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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网络设备和上网费用的降

低，使用网络的人数开始激增，各种网络应用

服务随之出现，虚拟社区就是网络应用的一种

体现。虚拟社区的概念由 H. Rheingold [1] 最先提

出，他认为虚拟社区是社会的集合体，它源于

众多参与者在网上的公开讨论，加上充分的人

类情感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里所形成的人

际关系网络。在这个虚拟社区中，知识的传递

和人际间的知识分享类似，是成员共同参与的

活动，而非一种单项的传递和宣传活动 [2]。A. 
Armstrong 等 [3] 认为虚拟社区是指人们围绕某种

【学术探索】

虚拟社区持续知识共享研究述评
◎ 沈惠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思科信息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虚拟社区是成员进行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虚拟社区的价值要通过持续的知识

共享才能得到体现。[ 方法 / 过程 ] 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进行了综述，并从虚拟社区中持

续知识贡献和持续知识获取两种不同的行为角度对知识共享进行了述评。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研究存在的

问题和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探讨。[ 结果 / 结论 ] 知识共享过程中的知识贡献和知识获取是两种不同的行

为方式，对虚拟社区持续知识共享起到的作用也不相同。虚拟社区要考虑知识贡献和知识获取不同的影响

因素，促进持续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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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或需求集中进行信息交流的地方，它通过

在线方式创造社会或商业价值，虚拟社区成员

可在赛博空间中特定的站点彼此进行主动的知

识共享。这些概念包含 3 个要素：①虚拟社区

必须架构在一个赛博空间（cyberspace）上，虚

拟社区的兴起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创新应用的结

果。②虚拟社区的成员具有高度自主性。并且

基于特定的目标与动机形成一定的群体，实际

上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与互动基于相似的经

验、共同的需求和兴趣。③虚拟社区的成员之

间的沟通主要通过网络为媒介进行。但是，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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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社区的价值和效果要通过成员的持续使用才

能得到体现 [3]，虚拟社区的内涵也需要通过成

员的持续使用才能得到和丰富，而知识共享是

虚拟社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和基础。鉴于

此，本文将从不同理论视角下虚拟社区知识共

享的研究、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持续进行和虚

拟社区知识获取持续进行 3 个方面进行综述。

1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和信息系统持
续使用的概念

对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概念，徐小龙等

认为：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包含两层含义，其

一是指虚拟社区的个体成员之间互相传递和交

流知识；其二是指虚拟社区作为知识主体提供

知识给成员，成员奉献知识给社区，以及社区

与成员之间互相分享知识 [4]。这个观点将社区本

身作为知识共享的主体之一，认为虚拟社区不

仅是知识共享的平台，也具有知识存储功能的

特点。实际上，虚拟社区成员的知识共享过程

是基于社区已有的知识存储进行的，同时成员

间新的共享也可以增强社区的知识储备。虚拟

社区中的信息或知识可以直接从一个成员传递

到其他的成员而不需要采用传统的交流方式，此

时虚拟社区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基于信息技术应

用的知识型社区的形式 [5]。

既然虚拟社区是信息系统的一种应用方

式，因此可以采用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对虚

拟社区的知识共享行为来进行分析。信息系统

持续使用的研究主要探讨用户初始接受后并未

中断使用某一特定的信息系统的持续意愿和行

为，也有学者把这种行为称为继续使用、采纳

后行为等 [6]。S. Chea 等 [7] 又将采纳后行为分为

3 种类型：推荐行为、抱怨行为和持续使用行

为，而目前学者研究得最多的采纳后行为就是

持续使用行为。成员在虚拟社区持续的知识共

享是虚拟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文将借鉴持续使用理论对虚拟社区知识

共享行为从知识贡献和知识获取两个角度来分

别进行述评。

2  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持续进行的
研究

V. Venkatesh [8-9] 在研究用户接受和使用的过

程中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果，他将短期信息系统

使用或先前使用行为纳入技术接受理论模型，以

便更好地预测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虚拟社区

的知识共享活动要持续进行下去才能体现其价

值。对于知识共享持续进行的研究，国内外的

学者从知识贡献和知识获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

行为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持续意愿进行了研究。

知识的贡献是指将现有的知识转化为知识编码

技术和存储库或数据库，这样它可以被虚拟社

区的其他人访问和重复利用。S. Kumar 等 [10] 认

为知识贡献就是知识从一个个体向另一个个体

的转移或分享。关培兰等 [11] 认为知识贡献是研

发人员为企业提供的新知识的过程，是知识共

享的前提，知识共享为新知识的产生提供条件。

知识获取在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由来已

久，即指知识从外部知识源到计算机内部的转

换过程。就是如何将一些问题求解的知识从专

家的头脑中和其它知识源中提取出来，并按照

一种合适的知识表示方法将它们转移到计算机

中。在虚拟社区中的知识获取通常是被认为是

虚拟社区中的成员持续从社区中其他成员或群

体处获取知识的行为，知识贡献和获取行为与

知识的有效利用有积极的关系 [12]。

在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过程中，成员的知

识贡献被认为是对虚拟社区更有价值的活动。

从知识贡献行为的角度，M. Wasko 等 [13] 的研

究认为知识贡献者期望从知识贡献行为中获得

“声望”和可能的互惠行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

中获得愉悦感觉 (enjoy helping others)，这种感

觉是由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引发，自我效能

是知识贡献者贡献知识的内在收益 [14]。G. W. 
Bock 等 [15] 认为报酬、互惠关系、主体规范对

知识共享持续进行产生影响；C. M. Chiu 等 [16]

认为社会资本—社会互动关系、信任互惠规

范、认同、共同愿景以及共同语言等原因将影

响个体在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持续进行；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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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 等 [17] 认为个人效能、信任和个人结果预期

是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持续进行的影响因素；M. 
Wasko 等 [13] 认为社区利益、互惠、声誉、个体

经历等影响知识贡献持续进行；N. K. Shen 等 [18]

在研究中提出，共同的认知感能促使持续的知

识贡献。

从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影响虚拟社区知

识贡献持续进行的因素主要是：自我效能、互

惠和信任。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

出发进行的研究，实际上，虚拟社区知识贡献

持续进行是动态变化的，目前这方面影响因素

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3  虚拟社区中知识获取持续进行的
研究

知识获取是知识管理的起点，只有做好了

知识获取，知识共享才能顺利开展。知识获取

分为显性知识的获取和隐性知识的获取。显性

知识主要包括组织的文档、数据等，显性知识

则可以通过知识库、知识网络和相关索引以及

绘制知识地图来获取，也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等

手段来提高获取的成效。隐性知识是指技能、经

验等知识，它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或组织的结构

和文化中，是无法用语言或书面材料进行准确

描述的，不易编码，因此不易被计算机等媒体

存储和获取。由于知识获取方式的不同，知识

获取持续进行的影响因素也就不同。G. W. Bock
等 [19] 认为协同规范、未来的义务、获取的有用

性、获取者知识的增长、自我效能等影响知识

获取的持续进行；K. C. Desouza 等 [20] 认为感知

风险、感知复杂性、感知相对优势等影响知识

获取持续进行；P. H. Gray 等 [21] 认为学习导向、智

力需求、时间压力、风险规避等因素影响虚拟

社区知识获取持续进行。

从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虚拟社区知识获

取持续进行的影响因素主要是获取有用性、智

力需求等因素。让成员能够持续获取所需知

识，虚拟社区的知识存量就显得很重要。

知识贡献和知识获取持续进行的影响变量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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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成员不同作用的知识共享持续进行的研究

来源 成员作用 研究结论

M. Wasko 等（2005）[13] 知识贡献 认为社区利益、互惠、声誉、个体经历等影响知识贡献持续进行

G. W. Bock 等（2005）[15] 知识贡献 报酬、互惠关系、主体规范对知识共享持续进行产生影响

C. M. Chiu 等（2006）[16] 知识贡献
社会资本 — 社会互动关系、信任互惠规范、认同、共同愿景以及共
同语言等原因将影响个体在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持续进行

M. H. Hsu 等（2007）[17] 知识贡献
个人效能、信任和个人结果预期是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持续进行的影
响因素

G. W. Bock 等（2006）[19] 知识获取
协同规范、未来的义务、获取的有用性、获取者知识的增长、自我
效能等影响知识贡献的持续进行

K. C. Desouza 等（2006）[20] 知识获取 感知风险、感知复杂性、感知相对优势等影响知识共享持续进行

P. H. Gray 等（2005）[21] 知识获取
学习导向、智力需求、时间压力、风险规避等因素影响虚拟社区知
识共享持续进行

综上所述，根据成员在知识共享中的知识

贡献和知识获取两种行为方式，对知识共享持

续进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扩展和深化了

知识共享的研究范围，对知识共享的持续进行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4  已有研究局限和展望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目前关于

虚拟社区持续使用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研究

成果较多，涉及的学科领域也比较多，但仍然

存在着如下不足：第一，将信息系统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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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应用在虚拟社区的持续使用的研究中，只

考虑了虚拟社区与信息系统的共性，没有区分

虚拟社区的特性，这就限制了研究成果的使用

范围；第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研究成果，没

有考虑成员在其中的不同作用，这样导致研究

的影响因素缺乏针对性；第三，从知识贡献和

知识获取两种行为角度分析知识共享持续进行

影响因素，主要采用的是实证研究的方法，但

是，在研究中没有考虑虚拟社区的类型，导致

获取的数据不够全面。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虚拟社区的不

同类型出发展开研究，以便得到更加全面的数

据，增强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在已有的关于虚

拟社区知识共享持续进行的研究中，获取的数

据来源于社区成员，但是，部分成员在进行知

识共享后停止共享行为或者推出社区，这部分

成员的数据收集存在难度，而这部分成员的数

据对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持续进行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收集这部分

成员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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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y    knowledge sharing    continuance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37

知识管理论坛，2016（5）:319-323



知识管理论坛   ISSN 2095-5472   CN11-6036/C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E-mail: kmf@mail.las.ac.cn
http://www.kmf.ac.cn

324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日渐成为普通大众

的一项消费活动。2014 年，国内旅游人均花费

839.7 元 [1]，同比增长约 4.2%。同时，国内旅游

人数增长迅速，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显

示，2012 年已突破 28 亿人次，约为 2005 年国

内 游 人 数 的 1.3 倍。仅 2014 年 春 节 黄 金 周 期

间，我国共接待游客达 2.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0%，旅游收入增长 16.4%[2]。2015 年，国内

旅游人数达 40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5%[3]。然

而，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势必会存在

一些问题。2014 年 3 月 8 日发生的“马航飞机

失联”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起交通事故，但由

于民众对此事件的高度关注，使得舆论风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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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致使马航产品最终被停售，同时马来西亚

旅游也降至了冰点 [4]。由此可见，旅游业作为一

个综合性的行业，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

会舆论的影响。虽然，我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

舆情监测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政府工作的一

部分。例如，在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利用微博

与民众互动，广泛听取民意。福建省旅游局已

于 2014 年 2 月启用舆情监测系统，进一步提升

游客满意度，打造高品质旅游 [5]。但是，舆情

在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的应用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为了让旅游业健康持续的发展，这就要求相关

旅游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做到及时关注舆情信

息，减少旅游纠纷和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提

高游客的满意度。

我国在 2009 年已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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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旅游业的意见》，力争到 2020 年实现我国旅

游产业质量基本达到世界旅游强国水平 [6]。其

中重点指出以游客满意度为基准，以信息化为

主要途径，全面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然而，随

着旅游市场的繁荣、旅游产品的丰富、游客维

权意识的增强，游客的需求由“走马观花”向“深

度旅游”跃进，更加追求个性化、多元化和高品

质的旅游产品与服务。游客在活动中不再是被

动地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者、体验者。

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关注游客的动态，及时全面

捕捉游客的各项信息，进行有效地分析，建立

完整的舆情预警体系，营造良好的行业氛围，打

造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与服务。

2  基于游客视角的舆情预警体系研
究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于旅游舆情预警的研究多

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旅游预警机制的建立，例如

樊志勇提出建立完善的旅游预警机制 [7]；霍松涛

提出建立基于生态学的旅游预警指标体系 [8]；刘

红芳提出构建景区预警系统 [9]；谢朝武提出构建

旅游安全预警体系 [10] 等。有少部分学者从旅游

危机事件的视角构建舆情监测指标体系，如付业

勤 [11]、董坚峰 [12] 等学者针对危机事件从舆情主

体、舆情客体和舆情本体 3 个维度构建舆情监测

预警指标体系。本文从游客的视角出发，及时监

测游客信息，试图构建完善的旅游舆情预警体系。

在整个旅游活动中，游客扮演着主体的

角色，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游客而展开，游

客是否满意直接关系到旅游活动是否成功，决

定着旅游活动能否持续开展。政府和企业实

现旅游业发展战略的过程就是满足旅游者需

求的过程 [13]。然而，政府主管部门在此过程中

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如物价局负责景区门

票的价格监控；工商局负责旅游企业的工商营

业执照审核等，任何一个部门的缺失都会使得

整个旅游行业陷入困境。要想提高整个旅游活

动的满意度，必须将各个管理部门的不同职能

相联合，而能够将这些部门紧紧联合在一起的

就是“游客”。因为，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处于中

心地位。若能即时、深入地认识旅游者的态度、情

感、行为倾向，则有利于适时、合理地调整旅

游整体生产服务系统，确保游客在实地旅游后

的感受价值等于或优于其心理预期价值。由此

可见，把握游客的真实需求是发展旅游业重点

之一。但是，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

化交通工具的完善，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的实施，旅游产品报价集体上涨，团队

游正向散客游转变，游客的需求更加个性化、多

元化，为深入了解游客的需求增加了难度。这

就要求我们以游客为信息源，收集各种能够体

现游客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信息，并

建立一套完整的舆情预警体系，预防旅游安全

事件及旅游纠纷的发生，提高旅游品质。

3  游客视角下旅游舆情预警体系的
相关理论分析

3.1  顾客满意度和用户体验理论

1965 年，R. N. Cardozo 最早提出顾客满意

度概念，认为顾客满意度是对顾客满意程度的

量化描述，是顾客接受产品和服务的实际感受

与期望比较的结果程度 [14]。由顾客满意度这一

根本词源而引申出的游客满意度概念，最早是

由 S. Hartman 提出，他认为游客满意度包含认

知、情感、系统 3 个部分 [15]。随后，众多学者

从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对游客满意

度进行多维度的阐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

未对游客满意度这一概念形成统一界定。现有

定义大多建立在期望差异理论基础上，即认同

游客满意度是游客的旅游期望与旅游体验相比

较的结果。

而对于“体验”这一词，最早出现在阿尔 • 托

夫勒所著的《未来经济》一书中，他指出体验

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 [16]。旅游行业

作为体验产业的典型代表，游客的体验好坏直

接影响着游客的满意度。“用户体验”这一概念

最早是由用户体验设计师 N. Donald 提出 [17]。

ISO 9241-210 标准对“用户体验”的定义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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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在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品、系统或者服

务的认知印象和回应 [18]。其中指出以人为中心

设计的产品，具有更好的可用性和适用性，能

够更高程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有助于客观上

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想实现品质旅游，必

须重视游客体验。影响游客体验的要素诸多，有

游客的个人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闲

暇时间、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19] 等，旅游目的地

形象，游客预期，服务质量和价格感知 [20]，包

括住宿、餐饮、交通、景区（点）、购物、娱乐、旅

行社、导游和通讯等。

3.2  旅游供应链理论

目前，对于供应链的定义国内学者多采用

马士华教授所提出的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

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

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

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

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

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21]。

然而在旅游供应链中，不再是单纯的以企

业为核心，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游客而展开。因

此，所有的“物流”都是以“人流”为核心进行流  
动 [22]。与制造业或其他服务业相比，旅游行业

的供应链更为复杂 [23]。从旅游业的运行角度来

看，旅游供应链应该包括旅游产品供应链、旅

游服务供应链以及相关旅游产业供应链。从游

客体验需求出发，则提出旅游目的地供应链概

念。本文采用后者对旅游供应链的理解，将旅

游供应链分为商业服务供应链和公共服务供应

链，而所形成的网状结构都是以游客为中心。

商业服务供应链中又包含旅游服务业供应链和

旅游制造业供应链；公共服务供应链主要包括

公共服务供应商、政府主管部门、社区及其居

民和行业协会 [24]。如图 1 所示：

图 1  旅游供应链模型

商业服务供应链中具体包括：旅游服务供

应商、旅游服务分销商、旅游服务集成商、旅

游制造业供应商、旅游制造业分销商和旅游制

造业集成商。旅游服务供应商主要是指提供

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的企业，如酒

店、航空公司等。旅游服务分销商主要包括零

售旅行社、旅游批发商和专业旅游网站等 [25]。

旅游服务集成商包括旅游经营商、游客服务中

心和电子网络服务集成商等 [26]。而旅游制造

业企业主要是为旅游企业和游客提供消费资料

的企业。公共服务供应链中涉及的政府部门较

多，包括：旅游局、交通局、公安局、市容市政、园

林局、工商局、物价局等。

3.3  舆情危机预警和响应理论

舆情危机预警是指从危机事件的征兆出现

到危机开始造成可感知的损失这段时间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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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必要、有效行动 [27]。具

体的预警方法包括：基于情感倾向性分析技术

的预警；基于网络舆情晴雨表的预警；基于指

标的预警体系；基于 Web 数据挖掘的预警和基

于模糊推理的网络舆情预警等。基于情感倾向

性分析主要是从民众发表的言论中进行情感分

析，分析民众的主观意向，一般可分为 3 种态

度，即消极、积极和中立。基于网络舆情晴雨

表的预警方法则是从舆情危机发生的概率和影

响力综合考虑，将舆情危机分为 4 个等级，危

险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

色预警、蓝色预警。根据不同的危险程度结合

人力、物力综合考虑做出相应的响应。基于指

标的预警体系，首先，根据需要确立目标层；其

次，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过滤和分析，提炼出各

项指标，再对指标进行分类并归纳出准则层；最

终，结合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各项准则

及指标的权重。

4  旅游舆情预警体系的构建

结合以上理论构建旅游舆情预警体系。该

体系主要包括 3 个模块，分别是游客舆情信息

实时采集模块、旅游企业行业舆情分析模块和

舆情预警等级设立模块。最终目的是实现在危

机全面爆发之前将信息提前发送给有关部门，最

大程度的降低其带来的危害。如图 2 所示：

图 2  旅游舆情预警体系构建思路

4.1  游客舆情信息实时采集

以游客为中心的互动式舆情预警，主要负

责采集游客在旅行过程中“吃、住、行、游、 

购、娱”等方面的信息，并将其分为横向和纵向

两个维度。

舆情信息的实时采集工作是舆情预警的第

一步。将游客作为信息源，首先应该明确信息

的监测区域，即游客信息的传播渠道。对于传

播渠道，可分为网络传播和非网络传播。网络

传播平台包括博客（Blog）、网络论坛（BBS）、社

交网站（SNS）、第三方评论网站等；非网络传

播平台则主要指传统的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图

书、广播、电视等。结合游客自身和舆情传播

的特点，以及舆情信息获取的实时性来看，游

客舆情信息的监测区域可以从游客、旅游企业

和相关管理部门三大主体出发，线上和线下同

时监测游客信息。以游客为主体的有游客个人

博客、微博、空间等；以旅游企业为主体的有

专业旅游网站、旅游论坛等；以相关管理部门

为主体的有旅游局等政府门户网站、游客投诉

热线、市长信箱等。游客舆情信息来源与采集

渠道见图 3。

4.1.1  游客横向舆情信息采集

游客的旅游活动是一个复杂过程，它包括

游玩前后的旅途以及到达目的地期间的“吃住行

游购娱”6 个方面的内容。游客横向舆情信息的

采集是对单次旅游活动的各项信息进行抓取，主

要包括游客的基本信息、出游时间、目的地、旅

游周期、交通工具、入住酒店、游玩的景区

（点）、购物商店等。如果是团队游，则还应

包括旅行社的选择和旅游产品价格。

以上信息的采集主要是以游客为主体。对

于团队游的游客来说，此类信息的收集工作较

为简单，可以直接通过旅行社的行程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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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散客来说，要想获得全面完整的信息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散客的行程完全由自己决

定，具有很强的个性。要想收集散客的横向舆情

信息，则要在网上搜索游客的旅行日志等。

图 3  游客舆情信息来源与采集渠道

4.1.2  游客纵向舆情信息采集

游客纵向舆情信息的采集实质上是从深度

上挖掘能体现游客感知体验的评价信息。一般

可以通过对游客的电话回访或满意度问卷调查

直接获取，但这一方式使得调查对象受到了一

定的限制。另外，还可以通过部分社交网站、旅

游网站以及第三方评论网站获取游客的评论信

息。

由于游客的评论信息能够体现出其体验的

感受，表达其情感，带有浓厚的主观倾向，在

对此类信息进行采集的过程中，首先应当辨识

信息的真假，剔除其中的虚假信息。其次，抓

取其中反映情感的词语，判断游客的态度是积

极、中立抑或消极，从而确定游客的体验好坏，发

现旅游服务的不足之处。

4.2  旅游企业行业舆情分析

对于旅游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的舆情分

析，通过旅游供应链理论分析旅游企业间的相

互关系，以及行业管理部门在旅游业发展过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明确其各自的职能与作用，以

及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游客的需求为准

则，结合旅游企业与行业管理部门的具体职

能，建立旅游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的舆情分析

指标体系，见图 4。
4.2.1  旅游企业舆情分析

结合旅游供应链理论来看，旅游企业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提供服务；一类负责制造。

总体来看，旅游企业都是从事商业服务，其根

本目的是为了盈利。由于其能够直接面向游客

提供服务和产品，旅游企业应该重视突发事件

的发生和常规化评测工作，这两者都关系到旅

游企业的形象与口碑。因此，对于旅游企业的

舆情分析主要分为游客的价格感知和服务质量。

其中，价格感知包括景区（点）门票价格、住

宿价格、餐饮价格、纪念品价格、娱乐项目价

格和旅行社价格；服务质量则分为旅游餐饮、旅

游住宿、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景区服务、旅

行社服务和导游服务。并将这 7 个方面结合游

客满意度影响因素再进一步细化得到具体的指

标，其中，旅游餐饮包括 5 个指标，分别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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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态度、就餐环境、菜品质量、等候时间和菜

品特色；旅游住宿包括 5 个指标，分别为地理

位置、客房舒适度、隔音效果、服务态度和卫

生状况；旅游购物包括 6 个指标，分别为购物

环境、商品类型、商品特色、商品质量、服务

态度和销售规范性；旅游娱乐包括 3 个指标，分

别为娱乐设施、娱乐内容和活动特色；景区服

务包括 5 个指标，分别为景区总体氛围、环境

卫生、信息咨询服务、指示标识和基础设施（厕

所、特殊通道等）；旅行社服务包括 5 个指标，分

别是门市服务、旅游行程安排、工序交接、服

务态度和合同履行；导游服务包括 5 个指标，分

别为言行仪表、职业道德、解说能力、服务态

度和应急能力。

图 4  旅游企业行业舆情分析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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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旅游行业管理部门舆情分析

旅游行业管理部门主要是指与旅游相关的

政府管理部门和旅游行业协会。由于旅游业是

一个综合性的行业，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

产业要素。因此，涉及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

较多，如旅游局、园林局、公安、市容市政、交

通运输、工商、物价、酒店协会、旅行社协会、旅

游商店协会等。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在旅游业

的运行过程中主要承担着质量监管的辅助作

用，目的是为了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旅游

市场环境，推动行业标准的建立。此外，由于

游客的需求正在从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游、印象

游向注重真实体验的深度游转变，因此，整个

旅游城市的形象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游客此次

出游的满意度。由此，本文从旅游安全、旅游

市场秩序和旅游城市形象 3 个角度对行业管理部

门进行舆情预警分析：①旅游安全是整个旅游业

的生命线，其包括 4 个方面，分别为自然灾害、重

大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进一步细化得到

具体指标。②旅游市场秩序包括 4 个方面，分别

为旅游容量、旅行社管理、导游管理、市场文明

管理。③旅游城市形象主要包括 7 个方面，分别

是空气质量、水环境、道路交通、城市绿化、环

境卫生、市政管理和人文景观。

4.3  旅游舆情预警等级体系设立

根据舆情危机预警和响应理论设立旅游舆

情预警等级体系。首先，对游客信息进行处理。

根据旅游企业行业舆情分析指标将采集的游客

信息进行分类，同时，基于情感倾向划分 3 个

等级：积极、消极和中立。其中，积极的情感

一般不会引发舆情危机，因此，要重点筛选出

持消极态度的舆情信息。其次，计算各个指标

的预警值。将某一指标中的信息根据具体事件

进行分类，即同一事件的信息归为集合 X，某

一 指 标 中 的 不 同 事 件 用 集 合 Y 表 示，Y={X1, 
X2, X3, …Xn, }。 某 一 事 件 的 预 警 值 用 Z 表

示，指标对应的预警值用 Q 表示。事件预警值

Z=E*P，其中 E 表示该事件的性质，P 表示该事

件的影响力。事件性质可以划分为旅游安全、旅

游纠纷和旅游形象。旅游安全作为旅游业的生

命线，因此，涉及旅游安全的舆情信息比其他

两类显得更为重要，其次是旅游纠纷，最后是

旅游形象。因为旅游纠纷更多时候是涉及到经

济利益，有时甚至会上升到法律层面，而旅游

形象则更多与个人体验相关。再者，通过调研，邀

请 20 位旅游从业者及学术研究人员对不同事件

性质进行 0-1 的打分，数值越大表明事件的危害

性越大，取平均值为三类事件性质进行赋权。

最终，将属于旅游安全性质的事件赋予权重

1，属于旅游纠纷的事件赋予权重 0.75，属于旅

游形象的事件赋予权重 0.35。以该事件相关的

消极信息记录数量表示该事件的影响力，即集

合 X 中的元素个数。某一指标预警值 Q=
1

n

i
i

Z
=
∑ ，

其 中 n 为 该 指 标 集 合 Y 中 所 包 含 的 事 件 个

数，亦 可 简 化 为 Q=0.35*N1+0.75*N2+1*N3，N
表示该指标中不用事件性质对应的消极信息记

录数量。最终，通过计算指标的预警系数设立

各指标的预警等级。指标的预警系数用 Yi 表

示，Yi=
min

max min

iQ Q
Q Q

-
-

，若指标的预警系数在 0.75-1

之间，则该指标划分为红色预警；0.5-0.75 属于

橙色预警；0.25-0.5 属于黄色预警；0-0.25 属于

蓝色预警。

5  实证研究

5.1  苏州游客舆情信息采集

为进一步检验旅游舆情预警体系的有效性

和实用性，以苏州旅游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采集与苏州旅游相关的信息，对照旅游舆情预

警指标体系进行过滤和分类，并应用舆情预警

等级的划分方法将舆情分为 4 个等级。由于相

关数据量庞大，笔者在此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

的平台，分别是新浪微博、寒山闻钟和苏州旅

游投诉热线，抽取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的数据。微博数据收集采用新浪微

博自带的高级检索功能，选用“苏州”“姑苏”“旅

游”为关键词，并人工过滤非相关内容，采集有

效数据 1 424 条。寒山闻钟是由苏州政府主办的

网络论坛，2012 年 5 月开通以来，受到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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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的 热 捧。利 用 python 抓 取 2014 年 1 月 1 日

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寒山闻钟论坛主题及回帖

共 42 189 条，与旅游相关的主题及有效评论有

924 条。苏州旅游投诉热线由苏州旅游质监所开

通，接受游客的各类投诉，被调研期间共有 138
起投诉。结合 3 个平台的调研结果，共采集有

效数据 2 486 条数据，通过人工标引，其中带有

消极色彩的数据有 831 条。

5.2  苏州旅游企业行业舆情分析

结合旅游舆情预警指标体系，对采集的数

据进行分析。其中与价格感知相关的信息有 41
条；与旅游企业服务质量相关的有 380 条；与

旅游安全相关的有 148 条；与旅游市场秩序相

关的有 134 条；与苏州城市形象有关的有 128 条。

分析发现在价格感知中，游客主要对景区

（点）和纪念品价格表示不合理，部分小园林

的售价高达 40 元，节假日期间还取消优惠；周

庄、同里、平江街区等地的旅游纪念品相似度

较高等。对于住宿和餐饮的价格，游客自主选

择空间较大，不满较少。对于娱乐项目的价格，有

游客表示平江古街听戏喝茶的价格较贵，希望

能稍微降一些。

服务质量相关的指标中，所占比例最大的

是旅游住宿、旅行社服务，其次分别是导游服

务、旅游购物、景区服务、旅游娱乐和旅游餐

饮。旅游餐饮中，游客主要对饭店的服务态度

和等候时间较长而感到不满；旅游住宿中，游

客主要对于部分宾馆的隔音效果、卫生状况以

及地理位置导致的交通不便表示的不满；旅游

购物中，游客主要对商品的特色、质量和销售

规范性表示不满。有游客表示，各个景区的商

品相似度太高，缺乏特色；部分购物点的价目

表设计不规范，存在价目表和机打小票上的单

位不统一等现象；旅游娱乐的各项指标中，游

客对于娱乐内容方面的不满较多；游客对景区

服务中的标识设立和基础设施意见较多；而旅

行社的服务是存在问题最多的部分，尤其是其

中的合同履行问题，游客反映旅行社在其行程

中刻意安排购物点，各个门市价格存在差别，交

接工作不到位等；导游服务中，大多游客投诉

导游不按照行程单游览，随意变更行程，强制

消费，服务态度差。

旅游安全是所有人最为关心的话题，一旦

发生便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游客反馈

的信息来看，苏州旅游业中存在的安全问题主

要包括重大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中的治

安事件。重大事故中主要集中于景区设施事故

和交通事故；公共卫生中主要集中于传染病和

食物过敏；社会安全中集中于治安事件，未出

现社会动乱、政治事件和恐怖袭击。

旅游市场秩序中，游客反映节假日期间苏

州各大景点拥挤不堪，城市交通不便；部分旅行

社无证营业；东北街、寒山寺、虎丘附近有黑导

游招揽游客；部分景点藏黄戏等。旅游城市形象

的各项指标中，游客对于空气质量、水环境、道

路交通和市政管理方面不满较多，苏州古河道污

染严重气味难闻，建议增加部分景区的公交线

路，游客反映平江古街的老建筑被人为修建，部

分公园夜晚漆黑，建议增设景观灯等。

5.3  苏州旅游舆情预警等级设立

根据旅游舆情预警等级设立方法得到具体

计算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见，该时间段内，景

区设施事故与治安事件处于红色预警阶段；旅

行社合同履行、公共卫生中的食物过敏与传染

病处于橙色预警；处于黄色预警的指标有 6 个，其

余均处于蓝色预警。总体来看，苏州的旅游大

环境相对良好。具体分析处于红色预警 2 个指

标，在 32 条景区设施事故记录中，虽然没有严

重涉及游客生命安全的事故，但游客扭伤、落

水等意外事故的发生频率并不低，苏州园林一

般都有假山和池塘，游客表示这些地方较为危

险，年久的假山上光滑，易摔倒，缺少相应的

护栏。社会治安方面，游客反映苏州火车站、拙

政园、寒山寺等地黄牛、黑车泛滥，部分景点

藏黄戏，阳澄湖、金鸡湖和苏州部分河道出现

电鱼的现象；映寒山寺门口出现大规模的斗殴

现象。处于橙色预警的 3 个指标中，旅行社服

务中的合同履行方面，游客反映旅行社在其

行程中刻意安排购物点，各个门市价格存在差

别，交接工作不到位，游客因意外无法出游时，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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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拒绝按照合同规定退费，出现不按照行程

单游览，随意变更行程、强制消费的现象。公

共卫生中的食物过敏方面，游客反映出现不同

程度的食物过敏现象，可能原因是部分游客对

苏式糕点中的桂花容易产生过敏反应。传染病

方面，主要由于 2014 年 1 月至 2 月期间，苏州

地区曾出现感染 H7N9 病毒的患者。处于黄色

预警的 6 个指标中，交通事故主要集中于旅游

大巴和旅游船只的安全问题；公共卫生方面，有

旅游团队出现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旅行社管

理方面，出现部分旅行社无证营业，旅游合同

不规范问题；导游证管理方面，存在携带假导

游证或过期导游证的导游；城市形象方面，由

于雾霾天气的影响，空气质量较差。

表 1  苏州地区 2014 年 1 月至 2 月旅游舆情预警分析

准则 指标 记录数（条） Q 值计算过程 Q 值 Y 值 预警等级
价格感知 景区门票价格 18 18*0.35 6.3 0.15 蓝

住宿价格 3 3*0.35 1.05 0.03 蓝

餐饮价格 4 4*0.35 1.4 0.03 蓝

纪念品价格 8 8*0.35 2.8 0.07 蓝

娱乐项目价格 1 1*0.35 0.35 0.01 蓝

旅行社价格 7 7*0.35 2.45 0.06 蓝
服务质量 旅游餐饮 服务态度 7 7*0.35 2.45 0.06 蓝

就餐环境 5 5*0.35 1.75 0.04 蓝

菜品质量 3 3*0.35 1.05 0.03 蓝

等候时间 14 14*0.35 4.9 0.12 蓝

菜品特色 2 2*0.35 0.7 0.02 蓝
旅游住宿 地理位置 22 22*0.35 7.7 0.18 蓝

舒适度 6 6*0.35 2.1 0.05 蓝

隔音效果 25 25*0.35 8.75 0.21 蓝

服务态度 9 9*0.35 3.15 0.08 蓝

卫生状况 18 18*0.35 6.3 0.15 蓝
旅游购物 购物环境 3 3*0.35 1.05 0.03 蓝

商品类型 8 8*0.35 2.8 0.07 蓝

商品特色 14 14*0.35 4.9 0.12 蓝

商品质量 11 7*0.35+4*0.75 5.54 0.13 蓝

导购服务态度 4 4*0.35 1.4 0.03 蓝

销售规范性 12 12*0.35 4.2 0.10 蓝
旅游娱乐 娱乐设施 3 3*0.35 1.05 0.03 蓝

娱乐内容 21 21*0.35 7.35 0.18 蓝

活动特色 11 11*0.35 3.85 0.09 蓝

景区服务 总体氛围 7 7*0.35 2.45 0.06 蓝

环境卫生 4 4*0.35 1.4 0.03 蓝

咨询服务 4 4*0.35 1.4 0.03 蓝

指示标识 17 17*0.35 5.95 0.14 蓝

基础设施 13 13*0.35 4.55 0.11 蓝
旅行社服务 门市服务 9 9*0.35 3.15 0.08 蓝

行程安排 6 6*0.35 2.1 0.05 蓝

工序交接 13 13*0.35 4.55 0.11 蓝

服务态度 17 17*0.35 5.95 0.14 蓝

合同履行 35 13*0.35+22*0.75 21.05 0.50 橙
导游服务 言行仪表 6 6*0.35 2.1 0.05 蓝

职业道德 21 21*0.35 7.35 0.18 蓝

解说能力 5 5*0.35 1.75 0.04 蓝

服务态度 17 17*0.35 5.95 0.14 蓝

应急能力 8 8*0.35 2.8 0.07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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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旅游安全 自然灾害 气象灾害 0 0*1 0 0.00 蓝

水文灾害 0 0*1 0 0.00 蓝

地质灾害 0 0*1 0 0.00 蓝

地貌灾害 0 0*1 0 0.00 蓝

生物灾害 0 0*1 0 0.00 蓝

海洋自然灾害 0 0*1 0 0.00 蓝
重大事故 交通事故 11 11*1 11 0.26 黄

火灾 0 0*1 0 0.00 蓝

核事故 0 0*1 0 0.00 蓝

景区设施事故 32 32*1 32 0.76 红
公共卫生 食物中毒 17 17*1 17 0.40 黄

食物过敏 21 21*1 21 0.50 橙

传染病 25 25*1 25 0.60 橙
社会安全 社会动乱 0 0*1 0 0.00 蓝

政治事件 0 0*1 0 0.00 蓝

恐怖袭击 0 0*1 0 0.00 蓝

治安事件 42 42*1 42 1.00 红
旅游市场

秩序

旅游容量 景区容量 15 15*0.35 5.25 0.13 蓝

住宿容量 7 7*0.35 2.45 0.06 蓝
旅行社管理 工商执照 23 11*0.35+12*0.75 12.85 0.31 黄

合同规范 27 14*0.35+13*0.75 14.65 0.35 黄
导游管理 导游证管理 33 33*0.35 11.55 0.28 黄

导游培训 2 2*0.35 0.7 0.02 蓝
文明管理 腐朽文化 27 27*0.35 9.45 0.23 蓝

城市形象 空气质量 34 34*0.35 11.9 0.28 黄

水环境 28 28*0.35 9.8 0.23 蓝

道路交通 26 26*0.35 9.1 0.22 蓝

城市绿化 6 6*0.35 2.1 0.05 蓝

环境卫生 8 8*0.35 2.8 0.07 蓝

市政管理 19 13*0.35+6*0.75 9.05 0.22 蓝

人文景观 7 7*0.35 2.45 0.06 蓝

6  结语

旅游舆情预警体系的建立最终是为了能够

有效地应用于实践之中，发现旅游行业中存在

的问题，找出游客不满之处，从而对症下药，预

防危机的爆发。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具

体的相关部门来落实。

（1）旅游企业要加强质量控制，对于游客

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应对并作改善，如旅游服务

供应商应以满足用户体验为出发点提供服务，旅

游服务分销商旅行社应规范合同的制定并履行

合同内容。因为，旅游企业是与游客直接接触

最多的部门，直接或间接向游客提供服务，其

服务质量的高低游客能够直接感知。同时，旅

游企业还应制定旅游舆情预警与突发事件的处

理方案。前者是为了从根本上减少舆情危机的

发生，而后者则是在舆情危机发生后，最大程

度地减少其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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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应明确旅游安全底

线，加强旅游部门间的融合，规范行政行为，提

高执法水平，为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

好的条件。虽然我国已出台了《旅游法》，该

法律明确规定了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同

时，也促使旅游管理部门更好地依法行政。其

中第六章对旅游安全做出了规定，但其内容较

为宽泛。旅游舆情预警体系虽具体，但并无法

律效力，只是作为行动指南和文本依据。因此，对

于旅游舆情预警体系的利用，需要借助政府的

力量，制定有效的机制和具体的安全底线。

同时，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需要旅游部

门间的高度融合，实现高效的联合治理模式。

除旅游局外，文广新局做好文化旅游产品策划

设计等工作，丰富旅游娱乐内容；规划和国土

部门应支持旅游度假区内项目建设等；宣传、财

政等部门应支持旅游宣传营销等工作；水利局

应加大古河道景观整治等工作；卫生局等应完

善旅游急救体系建设，做好食品安全监督工作

等；交通局应优化公交线路，实现景点间的通

达等；物价局应落实门票优惠措施，对景区门

票价格科学管理等；工商局应开展广告市场专

项整治，审查旅游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市

容市政局应加大对流动摊点、散发小广告等违

法行为打击力度，美化城市形象等；气象、地

震局应做有效监测和实时预报工作。公安局则

应抽调骨干力量参与各项联合执法和市场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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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ourism Public Sentiment Pre-War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Dai Weiyi    Li Chunmei
Wuhan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this paper aims at building 
up the public sentim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Method/process] We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tourism public sentiment pre-warn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ory and user experience theory, the supply chain of tourism theory, the crisis warning 
and response theory. Then, we established the public sentiment pre-warning system. This system included 
tourists’ real-tim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odule, information analysis module and warning level modul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elected Suzhou as a case study to insure the system’s effectiveness and practicality.
[Result/conclus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suggestions. Tourism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qu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s should clarify the security line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s.
Keywords: public sentiment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early warning system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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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无论作

为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医学资源，都理应得到保

护和传承。对中医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总

结、诠释与研究，是中医药传承的一项核心任务。

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为中医药知

识的组织、存储、处理和利用提供了必要的理

论、方法和工具，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1-2]。

知识工程是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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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手段。知识工程源于

人工智能领域，其最初的目标是构建基于知识

的系统（或称专家系统）[1,3]。为了构建基于知

识的系统，需要获取足够的专业知识，并将这

些知识表示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支持

自动推理和问题求解 [3]。因此，知识获取、知

识表示以及知识运用成为知识工程领域研究的

主要问题。随着知识工程在知识管理中应用的

不断深入，知识工程的研究范畴从知识库和专

家系统，扩展到自由文本、半结构性数据和多

媒体内容的处理。时至今日，知识工程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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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涉及知识表示与推理 [4]、语义网 [5-6] 和数据

挖掘 [7] 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在电子科

学、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起源于 20 世

纪 70 年代。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与计算机

专家合作，于 1979 年研制了首个实用的中医专

家系统――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它

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 [8]。此后，全国兴起

了一股中医专家系统研发与应用的热潮 [9]，知识

工程作为专家系统的支撑技术也得到了中医界

的重视。近 30 年来，中医药工作者采用知识工

程方法对中医药领域的知识遗产进行广泛采集

和永久保存，建成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和智能系

统，为中医药知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0]。

为此，本文对中医药知识工程进行系统总结和

综合论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为相

关领域学者和知识工程师提供参考。

2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概念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指将中医药知识整合存

入计算机系统，以使计算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

来解决中医药领域复杂问题的工程学科 [1-2]。旨

在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计算机化”，并将计算机

技术融入中医药知识的收集、挖掘、整理、更

新、传播及转化等环节，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医

药知识体系，提升中医信息系统的智能水平。

之所以称之为一项“工程”，是因为这项工作涉

及系统性的方法、大规模的协作、严密的流程

以及复杂的产品（本体、知识库、专家系统等），这

些都是系统工程的显著特征。

中医药知识来自中医专家的头脑，以及书

籍、论文、病案等各种专业资料。为使中医药

知识“计算机化”，需要从各种知识源中广泛获

取知识，将知识进行编码并录入计算机系统；还

要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方案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存

储；最终实现专家系统、知识发现等各种计算

机应用。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环节，包括中

医药知识表示方法的研究、中医药领域知识的

获取、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的构建、中医药知识

发现研究以及中医药智能系统（如临床决策支

持系统）的研发等。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中医药与信息科学（包

括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物，是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领域。它也是中医药知识管理的一项关键

支撑技术，有助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管理与服务

模式的创新。

3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意义

中医药知识工程有利于开拓临床思路，支

持临床决策，研究中医理论，丰富教学内容，指

导实验研究，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承与创新 [1-2]。

具体而言，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在以下三大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3.1  梳理知识体系，保护知识遗产

中医药知识遗产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化价

值，但其知识体系尚存在模糊笼统之处。只有

对中医药知识遗产进行系统梳理，去芜存菁，才

能凸显中医药知识的精华之处。使用语义网

络、描述逻辑等知识表示方法，能够精确描述

中医思维逻辑，建立数字化的中医药知识体

系，这对中医药学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促进知识传承，加速人才培养

中医传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医名家

的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的知识，从而培养更多

经验丰富的名医，提升中医界的整体水平。中

医药知识工程旨在系统总结前人经验，将历代

医家的智慧结晶转化为全面、系统的领域知识

库，研发中医辅助学习系统，以提升初学者的

学习效率，促进专业医师之间的交流，从而突

破中医传承的瓶颈。

3.3  发现新知识，促进学科发展

通过实施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对中医药信

息化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建

立跨越年代、流派、学说和病证的整体性知识

模型，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认

识，使中医药领域两千多年来积累的知识遗产

得到有效整理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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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利用信

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全

部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达。可以说，中

医药知识工程所研究和处理的核心对象就是中

医药知识体系。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奠

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至

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以

中医药学理论为架构，以临床实践经验为主体

的知识体系 [2]。

中医药知识体系有其自身特点和复杂性，对

知识工程技术产生了独特的需求。中医特色的

思想方法、含义模糊的中医概念以及中医专家

的隐性知识都对知识表达、知识获取和知识利

用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因此，面向西医等其

他领域的知识工程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医药

领域。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迫切需要一套符合

自身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效处理中医药

知识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支持标准化知识体系

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

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指导中

医药知识的建模、获取、组织、存储、共享与

服务等一系列工程实践活动。建立中医药知识

工程的理论体系是一项繁重、长期的工作。本

文主要围绕思维模拟、知识表示、知识获取、知

识发现等 4 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

理论思想、研究热点以及核心概念意涵进行简

要论述，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4.1  中医思维模拟研究

中医思维模拟是指在对中医思维进行深入

分析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系统对中医的思维过

程进行模拟，从而完成计算机辅助诊疗等复杂

任务。中医深受中华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产

生了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包括“天人合

一”“取象比类”以及“辨证论治”等等。中医药知

识体系是中医思维的直接产物。开展中医药知

识工程研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的核心思

维模式。

中医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具有形

象性、模糊性和整体性等特点，需要针对这些

特点提出创新性的思维模拟方法。例如，“取象

比类”是贯穿中医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与中医

其他的思想方法共同构成了中医“象思维”。在

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需要追溯中医“象思维”的

思想源流，并采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对其

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模拟

方法 [11]。又如，中医辨证思维是一个涉及分析、综

合、推理、归类、鉴别的复杂思维过程，需要

将中医辨证理论与实际的病案结合起来进行分

析，总结中医辨证思维的规律，从而建立合理、准

确的中医辨证计算模型 [12]。思维模拟研究在中

医临床诊疗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首

先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对计算机建立的中医思维

模型加以检验，以验证其准确性和实用性。

4.2  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

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是指

通过某种方案、数据格式或语言，将领域知识

表达为计算机可直接处理的数据。知识表示处

于知识工程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知识获取的基

础，又是知识存储和运用的前提。为实现基于

知识的系统，必须将领域知识表示为某种计算

机可处理的形式，并录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去，存

储于知识库之中。知识表示的合理性直接决定

知识处理的效率，对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效果也

有很大的影响。

广义上，知识表示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知

识的显性化、机读化和结构化，从而支持自动

推理，知识检索和知识发现等应用。知识表示

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状态空间、谓词逻辑、框

架、产生式、语义网络、与或图、Petri 网等。

这些方法适用于表示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而被

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如何选取或提出合

理的知识表示方法，用最恰当的形式来表示中

医证候、中药、针灸、温病、养生等各方面的

知识，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知识工程领域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将

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的过程视为一种“建模”活动。

知识建模（knowledge modeling）是指采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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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方法构建一个“知识模型”，它在特定领

域中能像专家那样解决问题。其本质是通过模

型来表示知识，因此属于一种形式化的知识表

示方法。近年来，采用本体等技术建立知识模

型，已成为中医药知识分析的一种常用手段，也

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13-14]。

4.3  中医药知识获取研究

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是指从

专门的知识源中全面、系统地获取知识，并将

其转换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如程序、规

则、本体等）[15-16]。这里的知识源可以是人类专

家，也可以是案例、教科书、论文、数据库、网

站等知识载体。一般情况下，知识获取需要由“知

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与领域专家配

合，共同来完成工作。知识工程师的任务是帮

助领域专家激活隐性知识，完成知识的转换，建

立基于知识的系统。

知识工程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一组知识

工程师找到并访问特定领域的专家，听取专家

的介绍，记录专家的经验性知识并将其表达为

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入知识库中。将知识

库与推理引擎结合起来，也就构成了一个新的

专家系统。知识获取也必然涉及知识验证的问

题：知识工程师需要对知识进行评审和验证，以

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知识获取是任何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的基

础性工作。在中医药领域，知名老中医的经验

和古籍文献占有重要地位，是知识获取的重点

对象。一方面，知名老中医知识和经验的获取，是

中医药知识获取的重要环节。它属于专家认知

获取的范畴，也就是将专家头脑中隐含的知识

转换为某种形式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另一方

面，中医药领域产生了海量的古籍文献。古籍

数字化对于中医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永久保存

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从数字化的古籍文本中有

效提取中医药知识，则是知识工程所关注的问

题。无论是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领域专家

的经验和实践方法，还是查阅大量文献搜集领

域知识，都是复杂的、繁琐的工作，且多数情

况下只能通过人工方法完成。因此，知识获取

是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中面临的关键瓶颈 [16]。

如何突破“知识获取”瓶颈，也就成为知识工程

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4.4  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

知识运用是指将领域知识库以及机器推

理、知识发现等技术运用于科研、临床、教学

等领域，辅助中医药工作者解决复杂问题并提

升工作效率。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应

用包括：四诊客观化研究、中医辨证规范化研

究、方剂量效关系分析、中药新药发现、中医

临床诊疗、中医教学等等。为使知识工程的成

果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中医药知识

创新和学科发展，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知识的问

题。知识工程学不能逐一研究具体应用的过程

或方法，而是研究在各种应用中都可能用到的

共性方法，包括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知识发

现、知识服务等。

传统上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

如何构建专家系统。中医专家系统是指用计算

机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著名老中医诊疗病人的

临床经验，从而使该软件具有专家诊治病人的

水平 [8]。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医关幼波诊疗

肝病的计算机系统”的出现，全国兴起了一股

研发中医专家系统的热潮。据陆志平等 [9] 估

计，中医专家系统已不下 300 个，并遍及中医

的内、外、妇、儿、五官以及针灸等各科。专

家系统能对中医四诊信息进行处理和解释，并

产生临床推荐意见和临床警示，可用于辅助职

业医师进行临床决策。该系统的构建涉及知识

获取、机器学习、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等多方

面的理论和方法学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数据库技术

的普及以及数据库内容的不断积累，使业务人

员产生了从数据库中挖掘知识的愿望。为此，学

者们将数据库技术与人工智能、统计学、机器

学习等传统技术相互融合，产生了知识发现这

一交叉学科 [17]。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可被理解为“数据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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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发现”。近年来，中医团体探索将各种 KDD
方法应用于中医药领域。KDD 被用于研究方剂

配伍规律 [18]，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 [19]，解释

中医证候的本质 [20-21]，以及辅助基于中医药的

新药研发 [22]，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KDD 作为

中医药知识分析和科研创新的一种新方法，也

成为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热点。

5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技术分析

中医药知识工程将本体（ontology）、文

本 挖 掘（text mining）、 语 义 网（semantic 
Web）等多种信息技术与中医药领域知识相结

合，以促进中医药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运用。

在下文中，围绕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存

储、知识发现等 4 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

工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具体分析。

5.1  中医药知识建模技术

知识建模是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处

理模型（即知识模型）的过程，它是知识工程

的基础。中医药知识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

相关，具有鲜明的文化和语言特色，这决定了

中医药知识建模的独特性。历代中医普遍采用

“取向比类”等形象思维方法，中医药概念之间

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医文献中包含大量古汉语

成分，这些因素导致中医药知识难于精确描述

和定量刻画。需要对知识建模的方法和技术进

行创新，并研究出一套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知识

建模框架，以支持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实施以及

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

知识建模技术有很多种，技术人员所熟知

的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模型（ER
模型）都属于知识模型。本体是 1990 年代出现

的知识建模方法，其核心任务是对领域概念体

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   达 [13]。本体在复杂

知识建模和自动推理等方面体现出技术优势，因

此在生物医学领域逐渐成为主流技术。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的一个热点是通

过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对中医药理论和知识

体系进行辨认、梳理、澄清和永久保真处理。

中医团体已经开展了基于本体的中医药知识建

模方法研究，并实际构建了一系列领域本体 [14] 

。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

制 了“ 中 医 药 学 语 言 系 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TCMLS）” 这 一 大

型中医药领域本体 [23] 。TCMLS 对中医药领域

的概念和术语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表达，在中医

药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本体建模的

对象还包括阴阳、五行、脏腑、证候、中药、方

剂等诸多领域。这些本体最终可被整合为一个

完整的中医药领域本体，支持知识获取、知识

发现、知识服务等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后续工作。

实践表明，本体可有效捕捉中医药领域的概念

体系，并以概念为核心将中医药知识体系准确

地表达出来，能够胜任中医药领域知识建模的

任务。

5.2  中医药知识获取技术

如上文所述，中医药知识获取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被公认为知识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瓶

颈，严重限制了知识工程和知识系统的发展。

近年来，学者们主要试图通过“集体智能”和“机

器智能”这两条路径来突破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

取瓶颈。

“集体智能”是指组织大量领域专家一起编

辑知识库，从而实现专家知识的共享与融合。

实现集体智慧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交流、协

作和激励机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推广，中医

界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面向中医药领

域的知识工程平台，进行跨学科、跨组织、跨

地域的协作式知识加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

的知识工程项目，建成了一系列术语系统、领

域本体、文献库、数据库和知识库。例如，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基于互

联网的“中医药虚拟研究院”，部署了一个协同知

识工程平台，支持全国 40 余家机构，近 300 人

进行协同工作 [24-25]。在该系统的直接支持下，研

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23] 等一系列大型知识

系统。实践表明，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环境能将

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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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资金分散、缺乏协调、研发能力不足等

问题，实现知识工程的规模化 [25]。

“机器智能”是指研发文本挖掘技术，使机

器能够直接从文献等知识载体中提取结构性知

识。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已得到成功应用，能

够显著提升知识库加工的效率 [26]。但与生物医

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 [27] 相比，文本挖掘在中

医药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需要针

对中医药文献的特点，进一步研发实用的挖掘

方法，提升挖掘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

深度挖掘中医药文献中蕴含的知识。

5.3  中医药知识存储技术

知识存储（knowledge storage）特指在计算

机系统中安全、可靠、有序地存储知识资源，以

支持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应用。知识库是实现

知识存储的重要支撑工具，也是知识工程的重

中之重。知识库一般是针对特定领域以及问题

求解而建立的，对领域知识进行全面收集和系

统整理，进而对知识进行组织、分类和保存，以

支持知识检索和查询。

构建中医知识库系统，是指用人工智能技

术把中医药理论和专家的经验按规范化、标准

化的格式组建成知识库 [8]。知识库一般具有形

式化、结构化、易查询、易操作等特点，能支

持机器推理。传统上知识库主要是指采用谓词

逻辑、框架等知识表示方法，在计算机系统中

表示和存储的知识集合。但在中医药信息化实

践中，人们也把文献库、数据库、本体等多种

形式的知识载体统称为“知识库”。它们都能起

到知识存储的作用，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

习等方法相结合后仍可支持智能应用，因此称

之为广义的知识库也不为过。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库建设得到迅猛发

展，在中医人体、中医疾病、中医证候、中医

医案、中药、中医养生等方面都出现了知识库

系统 [28]。中医药知识库在中医药信息化中扮演

着核心的角色，在文献整理、知识可视化、知

识共享、临床诊疗、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取

得实际应用，为中医药知识遗产的数字化保存

和深度挖掘提供了创新性的手段。

5.4  中医药知识发现技术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中获取有效、新颖、有

潜在应用价值和最终可理解模式的非平凡过程
[17]。知识发现是人工智能、数据库、统计学、机

器学习等多种技术相互交叉产物。知识发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迅

速发展，产生了高频集、关联分析、分类、预测、聚

类、孤立点分析、时序 / 序列分析等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方法，还出现了 Weka、Rapidminer 等较

为成熟的开源软件。这为知识发现技术在中医

药领域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积

累了海量的数据、文献和知识。如何利用这些

宝贵资源就成了发展中医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

题。而 KDD 所擅长的正是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

有意义的模式和知识，是分析中医药海量数据

所需的理想技术手段。近年来，中医团体已开

展了将频繁模式发现、关联规则发现、聚类分

析、复杂网络分析等多种 KDD 方法引入中医药

领域的若干探索。例如，使用关联规则发现等

方法对方剂数据进行分析，来揭示方剂配伍规

律 [18]；通过知识发现方法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

方 [19] 以及中药新药研发 [22]；通过基于隐结构模

型的机器学习方法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 [21]；使

用文本挖掘方法从海量文献中挖掘新颖知识，构

建并分析中医药复杂网络 [20]。这些工作表明，面

对中医药领域的海量数据，采用 KDD 技术进行

有效的知识发现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9]。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医药知识发现的方

法和技术已进入相对成熟期，针对中医药领域

的各种问题都产生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成熟并不意味着完善，面对中医药数据描述

多样化、数据仍不完备的特点，仍然需要对现

有的 KDD 技术进行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中医药

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需要。

6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实践取得长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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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功建立了大量的知识资源。但中医药知

识资源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医疗和研究机构，彼

此之间异质、异构，难以实现集成与共享，形

成严重的“知识孤岛”现象，成为长期困扰中医

药知识工程领域的技术难题。中医药与西医等

相关领域的知识资源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阻

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为此，学者们 [6,30] 提出使用语义网作为中

医药数据表示标准，实现中医药内部的知识整

合以及中西医领域的知识互联，从根本上解决

“知识孤岛”问题。2001 年，万维网发明人（T.B. 
Lee）在《科学美国人》上正式提出了语义网的

构想，认为它将是一个机器可以理解的开放性

信息空间 [5]。语义网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将数

据结构和存储方式各异的数据转换为统一格式

并重新发布，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换与集成。

语义网为实现跨领域知识关联提供了理想的技

术平台，有助于构建面向特定领域的大规模知

识图谱，进而实现各领域知识图谱的关联与融

合。语义网最终将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图

谱，提供全面、智能的知识检索服务，促进知

识共享和人机协作。

可基于语义网技术建立中医药知识图谱，从

而实现中医疾病、中药、方剂、针灸、医案等

中医药各门类知识资源的集成 [30-31]。TCMLS 作

为一个包含 10 余万个中医概念以及 100 余万个

语义关系的大型语义网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

图谱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框架。鉴于此，于彤等
[31] 提出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为骨架，将中医药

领域现有的术语资源和数据库资源融合起来，构

成大规模知识图谱，并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知

识检索、知识展示和知识服务等功能。在未

来，可进一步扩充中医药知识图谱，通过语义

关系表达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实现

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图谱的关联和融合。这套方

法将使中医药知识资源接入全球互联的知识图

谱之中，支持各种面向结合医学的知识共享、决

策支持和知识发现应用，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6  小结

中医药根植于中华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哲

学，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知识遗产。中医药

知识工程成为中医药知识遗产保护和知识创造

的一种新模式，能有效推动群体性的知识创新

活动，加速知识转化过程，促进知识的传播。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座伟

大的知识宝库，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巨

大价值和艰巨性。中医药领域知识体系相当复

杂，对知识工程技术提出了独特的需求。在中

医药领域实施知识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其中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科学

问题和技术难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展望

未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必将成为中医药信息学

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中医药科学

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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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2 年《 布 达 佩 斯 开 放 获 取 先 导 计

划》（BOAI）[1] 首次正式提出“OA”概念至今已

逾 10 年，开放获取运动已取得繁荣发展。与以

机构知识库为代表的“绿色 OA”路径相比，以开

放获取期刊为代表的“金色 OA”因具有与传统期

刊类似的同行评议程序而更加受到学界的认可。

“金色 OA”路径即以开放出版形式实现的开

放获取，是指作者将其学术成果发表在开放获

【学术探索】

国内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策略探讨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 张嘉欣 1,2  朱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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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针对目前国内会议文献出版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在借鉴国外已有会议文献开

放出版平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探索了国内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策略。[ 方法 / 过程 ] 

调研中国科学院会议文献管理与出版工作现状，并对建立中国科学院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的可行性和制

约因素分别进行分析，而后讨论会议文献开放出版活动中涉及的研究人员、会议主办方、出版机构、资助

机构及图书馆等主体的利益需求。[ 结果 / 结论 ] 提出了推进中科院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工作的 4 点建议与

措施，包括：制定全院统一的会议文献开放出版政策，明确机构分工与职责，创建开放出版平台及健全配

套机制等。

关键词：会议文献  开放出版  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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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期刊或专著上，并且这些出版物可以在某种

使用许可协议下通过互联网免费提供给最终用

户获取，通常作品作者保留著作权 [2]。与基于

订阅模式的传统期刊出版相比，开放出版在办

刊理念、运作模式、编审流程、经费来源、版

权管理及期刊评价等方面均有着很大不同 [3]。

以经费来源为例，开放获取期刊目前主要采用“作

者付费出版，读者免费使用”的方式弥补出版成

本，即作者或其所在机构向出版商支付文章处

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简称 APCs）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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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作品的开放出版。

近年来，开放获取出版物的数量急剧增

加，据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OAJ）统计，截至

2016 年 5 月，已收录来自 136 个国家的 11 649
种开放获取期刊 [4]。另据全球知名出版集团施

普林格 - 自然统计，仅 2016 年至今已创建了包

括《NPJ Clean Water》等在内的 14 种全新的完

全开放获取期刊 [5]。同时开放获取出版物的类

型也在不断丰富，已从最初的期刊论文扩展到

科研数据、教育资源和学术专著等。

然而与上述开放资源的长足发展相比，学

术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相

关研究也较少。这不仅阻碍了会议资源影响力

的最大化传播，还可能影响到参会者的投稿积

极性，进而影响会议质量，违背会议主办方的

办会初衷。

2  学术会议文献出版现状

学术会议是研究人员交流新想法的场合，虽

然会议文献往往并不是最成熟、最完善的，但

它们通常代表了最新颖、最前沿的观点 [6]。国

外 学 者 C. Lisee 等 在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s 
a Sourc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一文中，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证明了会

议文献的老化程度要明显快于其他类型资源 [7]。

针对学术会议文献的出版与发布，目前

主要有 3 种传统模式：通过商业会议录渠道出

版、通过合作期刊的正刊、增刊或特刊等形式

出版以及非正式出版。这 3 种模式虽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会议文献的传播，但无论是从时效

性、系统性、可持续性，还是资源质量、认可

程度和可获取性上看均存在种种局限。以可获

取性为例，通过商业渠道出版的会议录往往

价 格 高 昂，如 国 际 光 学 工 程 学 会（Society of 
Photo-Optical Instrumentation Engineers， 简 称

SPIE）每年出版超过 350 卷会议录，每卷定价

70-250 美元不等，这无形中为研究人员获取这

些资源带来了障碍 [8]。

为解决传统出版模式下的不足，国外已

进行了一些学术会议资源开放出版的探索和实

践，建立了若干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如

国 际 著 名 出 版 集 团 Elsevier 旗 下 的 Elsevier 
Procedia Series，它 拥 有 多 个 不 同 学 科 的 子 平

台，仅 Procedia Engineering 平台自 2009 年至今

就已出版 142 卷开放会议录 [9]。

尽管这些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在出版

主体、出版形式和学科覆盖范围上各异，但

它们均遵循开放获取原则，相较传统模式下

的 会 议 文 献 出 版，在 时 效 性 和 可 获 取 性 等

方 面 已 大 有 改 进。 以 IOP Conference Series
子 平 台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JPCS）为例，其最近出版的一卷会议录为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 Engineering 
in Mathematics,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6
（ScieTech 2016），JPCS 于 2016 年 4 月 6 日收

到该会议提交的接收论文，于当年 5 月 5 日实

现在线开放出版，基本满足了会议文献对时效

性的要求 [10]。同时这些出版平台在相关利益方

权责界定、资源质量控制、版权管理和增值服

务等方面的做法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11]。

反观国内，虽然开放获取运动在中国已得

到足够重视，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出现

专门针对学术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平台，会议

文献的发布和出版仍由前文所述的传统模式主

导。这种局面一方面导致了这些会议资源的传

播范围有限，且使读者在获取会议资源时也存

在诸多不便，另一方面也与国内不断增长的研

究实力和科技管理水平不相符。

3  中国科学院会议文献出版与发布
现状

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是中国

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

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12]。

针对目前中科院系统内会议文献的出版和传播

机制，笔者调研了中科院近期举办的若干不同

学科领域的学术会议，并对其会议文献的出版

与发布方式进行了分析，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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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科院学术会议文献出版现状实例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机构 会议文献出版方式 所属学科

第 7 届社会信息学国际会

议
2015.12.9-12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挂

靠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

与 Springer 合作出版会议

论文集 Social Informatics
数理科学

第 11 届全国分子束外延

学术会议
2015.8.25-28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
出版内部论文集 数理科学

第 7 届全国成矿理论与找

矿方法学术讨论会
2015.12.11-14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由《矿物学报》出版会

议论文摘要集
地球科学

第 8 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

术研讨会
2015.11.14-15 中科院沈阳生态研究所

以专刊形式在《应用生

态学报》出版
生命科学

第 2 届高功率激光科学与

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3.15-18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以特刊形式在 High 
Power Las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出版

工程材料

中国电子学会电路与系统

分会第 26 届学术年会
2015.10.23-26 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

以增刊形式在《电子与

信息学报》出版
信息科学

第 17 届全国科学计算与

信息化会议暨智慧科研论

坛

2015.8.17-21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

究所

在高能物理研究所预印

版网站上公开发布
信息科学

数据驱动知识发现：情报

学与数据科学的交互与融

汇国际研讨会

2016.6.19-22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遴选优秀论文在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正刊出版

管理综合

从 表 1 中 可 以 看 出，目 前 中 科 院 在 会 议

文献的出版与传播机制上还比较传统，虽然一

些研究单位选择与国际知名出版商合作出版会

议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些资源具有较

高影响力，但面对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类型会

议，长期依赖合作期刊的副刊形式出版或采用

非正式出版的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基于此，笔

者认为从经济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角度来

看，中科院有必要建立专门针对会议文献的统

一开放出版平台——CAS Proceedings。

4  中科院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策略探讨

4.1  建立中科院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的可行性

与优势分析

4.1.1  拥有大量的会议文献资源

中科院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拥

有全国最庞大的研究所群体，而且几乎全部是

国内甚至国际各相关领域领先的研究机构。这

些组织每年都要单独或合作举办大量各级别的

学术交流活动，吸引大批各领域国内外研究人

员参会和投稿。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公布的数

据，仅 2014 年中科院系统就主办或承办了 145
次国际性学术会议 [13]。

4.1.2  对开放获取运动的重视

中科院高度关注学术资源的开放获取，并

积极参与开放获取运动实践。早在 2003 年，时

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就曾在德国柏林代

表中国的科学家签署了《开放获取柏林宣言》，表

明中国科学界对开放获取的支持。之后中科院

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继续推动开放获取运动

发展，例如，2007 年提出构建中科院机构知识

库网格（CAS IR Grid）的建设框架并付诸实

践，目前该网络可公开访问的资源数量已达 68
万余条 [14]。 
4.1.3  中科院下属文献情报机构的实践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着建立中科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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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科技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并提供文献信息和知

识服务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国内开放获取运

动及开放学术资源建设的先行者，其下设的编

辑出版中心正积极进行开放获取出版期刊的尝

试，如其主办的《知识管理论坛》采用纯网络

出版方式，按篇出版，按期归档，对刊发的文

章实行立即完全开放获取 [15]。

4.2  建立中科院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的难点与

制约因素

学术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作为开放出版的

类型之一，其发展同样会受到一系列共同因素

的影响。欧盟委员会开展的开放出版研究项目

（Study of Open Access Publishing，SOAP) 曾在

2010 年对世界范围内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

了一次关于开放出版供给与需求的大规模在线

调查，结果显示期刊声望与质量、出版费用、个

人绩效评价及出版速度等成为影响其选择开放

出版与否的最重要因素 [16]。此外，就国内及中

科院的具体情况而言，学术会议文献的开放出

版还面临着以下因素的制约。

4.2.1  组织机构制约

中科院虽下辖 120 余家研究院所，但对学

术会议的管理较为松散，没有对各研究机构主

办的会议进行统筹规划，更没有对在这些会议

上产出的文献进行统一的收集与管理。笔者认

为原因之一是中科院缺乏负责学术会议协调与

组织的职能机构或部门；原因之二则是由于中

科院下属研究机构群体过于庞杂且遍布全国各

地，每年举办的各类型会议数量巨大，统筹与

协调难度较大。

4.2.2  经费制约

开放出版模式在同行评审、平台运营及维

护、资源长期保存等方面需要大量经费支持。

目前举办学术会议的资金来源大多包括项目拨

款、合作机构资助及参会者的注册费等，而会

议主办方通常需要在会场租赁、与会人员餐

食、会议录出版、演讲嘉宾及会务人员报酬等

多方面支出经费，可见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合

理控制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成本是会议主办者

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4.2.3  出版政策制约

学术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本质上是一种

正式出版物，因此要受到我国《出版管理条例》制

约，该条例明确规定只有具备出版单位资质的

机构才可以获得刊号，出版刊物 [17]。而现实情

况是，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机构中绝大多数并不

是出版单位，没有取得出版资质，这直接影响

到学术会议文献的正式开放出版。

4.2.4  论文质量制约

通常会议文献的同行评审是由会议主办方

组织开展的，一方面，由于一些会议组织者为

尽快完成会议录准备工作，片面追求数量而降

低对论文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迫于时间和

工作量压力，对会议论文的评审工作往往不能

像期刊评审那样可以与作者沟通进行反复修订。

虽然中科院下属研究单位大多为各领域内顶尖

的研究机构，但由于会议规模、定位、组织形

式及会议组委会成员构成等原因，也会存在资

源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

4.3  利益相关方需求分析

学术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活动与期刊相比

在利益相关方上略显复杂，主要涉及 5 个参与

主体：研究人员、会议主办方、出版机构、资

助机构和图书馆，各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

现简要分析如下。

4.3.1  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可分为投稿作者和读者两类进

行讨论。对投稿作者而言，他们提交会议论文

往往并不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是为获取与

领域内同行进行直接学术交流的机会，使自己

的研究成果可以广泛传播并得到有效反馈。同

时，作者还希望自己投稿并被录用的会议论文

能够被知名索引数据库收录，在个人科研评价

中得到认可；对读者而言，他们希望可以便捷、及

时且以最低的成本获取经过同行评审的高质量

会议论文。

4.3.2  会议主办方

会议主办方是会议文献开放出版活动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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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个主体。研究机构举办学术会议一方面

是为来自不同研究团体的科研人员提供相互交

流的平台，使他们能够就某一主题交换各自最

新的研究进展与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

吸引高水平研究人员参会及出版高质量会议论

文集，提高机构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此外，会

议主办方还希望将举办会议的总成本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

4.3.3  出版机构

出版机构是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的实施主体。

营利性商业出版商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出版学术

信息从中获取利润，诸如 BMC Proceedings[18] 和

Web of Conference Series[19] 等 国 外 会 议 文 献 开

放出版平台都会根据会议录文章数量及所需服

务种类向会议主办方收取一笔费用；非营利性

学术出版机构则更加看重提高旗下期刊的知名

度，吸引更多高水平投稿文章以促进学术信息

的广泛传播。

4.3.4  资助机构

资助机构是指直接向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参

与主体提供资助的组织，资助对象可以是投稿

作者、会议主办方，也可以是出版机构。资助

机构的最大利益需求是使他们资助项目产出的

成果得到更多关注以及使他们资助的学术会议

产生更大影响力。同时，他们还希望资助经费

能够得到最优化使用。目前世界上一些重要的

资助机构已采取强制规定，对公共资助科研项

目发表的论文必须实现开放获取，如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 [20]、英国研究理事会 [21] 和欧洲研究

委员会 [22] 等。

4.3.5  图书馆

图书馆的直接需求就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持

下，最大限度地为用户提供完备的资源和满意

的服务。开放获取和开放资源的出现为图书馆

缓解“期刊危机”带来了机遇，在开放和数字环

境下，如何提升图书馆作为信息服务平台的功

能，确保对各类型的信息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和

发布成为了图书馆工作的新要求。此外，图书

馆作为为教学科研、学科发展提供支撑的决策

支持性机构，还肩负着帮助所在学校或组织提

高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的责任。

总之，只有会议文献开放出版活动中涉及

到的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协调、形成良性互动才

可以达到最佳的实践效果，这需要决策者在认

真分析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能

够兼顾各方权益的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策略。

4.4  建议与措施

针对中科院学术会议文献出版与传播现

状，在借鉴国外现有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系统的

先进经验基础上，笔者就中科院会议文献开放

出版工作提出 4 点建议与措施。

4.4.1  制定全院统一的会议文献开放出版政策

政策的制定能够为各参与主体提供规范

性要求和制度性保障。虽然中科院在 2014 年

制定了正式的支持受资助科研项目成果实施

开放获取的政策，但该政策的对象是发表在

期刊上的研究论文，并没有提及学术会议文

献的开放出版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中科院

有必要针对在其下属各研究单位举办学术会

议上产出的文献，研究制定全院统一的开放

出 版 政 策，即 要 求 这 些 会 议 文 献 通 过 CAS 
Proceedings 平台实现开放出版，并鼓励投稿

作者将录用的会议论文存储到其所属机构的

知识库中。

考虑到目前各研究所举办会议组织形式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一些机构由自身单独

主办会议，一些机构与中科院系统外机构合作

举办会议，还有一些机构则是作为承办单位承

办国际知名学协会的系列会议，因此，现阶段

的政策并不能强制要求所有参与举办会议的研

究所必须将会议文献经由 CAS Proceedings 开放

出版。笔者认为，在 CAS Proceedings 运营初期，应

根据会议组织形式不同分别采取强制或鼓励开

放出版的措施。而对于最后一种情况，由于国

际知名学协会大多都有自己规范的会议录出版

途径，因此，对于这部分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

并不宜做过多要求，但可提出对录用文章实现

部分开放出版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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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明确机构分工与职责

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活动需要多方参与主

体的协同配合，因而有必要研究制定合理的工

作机制，明确各机构及职能部门的分工与责任。

就中科院系统的会议文献开放出版而言，笔者

认为可以自上至下分为三级管理体系，即中科

院科学传播局、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科学出

版社以及各研究单位的文献情报部门，其各自

职责如下：

（1）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作为全院科学传播

和出版管理的组织机构，应制定会议文献开放

出版的指导性总则，要求各研究单位对产出的

会议文献实行开放出版，并提供一系列资助措

施。同时还应对全院的学术交流活动进行合理

统筹及规划并探索建立学术会议的评估机制，从

源头上提高全院学术会议的总体质量。

（2）鉴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科学出版

社在传统及开放出版上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笔

者认为这两家机构应合作创建中科院会议文献

开 放 出 版 平 台 CAS Proceedings，并 设 立 专 职

部门负责平台的日常运营与维护。此外，应授

权文献情报中心制定中科院会议文献开放出版

实施细则；科学出版社则需利用自身的出版资

质，申请平台的 ISSN 及国内刊号。

（3）各研究单位的文献情报部门作为本机

构的文献情报主管部门，应负责监督中科院会

议文献开放出版总则及实施细则在机构内的执

行情况。同时还应从投稿作者角度出发，率先

将经由 CAS Proceedings 开放出版的会议论文纳

入研究人员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中。

4.4.3  创建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

CAS Proceedings 平 台 是 中 科 院 会 议 文 献

开放出版政策推行的实体和落脚点，这一平台

的构建将有助于规范中科院会议文献的出版活

动，提升会议论文的影响力。

在平台组织上，由于中科院的学科覆盖范

围广，笔者认为适合采用按学科领域分专辑（子

平台）的形式。结合中科院五大学部及研究单

位的学科属性，可将 CAS Proceedings 划分为数

理科学、化学科学、地理科学、生命科学、工

程材料、信息科学和管理综合等 7 个子平台，各

研究所根据所举办会议的学科主题可选择其中

任意一个平台开放出版自己的会议文集。

在平台资源质量控制上，应根据会议组织

形式采取分情况处理的方法，即对于由中科院

下属研究单位主办的会议，出于成本及时效性

考虑，可以授权这些会议的主办方全权负责会

议文献的同行评审工作；而对于中科院下属研

究机构与院外单位合作举办的会议，受会议组

委会构成等复杂因素影响，CAS Proceedings 平

台需采用双重审核机制，即首先对拟举办学术

会议的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判断其是否具有恰

当的规模和影响力，而后再对由会议主办方提

交的拟出版会议录内容进行二次评审，最终决

定出版与否。

除此之外，在出版周期上，考虑到学术会

议文献对时效性的特殊要求，CAS Proceedings
平台应最大限度地缩短出版周期，保证会议文

献能够及时快速出版；在获取程度上，平台应

默认采用层级较低的 CC-BY（署名）许可协议，使

出版的会议资源得到最广泛传播，但会议主办

方或投稿作者有特殊要求时，也可提供其他类

型的 CC 许可协议。

最后，CAS Proceedings 平台还应充分借鉴

国外现有平台经验，如利用数字化出版条件，将

会议 PPT、音视频资料等收入平台；提供按需

出版服务，发行纸质版或 CD 格式的开放会议

录；完善增值服务，提供基于文章的统计分析

功能，提供将出版会议论文推送到机构知识库

的功能等。

4.4.4  建全配套机制

构建完备的中科院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系统

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支持。只有这些机制相

互配合，才能保证 CAS Proceedings 平台的可持

续发展。

（1）经费与资助机制。经费问题是确保会

议文献开放出版活动平稳开展的关键问题，其中

涉及 CAS Proceedings 平台运营与维护的经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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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研究机构开放出版会议录的经费以及作者提

交的文章处理费。笔者认为，在建设初期，中

科院应设立专项经费支持 CAS Proceedings 平台

的日常运营，保证其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待

平台影响力提升后，可通过为院外机构提供有

偿会议录开放出版服务及增值服务等寻求其他

渠道资金来源；对下属研究所而言，他们可从

举办会议参会人员交纳的会费中支出一部分作

为会议录的开放出版费用；对投稿作者而言，参

会的会费通常由其所属机构或课题经费支付，这

笔费用可被视为已含有会议论文开放出版的文

章处理费，因此并不会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

（2）宣传与反馈机制。与期刊和专著相

比，国内学术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还没有得到

广泛认可。因此，中科院应通过多种渠道加大

会议文献开放出版理念及 CAS Proceedings 平台

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研究人员接受开放出版

形式的会议论文，让更多的研究机构了解 CAS 
Proceedings 平台。同时还应建立及时的交流与

反馈机制，根据会议主办方和投稿作者的具体

需求，不断完善 CAS Proceedings 平台的服务功

能，提升用户体验。

（3）学术评价与激励机制。科研评价是研

究人员投稿的重要利益需求之一。在当前的评

价体系中，大多并没有将开放出版的会议论文

纳入评价指标，这必然会影响研究人员的投稿

热情。为此，中科院应从自身做起，修订个人

科研评价指标，将发表在包括 CAS Proceedings
平台在内的会议文献开放出版平台上的文章纳

入学术评价体系，并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

励研究人员在开放出版物上发表研究成果。

（4）可 持 续 发 展 机 制。CAS Proceedings
平台在建立之初可能会面临知名度不高、影响

力不足等问题。为此，笔者认为相关管理人员

应认清现实、立足现状，明确短期目标和长远

规划，在确保以上配套机制得以实施的同时，制

定长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一方面，抓住学术

信息交流模式变革带来的新机遇，不断创新，以

最大限度满足用户信息需求为己任；另一方

面，专注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突出专业化特

征，集中优势打造特色品牌，从而逐步提升

CAS Proceedings 平台的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努

力进入各种权威的文摘索引数据库。

5  结语

学术会议文献的开放出版与期刊论文有很

多共同点，但也存在本身的特性，然而，目前

国内对其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并不充分。笔者认

为中科院有必要也有能力在会议文献的开放出

版上有所作为，制定统一的会议文献开放出版

政策，创建 CAS Proceedings 开放出版平台并

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工作机制，促进会议文献及

时、广泛、高效地融入学术交流体系，充分发

挥它们的潜在价值，并为国内其他研究机构和

大学做好示范，共同推进我国开放获取事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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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是随着因特网的发展而

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数字资源，国内外学者们对

其涵义有不同的理解，目前还没有一个较统一

的定义。在国外，原生数字资源被称为“born 
digital”, 美国”Word Spy”网站将其定义为“仅仅

以数字形成产生和存在的一种数字资源”[1]。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除了数字形式再没

有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数字资源”[2]。我国学者常

娥、袁曦临将其定义为“网上最初始的信息资

源，指那些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创造、生产、存

储和传播的数字资源，并且没有经费支持，没

【学术探索】

基于个人特征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
权认知过程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王彦龙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个体用户在面对一个网络原生数字资源两难困境时，其在做

出决策的第一个阶段（伦理认知阶段）受哪些因素影响。[ 方法 / 过程 ] 以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群体为研究

对象，设计了 3 个典型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两难困境，以情境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收集数据后，

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方差分析，以发现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结

果 /结论 ] 结果表明，从个体特征角度出发，年龄、性别、学历、专业、价值取向、社会经历这 6 个因素

中，只有年龄、学历和社会经历 3 个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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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的组织、机构或者商业公司加以管理，由

网络用户自发创作的、原汁原味的信息资源”[3]。

陈红星、张淑芳将其定义为：“直接在互联网活

动中产生的或仅仅发布于互联网并仅以数字形

式传播交流、保存利用的网络信息资源”[4]。虽

然国内外学者对原生数字资源的定义不同，但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它是在 Web 2.0 环境下

产生的，这一点赋予了原生数字资源与传统数

字资源天然不同的特性：草根性。原生数字资

源的草根性和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使得用户在使

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资源的时候更容易忽略其

知识产权的归属，引发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发

生。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信息伦理学的典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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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之一 [5]，根据福柯的观点，如果某一特

定的信息道德，即构成信息概念基础的道德，出

了问题难以处理，信息伦理学便随之出现 [6]。

也就是说知识产权问题的产生与用户面对的道

德困境有关，当个人面对知识产权道德两难困

境时，知识产权问题便随之而产生。那么当个

人面对一个知识产权两难困境时该如何决策？

在信息伦理决策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一般将信息

伦理决策的过程划分为信息伦理认知、信息伦

理判断与信息伦理意图及信息伦理行为 4 个阶    
段 [7-8]，也就是说在个人在面对识产权困境做出

决策前会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即意识到知识产

权问题的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后续各个过

程的前提。那么个人自身因素出发究竟哪些因

素会影响到个人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过程就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  研究回顾和文献综述

国外伦理决策研究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其

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商业领域。国外伦理学已经

奠定了较为健全的基础理论，关于伦理决策的

研究注重对基础理论的验证及修正，因而多实

证性研究，而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

停留在吸收西方伦理学理论的阶段，没有形成

自己的研究体系，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2.1  关于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综述

1986 年，J. R. Rest 采用决策的 4 个阶段原

理提出了伦理决策的四阶段模型 [9]，可以用图 1
简略表示。

1985 年，O. C. Ferrell 和 L. G. A. Gresham
提出伦理决策权变模型 [10]。该模型主要是针对

营销组织提出的。他们认为，个体因素、机会

因素、重要关系人因素是影响伦理决策的主要

因素；在伦理行为发生后，个体会对自己的行

为进行主观评价，以为下一次决策提供经验。

该模型可以简略地用图 2 表示。

1986 年，L. K. Trevino 对 Ferrell-Gresham
模型进行了扩展，他在上述伦理决策权变模型

的基础上强调组织因素对伦理决策过程的重要

性，认为个人在做出伦理决策的的过程中个人

道德发展水平和组织因素共同影响伦理决策的

过程 [11]。其模型见图 3。

图 1  Rest 的伦理决策四阶段模型

图 2  Ferrell 和 Gresham 伦理决策权变模型 [10]

图 3  Trevino 的扩展模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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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T. M. Jones 在 对 前 人 研 究 模 型

借鉴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权变模型 [12]。该

模型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从外部

因素寻找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问题本

身的影响作用。在该模型中，T. M. Jones 提出

了道德强度的概念，认为道德强度包括结果大

小、效应可能性、时间效应等 6 个维度，是影

响伦理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该模型可以用图

4 表示。

2004 年沙忠勇提出完整的信息伦理决策需

要进行 6 个方面的思考 : 明确信息伦理问题的有

关事实；明确什么是应然或应有的信息行为；谁

应该为促成应然的信息行为采取行动；谁应该

从决策中受益；信息伦理决策应遵循何种程序

和方法；应采取什么步骤防止类似道德问题再

次发生 [13]。该模型见图 5。

图 4  Jones 的问题权变模型 [12]

图 5  沙忠勇的信息伦理决策模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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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伦理决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伦理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文献研

究较多，笔者在对国外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可

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个体因素、组

织因素和道德强度（道德问题本身）。在此笔

者主要对个体因素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978 年，W. H. Hegarty 和 H. P. Sims 对

120 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进行研究，发现性别

对伦理决策过程没有显著影响 [14]。1985 年，L.
B. Chonko 和 S. D. Hunt 对 1 076 名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的道德意识

比 男 性 更 强 [15]。1996 年，F. N. Brady 和 G. E. 
Wheeler 对 14 个金融机构的成员进行了研究，发

现性别对伦理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16]。1983 年，J. 
Browning 和 N. B. Zabriskie 对 145 名 销 售 人 员

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年轻的管理人员比有多

年经验 [17] 的管理人员更道德，说明工作经验

对 伦 理 决 策 过 程 有 显 著 影 响。1987 年，J. M. 
Kidwell，R. E. Stevens 和 A. L. Bethke 对 100 名

管理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对伦理决

策没有显著影响 [18]。1992 年，D. Ruegger 和 E. 
W. King 对 2 196 名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高年级的学生更加道德 [19]，说明年龄对伦理决

策过程有显著影响。1980 年，P. Arlow 和 T. A. 
Ulrich 分别对 120 名学生和 103 名管理人进项了

研究，结果发现管理人员比学生更道德 [20]，说

明教育和工作经验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

1984 年，A. J. Dubinsky 和 T. N. Ingram 对 116
名销售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和工作

经历对伦理决策过程没有显著影响 [21]。L. B. 
Chonko 和 S. D. Hunt 的研究还发现工科类毕业

生比文科类毕业生更道德 [15]，说明专业对伦理

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2014 年，马漫江对我国

大学生的信息伦理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

发现个人因素中的“小心谨慎”和“甘于奉献自己” 
是影响信息伦理决策过程的主要因素 [7]。2014
年，李月琳、李颖和李昂对天津地区 16 所高等

院校的 200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

现大部分大学生对网络知识产权问题认知不明

确，尤其是对电脑操作熟练的学生而言更是认

知麻木 [22]。2009 年，洪科芳对我国 220 名不同

职业的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道德认知

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其信息伦理的认知过程 [8]。

从上述研究综述可以发现，国外在伦理决

策方面的研究较成熟，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对已

有理论的证实方面，所以多为实证研究，且多

数的研究是在商业领域进行的。国内学者们在

研究商业领域的伦理决策过程的基础上，引出

信息伦理决策的概念，并且沿用商业领域的相

关模型进行了积极探究。本文也是基于这样一

条思路积极探索个人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

认知过程的影响作用。

3  研究目的和创新点

如上文所述，面对日益增长的网络原生数

字资源，由于其产生的草根性和网络环境的虚拟

性，用户在使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时候往往

会更容易忽略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当用户

在面对一个典型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两

难困境时，对该困境的认知从自身因素出发会不

会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受哪些因素

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用户自身角度对网络原

生数字资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验证在商业

环境下对伦理决策过程的认知过程阶段有明显影

响的专业、性别、年龄和学历四个因素是否也会

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产生影

响，同时增加了价值取向和社会经历两个因素，以

验证它们是否也会影响个人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

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方面对

信息伦理决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信息伦理

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从个体特征角度进行实

证研究，为从实证方面出发进一步加强对信息

伦理认知及信息伦理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研究

打下基础。

（2）将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作

为研究对象，对在网络环境下提升个人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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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和行为质量具有积

极作用。

4  研究过程

4.1  知识产权两难困境的设置

在 研 究 信 息 伦 理 认 知 过 程 的 实 证 研 究

中，国内学者一般都使用情景问卷，即针对研

究领域的典型问题设计相关的两难困境，然后

让选定的研究对象给予选择，因此本文也使用

情景问卷测量研究对象对知识产权两难困境的

认知情况。本文首先设置了 3 个知识产权两难

困境，分别是：①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引用博

客观点而未标注参考文献；②在研究生学位论

文中引用博客观点而参考文献标注错误；③从

百度文库中直接抄袭他人文章充当自己的论

文。然后让研究对象按照自己观点对具体的

三个情景分别选定答案，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

对相应态度打分。之后笔者对调查者进行了访

谈，多数调被查者表示这 3 个情景是在他们平

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认为是可以

被广泛接受的。

4.2  问卷的发放和数据收集

2015 年 12 月 20 日 —2016 年 1 月 5 日 期

间，笔者对内蒙古地区的两所大学（内蒙古大

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

卷 调 查， 每 个 大 学 发 放 100 份， 共 发 放 问 卷

200 份。为了加强对被调查者的选择和对问卷

中可能有疑问的地方予以逐一指导，问卷全部

以纸质形式发放。在发放问卷前，对被调查对

象说明调查的目的，在征得其同意且其愿意认

真填写的情况下发放了问卷。在对问卷进行进

行认真筛选后，剔除无效问卷 27 份，获得有效

问卷 173 份，回收率 86.5%。问卷的描述性统

计见表 1。

4.3  数据分析

4.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笔 者 首 先 利 用 SPSS 软 件 对 问 卷 的 信 度

和结构效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2、表

3。

表 1  问卷描述性统计

项目 分类（份）
比例

（%）
性别 男（105） 60.70

女（68） 39.30

年龄 ≤ 24 岁 17.34

25-27 岁 6.36

≥ 27 岁 76.30

学历 学士（143） 82.66

硕士（22） 12.72

博士（8） 4.62

专业 动物学（43） 24.88

中国语言文学（43） 24.86

草学（44） 25.43

农业机械化工程（43） 24.86

价值取向 物质型（64） 36.99

精神型（109） 63.01

社会经历 在期刊上发表过论文（36） 20.81

没有在期刊上发表过论文（137） 79.19

表 2  信度分析结果

Cronbach 的 Alpha 项目个数

.959 3

表 3  效度分析结果

Kaiser-Meyer-Olkin 测量取样适当性 .724

Bartlett 的球形检定

大约卡方 610.467

df 3

显著性 .000

由 表 2 和 表 3 可 知，Cronbach 的 Alpha 值

为 0.959，KMO 值为 0.724，都大于 0.7，说明

问卷的信度很好，结构效度也较好。

4.3.2  方差分析

为了检验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对原生数字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影响因素，笔者分别

从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专业、价值

取向和社会经历 6 个方面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

析，分析结果如表 4- 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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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性别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自由度和平均值 自由度和 F 统计量 显著性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2.211 1 171 .139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合併） .703 .914 .340

df1 df2 显著性

Brown-Forsythe(B) 1 137.329 .349

表 5  年龄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自由度和平均值 自由度和 F 统计量 显著性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1.320 2 170 .270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合併） 15.880 26.903 .000

df1 df2 显著性

Brown-Forsythe(B) 2 44.849 .000

表 6  学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自由度和平均值 自由度和 F 统计量 显著性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10.745 2 170 .000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合併） 21.054 39.770 .000

df1 df2 显著性

Brown-Forsythe(B) 2 43.868 .000

表 7  专业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自由度和平均值 自由度和 F 统计量 显著性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086 3 169 0.968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合併） .399 .515 .673

df1 df2 显著性

Brown-Forsythe(B) 3 168.622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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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价值取向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自由度和平均值 自由度和 F 统计量 显著性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663 1 171 .417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合併） .541 .704 .403

df1 df2 显著性

Brown-Forsythe(B) 1 140.893 .405

表 9  社会经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自由度和平均值 自由度和 F 统计量 显著性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15.421 1 170 .000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合併） 5.270 7.121 .008

df1 df2 显著性

Brown-Forsythe(B) 1 44.701 .034

表 4 是从性别角度出发验证不同性别对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

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 方差齐性

检 验 结 果 的 显 著 性 0.139 大 于 本 研 究 选 定 的

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

F 检 验 和 Brown-Forsythe 检 验 的 显 著 性 分 别

为 0.340 和 0.349，远大于 0.01，说明性别对

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

影响。

表 5 是从年龄角度出发验证学生对网络原

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方差分析结果。从

方差分析结果看，F 检验和 Brown-Forsythe 检验

的显著性均为 0.000，远小于 0.01，说明年龄对

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存在显著影

响。

表 6 是从学历角度出发验证不同学历对网

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

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 方差齐性验结果

的显著性 0.000 远小于本研究选定的 0.05，可

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同时 F 检验和

Brown-Forsythe 检验的显著均为 0.000，远小于

0.01，说明学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

认知存在显著影响。

表 7 是从不同专业角度出发验证个体因

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

差 分 析 结 果。 从 中 可 以 看 到，Levene 方 差 齐

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 0.968 远大于本研究选定

的 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

时 F 检验和 Brown-Forsythe 检验的显著性均为

0.0673，远大于 0.01，说明专业对原生数字资源

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表 8 是从价值取向角度出发验证个体因素

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

分 析 结 果， 从 中 可 以 看 到，Levene 方 差 齐 性

检验结果的显著性 0.417 远大于本研究选定的

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

F 检验和 Brown-Forsythe 检验的显著性分别为

0.403 和 0.405，远大于 0.01，说明价值取向对

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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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是从社会经历角度出发验证不同经

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

方 差 分 析 结 果。 从 中 可 以 看 到，Levene 方 差

齐性验结果的显著性 0.000 远小于本研究选定

的 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同

时 F 检验和 Brown-Forsythe 检验的显著性分别

为 0.008 和 0.034， 由 于 各 组 的 方 差 有 显 著 差

异，所以主要参考 Brown-Forsythe 检验的显著

性 0.034，小于 0.05 且较接近 0.01，说明社会经

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有显著

影响。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上述分析结果说明从高校个人个性特征角

度出发，性别、年龄、学历、专业、价值取向

和社会经历 6 个因素中，年龄、学历和社会经

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产

生显著影响作用，而不同性别、专业和价值取

向的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

认知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在上述六大个人特征

中，只有个人受教育情况、年龄和社会经历对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有直接影响 , 性

别、专业和价值取向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

产权认知影响不明显，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加以解释：一方面，年龄、受教育情况和社会

经历三者是存在相互关联的，在所调查的对象

中，年龄越大的学生，一般学历越高，同时也

大多数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经历，相比课堂

作业，一般期刊都会经过初审、复审、外审等

环节，所以有过发表论文的学生都相当于经过

了专业培训，相比较没有发表过论文的学生在

文章写作的过程中更加谨慎，也更加尊重别人

的智力成果，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的意识更强；另一方面，本研究在调查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

认知的过程中，调查对象分别来自动物学、中

国语言文学、草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四个专

业，而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所

以上述研究结果只针对一般非知识产权相关专

业的学生适用，对于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

上述研究结论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

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信息化进程的加

快，网民数量会快速增加，加之网络的虚拟性

和原生数字信息资源产生的草根性，随之而来

的侵犯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现象也会

越来越严重。大学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阵

地，应当在课程设置、知识讲座和校内论坛等

各个方面加强宣传，以提高学生对网络原生数

字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6  研究展望与不足

笔者仅从用户个人特征的 6 个方面对影响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认知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而

在已有相关研究中发现个体道德认知强度、职

业和国际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伦理认知过

程，那么这些影响因素在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

过程中是否也会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

究。由于样本的选择存在局限性，只对动物学、中

国语言文学、草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四个专业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相

关专业的学生，使得本研究的结论普遍适用性

受到限制，同时样本数量的 173 名相对较少，使

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希望在后续的

相关研究过程中相关学者能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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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irst stage (the 
ethical cognition stage) of making decisions when the user faces the dilemma of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on 
the web. [Method/process]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Inner Mongolia were design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ee typical problem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of the network were 
designed in the form of a situational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validity analysis and varianc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network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of gender, education, 
profession, only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etwork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gni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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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 +”时代，行为主体的决策依赖于

主体掌握的完全信息。我国电子政务经过多年

的建设与应用，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服务

及时化、政务公开常态化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但在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服务效率、服务

协同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互联网 +
政务” “互联网 + 公益服务”背景下，政府电

子政务治理的目标是公共服务普惠化和政务

服务能力提升，其成效评价应以满足社会公

【学术探索】

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的电子政务成效影响
路径分析
◎ 熊曙初  罗毅辉

湖南商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长沙 410205

摘要：[目的/意义]从服务型政府视角探讨影响电子政务成效的路径，揭示其作用机理。[方法/过程]

以服务型政府为研究视角，构建以信息、功能和服务的质量为自变量，以公众使用、内部应用为中介变量，

以电子政务成效为因变量的结构模型，并以湖南省 7个地级市政府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结论]

信息、功能和服务的质量对公众使用和内部应用电子政务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度；信息、功能和服务质量显

著影响使用者的使用过程、使用结果和未来行为倾向，但政务信息质量对内部应用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

公众使用与内部应用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公众使用对内部应用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子政务的成效是社会、

经济、政治等多维度成效的综合。最后提出服务型政府应创新政务服务模式、监控政务信息质量、转变执

政理念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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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需求为价值取向。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

响下，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转向以公众

满意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等综合绩效。国家

提出“互联网 + 政务” “互联网 + 公益服务”发

展战略，也是为电子政务治理所提出的行动

指南。本文试图以服务型政府为研究视角，探

寻电子政务成效影响要素及作用机理，为创

新发展“互联网 + 政务”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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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先后提出 “转

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

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

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等一系列举措，构建服务型

政府已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议题。服务型政府

是在民主与法治体系下，以公民为本位，以服

务社会、服务公众为理念，通过法定程序，提

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

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并承担公共责任的

政府。这些表述强调了以人为本，以提供公共

产品、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民主参与和民主

监督等政府治理理念。为融合“互联网 +”发展趋

势，政府治理需要有一种集约化、高效化、透

明化的政府治理与运行模式，以此来优化重组

政府组织结构和办事流程，实现公共服务普惠

化，为社会公众提供简单、高效、透明、安全、自

服务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然而，我国现

行的电子政务建设与应用在为民服务过程中虽

然所取得一些成绩，但在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服

务执行效率、跨部门协作、公共服务普惠化、自

服务化等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严重影响了

电子政务的预期成效，电子政务面临治理和改

革创新等问题。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

与国脉互联政府网站评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

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等众多机构就政府网站绩效、中国行政透明度

指数、中国政府网站绩效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评估工作，为政府治理电子政务提供了许多有

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1-3]。但相关电子政务绩效评

价研究，侧重于政务信息化水平、政府网站建

设和服务能力、政府透明程度、电子政务满意

度等方面，大都是强调电子政务的“产出”绩效， 

而对影响绩效要素、内在机理分析等方面非常

有限，制约了评价成果的应用。受新公共管理

思潮以及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影响，各界关注电

子政务绩效的重心已转到公共服务的能力、水

平方面。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从服务型政府视

角探寻影响服务型政府电子政务成效的关键要

素和成效生成路径，揭示其作用机理，为实施“互

联网 + 政务” “互联网 + 公共服务”发展战略提

供思路与对策建设。

2  研究回顾

服务型政府电子政务的成效是考核和证实

政府在服务过程中信息技术采纳的社会、政治

和经济等价值。电子政务系统是通过互联网提

供各种在线政府信息和服务 [4]，它使政府及部

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提高服务效率。政府层

面 Web 服务的可访问性、有效性和效率是评估

电子政务服务效率的重要指标 [5]。政府网站的

可信度和可用性是影响公民满意度、在线服务

效能、监督政府和参政议政效果的重要因素，可

用性高的电子政务网站其信誉度较高 [6]。因此，政

务电子化应用的普及性、有效性是电子政务成

效的重要表现。W. DeLone 和 E. McLean 认为信

息质量、服务质量、系统质量、系统用途、使

用目的、用户满意度是影响信息系统净效益的

重要影响因素 [7]。M. Kunstelj 和 M. Vintar 认为

电子政务系统后台的信息共享、服务协同是影

响电子政务应用效果的关键因素 [8]。A. Jansen
认为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不仅要考虑电子服

务、电子管理、电子民主，还应同时考虑基础

设施和社会文化 [9]。埃森哲咨询公司认为评价

电子政务的应用效果应突出客户服务理念，为

此构建了基于服务成熟度、服务转型率、便利

性、用户接受度、可信程度、用户满意度的测

评模型 [10]。M. A. Alanezi 等构建了基于可靠性、响

应性、个性化、信息和易用性、安全和网站设

计等 7 个维度的电子政务服务质量概念模型，该

模型具有较好的通用性 [11]。G. Kim 等在研究信

息系统的使用效率时，证实了采用不同的度量

方法和形式变量会导致结果差异性显著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所与国脉互联

网站评测研究中心以服务、便民、互动 3 个维

度来评选特色政府网站 [1]。张成福和唐钧将电

子政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产出、结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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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3 个层次，认为电子政务绩效应突出“产出”层

次 [13]。石会昌等构建了基于基础设施、服务水

平、项目建设和管理保障 4 个维度的评估指标

体系 [14]，突出了电子政务绩效的综合性。马静

等将电子政务绩效指标体系划分为服务计划、服

务执行、服务监督、服务纠正和公众满意 5 个

维度 [15]，综合考虑了电子政务前端与后端的绩

效。公共服务绩效强调政府对公众利益需求的

满足程度，重点是“结果”评估，因此，公共服

务的易用性、有用性和服务效果是评价政务公

共服务绩效的重要标准 [16]。

综合国内外关于电子政务的成效研究，可

以发现主要聚焦在政务服务的电子化实现程度

评价，强调电子政务的“产出”绩效，将内部成

效纳入评价范围的不多；在电子政务外部成效

中，从服务型政府视角来分析影响电子政务成

效的路径研究相当有限，制约了评价成果的应

用。因此，从服务型政府视角研究探讨影响电

子政务成效路径，揭示其作用机理，对创新政

务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  研究模型与假设

3.1  研究模型

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目标是公平、正义、高

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电子政务作为政府服务

的公共平台，不仅可以使公民能便捷地获得

政务信息和服务，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运行

成本，而且可以实现服务均等的目的。本研

究 以 服 务 型 政 府 为 视 角，从 外 部 和 内 部 两

个方面来分析影响电子政务成效的路径。从

电子政务服务的实现模式、过程来看，基于

信息技术的政府服务强调流程的电子化、服

务的及时性、服务进程的交互性和信息资源

的共享性，凸显服务全过程的实时电子化。

纵观电子政务的运作模式，政务网站中政务

信息质量取决于政务信息的正确性、相关性

和完整性；网络平台的可靠、及时和有效是

提供优质服务的保障基础；一个导航指引简

洁、操作便捷、安全稳定、实时互动的政务

平台，不仅能及时传播政府信息，满足公民

的 知 情 权、监 督 权，提 升 公 众 / 企 业 的 满 意

度，还可以使公众感受到政府权力执行的阳

光化、透明化。政府通过政务门户网站可重

塑 政 府 形 象，简 化 政 务 流 程，实 现 服 务 协

同，合理配置公共资源，进而提高政府的执

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为深入探索影响电子政

务成效的路径，本文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结

构模型。

图 1  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的电子政务成效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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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型既考虑了公众使用成效，也考虑

了内部应用绩效。在模型中，将政务信息电子

化质量、政务电子化平台功能质量和服务电子

化质量作为自变量；电子政务的公众使用和内

部应用作为中介变量，电子政务成效作为因变

量，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不同的度量维度。

3.2  研究假设

3.2.1  政务信息电子化质量

在服务质量评价中，使用者（公众和公务

员）使用后的感知质量评价是最常用的方法。

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可信度、一致性是度

量信息质量的重要指标 [7]。当使用者对某个政

务网站中政务信息有较高的感知可信度时，将

会降低使用者的感知信任风险，从而激发公众

再次使用该网站的欲望，同时也会促进政府部

门扩大政务信息电子化的实现度，进而影响电

子政务的成效。当某个政府网站所提供的政务

信息与使用者的需求服务密切相关，且服务目

标受众定位准确时，将会提高使用者反复使用

该政务网站的频率。一个呈现给使用者全面、无

任何保留政务信息的政府网站，更能体现政府

的透明性、公正性，有助于提高使用者使用该

网站的意愿，实现政务电子化的效益。因此，一

个能提供“正确”“全面”和“相关”政务信息给使

用者的政府网站，可提高公众使用电子政务频

率，扩大内部应用电子政务范围。

H1-1：政务信息电子化质量对于内部应用

有正关系；

H1-2：政务信息电子化质量对于公众使用

有正关系。

3.2.2  政务电子化平台的功能质量

政务电子化的目的是为使用者提供一种快

捷、方便、互动和安全的服务模式，因此，政

务电子化平台功能质量是实现其目的的关键。

当使用者感受到电子政务平台具有良好的人机

互动功能时，可提高使用者对电子政务平台的

整体功能感知质量。如果一个网站的网页有层

次、有组织地呈现给使用者，且能快捷地引领

使用者完成有关操作，使用者的满意感就会极

大地提高；相反，如果网站中网页的切换不易

时，使用者常常会直接退出或重新进入该网

站，不满意感的机率将会大幅度提升。如果

一个电子政务网站能有效执行使用者的服务请

求，使用者可及时收到 / 提供完整信息，且隐私

信息不会被泄露，使用者感知该网站的安全性

和可信性就高，再次使用该网站的意愿就会更

强烈。对于一个操作简捷、人机交互友好、响

应快速、功能完备、安全可靠的电子政务系统，使

用者应用电子政务就可成为常态，电子政务应

用的价值和效益就可以更好地展现出来。因

此，政务系统功能的导航性、交互性、易用性

和安全性是影响电子政务服务成效的关键要素。

H2-1：政务电子化平台功能质量对公众使

用有正关系； 
H2-2：政务电子化平台功能质量对内部应

用有正关系。

3.2.3  政务电子化服务质量

信任、易用性、可靠性和反应性是 E- 服务

质量的 4 个决定因素 [17]。电子政府服务承诺的

兑现率、可信性、及时性和可靠性是使用者感

知政府服务质量的主要表现。当公众在在线服

务遇到疑问时，通过电话、微信或 E-mail 等方

式与服务员进行有效咨询，顺利、可靠地完成

相应的服务请求，会感受到在线服务与上门服

务没有差别，因此，可靠性是政务电子化服务

过程中兑现服务承诺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务电

子化服务的核心目标是节约时间和成本，当公

众通过网络平台申请服务时，如果公务员能主

动、及时、快速地完成服务申请，则可提高公

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一个可服务能力强、操

作便捷、内容完整和信息更新及时的政务平

台，使用者可从该政务平台快速地获得有价值

的服务信息，有助于提高使用者对政务电子化

的好评度。本研究从信息服务的可靠性、及时

性、有效性来探讨服务质量，揭示服务质量如

何影响电子政务的成效。

H3-1：政务电子化服务质量对内部应用有

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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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政务电子化服务质量对公民使用有

正关系。

3.2.4  电子政务成效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透明化和共享性是服

务型政府的追求目标，服务的及时性、易用性

和有效性则是电子政务的期望目标。服务型政

府视角下电子政务成效是由政务信息电子化、政

务电子化平台功能和政务电子化服务质量驱

动公众使用常态化和内部应用深度融合所决定

的，通过众多使用者产生服务体验感知，再折

射出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价值效益。

从公众视角来看，电子政务成效主要考核政务

电子化之后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否得到了

满足、服务是否便捷、能否节约成本（时间和

金钱）、解惑释疑是否消除；在服务方式上，公

众使用是否方便、在线服务请求能否及时得到

处理。因此，公众使用成效可通过访问网站频

率、政务公开信息的可获性、在线服务请求完

成率、公众评议参与率 4 个指标来评价。内部

应用成效主要是度量政务电子化服务的能力、效

率和质量等方面，其评价指标由政务信息公开

实现率、一站式服务完成率、信息资源共享率、部

门协同服务率、使用频率等构成。政务电子化

实现程度越高，推动政务管理改革创新要求越

强，有助于各级政府朝透明、公正、民主型政

府转变，进而提高服务的质量，实现电子政务

的公共价值。内部应用越深入、越广泛，越能

促进公众使用电子政务常态化；公众感知电子

政务的使用价值越大，使用就越频繁，从而驱

动内部应用普及与整体质量提升。因此，服务

型政府视角下电子政务成效由民主决策的实现

度、服务意识的转变度、行政成本的降低度、公

共福利公平共享的执行度、行政权利的透明

度、公民权益的保障度、政策法规等信息的流

转速率、政务管理的创新度、公民的满意度 9
个维度构成。

H4-1：内部应用对公众使用具有正关系；

H4-2：公众使用对内部应用具有正关系；

H5：内部应用对电子政务成效具有正关系；

H6：公众使用对电子政务成效具有正关

系。

4  研究方法

4.1  调研对象的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 研 究 基 于 以 下 原 则 来 选 择 调 研 对

象：（1）政务电子化应用与公众 / 企业的服

务需求紧密联系；（2）对公众 / 企业的感知

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等影响较为敏感；对

政务服务流程的整合、政务执行效率的提高

有一定的示范推广作用。为此，选择湖南省

CS、ZZ、CY、CD、CZ、HH 和 YY7 个地级市

政府及相关部门为调研对象。在数据的采集数

量与对象方面，采取抽样定量与分层的方式，即

先按地区设定样本数量，然后选择具有代表性

政府部门作为调研对象，并拟定样本数量，随

机选取公众和公务员开展问卷调查。问卷量按

2:1:1:1:1:1:1 的 比 例 设 计，即 CS 政 府 20 个 部

门，其他市政府各 10 个部门，对象的选择与数

量设定与各地区电子政务建设与应用现状基本

相匹配。在采集数据时，采取问卷调查和网站

实测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通过随机选取上

门服务的公众和受理服务的公务员填写调查问

卷，每份问卷调查访问时间为 5-7 分钟。共收回

问卷 890 份，其中有效问卷 815 份，平均有效

率达到 91.57%。7 个地区样本的有效率与整体

特征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7 个地区调查问卷的有效率

地区 CS ZZ CZ HY CD YY HH 总计

问卷数 ( 份 ) 224 106 112 108 113 108 109 890

有效数 ( 份 ) 205 103 103 101 102 99 99 815

有效率 (%) 91.52 91.38 91.96 93.52 90.27 91.67 90.83 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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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问卷样本特征

项目 频次 百分比 (%)
性别 男 440 53.99

女 375 46.01
年龄 20 岁以下 4 0.49

20-29 271 33.25
30-39 381 46.75
40-49 118 14.48
50-59 25 14.48

60 岁以上 16 1.72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121 14.85

大专 296 36.32
本科 349 42.82

硕士及以上 49 6.01

从采集回收的数据来看，受访者中 90.3%
是通过政府网站获得并了解地方政府的发展规

划、重点工程以及有关政府服务的政策说明等

公共信息的。从样本的基本特征（性别、年龄

和学历）来看，调查对象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中青年为主，能反映 7 个地区对电子政务的

认知和使用行为，具备本研究所所要求的基本

特征。

4.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问卷测量表设计在借鉴国内外

实证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每一个问项遵照

我国民众的习惯，经过咨询专家和两次试调查

而定。量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电子政

务应用成效指标，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的背景

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其中：第

一部分中有 9 个可反映电子政务成效的指标；为

深入分析影响电子政务成效的内在机理，设立

使用前 3 个维度共计 10 个指标（政务信息电子

化质量 3 个，政务平台电子化功能质量 4 个和

服务电子化质量 3 个）、使用后 9 个指标（内

部应用 5 个指标、公众使用 4 个指标）。量表

采用李克特 5 级制。测量问卷表的主要结构变

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测量模型因子负载参数估计结果

结构变量 测量变量
非标准

化负载

标准化因

子负载
T 值

政务信息电子化质量

ζ1

政务网站中政务信息的正确性 (Q1) 1.000 0.895 —

政务网站中政务信息的相关性 (Q2) 0.958 0.862 19.16
政务网站中政务信息的全面性 (Q3) 0.818 0.736 11.32

平台功能电子化质量

ζ2

政务网站系统功能的互动性 (Q4) 1.000 0.821 —

政务网站系统功能的易用性 (Q5) 0.856 0.835 16.97
政务网站系统功能的导航性 (Q6) 0.830 0.796 15.22
政务网站系统的安全性 (Q7) 0.793 0.785 14.42

政务服务电子化质量

ζ3

政府利用网站为民服务的可靠性 (Q8) 1.000 0.854 —

为民服务的及时性 (Q9) 0.862 0.754 13.98
为民服务的有效性 (Q10) 0.866 0.756 13.97

内部应用

η1

政府服务“一站式”服务完成率 (Q11) 1.000 0.852 —

政府公开政务信息的常态化实现程度 (Q12) 0.860 0.773 12.66
政府部门以及部门间协同服务实现情况 (Q13) 0.908 0.812 14.29
政府及部门间信息资源的共享 ( 交换、互认 ) 率 (Q14) 0.817 0.731 12.82

电子政务为民服务使用频率 (Q15) 0.793 0.711 10.42

公众使用

η2

公众访问政府政务网站的频率 (Q16) 1.000 0.896 —

公众评议政府的参与度 (Q17) 0.854 0.753 12.11

政府公开信息的可获取率 (Q18) 0.912 0.843 14.73

公众在线申请服务的完成率 (Q19) 0.816 0.729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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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电子政务成效

η3

公众的整体满意度 ( 界面、操作、链接等 )(Q20) 1.000 0.867 —

政府民主决策的实现度 (Q21) 0.912 0.816 15.29

政府为民服务意识的转变度 ( 主动、热情、公正等 ) 
(Q22)

0.816 0.755 13.51

为民服务行政成本的降低度 ( 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一

站式服务、信息共享、处理及时等 ) (Q23)
0.832 0.771 14.12

政府行使权力的透明度 ( 政务执行的过程和结果等公

开、社会监督、群众代表审议等 ) (Q24)
0.793 0.735 11.62

公共福利的公平共享执行度 (Q25) 0.775 0.726 11.18

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新闻公告等信息的流转速率

(Q26)
0.877 0.821 14.92

政务管理的创新度 ( 优化业务流程、协同服务等 )(Q27) 0.867 0.811 14.73

公民的咨询、使用、监督、投诉、申诉受理回复等权

益的保障情况 (Q28)
0.799 0.725 13.12

5  数据分析

5.1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模型拟合度评价和假设检验的

有效性的基础。首先，应用 LISREL 对所有测

量标识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测量因子负载

小于 0.4 的删除。因子负载标准化处理后负荷处

于 0.711-0.896 之间，说明测量表的可信度比较

高。

其次，应用 SPSS 采用奇偶分半的方法对量

表的内容进行一致性（同质性检验）。内容一

致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测量变量同质性信度 (Cronbach α 系数 )

指标 总量表
政务信息电子

化质量

政务平台功能电

子化质量

服务电子

化质量
内部应用 公众使用 电子政务成效

Cronbach α 0.854 0.893 0.809 0.695 0.886 0.902 0.828

Split-half 0.779 0.792 0.709 0.755 0.823 0.833 0.785

N 815 815 815 815 815 815 815

标识变量个数 28 3 4 3 5 4 9

由 表 4 可 见， 除 了 服 务 质 量 分 量 表

Cronbach α 系数略低于 0.70 之外，其余所有分

量表系数均在 0.70 以上，表明该结构模型的内

部一致性和可靠度较好。总量表的 28 个标识变

量的 Cronbach α 系数达到 0.854，再次验证量表

测量结果可靠。

5.2  效度检验

结构模型可靠性的关键是效度检验，包

括 内 容 和 结 构 效 度 检 验。内 容 效 度 主 要 考

虑 量 表 测 量 内 容 和 收 集 信 息 之 间 的 相 关 程

度，反 映 量 表 应 用 的 现 实 性 程 度 [18]。本 研

究中量表是在经过征询专家和多次试测进行

了修正和调整，已经具有十分良好的内容效

度。结构效度是对测量工具反映概念和问卷

内部结构的相关度，其关键是检验样本是否

适 合 进 行 因 子 分 析，通 常 是 运 用 SPSS 进 行

KMO 检 验 与 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11]。检 验 结

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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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KMO 和巴特利特的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889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2 802.513

df 143

Sig. 0.000

从 表 5 可 知，KMO 值 为 0.889>0.8，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 0.000，小于

显著水平，说明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

在测量效度的检验时，运用 LISREL 软件

分别对政务信息电子化质量、平台电子化功能

质量、服务电子化质量、内部应用和公众使用

进行验证型因素分析，其结果如下：

信息电子化质量：χ2/df=1.506,RMSEA=0.04
7,GIF=0.99,AGFI=0.97,NFI=0.99,NNFI=0.98；

平 台 功 能 电 子 化 质 量：χ2/df=1.713,RMS

EA=0.049,GIF=0.98,AGFI=0.96,NFI=0.99,NN
FI=0.99；

服务电子化质量：χ2/df=1.425,RMSEA=0.04
8,GIF=0.97,AGFI=0.98,NFI=0.99,NNFI=0.99；

内部应用：χ2/df=1.723,RMSEA=0.049,GIF=
0.99,AGFI=0.97,NFI=0.99,NNFI=0.98；

公众使用：χ2/df=1.874,RMSEA=0.049,GIF=
0.98,AGFI=0.98,NFI=0.99,NNFI=0.98；

电子政务成效：χ2/df=1.374,RMSEA=0.048,
GIF=0.98,AGFI=0.98,NFI=0.99,NNFI=0.98。

因此本模型的测量指标达到了适配度的要

求。

5.3  模型参数估计及模型整体检验

在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得到确认之后，将

表 3 中的潜变量及其测项代入图 1 所示的结构

模型，运用 LISREL 软件进行模型路径系数估

计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服务型政府视角电子政务成效的路径系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路径关系（假设） 路径名 方向
标准化

路径系数
T 值 结果

H1-1：信息电子化质量—内部应用 ζ1-η1 负 -0.123 2.108* 反向支持

H1-2：信息电子化质量—公众使用 ζ1-η2 正 0.585 9.084*** 支持

H2-1：功能电子化质量—内部应用 ζ2-η1 正 0.516 7.382*** 支持

H2-2：功能电子化质量—公众使用 ζ2-η2 正 0.352 5.823*** 支持

H3-1：服务电子化质量—内部应用 ζ3-η1 正 0.191 3.198** 支持

H3-2：服务电子化质量—公众使用 ζ3-η2 正 0.581 8.761*** 支持

H4-1：内部应用—公众使用 η1-η2 正 0.185 3.095** 支持

H4-2：公众使用—内部应用 η2-η1 正 0.285 4.358*** 支持

H5：内部应用—总成效 η1-η3 正 0.377 6.136*** 支持

H6：公众使用—总成效 η2-η3 正 0.578 8.527*** 支持

注：显著性检验水平标记  *p<0.05，**p<0.01，,***p<0.001。

由表 3 可知，测量模型中因子测量标识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在 0.711-0.896 之间，且其显

著性检验 T 值也均达到了在 0.01 水平上统计显

著的程度。由表 6 可知，结构模型路径系数估

计与假设中“信息电子化质量—内部应用”路径

系数估计为 -0.123(T=-2.108)，于 0.05 水平显

著，与研究假设影响关系相反，为此，将原假

设修正为“政务信息电子化质量对于内部应用

有负关系”。其他路径系数均得到验证。分别

在 0.05、0.01、0.001 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接

受原假设。因此，得到变量路径关系及其结果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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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证研究结果 : 电子政务成效的影响路径图

最后，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模型。研

究结果发现：信息电子化质量 (H1)、平台功能

电子化质量 (H2) 和服务电子化质量 (H3)3 个假

设都显著，内生变量（公众使用和内部应用）达

到了很好的解释力，且成效模型的整体适配度 (χ2/
df=2.375,RMSEA=0.039,GIF=0.943,AGFI=0.93, 
NFI=0.99,NNFI=0.98) 也达到了理想标准。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是从服务型政府视角探讨影响

电子政务成效路径，进而提出影响电子政务成

效的结构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

与建议如下：

（1）政务网站中信息、功能和服务的电

子化质量对电子政务内部应用具有不同的影响

效度，但信息电子化质量对部门应用呈负影响

关系。从实证研究的路径估计系数来看，功能

质量对内部应用的路径系数最大达到 0.516，在

0.001 的检验度上表现显著；服务质量对内部应

用的路径系数为 0.191，在 0.01 的检验度上表

现显著。这说明平台电子化功能质量是影响电

子政务内部应用的核心要素。信息电子化质量

对内部应用的路径系数 (-0.129) 为负，且只在

0.05 的检验度上才表现显著，与现有国内外有

关信息质量正向影响内部应用 [3-5] 的研究结论相

反，说明我国现行政务信息电子化质量对内部

应用存在一定的制约性。或许是现有政务网站

中信息的正确性、相关性和全面性等要求，触

动了某些政府部门以及公务员队伍的集团利

益，导致政府主动改革与创新的意识不强。如

果政务平台电子化功能的易用性、导航性、互

动性等比较好，将会大大提升公务员的感知服

务价值，加快电子政务在各部门中的应用；如

果政务服务的及时性、可靠性或安全性有限，电

子政务的运行效率将会降低，从而影响政府部

门应用电子政务的意愿，并制约服务型政府的

建立。政府部门利用网站发布正确、相关和全

面的政务信息，有助于加强政府的权利监督，这

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趋势。因此，政府部

门必须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切实转变服务的意

识，勇于担当，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提高服

务效率，监管信息质量，这也证实了十八大提

出创新政务管理的正确性和迫切性。

（2）电子政务网站中信息、功能和服务的

电子化质量对公众使用电子政务具有不同的影

响效度。从实证路径估计系数来看，信息、服

务、功能的电子化质量对公众使用的路径系数

分别为 0.585、0.581、0.352，且均在 0.001 的检

验度上表现显著，说明信息、服务和功能的电

子化质量对公众使用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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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质量对公众使用的影响最小。这说明各级

政府在构建基于电子政务的服务型过程中，比

较重视信息和服务的电子化质量，提升了公众

使用电子政务的意愿。如果政务网站中信息的

正确性、相关性或全面性有限，将会影响公众

对电子政务的信任感，公众的满意度评价就不

高；如果政务电子化功能的易用性、导航性、互

动性等不够好，将会影响使用者对电子政务系

统的感知使用价值，从而影响公众使用电子政

务的意愿。如果电子政务受理服务不及时，电

子政务的效率价值就不能体现，影响使用者对

政府服务的满意度评价；而可靠性或有效性不

高，则会影响使用者再次使用电子政务的意愿。

因此，政府部门应创新政务管理，继续加大对

电子政务的功能应用与开发力度。

（3）公众使用与内部应用存在相互影响关

系，公众使用对内部应用的影响更为显著。从

实证研究的路径估计系数来看，公众使用和内

部应用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285、0.185，且均在

0.01 的检验度上表现显著，证实了内部应用与

公众使用存在相互影响。但公众使用对内部应

用的路径系数达到 0.285，内部应用对公众使用

的路径系数仅为 0.185，也就是公众使用对内部

应用的影响更显著。当公众使用电子政务呈常

态时，为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保障公民的

权益，政务网站的信息、平台功能以及服务质

量面临改革创新，从而推动电子政务全面应用

与深度融合。当政务电子化实现程度较高时，政

务电子化所期望的价值与效率目的就可实现，公

众使用电子政务服务模式就成为大众化、常态

化。因此，公众的诉求是实现服务型政府政务

管理创新、 政务流程优化、信息全面公开、运

行安全稳定以及服务协同共享的动力源，电子

政务建设与应用应坚持创新、协调、共享、开

放发展的原则。

（4）服务型政府电子政务成效的评价不能

简单地从内部或外部来测量，需要将社会、政

治、经济等多维度综合。从表 3 的指标体系标

准化负载系数、表 5 中 KMO 值以及模型的验证

性因子分析和适配检验结果来看，指标体系的

可信度比较高，区别效度十分良好，证明了本

研究模型的价值。从所构建的电子政务成效指

标体系来看，其指标有政府行使民主决策、为

民服务的意识与效率、政府的行政成本、公共

福利的公平性、政府权利的透明度、公民权益

保障、创新政府政务管理、公民的满意度等，涵

盖了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维度的内容，且绝

大多数指标是通过公众的感知来测定，突出了

为民服务的理念；从路径估计系数来看，公众

使用、内部应用对电子政务成效的路径系数分

别为 0.578、0.377，在均 0.001 的检验度上表现

显著，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有关服务

型政府评价的准则。因此，政府在政务电子化

推进和纵深应用过程中，树立面向公众的电子

政务目标，有助于全面提升服务型政府电子政

务的效率。

本次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性：①调研地区

部门的局限性。实证数据只来自于某省 7 个地

级市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抽样调查，研究结论

在其他地区是否适用，有待进一步验证；②本

研究主要是以服务型政府为研究视角，基于使

用者 ( 公众 / 公务员 ) 的调查数据分析电子政务

成效的影响路径，但信息质量控制、跨部门政

务协同服务机制模式仍有待深入研究。因此，采

用更为丰富的视角或方法，是未来重点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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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Paths of the Effect for E-govern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ance

Xiong Shuchu  Luo Yihui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igure out whether and how e-government can 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Method/process] On the view of the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a structural model was built which consisted of information quality, function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citizen use and internal application as mediators, and e-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seven citi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e-government was conducted.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formation quality, function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citizen use and internal 
application. In particular, these thre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use procedure, the use result and the future 
attention of users, and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has certain restriction role in the internal application, even though 
it has certain promoting effect on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Furthermore, citizen use and internal 
application interact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while citizen use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e-government for the civil service has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should be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at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an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 change the ruling idea, and 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Keywords: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e-government    quality    effectiveness    structu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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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市基金”）“支持基

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资助

自然科学和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学科领域的基

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经费主要来源于市

财政拨款。“十二五”期间，市基金投入总经费

超过 4 亿元，共资助项目近 3 000 项，为了更好

【学术探索】

基于 InCites 分析的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十二五”时期产出规模和影响力研究
◎ 倪文龙  江南  冯永庆  王红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  100195

摘要：[目的/意义]通过分析 “ 十二五 ” 时期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情况、资助项目科研生产力、

科研影响力和竞争力及国际合作情况，有助于反映资助项目成果产出变化趋势、学科结构及特征，可为基

金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 / 过程 ] 采用引文分析方法和 InCites 数据库引文统计数据，对比分析市基金

近 10 年的资助情况。[ 结果 /结论 ]与 “ 十一五 ” 时期相比，“ 十二五 ” 期间市基金经费投入、申请总量、

资助量均有所增长。高被引论文数由 10 篇增加到 115 篇，热点论文实现了 “ 零 ” 的突破，国际合作论文是

“ 十一五 ” 时期的 5.6 倍。目前市基金资助项目优势学科主要集中在化学、工程、材料科学等有可能在市基

金的资助下进一步成长为优势学科。建议后续优化学科布局，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对论文产出 “ 质 ” 的引

导和评价，提高科研竞争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InCites  科研产出  竞争力  影响力

分类号：G251
引用格式：倪文龙 , 江南 , 冯永庆 , 等 . 基于 InCites 分析的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 十二五 ” 时期产出

规模和影响力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5): 372-383[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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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市基金对首都新兴学科与优势学科建设

及人才培养的作用，需要对其资助产出情况进

行分析探讨。

新 一 代 InCitesTM 平 台 包 括 InCitesTM 数 据

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SM( 简 称 ESI) 和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简称 JCR)，是一个基

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建立的科研评价与分析

平台。包含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 9 个区域性组

织 30 多年来在所有学科中的论文统计结果，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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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面的数据资源、多元化的指标和丰富的可

视化效果，可以辅助科研管理人员更高效地制

定战略决策 [1]。例如可以分析某一机构的学科

发展现状和趋势 [1-3]，或者分析不同区域 / 研究

机构间的竞争优势和学科优势 [4-10]，以掌控机构

的科研表现和在全球同行中的地位，挖掘机构

内高影响力和高潜力的研究人员，为制定机构

学科发展战略，优化科学布局提供决策支撑。

但是目前基于 InCites 对市基金资助项目的产出

情况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

本文尝试从科技论文这一基础研究主要产

出形式出发，基于 InCites 对文献数据进行科学

计量分析，探析“十二五”时期市基金对基础研

究的资助情况及其作用。

2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 InCites 和 ESI 数据库进行引文分

析及跟踪，其中 ESI 是由美国科技信息所（ISI）推

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

基本分析评价工具，是基于科学引文索引数据

库（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所

收录的学术期刊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ESI
将收录的期刊划分为 22 个学科大类：农业科

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临床医学、计

算机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经济与商业、工

程学、地球科学、免疫学、材料科学、数学、微

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多学科、神经

科学与行为科学、药物学和毒理学、物理学、植

物学与动物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社会科学

总论、空间科学等。本研究数据更新时间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3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本文对 2006-2015 年之间被 ESI 数据库所收

录的市基金资助项目论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市

基金主要资助数理、化学与材料、工程、信息、生

物、农业、医药、城建与环境、管理等 9 大学科，ESI
数据库 22 个领域中除空间科学、经济与商业、社

会科学总论等 3 个学科外，均可与市基金资助

的 9 个学科相对应，因此本文分析和讨论时剔

除了空间科学、经济与商业、社会科学总论这 3
个学科指标，从 ESI 数据对市基金资助项目论

文的产出数量、主要研究机构、学科分布、论

文期刊分布、论文影响力及国际合作研究等指

标进行数据比较分析，为分析市基金对基础研

究的促进作用及制定“十三五”时期基础研究相

关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4  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十二五”期间，市基金投入总经费 4.17 亿

元，共资助项目 2 944 项，与“十一五”时期相

比，经费投入增加了 81.4%，申请总量增长了

53.1%，资助量增长了 60%，如图 1 所示：

图 1  2006-2015 年市基金资助情况变化趋势

4.1  科研生产力不断提高

科 研 生 产 力 以 ESI 收 录 论 文 数 来 衡

量，“十二五”期间市基金资助项目科研生产

力 显 著 提 高。被 Web of Science（以 下 简 称

WoS）数据库收录且有市基金资助标注的论

文数由 1 863 篇大幅增长到 9 438 篇，增长了     
4 倍（见图 2）。“十二五”期间，从各学科发

表论文数量看，主要集中在化学、工程、临床

医学、材料和物理等学科，论文发表数均超过 
1 000 篇，约占本研究统计 19 个学科论文发表

总数的 65%（见图 3）；从学科发表论文增长

速度看，地球科学（364%）、免疫学（271%）、精

神病学与心理学（225%）、工程科学（225%）、分

子 生 物 学 与 遗 传 学（218%）增 长 速 度 均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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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00%， 但 由 于 以 上 学 科 2011 年 论 文 基

数 很 小，尽 管 增 速 非 常 快，至 2015 年，发

表论文总数仍然相对不多。其中计算机科学

（188%）、 材 料 科 学（179%）、 临 床 科 学

（160%）、化学（143%）等无论是从增长速

度上还是论文绝对数量上增长都较快，环境与

生态科学（194%）、药物学和毒理学（144%）、农

业科学（129%）、生物学和生物化学（127%）、微

生物学（107%）等学科虽然论文绝对数量还

不高，但增速较快，这与市基金近些年的重点

资助方向是一致的，其他学科增速则相对较

慢，低于 100%（见图 4）。

图 2  2006-2015 年市基金资助论文数变化趋势

图 3  2011-2015 年市基金资助发表论文学科分布

图 4  2011-2015 年各学科发表论文数增长率

“十二五”时期，市基金资助项目数量较多

的单位有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简称“中

科院”）、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

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

学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而高科

研生产力机构也主要来自其中的中科院、北京

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清华大

学等，发表论文数合计占总数的 55%（见图 5）。

其中，中科院在市基金资助下发表的文章主要

集中于化学、材料、物理、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均

超百篇；北京大学则在临床医学、化学、生物

学和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及神经科

学和行为科学等方面有较多成果产出，均为 90
篇以上；首都医科大学文章产出数量排在前 5
位的学科主要集中于临床医学、神经科学和行

为科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生物学和生物

化学、免疫科学等领域；北京工业大学在物理

学、材料科学、工程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

等领域论文产出数量均超百篇，优势学科较为

集中；市基金资助清华大学产出的文章主要分

布在工程科学、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学和计

算机科学等领域。

4.2  科研影响力和竞争力日益扩大

科研影响力和竞争力可以用篇均被引次

数、被引次数排名前 1% 的论文百分比、高被引

论文及其百分比、学科规范的引文影响力、发

表论文水平等指标衡量。



375

图 5  2011-2015 年市基金资助论文数排名前 5 位的科研机构

2006-201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被 WoS 收

录的标注市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共计 11 301 篇，其

中“十二五”期间发表 9 438 篇，论文总被引频次

46 501，被引频次较高的学科主要是化学、材

料、工程、物理和临床医学等（见图 6），引文

影响力（篇均被引次数）为 4.93（见表 1）。引

文影响力展现了该组文献中某一篇文献获得的

平均引用次数，可以用来衡量论文在一定时间

段内的学术影响力。但是由于“十二五”时期论

文发表时间相对较近，总被引频次时间累积不

够，因此该指标不适合衡量本研究中不同时间

段内的科研影响力。

图 6  2011-2015 年市基金资助各学科被引频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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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时间段论文产出情况比较

时间（年） Web of Science 论文篇数 被引次数 引文影响力
被引次数排名前 1% 的

论文百分比

2006-2010 1 863 25 906 13.91 0.64%

2011-2015 9 438 46 501 4.93 1.19%

4.2.1  被引次数排名前 1% 的论文百分比分析

被引次数排名前 1% 的论文百分比指标通

常被认为是反映高水平科研的指标，因为只

有那些高被引论文才能在相应的学科领域、出

版年与文献类型中排名前 1%。该指标数值越

大，表明该组文献表现越好。比较该指标发

现，尽管累积时间短造成引文影响力较低，但

是“ 十 二 五” 时 期 该 指 标 为 1.19%，要 远 高 于

“十一五”时期，说明市基金资助的论文水平和

影响力有了较大提高。近 5 年来，市基金资助

论文被引次数排名前 1% 的科研机构主要为中

国气象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中科

院等如图 7 所示：

图 7  2011-2015 年市基金资助论文被引次数排名前 1% 的前 5 个科研机构

4.2.2  高被引论文及其百分比分析

高 被 引 论 文 是 ESI 根 据 论 文 在 相 应 学 科

领域和年代中的被引频次排在前 1% 以内的论

文，该指标及高被引论文百分比反映了学科带

头人状况及相应产出比。由表 2 可以看出，市

基金资助高被引论文数与全球基准值基本持

平，但相较“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期间，高被

引论文数由 10 篇增加到 115 篇，主要出现在材

料科学、工程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化学科学领

域，主要科研机构有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国家纳米中心等（见图

8），市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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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时间段各学科论文产出情况比较

时间段 学科
学科规范的
引文影响力

高被引论文
篇数

高被引论
文百分比

热门论文
百分比

国际合作
论文篇数

2006-2010 年 全球基准值 0.93 10 0.53 0 322
农业科学 1.09 0 0 0 4

生物与生物化学 0.76 1 0.88 0 15
化学科学 0.78 1 0.37 0 27
临床医学 0.87 1 0.5 0 44

计算机科学 0.61 0 0 0 15
工程科学 1.01 1 0.6 0 26

环境与生态科学 0.73 0 0 0 8
地球科学 0.82 0 0 0 7
免疫科学 0.71 0 0 0 9
材料科学 1.15 1 0.7 0 14
数学科学 1.32 1 1.47 0 17

微生物科学 0.76 0 0 0 8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0.67 0 0 0 17

神经与行为科学 0.89 1 0.88 0 39
药理学与毒理学 1.03 0 0 0 12

物理学 1.01 2 0.64 0 30
植物与动物科学 1.1 1 1.2 0 19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0.83 0 0 0 7
合计 - 10 - - 318

2011-2015 年 全球基准值 1.02 116 1.23 0.05 1819
农业科学 0.98 0 0 0.71 26

生物与生物化学 0.81 2 0.4 0 86
化学科学 1.09 16 1.13 0 201
临床医学 0.82 5 0.45 0 195

计算机科学 1.31 20 3.09 0.31 203
工程科学 1.14 22 1.77 0.16 272

环境与生态科学 0.94 0 0 0 42
地球科学 1.29 3 2.83 0 29
免疫科学 0.69 1 0.7 0 39
材料科学 1.51 24 2.38 0 155
数学科学 0.83 4 1.19 0 50

微生物科学 1.1 1 1.09 0 14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0.76 0 0 0 79

多学科 0.65 0 0 0 7
神经与行为科学 1.02 5 1.21 0 110
药理学与毒理学 1.12 1 0.37 0 42

物理学 0.8 7 0.6 0 174
植物与动物科学 1.31 4 1.67 0 51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1.11 0 0 0 26
合计 - 115 - - 1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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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1-2015 年市基金资助高被引论文数居前 5 位的科研机构

4.2.3  学科规范的引文影响力分析

学科规范的引文影响力是一个排除了出版

年、学科领域与文献类型的作用的无偏影响力指

标，因此使用它可以进行不同规模、不同学科

混合的论文集的比较。由表 2 可以看出，“十一五”期
间，市基金资助优势学科多为农业、工程、材

料、数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物理学和植物与

动物科学等传统领域，这与市基金资助重点也

比较一致，如数学领域，首都师范大学共获得

48 项市基金项目资助，通过这些项目的研究，学

科团队成员在微分几何、代数拓扑、分线性分

析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有

力推动了学科点的成长。“十二五”期间，化学、工

程、材料科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和植物与动物

科学等领域依然优势明显，同时，在市基金的

资助下，计算机科学、微生物科学、地球科学、神

经与行为科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等领域优势

逐渐显现，并成长为优势学科。未来，环境与

生态、临床医学等有可能在市基金的资助下进

一步获得发展。

4.2.4  发表论文水平分析

“十一五”期间，市基金资助项目被 WoS 收

录论文 1 683 篇，涉及期刊 929 种，收录文章最

多的为 Neuroscience letters（30 篇），其中影响

因子超过 10 的仅有 6 篇，占比 0.4%，仅有 1 篇

文章被 Science 等高水平期刊收录。

“十二五”期间，共发表论文 9 438 篇，主

要发表在 Plos One（310 篇）、Chinese Medical 
Journal（117 篇）、RSC Advances（114 篇）等

2 263 种期刊上（见图 9），其中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 有 202 篇，占 比 2.1%，主 要 发 表 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影响因子 55.873,1
篇）、Chemical Reviews（ 影 响 因 子 46.568,1
篇）、Nature Biotechnology（影响因子 41.514,1
篇）、Nature（影响因子 41.456，2 篇）、Nature 
Nanotechnology（影响因子 34.048,1 篇）、Science
（ 影 响 因 子 33.611，3 篇） 等 期 刊 上（ 见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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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1-2015 年发表 50 篇以上市基金资助论文的期刊

图 10  2011-2015 年发表市基金资助高影响因子论文的部分期刊

4.3  科研创新力不断增强

热门论文是指 ESI 数据库中，近两年内某

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排行在前 0.1％的文章。该指

标主要反映创新性，可能引导着科技发展的前

沿趋势。基于本研究的统计数据，“十二五”期间，市

基金资助项目热点论文实现了“零”的突破，主

要在农业、计算机和工程科学等领域。热门论

文主要产出机构包括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和清华大学等，如

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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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1-2015 年市基金资助热门论文百分比居前 5 位的科研机构

4.4  科研合作程度不断深化

市基金的持续资助有效促进了在京科研

机构与国际同行的实质性合作研究，国际合

作论文数增长趋势明显（见图 12），合作机

构和地区不断拓展。“十二五”期间共发表国

际 合 作 论 文 1 801 篇，是“ 十 一 五” 期 间 322
篇 的 5.6 倍，主 要 在 化 学、材 料、工 程 等 传

统优势学科和计算机、临床医学、神经与行

为、物理学等新兴优势学科或前沿学科开展

合作（见表 2）。

图 12  2006-2015 年市基金资助国际合作论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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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中科院系统发表国际合作

论文最多，为 325 篇，国际合作对象包括乔

治亚理工大学、加利佛尼亚大学等，涵盖了

美、德、澳、英、日本、加拿大等 34 个国家

和地区的 263 家科研机构，如图 13 和图 14 所

示：

图 13  2011-2015 年市基金资助中科院有国际合作论文的国家或地区

图 14  2011-2015 年与市基金资助中科院项目有合作的国际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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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市基金资助项目产生论文的分类

统计分析，系统地梳理了“十二五”时期市基金

的项目资助情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

基金的资助绩效。具体结论和建议如下：

(1) 与“十一五”相比，市基金资助项目在科

研生产力方面有较快增长，受资助科研机构的

科研影响力和竞争力、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合

作等各方面都有较大提高。

(2) 通过指南引导和前瞻布局，化学、工

程、材料科学等领域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计

算机科学、微生物科学等新兴前沿学科发展迅

速，逐渐形成新的学科优势，下一步应加大对

环境与生态、临床医学等学科的支持力度，使

其快速成长为下一批潜在优势学科。

(3) 通过分析市基金的资助单位分布与各科

研生产力情况，如中科院、北京大学、首都医

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

既是承担市基金项目较多的单位，也是高科研

生产力机构，而有些依托单位承担项目数较多

但科研生产力较低，可将科研生产力作为评价

标准之一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4) 通 过 分 析 高 被 引 论 文 和 热 点 论 文 发

现，近年来，下一代通信技术、纳米材料、生

态环境、微生物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市基金

应在指南部署中予以充分考虑。

(5) 从 WoS 收录论文情况看，市基金资助

单位优势学科主要是化学、材料、物理、工程、计

算机、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生物

学和生物化学、免疫科学等领域，但与中央单

位相比，市属科研机构科研生产力和竞争力差

距还很大。市属单位可分析本单位有潜力学

科，优化学科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加强人才

培养和团队建设，在部分学科或领域形成竞争

优势，提高影响力。

(6) 首都基础研究已经处于从规模扩大型向

质量提高型转变的关键时期。与“十一五”时期相

比，市基金资助项目论文产出数量增长较快，国

际科研合作不断加强，但与全球基准值相比，科

研竞争力和影响力仍然较弱，科研创新能力依

然不足，未来应在资助项目评价导向方面更加

强调对于“质”的激励，淡化针对“量”的考核。

(7) 有关基金资助的字段是在 2008 年之后

才进行索引的，因此“十一五”期间的统计数据

要比实际偏低。另外，本研究只统计了 WoS 收

录的标注市基金资助的论文，没有统计到受资

助但未进行标注的成果及中文论文等，这会导

致部分指标低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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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ecology and clinical medicine may grow to be advantage disciplines in the future. The 
suggestion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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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大数据”引起各国政府、产业界

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全球范围内，运用大数

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

务和监管能力正成为趋势，有关发达国家相继

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性文件，大力推动大数据

发展和应用 [1]。联合国“数据脉动”计划 [2]、美国      
“大数据”战略 [3]、日本“面向 2020 年的 ICT 综

【学术探索】

基于文献计量学定律的大数据应用领域 
发展规律研究
◎ 张姣姣  刘云  程旖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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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研究大数据应用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并揭示其发展规律。[ 方法 / 过

程] 制定大数据应用技术的数据检索策略，选取 1990-2015年相关文献研究数据，借助计量软件VP（Vantage 

Point）、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和 Microsoft Excel 等工具，分别从载文量分布、期刊分布和作者分布 3 个层

面，验证并分析该领域文献发展是否符合普赖斯科学文献增长规律、布拉德福定律以及洛特卡定律。[ 结

果 / 结论 ] 大数据应用领域相关论文自 1990 年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稳步发展后，至 2012 年开始显现突

飞猛进的发展，其文献发展符合普赖斯科学文献增长规律；文献样本的期刊分布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

并已形成核心期刊群，其中包括 BMC BIOINFORMATICS、SENSORS 等；该领域著者分布与洛特卡定律

相差很大，尚未形成较具影响力的核心著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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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战略”[4]、韩国大数据中心战略 [5] 等先后开启

了大数据战略的大幕。大量跨国企业也进入大

数据研究与开发领域，如传统数据分析企业天

睿公司（Teradata）、思爱普（SAP）、SPSS 以

及大数据资源企业谷歌、Facebook 等 [4]。2008
年，Nature 杂志出版专刊 Big Data，基于多个学

科的实际研究现状系统地介绍了“大数据”所蕴

含的潜在价值与挑战 [6]；2011 年，Science 杂志

出版的专刊Dealing with Data，这些研究标志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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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正式登上科学研究的大舞台，并成为各个

学科中的研究热点问题。一个大规模生产、分

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即将到来 [8]。

大数据应用（big data application，BDA）是

运用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利用大数据分析的

结果，为用户提供辅助决策，发掘潜在价值

的过程 [9]，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通过大数据的

应用来解决。其应用不仅仅限于科学技术层

面，在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商

业领域等层面，大数据都能够带来新理念和新

思维，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新视角 [8]。高

小平 [10]、李欢 [11]、高霞 [12] 分别在国家治理变

革创新、科技管理创新平台构建和科技评价方

法等方面，运用了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从基

础和应用研究角度，李振皓 [14] 和黄少芳 [15] 分

别在中药的质量控制和地质资料档案信息化的

相关研究中应用了大数据，N. O. E. Olsson 和 H. 
Bullberg [16] 在项目评价的过程中结合了对大数

据的应用，S. R. Sukumar 和 R. Natarajan [17] 则将

大数据方法应用到了卫生保健领域的相关研究

中，M. C. Ebach 和 M. S. Michael [18] 等人曾研究

了历史科学和大数据的关系；此外，在商业领

域，T. H. Davenport [19], J.  Frizzo-Barker [20] 和 C. 
F. Hofacker [21] 等运用大数据分别从国际商业决

策、商业奖学金和消费者行为等不同角度进行

了系列研究。可见“大数据”已经在很多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在本质上已经转化为一种新的思

维方式、一种新的问题解决方法 [22]。

大数据应用的益处是多角度多方面的，不

仅能够优化政府效能、管理决策、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城市设施、社会治安等，还可以为经

济、教育、文化、卫生、外交等领域带来不菲

的收益。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

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

势，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涌现

出一批互联网创新企业和创新应用，一些地方

政府已启动大数据相关工作 [1]。充分利用我国

的数据规模优势，实现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

水平同步提升，发掘和释放数据资源的潜在价

值，有利于更好发挥数据资源的战略作用。因

此，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公共管理部门、基

础和应用研究、商业领域等层面的大数据应

用，还是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外交等领

域的应用研究，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 [8]。

本研究着眼于大数据应用，探索该领域的

文献发展规律，继而进行相关发展定律的验证

与研究，以期系统地揭示 BDA 技术的发展特

征、规律和趋势，从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关于大数据概念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人

认为最早是由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

的，也有人认为是 1998 年由 SGI 的首席科学家             
J. R. Mashey 在一篇发表于 USENIX 会议的名为

“Big Data and the Next Wave of Infrastres”的文章

中首次提出的 [3]；还有人认为是由 20 世纪 90 年

代数据仓库之父 B. Inmon 提出的。本研究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制定了相关数据检索策

略，将所有涉及 BDA 概念或运用大数据思维或

方法来解决有关问题的论文均作为研究分析的

数据对象，检索结果中的数据包含 1990-2015 年

的数据信息，共计 1 701 项。研究使用的数据库

Web of Science，是一种综合性文献检索工具，其

数据来源于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学术

期刊、专题文集和会议录，以及大量的专利文

献和科技图书等。涉及的学科包括生物学、农

学、医学、化学、物理学、地球科学、生命科

学等，是国际上收集科学论文相互引证最为完

备的数据库。本研究选取科学引文索引（SCI）为

基础数据源，制定相应检索策略，在此基础之

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科技文献自产生以来便随时间的推移而增

长，普赖斯通过考察科技文献的积累过程，从

中发现了增长规律。这一成果被收集在他的代

表著作《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中，对后世的科

学文献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3]。普赖斯对摘

要性杂志的增长率进行了推算，以科技文献量

为纵轴，以历史年代为横轴，把不同年代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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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文献量在坐标图上逐点描绘出来，然后用一

条光滑曲线联结各点，十分近似的表征了科技

文献随时间增长的规律，这就是著名的普赖斯

曲线，其数学表达式为：

F(t)=aebt(a>0,b>0)                     (1)
其中 F(t) 表示科技文献量，a 为统计初始时

刻（即 t=0）的文献量，e 为自然对数底，b 是

期刊的持续增长率，是一个时间常数。

布拉德福定律和洛特卡定律都属于文献计

量学的重要定律，与齐普夫定律一起被并称为

文献计量学的三大定律。布拉德福定律可以表

述为：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

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那么可以把

期刊分为专门面向这个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

和非相关区。各个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

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呈的关系。

布拉德福定律是以科学论文在期刊中的分散情

况为基础创建的，但却可以派生出许多不同的

应用，对于确定核心期刊、制定文献采购策略、优

化馆藏、检验工作情况、了解读者阅读倾向、检

索利用文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4]。

洛特卡定律是美国人洛特卡在 1926 年发现

的。该定律被认为是第一次揭示了作者频率与

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描述科学生产率的频率

分布规律。广义的洛特卡定律可以用以下公式

表示：

                              f(x)=cn-n                                            (2)
其中：f(x) 表示在一定时间内，某一特定学

科或主题领域中，撰写了 x 篇论文的作者数（或

作者频率）；c 和 n 是两个大于零的常数 [25]。一

般对洛特卡定律的描述为：发表两篇论文的作

者数量约为发表一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的 1/4；发

表三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一篇论文作者

数量的 1/9；发表 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

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1/n2 ……，而发表一篇论

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 60%（即取

c=1，n=2）。本研究即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

和验证。

在 采 用 以 上 3 种 文 献 计 量 学 方 法 的 同

时，本 研 究 还 借 助 了 计 量 软 件 VP（Vantage 
Point）、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和 Microsoft Excel
等工具，对所获取数据进行载文、期刊和著者

情况等层面的统计、分析和验证。

3  统计结果分析

3.1  载文量分析 
文献发表数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领域

的相关研究在既定时间的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

文献的数量随时间、地区、类型等变量分布，是

文献样本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最基础、最简

单的分析项目之一 [26]。本研究统计了 1990-2015
年这 16 年间 BDA 领域的文献统计量的变化情

况，见图 1。
从所收录相关文献的时间来看，最早的

文 献 是 1990 年 来 自 匈 牙 利 布 达 佩 斯 科 技 经

济 大 学 的 科 学 家 T. Kantor 所 著 的 题 为 Novel 
Applications of halogenation Reactions in Atomic 
Spectrometry 的文章。他将大数据应用到原子

光谱分析卤化反应的研究当中，是早期应用大

数据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范例。根据所获得的

时间 - 文献量二维数据表，可以进一步得到随

时间变化的载文量的趋势和载文量增长率的变

化情况（见图 1）：①从 1990 年的第一篇文献

收录开始，1991- 997 年的 7 年间，文献量均维

持在 10 篇左右，大数据的应用技术研究尚处

在初期发展期间；② 1998- 2011 年，文献量较

上一阶段有一定增长，除个别年份有较高增长

率和负增长外，基本维持较低水平增长率，可

将 1990-2011 年 界 定 为 BDA 的 初 步 稳 定 发 展

期；③ 2012-2015 年文献量大幅增加，2015 年

收录的文献量已经达到 509 篇，与初期发展阶

段（1990-2011 年）的文献总量 603 篇相差无几；这

4 年间文献量增长率也提升至 50% 左右，从文

献量的折线图来看，基本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增

长势头较猛，2014 年甚至达到 92.02%，4 年年

均增长率达 66.27%，可见该时期为 BDA 的迅

速发展阶段。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掌握 BDA 技术领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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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研究的发展规律，本研究对该领域文献

研究的增长规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统计研究，研

究过程借助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该领域的文

献增长情况进行曲线拟合，以验证其发展规律

是否符合普莱斯科学文献增长规律。本研究以

时间（年份）为自变量，以累计文献量为因变

量，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中对相关统计数据进

行了曲线拟合。其中包括线性拟合、二次曲线

拟合、三次曲线拟合、对数函数拟合、复合函

数拟合、增长曲线拟合以及指数拟合。根据拟

合结果显示，其中线性、对数函数拟合模型的

相关系数 R2 较小（分别为 0.714 和 0.440），予

以排除，其余相关系数较大的模型包括二次曲

线拟合模型、三次曲线拟合模型、复合函数模

型、增长函数模型以及指数模型，依据普赖斯

文献增长规律中刻画的普赖斯曲线表达式。选

择指数拟合模型来计算 BDA 领域文献量的拟合

方程，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F(t)=8.909×0.205t =8.909×0.205t       (3)
本模型中 t（年份）的初始值为 1，即 1990

年设置为 1，之后依次递增，该拟合模型的拟合

分析结果（模型拟合情况表、方差分析表以及

系数表）见表 1，曲线拟合图见图 2。对指数函

数模型拟合的结果分析如下：

（1）模型的拟合情况反映了模型对数据的

解释能力。修正的可决系数（调整 R2）越大，模

型的解释能力越强。对表 1 的结果分析可知，本

模型的 R2 为 0.882，说明该模型对数据的解释

能力较好。

表 1  模型拟合情况 ( 模型汇总 )

R R2 调整 估计值的标准误差

0.942 0.887 0.882 0.572

（2）方差分析反映了模型整体的显著性，一

般将模型的检验 P 值（Sig.）与 0.05 作比较，如

果小于 0.05，即为显著。对表 2 的结果分析可

知，该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小于 0.05，说

明该模型是显著的。

表 2  方差分析 (ANOVA)

项目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归 61.590 1 61.590 188.104 0.000

残差 7.858 24 0.327 - -

总计 69.449 25 - - -

（3）回归系数是各个变量在回归方程中

的系数值，Sig. 值表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越

图 1  载文量变化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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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越 显 著。对 表 2 的 结 果 分 析 可 知，该 模 型

中，常数项是 8.909，年份的系数是 0.157，t 值

是 13.715，显著性是 0.000。可见两个结果都是

显著的。

表 3  系数统计

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年份 0.205 0.015 0.942 13.715 0.000

常数 8.909 2.059 - 4.328 0.000

（4）图 2 是线性、二次函数、三次函数

和指数函数的拟合情况，图中的圆圈表示实际

值，不难看出，指数函数拟合模型的拟合效果

是最好的。由表 1- 表 3 分析可知，该模型的值

最高，整体 P 值最小，即拟合优度最好，显著

性最好。

图 2  拟合曲线

由 以 上 结 果 分 析 可 以 得 到 以 下 相 关 结

论 :BDA 领域的文献量处于指数增长期，即迅

速发展的阶段；由此可以推测，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还会继续快速增长，文

献量也将呈指数增长（一定时期内）。综合以

上分析结果可以认为，BDA 领域的文献发展符

合普赖斯科学文献增长规律。

3.2  期刊分析

英国著名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最早提出

了核心期刊的概念。虽然布拉德福的定义完全

是按照期刊发表论文数量而确定的，具有一定

局限性，而现在对于核心期刊的定义更多的考

虑了期刊的使用率（包括被引率、文摘率、流

通率）和学术影响力等因素，但布拉德福文献集

中分散定律一直是核心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 [27]。

本文采用布拉德福定律的分析方法对 BDA 领域

文章的期刊分布规律进行整理和研究。

所 选 取 数 据 源 中 的 文 献 来 自 于 886 种

不 同 期 刊， 其 中 来 自 期 刊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id Computing and Escience 的文章最多，为 30
篇；刊载文章超过 10 篇（含 10 篇）的期刊有

14 种。具体分析如下：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中关于核心区、相关区

和非相关区期刊数量的比例关系，本研究将 886
种期刊的载文量分成大致 3 个区域，其中第一

区域约占总数 6.4% 的期刊（57 种期刊）发表了

总量 30% 的文献，第二区域约占总数 21.3% 的

期刊（189 种期刊）发表了总量 30% 左右的文

献，第三区域约占总数 72.2% 的期刊（640 种

期刊）发表了总量 40% 左右的文献，表明 BDA
领域的文献呈现明显的核心密集分布。3 个区域

期刊的分布数量比为 57:189:640，这与布拉德福

定律中的 1:n:n2 相拟合，其中 n 约为 3.3。由以

上数据和分析可以判断，本研究文献样本的期

刊分布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从 1990 年时只

有 1 本期刊发表 1 篇文章，发展至 2015 年累计

共有 886 种期刊共发表 1 701 篇文章，BDA 领

域已经形成广泛的研究覆盖范围并形成自己的

核心期刊群。具体如表 4、表 5、图 3 所示：

表 4  期刊分布列表

对比项
文献量

（篇）

文献量占

比

期刊数

量 ( 种 )
百分比

核心区 510 29.98% 57 6.43

相关区 512 30.10% 189 21.33

非相关区 679 39.92% 640 72.23

合计 1 701 100.00% 88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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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期刊名称列表（载文量≥ 10）

序号 文献量（篇） 累计文献量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期刊名

1 30 30 1.76 1.76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id Computing and Escience

2 24 54 1.41 3.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3 23 77 1.35 4.53 BMC Bioinformatics

4 20 97 1.18 5.70 PLOS ONE

5 16 113 0.94 6.64 Big Data

6 16 129 0.94 7.58 Sensors

7 14 143 0.82 8.41 Cluster Computing-The Journal of Networks Software 
Tools and Applications

8 11 154 0.65 9.05 IBM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9 11 165 0.65 9.70 IEEE Access

10 11 176 0.65 10.35 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11 11 187 0.65 10.99 Journal of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12 10 197 0.59 11.58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

13 10 207 0.59 12.17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14 10 217 0.59 12.76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图 3  期刊分布（布拉德福定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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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著者分布规律

著者是论文的重要外部特征之一，是决定

论文质量的关键 [23]。核心著者的评定需要综合

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和指标，洛特卡定律则只从

发文量角度评定某一领域的核心著者，虽然这

种评定方式忽略了对著者发文的“质”的考量，同

时忽视了在同一篇文章中不同著者的贡献程度

等因素，但运用洛特卡定律来刻画某领域文献

及著者的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失公道

的。

研究统计 1990-2015 年在 BDA 领域发表文

献的实际著者情况，并计算出按照洛特卡定律

所估计的著者数，在此基础之上比较二者的相

对误差。具体情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文献实际著者分布与洛特卡定律分布比较

从 图 4 可 以 看 出，在 高 发 文 量 的 著 者 群

中，其著者数过少，如发文量为 12 篇、11 篇和

9 篇的著者均只有 1 人。而按照洛特卡定律估计

来看，其文献著者数量远不止这些，分别应有

26 人、31 人和 47 人。可见该领域的实际著者

分布与按照洛特卡定律估计的著者分布相差较

多。但发文 1 篇的作者为 5 916 人，洛特卡定律

估计数量为 3 809，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估计。综

上所述，BDA 领域的文献著者分布与按照洛特

卡定律估计的著者分布相差很大；从整体的分

布情况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数据应用

的发展尚未达到成熟稳定的阶段。

4  研究结论及启示

研究通过对普赖斯科学文献增长规律、布

拉德福定律和洛特卡定律的验证，分别从载

文、期刊和著者 3 个层面，对 BDA 领域的文献

增长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

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及启示：

(1) 根据对载文的分析结果可以观察到，自

1990 年起，BDA 领域的相关文献经过一段时

间的稳步发展后，直至 2012 年开始显现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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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进的发展态势，该领域文献整体呈指数增长

态势，发展符合普赖斯科学文献增长规律。采

用此验证方法不仅可以较为简单、准确地描绘

BDA 领域过去的发展态势，还可据此预测其未

来几年将继续沿此态势发展，可以更好地刻画

其发展轨迹和整体走向。

(2) 从期刊角度来看，BDA 领域已形成核心

期刊群，其中包括 BMC Bioinformatics、Sensors
等，该期刊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领域的发

展前沿，此外，据分析结果显示，文献样本

的期刊分布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依据此结

论，可以针对核心期刊群的期刊及其所刊载的

文章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

该领域发展的前沿动态。

(3) 从著者分布情况来看，该领域著者分布

与洛特卡定律相差很大，尚未形成较具影响力

的核心著者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领域的

相关研究尚未成熟。此外，还可以认为，对于

一个发展尚未成熟、尚处于发展探索阶段的新

兴领域，要想形成一个较权威较具影响力的核

心研究群，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4) 本研究应用经典的计量学定律，研究和

验证了 BDA 领域的发展规律。以此类推，对于

其他的新兴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运用这种验证

经典定律的方法，以更好地掌握该新兴领域的

发展趋势和状态。

从近年来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来看，无

论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社会企业，还是高

校机构、各学科领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

良好预期，而最重要的环节当属对于大数据技

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虽然在 BDA 技术上存在

一定的挑战，但相信这更是一次良好的推动人

类社会整体进步的机遇，大数据应用是大势所

趋，是社会进步的新方向。本文分别从载文、期

刊和著者层面揭示了 BDA 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该领域的研究

规律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相关

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研究过程中，由于条件有限，有许多因素

尚未纳入考虑范围，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研究的不准确和不全面。后续笔者将加强全方

位的考虑，以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掌握 BDA 领域

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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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trend over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and indicate the development regulation and trend in the future.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d literature year distribution, journal distribution and author distribution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field, and was the first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its development corresponds to the three fundamental 
bibliometric laws, though there are lots of factors that have not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Result/
conclusion] Results shows that starting in 1990, literatures related to big data application field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stable development, and appears to develop rapidly from 2012, whose development corresponds 
to Price law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growth.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sample in the study is in line with 
Bradford’s law, and forms a group of core journals, including Bmc bioinformatics, Sensors and so on. In the 
view of the author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in this filed is far different from that in Lotka’s law, and there’s 
no doubt that it has not yet formed the core author group.
Keywords: big data application    Price law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growth    Bradford’s law    Lotka’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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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制造强国”已成为国

家重要战略。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度政府工作

报告中多次提出“不仅要传承，更要创新”，“要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打造制造强国，少

不了“创新”和“匠心”！
如何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完善企业创

新体系，形成精益求精、不断改进创新的企业

文化？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同国内领

先的“管理 +IT”综合咨询服务机构 AMT 在不

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从内部寻找驱动

力、整体与局部协同共进、充分发挥内在潜能

【最佳实践】

知识创新驱动发展，智慧打造制造强企
              ——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创新管理体系建设案例

◎ 谢仁聪 1  葛新红 2 
1 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龙岩 364030  2AMT-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的背景下，企业需要结合新的政策环境和

知识环境，建立驱动企业发展的知识管理系统和创新管理系统，在这方面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

践案例值得借鉴。[ 方法 / 过程 ] 通过案例研究方法，详细介绍龙烟的企业背景，分析以情报知识管理系

统为核心的创新管理系统的结构、功能和价值。[ 结果 / 结论 ] 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创新管理较好实现了

创意的激活和共享，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参与的积极性，有效发掘了创意和知识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创新  创新管理  知识管理系统  企业管理  龙烟  AMT
分类号：G203

引用格式：谢仁聪 , 葛新红 . 知识创新驱动发展，智慧打造制造强企 —— 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新管理体系建设案例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5): 393-399[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7/.

作者简介：谢仁聪 (ORCID：0000-0002-9464-6210)，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员，工程师，E-mail：
329445071@qq.com；葛新红 (ORCID：0000-0001-7786-2299)，AMT 研究院院长，E-mail：rose.ge@am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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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创新管理体系。本文将以创新管理和

知识管理为侧重，详细介绍龙岩烟草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管理实践，以期从实战角度为各类

机构特别是企业组织提供参考和借鉴。

2  企业背景

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
烟”）创办于 1951 年，是福建省最有影响的国

有企业和中国知名的卷烟制造基地之一。公司

年产卷烟能力超过 120 万箱，年创税利超 100
亿元，资产总值 125 亿元，拥有国内一流、世

界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产品制造技术和工艺

质量居国内领先水平。公司核心品牌“七匹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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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0 多个卷烟重点骨干品牌之一。

在“打造生态型精品卷烟制造基地”的企业

愿景牵引下，龙烟以“IS-PDCA”系统思维为指

导，以情报知识管理系统为使能器，形成对创

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支撑；以“集众智、建智库”的
管理手段调动全员参与，充分激发每个员工的

智慧；以积分体系为基础形成全员“改进创新指

数”，逐步形成了龙烟独具特色的系统性创新管

理体系。

3  IS-PDCA：系统思维 + 信息交
互，追求自驱动的创新改进

IS-PDCA（见图 1）中的“I”指情报 / 信息 /

知识，“S”指战略 / 方向 / 目标，“PDCA”强调按

照闭环的科学程序，对各类对象进行流程化管

理。在这其中，P 指运营指挥系统，D 代表运营

作业系统，C 代表测量分析系统，A 代表改进

创新系统。

“IS-PDCA”之中包含着三重管理思维（见图

2）：“I-S”强调基于对信息、情报的分析，形成

战略决策，体现对市场环境的快速感知和响应。

“S-PDCA”强调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的开展，保

持和战略方向的一致性，支撑战略目标的落地。

“I-PDCA”突显了工作活动开展过程与信息、知

识之间的交互反馈作用，促进过程的持续创新

改进。

图 1  “IS-PDCA”系统思维

图 2  “IS-PDCA”三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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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重管理思维当中最为鲜明的特色在

于：一是企业深刻地认识到了“I”，即信息、数

据及知识在现代社会对于企业和个人发展而言

所具备的重大价值；二是强化了持续改进的系

统性要求，更加重视整体和局部的共同发展，强

调自上而下变革和自下而上改善的有机结合，更

加注重企业作为一个系统的内生驱动力。

4  情报知识管理系统：创新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使能器

基于“IS-PDCA”理念内涵，龙烟对企业综合

管理平台进行顶层设计，以情报知识管理系统

（I）、战略规划系统（S）、运营指挥系统（P）、运

营作业系统（D）、测量分析系统（C）、改进

创新系统（A）6 个子系统，分别体现“IS-PDCA”模
式各要素，从企业综合管理层面设计了六大子

系统的基础框架，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基本交互

关系，构成了具有自驱动力、有机的、面向持

续系统性改进的管理系统框架。

其中，“I”子系统是整个管理系统信息输入、 

交互和转化的中心，集中体现了感知环境、信

息交互、知识转化、创新孵化等功能需求。为

了实现“I”子系统的落地，龙烟联合 AMT 共同

规划和建设情报知识管理系统，如图 3 所示：

图 3  情报知识管理系统架构

情报知识管理系统是整个 IS-PDCA 管理体

系的核心，它包括以下特征：一方面，它类似

神经系统，与各个子系统进行信息交互，使整

个系统保持灵活性；另一方面，从企业持续改

进创新、员工学习成长、发挥内在智慧、提高

内在驱动力等方面，它以创意遴选与管理、情

报信息推送和交互等方式，成为全员参与系统

改进的主舞台。

4.1  创新改善管理中心：员工创意发挥的主舞台

如何激发员工的创意？如何引导创意从最

初的萌芽状态发展到最后的价值创造阶段？龙

烟情报知识管理系统设计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创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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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见图 4）。通过别具

匠心的创意孵化中心，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两条改进路径连接并打通，形成更加完备的发

展循环。从创意来源开始，通过创意点子选种

（PK）、育种、成长、结果等节点，环环相扣，充

分调动和运用集体智慧，产生有价值的改进创

新方案，并进入“A”子系统的改进创新机制，以

项目制或日常改善的方式加以落实。

通过这样一个闭环的创新管理流程，不

仅实现对创意的遴选，更使得真正有价值的

创意点子能够经过系统、完备的培育落地，促

进成果转化。创新改善管理中心也因此成为

龙烟全体员工最直接、充分参与企业创新发

展的舞台。

图 4  创新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

4.2  情报信息管理中心：企业知识进化的生态园

在信息管理方面，情报知识管理系统强化

企业知识的进化和增值。运用网络爬虫技术智

能抓取外部各类网站和内部各类系统的数据、信

息，并借助 UIMA 工具进行专业解析与索引，快

速实现对内及对外情报知识的整合、分析、精

准推送及智能呈现（见图 5）。此外，通过和创

新管理流程的结合，实现对创新流程节点相关

信息情报推送，避免重复的创新。

4.3  情报信息交互中心：企业信息交互的聚集点

信息交互中心通过知识社区、专家网络、实

践圈、知识地图等方式促进内部的知识交互和

问题解决（见图 6），并与企业其他各业务系统

开放信息接口，方便企业的内外部信息、数据

资源在该平台上进行集中呈现，形成一站式内

容管理。

5 “集众智、建智库”，充分激发每
个员工的智慧

“ 集众智，建智库 ”，是实现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要手段。知识管理的关键，就是把大

家的智慧从无形变为有形、从分散变为集中、从

无序变为有序，使之创造更大价值，推动企业

持续创新。这其中管理者的重点是建立机制和

氛围，把创新的舞台留给一线员工。

—— 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廖材河

创新的过程如何促进全员参与、充分激发

每一个员工的智慧？龙烟在创新管理的推动上

采用了创新的管理手段。例如 , 针对情报知识管

理系统的设计就采用了全员参与的创意大赛的

形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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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情报信息中心示意

图 6  情报信息交互中心示意

为打造符合龙烟特色及员工核心需求的情

报知识管理系统，使情报知识管理系统做到“建
起来 , 用得好”，并发现企业中思维活跃、视野

开阔的精英和新锐，龙烟在公司内部开展面向

全员的“I 创意”情报知识管理系统设计大赛，力

求通过大赛，提高员工对龙烟情报知识管理系

统的认知度，并使其理解和参与全员创新管理。

大赛设置了启动宣传、作品提交、投票海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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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获奖评选等环节，最终全公司 20 个部门的

389 人参与了创意大赛，产生创意方案 70 个，形

成 30 份创意成果，为系统化创新管理在公司的

推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 “积分管理体系”：使持续的改进
创新常态化 

与创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相呼应的，是龙

烟情报知识管理系统中的积分管理体系。积分

的来源分为两种：①创意提出、方案完善、成

果形成等成果性积分；②在以上创意、方案、成

果 PK 的环节中，全员通过浏览、评论、点赞 /
踩、推荐等形式参与的参与性积分。不同的成

果贡献和参与行为对应不同的积分分值，以鼓

励全员充分参与创新的每一个环节，引导员工

由创意来源开始，积极贡献、应用和传播情报、信

息、知识资源，使创新的论证过程更加充分，保

障创新的成果落地。同时，富有游戏化思维的

积分体系设计，使员工在创新改进过程之中体

验到十足的趣味性，收获满满的价值成长，从

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内在创新驱动力。

既然是全员参与，那么积分是否要考虑

不同层级员工的差异性？答案是肯定的。龙烟

的积分规则根据员工所处职位、职级不同进行

差异化设置——职级越高，给予的积分也会越

多，从而保证本身时间不太宽裕的中高层管理

者也能积极参与到创新中来。事实证明，这部

分员工提出的创意、给出评论或者点赞往往也

更具有价值。同时，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积分

的限度，以有限资源的思想引导不同层级的员

工合理地支配手中的积分资源，达到去中心

化、促进和完善创新价值评判的效果。

为确保改进创新的持续性，龙烟还将积分

与绩效考核体系挂钩。将积分转化为“改进创新

指数”，作为部门推动创意管理和全员创新的考

核指标，也确保了部门与个人的创新绩效可测

量、可对比，促进了创新短板识别和绩效优化，使

持续的改进创新植入员工的意识，成为企业的

常态化工作。

7  结语

龙烟情报知识管理系统自 2015 年 1 月正式

上线运行，截至 2015 年 12 月，平台登录应用

人次突破 16.7万，1 498名员工参与创意活动，占

龙烟在岗人数的 93.7%；共 1 085 名员工提报创

意 2 306 项，同比 2014 年提高 38.17%；全员参

与率 72.1%，同比 2014 年提升 28.04%。创意

内容涉及卷烟工艺、自动控制、信息技术、烟

草物流、质量控制、行政综合管理、党政文化

管理及企业管理各个方面，形成直接经济效益

569.84 万元。

创新管理实施以来，较好实现了创意的

激活和共享，显著调动了员工参与创新的积极

性，有效发掘了创意和知识的内生动力，有力

提升了龙烟创新改进能力，促进了龙烟创新价

值最大化，逐步建成“互联网 + 群智创新”的企

业协同创新生态。

以基业长青为目标，以自驱动的改进创新

为核心，龙烟通过对创新改善的持续追求，对

内生驱动力的不懈挖掘，正朝向追求卓越和追

求精益的目标不断迈进。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

制造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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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Innovation Driving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Forging Powerful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aking the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Longyan Tobacco as an Example

Xie Rencong1  Ge Xinhong2

1Longyan Tobacco Industrial Co.,Ltd, Longyan 364030
2AMT-Shanghai Qiyuan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manufacturing country”, enterprises need to build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meet the new policy and knowledge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Lonyan 
Tobacco could offer us some good practice and indication. [Method/process] By the case study, we induced 
the background of this company, analyzed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value of its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cused on the intellige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Result/conclusion] The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cused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realizes the creativity activation and sharing,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scope and enthusiasm, and explores the inner dynamic of innovation effectively.
Keywords: innovati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enterprise management  
Longyan Tobacco    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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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
           ——《知识管理的论坛》专访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 
             主任兼首席专家葛新权教授

◎ 采编：杜杏叶  刘远颖  王铮

编者按：“ 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 ”（http://km.bistu.edu.cn/）成立于 2006 年，是依托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建立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基地以 “ 推进中国知识管理理论创新与应用 ” 为建设宗旨，

积极把握世界前沿知识管理理论与先进实践，持续推进中国知识管理创新。本期 “ 专家访谈 ” 栏目中，我

们有幸采访了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葛新权教授。

葛教授从 20 世纪末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知识管理，提出了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平等管理思想、科

技进步对就业贡献率方法、泡沫经济模型、时滞生产函数模型族以及回归模型技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

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葛教授现担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是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曾入选北京市百千万人才

计划、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

本次采访我们主要围绕知识管理基地的建设情况、知识管理与大数据的关系、对知识管理研究与实践

的建议等相关议题展开，葛教授从经济学这一独特视角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具有普适性的知识管理，

令人耳目一新。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杜杏叶、刘远颖

文字整理：王铮

受访者：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葛新权教授

采访时间：2016 年 10 月 24 日

采访地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引用格式：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 ——《知识管理的论坛》专访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

家葛新权教授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5): 400-406[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8/.

1  关于北京市知识管理基地的缘
起、建设和发展

KMF：葛教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

的专访。我们知道您从 20 世纪末就开始关注

和研究知识管理，也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

研究成果，同时您也是北京市知识管理基地的

首席专家。我们对于这个专门以知识管理的命

名的平台非常感兴趣，因为全国其他地方很少

见，您能否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知识管理

基地的情况？
葛新权：这个平台的诞生要追溯到 20 世纪

末，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我们当时跟著名

的经济学家李京文先生、张守一先生这两位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一起研究知识经济。

我们知道，从知识经济角度讲，知识是第一要素，

就像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的资

本一样重要。进而我们意识到知识管理很重要。

我们知识管理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

建的，并于 2006 年成功入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发表日期：2016-10-29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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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基地。

当时学界有一些专家学者并不认可知识管

理这个名字，但是事实证明，我们之后 10 年的

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个平台。相较于其他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比较偏文史哲，我们基地将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结

合得比较好，这一点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与

管理这个复杂系统问题非常重要，它需要跨学

科研究，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团队在 2008 年获

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KMF：目前我们的知识管理基地主要在开展哪

些方面的研究呢？

葛新权：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有 30 多人。

起初我们主要研究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应用。之

后依托于知识管理基地这个平台，我们又延伸

了几个方向：

首先，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领域，当“理性人”
的假定被打破之后，人的心理行为因素就备受

关注。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任何问题都是不

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现象，因此我们将博弈实验

引入到我们的基地里面，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

通过建立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用实验的手段来研

究经济与管理问题中的人的心理行为。

其次，依托于基地和 2008 年的国家科技进

步奖，我们在 2010 年后又发展了循环经济的方

向，主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废旧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利用、有毒有害污染减少、产业

绿色发展预测预警等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要问题，

并且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进而我

们利用学校大数据学科优势又成立了面向循环

经济和绿色发展的重点实验室，现在已经是我

们学校的重点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知识管理基地目前有知识

管理、博弈实验、循环经济三大研究领域。

2  从知识管理到大数据

KMF：咱们的知识管理基地依托于北京信息科

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其实从这所大学的名字

就可以看出，我们会非常关注信息这一块，而 “信
息 ” 和 “ 知识 ” 又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数据、信

息和知识的角度，您是如何来看知识管理的呢？

葛新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由原北京机

械工业学院和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合并组建的。

目前学校重视信息及其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

并将其融入学校各个学科与专业中，突出信息

特色。目前我们与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和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作，正在申报北京市重点信息实验室（智库）——
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实验室。数据、信息和知

识是知识管理中最基本概念，我认为数据是信

息的一种重要而普遍表示，而信息与知识具有

互不包含又有交集的关系，如股市大盘屏幕显

示的是信息，不是知识；股市分析师所应用的

理论是知识，不是信息；股市分析的股评既是

知识又是信息。知识管理就是从数据与信息中

提炼或挖掘新的知识，当然提炼或挖掘本身就

是应用知识。可见，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在研究

知识管理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KMF：那样很好，和实践一线深度合作，从技

术应用层面来提供支持。
葛新权：我去年参加吴庆海博士等组织的

中国知识管理联盟委员会，当时开大会时我的

感觉就是总体上中国知识管理的应用超前于理

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与提升，推动

理论研究。在知识管理研究中，我们针对政府

部门与企业需求提供的应用及技术服务等实践

成果多一些。近年来我们研究基地引进很多优

秀的博士、博士后，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理论研

究水平。我们会用一些经济学、心理学、社会

学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理论技术、模型、工

具和方法来研究知识管理问题，如之前可能也

很少有其他人用经济模型来研究知识管理。

KMF：这个正在申报的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实

验室的确很顺应当前大数据研究与实践的趋势。
葛新权：是的。无论政府、企业和个人，

绿色发展与我们密切相关，从绿色设计、绿色

制造、绿色物流与销售、绿色消费，到绿色回

收循环利用。要做到这一点，利用大数据是必

然选择。现在我们面临的机遇是：对于海量数据，

无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都确实要针

对面临的问题加强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

分析和利用，进而解决问题。其中，大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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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还提供一种结合实际问

题处理这些数据的有价值理论、技术、方法和

工具。

现在的海量数据铺天盖地，你今天发布一

条信息，刹那就可能会被淹没。但是作为每一

个人，在数据量这么大、数据流这么快的情况下，

怎么把自己需要的信息提炼出来，这确实需要

一个敏锐、灵巧的方法和工具，这也是知识管

理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我认为大数据的方法和工具有广

义与狭义之分，传统的统计方法就是广义的，

而真正体现大数据狭义的方法应该是全集的方

法，我认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出现。当然，统

计其实就是数据提炼、数据加工分析的思想与

工具，统计的功能就是对原数据（非决策信息）

加工处理，提炼出转换为决策信息（知识）。

3  大数据的本质要求：描述个体异
质性，尊重个体异质性

葛新权：过去我们的统计研究是，如要对

10 万人组成的对象进行研究，不必对 10 万人中

的每一个人都逐一进行研究，把 10 万人归成这

个总体作为“1”，对这个总体进行研究。但是现

在看来这个“1”太综合了，忽视了很多个体差异，

研究出的结果和真正的研究对象会出现比较大

的偏差。

我刚才提到博弈实验，它所研究的就是个

体异质性。应该说“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个体”
是不变的，因此将研究对象根据差异分成不同

类别，对每一类做认识，对症下药，才是有价

值的。

过去我们只描述这个总体的“1”，但你要认

识每一个个体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现在

有了大数据之后，依托更为强大的运算和分析技

术，我们可以认识各大类，而且可以细分更多的

类，这样就能更好地把握个体的差异。从而通过

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实现对象总体的认识。

因此，我认为大数据的本质是个体异质性。

因此，要求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个体。利用大

数据信息处理量比较快，可以更为接近个体异

质性差异。所以我觉得这跟知识管理的本质要

求也是契合的。知识管理尊重人的差异。比如

我跟这个人相处，这个人内向不爱开玩笑，我

就要懂得尊重他，而不要去改变他。只有这样

我们相处才可能长久。

4  从大数据到大知识

葛新权：基于以上这种对于大数据的认识，

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来一些更深远的知识。知识

是由人创造的，是人类大脑劳动的成果。你不“以

人为本”是不行的，你不了解人的差异也是不行

的。这个人再与众不同，你也要懂得尊重他，

才能跟他合作。我觉得大数据和知识管理传递

出的这种“尊重人”“以人为本”的理念特别好。当

掌握了这种知识和认识，你不管是当领导还是

做群众，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尊重，

相互平等。

5  平等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发展的
必然

KMF：您刚才从大数据谈到大知识，又谈回到

知识管理，其本质都是尊重个体差异、尊重人，这

让我们想到您在 2003 年就发表过文章谈到平等

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的必然趋势。
葛新权：对。我当时研究知识管理，提到

了叫平等管理，定义了职责链的概念。我认为

在任何一个组织大家的分工不一样、履行的职

责不一样，我们叫职责链，每个人肩负的职责

不同，都是组织职责链的一个节点，两个相连

的节点为一个链条。只有职责链中所有职责（节

点）以及职责关系（连接两个节点的一个链条）

都发挥作用，组织的任务才能完成。职责链概

念把人与他的职责分离开，职责不同且有相互

关系，但人是平等的。这有利于营造知识创新

的文化氛围。比如说在大学，校长行使校长的

职责，院长行使院长的职责，教师行使教师的

职责，大家都是职责链中一个节点，大家的关

系是职责链中的链条，大家协同工作才能实现

大学功能，但在人的属性上是平等的。大家尽

管职责不一样，但是应该互相尊重，知识创新

与知识应用是平等的。

我认为未来知识管理的方向是追求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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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的平等管理，把职责跟人分离开。作为

教师的我跟你校长是平等的，只是说在大学这个

功能里面，我履行教师的职责，你履行校长的职

责，大家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各司其职，才能

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

传承的作用。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当市长就履行

好市长的职责，我当市民就履行好市民的职责，

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而在以前，我们没有将人与职责、人与职

责对应的知识分离出来，从而使职责的不对等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也跟中国文化

有关，在传统上有个误区，我在职责上管着你，

我就管着你的整个人，你的其他方方面面我都

要管。这种文化强调要管着你，现在应该注重

开放，这样才能充分地让每个人在宽松的环境

中、在没有压力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去创新。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尊重人，尊重每一个

个体，让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在矛盾中合作才

能双赢。我觉得知识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人，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激发人的创造性。

我们每个人对知识管理的理解不一样，我

产生这种认识也是跟我的学科背景有关。

6  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知识管理

KMF：您提到了学科背景，我知道您长期以来

都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和工作，那么想请您

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对知识管理的认识。
葛新权：刚才提到过我们早期就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李京文、张守一等老专家研究知识经

济，并且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知识经济与知

识产品》《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

概论》《知识经济学原理》《微观知识经济与管

理》等。我的老师张守一先生生前一个很大的遗

憾就是，他一直力主将知识经济的表述写入政府

文件，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但今年的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了“分享经济”，这其实也是知识经

济条件下的新事物，也体现了知识经营的理念。

我学经济学出身，从经济学介入到管理学

受益还是蛮大的。我给学生讲课，我引用经济

学的思想最多，因为管理都有一个实践问题，

而经济学理论能帮着你把管理的思想提炼出来，

我觉得有这个最有作用。因此我觉得经济学是

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基础打扎实了，对你从

事社会学、管理学都非常有价值。

回到知识管理，我对于知识管理研究与实

践的建议，就是你需要掌握一些经济学的知识。

从我的研究来讲，你不能只看到企业与市场，

你的企业不管知识管理怎么做，最后都是与国

家宏观政策、国家经济走向密切相关。

所以我觉得不管做知识管理理论研究，还

是在企业做实践工作，都要把自己的知识面打

开一点，我觉得经济学就很重要。可以讲它是

研究知识管理的基础，如果你经济学不是太懂

的话，做知识管理应用和研究还是有局限的、

甚至有时功亏一篑。

7  企业知识管理是练内功、增长效

KMF：我们之前采访过很多知识管理业界的专

家，他们有的是从软件开发角度、有的是从管

理咨询角度、有的是从培训角度、有的是从文

化角度来解读知识管理，而您是从经济学角度

出发，为我们又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在

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您认为这么多年来国内

企业实施知识管理都面临着哪些挑战和问题，又

存在哪些规律呢？
葛新权：我发现国内知识管理搞得好的企

业存在以下几个条件：一般都是经营比较好的

企业，机制上比较完善，产权明晰，有战略眼光，

相对来说大型私企和跨国公司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在中国做知识管理都是顶尖的企业，

他们的收入、利润都比较稳定，都是高端的企业，

企业家才会站得高，他也有这种要求、能力与

精力，也有资金来支持知识管理，知识管理需

要长期投入才能见效，短期是难见效的。一般

的国企不怎么做这个，不是说他们没有要求，

只是他们的条件与能力有限。但应该要求他们

具有知识管理的思想、营造尊重人的文化环境。

在中国很多企业还存在体制机制的问题，

还存在着短期行为。一个企业，任何一个组织

都是如此。一个领导人在单位里干得年头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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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0 年才可能把这个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

能做出成绩。如果他就干 3 年，是很难干好的。

大学也是这样，校长要把他的理念、思想、规

划付诸实施，起码得有些年头，如 10 年才能见效。

所以许多年之后，你能预见到知识管理会

遇到这个问题。知识管理不是“花架子”，而是

练内功、增长效的东西。有能力的企业，企业

家才有做知识管理愿景，但还需要给他时间。

否则因为短期不见效，只能给别人做嫁衣，大

多数也不愿意干。此外，有些有能力的企业由

于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以及社会环境与评价、

市场恶性竞争、企业家精神缺失也不愿意做。

KMF：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于国内广大实

施知识管理的企业有哪些建议呢？
葛新权：我觉得这跟企业规模有关。华为

的知识管理做得非常好，但是一般企业做不到

这样。我觉得一般企业搞知识管理，不要追求

大企业那种模式，比如像华为那样建立知识库、

知识系统等。但是起码可以应用一些知识管理

的思想，比如怎么珍视员工、尊重员工，发挥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知识创新来讲，人人具有创新能力。你

要给员工一个好的环境、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

真正把员工当作企业的主人，他才会把自己的

聪明才智贡献给你。而且智力劳动和心情是有

关系的。一个员工到你这个单位工作，他总希

望这个单位好，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受益。

一般企业做到这些就可以，具备了这些理念，

知识管理就可以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创新活动，比如每个

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创新方法，但是这个创新方

法作用太小，只能为自己服务，不具有普遍性

和推广性。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把某一种创新方

法提炼上升到整个企业的高度，那作用就很大

了。进而，如果能把企业的创新方法上升到产

业乃至社会层面，那么这个作用就会非常大。

KMF：目前很多传统的实体经济企业面对虚拟

经济和电商企业的严峻冲击，您是怎么看实体

经济和电商呢？
葛新权：我想起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的

房地产和股市也是非常火，大家都把钱投在股

市和房地产，但是大家都这么干，而没人干实

体经济，最后肯定是泡沫。但是当时京都陶瓷

株式合社的老板稻盛和夫就一直坚持做实体经

济，他说我这个人就做实实在在的事，挣实实

在在的钱。到 90 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

那些从实体经济转向房地产和股市的老板都跨

了，而他的坚持成就了两个世界 500 强企业。

虚拟经济应实体经济需要而产生，它不能脱离

实体经济发展，否则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泡沫

破灭就是必然的。

不管怎么说，网络确实是一个技术平台，

确实把时间、空间、距离缩短了，这是网络的

优势。但是网络毕竟是一个工具，都是电商了

而没有实体店，那么网络与实体就失去平衡，

更重要的是丧失文化。

我认为实体店还是要存在的，因为这是一

个人与人交流的环境，这是一种社会活动，也

是一种文化氛围。如果你让实体店都垮了，那

一定是一场灾难，因为破坏的东西太多了。我

举个例子，妻子要给丈夫买一双鞋，于是她们

夫妻带着孩子逛街，这个过程也是培养家庭感

情的过程，也是家庭和社会互动的过程，除了

买东西的行为之外，还满足了其他的需求，同

时会产生其他需求。而如果仅仅是依靠电商，

就会破坏很多东西。我认为人有两个属性，一

个是自然属性，比如生老病死，到了什么年龄

做什么事情；另一个还有社会属性，例如维系

家庭、社会、民族。这个属性不应该被破坏。

所以我觉得国家对于实体和电商，还是应

有统筹规划，有所引导也要有所限制。

8  知识管理与教育、人文

葛新权：刚才提到了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待在家里是无

法充分认识社会的。现在家庭个性化越来越强，

需求的个性差异也很大，但是你个性再强，你

也要考虑别人，一个人走向社会不能那么任性，

你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是有影响的。

而中国的社会教育是有缺失的，从小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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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背唐诗，搞奥数，其实没必要，在小时候最

重要的是教你做人正直、诚实、守信与礼仪的

道理。这是最基本的社会知识，所以我讲用知

识管理来研究幼儿教育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缺乏诚信的知识。市场经

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契约和信任，我们恰好缺失

这个东西。这尤其对私企特别不利，企业留不

住人，员工说走人就走人连招呼都不打，缺乏

这种基本的诚信。我们曾经接待一个会计事务

所的主任，他跟我说，现在不管哪个学校的实

习生普遍都有一个弱点，就是缺少信用。

这跟我们的教育有关，孩子从幼儿园小学

就应该学习到这些知识，但是现在小学却在注

重教奥数，这是不平衡的，独生子女教育更是

值得反思。我们知识管理应该从这个角度研究

教育，研究在每一个阶段应该让人具备哪些基

本知识。

KMF：您所讲的这就上升到文化教育层面了。
葛新权：我们做教育工作的都知道，现在

中国继续教育的方向有偏颇，其实终身学习是

对的，但是现在在大环境压力下大家都不得不

热衷于考各种证。按说他博士硕士学士都毕业

了，适应、胜任自己选择的相关专业岗位的工

作是没有问题，当然在工作中需要学习新知识，

但没有必要用考证要求，而需要结合工作实际

学习新知识，这是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当然

现在取消了很多考证，我认为力度还应加大。

知识管理要求“干中学”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

兴趣选择的职业，在工作中通过努力他的事业

就会成长。终身学习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是闲

暇时间的自由学习，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选择，有喜欢舞蹈的，有喜欢绘画的，有喜

欢读书的，有喜欢旅游的，有喜欢运动的，等等，

这样的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才有价值，提高国

民素质素养、品质与爱好，有利于提升国民生

活态度与质量，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现在都是专业教

育，都是考证，就有了偏差了，还影响到生活

情绪与质量。

所以终身教育应该是每个人喜欢什么就学

习什么，提高自己的素养、提升自己内心的东西，

不能太功利。

不仅继续教育如此，研究生教育也有偏颇。

现在大学培养硕士博士，含金量确实有待提高。

比如博士培养，我们强调创新，强化发表论文。

结果，博士论文反映出在文献阅读与把握上不

足，只了解还未必掌握了文献的冰山一角就创

新，结论可想而知。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说，

做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最重要的是要花几年

时间阅读相关文献，真正全面了解、理解与掌

握前沿，做到站在巨人的肩旁上从某个点上创

新，得到的结论与认识才是有价值的创新，丰

富发展理论，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博

士论文应该是理论创新，现在情况是应用对策

多且缺少学理支撑，由于阅读少，现状都没有

搞清楚就创新，显然是靠不住的。

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回归到知识管理，

用知识的思想来认识这些问题，在学习掌握

应用知识中创造新的知识，在创造新知识中

学习知识。

9  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

KMF: 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知识呢？
葛新权：其实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实际上都

是知识应用与知识创新。我跟我的导师张守一

研究员在研究知识经济时，有一个基本观点：

什么叫知识？我们认为人类大脑活动的成果才

叫知识。自然界、社会上没有的，而是人类大

脑产生的才叫知识，知识是人创造的。

我们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产生的新观点、

新方法、新工具、新模型、新理论等，这些都

是知识；制定法律法规、制度与管理办法等也

都是知识；制定的规划、计划、评价方法与评

价体系以及提出的政策建议等也都是知识产品。

特别地，文化是知识产品，与制度是边际收益

递减的相比，它是边际收益递增的。不做知识

管理的人，他其实也会遵循这样一个程序，而

对于掌握知识管理的人来说，他会使这个过程

更有序。我感觉学习知识管理的人，掌握了知

识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再去研究其他问

题就比较专业，很到位，他更能抓住知识的本质，

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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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F：所以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那么您是如

何将知识管理延伸到其他的领域的呢？
葛新权：在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并不是所

有老师都专门研究知识管理，但是可以考虑如

何将他们的学科专业与知识管理结合。比如研

究营销的老师可以考虑在营销管理中哪些地方

涉及知识管理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哪些

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可以用到市场营销研究当

中。以此类推，所有的研究都是可以与知识管

理挂钩的。

其实，回想过去我们小学上语文课，一篇

课文学完了，老师问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一段

的段落大意是什么？这其实也是知识挖掘，你

首先要看懂，并理解，才能概括提炼出来。目

前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科

学，统计推断是最基本、最有效、最普遍的方法，

它就是知识管理与知识挖掘（发现）的方法，

未来的大数据也是如此。其实在艺术文化领域，

美与数，美与形的表达也有规律，知识管理也

是有作为的。

还有一点，我们为政府部门做课题，遇到

的最大挑战也是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比如撰

写一个报告，3 万字、10 万字对研究者是容易的，

但是政府部门要求你提供精简版浓缩到 3 000
字、1 000 字，甚至 800 字的核心内容，这就考

验你归纳和概括的能力，你需要提取关键知识，

把最核心的 800 字提炼和表达出来，并且让领

导看明白，这一点其实很多人做不到。这是极

致的知识管理应用，不仅体现在课题研究本身，

还体现在对课题成果的高度提炼。

所以我觉得知识管理思想真的很有价值，

可以运用于各个领域。而且知识管理的理论与

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会有比较大的作用。无论我

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知识管理的意识，应

用知识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如同在法治社会具

有法制意识一样。

10  关于知识管理研究

KMF：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知识管理研究？对知

识管理研究工作有哪些建议？
葛新权：当前尽管在专业目录中没有设置

知识管理这一学科专业，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项目目录中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下专门有知

识管理的方向。但是研究知识管理与 10 年前比

已经呈现良好的态势，许多大学在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专业下

培养知识管理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生。

由于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从不同学科专

业领域都可以研究知识管理，对所有的问题都

能够运用知识管理来研究，形成不同的特点。

有研究理论的，有研究方法、工具、模型的，

有研究制度、政策的。

任何一个研究都应该针对理论与现实问题

从自己所长出发，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研究。比

如说我们基地有研究基础理论，有研究制度，

有研究方法技术。知识（产品）往往要汇聚集

很多人的智慧。在这几年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发

表了 10 余篇顶级的 A 类刊物文章，还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和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很多都是和

知识管理有关。我从 2008 年开始在北京交通

大学招收知识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明年

起也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

系招博士研究生。这也是对于我们研究成果的

肯定。

（完）

采访后记：
北京知识管理基地经过 10 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本次采访中，葛

新权教授从经济学视角对知识管理的解读、对大数据本质的认识、对知识管理普适性阐述

及其儒雅的学者风范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适值葛教授的团队正在申报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智库）—— 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实验室，即将进入现场评估阶段，在此我们

也预祝他们顺利通过评估。

葛新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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