了解老年人代

际知识转移意愿，该问题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

来测量（1 表示完全不愿意，5 表示非常愿意）。

4.3  数据分析

本文将采用 SPSS 20.0 对回收的 286 份有效

问卷进行回归分析，在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

建立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5  研究发现

5.1  描述性统计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发现，样本

的男女分布均匀（男性占 52.4%），低龄的老

年 人 居 多（60-70 岁 的 老 年 人 占 68.5%）， 高

学 历 的 老 年 人 较 少（ 大 专 / 本 科 及 以 上 的 占

20.9%），年收入在 5 万以下的居多（86.7%），样

本中老年人的身体条件总体上比较好（不需要

照料的占 86%），大部分老年人表示心态比较

年轻或和同龄人差不多（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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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虽然较少的老年人表示会上

网（29.7%）、觉得年轻人对老年人知识有用

性有高评价的老年人只有不到 1/3（31.8%），但

大 多 数 老 年 人 表 示 自 己 的 知 识 是 有 用 的

（84.6%）、代际知识转移能够给自己带来收

获（78.3%）、 而 且 愿 意 转 移 知 识 给 年 轻 人

（62.9%）。显然，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老

年人的积极性和有用的知识。后文将会继续探

索到底哪些因素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起

到关键作用。

图 1  描述性统计

5.2  皮尔逊相关分析

为了尽量避免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在采用回归分析前，本文先对影响老年

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各因素进行皮尔逊相

关 分 析（ 部 分 结 果 见 表 2）。 相 关 系 数 R 的

范 围 在 -1 到 1 之 间， 当 R=1 表 示 完 全 正 相

关，R=-1 表示完全负相关，R=0 表示不相关。

相关系数绝对值的范围在 0.3-0.5 之间是低度

相 关， 在 0.5-0.8 之 间 是 显 著 相 关，0.8 以 上

是高度相关 [29]。

表 2  皮尔逊相关分析的部分结果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Y .067 -.057 .305** .158** -.143* -.214** .179** .264*** .281*** .413*** .409**

注：显著水平 *P<0.05，**P<0.01，***P<0.001；X1-X11 依次表示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年收入、身体条件、心

态、时尚性、上网频率、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和感知收获，Y 表示老年人代际

知识转移意愿。

根据皮尔逊相关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除

性别和年龄外其他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都显著，这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

可行性。另外，数据显示所有自变量间的相

关系数（由于篇幅关系，此处省略具体的数

值展示）都比较低（<0.5），这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说明我们建立的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问题。

5.3  回归分析

5.3.1  直接关系

为了了解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地位、身

心状态、上网频率以及认知因素对老年人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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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本文首先选择人口统计

特征（性别、年龄）作为自变量、代际知识转

移意愿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 1；然后在模型 1 的

基础上依次加入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年

收入，模型 2）、身心状态（身体条件、心态、时

尚性，模型 3）、上网频率（模型 4）、年轻人

感知的知识有用性（模型 5）、老年人感知的知

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模型 6）这些自变量，建

立了模型 2、3、4、5、6（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通过回归系数的变化以及模型 R2 的变化可以得

到各类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以及模型

的解释力度，从而找到影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

移意愿的关键因素。

（1）人口统计特征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

意愿

模型 1、2、3、4、5、6 中，性别和年龄都

没有表现出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显著

影响；且在模型 1 中 F 检验不显著（P>0.05），模

型拟合度不好，R2 只有 0.8%。综上所述性别和

年龄不能有效地对因变量做出解释。

（2）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

意愿

模型 2、3、4、5、6 中，年收入都没有表

现出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显著影响，但

教育背景在这 5 个模型中都表现出对老年人代

际知识转移意愿的显著积极影响；在模型 2 中 F
检验显著（P<0.001），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

2 中 R2 有 9.4%，加入社会经济地位使得 R2 从

模型 1（0.8%）到模型 2（9.4%）发生了显著的

改变（8.6%）。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X1） .068 -.008 -.022 -.014 -.005 .019

年龄（X2） -.057 -.034 -.046 -.024 -.040 -.028

教育背景（X3） .303*** .255*** .205** .186* .164*

年收入（X4） .001 .002 -.041 -.064 -.006

身体条件（X5） -.178** -.179** -.190** -.166**

心态（X6） -.103 -.097 -.076 -.037

时尚性（X7） .077 .070 .063 .065

上网频率（X8） .153* .131* .091

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X9） .220*** .072

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X10） .216***

老年人感知的收获（X11） .273***

R2 .008 .094 .140 .156 .200 .340

调整后 R2 .001 .081 .119 .132 .173 .314

F(df) 1.117 7.287*** 6.477*** 6.395*** 7.647*** 12.835***

△ R2 .008 .086*** .046** .016* .044*** .140***

△ F 1.117 13.359*** 4.985** 5.139* 15.071*** 29.158***

注：表中的回归系数 B 是标准化状态下的系数，显著水平 *P<0.05，**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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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数据分析可知，教育背景对老

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

已有研究也已经证明了教育水平是知识转移的

重要影响因素 [30]。据此，本文提出命题 1：

命题 1：教育背景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

愿具有积极影响。

（3）身心状态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模 型 3、4、5、6 中， 心 态 和 时 尚 性 都 没

有表现出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显著影

响，但身体条件在这 4 个模型中都表现出对老

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显著消极影响；在模

型 3 中 F 检验显著（P<0.001），模型拟合度较

好；模型 3 中 R2 有 14%，加入身心状态使得 R2

从模型 2（9.4%）到模型 3（14%）发生了显著

的改变（4.6%）。

根据上述的数据分析可知，身体条件越强

的老年人向年轻人转移知识的意愿越弱。这可

能是因为身体条件越好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越

强 [31]，从知识保护的角度考虑可能不太愿意

将有用知识转移出去 [32]。据此，本文提出命

题 2：

命题 2：身体条件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

愿具有消极影响。

（4）上网频率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模型 4、5 中，上网频率表现出对老年人代

际知识转移意愿的显著积极影响；模型 4 的 F
检验显著（P<0.001），模型拟合度较好， R2 有

15.6%，加入上网频率使得 R2 从模型 3（14%）到

模型 4（15.6%）发生了显著的改变（1.6%），这

表明上网频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老年人代际

知识转移意愿；然而在模型 6 中，加入了老年

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之后，上网

频率的影响不显著了，这表明新加入的两个变

量可能对上网频率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5）认知因素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模 型 5 中， 年 轻 人 感 知 的 知 识 有 用 性 表

现出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显著积极影

响；在模型 5 中 F 检验显著（P<0.001），模型

拟合度较好；模型 5 中 R2 有 20.0%，加入年轻

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使得 R2 从模型 4（15.6%）到

模型 5（20.0%）发生了显著的改变（4.4%），这

表明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然而在模型 6
中，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的影响不显著

了，这表明新加入的两个变量可能对年轻人感

知的知识有用性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之

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模 型 6 中， 老 年 人 感 知 的 知 识 有 用 性

和感知的收获都表现出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

移 意 愿 的 显 著 影 响； 在 模 型 6 中 F 检 验 显 著

（P<0.001），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 6 中 R2 有

34%，加入新变量使得 R2 从模型 5（20.0%）到

模型 6（34%）发生了显著的改变（14%）。

根据上述的数据分析可知，老年人感知的

知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能够较好地解释老年

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当老年人觉得自己拥有

对社会和下一代有用的知识、代际知识转移能

够给自己带来收获，老年人更愿意向年轻人转

移知识。这可能是因为，当老年人认为自己拥

有有用知识时，才会觉得自己能够为年轻人提

供有用知识，已有研究也表明了知识自我效能

是知识转移的重要前因 [16]；另外，当老年人认

为代际知识转移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收获时，才

会有动力为年轻人提供有用知识，已有研究也

表明了内外动机是知识转移的重要前因 [16]。据

此，本文提出命题 3、4：

命题 3：老年人感知的（自己）知识有用性

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命题 4：老年人感知的（代际知识转移）收

获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5.3.2  中介关系

考虑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如果 X
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 Y，则称 M 为中介变  

量 [33]，而要检验 M 是否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需

要进行一系列的回归分析（如图 2 所示）。

若图 2 中的回归方程 I、II 中 a、c 显著，回

归方程 III 中 b 显著而 c’ 不显著，则 M 对 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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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之间的关系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若回归方程

I、II 中 a、c 显著，回归方程 III 中 b 显著、c’
显著但绝对值减小，则 M 对 X 和 Y 之间的关系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图 2  中介作用检验

（1）方程 I
从模型 5 我们可以看出，教育背景、身体

条件、上网频率、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这

些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即方

程 I 的 c 显著）；

（2）方程 III
从模型 6 我们可以看出，当加入老年人感

知的知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之后，老年人感

知的知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的回归系数显著

（即方程 III 的 b 显著），教育背景、身体条件

的回归系数显著但绝对值减小（即方程 III 的 c’
显著但绝对值减小），上网频率、年轻人感知

的知识有用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方程 III 的 c’
不显著）。

综合模型 5、6 的结果我们认为，老年人感

知的知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可能对教育背景

和身体条件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对上网频率和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

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3）方程 II
为了进一步检验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

和感知收获的中介作用，我们还需要参照方程

II 建立自变量与中介变量间的回归方程：

首先，为了检验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

是否为中介变量，我们选择性别、年龄、教育

背景、年收入、身体条件、心态、时尚性、上

网频率、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作为自变

量，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作为因变量建立

二元逻辑回归模型 7（回归结果见表 5）；

然后，为了检验老年人感知的收获是否为

中介变量，我们选择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年

收入、身体条件、心态、时尚性、上网频率、年

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作为自变量，老年人感

知的收获作为因变量建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 8
（回归结果见表 4）。

根据模型 5、6、7、8，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发现：

第一，身体条件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

愿之间的关系。

在模型 7 中，身体条件（B=-1.680，P<0.05）表

现出对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的显著消极影

响（即方程 II 的 a 显著）。

综合模型 5、6、7，我们可以认为身体条件

除了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的意愿具有直接消

极影响，还会通过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的

中介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的意愿产生间接消

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身体条件好的老年人越

能紧跟时代发展（前述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

身体条件和时尚性具有正相关关系），知识更

新换代的意识越强，越有可能觉得自己以前掌

握的知识过时了，从而越不可能转移知识给年

轻人。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命题 5、6：

命题 5：老年人的身体条件对老年人感知的

知识有用性具有消极影响。

命题 6：老年人的身体条件通过老年人感知

的知识有用性的中介，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

意愿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上网频率与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

愿之间的关系。

在模型 8 中，上网频率（B=0.319，P<0.05）表

现出对老年人感知的收获的显著积极影响（即

方程 II 的 a 显著）。

综合模型 5、6、8，我们可以认为上网频率

完全通过老年人感知的收获的中介对老年人代

际知识转移意愿产生间接消极影响。这主要是

因为经常上网的老年人，对新知识、新技术的

需求比较高，因而更可能希望从年轻人身上学

习电脑、互联网等知识，希望能够得到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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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而且已有研究也表明社会交往、学习

新知识等是老年人上网的主要动机和行为；另

外，经常上网的老年人也有更多的与年轻人交

往的经验，更可能认识到和年轻人交往能够得

到一些收获（如社会交往的乐趣、尊重、学习

新的知识等），因此他们从事代际知识转移这

种与年轻人交往的行为的意愿更强。据此我们

可以提出命题 7、8：

表 4  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7（X10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

Cox & Snell R2=14.6%
模型 8（X11 老年人感知的收获）

Cox & Snell R2=14.4%
B wald sig Sig. wald Sig.

(Constant) 3.864 2.667 .102 -1.086 .714 .398

性别（X1） .060 .026 .873 -.609 3.360 .067

年龄（X2） -.085 .336 .562 -.074 .350 .554

教育背景（X3） .341 2.492 .114 .056 .098 .754

年收入（X4） -.476 2.785 .095 -.493* 3.996 .046

身体条件（X5） -1.680* 5.664 .017 .128 .222 .638

心态（X6） -.400 1.927 .165 -.248 .995 .319

时尚性（X7） -.007 .001 .971 -.003 .000 .984

上网频率（X8） .038 .056 .813 .319* 4.549 .033

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X9） 1.226*** 21.729 .000 1.041*** 23.458 .000

命题 7：上网频率对老年人感知的收获具有

积极影响。

命题 8：上网频率通过老年人感知的收获的

完全中介，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产生积

极影响。

第三，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与老年人

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之间的关系。

在 模 型 7 中， 年 轻 人 感 知 的 知 识 有 用 性

（B=1.226，P<0.001）表现出对老年人感知的

知识有用性的显著积极影响（即方程 II 的 a 显

著）；在模型 8 中，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

（B=1.041，P<0.001）表现出对老年人感知的收

获的显著积极影响（即方程 II 的 a 显著）。

综合模型 5、6、7、8，我们可以认为年轻

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通过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

用性和感知的收获的中介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

移意愿产生间接积极影响。一方面，老年人的

行为和认知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若年

轻人对老年人的知识价值评价不高，老年人的

自我评价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转移知识给

年轻人的意愿也会降低；另一方面，知识转移

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交换活动，知识转移方的

收获大部分来自于接收方，只有接收方认为转

移方的知识是有价值时，接收方才有可能为接

收知识而付出报酬（经济、尊重、互惠等），因

而当老年人感觉年轻人对老一辈知识价值具有

较高评价时，老年人更可能认为向年轻人转移

知识能够得到一些收获，从而更愿意向年轻人

转移知识。已有研究也证明，老年员工感知到

的年轻员工对老年员工的认知会对老年员工知

识转移意愿产生影响 [18]。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命

题 9、10、11、12：

命题 9：年轻人感知的（老年人）知识有用

性对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具有积极影响。

命题 10：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通过老

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的完全中介，对老年人

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命题 11：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对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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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知的收获具有积极影响。

命题 12：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通过老

年人感知的收获的完全中介，对老年人代际知

识转移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5.3.3  影响因素模型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建立老年人代际

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参见图 3）。教

育背景、老年人感知的（自己）知识的有用性

和感知的（代际知识转移）收获对老年人代际

知识转移意愿具有直接积极影响；身体条件除

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有直接的消极影响

外，还会通过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这个中

介消极影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通过老

年人感知的收获这个中介，上网频率会积极影

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通过老年人感知

的知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这两个中介，年轻

人感知的（老年人）知识有用性会积极影响老

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图 3  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老年

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然

后对山东省济南市城镇老年人进行走访调查，回

收了 286 份有效问卷（年龄均在 60 岁及以上）；最

后，通过 SPSS20.0 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构建

了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

义，当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研究

中进一步完善。

6.1  理论和实践启示

6.1.1  理论启示

首先，以往研究往往从空间维度研究母子

公司间、不同组织间、组织内部之间的知识转

移问题 [5]，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时间维度的代际

知识转移，本文的研究发现能够对既有研究进

行补充。

其次，本文构建的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

愿的影响因素模型显示：①教育背景能够积极

影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在以往研究中

教育背景往往作为控制变量；②身体条件一方

面会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产生直接消极

影响，另一方面还会通过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

用性的中介，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产生

间接消极影响，以往研究中暂未发现关于这种

关系的分析和验证；③上网频率也会通过老年

人感知的收获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产生

积极影响，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老年

人采纳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积极后果；④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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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知识有用性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

没有直接影响，但会通过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

用性和感知的收获，对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

愿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而以往研究更多关注

知识接收方的个体因素对接收方意愿和行为的

影响，缺少关于接收方的个体因素对转移方意

愿和行为作用的研究。

6.1.2  实践启示

本文构建的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

响因素模型能够为代际知识转移促进策略的制

定提供参考。如上网频率能够通过影响老年人

感知的收获来影响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虽

然目前济南市老年人上网率已达到 29.7%，但仍

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关机构应该继续寻找

有效措施提高老年人上网比例，这不仅有利于

提高老年人幸福感，还能够促进老年人代际知

识转移；年轻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会通过影响

老年人感知的知识有用性和感知的收获来影响

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因而社会应引导年

轻人正确对待老年人的经验和知识，给予老年

人的经验、知识应有的尊重和评价，从而提高

老年人的代际知识转移意愿和行为，实现整个

社会的知识传承。

6.2  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文的研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但

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的研究还只

是停留在意愿的阶段，未来研究还需要考虑如

何将老年人的意愿变为行动，并对代际知识转

移行为的结果进行研究；第二，由于本文只选

择了济南市的城镇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因而本

文构建的影响因素模型的普适性略显不足，之

后需要扩大调查范围，在全国数据的基础上构

建更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最后，未来还需要将

本文选取的变量构念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

本文提出的命题进行更深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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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Exploration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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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elderly has accumulated much valuable knowledge in their 
life course, such as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skills, social relations and wisdom, etc. If knowledge can be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elderly to young people, existing human capital will be accumulated 
and retained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young human capital will be developed. It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ntention, we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Method/process] We surveyed 
387 elderly people of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eliminating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e finally got 
286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elderly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Result/conclusion]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e found that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knowledge and the benefits of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GKT) by the elderly will positively impact their intention of IGKT. Except directly and negatively 
impacting the intention of IGKT, health will also indirectly and negatively impact the intention of IGKT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knowledge by the elderly. Online frequency will positively 
impact the intention of IGKT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perceived benefits of IGKT by the elderly;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knowledge by young people will positively impact the intention of IGKT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knowledge and benefits of IGKT by the elderly.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limitations and the future work are discussed.

Keywords: 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ntention influence factor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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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的核心是人才，信息环境下信息

量的爆炸式增长使得技术研发更加离不开研究

团队的通力协作，在人才引进等具体政策制定

上除了关注首席专家，更应关注在研发团队中

起到核心作用的关键人才。研发团队识别作为

专利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甄别核心团

队成员，发现非首席的关键人才，能为政策制

定和关键研发人员识别提供更好的支持。但是

研发人员姓名具有很强的歧义性，存在同名多

指及同人不同写法的歧义问题，因此研发团队

识别研究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进行人名消歧，此

时人名消歧的核心目标为保障准确率。

1  人名消歧研究进展

人名消歧主要是对姓名表述相同或相近的

【学术探索】

基于专利发明人人名消歧的研发团队识别研究
◎ 张静 1,2,3  张志强 4  赵亚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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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北京 100190
4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技术研发的核心是人才。研发团队是各领域技术发展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是机构

研发实力的重要体现。[ 方法 / 过程 ] 以德温特创新索引（DII）专利文献为分析对象，明确发明人人名消

歧规则，利用发明人共现聚类确定主要研发团队，然后以 3D 打印的数字光处理相关专利来进行人名消歧

后研发团队识别的实证分析。[ 结果 / 结论 ] 证明专利发明人人名消歧有利于发明人专利数量的准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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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姓名是否指向同一人作出判断。A. Bagga
等 [1] 于 1998 年就开始把跨文本人名消歧作为一

种人名共指问题进行探索。2007 年、2009 年和

2010 年 WePS 评测研讨会进行了针对网络人名

消歧的评测。在国内，CIPS-SIGHAN-2012 会

议 [2] 对中文人名识别与消歧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基于网页等资源进行人名相关的实体特征

抽取、聚类，以进行人名消歧的相关研究较多，同

时社会网络、阈值或概率确定原则等也都是人

名消歧研究中探索使用的方法。如 G. Mann 等 [3]

在 2003 年通过定制模板来提取网页个人传记特

征来构造特征向量的方法对人名进行 “ 消歧 ”。

M. B. Fleischman 等 [4] 在 2004 年 抽 取 名 字 特

征、网页特征、重叠特征、语义特征等，使用

最大熵模型来计算两个名字指向同一实体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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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B. Malin[5] 于 2005 年提出基于社会网络来

进行人名消歧。K. Balog 等 [6] 于 2007 年通过训

练好的语言模型计算网页中人名指向某个实体

的概率，再确定阈值以实现人名消歧。Y. Chen
等 [7] 在 2007 年通过抽取基于名词短语的特征和

命名实体的特征，再使用层次凝聚聚类方法进

行聚类。S. Ono 等 [8] 在 2008 年基于命名实体共

指、关键词以及主题信息的混合特征来对文档进

行聚类。L. Romano 等 [9] 于 2009 年提出 XMedia
系统采用质量阈值聚类算法。章顺瑞等 [10] 于

2010年采用层次聚类算法对中文人名进行消歧。

陈晨等 [11] 在 2011 年利用不同社会网络边权值

和不同图划分准则对人名消歧效果的影响进行

了中文人名消歧的研究。

随着人名消歧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提高准

确性，针对特定数据源的人名消歧、多种方法

结合的分步式研究开始增多。2012 年，杨欣欣

等 [12] 利用网络资源用搜索引擎四类查询规则扩

展特征文档，利用二层聚类算法 [13] 来进行人名

消歧。2013 年李广一等 [14] 根据特征类型来设置

权值，进行多次聚类。2014 年 S. Christian 等 [15]

利用数据库文献间的引用构建社会网络图来实

现特定数据源的人名消歧。2015 年，阳怡林等 [16]

通过上下文特征、实体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利

用 3 种不同的聚类算法得到不同的聚类划分，再

最终集成来提高人名消歧的准确性。D. H. Han等 [17]

采用极限学习机提出了针对每一个姓名及姓名

集合的两种聚类算法来进行人名消歧。M. Song
等 [18] 针对 PubMed 数据库构建了专门的训练

集，并提出新的出版特征集合以提高准确性。

整体来看，当前研究的主要对象以网络资

源或论文著者为主，具体方法上以通过改进算

法获取更多人名相关特征，或采用多次 / 多层聚

类的方法来进行比对判断为主。这些方法均存

在一定程度的人名消歧误差，且这部分误差为

算法直接判定得出的结果，分析人员并不确定

误差可能涉及的人名范围，因此存在一定的 “ 黑

箱 ” 问题。

当前针对专利文献的具体特征进行发明人

人名消歧的相关研究较少。而专利发明人的著

录方式在不同数据库中有所不同，基本都同时

涉及中国人名及外国人名的消歧问题。另外，作

为政策支撑的专利发明人人名消歧工作需要在

确保准确的核心目标下提高效率。因此基于专

利文献的人名消歧需要在明确专利数据库发明

人姓名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具体探索，以提

升准确性，并减少 “ 黑箱子 ” 问题带来的误差

不确定性。

2  专利发明人人名消歧

德温特创新索引（DII）是经过人工智力

加工后的专利数据，具有可以批量获取、自然

语言检索及不同来源专利数据统一再分类的优

势，是专利分析的常用数据之一。本文将针对

该数据库，结合汤森创新（TI）专利数据库中

发明人机构、国家等特征信息来进行专利发明

人人名消歧规则研究。

2.1  人名消歧流程

本文主要通过发明人姓名结构特征来进

行姓名相似度比较，然后利用专利文献中可获

取的发明人特征信息进行判断，以实现人名消

歧，见图 1。

2.2  专利发明人姓名结构特征及影响

不同国家来源发明人姓名的结构特征对人

名歧义的影响有所不同。通过实际数据查看，可

以发现发明人姓名结构特征主要分为两类：其

一是类西方姓名结构；其二是类中国姓名结构。

这两种姓名结构特征见表 1。两种姓名的结构特

征决定了类西方姓名中出现不同姓名表述同指

概率更高，而类中国姓名中出现同样姓名表述

却不同指的概率更高。

2.3  专利发明人特征信息

在 DII 与 TI 数据库中涉及到的专利发明

人特征信息包括姓名缩写、姓名全称、地址

（其中包括发明人国家信息）、所属专利入藏

号、所属机构、合作人员等信息（见表 2）。这

些信息在数据库中的完备程度有所不同，整体

来说：① TI 中的姓名信息完备程度要高于 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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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② TI 姓名全称字段的取值却有部分

专利与姓名缩写取值相同，属于不完备状态；        

③地址信息中的国家信息完备程度高于城市等信

息；④专利入藏号及合作人员信息均较为完备。

 
图 1  专利发明人人名消歧流程

表 1  专利发明人姓名结构特征

姓名结构 DII 数据库姓名处理 对人名歧义的影响

类西方姓名 名中间名姓

名：保留全称

中间名：保留全称 / 首字母缩写 / 不体现

姓：首字母缩写 / 不体现

不同姓名表述同指的概率更高

类中国姓名 姓名
姓：保留全称

名：首字母缩写

同样姓名表述却不同指的概率更高

表 2   专利发明人特征信息

发明人特征信息 来源数据库 ( 来源字段 ) 完备程度 取值示例

姓名缩写
DII(AU)
TI( 发明人 -DWPI)

2
3

DRIESSEN M
DRIESSEN M

姓名全称 TI( 发明人 - 原始 ) 2 Driessen Marcus Matheus

地址 TI( 发明人 - 带有地址 ) 2 Driessen Marcus Matheus,Maasbracht,NL

所属专利入藏号
DII(GA)
TI(DWPI 入藏号 )

3
3

2010-L63571
2010L63571

所属机构
DII(AE)
TI( 专利权人 - 原始 )

2
2

DSM IP ASSETS BV
DSM IP Assets B.V.

合作人员
DII(AU)
TI( 发明人 - 原始 )

2
3

EL-SIBLANI A;  SHKOLNIK A
SHKOLNIK, Alexandr | EL-SIBLANI, Ali

注：完备程度表示在数据库中对所有专利文献该字段有值数据涵盖范围，3 代表全部专利该字段均有值且数据结

构较为规范；2 代表少部分专利该字段为空或取值相对不完整。

2.4  人名消歧规则

人名消歧首先要找出那些可能存在疑问的

姓名表述方式，这就需要根据专利发明人姓名

相似程度来进行判断，具体的判断标准见表 3。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判断不考虑姓名表述中

出现的圆点、连词符等符号信息。

基于以上专利发明人姓名结构特征（见表

1）及可获取的专利发明人特征信息（见表 2），通

过实际数据验证，可以按优先级构建出如下类

西方姓名及类中国姓名的人名消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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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利发明人姓名相似程度判定标准

姓名结构 相似程度 判定标准
示例

姓名缩写 姓名全称

类西方姓名 相同 表述完全一致 ALLANIC A L
ALLANIC A L

Allanic Andre Luc
Allanic Andre Luc

相似 ①名表述一致；②若有中间名，则首字母

缩写一样；③若有姓，则首字母缩写一样

CHAWLA C P
CHAWLA P C
CHAWLA P
CHAWLA

CHAWLA C P
Chawla Chander P
CHAWLA Prakash 
Chander

不同但相近 ①名表述仅有一个字母不同；②中间名与

姓至少有一项；③若有中间名，则首字母

缩写一样；④若有姓，则首字母缩写一样

GOIHAIT H
GOTHAIT H

Goihait Hanan
GOTHAIT HANAN

不同 非以上 3 种情况

类中国姓名 相同 表述完全一致 Luo L
Luo L

Luo Lei
Luo Lei

相似 姓表述相同；名表述第一个字母相同，后

续表述缺少

Li D
Li Dichen

——

不同 名表述首字母不同 Luo L
Luo X

Luo Lei
Luo Xiao

2.4.1   类西方姓名消歧规则

根据类西方姓名的结构特征，可以明确对

此类姓名消歧的重点在于将同一人的多种姓名

表述归一为一种表述。因此对类西方姓名的消

歧以专利发明人姓名缩写为入口开始，一方面

可以尽可能排除非同一人的姓名表述，另一方

面也可以将尽可能多的姓名表述纳入进一步判

断范畴。具体规则描述如表 4 所示：

表 4  类西方姓名消歧规则

序号 姓名缩写 入藏号 姓名全称 国家 所属机构 共同合作人 结论

1 不同 非同一人

2

相同

相同 同一人

3
不同

不同 不同 非同一人

4 相同 有重复 同一人概率大

5

相似

相同 相同 / 相似 同一人

6

不同 相似
相同

相同
有重复 同一人

7 无重复 非同一人概率大

8 不同 无重复 非同一人概率大

9 不同 非同一人

10
不同但相近

相同 非同一人

11 不同 相同 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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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类中国姓名消歧规则

根据类中国姓名的结构特征，可以明确对

此类姓名消歧的重点在于将不同人同样表述的

姓名区分开来。同样选择从姓名缩写为入口开

始，以尽可能区分出非同一人的情况。具体规

则描述如表 5 所示：

表 5  类中国姓名消歧规则

序号 姓名缩写 入藏号 姓名全称 国家 所属机构 共同合作人 结论

12 不同 非同一人

13

相同

不同 非同一人

14 相同 同一人概率大

15

不同

相同 有重复 同一人

16 相同 无重复 非同一人概率大

17 不同 非同一人概率大

18

相似
相同

相同 同一人

19 有重复 同一人

20 不全 / 不同 非同一人概率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以上人名进行消歧

过程中，结论仅为概率性判定，而非确定性结

果的规则，需要给出相关具体条目，进行扩展

查询，辅以人工判断来给出最终结论。在完成

人名消歧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数据情况，按共

同拥有专利数量或比例情况来确定不同数据集

的主要研发团队判定标准，从而通过专利发明

人共现聚类来实现研发团队识别。

3  基于人名消歧的数字光处理研发
团队识别实证研究

本 文 以 3D 打 印 的 数 字 光 处 理（Digital 
Light Process，DLP）技术相关专利为例来进行

人名消歧后研发团队识别的具体实证。

3.1  人名消歧数量统计结果对比

经过检索及专家判读后，从 DII 数据库中

共获取 DLP 技术相关专利 274 项、810 件。同

一批专利经过的温特入藏号及发明人姓名表述

去重后，DII 原始数据中共涉及 640 个专利发明

人姓名表述，TI 原始数据中共涉及 652 个专利

发明人姓名表述，按照 2.4 小节所述规则进行人

名消歧，按照 TI 数据中的姓名简称进行统计，发

现 DLP 技术的 120 名发明人存在同一人多种姓

名表述，共有 90 种姓名表述为多人重名情况，最

终确定共有 602 名发明人参与研发。

人 名 消 歧 前 后 主 要 发 明 人（ 参 与 研 发

专利数量大于 3 项）及其专利数量分布见表

6。 可 以 看 出， 通 过 人 名 消 歧， 主 要 发 明 人

HULL CHARLES W 的 专 利 数 量 从 5 项 变 为 6
项，KRITCHMAN Eliahu M. 的专利数量从 4 项

变为 5 项（以上见表 6 中阴影部分），使得主

要发明人数量排序及数量统计更为准确。

3.2  人名消歧后研发团队识别研究

在人名消歧的基础上，首先利用 Bibexcel
生成发明人共现矩阵，生成可供可视化的节点

数据，然后利用 Pajek 工具得到图 2 所示的发

明人聚类网络。DLP 技术领域中的 602 名发明

人中共有 63 名发明人参与聚类。根据数据情

况，本文定义研发团队中至少需要包括 3 名发

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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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DLP 技术相关专利主要发明人统计比对（专利数量 >3 项）

人名消歧后 所属机构
专利数量

（项）
人名消歧前

专利数量

（项）

HULL CHARLES W 3D SYSTEMS INC 6 ELSIBLANI A 6
El-Siblani Ali Global Filtration Systems, Inc.

ENVISIONTEC GMBH
6 HULL C W 5

Napadensky Eduardo STRATASYS INC 5 NAPADENSKY E 5

PARTANEN JOUNI P 3D SYSTEMS INC 5 PARTANEN J P 4

KRITCHMAN Eliahu M. STRATASYS INC 5 GRELIN J 4

Grelin Jerome HUNTSMAN 4 LI D 4

LI Di-chen UNIV XIAN SCI &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

4 KRITCHMAN E M 4

Larsen Niels Holm HUNTSMAN 4 LARSEN N H 4

Hangaard Ole HUNTSMAN 4 SHKOLNIK A 4

FUJISAWA KAZUTOSHI SEIKO EPSON CORP 4 FUJISAWA K 4

Shkolnik Alexandr Global Filtration Systems, Inc.
ENVISIONTEC GMBH

4 HANGAARD O 4

从 图 2 中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DLP 技 术 领 域

共 有 来 自 6 个 机 构 的 7 个 研 发 团 队。 表 7 展

现了这些研发团队的情况。可以发现，来自

HUNTSMAN 公司的两个研发团队在 DLP 技术

领域并无联系人员，因此被明显区分为两个团

队；来自 3D SYSTEMS INC 的研发团队共由 11
人组成，这 11 人又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团队

（在表 7 中用 A、B 表示），两个团队以 HULL 
CHARLES W 和 PARTANEN JOUNI P 为纽带，在

图 2 中呈现为一个大的团簇。

图 2  DLP 技术相关专利发明人共现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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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DLP 技术研发团队情况（单位：项）

序号 研发团队 [ 专利数量 ] 团队专利数量 所属机构

1 HULL CHARLES W[6]

PARTANEN JOUNI P[5]

A)Gregory II Richard Ora[3]

A)KEREKES THOMAS ALAN[3]

A)Wang Hongqing V[3] 

A)KUEK SOON-CHUN[2]

B)MANNERS CHRIS R[2]

B)Mcnamara Dennis F[2]

B)SCOTT SUZANNE M[2]

B)Sperry Charles R[2]

B)Dunne Patrick[2]

19 3D SYSTEMS INC

2 Napadensky Eduardo[5]

KRITCHMAN Eliahu M.[5]

Gothait Hanan[3]

Menchik Guy[2]

Miller Gershon[2]

Ravich Diana[2]

14 STRATASYS INC

3 El-Siblani Ali[6]

Shkolnik Alexandr[4]

John Hendrik[2]

6 ENVISIONTEC GMBH

4 Grelin Jerome[4]

Larsen Niels Holm[4]

Hangaard Ole[4]

PETERSEN MICHAEL A[2]

POUGEOISE Emilie[2]

4 HUNTSMAN

5 BAUMANN FRANZ-ERICH[2]

DIEKMANN WOLFGANG[2]

GREBE MAIK[2]

MONSHEIMER SYLVIA[2]

STEMMER Heike[2]

WARNKE KRISTIANE[2]

2 EVONIK DEGUSSA GMBH

6 HUANG SHENG-JIE[2]

LEE SEN-YUNG[2]

WANG JIUE-KUAN[2]

2 UNIV NAT CHENG KUNG

7 Cherkaoui Zoubai M[2]

Frantz Richard[2]

PATEL RANJANA C[2]

2 HUNT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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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证研究小结

由于本文人名消歧规则是结合特定数据库

的数据结构所提出来的，不具有普适性，因此

并未进行人名消歧规则性能测评。

但通过 3.1 部分人名消歧前后主要发明人拥

有专利数量对比可以发现，主要发明人的排序有

所变化。即通过本文提出的人名消歧，使得主要

发明人数量排序及数量统计更为准确，有利于发

明人专利数量的准确分析，能够减少由于发明人

人名是否同指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研发团队识别

误差，亦有助于更准确地进行专利研发团队识别。

4  结论

人名消歧结果的准确性将影响到专利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从而影响依此为参考而进行的

竞争对手识别及相关人才政策决策，因此人名

消歧是专利分析不断深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之一。

本文认为，专利研发团队识别过程中的人

名消歧应以确保准确性为前提。因此，本文提

出的人名消歧规则借鉴了特征向量相似度判定

的思路，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有与其他方

法不同的两方面特征：一是基于特定专利数据

库数据结构特征来提炼规则，更具有针对性；二

是对于无法在逻辑上直接给出确定性结论的规

则所涉及条目辅以人工判断来尽量确保准确

性，从而避免其他方法直接判定而带来部分不

确定性的 “ 黑箱 ” 问题。

本文的人名消歧规则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是

有利于发明人专利数量的准确分析的，但需要

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出的规则是基于特定专利

文献数据的，得出的规则本身在实际应用范围

上具有局限性，但针对特定数据而言更具准确

性。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人

名消歧方法，扩展人名消歧规则，货站其适用

的数据范围，从而更好地进行研发团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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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语义网络的概念提出以来，大量的链

接开放数据（Linked Open Data，简称 LOD）和

用 户 生 成 内 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简 称

UGC）发布在互联网中，互联网从仅包含网页

与网页之间超链接的文档万维网逐步转变为包

含大量描述实体和实体之间丰富关系的数据万

维网。在此背景下，为改善搜索引擎效果，谷

歌公司于 2012 年提出 “ 知识图谱 ” 的概念 [1]：一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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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近年来，知识图谱技术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普遍关注。提出数据驱动的增量

式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为构建垂直知识图谱提供一种新思路。同时，通过 3 个用例研究提供垂直知识图谱

的应用示范。[ 方法 / 过程 ] 首先给出知识图谱的形式化定义，然后提出数据驱动的增量式知识图谱构建方

法，重点研究构建垂直知识图谱数据图的细节与难点。基于该方法，本文构建了中医药知识图谱、海洋知

识图谱和企业知识图谱。[ 结果 / 结论 ] 以上垂直知识图谱的构建证实了本方法的可行性，它们各自的垂直

应用体现了知识图谱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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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描述真实世界客观存在的实体、概念及它们

之间的关联关系的语义网络。

基于知识图谱的应用领域，本文将知识图

谱分为通用知识图谱和垂直知识图谱（或行业

知识图谱）。通用知识图谱不面向特定领域，可

将其类比为 “ 结构化的百科知识 ”。这类知识图

谱包含了大量常识性知识，强调知识的广度。

具有代表性的大规模通用知识图谱有 YAGO[2]、

DBpedia[3]、Freebase[4]、NELL[5] 等， 中 文 通 用

知识图谱有 Zhishi.me[6] 和 SSCO[7]。垂直知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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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则面向特定领域，基于行业数据构建，强调

知识的深度。垂直知识图谱可以看作基于语义

技术的行业知识库，其潜在使用者是行业的专

业人员。

在通用知识图谱的构建方面，已有相对成

熟的技术和知识图谱产品，例如各大搜索引擎

公司发布的谷歌知识图谱、百度 “ 知心 ”、搜狗

“ 知立方 ” 等商用知识图谱。而在垂直知识图谱

的构建方面，现有垂直知识图谱常采用手工构

建方式，缺乏一套统一的垂直知识图谱构建方

法。基于此，本文面向垂直知识图谱，首先对

其进行形式化定义，然后提出数据驱动的增量

式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从多种类型的数据源出

发，研究知识获取、融合过程中的细节与难点。

最后，本文利用所提出的知识图谱构建方法构

建了中医药知识图谱、海洋知识图谱和企业知

识图谱，并对各自的垂直应用加以阐述，证实

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垂直知识图谱的广泛应

用性。

2  知识图谱的形式化定义

通用知识图谱与垂直知识图谱的本质并无区

别，因此本文对两类知识图谱统一地进行定义。如

图 1 所示，知识图谱 G 由模式图 Gs、数据图 Gd 及

二者之间的关系 R 组成，即 G=<Gs, Gs, R>。模式

图 Gs=<Ns, Es>，其中 Ns 表示类结点的集合，Es 表

示属性边的集合。模式图 Gs 中的类（结点）即为

知识图谱中的概念，而属性（边）则对应概念之

间的语义关系，包括 rdfs:subClassOf、rdfs:equivalent
Class 这类来自语义网络现有标准 RDFS[8] 的属性

和 employer 等用户自定义的属性。与此类似，数据

图 Gd=<Nd, Ed> 中的结点集包含实例结点和字符串结

点，边集合 Ed 中的边连接两个结点表示一条三元组

事 实， 如 <Bill_Gates, alaMater, Harvard_University>。

此处，实例即实体，表示计算机可识别的客观世界

对象，而字符串常作为实例的某一属性值。模式图

Gs 和数据图 Gd 之间的关系 R 由 rdf:type 构成，表示

数据图中的实例与所属概念之间的关系。

图 1  知识图谱的定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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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具有多方面技术优势：首先，知

识图谱易于修改数据模式，具有良好的动态可

扩充性。在构建知识图谱时可以利用该特性进

行增量式的数据模式设计。其次，知识图谱的

语义互操作特性和 “ 链接数据 ” 原则，使得不

同来源的数据集成更为方便。此外，知识图谱

支持 RDFS、OWL[9]、SPARQL[10] 等现有标准，可

以逐渐要求内容供应商提供支持。最后，知识

图谱显式地表达实体之间的关系，可用于开发

语义检索、自动问答等应用。

3  相关工作

在知识图谱的构建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

通用知识图谱构建的工作。早期主要通过人工构

建的方式，形成了 WordNet[11]、ResearchCyc[12]

等通用知识图谱。此后，大量知识图谱基于维

基百科进行构建，如 YAGO、DBpedia 等。但

由于抽取的目标数据不同，它们的知识丰富度

各有差异 [13]。其中，DBpedia 抽取了维基百科

中信息框中的所有信息和统计信息；而 YAGO
仅从维基百科中抽取其自定义的属性，并使用

WordNet 进行数据整合，因而准确率更高，但知

识丰富度低于 DBpedia。不同于上述工具，Zhishi.
me 和 SSCO 专注于构建中文知识图谱，除了

使用中文维基百科，还额外使用互动百科和百

度百科这两个非常流行的中文百科站点。近年

来，基于开放域知识抽取的知识图谱构建项目

受到关注，如 KnowItAll[14]、NELL。它们使用

增量迭代的方法从大量的网页数据中学习出高

质量三元组来构建知识图谱。

然而，由于垂直知识图谱与通用知识图谱

的应用范围不同，它们采取的构建方法也有所

区别。上述通用知识图谱采取自底向上的方式

进行构建，这种方法有利于发现新的知识图谱

模式。而垂直知识图谱注重知识的层次结构，通

常需要预先构建模式图。由于通用知识图谱的

构建方法不适用于垂直知识图谱，而现有的高

质量垂直知识图谱常采用手工构建的方法，本

文提出了数据驱动的增量式知识图谱构建方

法，为自动地构建垂直知识图谱提供一套通用

的方法。本文通过自顶向下的方式构建知识图

谱的模式图，自底向上的方式构建数据图。这

种方式可以保障数据抽取的质量。在具体的构

建过程中，本文借鉴了已有的通用知识图谱构

建方法：将百科知识作为一类重要的知识源，同

时将增量迭代方法用于文本类型的知识抽取。

4  垂直知识图谱的构建

4.1  总体流程

由于垂直知识图谱强调知识的深度和整

体 的 层 次 结 构， 在 构 建 时 常 采 用 自 顶 向 下

和自底向上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自顶向下

的方式是指通过本体编辑器或手工构建的方

法预先构建垂直知识图谱的模式图，进而构

建数据图。而自底向上的方式指在构建数据

图时，利用多种抽取技术获得知识源中的实

体、属性和关系，并将这些置信度高的抽取

结果合并到知识图谱中。

正 如 图 1 所 示， 知 识 图 谱 G 由 模 式 图

Gs、数据图 Gd 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R 组成。本

文在已经构建了垂直知识图谱模式图 Gs 的前提

下，从数据源出发，采用自底向上的方式说明

构建垂直知识图谱数据图 Gd 和关系 R 的过程。

如图 2 所示，知识来源主要分为结构化知

识、半结构化知识和非结构化知识。对于结构

化知识，有大量的链接开放数据和存放在关系

数据库中的领域知识。对于半结构化知识，维

基百科、互动百科、百度百科等百科网站提供

的 信 息 框（Infobox） 是 一 种 半 结 构 化 知 识。

此外，不同领域下的垂直站点包含了大量的表

格、列表数据，这也是半结构化知识。非结构

化知识是指网络数据中大量的纯文本内容，其

知识覆盖度最广，但抽取难度也最大。

从知识来源出发，主要通过知识获取和知

识融合两个步骤构建知识图谱。根据知识图谱

本身的特性，我们可以使用增量迭代的方式不

断丰富所构建的知识图谱。这一构建过程称为

数据驱动的增量式知识图谱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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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驱动的增量式知识图谱构建

4.2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阶段需要从知识源中获取实体、同

义 词 关 系、“ 属 性 - 值 ” 关 系 以 构 建 数 据 图

Gd，同时需要获取实体类型以构建关系 R。由

于知识来源众多，且不同知识源之间存在数据

重合，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知识源类型采用合

适的抽取方法，并充分利用知识源之间的数据

冗余性是知识获取阶段的难点。

本文作者提出多策略学习的方法进行知识

获取 [15]。多策略学习是指利用不同知识源之间

的冗余信息，使用较易抽取的信息来辅助抽取那

些不易抽取的信息。结构化知识和半结构化知识

由于具有显式的结构和固定的格式，属于易抽取

的信息，而无结构的文本知识属于较难抽取的信

息。如图 3 所示，对于结构化知识中的关系数据

库数据，可以通过 D2R（Relational Database to 
RDF）映射的方法将其转化成知识图谱中的链接

数据。对于百科数据中的信息框、表格等半结构

化知识，使用基于封装器（Wrapper）的抽取方法。

封装器是面向某一具有特殊结构的数据源的信息

抽取方法。对以上两类知识进行抽取，并将抽取

结果加入种子集中。

图 3  多数据源的抽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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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结构的纯文本知识，采用远程监督

（Distant Supervision）[16] 和基于模式的方法相

结合的增量迭代抽取方式。远程监督是一种基

于假设 “ 如果两个实体存在某种关系，那么任

何包含这对实体的句子都很有可能表达相同的

关系 ”、利用已知的实体关系对自动标注文本的

方法。这里就可以利用种子集自动标注文本数

据，然后根据标注结果自动地生成高质量的模

式。利用这些模式到文本中学习新的知识，并

加入到种子集中。这一过程不断迭代，直至没

有新的知识被学习出来。

4.3  知识融合

知识获取阶段仅仅是从不同类型的知识源

抽取构建知识图谱所需的实体、属性和关系，形

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抽取图谱。为了形成一个完

整的知识图谱，需要将这些抽取结果集成到知

识图谱中，以进行知识融合。在进行知识融合

时，需要解决多种类型的数据冲突问题，包括

一个短语对应多个实体、实体属性名不一致、实

体属性缺失、实体属性值不一致、实体属性值

一对多映射等情况。知识融合阶段主要对数据

进行实体匹配和模式对齐。

实体匹配旨在发现具有不同标识但代表真

实世界中同一对象的那些实体，并将这些实体

合并为一个具有全局唯一标识的实体对象添加

到知识图谱中。目前常采用聚类的方法进行实

体匹配，其关键在于定义合适的相似度度量。

这些相似度度量常参考实体的以下特征：①字

符相似：具有相同描述的实体可能代表同一实

体；②属性相似：具有相同属性 - 值关系的实体

可能代表同一对象；③结构相似：具有相同的

相邻实体可能指向同一个对象。

模式对齐主要包括实体属性和属性值的整

合。对于实体属性的整合，可以考虑的特征有

属性的同义词、属性两端的实体类型，以及属

性在抽取过程中对应的模式等。当融合来自不

同知识源的数据出现数据冲突时，还可以考虑

知识源的可靠性以及不同信息在各知识源中出

现的频度等因素。本文作者对搜索引擎提供的

知识卡片进行合并 [17]，提供了一种在线知识融

合的思路。该方案首先提出一种基于概率的实

体评分算法找与知识卡片最相关的维基百科词

条，由此合并代表同一实体的不同知识卡片。

然后，将维基百科的信息框与 DBpedia 本体的

映射关系作为训练数据，设计四维特征训练出

属性对齐模型。最后使用相似度阈值对属性值

进行去重与合并，形成值簇。

5  垂直知识图谱的用例研究

本文利用数据驱动的增量式知识图谱构

建方法分别构建了中医药知识图谱、海洋知

识图谱和行业知识图谱。下文将分别阐述这 3
个垂直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和具体应用，以

说明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垂直知识图谱的广

泛应用。

5.1  中医药知识图谱

中医药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的分

类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知识构建中医药知

识图谱的模式图。目前主要基于中医病证分类

与代码（国家标准）、中华中医药学会提供的

诊疗指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药

品数据库构建了中医药知识图谱的疾病库、证

库等子库的模式图。对于中医药知识图谱数据

图的构建，本文分别使用 D2R 映射方法从曙

光医院的关系数据库中抽取药品信息；构造

Microsoft Office 软件的封装器，从 “98 版证名分

类标准 ” 等国家标准以及曙光医院以 Microsoft 
Word 格式存储的临床知识库中抽取疾病、药方

等信息；利用模式和远程监督结合的方法迭代

地学习百科和中医药网站下的纯文本知识。由

于从多个数据源中抽取数据，不同的数据源之

间会存在重复或冲突。本文对数据源的可信度

进行评分，基于数据来源以及数据在不同来源

中出现的次数，对数据项进行排序，以解决数

据冲突问题。

本文形成的中医药知识图谱主要包括疾病

库、证库、症状库、中草药库和方剂库。基于

中医药知识图谱可以进行中医药相关的自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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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问答。同时，利用推理引擎 Drools[18]，可进

行中医药辅助开方。

中医药方分为基础药方和经验药方。基础

药方由疾病和证决定，经验药方则需要根据病

人所患症状确定。当医生诊断出病人患有的疾

病、证及症状后，经过中医药知识图谱的推理

即可得到推荐药方。如图 4 所示，中医药知识

图谱中存储的事实包含肝郁气滞证的基础药方

和经验药方。推理引擎 Drools 将肝郁气滞证的

药方转化为一系列规则。当输入的病人患有胁

痛并被诊断为肝郁气滞证，根据规则只要使用

基本方即可。但是，对于同时患有 “ 口苦口干 ” 症

状的病人，根据规则，还需要去除川芎，增加

牡丹皮等中草药。

图 4  中医药知识图谱用于辅助开方

5.2  海洋知识图谱

海洋知识图谱主要包括鱼类知识、海洋经

济知识和海岛知识。其中，海洋经济知识由领

域专家收集并存储在 Microsoft Word 文档中，本

文使用 Microsoft Word 封装器将其转化映射成

海洋知识子图。海岛知识源于舟山海洋数字图

书馆提供的关系数据库，使用 D2R 映射工具

D2RQ[19] 完成数据转化，形成海岛知识子图。

对于鱼类知识，数据源众多，包括三大中文

百科站点、台湾鱼类资料库（fishdb[20]）、世界

鱼类分类阶层树状名录（FishBase[21]）、心食谱

等行业站点，以及《中国食物成分表》(2002 年版 )
等文本数据。为了构建鱼类知识子图的模式图，本

文利用 HTML 封装器从 fishdb 和 FishBase 中抽

取概念和上下位关系，从百科页面中抽取概念的

属性，并利用多策略学习方法从以上数据源中迭

代地抽取同义词关系。在数据图的构建上，本文

从 fishdb 和 FishBase 中抽取鱼类实例，采用多

种方法获取实例的属性值。例如，使用 HTML
封装器从心食谱网站中获取属性 “ 鱼类美食 ” 的

值，使用模式从《中国食物成分表》(2002 年版 )
中获取属性 “ 营养成分 ” 的值。

海洋知识图谱的构建结果经过海洋知识专

家检查并处理数据冲突后发布，目前包含了全

球已命名的 3 万余种鱼类和 20 多个属性，提供

海洋知识可视化、语义知识检索、海洋知识推

荐等知识服务。海洋知识图谱提供车轮视图、树

状视图和详情视图 3 种可视化检索方式，分别

侧重展示实体间的语义关系、海洋知识图谱的

体系结构以及实体、概念的属性详情。此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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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语义搜索服务，在为用户输入的自然语

言问题提供直接答案的同时，还展示实体的知

识卡片和相关实体，并结合图书馆的资源返回

文献搜索结果。如图 5 所示，输入的问题 “ 小

黄鱼的分布 ” 被解析出实体 “ 小黄鱼 ” 和语义 “ 小

黄鱼的分布生态系统 ”，基于此，系统返回语义

检索结果、“ 小黄鱼 ” 的知识卡片和相关实体，以

及相关的文献资源。

图 5  海洋知识图谱的语义搜索展示

5.3  企业知识图谱

企业知识图谱数据整合了 3 000 万家企业数

据以及来自互联网的专利数据与招投标数据。

首先，领域专家构建了行业知识图谱模式图，包

含人物、公司、股票、专利、投资和招标等顶

层概念。再者，利用 D2R 工具将企业提供的基

于关系数据库的企业信息转化成 RDF（Resource 
Definition Framework）数据，构成了基础的企

业知识图谱。但此时的企业知识比较简单，需

要通过其他数据来源的数据进行补充。本文先

增加专利与招投标信息：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

国专利信息网等网站抓取文本公告，基于启发

式信息定义模式抽取企业招投标信息和专利信

息。然后基于百科与新闻进一步补充企业信

息，包括高管信息的变动，企业兼并与收购信

息等。

企业知识图谱可以提供实际控制人查询与

关系发现等功能。其中，实际控制人查询功能是

指查询对企业占股最大的自然人，由于个人对企

业的控制可以是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个人控制

的企业再来投资企业，因此，算法基于图的遍历

算法实现。用户输入一个企业，系统可以返回该

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关系发现功能可以发现公司

或人物之间的间接关系，图 6 展示了 “ 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 ” 和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之

间的关系，其中，箭头代表投资关系，该图说

明，“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和 “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的投资方，共同投资了企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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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企业知识图谱中的企业关系发现

6  结语

本文对知识图谱进行了形式化定义，并详

细描述了数据驱动的增量式知识图谱构建方法。

以该方法分别构建了中医药知识图谱、海洋知

识图谱和企业知识图谱，并开发了相关应用。

以上 3 个垂直知识图谱的构建证明了本文提出

的构建方法的有效性，体现了图谱在知识融合

方面的优势；它们的相关应用反映了知识图谱

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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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knowledge graphs have gain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and industry. Knowledge graphs of different domains are widely used in query understanding, 
automatic question answering and document representation. [Method/process]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of vertical knowledge graph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were studied. Specifically, we first gave a formal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graph. Then a data-driven incremental constructing method was proposed. We put 
emphasis on constructing a data graph of a vertical knowledge graph. Based on the proposed method, we 
have buil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Graph, Marine-oriented Knowledge Graph and Security-
oriented Knowledge Graph. [Result/conclusion] These vertical knowledge graphs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our method and extensive usability of vertical knowledge 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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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企业知识管理的“六韬三略”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AMT研究院院长葛新红女士

◎ 采编：王铮  刘远颖

编者按：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面对风云诡谲的市场变化、突飞猛进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

任何企业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都不会是一帆风顺或一劳永逸，而是需要时时面对各种竞争、挑战和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企业要想赢得竞争并保持基业长青，就需要像在战场上掌握和运用兵法一样，掌握一系列

的前进策略和问题解决之道。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知识管理 ” 已经成为企业界重要的管理工具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开始关注和引入知识管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国内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理解和应用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

生搬硬套的状态，这也导致知识管理和企业的战略、业务脱节，知识管理的优势和价值得不到发挥。

在本期《专家访谈》中，我们走进在中国企业知识管理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和深厚积累的咨询公司

AMT（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访了 AMT 研究院院长、AMT 大学执行校长葛新红女士。AMT
是国内最早引入知识管理咨询服务的企业，葛新红女士曾经为华为、宝钢、万科、青啤等多家标杆企业提

供过知识管理咨询和培训，并且出版专业著作多部，拥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使得在本次访谈中，

既有对知识管理理念的畅谈，又关注于企业知识管理实战，相信一定会对广大企业机构和知识管理研究者

带来有益的启示。

在访谈中，葛新红女士反复谈到了 “ 知识管理 ” 与 “ 流程管理 ”“ 项目管理 ” 三者的集成（“1+1+1” 解

决方案），以及从 “ 战略 ”“ 业务 ”“ 人力资源 ”“IT”“ 文化 ” 和 “ 变革 ” 等 6 个视角来看知识管理如何实现

价值创造，这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兵法中的 “ 三略 ” 与 “ 六韬 ”。“ 六韬三略 ” 现在用来泛指兵书与兵法，我

们觉得这个成语也恰好能够概括 AMT 知识管理的精华思想 ( 知识管理的 6 个视角以及 3 种管理工具的结

合使用 )，也可以作为 AMT 为广大企业给出的一计 “ 制胜锦囊 ”。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AMT 关于现代企业知识管理的 “ 六韬三略 ” 吧。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王铮、刘远颖

受访者：AMT 研究院院长、AMT 大学执行校长葛新红

采访时间：2016 年 4 月 27 日

采访地点：AMT 上海总部

引用格式：企业知识管理的“六韬三略”——《知识管理论坛》专访 AMT 研究院院长葛新红女士 [J/
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3): 235-241[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aperView?id=44.

1  AMT 的释义和缘起

问题 1  KMF：葛院长您好，非常有幸在 AMT 的
上海总部采访您！ AMT 是国内顶尖的管理咨询

公司，今天我们一走进这里就看到前台由 A-M-T

三个字母组成的企业 logo，您能否就从 AMT 这

个名称的涵义开始谈起呢？
葛 新 红：AMT 就 是 取 了 “Active 

Management Team” 的首字母，意思即为 “ 活跃

发表日期：2016-06-27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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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团队 ”，我们是在 1998 年创立的。当时

有感于中国企业信息化的蓬勃发展，而中文的

相关领域的研究及资料非常少，AMT 主要创始

人孔祥云先生于 1998 建立了一个网上虚拟的信

息化研究中心，取名 AMT- 企业资源管理研究

中心，致力于管理与信息化先进管理理念和工

具的研究和传播。

在 1998 年，流程管理、知识管理、ERP、CRM
等事物在中国刚刚兴起，在这一年前后，很多

企业像联想、华为、海尔都启动了这方面的工

作，我们也把这一年称为流程管理、知识管理

在中国企业实践的 “ 元年 ”。

但是我们的创始人在当时也看到，在企业

纷纷引入新理念、新管理的热潮背后，很多企

业的 ERP 项目都失败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

AMT 的创始人在当时就提出了要将 “ 先进的管

理理念和信息化技术相融合 ”，也是 AMT 日后

“ 管理 +IT” 理念的基础。

2  AMT 在国内知识管理方面的渊源

问题 2  KMF：我们知道 AMT 从一开始就和知

识管理很有渊源，AMT 是中国最早关注和研究

知识管理的组织机构之一。您能否再详细介绍一

下这方面的历史和发展过程？
葛新红：在 “ 融合先进管理理念和 IT 实

践 ” 的思想指导下，AMT- 企业资源管理研究中

心，从 1998 年到 2001 年间主要致力于知识管

理、流程管理、信息化领域的研究和传播工作，并

很快成为管理信息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华文网

站，这个网站也就是现在的畅享网。

我们的创始人孔祥云先生作为孔子家族的

后代，是一位很具有情怀的企业家，他在最早

做 AMT- 企业资源管理研究中心的时候就曾讲

到，很多时兴的管理理念像是知识管理、流程

管理都来自国外，但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形成了

自己传统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在很多传统

文化典籍中都有所体现。所以 AMT 在 2001 年

从一家研究机构升级成独立的公司法人时，就

确定公司愿景：“ 成为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世界级

咨询服务企业 ”，并且把知识管理作为 AMT 自

身发展很重要的战略举措来抓，同时探索知识

管理在中国企业的实践模式，为中国企业提供

知识管理培训、咨询和建设服务。AMT 早期的

多位咨询顾问后来也成为国内最早的企业知识

主管。

3  咨询公司的知识管理方略

问题 3  KMF：AMT 作为咨询公司，一定有匹配

于咨询行业的知识管理方式。我们之前也采访过

来自软件业、培训业的知识管理专家，并收获了

不同行业对于知识管理的观点。那么您能否以咨

询业的视角，谈一谈知识管理对于 AMT 发展战

略的支撑？
葛新红：AMT 定位于 “ 管理 +IT” 的综合

咨询服务公司。人们一般印象中谈到咨询公司

就想到麦肯锡这一类的机构，国内也有很多咨

询公司类似麦肯锡的模式。我们认为这一类咨

询更多是传统咨询，包含了战略咨询、人力资

源咨询、营销咨询等等。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管理信息

化的兴起，以 IBM、埃森哲为代表的新型咨询

公司开始涌现，AMT 也是在那个时期发展起来

的。我们把这一类咨询公司称为 “ 基于 IT 的现

代咨询公司 ”。

包括知识管理在内，我们认为 “ 现代的管

理理念 ” 需要结合 “IT 系统 ” 才能最终实现。“ 管

理 ”+“IT”—— 两方面缺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行。

而 AMT 的优势就在于中间这个 “+”，我们要了

解管理理念怎么样更好地和国际接轨，也要知

道怎么通过 IT 技术更好地实现。

最近这几年 AMT 也在通过发挥知识管理的

效用，实现在以下几个方向的转型发展，对于

其它企业可能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企业组织模式和运作模式的调整

和丰富。现在我们都在关注 “ 平台 + 创客 ” 的

创新模式，AMT 也在形成类似的组织运作机

制，在 AMT 内部我们叫做 “ 赋能平台 ”。在平

台上，每一个事业合伙人团队都是一个独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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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现在我们有 150 多

个团队，每年要处理成百个项目。在咨询行业

这种复杂的知识环境中，平台的价值不仅仅是

供需匹配，更在于 “ 赋能 ”，对平台上的团队给

予品牌、文化、知识等资源的支持。

在咨询公司平台化运作模式下，首先要

对平台上的所有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知识管

理，要保证在所有的团队中，一个项目一旦启

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的知识文档必须归纳到

知识库；接下来我们通过 AMT 研究院成立一

系列的研究中心，然后不断提炼一线的最佳实

践，研发我们的知识产品，再反馈给我们平台

上的合伙人。这样一来，合伙人不只是挂靠于

AMT 的品牌，而且可以通过平台参加各类专

题交流分享会、接触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和社

群，获得学习交流提升的机会，从而真正达到

平台赋能的目的。

其次，是传统企业面向互联网的转型。当

前有很多传统产业的企业，都在探索互联网环

境下的新模式和新业态。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面

临这方面的转型挑战。AMT 就是要帮助这些企

业成功实现 “ 互联网 +” 的转型。

例如 AMT 的客户河南鲜易公司最早是做生

猪屠宰加工这一块，他们把供应链的一个部门

独立出来变成了一个面向整个产业的供应链服

务平台，现在已经转型成为生鲜供应链集成服

务商。通过开放平台，鲜易把全国的冷藏车、冷

藏库的资源聚集到一起，利用 GPS 技术实现信

息交互，把闲散的资源集约和利用起来。不仅

如此，企业内部、产业链上下游乃至全社会都

能够通过平台进行创新创业，鲜易公司内部各

个运营层面有 300 多个小的创业团队，而在外

部则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与社会上的货车司

机合资购买冷链物流车完成配送业务，让大家

都成为公司的股东和创新主体。这些举措正是

通过 “ 众包 ”“ 众筹 ”“ 众创 ” 实现了 “ 互联网 +
现代农业服务 ” 的转型，李克强总理去年视察

河南鲜易控股公司时，专门对此给予了肯定。

像这样的案例，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借

鉴，都是 AMT 和客户一起共同探索得来的。而

在 AMT 通过这样一个个案例的实践，会迅速进

行知识产品提炼和最佳实践整理，形成我们的

“ 互联网 + 转型咨询服务体系 ”，并迅速推广给

所有的事业合伙人，从而形成 AMT 对客户需求

的快速响应和扎实的交付能力。

最后，是支撑企业的国际化路线和海外业

务的拓展。中国企业谋求全球化发展、对标国际

大公司、达到世界一流的流程运作水平，这已

经成为一种趋势。像 AMT 一样，很多企业已经

在国内行业中达到了顶尖水平，接下来就是要走

出国门。比如说有些企业要做海外并购、海外投

资，就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支撑，如做可行性研究。

这些都需要相应的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

我们 AMT 内部就有很多知识产品，这些都

是内部知识管理的成果。例如我们的《AMT 前

沿论丛》杂志已经连续发布了 120 多期，持续

了十多年，这样不断地提炼我们的内部知识、收

集外部知识，并推送给我们的客户。现在每期

都会关注一定的管理前沿主题，比如《移动互

联时代的新管理模式》。

4  从咨询公司视角看企业知识管理
发展变迁

问题 4  KMF：进军海外、开放平台、众包众筹、创

新创业，您刚才提到了当前许多中国企业发展面

临的新趋势和新业态。这些在 20 年前，有很多

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知道您也是很早就投入了国

内知识管理领域的实践工作，那么从您的视角看

来，从 1998 年到现在的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企

业知识管理工作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不变呢？
葛新红：我先讲什么不变吧，我认为知识

管理的核心本质没有变，那就是让企业快速学

习，并转化为生产力和竞争力。

说到变化，我们最早在企业做知识管理

时，其实就是做一个文档库，当时面临的问题就

是很多知识分散在员工个人的电脑里，所以就要

做一个 “ 知识库 ” 把大家的知识共享起来。但是

很多文档库建立起来之后和业务是脱离的，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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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和部门对于有关知识能不能分享也心存顾

虑。我们还发现很多重要知识都掌握在业务骨干

手中，而这些人又是公司里面最忙的，没有时间

去撰写知识文档。所以我们尽管做了一系列知识

管理理念宣传和激励措施，最后发现知识库里积

累的都是一些休闲娱乐化的文档，真正核心的高

价值文档很少，每月领取奖励的也长期集中于少

数几个人 —— 这也是早期很多企业知识管理团

队共同面对的 “ 成长的烦恼 ”。

因此我们得到的第一个认识转变就是 ——
知识管理一定要和企业的业务紧密结合，要做

到 “ 流程管道，知识活水 ”，要把知识和流程的

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很多企业的知识管理团队

为什么做起来没有成就感，就是因为他们把知

识管理做成了业务之外的一件事。因此现在我

们在帮助企业进行知识管理实践的时候，就会

沿着业务流程去构建具体的知识历程图和知识

地图，让知识的产生和复用变成了业务活动中

自然而然发生的部分。

在此基础上，我们第二个认识转变就是：在

强调流程和知识时，其核心本质是一种管理标

准化的思想，就是把流程中的知识不断地去沉

淀并形成标准。但是后来随着管理风潮的发展

进步，我们发现最近几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对知

识型员工本身的管理，这就促成了从知识管理

向知识服务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处在知识服务

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去研究知识资源的

特点，更要去研究人的需求，建立以人为核心

的知识服务体系。

最后一点变化就是各种新技术的发展让我

们能够更好地满足于人的需求。长久以来对于

知识管理最好的描述就是 “ 让合适的人，在合

适场景，找到合适的知识 ”，以前这句话更多是

一种理想化的表述，而现在新技术让这句话更

容易实现，并且带来了很多创新性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在一家制造型企业搞过一个面

向所有员工的知识管理创新大赛，收集和激发

大家关于知识管理的所有需求和创想，有 90 后

的员工就提出在生产线的工位上、机器旁设一个

二维码，只要扫一扫，关于这个岗位工序的知识

就能自动推送到移动终端上。当时就得到了企业

的肯定，这家企业的领导层主要都是 70 后的群

体，他们说通过这件事被 90 后的年轻员工教育

了：以前觉得学习就得 “ 头悬梁，锥刺股 ”，后

来觉得学习非得是找来大部头的书来读，现在发

现对于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怎样以更开放、更

轻松、更愉快的方式把知识吸收运用。

在这家企业，他们除了提出 “ 扫一扫 ” 二

维码获得知识，还提出只要 “ 摇一摇 ” 就能找

到距离最近的专家。总之，我们现在认为，在

企业中越简单的方式往往越具有生命力。

5  “ 三略 ” 融合：知识管理、流程管
理、项目管理的有机集成

问题 5  KMF：您刚提到了 “ 流程管道，知识活

水 ”。我们知道在 AMT，流程管理和知识管理

是紧密结合的，这也是 AMT 知识管理咨询服务

的特色，您是否可以就此作进一步的介绍？

葛新红：刚才已经说到 AMT 最早是一个研

究型组织，AMT 早期是从研究角度来关注知识

管理的，而在研究领域，知识管理和流程管理

一直就是交叉的。这也决定了从一开始我们就

注意将多种管理工具相融合。

如今在 AMT，知识管理和流程管理是每个

咨询顾问的基本技能，在此基础之上有的人可

能偏重不同的行业，或者偏重供应链、营销等

不同专业领域。

我觉得做知识管理的人一定要懂流程管理。

流程就是业务的载体，懂得流程，你就懂得如

何分析理解这家企业的业务；而知识管理就是

处理业务流程上的具体经验和方法。只有同时

懂得了知识管理和流程管理，你才能够去真正

理解客户，在此基础之上，你再看针对客户的

问题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解决。

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肯定是综合性的、复

杂性的，客户来做咨询，首先需要理解他的问

题，懂得他的需求，最终针对主要的需求点有

针对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找一个人来讲什么

是知识管理、什么是流程管理。因此 AMT 强调

“ 围绕客户的综合持续服务 ”，强调以问题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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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需求为导向，综合利用各种管理工具，需

要打 “ 组合拳 ”。

具体到 AMT 的咨询项目管理，我们将项目

管理、流程管理和知识管理相结合，以 “ 项目 +
流程 + 知识 ” 的方式，提供 “1+1+1” 解决方案，实

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知识管理。在项目启动阶

段，我们会进行项目策划会，由有经验的专家

提供整体思路和建议；在项目过程中，我们会设

置项目知识管理专员的角色，对项目进行知识审

计，提炼项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项目结项阶

段，会进行 AAR（After Action Review，行动后

反思，编者注），会有项目结项报告、项目的知

识地图，以及客户评价。一个项目整个项目生命

周期的知识文档必须归纳到知识库。

6  “ 六韬 ” 合一：看待知识管理的 6
维视角

问题 6  KMF：除了已经实施知识管理的企业，当

前还有越来越多考虑和准备实施知识管理的各类

企业，而且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需求来自高层领

导者、战略部门、企划部门、流程部门、研发部

门、IT 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培训部门等各种

不同的部门。您在相关著作中指出了从 6 个视角

向知识管理要增值，比较系统全面地解答了不同

群体视角下对知识管理的问题和困惑。这很像中

国古代兵法中的 “ 六韬 ”，请您再简要介绍一下

这 6 个维度吧。
葛新红：我之所以提出 “ 向知识管理要增

值 ”，是因为我们做知识管理一定要以问题为出

发点，以创造价值为目标。我们要让自己成为

企业中有价值的人，也要让知识管理岗位成为

企业中有价值的岗位，让知识管理在企业中真

正成为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 6 个视角来识别和实现知识管

理在企业中的价值。

首先，是从战略视角看知识管理：所有的

管理体系都是服务于企业战略的，我们不能为

知识管理而知识管理，脱离了企业战略而单纯

谈管理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探求知识管理

对企业战略的支撑是什么。

比如有企业的未来战略是业务扩张，需要

招募很多新人，那么知识管理的任务就是如何

加速新人的培养和融合，需要构建如新员工学

习地图以及有效支撑人才培养体系；而一家建

筑设计院的战略是要在高层建筑领域提升专业

性，那么知识管理肯定要围绕高层建筑领域的

核心知识去做一系列的工作，比如收集这个领

域全球最顶尖的知识，挖掘提炼业内的最佳实

践，可能要专门成立一个项目组来做高层建筑

的知识产品；而像华为近年来希望在全球范围

内进行成功经验的快速复制，那么项目知识收

割就是华为知识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根据战略需求来判断

企业知识应用的重点和能力的短板在哪里，然

后再在这个点上去发力。

第二，是从业务视角看知识管理：这就是

我们提到的 “ 流程管道，知识活水 ”。以研发型

企业为例，这类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员工主要都

是知识型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流程就是知识产

生和应用的过程。因此他们就适宜将知识管理

和流程管理融为一体，通过统一的知识管理系

统来同时实现知识管理和流程管理。

而在很多制造型企业的业务流程中，他们

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环节是分离的，他们有

集中的研发和设计部门，有专家去开发工作标

准和产品设计，而知识应用环节主要是由生产

线上的工人来完成，他们在工作现场会有一些

工艺改进和微创新，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知识。

以宝钢为例，他们建立了技术资源知识管理平

台，上面大部分是前端研发产生的专家知识，然

后就是来自生产场景的过程改进知识和生产经

验。怎么样把这些知识更好地显性化、结构化、体

系化，方便生产线上的工人更好地获取和吸

收，这就是知识管理需要做的工作。

由此可见不同企业的业务场景不一样，就

需要相应的知识管理措施和手段。

第三，从人力资源的视角看知识管理：这

个视角体现了知识管理以 “ 人 ” 为中心的思想。

知识管理不仅要解决知识的问题，更要解决人

的问题。从企业人力资源角度，我们首先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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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司战略明确现在哪一类岗位是公司的核心

关键岗位，他们的主要职责和核心工作任务是

什么，这些关键岗位的能力缺口和知识需求在

哪里。在此基础之上，设计学习资源库，打造

全方位的学习资源环境。为了实现人才的可持

续发展，我们还需要根据岗位职业发展路径，绘

制学习地图，明确员工未来的发展路径和对应

的能力要求、学习资源。

第四，从 IT 的视角看知识管理：有很多企

业将实施知识管理单纯理解为上线知识管理 IT
系统，其实 IT 工具的选择是和企业发展战略和

业务需求挂钩的。

对有的企业来说，确实首先需要一套知识

管理系统，因为很多企业头疼的问题是知识分

散在很多员工个体的电脑里面，最好的办法就

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知识库，把大家的东西都分

类归档然后共享起来；而对于有的企业比如华

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 IT 系统和知识积累，那

么他们知识管理的侧重点就是如何快速地实现

知识采集收割然后去推广分享。

因此 IT 的价值在于如何将知识管理的想法

和理念更好地实现。当前很多企业经过前期的

知识管理系统建设，已经通过知识库把知识积

累起来了，但是知识利用率不高。那么现阶段

IT 的任务就是实现让 “ 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场

景、获得合适的知识 ”。

例如宝钢在 2010 年上线了技术资源知识

共享平台，他们下了非常大的工夫，在平台上

存储了海量的知识。在移动端还没有兴起的时

候，他们主要基于 Web 端进行岗位知识地图的

构建和维护。知识产生积累和产生起来之后，就

要解决知识应用的问题，所以最近几年，他们

主要就是利用 IT 技术更好地实现知识的推送。

我们 AMT 现在的移动端里面也有人员岗位

管理的应用，所有的专家信息都在移动端企业

号里面，通过手机不仅可以查到这个专家，还

有这个专家的内部口碑评价，所有和他合作过

的人都可以给他打分做出评价。

所以我认为负责知识管理的人不一定要精通

IT 技术，但是一定要懂得新的 IT 应用场景和用

户体验，知识管理人员和 IT 人员需要取得共识。

第五，从文化的视角看知识管理：我们看

到很多企业的知识管理推动到最后，其实都是

文化的问题。知识文化的核心在于 “ 共享 ”，我

们之前写 AMT 的案例，就讲到 “ 让共享成为企

业的 DNA”。有了共享的文化、有了学习的氛

围，就能真正地成为知识型组织。

有一些企业对于保密的顾虑大于对共享的

意愿，那么知识管理做起来就比较费劲，当你

提出要共享时，他们会说这个是有保密要求的。

不过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共享的文化正在成为

主流，其实共享还有很多内涵，比如开放、包

容、学习、改进，其本质是相通的，在不同企

业的表述中，不一定非要用 “ 共享 ” 这个词，但

是一定有类似的元素在里面。

AMT 在 成 立 的 时 候 就 确 定 了 共 享 的 文

化，当时有人质疑我们把所有的项目流程都放

到知识库里面共享，万一有员工离职把所有东

西都带走了怎么办，针对这种反对的声音，我

们当时的董事长就指出宁可流失一千，不可错

失一个，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担心知识流

失而遏制知识共享。共享给一个企业带来的价

值是远高于泄密和知识流失所带来的风险的，这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导向。

这也告诉我们，你在企业推行知识管理

时，肯定会受到一些抵制的声音，这时你就需

要一些指导原则和文化导向，要给大家这种文

化自信，让大家明确共享所带来的价值远大于

风险。当然，相应的安全、保密等保障措施也

要跟上。

知识管理作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不仅仅是

写出来挂在墙上，而且要融入到所有的流程制

度中去。在 AMT，知识贡献要纳入到人才考评

体系中，我们对于一个咨询顾问的衡量指标除

了要看他项目做的怎么样、口碑怎么样，还要

看他的知识贡献度。知识贡献度包括了你在一

定阶段内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你做导师、讲师

进行的培训，总之要看你形成的知识成果。在

宝钢，他们讲 “ 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实

化于行 ”，就是讲我们先有文化和理念，再由流



241

程制度、IT 系统进行固化，慢慢地潜移默化，将

文化贯彻在所有业务的细节，变成每个人自觉

的行动。

第六，从变革的视角看知识管理：最后我

们回到知识管理的价值，不要孤立地把知识管

理作为单独的一个事情，永远要记住所有的管

理工具都是服务于企业的战略和业务的，要以

创造价值为目标，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如果

你做了半天大家感受不到知识管理的价值，你

的知识管理在企业肯定没有生命力。

所以最后我们的建议是，很多企业在开展

知识管理之初，一定先做好价值定位，要和不

同层面的人去沟通，去寻找价值点和切入点。

在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要对其效果和价值

进行评估和测量，典型评估方法包括基于知识

管理实施过程的评估、基于知识管理战略目标

的评估、基于实践成本的价值评估等。

此外，无论是知识管理还是流程管理，对

于客户来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去

持续推动，现在大部分的客户都希望通过咨询项

目，培育出自己的专业人才和团队，所以 AMT
的知识管理咨询服务核心就是帮助客户实现从战

略规划到落地，以及持续帮助客户取得成功。

7  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知识管理应用

问题 7  KMF：感谢您对于这个 6 个维度的精彩

解读。这 6 个维度可以说涉及了企业知识管理的

各个方面，不同企业都能够从中得到可取之处。

就像兵法一样，在千变万化的实战环境中，又会

有千姿百态的应用形式。最后可否结合您的咨询

经验，介绍一下不同行业和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

应用特征呢？
葛新红：正是因为知识管理要和企业战略

和业务紧密结合，所以不同的行业、企业对于

知识管理有不同的应用方式。

刚才已经谈到研发类企业的知识管理和业

务流程紧密融合；制造类企业的知识生产和知

识应用流程大多相分离；还有连锁型企业，他

们的共同特点是很强调标准化，我们经常举肯

德基、麦当劳的例子，他们在全球开的店面都

能保证一样的水准，这时知识管理的核心工作

就是确保标准化，需要有专门的知识专家从工

作流程的细节中提炼最佳实践和标准，制成标

准手册。房地产企业也是一样，我们给万科做

咨询的时候，他们强调 “ 均好性 ”，这就是万科

的核心竞争力：不管在什么样的城市，万科开

发的同款楼盘都能保证同样的品质，不会出现

明显的参差不齐的状况。在这背后，万科一个

楼盘从最初拿地到最终售罄，这一流程有几千

个节点，知识管理就是要确保流程及其上面知

识的标准化；而集团型的企业例如越秀集团如

果要从集团层面构建一个知识管理系统的话，就

要考虑协调管控集团的共有知识，以及各个业

务板块的专有知识。另外像华润集团的业务特

别多元化，那么就要特别强调学习型组织的共

有文化，通过文化来打造凝聚力。

KMF：今天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看到企业知

识管理是和企业战略、业务流程息息相关的，也

是和商业环境、技术环境息息相关的，知识管

理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管理思想和工具，有

不同的表现维度，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

为企业识别和创造出价值。非常谢谢您的分享！

采访后记：

在本次访谈中，AMT 的葛新红女士既为我们呈现了严谨的条理，也为我们带来了丰
富的案例。从 1998 年的中国企业知识管理实践 “ 元年 ” 到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 20
年的历程，知识管理也表现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形态。我们想到兵法上常说 “ 兵无
常势、水无常形 ”，“ 水因地而制流 , 兵因敌而制胜 ”。结合本次访谈的内容，就是说知识
管理没有一概而论的统一模式，“因地而制流 ”就是知识管理要和企业流程紧密结合，“因
敌而制胜 ” 就是知识管理要以企业问题为导向。每个企业都需要将知识管理与自身情况
结合起来，以形成制胜和共赢之道。

葛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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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风起云涌。大数据不仅仅是概念和热点，更是一种全新的能力。图书情报人员作为专业信息专业人

员，了解大数据知识，掌握大数据技能，运用大数据手段，提升大数据能力，同样是大数据时代所赋予的新要求、新

挑战与新任务。《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将提升图书情报人员新型能力作为自己的重要社会责任与使命，每年

举办一次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提升研修班。2016 年的研修班主题聚焦为 “ 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 ”。

研修班为时两天，将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授课，并与学员讨论互动。

欢迎图书情报一线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参加。

主题：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

授课题目与专家：

1. 当前与未来图书情报人员新型能力体系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教授）

2. 电子资源统计标准规范

陈大庆（深圳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3.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员的数据素养

黄如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4.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的方法与技术

李广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5. 数字资源馆藏政策与策略

萧德洪（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6. 文本大数据处理技术与应用

张智雄（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研究员）

7. 专利情报分析与能力

王峻岭（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8. 智能型图书馆神经网络服务系统的构建

汪新红（超星公司副总经理）

主    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承    办：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FULink）、福州大学图书馆

费    用：会议费 1400 元，交通食宿自理

时    间：2016 年 11 月 16-19 日（16 日报到，19 日疏散）

报名方式：登录：www.lisjournal.net “ 会议与培训 ” 栏登记注册，注明 “2016 福州培训报名 ”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联 系 人：赵芳

联系电话：13718119893，010-82623933

传    真：010-82621460

电子邮件：lismeeting@mail.las.ac.cn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016 年 6 月         

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
                       ——2016 年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提升研修班



2016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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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信息环境和用户需求与行为的变化，驱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范式、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和研

究内容发生新的变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如何保持理论与学术的前瞻性，跟踪图情研究热点，捕捉图情研究

前沿，更好地适应和推动图书情报事业的创新发展，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当前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促进图书

馆学学者、编辑、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与互动，共同探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关键性问题，“ 图情期刊

联盟网 ” 发起并联合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学术期刊组织召开 2016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学术研讨

会暨图情期刊论坛。欢迎国内图情业界、学界和期刊界同仁参加。

会议主题：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

分主题：

1.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当前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3. 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关系

4.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边界与拓展

5. 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新特点与态势

6.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7.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评价与学科建设

8. 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质量与影响力建设

9. 其他

主    办：图情期刊联盟网

承    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图书馆建设》编辑部

支    持：黑龙江省图书馆

特别支持：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会 议 费：800 元（交通食宿自理，会议费可现场交现金、刷卡，也可提前公对公转账，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账号：11001007300059261059，收款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会议时间：2016 年 8 月 18-19 日（17 日报到，20 日疏散）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7 月 1 日

联 系 人：赵芳  

咨询及报名表发送邮箱：lismeeting@mail.las.ac.cn
 

2016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暨图情期刊论坛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单位 地址 邮编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手机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图书馆建设》编辑部

2016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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