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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2 月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 OSI）在布达佩斯会议上提出开

放存取的思想，并于 2002年 2月 14日公布了《布

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1]，之后开放存取（以下

简称 OA）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至今已经走过

了十多年的发展道路，且仍在持续发展，OA 的

各种资源（包括OA论文、OA期刊、机构知识库、

OA 平台等）不断丰富和增长，影响着学术和科

研领域。为了进一步发展 OA，提升 OA 资源影

响力，更好地传承学术成果，促进科学研究的

【学术探索】

开放存取资源影响力研究述评
——从文献分析和引文分析的角度

◎林豪慧

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  广州  51009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开放存取（OA）十多年来不断发展，相应资源不断增长和丰富，及时研究和分

析关于 OA 资源影响力评价的文献，有助于明晰研究脉络，更好地传承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 OA 资源的

影响力。[ 方法 / 过程 ] 从文献分析和引文分析的角度，利用 SCI、HistCite 和 CNKI 等工具，采集 OA 资

源影响力评价的国内外文献、引文、高被引文献、研究机构、核心作者、来源出版物等数据，梳理国内外

研究概况，并揭示重要研究力量和文献。[ 结果 / 结论 ] 发现 OA 资源影响力持续吸引研究者关注，美国

和英国是第一研究梯队，印度、加拿大、德国和中国等一批国家随后；国外重要研究多从论文引用方面研

究 OA 影响力，认为金色 OA 是现在流行的出版模式，国内重要文献主要从引文、网络链接、影响因子、

特征因子等方面探讨 OA 期刊的影响力。可将发展 OA 期刊作为提升 OA 影响力的一种重要途径。

关键词：开放存取  影响力  文献分析  引文分析

分类号：G255.2  G239.1

引用格式：林豪慧 . 开放存取资源影响力研究述评 —— 从文献分析和引文分析的角度 [J/OL]. 知识管

理论坛 , 2017, 2(2): 87-96[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图书馆学会资助项目 “ 基于可拓的开放存取资源学术影响力模型与评价 ”（项目编号：
GDTK1207）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林豪慧 (ORCID：0000-0002-3683-0984)，研究馆员，硕士，E-mail：linhaohui@tom.com。

收稿日期：2016-09-28        发表日期：2017-03-15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共用和创新，有必要梳理 OA 资源影响力评价

的相关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脉络、近期关注，

预推提升其影响力的思路和路径。笔者从文献

分析和引文分析的角度进行评述。

1  分析思路与工具

笔者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引文分析法，从总

体上对 OA 资源影响力（以下均称“OA 影响力”）
的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分析法是通过搜集、鉴

别、整理文献，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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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研究，可从不同的视角发现新的信息。

引文分析法是对文献或作者的引用与被引用的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广泛应用于科学管理中。

文献采集以 OA 和影响力作为检索概念，前者

以 open access、开放存取、开放获取为关键

词，后者以影响力、影响因子（现行评估影响

力的主要依据）为关键词。学术文献之间的关

系能反映不断积累、传承和突破的学术创新过

程，体现学术成果的传承和传播 [2]。利用 SCI、
HistCite、CNKI，对国内外有关 OA 影响力评价

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考察文献间的关

系，力求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揭示 OA 影响力

研究概况，描绘 OA 影响力研究的发展历程。

对于国外相关文献，采用 SCI 的数据和其

文献分析功能。SCI 是世界公认的高品质论文收

录索引工具，数据量大，有很强的结果分析功能，

因而笔者使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采集数据，

并进行文献数和引文数的多角度分析，从宏观

上了解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HistCite 是一种引文编年可视化软件，由

SCI 的发明人加菲尔德开发，基于引文分析用图

示的方式展示某一领域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

它基于 SCI 的文献数据，对 SCI 文献进行分

析，帮助快速绘制出一个领域的发展历史，定

位出该领域的重要文献，以及最新的重要文献。

HistCite 的分析可以弥补 SCI 仅关注引用次数的

不足（因为并非所有引用都是有效引用），避

免了由此来确定重要文献而导致不够准确的情

况。

对于国内相关文献，采用 CNKI 的数据及

其文献分析和指数分析功能，对相关研究进行

梳理。CNKI 收录的文献数据较为全面完整，结

果分析功能在国内全文数据库中做得较好。

2  国外 OA 影响力研究分析

2.1  SCI 的 OA 影响力文献分析

2.1.1  SCI 检索策略

由于 OA 这一缩写在英文文献中经常作为

一个医学术语骨关节炎 osteoarthritis 的缩写被使

用，所以只使用 open access 作为检索词。2016
年 9 月 1 日，通过标题 : (open access)AND 标题 : 
(influence or affect or impact or effect*)（记为检

索式 1）检索获得 162 条文献记录，通过标题 : 
(open access)AND 主 题 : (influence or affect or 
impact or effect*)（记为检索式 2）检索获得 631
条文献记录。检索式 1 虽然更为精确，但获得

的文献数量较少，检索式 2 兼顾了查准率和查

全率，获得的文献数量更多，更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而采用检索式 2 的结果进行分析。

2.1.2  SCI 文献分析

先从文献数量和引文的情况来分析。文献

总数 631 篇，总被引 4 551 次，H 指数为 30，
即其中有 30 篇文献被引用了 30 次以上，表明

该领域有为数不少的重要文献。1998-2016 每年

出版的文献数见图 1，其中 1998-2005 的年文献

量均在 20 篇以下，2006 年文献数量几乎成倍增

长，之后的年份小幅增长，在 2014 和 2015 年

达到年 70 篇的高峰值。每年的引文数（见图 2），

一直在持续、稳定、均幅地攀升，2015 年的引

文数达到近 800 篇的高值。文献总数和引文数

的总体持续增长状态，说明对 OA 影响力的研

究一直在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问题。

图 1  1998-2016 每年出版的文献数

值得说明的是，数据集的文献统计年份始

于 1998 年，在这一时间节点也有国内文献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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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表明国内外在学术交流开放存取方面都经

历了长期的发展，直到 1998 年左右，OA 才作

为一种概念被明确提出，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

同与支持 [3]。

图 2  1998-2016 每年的引文数

在 631 篇论文中，排名前 6 的主要高被引文

献中，有 3 篇都是从论文引用方面研究 OA 影响

力的，分别是 G. Eysenbach 的《OA 论文的引用

优势》[4]，P. M. Davis 等的《OA 出版、论文下

载和引用的随机对照试验》[5]，以及 I. D. Craig
等的《OA 论文是否有更大的引用影响？》[6]。

在这 3 篇文献中，第 1 篇对 2004 年 6 月 8
日至 2004 年 12 月 20 日期间在同一种期刊上发

表的 OA 和非 OA 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

果表明：即使是一种研究型图书馆广泛使用的

期刊，OA 文献也比同行评议的非 OA 文献更快

被同行识别和引用，OA 可能通过加速传播和吸

收研究结果而使科学受益；第 2 篇是一篇高被

引论文，测量 OA 对科学文献的下载和引用的

影响，论文从美国生理学会出版的 11 个期刊中，

选取了 1 619 篇研究性论文和综述，进行随机对

照试验，发现 OA 出版可以比订阅出版获得更

多的读者，但没有发现 OA 文献发表后第一年

的引文优势，指出广泛报道的 OA 的引文优势

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假象；第 3 篇论文也

是笔者在 HistCite 分析中识别的一篇重要文献，

该文献指出近期学术交流中出现了几种 OA 方

式，可以大致分为金色 OA 和绿色 OA，综述了

OA 状态和学术文献的引用次数之间的关系，指

出早期研究显示了文章的免费在线可用性或 OA
状态与更高引用次数之间的相关性，更近期的

调查解释了论文 OA 状态和引用之间的关系的

性质，至当前为止最严格的研究表明，OA 和非

OA 文献之间的引用次数的剩余差异由选择偏差

假说解释，指出没有发现支持 OA 假设本身的

证据，这需要使用类似严格的方法进行进一步

研究，以确定该发现的一般性。这 3 篇文献探

讨了 OA 与非 OA 文献的引用差异、OA 出版对

下载和引用的影响、OA 状态与引用关系的研究

演变，可以帮助快速了解OA影响力的研究脉络。

根据国别地区和机构，可以了解 OA 影响

力的研究力量分布。图 3 显示，美国和英国 OA
影响力方面的研究明显领先，美国居首，约占

文献总数量的三成，英国居第二，约有美国的

一半数量，随后是加拿大、德国、印度、意大利、

中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美英较早开始实

行 OA，因而关于 OA 研究的文献数量多，在某

一具体主题上的研究也会占优势。图 4 给出了

排名前 10 的机构名单，文献量由多至少，依次

是伦敦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

印第安那大学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

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汉肯经

济学院、德黑兰大学、哈佛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

其中美国 3 家，英国和印度各 2 家，也与国别

排名相互印证。

图 3  按国别排名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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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按机构排名前 10

结合基金资助机构情况（见图 5），排名

前 10 的资助机构中，美国 3 家资助机构共资助

8 篇相关文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

助 4 篇文献，英国 2 家资助机构共资助 4 篇相

关文献，德国 2 家资助机构共资助 4 篇相关文

献，西班牙和瑞典各有 2 篇资助文献。在排名

前 10中出现了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文献，

说明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虽从数量上不及国外，

但也在着手研究，并且获得了高等级的资助，

有望引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

图 5  基金资助排名前 10

从 来 源 出 版 物 上 看（见 图 6），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entometrics、Learned 
Publishing、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PLOS 
One 和 Gastroenterology 都有较高的发文量，表

明这些期刊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有

较长时间的累积和吸引相关研究的效应。该领

域的核心研究作者如图 7 所示，有 B. C. Bjork、J. 
F. Xia、S. Harnad 和 S. Arunachalams 等。

从 SCI 设置的研究方向和 Web of Science
类别看，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是研究 OA 影响

力的主要学科领域，占近三成的研究份额（见

图 8 和图 9），此外，在计算机科学、工程、医

学、化学、通信和商业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占

据较前位置，表明在 OA 资源的技术实现方面、

在拥有较多 OA 信息资源的医学领域，也展开

了较多相关研究。

图 6  按来源出版物排名前 10

图 7  按作者排名前 10

图 8  按研究方向排名前 10

图 9  按 Web of Science 类别排名前 10

2.2  HistCite 的 OA 影响力引文分析

2.2.1  数据导入与指标说明

与针对文献数量进行的统计分析不同，



HistCite 是一种引文分析工具，是从引文的角度

对大批量的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快速定位出主

题研究中的重要文献和关键文献，描绘出主题

的整体研究脉络，比如了解领域内最先被提出

的问题、里程碑式的文献、文献间的相互关系、

重要科学家及机构等。

笔者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检得的

1998-2016 年国外 OA 影响力研究的 631 篇文献

为研究对象，将文献导入 HistCite 后得出分析数

据，631 篇文献共有 1 888 个作者，发表于 398
种期刊中，总引文数 14 686，标出 2 070 个关键

词，并且可以分别按出版年、文献类型、语种、

机构、机构扩展、国别等进行查看。

HistCite 中有几个重要指标 LCS、GCS、

LCR、CR，其中 LCS 和 GCS 分别是本地引

用次数、总引用次数，这两个指标可以判断文

献重要性，不过不能反映最新文章的重要性；

LCR 和 CR 则分别是本地引用文献和引用文

献。在分析中，通常选用 LCS 指标排序，因

为 LCS 比 GCS 更能反映引用的文章有多少是

跟当前研究领域相关的，能更准确地判断文献

的重要性。

2.2.2  引文分析与解读

对全部 631 篇文献按 LCS 排序，并形成分

析图（见图 10）。图中，纵向坐标表示年份，

圆圈表示文献，一个表示一篇，圆圈的大小表

示被引用次数，箭头表示引用关系，数字为文

献序号。

图 10  631 篇文献引文分析图

从图 10 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文献相互之间

形成了一个网状结构，说明很多文献之间在引

文方面互有关联，另有一部分文献处于离散状

态，说明该部分文献的研究主题相对脱离于主

流研究内容。由于文献量大，网状结构太密，

不利于查看分析，经调整，选取 LCS 排名前

100 的文献进行作图，并取图中文献间有关联网

状的部分，形成图 11，并进行解读，揭示其中

的重要文献。

图 11 中显示出若干篇较重要文献。在有关

联的文献中，J.D.Wren 的文献 94[7]，获得本地

引用 11 次，总引用次数 41，该篇文献讨论开放

存取和开放获得（利用互联网进行科学出版物

的分享），反映了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是较重

要的早期文献；I.D.Craig 的论文 159[6] 是整个文

献网络中圈最大即最重要的文献，获得 42 次本

地引用，总被引次数 111 次。该文在总被引次

数中排名第 4，然而对 HistCite 的作图分析表明，

该文的本地引用表现最好，表明在本研究领域

内，有较多文献接纳认同了它所提出的观点或

数据，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其他文献的研究，

或引发出更多研究分支或方向。它之后有 2 篇

文献 167[8] 和 212 [9] 也表现优异，均获得 25 次

本地引用，总被引次数分别为 58 次和 6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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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分别是基于 ArXiv 分析 OA 对于引文

的影响，及 OA 论文的引文优势。这几篇文献，

反映了 OA 影响力研究的较重要内容。在近期

的文献中，2014 年的 3 篇文献 484[10]、527[11]、

480[12] 分别获得 4 次、3 次、2 次的本地引用，

总引用次数也分别有 15 次、8 次、4 次，说明

这 3 篇文献也较重要，研究内容分别是绿色

OA 剖析、全球 OA 存储库、印度的金色和绿色

OA。

L. Leydesdorff 认为，论文的引用需要进一

步区分为长期引用和短期引用，短期引用说明

了被引论文处于研究前沿或研究热点中，反映

的是选题的先进性和合理性，研究短期引用便

于增强学术研究性和目的性，形成前瞻性预测

和建议；而长期引用则充分体现了被引论文的

学术影响力和原创性，反映了学术的传承和传

播 [13]。HistCite 识别出了重要的文献传承节点，

包括经典重要文献（长期引用次数高）和近期

引用次数较高的文献。

近期的 3 篇重要文献中，第 1 篇指出对于

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OA 有两个主要途径：在

OA 期刊（称为金色 OA）中发布，或在其他网

络位置存档文章副本或手稿（称为绿色 OA），

研究聚焦于总结和扩展关于绿色 OA 的当前知

识，以前研究表明所有出版的期刊文章的绿色

OA 覆盖率约 12％，绿色 OA 副本在相当长的

时间延迟之后才可用，存储库是理想的存档地

点，但存储在主页和类似位置不能保证长期保

存，且可能侵犯出版商的专有权利。由于机构

存储库数量的迅速增加，绿色 OA 上传的技术

基础正变得越来越稳定，但 OA 授权范围内的

文章数量仍然很少。第 2 篇利用 OpenDOAR 项
目收集的数据，回顾了 2005-2012 年 OA 存储库

的全球增长情况。最初的存储库开发主要集中

在北美、西欧和澳大拉西亚，特别是美国、英国、

德国和澳大利亚，其次是日本，2010 年以来则

集中在在东亚、南美洲和东欧，特别是在中国台

湾地区、巴西和波兰，在此期间，包括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保持了稳定增

长，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增长

有限；文献认为影响存储库初始开发及使用的

主要因素包括 IT 基础设施、文化因素、政策举

措、提高认识活动和使用授权。第 3 篇文献考

察了在印度绿色、金色和混合模式下出版的 

462 种选自DOAJ、IndianJournal.com 和 Open J-
Gate 的 OA期刊的特征，指出这些期刊的引用

次数是通过使用 Google 学术搜索和印度引文索

引来计算的，金色 OA 是现在次大陆最流行的 

OA 出版形式；OA 期刊主要受少数几个重要出

版商和期刊的影响，金色  OA 期刊的最高影响

因子为  0.58，出版费用不是计算机科学、药学

和医学领域作者的主要障碍。

HistCite 分析直观地呈现了 OA 影响力发展

脉络及最新进展，可以帮助了解重要文献、学

图 11  LCS 排序前 100 篇文献引文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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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果和贡献者，为进行 OA 资源建设和影响

力提升提供了有益的切入点。

3  国内 OA 影响力研究分析

3.1  CNKI 文献分析

3.1.1  检索策略与结果

在 CNKI 中对 OA 影响力研究的文献进行

检索，2016 年 9 月 9 日通过检索式 TI=( 开放

存取 + 开放获取 +OA) AND TI=( 影响力 + 影

响因子 ) （记为检索式 3）获得 29 篇结果，通

过检索式 TI=( 开放存取 + 开放获取 +OA) AND 
SU=( 影响力 + 影响因子 ) （记为检索式 4）获

得 210 篇结果。相比 SCI 的检索结果，国内研

究在数量上明显少了很多，表明国内外研究力

量和兴趣存在差异。

3.1.2  CNKI 文献分析

以检索式 4 获得的文献作为分析对象，H
指数为 18，即其中有 18 篇文献被引用了 18 次

以上。从研究力量上看，武汉大学、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吉林大学的文献数居前，表明这些机构对此展

开了较多研究；具体到作者，核心作者群包括

胡德华、刘辉、方卿、陈巍、黄颖、李麟、沈

鸥等，都有 3 篇以上的相关论文，其中胡德华

有 6 篇文献，是主要研究者，另外任胜利、程

维红、黄如花和袁顺波等有 2 篇以上文献的作

者 30 多人，说明 OA 影响力也吸引着一批业内

学者的关注，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主题；从基

金资助方面看，呈两极分化，一方面有高等级

的基金资助，包括 13 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4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另一方面，受基金

资助文献数很少，大部分文献无项目依托，可

见研究总体上呈分散和薄弱的状况，未能受到

各级基金的有力关注。这从文献增长情况也可

以得到印证，发表文献数多的年份是 2009 年到

2015 年，年均发表 20 多篇文献，此前的年发表

文献数较少。

在国内文献中，被引最高的文献是葛赵青

等撰写的《利用开放存取提高高校自然科学学

报的影响力》[14]，获得了 98 次的引用；李若

溪等的《国际学术出版开放式访问 (OA)》”[15]

有 51 次引用，胡德华作为作者之一的《开放

存取期刊的质量评价研究》[16]、《开放存取期

刊论文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研究》[17] 分别获

得 36 次和 26 次引用。概览被引居前的文献，

主要从 OA 期刊和 OA 论文两个角度对 OA 影

响力进行研究。在来源期刊方面，《图书情报

工作》11 篇居首，其次是《现代情报》《图

书馆论坛》《编辑学报》、《情报杂志》《图

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建设》和《科技与出版》，

都发有 5 篇以上文献，这些刊物是发表这一主

题的主要期刊。

由于 CNKI 的结果分析功能一次最多支持

150 条文献，因而取检索式 4 所得文献的被引前

150 条记录进行分析。在图 12 中，大多数文献

聚焦在一起，网状关联比较平均，说明文献间

多有相互引证。其中在稍为明显的一个文献聚

焦区，多数文献是讨论 OA 期刊的影响力，说

明这一主题得到相对较多的重视，研究成果也

较多。此外也有少部分文献是处于边缘化的离

散状态，表明这些文献的研究观点自成一体，

未得到其他研究应和，未形成流派。

如果采用检索式 3 的结果进行分析，可得

到图 13。图 13 涉及的文献数量少，但可以看

出文献间较明显的传承引用关系，其中一个区

域关联了较多文献，图中圆圈较大者即较重要

的文献，包括胡德华与常小婉的《开放存取期

刊论文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研究》[17]、袁顺波

与华薇娜的《基于引文与网络链接的开放存取

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18]、王珏与方卿的《开

放存取期刊学术质量评价 ( 二 )——基于影响

因子视角的分析》[19]，韩鹏鸣的《基于特征因

子的开放存取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研究》[20]，

赵铁汉与黄颖的《开放获取期刊学术影响力评

价研究》[21]，均从 OA 期刊角度探讨影响力问

题；另外，葛赵青等撰写的《利用开放存取提

高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影响力》[14] 被众多文

献环绕，说明其观点也得到较多文献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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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CNKI 150 篇 OA 影响力文献分析

图 13  CNKI 29 篇高相关 OA 影响力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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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国内外 OA 影响力研究的文献进行

分析，可看出国外在文献数量、研究力量、研

究资助、文献引用关系等方面明显强于国内，

美国和英国的研究总体上较为领先。在作者中，

J. Wu、I. D. Craig、H. F. Moed、B. Bjork、胡德

华、刘辉、方卿、任胜利、程维红和黄如花等

是较有影响和高产的核心作者群。高影响力的

文献主要从 OA 引用、OA 期刊和机构存储库的

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展开研究和讨论。国

外高影响力的几篇文献主要从论文引用角度研

究 OA 影响力，探讨了 OA 与非 OA 文献的引用

差异、OA 出版对下载和引用的影响、OA 状态

与引用关系的研究演变；短期引用较好的几篇

文献总结和扩展了绿色 OA 的进展和知识，回

顾了 2005-2012 年 OA 存储库的全球增长情况，

考察了印度绿色、金色和混合模式下的 OA 期

刊的特征，指出金色 OA 是现在流行的 OA 出版

形式。国内的高影响力文献则主要从 OA 期刊

入手探讨学术影响力问题，研究角度包括引文、

网络链接、影响因子、特征因子等。国内更关

注 OA 期刊影响力研究的可能原因，在于期刊

可以采用影响因子等较公认的指标进行分析对

比，更便于研究，而对特定论文的分析具有特

殊性而不太具有普遍性，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

通用性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对 OA 期刊进行

影响力评价应该是更可行更便利的研究和发展

路径，是后续研究的一个可行着力点，因而提

升 OA 影响力更应从发展 OA 期刊角度去进行。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国外文献

方面，从 SCI 检索到的 631 篇文献中，有 108
篇文献属于 OA 文献，用户可免费方便获得查

看原文；在国内文献方面，因 CNKI 未提供 OA
滤出功能，转万方平台查看检出文献中是否有

OA 来源的文献，结果显示为无。从这个角度看，

当前国内 OA 的发展，从常用数据库中获取 OA
资源尚不够便利，可获得文献数量少，更是缺

少相应的功能，可以说在实践发展方面仍偏弱，

与国外比则更有差距，因而可以考虑增强国内

主要数据库平台对 OA 的支持，包括增加 OA 来

源文献的提供、显示、滤出及分析等功能模块，

以方便用户获取、利用及研究，也可为提升 OA
资源的影响力提供文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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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OA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itation Analysis

Lin Haohui
Library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Open access (OA)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are growing and richer. It is useful to review the literature of OA resource impact 
evaluation in time. It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context, improv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OA 
resources influence. [Method/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itation analysis, 
SCI, HISTCITE and CNKI tools were used to collect literatures, citations, highly-cited pape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re authors and source publications of OA resource influence evaluation, so as to comb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ofiles and reveal important research force and literature. [Result/co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OA resources continue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research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re the first study echelons, followed by India, Canada, Germany and China. The important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es OA influence from the OA paper cita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golden OA is 
now the popular publishing mode, and the domestic important literature mainly researches the impact of OA 
journals with citation, network links, impact fact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ctors. OA journals can be 
developed as a focus to enhance the impact of OA.
Keywords: Open Access    influence    literature analysis    cit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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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电话、无线电话统称为手机，是一种

可以在较广范围内使用的便携式电话终端的通

讯工具。1987 年中国广东省蜂窝式移动通信业

务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通信市场开始步入移

动通信时代。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的迅猛发展，移

动手机进入全面智能化时代，智能手机市场也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也迎

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目前，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的是第三代手

机（3G）。第一代手机（1G）是指模拟的移动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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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只能进行语音通信，收讯效果不稳定，且

保密性不足，无线带宽利用不充分。第二代手

机（2G）是最常见的数字制式手机，具有稳

定的通话质量和合适的待机时间。第三代手机

（3G）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

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能够处理图

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

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

务。第四代手机（4G）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

像，图像传输质量与高清晰度电视不相上下，整

个行业正在向第四代手机（4G）转换。2014 年

是 4G 正式商用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手机向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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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重要一年。

2  手机产业发展现状

2.1  我国手机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的手机生产制造起步于 1999 年，经

过 10 余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落后到具备一定实力，我国手机生产量已超

过全球产量半数以上，规模迅速扩大，已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手机分为智能

手机和非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主频较高、运

行速度快、程序反应迅速、性能好，非智能

手机则相反，但其稳定性要比智能手机好。

随 着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和 移 动 互 联 网 的 快 速 发

展、手机芯片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移动智能

终端技术的创新完善，我国手机产业由传统

非智能手机向智能手机转型升级，智能手机

产销量均跃居全球首位。

据美国知名半导体市场调研机构 IC Insights
统计的 2016 年第一季度手机厂商出货量全球前

12 强的数据显示，全球排名前 12 大出货量的手

机品牌厂依序为三星、苹果、华为、OPPO、小

米、Vivo、LG、 中 兴 ZTE、 联 想、TCL、 魅

族、Micromax。其中，中国厂商就占 8 名，是

有史以来的首次。从 2006 年至 2015 年，我国

手机的产量翻了 3 倍多，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的

态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我国 2006-2015 年手机产量

2.2  东莞手机产业发展现状

东莞是我国重要的手机研发制造基地，基

本覆盖了整个产业链条。2013 年 4 月，东莞成

为省市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东莞智能

手机产业基地，基地范围为东莞市全境，基地

产业领域为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产业发展

方向为智能手机产业。目前，智能手机和移动

终端产业是东莞渗透率最强、创新最活跃、影

响最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据东莞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发布的《东莞市 2015 年度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情况报告》[1] 的数据显示：据东莞市

统计局数据统计，2015 年东莞市手机产量为 2.36
亿台，同比增长 24.5%，占全国手机产量（18.19
亿台）的 13%，其中智能手机 1.9 亿台，同比增

长 40.9%。

东莞现有各类通讯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     
4 000 多家，敷铜板、PCB、片式电容、晶振、磁

性组件、马达等关键电子元器件行业，以及手

机电池、屏幕等新兴行业，无论技术上还是产

能上均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华

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维

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沃”）、广

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珀”）、东

莞宇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龙”）、金

立集团（以下简称“金立”）等龙头品牌整机生产

企业，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贝电子”）、东莞航天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天电子”）等一批大型整机代工企业，东莞

三星视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视界”）、东

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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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泰”）、东

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

胜”）等一批上游配套企业 [2]。目前，东莞全力

打造全国智能手机创新研发基地，已经形成以

整机生产制造为主，元器件和模组、电池、周

边配件三个行业为主要配套的“1+3”产业发展格

局。2013 年，东莞市手机产业制造环节的产值

占整个手机产业产值的 99.5%，其中整机企业产

值占手机制造产业产值的 49.1%，周边配件、电

子元器件及模组和手机电池分别约占手机制造

产业的 23.7%、21.9% 和 4.7%[3]。东莞拥有自有

品牌的手机整机生产企业如表 1 所示。

表 1  东莞拥有自有品牌的手机整机生产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自有品牌 所在镇街

1 华为终端（东莞）

有限公司

Huawei 松山湖

2 东莞宇龙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Coolpad 松山湖

3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

Oppo 长安镇

4 维沃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

Vivio 长安镇

5 东莞金铭电子有限

公司

Gionee 大岭山镇

6 东莞金卓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Gionee 大岭山镇

7 东莞市奇格斯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Geotel 清溪镇

3  专利视角下的手机产业概况

专利是衡量企业创新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数

据。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实

现知识和财富相互转化的重要手段和资源，是

衡量国家、地区和企业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

标，能客观反映一个国家和企业对核心技术的

掌握程度，并能集中体现一个国家和企业的科

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4]。

3.1  手机产业主要技术分析

手机作为一个综合产品，无论是设计、材

料、功能、部件还是网络协议，都涉及到专利

技术，一部现代智能手机包含的相关专利技术

大概在 10 万项左右，包含通信技术、显示技术、半

导体芯片技术、人机交互技术、应用软件等诸

多方面。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

心于 2012 年发布的《智能手机产业专利态势分

析》研究报告中，针对智能手机主要技术进行

了分类，主要包括：人机交互、应用与服务、低

能耗、天线、操作系统、处理器，其中，人机

交互、应用与服务和低功耗是发展最迅速和最

热门的技术。

人机交互技术包括：触控技术（机构设计 [ 屏

幕结构、电路结构 ]、手势识别 [ 点击、轨迹、手

写 ]）、语音识别和感应技术（磁力感应、光感

应、加速度感应、距离感应、陀螺仪感应）。

应用与服务技术包括：基于位置服务（导

航服务、信息提供、位置呈现、周边搜索、情

景设置、位置上报）、视频通话、手机电视、基

于 NFC 的应用（认证、支付、结构设计、数据

共享）和基于 PUSH 的应用。

低功耗技术包括：结构设计、操作模式、通

信流程、系统进程和应用场景。

3.2  专利视角下的手机产业概况

专利申请量可以反映出一个企业的技术实

力。2006-2015 年期间，我国手机专利数量在逐

年稳步增长，2015 年数量是 2006 年的 10 倍，达

到了数量的峰值，这 10 年手机专利总数量约为

5 万多件。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是手机主要申请

的专利类型，其中外观设计专利基本上占总专

利数的一半，而且主要是以个人申请为主，在

地域上以深圳、上海居多。

从技术层面看，手机的核心技术在早期几

乎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所以手机的发明专利

基本上都是由外国企业申请。随着国内企业慢

慢开始重视手机技术的发展，国内手机发明专

利申请逐步增加。申请企业集中在中兴、华为

和宇龙科技，这三家企业的总部都设在深圳。

目前，人机交互和应用服务成为技术热

点，并日益趋于成熟。在人机交互技术中，触

控技术占据了主导地位，语音识别技术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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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热烈的关注。国外申请在结构设计和手势

识别上分布更为均衡，国内侧重手势识别，特

别是手势识别中的点击和轨迹，苹果、三星和

LG 是触控专利的主要拥有者。应用与服务包括

手机安全管理、资格认证、视频语音娱乐、数

据信息管理等，基于位置服务是应用与服务的

研发热点，低功耗还是手机研发的难点。

4  东莞手机产业的专利分析

4.1  研究对象

据东莞市统计局调查资料统计显示，除手

机零配件生产企业外，东莞手机整机生产企业

大概有 26 家。以东莞手机生产企业为检索对

象，通过对这 26 家手机生产企业进行前期的专

利检索，发现专利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

中。由于手机设计的专利技术比较多，单以东

莞整机生产企业为检索对象，难以保证结果的

检全检准，会遗漏很多手机零配件生产企业。

如果只是根据手机关键词来进行检索，则

会漏检诸多关于手机核心技术方面的专利。所

以，根据手机的技术特点分析，经过多次的检

索尝试，为提高检索结果的检全率和检准率，选

择了 IPC 分类中 H 部（电学）的 H04M 电话通

信、H04L 数字信息的传输、H04Q 选择、H04W
无线通信网络和 G 部（物理）的 G06F 电数字

数据处理作为检索的分类字段。

4.2  数据来源

笔者调查的专利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知识产

权公共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在线专利检索分析数

据库 [5]，检索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选择公

开（公告）日为 2006-2015 年的 10 年检索时段，地

址为东莞。最终确定检索式为：公开（公告）日

=[20060101 to 20151231] and 地址 = 东莞 and 分
类号 =(G06F3/041 OR G06F3/042 OR G06F3/043 
OR G06F3/044 OR G06F3/045 OR G06F3/046 
OR G06F3/047 OR G06F3/048 OR H04M1/% OR 
H04L12% OR H04W% OR H04Q7/32)。

通过对检索结果的内容分析，剔除不相关

专利以及重复文献，最终得到东莞手机产业相

关技术主要专利文献 5 556 件，其中发明专利   
4 009 件，实用新型专利 1 547 件。专利类型（因

外观设计专利分类体系不同，故检索结果并没

有出现外观设计专利）、专利申请人所属机构、专

利法律状态等见表 2 和表 3。笔者将以这些专利

文献为主要分析对象，开展东莞手机产业专利

情报分析。

表 2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概况

专利类型 专利件数 申请人所属机构 专利件数

总专利数 5 556 个人 362

发明专利 3 982 大专院校 53

PCT 发明 27 科研单位 20

实用新型 1 546 工矿企业 5 087

PCT 新型 1 机关团体 4

外观 0 其他 30

表 3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法律状态

法律状态 有效 在审 失效

专利件数 1 961 2 492 1 103

4.3  专利分析

4.3.1  总体发展趋势

从每年的申请量和公开量来看（见图 2），专

利数量波动不大，基本上都是处于稳步上升的

态 势。 申 请 量 在 2012 年 达 到 了 最 高 值 1 476
件，2013、2014 年慢慢的有所下跌，2015 年又

增加到 1 197 件。公开量在 2013 年达到最大值

1 910 件，2014 年有所下跌，2015 年又上涨到 1 
728 件。

任何技术、任何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都

有起步、成长、成熟和衰退 4 个阶段。随着互

联网络、产品智能化的不断发展，手机技术也

在不断地创新和完善。目前，东莞手机产业技

术还处于成长阶段（见图 3），技术生长率处于

缓慢上涨的趋势，于 2014 年跌至最低点，这与

2014 年专利数量下跌有关，但 2015 年又开始慢

慢上涨。技术成熟系数基本上一直处于稳步上

升的态势，今后发展前景还比较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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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发展总趋势

图 3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4.3.2  申请人构成和趋势

在所调查的数据中，申请人共有 692 个，其

中前 10 名申请人及专利数情况见表 4。专利

数最多的是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达

到 2 956 件，占总数的 53.2%。其次是东莞宇

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数量为 662 件，占

11.92%。其他的还有胜华集团 122 件，占 2.2%；步

步高 112 件，占 2.02%；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

司 102 件，占 1.84%。其余 6 名申请人专利数都

在 50 件以下，占比低于 1%。广东欧珀移动通

信有限公司的研发能力比较强，发明人数也较

多，专利含金量较高，在东莞手机产业上占据

绝对优势。

从总体情况看，除正崴精密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外，各大企业在 2006-2009 年期间，手

机 专 利 数 量 还 处 于 空 白 状 态， 从 2010 年 开

始，手机专利数量逐年攀升，于 2013 年达到

顶 峰，2014 年 有 所 下 滑，2015 年 又 急 剧 上

升。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作为专利申请

数量第一的单位，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依然领

先，2013 年的专利数量（1 163 件）就远超其

他单位 10 年的专利数量。正崴精密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每年都有专利的产生，虽然数量比较

少。见图 4。
4.3.3  发明人构成和趋势

据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共有 2 994 名发明

人， 排 名 前 10 的 发 明 人 见 表 5。 第 1 名 是 曾

元 清， 专 利 数 量 为 622 件， 占 总 专 利 数 量 的

11.2%，比之后的 9 名发明人的专利数量之和

还多。第 2 名是张强，专利数量为 133 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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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专利数量的 2.39%。第 3 名是李建林，专利

数量为 78 件，占总专利数量的 1.4%。前 10 名

发明人中，有 8 名来自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只有第 5 名的季统凯来自国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专利数量为 44 件，占总专利数量的

0.79%； 第 8 名的郑战海来自广东小天才科技

有限公司，专利数量为 39 件，占总专利数量的

0.7%。

表 4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申请人综合情况

序号 申请人 专利件数 占本主题专利百分比
申请人研发能力比较

活动年期 发明人数 平均申请年限

1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2 956 53.20% 7 729 2

2 东莞宇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662 11.92% 5 490 3

3 胜华集团 122 2.20% 5 157 4

4 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112 2.02% 4 120 4

5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102 1.84% 5 39 1
6 正崴集团 - 正崴精密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48 0.86% 9 49 8

7 广东明创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9 0.70% 2 43 2

8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36 0.65% 3 53 1

9 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0.59% 5 34 2

10 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2 0.58% 5 28 2

10 金龙机电（东莞）有限公司 32 0.58% 4 52 2

图 4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申请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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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发明人综合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明人 曾元清 张强 李建林 张海平 季统凯 林煜桂 成蛟 郑战海 王杰 岳闯

专利件数 622 133 78 52 44 42 42 39 36 34
百分比 11.20% 2.39% 1.40% 0.94% 0.79% 0.76% 0.76% 0.70% 0.65% 0.61%
所属

单位

广东欧珀

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

国云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欧珀

移动

通信有限

公司

广东小

天才科技

有限公司

广 东 欧

珀移动

通 信 有

限公司

如图 5 所示，在 2006-2010 年间，各发明

人的专利数量基本上为 0。曾元清 2011 年专利

数 为 7 件，2012 年 专 利 数 为 198 件，2013 年

专利数为 208 件，2014 年专利数为 7 件，2015
年 专 利 数 为 202 件。 张 强 2012 年 专 利 数 为 5

件，2013 年专利数为 55 件，2014 年专利数为

29 件，2015 年专利数为 44 件。第 3、6、7 名

发明人只有 2015 年才有专利产生，前 9 年都是

空白。其他的发明人也是最近两三年才有少量

的专利产生。

图 5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发明人趋势

4.3.4  IPC 分类技术总体状况和趋势

《国际专利分类法》IPC 是目前国际通用

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主要是用于发明

和实用新型专利文献的分类。IPC 分类表内容包

括了与发明专利有关的全部知识领域，共分为 8
个部，部是分类表等级结构的最高级别，部下

面细分为大类、小类、大组和小组。

如表 6 所示，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技术基本

上分布在 H 部（电学）和 G 部（物理），H04
（电通信技术）和 G06（计算；推算；计数）所

占数量最多，其中 H04M（电话通信）、G06F（电

数字数据处理）、H04W（无线通信网络）、H04L
（数字信息的传输）这 4 个方向的技术专利数

排在前列，占总专利数的 8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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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 IPC 构成

序号 IPC 大类 专利数 IPC 小类 专利数 IPC 大组 专利数 IPC 小组 专利数

1 H04 3 419 H04M 2 281 H04M1 2 253 H04M1/725 1 041

2 G06 1 653 G06F 1 623 G06F3 1 426 H04M1/02 720

3 H01 99 H04W 639 H04W4 216 G06F3/041 287

4 A45 46 H04L 297 H04L12 187 G06F3/0488 272

5 H05 39 H04N 112 H04L29 96 G06F3/0481 187

6 G09 37 H04B 53 H04N5 95 G06F3/0484 167

7 G02 30 A45C 46 H04W12 64 G06F3/044 146

8 H02 29 H01Q 37 G06F9 63 H04M1/2745 83

9 F16 29 H05K 34 H04W48 53 G06F3/0487 81

10 G08 28 H01R 26 H04W24 49 G06F3/048 76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 IPC 小组技术分类前 10
名见表 7，其中手机的结构设计专利总量排在

第一，占总专利数的 30% 以上，其次是触控技

术、人机交互技术、芯片技术和手势识别。这

几种技术专利数之和占总专利数的 55% 以上。

这也说明了东莞手机产业技术在朝着这几个领

域发展，这也是目前智能手机的热门技术发展

方向。

表 7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所属技术领域

IPC 小组 类名 所属技术领域 专利件数 占总专利数 (%)

H04M1/725 无绳电话机 结构设计 1 041 18.74

H04M1/02 电话机的结构特点 结构设计 720 12.96

G06F3/041 以转换方式为特点的数字转换器，例如，触摸屏或

触摸垫，特点在于转换方法

触控技术 287 5.17

G06F3/0488 使用触摸屏或数字转换器，例如通过跟踪手势输入

命令的

触控技术 272 4.90

G06F3/0481 基于显示交互对象的特定属性或一个基于隐喻的环

境，例如类似窗口或图标的桌面组件的交互，或通

过光标的特性或外观的改变辅助的

人机交互 187 3.37

G06F3/0484 用于特定功能或操作的控制，例如选择或操作一个

对象或图像，设置一个参数值或选择一个范围

人机交互 167 3.01

G06F3/044 通过用电容性方式 触控技术 146 2.63

H04M1/2745 使用静态电子存储器，即其操作不要求在存储装置

与传感器之间相对移动的存储器，例如芯片

芯片技术 83 1.49

G06F3/0487 使用输入装置所提供的特定功能，例如具有双传感

装置的鼠标旋转控制功能，或输入装置的特性，例

如基于数字转换器检测压力的按压手势

手势识别 81 1.46

G06F3/048 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交互技术 人机交互 76 1.37

如图 6 所示，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技术的

发展在前 5 年经历了一个低潮期，人机交互

技 术 和 手 势 识 别 技 术 是 从 2013 年 才 有 所 起

步，触控技术是从 2011 年才开始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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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开始，各类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也可以看到，芯片技术还一直是东莞手机

产业的薄弱环节，相对于其他技术来讲，专

利数是最少的。

图 6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技术发展趋势

4.3.5  IPC 分类申请人构成

在东莞手机产业专利 IPC 小组技术分类前

10 名中，前 10 位申请人见表 8，除了两位申

请人东莞市平波电子有限公司和兴科电子（东

莞）有限公司取代了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正崴集团 - 正崴精密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其他的都是表 5 中专利

数量前 10 名的企业。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依然是排在技术的最前面，各类技术的专利

数量也远超其他企业。在芯片技术方面，只有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东莞宇龙通信科

技有限公司有发明专利，分别为 61 件和 19 件，其

他企业在这方面的专利数都为 0。胜华集团、金

龙机电（东莞）有限公司和东莞市平波电子有

限公司的专利技术主要表现在触控技术方面，广

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和兴科电子（东

莞）有限公司的专利技术主要表现在结构设计

方面。

4.3.6  IPC 分类技术关联度

技术关联度是指产品技术组合的关联度，通

过技术交叉分析，可以揭示关键技术之间的联

系和技术融合状况。通过对检索到的 5 556 件专

利中排名前 50 的 IPC 小组技术分类号进行技术

关联度分析，得出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技术关联

度情况（见图 7）。技术关联度排在最前面的

是 H04M1/725（无绳电话机），其复合技术专

利数是 324 件，关联技术数量是 25 个；其次是

H04M1/02（电话机的结构特点）的复合技术专

利数为 135 件，关联技术数量是 24 个；第三是

G06F3/041（以转换方式为特点的数字转换器）的

复合技术专利数为 78 件，关联技术数量是 13 个。

由此可见，手机结构设计技术合作联系比

较紧密，触控技术次之。其他的技术虽然关联

度不大，但每个关键技术都有其关联的技术，各

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固的依存关系，有利于

手机产业整体技术的提高和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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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IPC 分类申请人构成                                                  （单位：件）

所属技术

领域
IPC\ 申请人

广东欧

珀移动

通信有

限公司

东莞宇

龙通信

科技有

限公司

胜华

集团

广东步步

高电子工

业有限公

司

广东小

天才科

技有限

公司

金龙机

电（东

莞）有

限公司

东莞市

平波电

子有限

公司

维沃移

动通信

有限公

司

广东明

创软件

科技有

限公司

兴科电

子（东

莞）有

限公司

结构设计 H04M1/725 760 149 0 39 28 0 0 6 12 0

结构设计 H04M1/02 348 31 0 9 1 1 0 6 1 14

触控技术 G06F3/041 77 11 83 0 9 17 16 2 1 0

触控技术 G06F3/0488 209 42 0 0 6 0 0 1 4 0

人机交互 G06F3/0481 139 40 0 0 3 0 0 2 0 0

人机交互 G06F3/0484 136 16 0 2 6 0 0 2 3 0

触控技术 G06F3/044 23 3 21 0 0 12 9 2 0 1

芯片技术 H04M1/2745 61 19 0 0 0 0 0 0 0 0

手势识别 G06F3/0487 68 6 0 0 2 0 0 2 1 0

人机交互 G06F3/048 41 15 1 9 1 0 0 0 0 0

图 7  IPC 小组前 50 名技术关联度

5  东莞手机产业专利发展存在的问题

5.1  企业间差距明显

从以上专利分析可以看出，东莞手机产业

专利基本上都被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掌

握，占半数以上，其发明人数量也是最多的，科

研能力远超其他企业。东莞宇龙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虽然排在第二，但是专利数量也只有广东

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 1/5。其他企业的专

利数更是少之又少。从前期的调研结果可以看

到，东莞还有不少整机的生产企业，除了欧珀、宇

龙、华贝企业有专利外，其他企业的专利数都

为零。企业间的差距非常大，大企业竞争优势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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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东莞手机产业技术大部分集中在手机结构

设计方面，如外围配件、手机外壳、支架等技

术含量低的加工制造领域。在关键技术如手机

专用芯片、高端显示屏、人机交互、应用与服

务、智能终端等方面，开发力不足，都还高度

依赖进口。只有少部分企业具备从方案设计到

功能设计的研发支撑能力，其他很大一部分手

机企业仍处于 OEM 及 ODM 等代加工阶段。从

专利的数量来看（见图 4），2009 年以前各大

东莞手机企业专利数基本为 0。利用同样的数据

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2006 年至 2009 年，并

采用一样的检索分类号，得出全国手机专利数

为发明专利 55 663 条，实用新型 7 100 条，所

以东莞手机专利数与全国手机专利数量相比，还

有很大的差距。虽然从 2012 年至今有突飞猛进

的发展，但手机技术还处于成长阶段，今后发

展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宽阔。

5.3  产业链创新滞后

东莞手机企业除华为、欧珀、宇龙、广东

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等

拥有自主品牌外，大多数企业仍以贴牌、低端

产品为主。手机创新设计比较单一，只机械地

追随市场潮流，不注重消费者的需求，缺乏实

质性的内容，仅仅停留在“手机上网”的层面，产

品定位尚不精准，对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不够重

视，内容服务创新能力不足，限制了产业高端

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还有待加强。

6  东莞手机产业发展的具体策略

6.1  加强手机产业专利态势分析，建立专利壁垒

对产业专利态势进行分析，可以获取产业

发展的动态信息，了解产业的发展趋势，对产

业预警和规划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分析

东莞手机产业的专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比

国内其他重点手机企业的专利状况，为东莞手

机产业的发展前景指明方向和提供情报参考，提

高产业层次和产业竞争力。同时，企业还要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专利管现制度，科研立项、研

发以及产品上线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专利管

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技术，以及将专

利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

成功率和国际竞争力。

地方政府要完善专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加

大专利宣传，提高专利保护意识，加强专利地

图的跟踪和研究，开展专利预警，特别是对已

经公开的专利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进行专利

池的构建和专利布局，以促进二次开发和创新。

同时应该鼓励技术开发和专利申请，重视专利

部署，构建专利预警机制，建立一个能够保护

本地企业健康发展的专利壁垒。

6.2  建立手机产业专题数据库，实现资源的共享

目前，大多数企业利用网上免费的专利

信息数据库资源进行检索，如国知局的专利检

索、佰腾专利检索系统等。但是，这些数据库

里的资源对于具体企业来说，针对性不强，无

法满足具体企业对具体行业的检索需求，海量

的数据检索起来非常麻烦，而且“检全”与“检准”之
间的尺度难以把握。因此，东莞有必要建立手

机产业专题数据库。

借助手机产业专题数据库进行专利跟踪检

索和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较为简便地了解

某一技术主题目前国际国内发展现状如何、竞

争对手在与我们相同的技术主题上的发展如

何、目前相关技术主题还有哪些方面存在技术

发展的缝隙、我们的相关技术主题研发能力与

他人相比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该向哪些技术领

域或技术主题发展才有生存的空间、某个技术

主题的生命周期如何这些可大大提高科研投入

效益的、非常复杂的专利战略问题，帮助我们

充分了解竞争环境，借鉴已有技术、避免专利

纠纷等。

6.3  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加强专利的保护

东莞手机企业普遍研发力不足，应充分利

用本土优势，根据自身实力调整研发策略和方

向，选择适当的研发路线，从多角度提高企业

的技术研发水平，推动在芯片研发设计、整机

及模块方案设计、系统开发设计、硬件及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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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商业模式创新等智能手机高端环节的发

展。实现从“代加工”到“自主创新”的提升，可

以采用官、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构建手机

产业研发生产服务体系。完善企业技术创新平

台，提前做好工作规划，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

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大各技术的研发投入

力度，对手机产业科技创新项目进行资助，积

极发展手机产业高端环节和前沿性研究，完成

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型。

6.4  扶持重点企业，推进产业的协同

东莞拥有华为、欧珀、宇龙、步步高等一

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龙头骨干

企业，在显示屏、手机电池、元器件及周边配

套领域，也拥有一批具备自主设计开发能力的

优质先进企业，如三星视界、迈科、劲胜、广

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益科

技”）、东莞华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科电子”）、东莞市誉铭新精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誉铭新”）等。对这些重点企

业进行政策扶持，建立东莞手机设计及研发

中心，培养和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手机企

业，成为带动和引领东莞手机产业发展的龙头

和骨干，并以构建东莞手机产业技术合作联盟

为目标，增强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产

业联盟、技术联盟和通用技术平台的指导。加

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有效整合和配置

科学技术资源，推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

协调合作机制。

6.5  完善手机产业链，健全生态产业体系

强化自主品牌手机的研发制造，推动加

工贸易环节转型升级，优化关键元器件、高端

组件等关键环节配套能力，拓展应用和内容服

务，完善手机产品结构，科学合理布局促进产

业的资源整合和优化升级，并在专利、知识产

权、税收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制订全面扶持

政策，进一步拉长和拓宽产业链，全方位推动

东莞手机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构建“硬件 + 软件

+ 应用 + 服务”的健全生态产业体系。

松山湖已获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移动智能终端），依托

松山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基础设施配

套、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的优势，力争将松山

湖打造成以研发设计为核心，以关键配套环节

为重点，以智能手机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的东

莞市智能手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平台。

大力推动智能手机产业集聚新载体建设，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规划建设智能手机专业园，推动

产业要素集聚、配套服务完善的智能手机产业

生态体系构建，提升东莞市智能手机产业的集

聚和承载能力。

7  结语

本文主要调查分析了东莞手机产业专利的

发展现状，由于检索策略构建的不同，数据检

索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依据最终构造的检索式

获得结果，也会有所遗漏或者检准率不够高。

还有就是华为企业虽然整个手机生产链已经搬

迁至东莞松山湖区，但其申请专利还是在深圳

公司，所以检索结果中很少有华为企业的专

利，这对东莞手机专利数据的检准率也有一定

的影响。虽然此次的检索分析不能完全精确地

代表整个东莞手机产业，但结果还是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因外观设计专利的分类体系不同，所

以检索结果并没有把外观设计专利囊括在内，只

是从手机的核心技术问题上对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进行分析。总体上来看，此次分析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莞手机产业专利方面的状

况和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可以引

发思考，为东莞手机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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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 trend of applicants, inventors and IPC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pplicant form of IPC classification and IPC classification technical correlation. Finally, it pointed out 
the open question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fiv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ngguan mobile phone industry: first, 
reinforcing the patent situation analysis of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 second, establishing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 thematic database; thir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rth, supporting key enterprises; fifth, improving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 chain.
Keywords: mobile phone industry    Dongguan    patent    intelligence analysis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11

知识管理论坛，2017（2）:9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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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技术扩散理论由 E. M. Rogers 提出，认为

技术扩散是一项新技术透过通路散播到最终采

用者或使用者的过程 [1]。经典的技术发展模型

表明从基础研发到技术商业化应用是一条简单

线性路径，但实践中技术扩散往往更表现为一

个复杂的迭代过程 [2]。许多研究比较了不同模

型在技术扩散研究中的应用效果 [3-5]，实证结果

认为由于技术扩散方式受内部因素的影响更甚

于外部因素，因此 Logistic 生长模型（其理论基

础偏重于内部影响力）更适于研究科技创新的

扩散模式 [6]。专利是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之一，尤

其是专利的前向引用行为反映了专利技术问世

【学术探索】

专利前向引用遵循Logistic 扩散模型再验证
◎ 张娴 1  田鹏伟 1,2  茹丽洁 1,2  许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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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9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专利引用是一种达成技术扩散效果的行为，研究专利前向引用行为特点是测度技

术扩散模式的一个重要视角。[ 方法 / 过程 ] 以石墨烯传感器技术领域为例，对专利的前向引用趋势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验证技术领域的扩散模型；与相关研究方法与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 结论 ] 验证了专

利前向引用符合 Logistic 扩散模型，是研究技术扩散的可靠视角；将已有研究结论 “ 某一领域中基础核心

专利的前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 ” 进一步拓展为 “ 某领域专利的前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 ”。
关键词：技术扩散    专利引用    Logistic 模型    石墨烯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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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被采用历程，已被学者们认同为一种更

具有技术扩散意义的行为 [7-8]。专利引用数据已

被许多学者视为测度技术扩散的客观、成熟指

标 [9-11]。利用专利前向引用行为来测度技术扩散

行为，已成为技术扩散模式特点的一个重要研

究视角。

本文采用专利前向引用行为作为技术扩散

活动的客观表征，以石墨烯传感器领域为例，基

于领域内种子专利及其前、后向引用专利构建

了技术领域专利集合，基于领域内所有专利的

前向引用趋势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验证了领

域内专利前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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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 H. Fallah 和 E.Fishman 等 [12] 及张晓强等 [13]

研究的比较：①再次验证了专利前向引用符合

Logistic 扩散模型，可以作为技术扩散的可靠研

究视角；②实验证实可将张晓强等研究结论“某

一领域中基础核心专利的前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进一步拓展为“某领域专利的前向引

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③对 Logistic 回归

拟合研究的实验方法与结果进行了讨论。

1  相关概念

1.1  专利引用与技术扩散

专利间的引用关系是一种达成技术扩散效

果的行为 [14]。在后专利技术对在先专利技术

的引用关系中，产生了技术与知识的流动、传

递和扩散，促进了技术的开发与商业化。A. B. 
Jaffe 等最早运用专利数据开展技术扩散研究，利

用专利引证信息分析了国家间的知识外溢 [11]。

多项研究表明专利引用与专利价值、技术扩散

存在关联关系，如 S. B. Chang 等推论了前向引

用、技术扩散与专利价值之间的相关性 [15]。

黄鲁成等 [16] 较全面地总结了当前基于专利

引用关系的技术扩散研究现状，将现有研究内

容归纳为 6 个主要方面：①运用专利引证信息

的国家间知识外溢与扩散分析；②专利流动对

生产率及研发产出的影响；③同一产业或不同

产业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④专利引证和

网络分析方法结合的技术扩散研究；⑤利用专

利或专利引用数据的技术扩散曲线研究，反映

技术扩散的阶段；⑥基于扩散模型的技术扩散

预测。他们还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与局

限，包括：未能很好地反映技术扩散历程中的

动态变化；相比于国家间技术扩散研究，关于

技术（产业）领域内（间）的扩散研究数量少

且不够深入；对潜在应用领域或应用产业的扩

散前景的探索和预测有待加强。

1.2  Logistic 扩散模型

Logistic 方 程 最 早 由 比 利 时 数 学 家 P. F. 
Verhulst 于 1838 年提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受

到生物学家与统计学家的重视，它能较好描述

某些有界增长现象，在预测学、信息科学、生

物学、农业学和经济学领域有广泛应用 [17]。

Logistic 方程可以表示为：

1( )
1 ktY t

Be−
=

+
其中：Y(t) 是衡量 t 时刻的绩效参数，在技

术扩散研究中，代表 t 时刻的扩散程度；L 是参

数 Y 的成长上限，代表技术扩散的饱和程度；t
是时间；B 是曲线拐线，代表生长扩散的转折点；k
是曲线的斜率，代表扩散速率。B、k 由回归方

程式求出。

Logistic 模型已被应用于技术扩散轨道比

较、技术扩散模式特点研究、技术扩散影响

因 素 分 析 与 趋 势 预 测 等 [6,18-19]。2009 年 M. H. 
Fallah 与 E.Fishman 等 选 取 生 物 技 术、电 信 技

术、可替代能源技术 3 个领域中的 Top5 高被

引用专利，分别基于其前向引用频次进行了线

性、二次、S 型以及 Logistic 模型的拟合分析，认

为 Logistic 模型拟合的显著性较低，其余 3 种模

型的拟合程度较高 [12]。2014 年张晓强等以巨磁

阻领域的 1 件基础核心专利为例进行 Logistic 回

归分析，得到实验结论“某一领域中基础核心专

利的前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13]。

2  提出假设

本 文 认 为，M. H. Fallah 与 E.Fishman、张

晓强等的研究，分别选取领域内高被引专利、基

础核心专利为研究对象，所拟合的技术扩散特

点是否真的能够反映出整个技术领域的技术扩

散趋势，两项研究对此并未加以严谨论证。事

实上，高被引专利或基础核心专利，都只是领

域内的极少数个体，占领域绝大多数的是大量

的低频被引专利。因此，本文认为上述两项研

究可以回答某技术领域内基础（或核心）专利

的技术扩散特点满足 Logistic 扩散模型，但尚未

能有效验证技术领域整体的专利技术扩散趋势

符合 Logistic 扩散模型。

因此，本文将以技术领域内所有专利的

前向引用发展趋势来表征该领域的技术扩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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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出研究假设：技术领域内所有专利的前

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并将就这一假设

进行检验。

3  实验研究

本文以石墨烯传感器领域作为研究对象。

由于结构独特，集优异的电学、力学、光学、化

学、热学等特性于一体，石墨烯被认为是形成

纳米尺寸晶体管和电路的“后硅时代”的新潜力

材料，其潜在应用领域包括高速晶体管、光学

调制器、（柔性）透明电极、印刷电子、新型

复合材料、超灵敏传感器、新型催化剂、基因

测序、储能装置等 [20]。目前，石墨烯已成为物

理学界与材料科学界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各

国纷纷将石墨烯技术作为长期战略发展方向，专

利申请活跃，对其专利活动特点的分析研究也

受到关注。其次，石墨烯技术在诸多领域具有

应用潜能，目前其应用相关专利已涉及电子器

件、能源、光电器件、材料、化学、生物医用

等 6 个主要领域 [21-22]。因此，石墨烯领域相关

专利的引用关系，更能够反映出丰富的技术扩

散信息。

3.1  数据准备

3.1.1  数据源选取

本研究以汤森路透集团的德温特创新索引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作为数据源。

DII 收录了来自世界 40 多个专利机构的 1000 多

万件基本发明专利，3000 多万件专利，数据可

回溯至 1963 年，并且所有专利文献都以专利家

族为单位进行组织的，可对世界主要国家 / 地区

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

3.1.2  数据集构建策略

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构造分析对象数据

集：①确定一批技术主题高度相关专利，建立

种子专利集合；②提取各种子专利的前向、后

向引用关系，采集被这些种子专利所引用的在

先被引专利、引用这些种子专利的在后施引专

利；③将种子专利、被引专利、施引专利合并，构

成数据样本集合。

石墨烯专利最早出现于 2000 年，2004 年获

得了制备技术重大突破。考虑到专利自申请日

至公布日之间存在一定时滞、在先专利公布之

后被在后专利技术引用需要一定的技术与市场

发展过程、在后施引行为的发生日至公布日也

存在时滞，因此本文将种子专利的申请年范围

限定为 2000 至 2011 年，以保障获得更丰富的

引用信息。

此 外，为 避 免 不 同 国 家（组 织）对 专 利

申请、授权的司法规定差异对研究结果造成影

响，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美国专利。

3.1.3  样本集构建

检索策略如表 1 所示，获得原始专利数据

共 149 项，经判断内容相关性，筛选得到 126
项，作为本研究中石墨烯传感器的种子专利。

表 1  石墨烯传感器专利检索策略

序号 检索策略

# 1
TS=(sensor* or transducer* or (sensing same (element* or devic* or unit* or organ* or apparatus* or system*)) 
or (sense same organ*) or Photosensor* or microsensor* or chemosensor* or ultisensory* or hypersensor*)
database =Cderwent, Ederwent, Mderwent Timespan =2000-2011

# 2
TS=(graphene*)
database =Cderwent, Ederwent, Mderwent Timespan =2000-2011

#3 PN=(US*)

# 3
#1 and #2 and #3
database =CDerwent, EDerwent, MDerwent Timespan =2000-2011



113

提取 126 项种子专利的在先引用、在后施引

的美国专利。为确保数据样本能够尽量充分地反

映技术扩散链，采集了 2 代在先引用的美国专利。

将种子专利与引用专利合并，一共得到 26537 件

美国专利，作为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样本集合。

3.2  数据特征观测

按申请年对专利进行分组，26537 件美国专

利涉及的申请年从 1961 年至 2015 年，由此得

到 55 组专利。对每组专利，统计从申请年至今

的历年被引用频次，得到 55 组专利前向引用趋

势变化数据。为避免专利数据公布时滞影响研

究结果，选择了 1961 年至 2010 年申请的 50 组

被引频次变化数据，作为本研究的观测样本值。

表 2 是 50 组专利在申请年后历年的当年被引频

次统计量。表 3 是 50 组专利在申请年后历年的

累积被引频次统计量。

表 2  石墨烯传感器专利被引频次（申请后 T 年当年量）

申请年 数量
被引频次（自申请后 T 年当年）

1 2 3 4 5 …… 49 50 51 52 53

1961 18 1 4 2 2 12 …… 49 42 51 13 18

1962 31 0 11 9 14 16 …… 80 26 44 35

1963 24 0 9 15 23 12 …… 58 46 26

1964 31 8 7 17 19 14 …… 42 25

1965 28 2 6 11 8 13 …… 14

1966 54 5 14 9 22 21 ……

1967 45 1 6 13 22 29 ……

1968 56 1 5 11 20 27 ……

…… …… …… …… …… …… …… ……

2009 620 1153 2173 2986 3338 2807

2010 454 742 1423 1775 1713

表 3  石墨烯传感器专利被引频次（申请后 T 年累积量）

申请年 数量
被引频次（自申请后 T 年累积）

1 2 3 4 5 …… 49 50 51 52 53

1961 18 1 5 7 9 21 …… 541 583 634 647 665

1962 31 0 11 20 34 50 …… 1231 1257 1301 1336

1963 24 0 9 24 47 59 …… 1653 1699 1725

1964 31 8 15 32 51 65 …… 1285 1310

1965 28 2 8 19 27 40 …… 1179

1966 54 5 19 28 50 71 ……

1967 45 1 7 20 42 71 ……

1968 56 1 6 17 37 64 ……

…… …… …… …… …… …… …… ……

2009 620 1153 3326 6312 9650 12457

2010 454 742 2165 3940 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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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散 点 图 观 测 发 现，50 组 专 利 的 前

向被引频次发展趋势，符合技术扩散模型的

特点，即：每个时期的统计量（当年被引频

次）遵循钟型曲线（如图 1 所示），叠加统

计量（累积被引频次）遵循 S 型曲线（如图

2 所示）。

图 1  石墨烯传感器美国专利被引频次（当年）

图 2  石墨烯传感器美国专利被引频次（累积）

3.3  Logistic 曲线拟合

3.3.1  数据观测变量

50 组观测数据（见表 3）反映出，石墨烯

传感器领域专利技术的扩散速率有所差异，会

受到专利年龄的影响。例如，早期公布的专利

技术可能由于尚处于萌芽阶段，专利体量不

大，扩散速度受到限制；而后期产生的技术虽

可能因体量庞大而影响面较广，但同时也会因

问世时间不长因而被引链较短。

因此，本文选取 50 组观测数据的中段 5 组

（1986-1990 年组），以 5 组观测值之和作为实

验变量（见表 4），用以开展石墨烯传感器领域

的专利技术扩散曲线拟合分析，以便更好地反

映领域技术扩散的稳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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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石墨烯传感器专利累积被引频次（1986-1990

年专利申请）

专利年龄 
（t）

累积被引频次 
（Y）

专利年龄 
（t）

累积被引频次 
（Y）

1 194 14 62 366

2 1 089 15 73 939

3 2 857 16 86 706

4 5 332 17 99 962

5 8 204 18 112 993

6 11 988 19 1257 08

7 15 921 20 138 482

8 20 522 21 151 033

9 25 555 22 163 024

10 30 834 23 173 611

11 36 119 24 183 187

12 43 409 25 190 895

13 52 191 26 196 252

运用 SPSS 19.0 软件对表 4 实验变量数据分

别进行了线性、对数、二次、指数以及 Logistic
模型的拟合分析。拟合函数图见图 3。模型的参

数估计值见表 5。根据表 5 中的 R 方，显示二次、线

性、Logistic 等 3 种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二次

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但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情

况，因为专利累积被引频次只会保持递增，不

会出现二次模型中变量将在某一时点开始下降

的特点。同时，从数据实际观测特点可知，线

性模型也不符合数据真实特点。因而，该实验

数据的 Logistic 模型拟合效果显著。

3.3.2  曲线回归拟合过程 L 值估计

Logistic 方程参数（包括最大值 L）估计方

法很多 [23]，本文采用尝试法。选取比所有 Yi 观

测值稍大的数作为 L 的初值，然后以一定步长

增长，每设定一个 Li 值，计算相应的参数估计

值，比较相应函数模型的拟合结果，直到得到

最佳拟合效果。

图 3  石墨烯传感器模型拟合函数图

表 5  六种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方程
模型汇总 参数估计值

R 方 F df1 df2 Sig. 常数 b1 b2

线性 .952 476.018 1 24 .000 -39576.628 8664.858

二次 .993 1532.882 2 23 .000 -5911.508 1450.904 267.183

Logistic .951 462.191 1 24 .000 .001 .739

S .820 109.230 1 24 .000 11.622 -7.792

增长 .829 116.553 1 24 .000 7.651 .209

指数 .829 116.553 1 24 .000 2103.413 .209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12

知识管理论坛，2017（2）:110-119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2 期（总第 8 期）

116

基于表 4 观测值情况，通过尝试法，设定

L 值取值为 210000。
3.3.3  曲线回归拟合过程

在 SPSS 19.0 软件中，选择曲线回归（curve 
estimation regression）功能，按提示输入 Y(t) 作

为因变量、t 值作为自变量，选择 Logistic 模型，键

入最大值参数 L 的估计值，选择进行方差分析

并输出检验结果（display ANOVA table）。执行

设定程序。实验拟合结果：

L=210000，b0=0.001，b1=0.739，

则有： 1 0ln( ) 0.3025, * 210,k b B L b= = − = =
 

2
0.3025

210000 ,  =0.951
1 1 210kt t

LkY R
Be e− −= =

+ + ∗ 。

根 据 SPSS 的 分 析 结 果，该 实 验 案 例 中

Logistic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经验证，技术领域

内专利前向引用确实遵循了 Logistic 技术扩散模

型。

4  结果讨论

4.1  数据对象选取的代表性

M. H. oseinFallah 和 E.Fishman 等 的 研 究

中，选取了领域内被引频次居前 10 位的高被引

专利作为分析对象，认为高被引专利代表了领

域内的关键突破性发明。张晓强等选取领域内

具有基础核心作用的 1 件专利，认为一方面它

具有极强的领域代表性，其前向引用可以说明

该领域的发展程度以及扩散程度，另一方面它

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对技术发展具有反向促进

作用，因而能够保证该专利技术的扩散和技术

创新扩散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上述两项研

究在本质上，都是以技术领域内的极个别专利

代表了领域整体，以这些个体专利的前向引用

趋势代表整个领域的技术扩散趋势。

本文认为这两项研究可以回答领域内基

础（或核心）专利的技术扩散特点满足技术扩

散模型，但对于证明领域整体（尤其是其中大

量的低频被引专利）均满足该特点，还缺乏足

够的严谨性。本研究基于领域内种子专利及其

前、后向引用专利，构建了相关技术专利集合

来代表技术领域整体，基于集合内所有专利的

前向引用趋势特点来分析领域技术扩散趋势，因

此在专利选取上，本研究的数据对象选取方式

更能够代表技术领域整体。

4.2  引用趋势发展的稳态性

M. H. Fallah 和 E.Fishman 等在研究中先后

选取领域内被引频次 Top5、Top1 的专利进行分

析。由于分析对象的规模有限，很难排除随机

因素对引用频次变化趋势的干扰，从该文中累

积引用量趋势图（见图 4、图 5）不难观察到可

能存在的奇异样本对曲线形态形成了一定影响。

图 4  生物技术领域被引量前 10 位专利（1986 年授权）的引用累积量发展趋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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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领域被引量最高位专利（1979 年授权）的累积引用量发展趋势 [12]

本研究在石墨烯传感器领域 50 年（1961-
2010）专利产出中，选取了中段位（1986-1990
年）专利产出的前向引用累积量为分析样本，较

好地避免了随机因素对稀薄样本量可能造成的

干扰。同时，基本 5 年专利产出总量，既兼具

了区间内历年的趋势特点，又通过分组求和平

滑处理，克服了个别年份、个别专利受随机因

素干扰可能造成的奇异样本，使模型的拟合更

标准化，因此，拟合结果更具有领域整体代表性。

4.3  最大值参数估计对模型拟合效果的影响

张 晓 强 等 研 究 指 出，M. H. Fallah 和

E.Fishman 因为未设置 Logistic 上限，因此导致

模型拟合显著性低。本文在研究实施过程中，曾

尝试过利用灰色系统 GM（1，1）模型建模方法

进行参数估计，但根据所得 L 预测值的拟合结

果与实际观测情况差距较大，证实了张晓强等

研究指出的最大值参数估计对模型拟效结果存

在重大影响。

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

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灰色预测的应用范

围很广，但仍然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需要根

据预测问题的本身特质来定。例如，当预测问

题本身有内部机理，比如数据符合某函数特点

时，灰色预测就很可能不是最适合的，应该选

择拟合或回归方法 [24]。再如，灰色预测模型的

数据应具有某种单调性，并且增加或是减小的

幅度也应具有某种单调性，这些是判断数据是

否适合 GM（1，1）模型的理论依据 [25]。本研

究中的实验尝试反映出灰色预测法在本研究场

景中存在的局限性。

4.4  专利引用 Logistic 曲线研究可能存在的应用

场景

Logistic 模型是成长曲线法的一种重要应

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过去数据的变化趋势作

机械性的向外延伸推测的方法。它是扩散理论

和社会学习理论的一种体现，反映出社会模

拟、传播、交流的特点。

在先专利技术被在后专利引用，代表了在

先发明创新思想得到在后申请人的关注甚至接

纳。专利前向引用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专利技术问世后被公众和市场接纳的过程、技

术领域的成长过程。因此，专利前向引用趋势

的 Logistic 模型拟合分析，除可研究技术扩散

行为特点外，还可应用于技术领域生长特点研

究，根据引用发展趋势，结合 Logistic 曲线的最

大值、拐点、时间等参数，分析和预测技术领

域的成长极限、发展转折点、老化速率等；结

合更多技术主题特征项，还可用于技术演化特

点分析、技术或产品成熟度预测等。

5  结论

本文在 M. H. Fallah 和 E.Fishman、张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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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研究基础上，再次验证了专利前向引用遵

循 Logisitc 扩散模型。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

通过更加优化设计的实验验证，认为不仅仅是

技术领域内的高被引专利，而是整个技术领域

的扩散行为，都是符合 Logistic 扩散模型特点

的。因此，本文将前人已有研究结论“某一领域

中基础核心专利的前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

型”，进一步拓展为“某领域专利的前向引用遵

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本文设计的实验方法与

具体实施结果，验证了该假设的有效性，但还

有待在更多不同技术领域的实验验证。此外，根

据成长曲线法的基本原理，本文提出“专利前

向引用遵循 Logistic 扩散模型”特点在技术成熟

度、技术演化分析等其它问题场景中也可能发

挥作用，其研究与应用意义还有待更深入的发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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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国内外古籍开放获取实践进展
◎  姚远  李莎  沈东婧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 上海 20003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开放获取运动给古籍开发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古籍数字资源的开放获取将成

为古籍整理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 方法 / 过程 ] 在对开放获取大背景概述性介绍的基础上，通过案例

调研对国内外古籍开放获取的研究与工作进展作了全面梳理，分别总结国内外古籍开放获取的特色，并

介绍国际合作古籍开放资源建设现状。即从内容建设、规范标准、开放程度和模式 3 个角度进行对比评

述。[ 结果 / 结论 ] 国内图书馆界正在快速适应全球开放合作的发展模式，但是开放获取程度仍然较低，

随着数字化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开放获取理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古籍数字资源开放获取相关研究将取得长

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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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千年文明历史，积淀下的文献典籍

浩如烟海，历经兵火摧残、岁月侵蚀、鼠啮虫

蛀，现存约有 10 万余种，大部分由图书馆收

藏。为有效保存珍贵古籍不致损毁，国内外图

书馆进行了大量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但古籍数

字化只是改变了古籍保存的载体，并没有真正

解决古籍利用的问题。开放获取运动的兴起，给

古籍开发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古籍数字资源

的开放获取将成为古籍整理工作未来的发展方

向。

1  背景

1.1  开放获取背景下图书馆角色转变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学术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变，国际学术界、出

版界、信息传媒界以及图书情报界大规模地兴

起了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运动，促使

大量学术信息免费向公众开放，打破了价格障

碍及使用权限障碍，促进了科学与人文信息的

传播利用。世界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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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开放获取政策，发表了一系

列与开放获取有关的倡议和宣言。中国科学界

和科技资助机构也表明对开放获取的支持。

开放获取文献内容和形式并不仅限于新发

表的学术论文，《柏林宣言》[1] 中就提出“鼓励

文化遗产管理者通过互联网提供他们的资源来

促进开放存取”。2011 年我国文化部、财政部

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

馆、文化站（馆）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对

免费开放的意义、原则、内容及保障机制等都

做了规定 [2]。图书馆在开放获取中不仅是纸本

文献资源的管理者和传统文献数据库的用户，也

承担起了建设和提供网络资源的新任务。图书

馆古籍工作者除了做好古籍的保存管理，更需

要思考如何为读者提供便利，安全高效地使用

古籍，实现古籍的传播利用，永续流传 [3]。

1.2  开放获取解决古籍利用问题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其载体本身

具有 “ 历史文物性 ”，而内容又具有 “ 学术资料

性 ”。经历了数百上千年的自然老化和人为损

害，古籍纸本已经十分脆弱，反复借阅古籍纸

本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害，可是如果因为害怕

损坏古籍，将古籍束之高阁，又失去了古籍本

来的意义 [4]，即使图书馆对古籍借阅服务有较

严格的规定 [5]，也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因此，寻

找一劳永逸的古籍再生性保护方法是图书馆古

籍工作的重要课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书刊数

字化技术日趋成熟，古籍数字化成为古籍整理

开发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解决古籍文献的藏用

矛盾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当古籍数字化达到相当的规模，通过深加

工、多媒体处理和网络传输，优化古籍知识的

存取和传播方式，可以实现古籍知识信息的即

搜即用和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

资源的开放获取打破了古籍流通的局限，同时

也扩大了古籍的阅读量 [6]。海内外学者逐渐形

成共识：古籍数字化是传统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与发展，以此为基础的古籍

开放获取将逐渐成为古籍整理工作的未来发展

方向。

2  相关概念定义

2.1  古籍与古典文献

所谓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

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 古籍 ” 是

“ 文献 ” 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最主要的

组成部分，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古代

书籍。“ 古 ” 是相对于 “ 今 ” 而言的，由于各国

进入现代史的时间各有前后，各国对本国古文

献范围界定也各不相同，例如我国对古典文献

的界定以 “ 五四 ” 运动为标志，而对古籍的界定

以 1911 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具有中国古典装帧

形式的书籍为标准；英文古文献一般以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下界，也有学者提出以 1900
年或 1870 年为下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进入

现代史，考虑到日文古文献的特殊性，以 1890
年作为划分标准更为妥当；而对于俄文古文

献，则统一以 1917 年为界限 [7]。国外通常将中

文古籍和本国古文献统一归为 “ 特藏 ”，因其均

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且管理与利用方法相

通，本文统一以 “ 古籍 ” 称之。

2.2  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提倡将文献发布在公共互联网

上供任何用户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或

用于其它任何合法用途，用户只需保持文献的

完整性、使用时正确告知和标注作者。开放获

取的理念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知识和文化遗产资

源，因此也适用于古籍。

3  古籍开放获取研究进展

3.1  国外古籍开放获取进展

3.1.1  馆藏中文古籍的开放获取

国外古籍收藏机构在古籍数字化研究方面

起步较早，面对数字出版的巨大冲击，纷纷建

设数字图书馆，加入到开放获取的行列，以应

对用户需求的改变。除了对本土古籍进行数字

化以外，一些以收藏中国古籍善本著称的机构

也将馆藏的中文古籍数字资源发布在网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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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查阅到这些流散在世界各地

的珍贵古籍。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馆藏丰富，中

文古籍 15 万册，刻本 3 400 余种，稿、抄本     
1 000 余种，方志约 5 600 种，所有书目数据可

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联合目录中检索。中文善本

特藏稿、钞、孤本 224 种、各部古籍 3 400 余

种已实现全本数字化，通过哈佛大学图书馆中

文研究导航页（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
Chinese）的链接可查看宝卷、中国珍稀旧方

志、拓片收藏、明清妇女著作等专题集，所有

用户无需登陆即可在线浏览古籍图片，支持无

级缩放、下载打印等操作。

大英图书馆馆藏有 2 万册中文图书、400 多

片甲骨、4 万多件敦煌遗稿，并设有国际敦煌项

目（IDP）秘书处，3 万多份敦煌手稿已经被数

字化，包括斯隆收藏、斯坦因收藏、戈登文件、莫

理森收藏等专题集，所有用户无需登陆即可在

线浏览古籍图片，查看部分阅览室目录需注册

登陆。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可检索到 526 条中

文古籍目录信息，其中 216 条可在数字图书馆

callica 上浏览。

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甲骨文字片 635 件、中

国地方志 3 000 部、中国族谱 860 部、方言辞典

500 多册，官网收录 80 449 条汉籍目录信息，岩

崎文库 54 种善本已数字化。特色数据库有：清

版满蒙文书籍、中国探险队报告、中国考古学

资料、《顺天时报》《华北正报》等。日本国

会图书馆收藏各类古籍资料 28 万册，中文古

籍约 7 万册。可在线查阅古籍目录 94 104 条，  

75 224 条是数字化全文，其中中文古籍目录

2 825 条，1 547 条是数字化全文，建有彩色浮

世绘数据库、图纸数据库、重要文化遗产 9 种

等特色馆藏库。

3.1.2  古籍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

国外图书馆对数字化馆藏古籍资源做了许

多深入研究。古英语专家 K. Kiernan 教授与大

英图书馆合作的 11 世纪萨克逊史诗手稿电子版

《贝奥武夫》（The Electronic Beowulf）[8][9] 项

目自 1993 年立项以来，项目组成员边研究边

开发，在 2000 年以前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数字

图像处理技术、数字修复、叙词表、数字图书

馆建设等主题的研究论文，官网上列出 1990-
2012 年的参考文献达 986 条，经过多年的收集

整理和研究工作形成了专业性极高的电子版《贝

奥武夫》，不仅能满足一般读者逐行翻译的需

要，也对诗歌语法、韵律等特点进行剖析，更

可作为学者鉴别近 2 000 件 18 世纪修复本、删

改本和补充本的研究工具。1999 年第一版即提

供免费下载，后由大英图书馆发行第二版、第

三版 CD-ROM，2015 年推出了 4.0 在线版本，使

得大量学习研究古英语的宝贵资料在互联网所

达之处触手可及。

美国国会图书馆于 1994 年获得了 1 300 万

美元的民间捐款用于建立国家数字图书馆计

划，即“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项目 [10]。

从 1994 年到 2000 年，项目持续获得国会两党  
1 500 万美元支持，并收到来自企业和慈善家的

私人赞助逾 4 500 万美元。项目汇集了来自美国

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文献、录音、照片、地图、乐

谱等记录美国 240 年历史的档案文件，并对这

些档案文件进行了一定的归纳整理，通过互联

网向公众免费提供，作为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资

源服务于公众。

欧盟委员会的“Europeana Regia”项目 [11] 从

2010 年 1 月启动至 2012 年 6 月完成，由欧盟资

助，4 个国家的 5 个图书馆合作，使 1 000 多件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珍贵手稿实现了数字

化。项目涉及欧洲历史上不同文化活动时期的

三大皇家收藏，即加罗林王朝手抄本 425 本（8-9
世纪）、查理五世 - 六世时期皇家图书馆的 167
本手稿（14 世纪）和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图

书馆的 285 本手稿（15-16 世纪）。图书馆的工

作人员及研究者以这些见证了欧洲艺术、文化

与政治历史的手稿为研究对象，挖掘其蕴含的

知识内容和内在历史证据。这些手稿现在全部

可以通过合作图书馆和欧盟数字图书馆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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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查阅。在项目官网上也发布了手稿整理规

范、图像处理规范、元数据格式化模块等技术

规范和研究成果。

3.1.3  国外古籍开放获取特色

对数字化古籍的选本上，各国侧重点不同。

欧洲文明有数千年历史，当地的古代文献记录

了古代政治、文化、宗教等内容，反映欧洲各

民族的发展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大量文学、绘

画、音乐等艺术作品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因

此欧洲对古籍的研究内容偏向考古鉴定、艺术

鉴赏，并涉及绘画草稿及乐谱手稿的整理研究。

美国由于建国仅 240 年历史，本土的古代文献

以建国初期的一些史料为主，因此对美国本土

的古籍研究工作侧重于档案整理。

对国外图书馆来说，中文古籍由于是外文

文献，对整理人员的专业背景要求高，且本地

读者很少问津，许多非珍善本的中文古籍或许

根本不会被数字化，在内容方面多建立书画、图

谱图像数据库，很少对文字内容挖掘研究。日

韩古代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在推广使用本

国简化文字以前均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对

中文古籍的收藏、整理已有很悠久的历史，已

建立了全国联合书目系统 [12]，方便用户查阅各

机构馆藏情况，研究侧重于宋元善本、文化民

俗及史料整理。

国外图书馆对数字化古籍的开放程度非常

高，所有用户无需登陆即可免费在图书馆官网

上查阅书目信息，在线浏览全文高清彩图，并

且支持单张缩放、下载、打印，一些图书馆网

站还提供了限定页数的多页下载和全文文献传

递服务。对于一些研究项目涉及的古籍，除了

建立项目专题网站，并在项目网站上对项目相

关古籍免费开放获取以外，在馆藏机构图书馆

的书目数据库中会添加该项目的标签，可做筛

选条件查看项目涉及的其他古籍，并提供项目

网站的链接，以实现研究项目与古籍资源的紧

密关联。

3.2  国内古籍开放获取实践进展

3.2.1  馆藏古籍的开放获取

在我国，古籍数字化数据库多为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基于馆藏古籍或机构间合作项

目建立的自建库。一些图书馆根据自己馆藏特

色，进行了古籍数字化开发工作，由于存在版

权保护与网络传播难以控制等问题，目前多数

图书馆自建特色库都仅限在其局域网内使用，外

网用户根本无法访问，只有个别院校的网站上

可以查阅古籍目录信息 [13][14]。国内主要图书馆

古籍收藏、数字化及开放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内主要图书馆古籍收藏、数字化及开放情况

高校图书馆 古籍数 数据库名称 开放情况

国家图书馆

敦煌、西域文献、
善 本、 金 石 拓
片、舆图、少数
民族古籍、手稿
等 280 余万册件

善本、甲骨、碑帖、敦煌遗珍、西夏碎金、方志、
年画、宋人文集、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
目系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
影像数据库、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
特藏资源、徽州善本家譜等 32 种古籍数据库

在国家数字图书馆古籍栏目内有在
线数据库 32 种，需要注册登录，多
支持检索、查询、浏览但不能复制、
下载输出等

浙江图书馆
古籍线装书 83.5
万册，其中善本
14.1 万册

瀚堂典籍数据库、书同文典籍数据库、晚清
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金石总录（试用版）、
中国数字方志、中国基本古籍库

数据库需登录进入，外来用户无法
检索。中国数字方志、中国基本古
籍库仅支持馆内访问

中国社会科
学院

古籍约20万册，
珍善本书 3 650
余册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雕龙
古籍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国知网——
国学宝典

在电子资源栏目中列有多种古籍数
字资源，仅支持院内访问

上海图书馆
已编 130 余万册
（其中善本约
18 万册）

上图馆藏标准目录、上图馆藏家谱目录 题录允许远程访问，全文仅限馆内
访问

北京大学 150 万册 秘籍琳琅 —— 北大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

所有用户可查看书目，普通用户可
查看缩略图；阅览室用户可查看中
精度图像；图书馆员可查看高精度
图像，并执行打印、下载等功能

复旦大学 40 万册 古典文献数据库 可查看书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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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商业化的专业古籍数据库建设

在这样一个对开放获取相对保守的环境

下，为迎合读者阅读古籍的需求，一些致力于

古籍数字化的学术机构及数字企业相继开发了

多种商业化运营的古籍数字资源。如北京爱如

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北

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书同文古籍数

据库”、北京時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的“瀚堂典

籍”等。这些数据库产品具有数据量大，技术成

熟的基础优势，市场竞争的环境使得它们能够

迅速适应移动设备多平台应用的趋势，并且对

用户的需求更加敏感，能够实现知识挖掘与整

合满足科研的需要。然而高额的使用经费让人

望而却步，个人用户依然不能够方便的使用到

这些数字资源。据调查，大多数图书馆都订阅

了《中国基本古籍库》《书同文古籍数据库》等

商业化古籍数据库，并有严格的权限管理，只

有图书馆或机构 IP范围内的用户可登录访问 [15]。

3.2.3  公益性平台成为开放获取先驱

为了打破价格障碍和权限障碍，免费提供

文献存取和检索服务，为学术研究活动创造良

好的信息氛围，国内出现了以“书格”[16] 为典型

代表的古籍开放获取资源整合网络平台。创建

者建立平台的初衷是致力于在开放获取理念下

分享、介绍、推荐有价值的古籍善本，并鼓励

将文化艺术作品数字化归档。其中分享内容限

定为公共版权领域的书籍，汇集了包括哈佛图

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早

稻田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法国

国家图书馆、米沢图书馆、日本版画、巴伐利

亚州立数字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数字本典

藏、藤井永观文库、耶鲁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世

界数字图书馆、魏玛包豪斯数字图书馆等海外

众多著名的图书馆提供的开放古籍资源。

3.2.4  国内古籍开放获取特色

我国十分重视中医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工

作，随着古籍普查与数字化工作的推进，各类

标准、规范的编制工作进一步深化 [17]。虽然

国家对于馆藏古籍数字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总体

要求与态度是开放性的，但仍缺少具体的、实

际可参照的标准。因此，与国外情况不同，我

国的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更多出于保护古籍的

目的，而未积极倡导古籍的开放获取与挖掘利

用，很多资源被限制在本馆局域网内使用，或

是根本就被束之高阁，学者们经常为了查阅一

本古籍善本大费周折。

商业化运营的古籍数据库具有数据量大、技

术成熟、拓展性强等优势，然而商业化的运作

模式决定了它们必须严格限制用户权限。若是

图书馆因为订阅了商业化运营的数据库而忽视

了自身馆藏数字资源建设，则是与开放获取理

念完全背道而驰。相反，公益性网站由于多由

个人或社会团体义务开发和维护，面临生存压

力、资源与技术限制，往往难以保持长期稳定

服务读者，更难以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挖掘以

满足科研的需要。因此，实现古籍开放获取的

重任还是应当落在馆藏机构身上。

3.3  国际合作古籍开放资源建设

由于文化交流、战争等原因，许多珍贵的

中文古籍分散在世界各地馆藏机构，这些古籍

对于文化、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项严谨

的古籍研究工作一定会需要广泛查阅海内外各

种版本的古籍，许多古籍研究项目都是通过国

际合作而开展的。

例如敦煌文献于 20 世纪初流散到世界各

地，读者难以获取，研究工作难以开展。1994
年，为促进敦煌文献的综合利用，由外部基金

资助的国际敦煌项目 [18]（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成立，秘书处设在大英图书馆，在

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设有中心。IDP 从

1997 年开始敦煌文献数字化工作，目标是将所

有藏品数字化并实现开放获取。1998 年 10 月

IDP 网站正式开通，用户可以在网上进入 IDP
数据库免费检索到世界各地成员机构的数字资

源。IDP 成员机构既是网站数据库的用户，也是

建设者，他们共同合作，以高质量的数字图像

将这些艺术品重新拼合在一起，由专业的管理

人员、编目人员与研究人员协调实现规范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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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编目，并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开放获取。

我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中国古籍保护

网”提供“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和“中华古籍数字

资源库”的入口。其中“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

书目系统”是由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发

展而来的，最早由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 RLG) 在 1991 年建立，中美两

国约有 30 余家图书馆参加，著录了北美图书馆

的几乎全部藏书以及中国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数

据达到 2 万多条。2009 年以后项目中心由美国

普林斯顿转移至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数

字资源库”中包含“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

本特藏资源”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

全文影像数据库”，均为国家图书馆与其他机构

合作的成果。

世 界 数 字 图 书 馆（World Digital Library, 
WDL）项目 2005 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国

会图书馆组织世界各地相关专家建立工作组，制

定标准和内容选择准则。2009 年 WDL 网站面

向国际公众推出，内容包括公元前 8000 年至公

元 2000 年有关  193 个国家的  14 320 条具有重

要文化意义的原始资料。“中国书籍、手稿、地

图和印刷品”时间线收录了来自于中国国家图书

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中国台湾图书馆的数

字资源，内容涵盖宗教、历史、地理、文学、

医学等方方面面。WDL 代表着数字图书馆项

目的重点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19]。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20] 是以

中文文献为核心，包括中国（含台港澳）和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参与合作开发中文文献数字化

资源的会议，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具体的合

作项目带动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逐步实

施，推动全球中文图书馆和中文资源收藏单位

间的交流与合作。目前会议已成功举办了7 
次，已完成或在建的古籍数字化合作项目包

括：中国古代版印图录项目、中文石刻拓片资

源库项目、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项目、古籍

联合目录数据库项目、中国家谱总目项目等，这

些项目大多由国内图书馆牵头实施，部分阶段

性成果已在网上发布。

4  国内外古籍开放获取比较

4.1  目录全开放，全文少而精

在内容建设上，国外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

建设工作起步较早，但欧美大多数图书馆致力

于本国古籍的数字化利用，中文古籍数字化比

例较低。像哈佛燕京图书馆那样能将馆藏善本

古籍做一揽子数字化并实现开放获取的机构，在

全球范围内目前找不到第二家，这归功于研究

团队的雄厚实力及馆长的高度重视。而 WDL 向

我们展示了一种重质不重量的古籍数字图书馆

建设的新理念，注重内容选择和编排，通过多

维度多角度的呈现，理清一种文化或学科发展

的脉络。国内图书馆虽然古籍馆藏数量大，但

数字资源建设起步较晚，且资源分散严重，各

地工作进展参差不齐，技术能力也远不及企

业，仍然需要购买商业化数据库来提供阅览服

务。

4.2  统一元数据，规范数字化

在规范标准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古籍数

字化工作早已进入了标准化阶段，2014 年国际

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FLA）发布了《善

本与手稿馆藏数字化规划指南》[21][22]，内容涉

及项目管理、过程管理、技术管理等方面。除

此以外，国外古籍数字图书馆及研究项目网站

上均会发布该项目相关的规范标准，包括元数

据结构、图像处理规范及项目管理规范等内容。

详细解读这些指南规范，研究其内容及特点，可

以为我国古籍数字化标准建设提供参考 [6]。

4.3  国外不设限，国内要登录

在开放程度和模式上，国外图书馆数字资

源几乎全部开放获取，在用户需要使用收藏、订

阅等个性化的功能时才需要登录账号，非登录

状态下访问数字资源并不受限，并积极与外界

合作交流，同时提供本地资源与外部资源的链

接。而国内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大多出于保护古

籍的目的，许多图书馆只提供电子书目而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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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即使有自建的数字资源数据库也

会设置一些壁垒。例如，国家图书馆与哈佛燕

京图书馆及东京大学图书馆合作建设的古籍数

据库，从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网站

上访问到的是国图本地服务器的资源，虽然免

费但需要注册登录才可浏览，而这些数据在哈

佛燕京图书馆及东京大学图书馆的官网上是无

需注册登录即可获取的。严格的权限管理一方

面是出于对本地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可能是

为了对用户进行管理和监控。模式上的差异体

现出的还是理念上的保守，国内的开放获取还“差
一口气”，在国内是否能推行国外数字图书馆一

样自由开放的访问方式，值得图书馆界深入探

讨。

5  小结与讨论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大

量承载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中文古籍，这些古

籍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历史原因大

量中文古籍流散于世界各地，古籍数字化有利

于古籍的长久保存，而开放获取则将改变古籍

传播的途径，使世界各地的用户可以方便地查

阅到这些珍贵的文化典籍。可以说，古籍数字

资源开放获取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业，将极大地促进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古籍数字化开放获取工作需要全球范围统

筹规划及各馆藏机构协同合作，从国际合作古

籍开放资源建设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图

书馆界正在快速适应全球开放合作的发展模式。

然而经广泛调研发现，与国外相比，国内古籍

收藏机构仅实现了书目开放，而全文数字资源

开放获取程度不高，技术及管理上缺乏统一的

规范标准，开放理念相对保守。国家和各级政

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古籍数字化开放获取予以更

多重视，加大投入力度，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

划、协调部署；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交流、广泛

合作。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加强人民的版权保

护意识，逐渐将现在大型古籍数据库普遍商业

化运作的模式转变为开放获取的公共事业服务

模式。权威机构应当借鉴国外完善的数字化标

准体系，尽快建立适用于我国古籍数字化开放

获取环境的规范标准和管理体系，充分发挥母

语优势，深入挖掘，提高古籍数字资源的质量。

馆藏机构要利用有限的资源，在有限的时间

内，选择优质的内容，经过规范的加工编排，利

用网络呈现给读者。

相信随着数字化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开放获

取理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古籍数字资源开放获

取相关研究将取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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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基于文献计量学对国内竞争情报领域在 2006-2016 年间的发展动向和未来的研发

态势进行分析。[ 方法 / 过程 ] 以 CNKI 收录的期刊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从主要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及其

合作网络关系、研究热点等维度展开研究。[ 结果 / 结论 ] 主要研究机构掌握着核心作者和项目等资源，

主导着竞争情报领域的主要议题；应该发挥主要机构的带头作用，加强学术团体之间的合作；在大数据背

景下，人际情报网络、社会网络中的隐私检测与隐私保护、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具有一定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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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情报一直是情报学研究和实践的热

点，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竞争情报

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其中一类是采用文献计

量的方法对竞争情报领域的文献进行定量分

析，如刘晓英利用 CiteSpace 和 Ucinet，分别以

Web of Science 和 CNKI 数据库中 2003-2012 年

的数据为样本，对国内外竞争情报领域的期刊

论文进行作者合著和关键词共现的对比分析 [1]。

曹玲等利用 SPSS 对 CNKI 中 1997-2008 年的数

据进行共词聚类分析，研究高频词之间的内在

联系，绘制出基于 SPSS 的多维尺度分析图谱，探

讨国内竞争情报领域的研究热点 [2]。杨利军等

以 Web of Science 为数据来源，分析了国外竞争

情报的重要学科领域、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

前沿 [3]。邱均平等运用信息计量学方法，统计了

CNKI 数据库中 2002-2006 年关于“竞争情报”的

数据，对高产作者、作者长尾分布以及刊载该领

域论文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 [4]。另一

类是采用定性方法对竞争情报研究进行探讨和

综述，如黄汝群对国外竞争情报的理论方法的

研究进展进行分析，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

学科类别 3 个方面总结出国外竞争情报的研究

特征 [5]。刘高勇等则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分

析了竞争情报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并预测了竞

争情报的发展动向和研究重点 [6]。采用计量的

方法虽然数据来源客观，但是研究深度略显不

足；而定性分析的结果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经

验，缺乏一定的数据支撑。本文将以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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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基础，结合定性分析方法对竞争情报领

域的相关研究进行探讨。

利用 CiteSpace 进行学科领域发展热点和前

沿的可视化展示是当前文献计量学的研究热点。

知识图谱能够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

关系，在以数学方程式表达科学发展规律的基

础上，以曲线形式将科学发展规律绘制成二维

图形 [7]。借助知识图谱对竞争情报领域进行回

顾，对研究前沿进行探测，不仅能较好地展示

学科领域某一时间段的变化规律，而且能够帮

助学者更快、更好地了解本领域的研究重点与

发展趋势 [8]。本文利用 CiteSpace，以 CNKI 数

据库中收录的有关竞争情报的期刊数据为分析

样本，试图找出国内竞争情报领域的主要研究

机构、核心作者及其合作网络关系和研究热点。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检索主题词为“竞争情报”，限定时间

为 2006-2016 年，共检索出 4 585 条数据（检索日

期为2017年2月13日）。经过人工删除会议公告、征

文启事等无关数据后，最后得到 4 432 条相关数据。

1.2  研究方法

本 文 采 用 文 献 计 量 学 的 方 法， 借 助

CiteSpaceIII 绘制知识图谱来展示国内竞争情报

领域的研究热点。CiteSpace[9-10] 是由陈超美博士

基于 Java 开发的用来分析和可视化文献共被引

网络的软件平台。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首先

借助软件自带的数据转换程序将 CNKI 数据转

换成 CiteSpace 适用格式。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展

现共被引网络，在 CiteSpace 中选择 Pathfinder
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Pathfinder 算法将

文献、主题词、关键词、作者等视为节点，通

过剪切网络中大部分不重要的节点，保留关键

节点对网络进行优化。

2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机构分析，可以发现领域内的主要

研究机构，掌握机构的研究现状以及领域内机

构的构成比例等。具体方法是将 CiteSpace 和

Excel 2016 结合起来统计竞争情报领域的主要研

究机构。在做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例

如将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发文量（39
篇）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文量（86 篇）合

并成武汉大学（125 篇），清洗后的结果如图 1
所示。竞争情报领域发文量前 20 的机构共发表

文章 1052 篇，占全部文献的 23.74%。其中武汉

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

文量位列前三，南京大学紧随其后，这 4 家机

构共发文 456 篇，占全部文献的 10.29%，是竞

争情报领域研究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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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竞争情报主要研究机构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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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前 20 的研究机构中，仅 3 所为研究

所，分别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云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其他 17 所均为

大学，共发文 711 篇，占 Top20 的 79.09%，说

明高校是竞争情报的主要研究机构，大部分研

究成果由高校产出，高校在竞争情报的理论研

究和专业人才输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排名前 20 的机构中并未出现企业，究其原因在

于企业侧重于竞争情报的应用研究，研究成果

具有很强的商业性和保密性，其成果将直接作

用于企业的日常运营，出版发行会有损企业的

商业利益。

3  核心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对作者进行分析，能够发现领域内

的主要研究团体及其合作关系，对于领域内资

源共享、知识传播和科学交流等有重大意义。

CiteSpace 能够进行核心作者及其合作网络的分

析。设置 Pruning=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时区选择为 2006-2016，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1），Node Types=Author，显 示 前 50
的结果（Top N per slice = 50），其他参数保存

为默认值。运行后调节门槛（Threshold=13）大

小，选择发文量在 13 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一

定的修饰后显示的合作网络图如 2 所示。图片

上方的彩条表示时间，左上角显示的是版本等

参数，图中节点圆环的颜色代表发文时间（与

最上方的颜色一致），圆环的厚度 / 大小表示发

文的数量，节点间的连线表示有合作关系，线

越粗则合作关系越强。

图 2  竞争情报领域高产作者合作网络



131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王知津、彭靖里、陈

峰、吴晓伟、赵筱媛、张玉峰、黄晓斌、王晓

慧等作者几乎每年都有论文产出，是竞争情报

领域的核心作者；其中彭靖里、陈峰、赵筱媛

等在 2010 年及之后的发文量增多，近几年学术

活跃度增加；周九常、刘敏榕、邵波、潘松华

等的论文集中在 2010 年及以前发表，近几年活

跃度明显降低。此外，竞争情报领域形成了以

王知津（王知津、严贝妮、陈婧、陈维军、徐

芳）、陈峰（陈峰、赵筱媛、郑彦宁）、吴晓伟（吴

晓伟、李丹）、彭靖里等为核心的作者合作网

络。这些作者之间的合作较为紧密，合作模式

以师生或者同事间的合作为主，学术团体之间

的合作有所缺乏。对图 2 进行整理得到表 1。表

1 中的发文量与图 2 中的节点大小一致，即节点

越大发文量越多。

表 1  发文量在 13 篇及以上的高产作者

作者 发文量

彭靖里 52
王知津 51
陈峰 49
吴晓伟 36
张玉峰 29
赵筱媛 24
周九常 21
郑彦宁 21
陈婧 20
黄晓斌 20
严贝妮 18
邵波 18
陈飔 17
王磊 15
郑荣 15
徐芳 15
李丹 14
李艳 14
宋新平 14
潘松华 14
盛小平 14
曹如中 13
刘冰 13
李建平 13
刘建准 13
陈维军 13
刘敏榕 13

 4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是某时间段内领域学者普遍关注

的重点问题，代表了领域的主流研究方向，对

研究热点进行分析能够帮助研究人员紧扣时代

脉搏，把握学科的发展趋势。共词（关键词）图

谱结合突现词（burst term）检测功能，能够分

析具体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热点的演变 [11]。设

置 Node Types=Keywords，其他阈值设置同作者

分析，由于“竞争情报”作为一个泛化的关键词

（在 4 432 篇文献中共出现 2201 次），其存在

会影响其他结果，故在图谱绘制时将其去掉，最

后的运行结果如图 3 所示。图中出现紫色圆圈

的节点表示其中心度（centrality）大于 0.1，中

心度指网络中经过某点并连接这两点的最短路

径占这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线总数之比。L. C. 
Freeman 指出中心度能够衡量节点在网络中的

地位，其值越大说明该节点的影响力越大 [12]。

图 3 中的红点表示某时间段内共现频次突然增

加或减少的节点，红点对应的指标是突现度，J. 
Kleinberg 提出的聚类算法能够检测突现度值的

大小，其值的大小表示了学者对某一主题的关

注程度 [13]。

4.1  研究重点

由于图 3 中的节点标签高度重叠，辨识度

太低，无法直接进行判读，因此需要将图中的

关键数据进行整理。将图中中心度在 0.3 及以上

（即出现紫圈）的重要节点进行整理得到表 2（研

究 重 点）。结 合 图 3 和 表 2，可 以 看 出 2006-
2016 年间，竞争情报领域的学者关注最多的 3
个主题为人际情报网络、社会网络和知识管理。

（1）人际情报网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

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已成为企业获取情

报的重要来源。人际情报网络就是为了满足企

业的信息需求，以增强组织的竞争力为目标而建

立的一种人际网络 [14]。国外学者针对这一主题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M. S. Granovetter 认为人际

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强弱

关系理论，认为弱关系在群体间建立联系纽带，强

关系维系群体内部的关系，弱关系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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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强关系更大 [15]。R. S. Burt 的结构洞理论 [16] 以

及六度分割等理论为人际情报网络的研究奠定了

理论基础。此外，随着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人

际关系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包含着许多有

价值的信息亟待挖掘。该主题能够成为研究重

点，也说明了学界对人际关系挖掘的重视，既有

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又有现实需求，关于人际情

报网络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前景。

图 3  竞争情报领域关键词时区图

表 2  中心度在 0.3 及以上的关键节点

频率 中心度 年份 节点标签

31 0.44 2007 人际情报网络

22 0.4 2008 社会网络

132 0.37 2006 知识管理

31 0.37 2010 知识图谱

57 0.36 2006 企业竞争

35 0.36 2006 战略决策

52 0.32 2006 竞争战略

109 0.3 2006 中小企业

（2）社会网络。自引入社会网络的概念

以来，学界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的成果，其成果主要偏向于应用层面，具体包

括在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知识管理、竞争情

报和用户服务等方面的应用 [17]。相较于人际情

报网络，社会网络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复杂，需

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更多，不仅需要对其理论

和应用情况进行研究，而且需要关注道德层面

的问题。罗亦军等 [18] 指出科研机构在使用匿

名处理的社会网络数据时已侵犯了用户的个人

隐私，我国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

护，关于隐私泄露、信息泄露等的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对用户隐私泄露情况的实时监测和

保护将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

（3）知识管理。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是

企业运营时需面对的两大课题，对企业发展至

关重要，将这两个领域进行整合是目前国内外

学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在向受众传递搜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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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情报时，需要用到知识管理的思想，知

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的有效整合能够为企业在运

营管理中赢得竞争优势提供良好的平台 [19]。知

识管理包括知识的识别、获取、存储、共享和

创新等过程 [20]，知识创新贯穿知识管理的全过

程，是知识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国内外许多

学者通常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在竞争

情报领域，尚且缺乏将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关

联在一起的研究，学者们可对其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

4.2  研究新趋势

图 4 显示的是突现度最高的前 20 个关键词

（研究新趋势），其中 Strength 代表突现度，红

条代表热点出现的年度。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大

数据”“产业竞争情报”“知识图谱”“学术研究”是

近 5 年具有持续性的研究热点，而“企业竞争情

报”等主题只在某一段时间内掀起研究热潮，过

了该段时间研究热度大大缩减。研究热度具有

很强的时间性，与当年的技术创新、社会热点

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 4  关键词突现度 To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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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心度和突现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有

些关键词的中心度高但是突现度低（如开放式

创新等），而有些关键词的突现度高但是中心

度低（如信息界等），将两者进行权衡就得到

了 Sigma (Σ) 指标。Sigma (Σ) 指标通过加权对

节点的中心度和突现度进行综合度量。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大数据”“企业竞争”“知识图谱”的

突现度、中心度以及 Sigma (Σ) 值均较高（即

图 3 中既出现红点又出现紫圈的节点），是竞

争情报领域 2006-2016 年间的最主要的研究主

题，其中“大数据”更是近几年学界的重点关注

对象。

表 3  综合指标 Top10

频率 突现度 中心度 Sigma (Σ) 关键词 年份

46 19.78 0.23 58.62 大数据 2013

57 6.43 0.36 7.07 企业竞争 2006

31 5.67 0.37 5.87 知识图谱 2010

18 5.18 0.25 3.22 学术研究 2015

54 6.59 0.13 2.29 产业竞争情报 2009

30 4.24 0.2 2.15 科技情报学会 2006

13 4.33 0.17 1.97 可视化分析 2012

11 2.78 0.24 1.84 开放式创新 2015

68 3.62 0.16 1.72 专利分析 2006

12 4.18 0.13 1.68 信息界 2013

“大数据”是近几年竞争情报领域的研究重

点（中心度大于 0.1），也是 2013 年以来最热

的研究新趋势（突现度为 19.78，排第一）。

随着大数据成为时代特征，大数据给各行各业

带来了数据使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作为构筑

在数据分析和信息处理基础上的竞争情报，其

发展面临着竞争情报地位提升、情报源更有价

值、竞争情报分析能力增强、工作成本降低等

机遇和竞争情报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竞争情

报体系组织模式等方面所带来的挑战 6。“大数据”成
为研究热点并且近几年研究热度不减，说明了

领域内研究人员对信息组织和信息处理方式变

革的响应，以大数据为背景的研究将成为未来

几年的主流。

5  总结

本文从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及其合作网络

关系、研究热点 3 个方面对竞争情报领域的研

究现状进行了揭示，研究结果都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通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以武汉大学、南

开大学等为代表的机构是竞争情报领域的主要

研究机构，掌握着领域的核心研究人员和项

目、基金等的资源；王知津、陈峰等核心作者

间的合作关系比较单一，多为师生或者同事间

的合作，缺乏学术团体间的合作；人际情报网

络、社会网络和知识管理是 2006-2016 年间的研

究重点，大数据既是研究的热点和也是研究的

重点，应当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深度挖掘

人际情报网络，关注社会网络中的隐私检测与

隐私保护以及对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开展更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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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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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学术生命周期研究现状进行剖析，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疏漏，进而提

出可改进方向及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方法 / 过程 ] 分析学术生命周期各阶段特点以及已有学术生命周

期影响因素分类，分析现有研究的特点并提出不足。[ 结果 / 结论 ]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偏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甚少；仅考虑长期的、单一的影响因素；忽略了学科间的差异性；样本选择方面存在偏差和局

限性。未来研究展望：通过定性、定量方法相融合和具体的数据分析得到科研工作者成长规律，同时考

虑学科及科研群体本身的差异性，为科研工作者学术生涯规划提供参考，为国家和机构制定人才政策提

供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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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知

识的创造和积累与科技的进步以及社会发展息

息相关。科研工作者作为知识创造和积累的主

要担当者，研究影响他们知识创造的因素对于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至关重要。生理年龄作为影

响因素之一，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标尺，也是一

个有助于理解科研人员学术生涯各阶段特征的

概念或角度。在科研人才的培养、成长已被纳

入专业化与体制化轨道的今天，科研人员学术

生涯的学术表现与其生理年龄之间的相关性越

来越强。首先，对于科研人员自身来说，研究

的结果对于他们的科研生涯规划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可以帮助他们量化个人学术生涯过程

中的学术表现并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努力的方

向；其次，对于科研单位和机构甚至国家来说，研

究结果不但可以用来辅助发现人才的成长规

律，而且还涉及到诸多学术制度与政策设计依

据的合理性。

本文归纳总结已有的学术生命周期理论及

科研人员学术生涯相关的文章，主要对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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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学术生命周期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概念、研

究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对未来

的研究重点进行展望。

1  学术生命周期的概念及内涵

生命周期理论（life-cycle approach）由 A. 
K. Karman 于 1966 年 首 先 提 出，他 将 事 物 的

发展过程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

期。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其生命周期就是指婴

儿期、少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对于一件产

品来说，其生命周期就是指生产期、形成期、发

展期和衰退期。生命周期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

广泛关注，随即应用到各行各业：传统的例如

企业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后来，开始逐

步有学者发散思维，将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到其

他领域，例如网络信息生命周期、城市生命周

期，等等。同样，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生涯也遵

循生命周期的规律，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生命周

期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知识创造的过程。

综上，本文将科研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到

退出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定义为科研工作者的

学术生命周期，拟对科研工作者学术生命周期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现状进行剖析，分析存在的

问题，提出可改进方向及进一步的研究重点。

2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科研人员学术
成长路径

国内外已有关于科研工作者学术生涯的研

究，并有学者开始提出学术生命周期的概念（见

表 1）。尽管对学术生命周期的定义不同，但已

有观点基本都认可科研人员的学术生命周期遵

循“初创—发展—成熟—衰退”的规律。

表 1  学者们关于学术生命周期的观点

作者 观点

袁曦临等 [1] 科研人才的发展一般经历初创与成长期、规范与稳定期、个性与创造期及老化与衰退期

桂昭明 [2] 凡从事科研工作而成大器者，一般要经过 10-15 年的不断积累，经历入门、成长、成熟和

专家等阶段

金振鑫等 [3] 按照创新产出区分科技人才生长的各阶段，其整个生命周期需要经历“种子”期→“核”生长

期→“核”形成态→发展期→稳定期→转型期

王海峰等 [4] 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成长过程可分为学习预备阶段、适应成长阶段、成熟稳定阶段以及全盛

与衰退阶段

L.G. Katz[5] 研究人员四个职业发展阶段依次是：求生存、巩固、更新和成熟

A. F. Gregoric[6] 科研人员生涯发展的四个阶段是：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充分专业化

D. F. Demoulin 等 [7] 教师职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为：临时、发展、过渡和减退。一旦达到高峰后就开始衰退

S. E. Dreyfus[8] 一个专家的成长过程大致分为初学者、高级初学者、胜任者、能力精通者和专家五个阶段

2.1  初创期

处于该阶段的科研人员大多数刚刚拿到

学位，是科研人才梯队中的潜力股，具有创新

意识强、研究积极性高等特点。他们掌握着最

新的知识和技能，虽然在科研产出方面刚刚起

步，但是发展空间大，科研生涯发展处于上升

阶段。与此同时，初创期的科研人员摇摆性比

较强，还没有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事业中来，思

想较其他阶段的科研人员而言不够成熟。在科

研单位和生活环境的选择方面也不够稳定。

国内外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大多集中

在针对这一时期科研人员的培养模式及创新能

力开发的讨论上，偏重于定性研究。例如，朱

克曼提到—“精英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即以发

表论文的形式表现出了早慧的特点”[9]。王海峰

等人就对处于初创期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成长

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个人因素、家

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并根据不同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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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提出了相关培养模式的建议 [4]。

另外，还有部分研究集中在科研人员的个

人受教育情况分析上，例如最高学历的构成、师

从经历和出国进修经历等。

2.2  发展期

步入发展期后，科研人员逐步产生成绩，才

能得到施展，有稳定的科研产出表现，也开始

拿到项目和基金，科研事业处于蒸蒸日上的阶

段。

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科研

人员角色转化的研究。在本阶段，科研人才个

体已经过理论知识、职业道德、研究方法的训

练，科研工作不再局限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始

在教书育人等岗位上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并有

一定的研究成果。从事实践类学科研究的科研

人员在本阶段注重实践和创造性成果的相互交

替并互为转化。另外，处于这一阶段的学者逐

步开始重视合作，其中也包括国际合作。科学

研究需要科研工作者个人的钻研攻关，更需要

科研工作者良好的合作，从而促进更优秀的成

果产出。

2.3  成熟期

关于学术生涯成熟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科研产出高峰期上。尽管他们对高峰期的称谓

不同，但这些描述的核心内涵是一样的，都是

重点关注科研工作者科研产出的黄金年龄段并

对此提出科研投入及人才政策方面的建议。已

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列举如表 2 所示：

表 2  科研产出高峰期相关概念

相关概念 作者 主要观点

科学发现最佳年龄 [10] 赵红州
科研人员一生中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好的时期，即“黄金年龄”
或“最佳年龄区”

创造峰值年龄 [11] 门伟莉等
某段时间内获得重大科技成果时的年龄为该学者的科研

创造峰值年龄

科研产出高峰期 [12] 樊向伟等
科研人员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及处于科研产出上升期和顶

峰过后具有较高科研产出的适当时间

产出峰值年龄 [13] 田人合等

在分析的时间间隔内，变化的产出值最大的年度值称为该

时间间隔内的产出峰值，与该产出峰值对应的年份则称为

产出峰值年

peak age of achievement[14] H.C. Lehman
科学家、医生、生理学家、音乐家、哲学家、艺术家和文

学家等领域学者的最重要成果
creative productivity as a function of 
individual age[15] D. K. Simonton 科研工作者个人创造性研究成果产出最多的年龄

peak age of scholarly creativity[16] K. L. Horner 等
同时期比同等水平或水平低于自己的同行科研产出高的

年龄段

peak of age-achievement relation[17] B. A. Weinberg 等 发表在 Web of Science 中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章时的年龄

peak  ab i l i t y  to  p roduce  g rea t 
achievements[18] B. F. Jones 获得重大发现时的年龄

age of peak creative performance[19] K. H. Frosch
产生重大科技创新 ( 包括科技出版物、重大科技奖励 ) ，
重要发明等的年龄

2.4  衰退期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发展，科研人员在知识

积累和学术经验方面都已经到达一定的高度，但

知识相比较前三个阶段的科研人员来说逐渐老

化，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创造力大打折扣。只

有极少数的人在科研产出方面保持持续上升趋

势，更多的科研人员在这一阶段将科研精力转

移到对人才的指导培养方面，科研成果也趋于

多样化，除科研论文外，还有专著、学术会议

及培养的硕博士生等不同形式的成果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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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同意这一

阶段科研人员学术产出呈现下降趋势这一观点。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有部分研究表明从事创

造性工作的科研人员其年龄与绩效之间还有可

能呈现出双峰态分布的现象。

3  学术生命周期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科研人员学术生命周期科研产

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视角丰富，本文总结了现有

研究中常见的几种影响因素，将它们归纳为长

期因素和阶段性因素两大类（见表 3），并逐一

进行了详细阐述。

表 3  学术生命周期影响因素归纳

因素类型 主要相关因素

长期因素
性别、出生地域、家庭背景、“研
商”等

阶段性
因素

初创期
学科学校学历差异、受教育背景、
师承关系等

发展期和
成熟期

婚姻情况、机遇、行政任职等

衰退期
科研合作、人才培养、学术成果
多样化等

3.1  长期因素

现有研究对学术生涯学术表现影响因素的

研究多数关注长期性的影响因素，例如性别、出

生地域等。这些因素往往从科研人员学术生

命周期的初创期开始就对其学术表现产生了影

响，甚至伴随了其整个学术生命周期。

3.1.1  性别

J. R. Cole 早 在 1979 年 发 表 的 著 作 Fair 
science: women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中就提

到了性别对科研生涯的影响 [20]。P. P. Zhu 等探

讨了女性人才成长中的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

响因素 [21]。除了传统的影响因素外，文章还对

影响和效果进行了两阶段的划分，最后提出了

针对女性人才成长的结论和建议。董丽娟等分

析了近年来我国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奖励、杰

青基金获得、两院院士性别比例等现状，初步

评价我国女性科技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 [22]。

3.1.2  社会背景

（1）出生地域

地域的经济情况对文化氛围的影响可见一

斑。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的地域差异性缩小，出

生地域对科研工作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氛

围的差异性等方面。多数科研工作者由于其出

生地域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其文化氛围

也各不相同。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

些外部环境对科研工作者的知识储备、科研创

作有很大影响，因此科研工作者在未来的科研

生涯发展方面产生了差异性。

徐飞等在对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状况的研

究中提到出生地域对科学家们的成长的影响，并

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近代中国经

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福

建、河北和北京七省市的科学家占了中国现代

科学家总数的 68%[23]。

（2）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不仅包括家庭经济收入情况，也

包括家庭成员工作类型、学历等。一方面，良

好经济支持是科研工作者成才必备的物质条

件；另一方面，家庭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家庭对

孩子学业的重视情况，父母的职业类型和受教

育程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的学习习惯以及

看问题的视角等。

学者们不论是选择样本进行分析，还是以

自身为例子，一致认为家庭背景对自身价值观

的形成以及科研生涯的影响非常大。有观点认

为：经济条件良好和父母对其学业的重视给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成才提供了基本保

障 [24]。

3.1.3  研商

2016 年 11 月，R. Sinatra 等在 Science 上发

表 的 文 章 Quantifying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scientific impact 首次提到了“研商”的概念。类比

“智商”而言，“研商”即指可以理解为科学家的科

研能力的得分。R. Sinatra 等认为在整个职业生

涯中，科学家的“研商”如“智商”一样不会发生大

的变化，且出色的研究成果（高影响力成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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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两个因素：研商和运气 [25]。作者并不是意

指学术积累和后天的努力毫无用处，只是认为“研

商”的影响比重更高。

3.2  阶段性因素

以上所谈到的性别、出生地域等因素都

是单一因素，且从科研人员学术生命周期初始

阶段就开始对其学术表现产生了影响，并持续

影响着科研工作者的整个学术生涯。而影响科

研人员学术生命周期的因素不仅是多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不同阶段的主

导因素不同。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各个因素

在科研人员学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起到的作

用，本文对影响科研人员学术表现因素分阶段

进行了讨论。

3.2.1  初创期

（1）学校、学科、学历差异

学校与学科的差异对学术表现存在客观的

影响。李煜从科研产出数量、领先条件、研究

领域、研究主题等角度充分展示了 C9 高校在跨

学科研究中的研究规模、优势学科、发展速度

等方面的表现，将九所高校的科研产出分为三

个等级 [26]。徐飞等统计了美、英、德、法四国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毕业学校情况，结果发现，世

界上少数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培养出了绝大多数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学生进入名校学习，不但

更具发展前途 , 而且还可获得更为优越的学习

资源，包括一流的研究设施、科研传统、文化

氛围、核心科学家的人际资源以及科学地域优

势等，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有助于科研成果的获

得”[27]。

（2）学术年龄

缪亚军等将高被引科学家第一篇论文发表

的年份记作学术年龄元年，认为从学术年龄角

度分析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却是

十分必要的 [28]。周大亚特地研究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杰出学者的学术年龄特点 [29]。

国外在近些年也开始认可学术年龄的应用。

S. Milojević 将学术年龄应用在科研工作者的

引用行为与科研产出及合作关系分析中 [30]。R. 

B. Primack 等人在研究影响期刊审稿决定因素

时，对提交者年龄的限定为学术年龄 [31]。

（3）师承关系

导师对科研生涯的指导也是影响学术表现

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已有研究中对师承关系

的定义没有具体的边界，研究中包括导师与其

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研究助理等的关

系，同时也有学者将父子或母子关系认同为师

承关系等。导师对科研生涯的影响力体现在科

研方向的选择、科研课题的确定和科研过程中

为学生提供具体、准确、有效的指导方面，帮

助学生在科研生涯的道路上尽可能少走弯路。

3.2.2  发展期和成熟期

（1）婚姻情况

国外对影响科研产出的因素分析视角比较

丰富，有学者认为婚姻因素也应当作为影响科

研人员学术生涯的因素考虑在内。E. S. Loh 以

白种人为样本讨论了婚姻对产出的影响，结论

是婚姻对科研产出具有抑制作用 [32]。

国内研究关于婚姻因素的考虑较少，主要

专注于婚姻因素对女性科学家的影响。栾晶晶

在分析研究生科研成果的关键影响因素时，提

出影响科研成果总量的 11 个因素，其中就包含

婚姻因素 [33]。

（2）机遇

机遇有时候比选择和努力更重要。对于科

研工作者来说，国家科研政策体制的优势、职

称的晋升、学术成就的褒奖、重大科研项目的

承担以及科研资助基金的获得等都可以看作是

个人学术生涯中的机遇。国家优势的科研政策

可以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力和主动性。职称

的晋升和学术成就的褒奖为科研人员带来的不

只有荣誉本身，还有更多学术资源和资本的获

得。重大科研项目的承担和科研资助基金的获

得为科研工作者未来的科研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以及充足的资金保障。

李祖超等人分析了 24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的成才因素，认为除了他们自身努力

和勤奋的因素外，机遇对这些获奖者成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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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很大 [34]。E. K. Chung 将科研人员的职称考

虑在科研工作者科研生涯中的合作关系中 [35]。

（3）行政任职

默顿认为科学家承担的社会角色主要有四

个类型：研究角色、教学角色、管理角色和把

关者角色 [36]。其中，管理角色即“行政任职”角色。

默顿同时指出“对于杰出科学家而言，始终坚持

学术科研工作应是其职业发展的优化选择”。
关于行政任职对学术生命周期的影响，汪

士等对此有较深入的研究。徐飞等通过对比国

外诺贝尔获奖者与中国院士的任职情况，发现

上述两大群体的行政任职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反

差，认为行政任职对杰出科学家的科研创新弊

大于利 [37]。徐祥运等认为杰出科学家们行政任

职“对于需要自由创新精神的科学研究活动而

言，毫无疑问应该是弊大于利的”[38]。

3.2.3  衰退期

处于学术生命周期衰退期的科研工作者的

学术产出一方面以合著的方式展现的，合著对

象不仅包括同行，还有培养的人才等；另一方

面，学术产出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例如专著、学

术报告、学术会议等。因此这一阶段影响其学

术表现的主要因素是科研合作、人才培养以及

学术成果多样化等。

4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局限

目前关于科研人员学术生命周期方面的研

究参差不齐，其中大多数研究只是对这一主题

的初探，且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可以归结为以

下几点：

4.1  研究偏向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甚少

早期讨论学术表现与年龄关系的文章大

多局限于定性研究，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

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科研人

员相关材料进行思维加工，没有借助数据揭示

科研人员学术表现规律，因此没有精确的数据

来支撑论点。仅有的少数定量研究局限于简单

的、表面性的描述分析，例如验证所选指标间

是否两两独立而无相关性等，缺少相对复杂的

数理统计分析。

4.2  仅针对长期的、单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已有研究大多考虑

的是长期、单一因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而很

少具体分析各影响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学术生命

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科研工作者所处的学术环

境复杂，环境中的许多因素、因素间的相互作

用以及科研工作者自身因素的差异均会对其学

术生命周期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学术表现的多

样性。

具体表现为：①内部因素复杂。科研人员

由于性别、婚姻情况、学术年龄等内部因素不

同，对科研环境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从而造成

了不同的科研行为和表现。②外部影响因素多。

行政任职、师从经历、学科及学校的差异、同

行的竞争等众多因素均会对科研人员学术行为

产生影响，且影响效果不同。③因素动态变化

及其相互作用。科研人员内在因素及外部环境

因素都是动态变化的，组合方式和影响力度均

不同，从而导致影响效应呈非线性特征。

4.3  忽略了学科间的差异性

学科之间存在知识属性、学科发展历史、应

用领域及社会认知度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使

得学科间的边界逐渐形成，学科之间的学术差

异性日益明显。学科差异性不仅存在于科研人

员、机构的评价中，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中都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理论应用到科研人员学

术生命周期的研究中体现为不同学科科研人员

学术表现不同，用统一的评价标准去判断不同

的学科必然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

4.4  样本选择的偏差和局限性

有少量研究在选择样本时将单一科研机构

或高校的科研人员团体作为研究对象统一进行

分析。这种将科研人员一概而论的研究方法缺

少针对性，科研人员因为个人学科领域、科研

资源及学术成就等不同而存在差异性，科学界

将这一现象称为学术界的分层现象。而已有的

考虑到科学家分层的研究又偏爱挑选院士、诺

贝尔奖获得者或者高被引科学家等顶尖科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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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围绕科研人员重要组成群体展开的相关研

究却非常不足。

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高被引科学家

是杰出科学家中的精英群体，不可否认对这一

样本的研究可以为科研人员的科研生涯发展提

供榜样的力量；但也是因为这一样本群体的稀

有性，难以将研究结果由此及彼地进行推论，使

研究结果的参考性存在很大的局限。

5  学术生命周期未来研究思路

目前对于学术生命周期的研究还处于初探

阶段，而且科研人员学术生命周期的学术表现

呈现怎样的规律没有具体的数据分析和结果展

现。未来的研究空间广泛，本文认为可以对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第一，赋予学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各影响

因素合适的权重，从而辅助描述科研工作者学

术表现规律。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以

科研工作者的学术成果、绩效等作为数据来

源，总结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生命周期学术表现

规律，从而为科研工作者进行科学、合理的学

术生涯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学术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人的生

命周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由于人类寿命

及学术培养周期的延长、学术产出周期的差异

性等客观原因的存在，学术生命周期也显示出

差异性的特征。例如，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科

研工作者需要长时间对知识的吸收沉淀，产出

周期较长，他们的初创期和发展期可能占据学

术生命周期的比重较大。因此，学术生命周期

规律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学术生命

周期的应用应考虑到学科的差异性。

第三，科学界在科研资源、科技成果和科

技奖励上存在一定的分化，这造成了科研群体

本身的差异性。未来的研究将在总结科研工作

者的学术生命周期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

一步对不同科研群体（性别、职称、所获荣誉

等）的学术生命周期各阶段规律与学术表现特

征以及个性化表现等进行深入分析。

第四，根据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生命周期

学术表现规律，对国家、科研单位等相关科技

政策问题提出人才识别、培养、引进以及科研

投入的建议和意见。人才的优化配置可以将知

识创造最大化，从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充分利用科研工作者学术生命周期规律作为参

考，对相应领域、关键阶段的关键人才进行重

点培养和资助，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我国科技

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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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academic life cycle, this paper 
analyzes problems and omission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direction and 
research points. [Method/process] After analyzing the featur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academic life 
cycle, this paper referr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conclusion] There are existing 
problems. First, the current research takes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lacking en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Second, it only takes the long term and single factor into consideration. Third, the current research ignores 
the difference among subjects. Last, there are bias and limitations during the sample selecting. This paper 
offers advice for the country, institutes and researchers by getting the law of researchers’ career, which com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ith data analyse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erence of disciplines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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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们便利

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信息污染现象，如垃圾短

信、骚扰电话、垃圾邮件等，造成了许多负面

的影响。12321 互联网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中心

（以下简称 12321 中心）数据显示，最近一年

我国网民因为网络信息污染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高达 915 亿元人民币，几乎接近 2015 年西藏地

区全年的 GDP 总和（2015 年西藏地区 GDP 总

和为 1 026 亿元）；给全体网民造成的时间损失

相当于 3 822 人的生命（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

报告中国人均寿命，男性 74 岁，女性 77 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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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公众问卷调研数据，运用模糊语言改进的 “ 拉开档次 ” 方法确定指标权重，使用 TOPSIS 方法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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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寿命 75 岁计算）。那么，当前网络信息污

染状况到底呈现怎样的状态？公众对网络信息

污染的认知与中心统计数据是否一致？如何对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污染状况进行科学评价？通

过回答这些问题，并将网络信息污染问题置于

公众的监督之下，有助于营造“天气清朗、生态

良好”的网络空间环境。

信息污染一词由德国学者拉斐尔普罗在论

文《信息生态学进展》中首次提出 [1]。信息污染

主要包含两类：一是媒介信息中混入的有害、有

毒、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信息；二是过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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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2]，这些污染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隐私的泄

漏以及时间、金钱和精神层面的损失。随着大

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

应用，信息污染已经成为网络治理和舆论引导

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3]。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

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对信息过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

研究。信息过载是指人们接受了过多信息，但

却无法有效整合、组织及内化成自己需要的信

息，以致影响到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 [4]。M. 
J. Eppler 等将信息过载产生的原因分为个人因

素、信息特质、任务及过程因素、组织设计及

信息科技五大类别 [5]。何仲等认为信息过载问

题在网络购物环境中会让消费者选择困难，造

成消费者时间和心理上的成本浪费 [6]。王娜和

郑巧伟研究微信订阅服务中出现的信息过载现

象，发现当前微信订阅服务的内容存在重复、低

质等问题 [7]。那么信息过载问题如何解决呢？

大多数学者选择从技术角度降低数据维度，帮

助用户获取有用信息，主要包括个性化推荐算

法和搜索引擎技术。梁劳慧从信息组织者出

发，认为图书馆应该通过对用户开展信息素质教

育、制订咨询手册等措施帮助用户避免信息过

载现象 [8]。王娜等对泛在网络中的信息过载问

题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分析，并提出了在移动社

交网站中建立个性化推荐的机制 [9, 10]。王娜和田

晓蒙研究了豆瓣社区中信息的组织设计对信息

过载产生的影响，并针对豆瓣平台提出了大众

分类法优化方案 [11]。王又然基于加权小世界网

络理论，发现以人人网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站点

中单个社群内成员之间特征关系长度过短是造

成该类平台出现重复率高、同质化高的原因 [12]。

高锡荣等通过从知网搜索关键词，建立信息价

值评估指标体系 [13]。赵静娴将在线评论分为非

垃圾评论、欺骗性评论、干扰性评论和低效用

评论 4 个类别，建立了垃圾评论特征属性表，并

基于神经网络和决策树方法设计了在线评论文

本分类方法 [14]。

另一个方面是对网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夏日首次提出了信息污染

指数（information pollution index, IPI）的概念 [15]，并

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 [16-17]，但他对信息污染源

的划分包括实物型、文献型、电子型和网络型，指

标包含过多冗余信息，已经不符合网络社会的

实际情况。程艳林提出了网络信息污染检测的 7
个维度 [18]，但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方法。谢友

宁和钮钦调研了农民生活中存在的生活型和生

产型信息污染 [19]，但存在主观性过强的缺点。

陈桂香则调研了大学生遭遇信息污染现状及态

度 [20]，但仅限于对结果的统计描述。T. H. HSU
等运用 ANP 方法对旅游网站进行了评估，发现“安

全”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21]。朱光等基于信息系

统的安全模型 [22]，将隐私风险因素分为平台脆

弱因素、用户行为脆弱因素和外部威胁因素，构

建了社交网络隐私风险评估体系，并用模糊评

价方法进行评价 [23]。

通过对信息污染相关研究的总结，发现

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层面。实际上信息

污染的源头是人类自身。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信息污染的影响范围也逐步扩大，但互联

网信息污染防治是一个社会软系统问题，具有

模糊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点 [24]，因此从

技术角度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社会学研究

表明，将问题置于公众的评价之下有助于提升

人们解决问题的效率，故从公众角度研究信息

污染的负面影响，对于警醒人类反思自身的信

息行为，提升信息素养，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

网络空间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信息污染及其

影响评估方面，少数学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

索，但存在指标体系过于宽泛，不符合当前网

络社会实际等问题。

笔者结合 12321 中心提供的信息污染及垃

圾信息统计数据和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调

查问卷，运用基于模糊区间可能度算法构建对

称矩阵，并基于该对称矩阵获取主观权重，再

运用“拉开档次”法进行二次加权处理，对传统“拉

开档次”法“毫无主观色彩”的权重结果进行修正。

从结果对比来看，笔者设计的方法可以较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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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评价网络信息污染状况。

1  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信息污染包含两大类污染源，但考虑到信

息过载具有主观性强的特点，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感受，目前也缺乏相应的统计支撑。故笔者

主要针对第一种类型污染信息进行研究，暂不

考虑第二类信息污染。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 [2]，笔者将 12321 中心

统计类目作为网络信息污染的 7 类衡量指标，即

垃圾邮件、不良网站、垃圾类短信、涉嫌违法

类短信、垃圾彩信、骚扰电话和手机应用安全

问题（APP），这是目前为止对网络污染信息的

最为详细和准确的统计。

同时，在前期调研发现，12321 中心的统计

数据与公众的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恶意

APP 在统计数据中大量存在，甚至超过了垃圾

短信和骚扰电话的举报数量，但公众反映的情

况却刚好相反。因此，为了弥补统计数据的片

面性缺点，借鉴故障检测领域失效模式及影响分

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FMEA）方

法 [25-26] 中采用发生度、严重度和检出度对失效

模式进行风险评估，笔者针对现有统计的 7 种

污染信息类型，设计了《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

态度调查》问卷，从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频率

（是否经常遇到）、已对公众造成的危害程度（心

理伤害、时间浪费或钱财损失）以及公众对各

类污染信息的厌恶程度这 3 个角度进行公众认

知态度调查。以此综合考虑统计数据和公众认

知态度，全面评价网络信息污染状况。

2  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模型与方法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之后，就是获取指标

权重和选择信息集结方法。研究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研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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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模糊区间可能度的互补矩阵权重获取方

法

由于人们更喜欢使用语言对事物进行评

判，如“优”“良”“中”“差”，而人类语言具有模糊

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所以学者们基于模糊数学

提出了相应的权重获取方法。徐泽水提出了模

糊语言标度的区间可能度方法 [27]，可以从原始

数据中获取权重。笔者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评估

矩阵是模糊语言的情形。

2.1.1  模糊语言标度的区间可能度

定义 1 设矩阵 ( )ij n nA a ×= ，若有 0 1ija≤ ≤ ， 

则称矩阵 A 是模糊矩阵。

定 义 2 设 模 糊 矩 阵 ( )ij n nA a ×= ， 若 有

1ij jia a+ = ，则称矩阵 A 是模糊互补矩阵。

定义 3[28-30] 设区间数 [ , ]a a a− += ， [ , ]b b b− += ， 

定义区间数的运算法则：

1）间数的加法： [ , ]a b a b a b− − + ++ = + + ；

2）数与区间数的乘法： [ , ]a a aλ λ λ− += ，其
中 0λ ≥ ；

3）若 ,a b a b− − + +< < ，则称 a b< 。

定义 4[27] 设区间数 [ , ], [ , ]a a a b b b− + − += = ， 

且记 ,a bl a a l b b+ − + −= − = − ，记 a b≥ 的可能度
公式如公式（1）所示：

 
( ) max 1 max ,0 ,0

a b

b ap a b
l l

+ −  − ≥ = −   
+     

公式 (1)

( )p a b≥ 具 有 互 补 性， 即： 

0 ( ) 1, ( ) ( ) 1p a b p a b p b a≤ ≥ ≤ ≥ + ≥ = 。

2.1.2  基于模糊区间标度可能度的互补判断矩阵

权重获取方法

设 被 调 研 对 象 kd D∈ ， 其 中

1 2{ , , , }tD d d d=  对 污 染 信 息 类 型 ix 在 属 性
Gj∈G={ 遭遇信息污染的频率，已受到的危害程

度，对信息污染的厌恶程度 } 下的模糊语言评

估值构成的矩阵 ( )ij n mR r ×= ，且 ijr S∈ ，其中
S={ 非常低，有点低，一般，比较高，非常高 }

为模糊语言标度，与其对应的区间数表达式进

行转换 [27]：

非 常 低 =[0,0.2], 有 点 低 [0.2,0.4], 一 般

=[0.4,0.6], 有点高 =[0.6,0.8], 非常高 =[0.8,1] 基

于模糊区间标度可能度的主观权重的过程如下：

步骤 1：对所有调研对象给出的模糊区间矩

阵按公式（2）集结，其中 ijr 通过模糊语言标度
进行转换：

 
*

k 1

1 t

ij ijr r
t =

= ∑                 公式 (2)

为表达方便，集结后的模糊区间矩阵仍记为
*( )ij n mR r ×= ；

步骤 2：对污染信息类型 ix 的各属性值进

行集结， *

1
r

m

i ij
j

r
=

= ∑ ；

步骤 3：利用公式（1）对 , 1, 2, ,ir i n=  进

行两两比较得可能度矩阵 ( )ij n nP p ×= ，由定义可
知，可能度矩阵为互补判断矩阵，根据公式（3）计

算排序权重 [27, 31]

 

1

1 1 , 1, 2, ,
( 1) 2

n

i ij
j

np i n
n n

ω
=

 
= + − = 

−  
∑ 

 公式 (3)

2.2  运用 “ 拉开档次 ” 法进行二次加权

在郭亚军提出的“拉开档次”法中，评价指

标的权重不再体现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而

是将各指标以同等“地位参与”评价过程，该方

法“毫无主观色彩”[32]。但事实上，各项指标相对

于评价目标的重要性程度往往不相等。因此，首

先利用 2.1 部分得出的主观权重原始数据进行加

权，然后再采用“拉开档次法”二次加权。计算

步骤如下：

步骤 1：指标一致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笔者

使用标准差标准化处理方法，计算如公式（4）所

示：

 
*   ( 1, 2, , ; 1, 2, , )
ij

jij

j

x x
x i n j m

s
−

= = = 

公式

其 中 ，

1

1 n

j ij
i

x x
n =

= ∑ ，

2

1

1 ( ) , ( 1, 2, , )
n

jj ij
i

s x x j m
n =

= − =∑  分别为样本均
值和标准差；

步骤 2：使用公式（3）得到的各指标权

重 , ( 1, 2, , )i i nω =  对无量纲化后的 *( )ij n mx × 进行
加权 [33]。为表达方便，称加权后的数据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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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 n mA x ×= ；

步骤 3：运用“拉开档次法”进行二次加权。

首先，构造实对称矩阵，如公式（5）所示：

TH A A=                    公式 (5)
然后，取 *ω 为 H 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标

准特征向量， *ω 即为所求权重向量 [34]。

2.3  运用 TOPSIS 方法进行信息集结

TOPSIS 方 法 是 多 目 标 决 策 中 一 种 常 用

的 集 结 评 价 信 息 的 方 法。定 义 被 评 价 单 元

1 2( , , , )i i imx x x 与正理想单元 * * *
1 2( , , , )mx x x 之间

的加权欧式距离为：

 
* * 2

1
( ) , 1, 2, ,

m

i j ij j
j

y x x i mω
=

= − =∑ 

     
公式 (6)

同理，设被评价单元 1 2( , , , )i i imx x x 与负理

想单元
0 0 0
1 2( , , , )mx x x 间的加权欧式距离为：

 
0 0 2

1
( ) , 1, 2, ,

m

i j ij j
j

y x x i mω
=

= − =∑ 

      
公式 (7)

定义贴近度指标为：

 0

0 *
i

i
i i

y
h

y y
=

+                     公式 (8)

显然，贴近度 ih 越大越好，此时被评价单
元与负理想单元距离较大，而与正理想单元距

离较小。

3  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

3.1  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调查

问卷发放前期，对问卷内容经过反复讨

论，修改问卷题目描述。在此基础上，经过 30
人的小样本发放，进一步调整问卷表达，确保

问卷题目清晰明了。问卷共包含三部分：①基

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周上网时长、手

机系统类型；②主体部分，共 21 个题项；③

设置开放式问题 1 个，即“您认为还有哪些信息

也属于信息污染？它们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危

害？”。在 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问卷通过“问

卷星”平台和重庆地区人群最为集中的解放碑商

圈进行随机发放。

线下问卷发放前对调查员进行了必要的培

训。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对

问卷填写过程进行指导，使其能按照自身真

实情况填写，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在专家指导

下，共发放 438 份，收回有效问卷 417 份，有

效率 95.2%。本次调查涉及的被调查对象中，男

性为 189 名，占比 45.3%，女性为 228 名，占比

54.7%。被调研对象的职业、年龄、周上网时长、手

机系统类型如图 2- 图 5 所示：

 
                     图 2  调研对象职业分布图                                                        图 3  调研对象年龄公布

                           图 4  周上网时长图                                                               图 5  手机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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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问卷结果由问卷星自动统计，无缺失

数据；线下问卷由两名研究员使用 EpiData3.1 软

件背对背录入，以降低录入错误率，此部分问卷

存在部分缺失数据且小于 5%，在 SPSS 中采用

最大期望值（expectation maximization，EM）方

法进行补齐。

3.2  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3.2.1  信度即可靠度

经 SPSS 计算分析，417 份问卷的信度水平

较高（大于 0.7 为高信度），满足探索性研究的

要求。各题项的信度系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信度系数

问卷题项 测量题项 删除后 alpha alpha

问卷整体信度 0.925
信息污染的遭

遇频率

Q1 0.827

0.839

Q2 0.812

Q3 0.814

Q4 0.804

Q5 0.818

Q6 0.825

Q7 0.819
信息污染的危

害程度

Q1 0.892

0.908

Q2 0.889

Q3 0.892

Q4 0.887

Q5 0.894

Q6 0.907

Q7 0.897
信息污染的厌

恶程度

Q1 0.894

0.911

Q2 0.891

Q3 0.899

Q4 0.895

Q5 0.896

Q6 0.909

Q7 0.896

3.2.2  效度即有效性

常见的问卷效度可以分为内容效度和结构

效度，本研究所使用问卷的内容效度经 5 名专

家讨论通过。结构效度要求各维度下因子具有

一致性，而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问卷是要测量出

公众对不同类型污染信息的认知态度，因此结

构效度不适用于本研究目的，故无需作结构效

度检验。

3.3  权重计算与比较分析

从 12321 中心获取到的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各类污染信息的统计数据 ( 如表 2 所

示 )，然后计算 3 种权重。

3.3.1  客观权重的计算 
先将附表中的数据按照公式（4）进行标准

化处理，然后运用公式（5）构造的实对称矩阵

H（见表 3），求实对称矩阵 H 最大特征值对应

的向量得客观权重，见表 4 中第 2 列。

在 7 类染污信息中，“垃圾彩信”权重最大

为 0.174，而 骚 扰 电 话 权 重 最 小 为 0.109，这

正好与公众对各类污染信息的反感程度呈反

比——对越讨厌的污染分配越小的权重，使其

得分越低。这也和我们的直观感受一致，即人

们通常会给不喜欢的事物较低的评价，例如人

们网购时，如果对收到的网购物品不满意，通

常会就给予差评。

客观权重在“垃圾彩信”这类污染信息上赋

值较大，而在“恶意 APP”上的赋值较小。这是

由于这两类污染信息的举报数量与其他类型的

污染信息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为了让各指标

地位均等地参与评价，“拉开档次法”对举报数

量最多的“恶意 APP”指标分配了较小的权重，而

对举报数量最少的“垃圾彩信”分配了较大的权重。

3.3.2  公众主观权重的计算

对问卷信息集结后计算出的可能度矩阵 P
（见表 5）。再由公式（3）计算出公众主观权

重ω ，如表 4 中第 4 列所示。

3.3.3  综合权重的计算

将公众主观权重 ω 与标准化矩阵 A 加权

后，再利用“拉开档次”法二次加权，得综合权

重，如表 4 中第 6 列所示。与传统“拉开档次”法
相比，基于统计数据得出的客观权重得到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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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2 年 2 月 -2016 年 10 月 12321 中心垃圾信息举报统计

时间段 B1 B2 B3 B4 B5 B6 B7
201402 4 875 6 278 3 713 4 154 369 3 647 351 311

201403 8 229 10 953 7 156 9 914 628 10 387 316 318

201404 7 801 20 891 6 303 9 972 462 11 640 341 323

201406 7 559 22 532 8 208 10 504 403 13 546 303 995

201407 11 151 25 058 14 219 11 919 317 16 431 302 723

201408 10 563 27 236 12 035 8 761 170 15 241 345 079

201409 9 879 30 238 8 242 8 280 181 22 476 279 247

201410 5 010 24 075 9 655 10 061 279 27 433 232 123

201411 7 976 22 349 13 440 10 183 372 29 614 132 777

201412 7 369 21 473 16 157 11 682 188 34 068 94 489

201501 6 946 26 409 14 059 11 743 230 33 290 78 826

201502 5 384 23 152 8 475 3 677 94 12 409 94 930

20150304 38 528 61 558 23 074 16 477 442 65 574 169 243

201505 24 101 34 035 13 090 8 317 166 31 882 66 762

20150607 8 550 75 541 28 490 25 993 577 72 162 54 143

201508 7 902 34 035 9 648 11 644 233 38 411 23 728

201509 9 438 28 407 9 455 13 026 137 36 694 35 001

201510 10 775 30 927 7 923 14 262 163 39 777 24 737

201511 11 667 25 989 7 703 11 090 158 47 914 22 294

201601 7 746 29 152 6 717 10 523 161 37 255 33 332

201602 4 890 20 430 2 945 3 516 62 9 149 30 040

20160506 17 415 54 164 10 906 18 662 463 69 900 90 240

201607 6 121 30 529 8 770 13 512 221 33 957 140 221

201608 8 123 31 151 7 989 12 162 201 41 729 145 697

201609 8 616 20 193 7 475 11 741 126 41 709 64 626

201610 5 639 22 050 7 618 8 058 189 18 766 75 094

注：B1 垃圾邮件（封 / 月），B2 不良网站（个 / 月），B3 垃圾短信（条 / 月），B4 违法短信（条 / 月），B5

垃圾彩信（条 / 月），B6 骚扰电话（起 / 月），B7 恶意 APP（款 / 月）

表 3  仅由统计数据计算所得实对称矩阵

B1 B2 B3 B4 B5 B6 B7
B1 5.38E-07 1.48E-07 3.43E-07 2.75E-07 5.23E-06 1.06E-07 -1.8E-09
B2 1.48E-07 1.28E-07 2.63E-07 3.35E-07 3.94E-06 8.56E-08 -5.3E-09
B3 3.43E-07 2.63E-07 8.86E-07 7.77E-07 1.32E-05 1.67E-07 -5.2E-09
B4 2.75E-07 3.35E-07 7.77E-07 1.28E-06 1.92E-05 2.71E-07 -1.3E-08
B5 5.23E-06 3.94E-06 1.32E-05 1.92E-05 0.001192 1.8E-06 7.02E-07
B6 1.06E-07 8.56E-08 1.67E-07 2.71E-07 1.8E-06 7.94E-08 -6.9E-09
B7 -1.8E-09 -5.3E-09 -5.2E-09 -1.3E-08 7.02E-07 -6.9E-09 1.95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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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种权重分配结果对比分析

污染信息类型 客观权重 权重排名 公众主观权重 ω 权重排名 综合权重
*ω 权重排名

垃圾邮件 0.004 236 1 4 0.150 129 6 4 0.004 068 0 4
不良网站 0.003 194 5 5 0.148 047 8 5 0.002 569 6 5
垃圾短信 0.010 701 9 3 0.112 668 6 0.011 202 8 3
违法短信 0.015 534 2 2 0.153 208 8 2 0.015 335 9 2
垃圾彩信 0.964 305 6 1 0.174 132 6 1 0.964 224 5 1
骚扰电话 0.001 460 1 6 0.109 246 6 7 0.002 040 7 6
恶意 APP 0.000 567 5 7 0.152 566 5 3 0.000 558 5 7

表 5  公众问卷信息模糊区间标度可能度矩阵

V1 V2 V3 V4 V5 V6 V7
1 0.5 0.51247 0.7247 0.481564 0.356085 0.745207 0.485416
2 0.48753 0.5 0.712145 0.469091 0.343652 0.732648 0.472942
3 0.2753 0.287855 0.5 0.256691 0.131082 0.520588 0.260542
4 0.518437 0.53091 0.743309 0.5 0.374436 0.763825 0.503856
5 0.643915 0.656348 0.868918 0.625565 0.5 0.889399 0.629424
6 0.254794 0.267352 0.479412 0.236175 0.110601 0.5 0.240025
7 0.514584 0.527058 0.739458 0.496144 0.370576 0.759975 0.5

正，使得公众最讨厌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权

重略有增加，公众诟病较少的污染信息类型的

权重略有降低。除“垃圾短信”和“恶意 APP”的

权重分配差异较大外，其余类型的污染信息所

分得的权重比较接近。即公众对这些污染信息

的直观感受和 12321 中心的统计数据较为一致。

而权重差异较大的两类污染信息是垃圾短信和

恶意 APP。对于垃圾短信，公众反感程度很强

烈，而在统计数据上可能还存在未统计到的部

分。通过访谈得知，超过五成的公众在对垃圾

信息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删除，而未选择举报。

有些被调查者的手机上虽然安装了手机卫士，具

备拦截功能，但是垃圾短信在被拦截时，因为

担心可能有短信被误操作，所以仍然会选择查

看，查看后也一般选择删除相关短信。对于恶

意 APP，权重分配差异较大的原因仍然是公众

的直观感受和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目前各类

手机应用商店都和 12321 中心有合作，用户在

下载 APP 以前，大量恶意 APP 已经被过滤掉

了，所以公众对此类污染信息感知较少，而在

12321 中心的统计数据中却大量存在。因此，在

7 类污染信息上的权重分配是合理的。

3.4  评价信息集结

由于参与评价的指标均为负向指标（指标

值越小越好，表示污染信息越少，也称成本型

指标），故设置正理想系统为各指标标准化后

的最小值，设置负理想系统为各指标标准化后

的最大值。最后，用 2.3 节中的 TOPSIS 方法集

结评价信息，并将其放大 100 倍，使得分在区

间 [0,100] 内，更加符合日常习惯。得分越高表

示网络信息污染越少，反之，网络信息污染越

严重。基于改进后的“拉开档次”法的最终结果

与运用传统“拉开档次”法计算客观权重得出的

评价结果对比如表 6 所示：

表 6 左侧是基于改进后“拉开档次”法所得

出的评价结果。在评价时间段内，从整体上看，多

数时段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分集中在 80 分左

右，情况不是十分理想。2016 年 1 月和 2016 年

8 月评分较高，网络信息污染相对较少，网络信

息环境较好；得分最低的是 2015 年 3、4 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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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仅 14.84 分，其原因主要是在这一时段内的信

息污染可能较为集中，而非时间跨度较大。这

是因为 2016 年 5、6 月和 2015 年 6、7 月同样

时间跨度是两个月，得分却也与平均水平相差

不大，反倒是 2015 年 3、4 月得分明显偏低。

表 6  改进“拉开档”法与传统方法的评价结果比较

时间段 改进法得分 传统法得分

201601 98.80 95.70

201408 98.22 94.73

201610 80.77 75.62

201402 80.75 75.59

201403 80.73 75.60

201502 80.67 75.56

201607 80.58 75.44

201602 80.46 75.32

201508 80.38 75.25

201406 80.34 75.20

201410 80.26 75.15

201509 80.22 75.11

201412 80.20 75.09

201608 80.18 75.07

201409 80.15 75.04

201404 80.05 74.94

201505 80.02 74.92

201407 80.01 74.91

201501 79.98 74.89

201609 79.95 74.84

201511 79.91 74.83

201411 79.49 74.43

20160506 79.37 74.33

20150607 79.31 74.27

201510 79.11 74.08

20150304 14.84 19.33

表 6 右侧是基于传统“拉开档次”法对统计

数据进行最终排名的结果。从两种评价结果的

对比可以发现，改进后的方法得出的结果评分

区间范围由 [19, 96] 扩大到 [15,99]。整体排名差

异不大，而 2014 年 2 月和 2014 年 3 月的信息

污染状况排名刚好交换了顺序。好的愈好，差

的愈差，改进后的方法相当于对被评价单元作

了极化处理，这样能够更加明显地展现出各时

间段内的信息污染状况。可见，改进后的算法

对被评价单元具有更好的区分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设计了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调查

问卷，基于模糊区间标度可能度对称矩阵计算

公众主观权重，再运用“拉开档次”法进行二次加

权，可以实现对由统计数据计算出的客观权重

的修正。运用改进后的“拉开档次”法对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间的信息污染状况进行了评

价。与传统方法相比，改进的方法扩大了评分

区间，而且 2014 年 2 月和 3 月的评分表现刚好

交换了位置。据此可以认为改进后的方法对评

价单元具有更好的区分能力，更好地体现“拉开

档次”的特点。

相较以往研究，本文将公众态度调查与统

计数据相结合，更加全面地衡量了当前的信息

污染状况。整体而言，信息污染形势相当严峻。

运用改进后的“拉开档次”法，多数时间段的评

分 在 80 分 左 右，而 以 2015 年 3、4 月 的 信 息

污染最为严重。同时，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公

众对 7 类污染信息的感知与中心的统计数据间

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恶意

APP”举报数量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污染信息，但

我们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公众对“垃圾短

信”和“骚扰电话”最为反感，遭遇恶意 APP 的频

率和因其而受到的损失则相对较低。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是公众感知与统计数据间存在差

异。在“恶意 APP”方面，可能是手机安全卫士

软件以及各大应用商店的相关审核措施起到了

效果；而在垃圾短信方面，近五成公众接收到

垃圾信息后存在直接删除的情况，导致部分垃

圾短信无法进入 12321 中心统计数据；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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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骚扰电话最为反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话

属于媒介丰富度较高的沟通形式，因此骚扰电

话给公众造成的主观印象最深，通过回答问卷

的形式得到了反映。此外，“垃圾彩信”在中心

统计数据和公众反映中都处于较低水平。随着

QQ、微信等即时通讯的发展，彩信正在成为历

史，因此建议将彩信与短信类污染信息合并统

计即可。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主要针

对第一类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但在

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工具

中的信息过载问题严重，公众反映较为强烈。

其次，在问卷调查时，为了能够提高问卷的可

靠性，本文选择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回收问

卷，其中线上问卷受众涉及全国。但由于资源

限制，通过两种渠道所获得的样本中，重庆地

区的人群比例较大，地区特征均较为明显。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分层抽样，使人群覆盖更广，更具代表性。最

后，在 研 究 中 仅 对 2016 年 11 月 至 12 月 期 间

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虽然从

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负面信息的印象更

深，持续的时间更长，仍建议后续研究可以每

年展开一次社会调研，以反映公众认知的动态

变化，使评价结果更加具有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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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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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应急信息管理是应急管理与信息管理的一个学科交叉领域，梳理应急信息管理

研究现状，有利于加强应急管理研究中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为应急信息管理研究后续发展与实践探索

提供参考借鉴。[ 方法 / 过程 ]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中检索到的期刊论文作为研究数据来源，

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和共词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

灾害应急信息管理、危机信息公开、应急信息管理系统、突发事件应急、智慧应急管理是国内应急信息

管理的研究热点。未来我国应加强应急信息管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构建应急信息管理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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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掌握信息等于掌握决策的主动权。

对应急管理来说，信息和信息管理是基础和核

心，在预防、准备、响应以及恢复的每一个阶

段，都需要相应信息和信息管理架构的支持 [1]。

应急信息管理是以突发事件的全过程为基础，利

用相关的信息技术和方法进行应急管理所进行

的信息输入、信息转换、信息输出的全过程管

理，从而为应急管理决策机构提供足够的信息

服务，以便有效地进行应急管理 [2]。随着全球

范围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应急信息管理成为

社会和学界所关注的研究热点议题。

为全面了解我国应急信息管理领域研究情

况，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应急信息管

理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以期揭示该领域过去若

干年的研究成果、研究特点和研究进展，为该

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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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工具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国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年限：自 1915 年至

今出版的期刊）作为数据来源，构建检索式为

((SU=’应急管理’ AND TI=’信息’) OR ( SU=’应

急管理’ AND TI=’情报’) OR SU=’应急信息管理’)，文

献发表时间限定为 1995-2015 年，匹配方式为“精

确”，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9 日，剔除重复

和关联度较低的文献，共得到文献 468 篇。

2.2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文采用词频分析法挖掘应急信息管理领

域的研究热点词汇，并运用共词聚类分析获得

该领域的研究主题。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解

释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

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

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一种文献计量方法 [3]。

共词聚类分析是共词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在

共词分析的基础上，以共词出现的频率为分析

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把众多分析对

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共词网状关系简化为数目相

对较少的若干类群之间的关系并直观地表示出

来的聚类的过程，通过共词聚类分析可以发现

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 [4]。

本文利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 SATI
软件提取文献的关键词并进行词频统计，生成

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矩阵。将共词矩阵导入统计

软件 SPSS 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对聚类结果分析

得到研究主题。

3  我国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现状整体描
述

3.1  论文数量年代分布

应急信息管理研究论文数量的年代分布

能够展现目前我国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的发展趋

势，统计近些年来应急信息管理研究期刊论文

数量，如图 1 所示：

图 1  应急信息管理研究期刊论文数量年代分布

从图 1 可以看出，1995-2015 年，应急信息

管理研究期刊论文总体呈增长趋势。根据论文

数量的增长态势情况，可将应急信息管理研究

发展大体分为 3 个阶段：①萌芽期。1995~2005
年，特征为：论文数量增长缓慢，每年发文量

均小于 10 篇，研究处于探索性阶段。②发展期。

2006-2010 年，特征为：论文数量快速增长，论

文总量明显扩大，研究处于较快发展期，其中

2010 年论文数量增长得最快。③成熟期。2011-
2015 年，特征为：年度发文量在 60 篇左右，总

体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以下将针对成熟期的

论文数据进行学科分布、期刊分布、高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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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频关键词分析。

3.2  学科分布

2011-2015 年，应急信息管理研究处于较为

稳定的发展状态，根据 CNKI 核心期刊研究样

本的学科分类统计分析结果，主要的学科分布

如图 2 所示：

图 2  近五年国内应急信息管理领域研究论文主要学科分布

结合图 2，从 2011-2015 的数据来看，应急

信息管理研究是一个交叉性非常强的研究领域。

具体主要集中在以下学科：①计算机科学，应

急管理研究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的信息管理是应急信息

管理研究的关键。②管理学，应急信息管理研

究的最终目的是为政府和防灾部门等决策机构

提供策略方案，所以管理学的知识在应急信息

管理研究中地位十分重要。③安全科学领域，该

研究领域主要从防灾和应用实践方面开展研

究，为应急管理提供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

通常以参与行动为导向，具有可实践性和一定

的操作性，是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的重要学科。

④新闻传播学，应急信息管理的另一重要研究

学科是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

在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突发事件舆情管理等方

面。⑤地理学领域，该研究偏重于从应用实践

角度进行，主要研究基于 GIS 的应急信息管理

系统设计。⑥图书情报学，相比前面的学科，其

研究相对薄弱，但应急管理决策分析离不开信

息的支持，图书情报作为一门信息管理学科，其

专有的分析处理方法能够在应急信息管理的研

究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何实现智能化的应急管

理决策分析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3.3  期刊分布

据 统 计， 近 5 年（2011-2015） 国 内 发 表

应急信息管理研究论文的期刊共 200 种，其中

75% 的期刊只发表过 1 篇相关论文，发表论文

在 2 篇以上的期刊有 19 种（见表 1）。

总体来看，载文量前 19 名的期刊涵盖管理

学、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安全科学、测绘

和灾害学等学科领域，这与学科分布分析的结果

相似。发表论文数量前 3 的是《中国应急管理》《情

报杂志》和《现代情报》，其中《情报杂志》和

《现代情报》都是图书情报学科领域的期刊，图

情领域除这两种期刊外，《情报科学》也入选

前 19，在前 19 种期刊中图情类期刊占 21%，由

此可见图情领域对应急信息管理研究十分关注。

应急信息管理研究是与情报学研究密切相关的领

域，应急管理过程离不开情报科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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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五年应急信息管理研究论文来源期刊分布统
计表

序号 期刊 篇数

1 中国应急管理 15

2 情报杂志 9

3 现代情报 7

4 图书情报工作 5

5 中国金融电脑 5

6 电子政务 4

7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4

8 中国减灾 4

9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4

10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4

11 科技资讯 3

12 情报科学 3

13 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 3

14 领导决策信息 3

15 中国西部科技 3

16 测绘通报 3

17 灾害学 3

18 科技创新与应用 3

19 科技信息 3

3.4  高产作者

近 5 年应急信息管理研究领域高产作者发

文情况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高产作者均来

自高校，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河海大学

是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的 3 支主力军。李纲等对

城市应急管理背景下多阶段多决策主题的应急

情报需求进行了分析 [5]，从社会语义网、事件

链和信息流 3 个方面对网络视角下的应急情报体

系“智慧”建设主题进行了探讨 [6]；陈宏等针对不

对称信息情况下如何协调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进

行了研究，提出了供应链的最优应对策略 [7]；程

铁军等针对不完全信息下的突发事件应急风险

决策问题，提出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区间多属

性应急风险决策模型，还提出基于不确定语言

信息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方法 [8-9]；袁维海详细

阐述了我国应急信息系统和管理架构，探讨了

应急信息发布问题 [10-11]；向立文对国内外政府

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

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政府应急信息公开法制建

设、公开内容、公开机制以及公开平台 [12]；姚

乐野聚焦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情报工作研

究，他剖析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情报运行的过

程、构成与作用机理，指出了目前我国应急管理

中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13-14]；刘春年基于主流分

类法构建了应急信息资源分类目录并对其适用性

评估进行了分析 [15]；夏志杰探讨了突发事件应

急中信息共享问题 [16-17]；许振宇的研究则集中在

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评价 [18-20]。以上这些学者目前

在应急信息管理研究领域仍然活跃。

表 2  近 5 年高产作者及发文量统计表

序号 作者 所属机构 发文量

1 李纲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5

2 陈宏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

3 袁维海
安徽行政学院，合肥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4

4 吴忠和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

5 吴凤平 河海大学商学院 3

6 向立文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7 程铁军 河海大学商学院 3

8 姚乐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9 刘春年 南昌大学信息管理系 3

10 夏志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3

11 许振宇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3

12 叶光辉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3

3.5  高频关键词分布

笔者将近 5 年期刊论文数据导入 SATI 软件

并对关键词字段进行统计，在统计过程中，去

除过于泛化的关键词，例如“问题”“信息”“管理” 
等（这些关键词无法准确描述具体的研究），并

合并同义词，例如“地理信息系统”和“GIS”“现代

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最后得到高频词汇

25 个（频次≥ 5），具体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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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应急信息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分布表

序号 主题词 频次

1 应急管理 80

2 突发事件 41

3 信息系统 25

4 应急管理信息系统 22

5 信息管理 18

6 地理信息系统 16

7 应急信息 14

8 信息公开 9

9 信息技术 9

10 应急决策 8

11 电子政务 7

12 应急联动 6

13 信息安全 6

14 应急指挥 6

15 应急管理能力 6

16 信息共享 6

17 应急信息管理 6

18 应急管理体系 5

19 应急处置 5

20 信息沟通 5

21 信息发布 5

22 公共危机 5

23 大数据 5

24 灾害应急管理 5

25 自然灾害 5

从表 3 可以看出，“应急管理”“突发事件” 
“信息系统”出现频次最高，说明目前应急信息

管理研究主要是针对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系统

方面进行。经过对高频关键词词义及内涵的详

细分析，本文将其大致划分为 4 类：①对象。

这一类的词汇主要是应急信息管理研究针对的

对象，包括突发事件、信息安全和自然灾害等。

②目的。这类词汇揭示了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的

目的，包括为应急决策提供支持，提高应急管

理能力等。③信息技术。通过这类词汇能够发

现应急信息管理研究中常采用的信息技术，包

括管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等。

④过程。从这类词汇可以看出应急信息管理研

究重点关注应急管理过程中信息公开、信息共

享、信息沟通以及信息发布等问题。

表 4  高频关键词分类表

类别 所涉高频关键词

对象 突发事件、信息安全、自然灾害、公共危机

目的

应急管理、信息管理、应急决策、应急联动、

应急指挥、应急管理能力、应急信息管理、

应急管理体系、应急处置、灾害应急管理

信息技

术

信息系统、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信息技术、大数据

过程
应急信息、电子政务、信息公开、信息共享、

信息沟通、信息发布

4  国内应急信息管理研究主题和热点
分析

4.1  研究主题分析

高频关键词集通常能以较低的关键词总量

占比来拥有较高的关键词总频次占比，因而高

频关键词及其共现聚类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从

研究内容视角来揭示出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

本文以频次≥ 5 的 25 个关键词作为近 5 年国内

应急信息管理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集。利用

SATI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集相互间共现情况进行

数据处理，得到 25×25 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

将共词矩阵导入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聚类结果树状图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国内在该领域的主要研

究方向呈现为七大类，笔者大致将其概括为：①

危机信息公开研究，涵盖关键词“信息公开”“公

共危机”“信息发布”，在该方向上的文章大多

研究政府应急管理信息公开的现状和问题；②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研究，涵盖关键词“应急管

理”“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在该方面的研究包

括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方法、模型、系统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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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评价研究，涵盖关键词“信息系统”“信

息安全”“应急管理能力”“应急管理体系”“电子

政务”，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应急管理能力、体

系的评价和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评价；④信息

技术研究，涵盖关键词“信息共享”“大数据”“信

息技术”，这类研究探讨如何将先进的信息技

术应用到应急管理当中；⑤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的应急信息系统研究，涵盖关键词“应急管理

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这类研究主要涉

及应急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⑥应急信息管

理与处置，涵盖关键词“应急信息”“应急联动”“应

急信息管理”“应急处置”，这类研究的对象是

应急管理中的信息，旨在探索如何提高应急管

理过程中对应急信息的处理精确度与处置效

用；⑦灾害应急管理研究，涵盖关键词“信息

沟通”“灾害应急管理”“自然灾害”，这类研究主

要集中在针对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管理方

面。

4.2  研究热点分析

为探索我国应急信息管理研究随时间变化

的演进情况，以下统计 20062015 年 10 年来的

年度高频关键词，如表 5 所示：

图 3  近五年国内应急信息管理领域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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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关键词统计结果表

年份 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2006
应急管理（4）、GIS（3）、应急救援（3）、阪神大地震（2）、应急信息（2）、突发事件（2）、信

息系统（2）、网络安全（2）、预案（2）

2007
应急管理（5）、应急管理信息系统（4）、环境应急管理（3）、非对称信息（3）、第一时间（2）、信

息系统（2）、危机管理（2）、应急信息（2）、应急系统（2）、信息安全（2）、应急联动系统（2）、

预警（2）、地理信息系统（2）、信息不对称（2）

2008
应急管理（7）、信息系统（6）、应急信息（3）、环境污染（3）、汶川地震（2）、工商部门（2）、

公共卫生（2）、发布工作（2）、地理信息系统（2）、政务信息公开（2）、应急管理体系（2）、信息

安全（2）

2009
应急管理（13）、突发事件（5）、信息系统（5）、应急管理信息系统（6）、电子政务（3）、政府应

急管理（3）、信息管理（3）、信息技术（2）、公共危机（2）、地震（2）、应急联动（2）、管理工

作水平（2）、突发事件信息（2）

2010

公共事件（3）、应急处置（3）、信息安全（3）、风险评估（3）、人民银行（2）、轨道交通（2）、

灾难备份（2）、公共安全（2）、应急管理信息系统（6）、、应急预案（2）、预警（2）、药品（2）、

应急统计（2）、信息传播（2）、应急信息保障系统（2）、网络舆情（2）、应急平台（2）、信息资源

规划（2）

2011

应急管理（14）、突发事件（8）、信息系统（6）、应急管理信息系统（5）、地理信息系统（4）、信

息技术（3）、应急联动（3）、应急信息（3）、信息管理（3）、灾害应急管理（2）、信息集成（2）、

应急指挥（2）、自然灾害（2）、电子政务（2）、数据挖掘（2）、信息发布（2）、人民银行（2）、

信息共享（2）、应急预案（2）、数据共享（2）、指标体系评价（2）、数据库（2）

2012

应急管理（9）、突发事件（8）、信息公开（4）、政府应急管理（3）、应急信息管理（2）、灾害应急

管理（2）、信息员队伍（2）、信息沟通（2）、应急管理能力（2）、预案（2）、应急管理信息系统（2）、

信息管理（2）、发布机制（2）、突发事件预警（2）、应急管理体系（2）、城市轨道交通（2）、信息

报送（2）

2013

应急管理（15）、突发事件（9）、信息系统（9）、应急决策（6）、应急管理信息系统（6）、应急信

息（4）、信息管理（4）、信息公开（3）、应急指挥（3）、新媒体（3）、风险管理（3）、预警信息（2）、

危机信息（2）、信息融合（2）、资源调度（2）、评价指标体系（2）、地理信息系统（2）、公共危机（2）、

法制建设（2）、应急信息管理（2）、信息传播（2）

2014
应急管理（25）、地理信息系统（7）、突发事件（6）、应急管理信息系统（6）、地理信息服务（4）、

信息系统（4）、应急信息（3）、信息管理（3）、信息安全（3）、总体设计（2）、电子政务（2）、

危机管理（2）、地理信息（2）、大数据（2）信息技术（2）

2015

应急管理（17）、突发事件（10）、信息管理（6）、信息系统（5）、不对称信息（3）、大数据（3）
应急管理信息系统（3）、信息技术（3）、应急广播（3）、应急信息（3）、辅助决策（3）、应急处置

（3）、可燃物蓄积量（2）、地理信息系统（2）、安全应急（2）、应急决策（2）、系统动力学（2）、

原型系统（2）、森林火灾（2）、智慧城市（2）、熵理论（2）、可燃物类型（2）、遥感影像（2）、

信息融合（2）、多源信息（2）、高速公路（2）、协调模型（2）、供应链（2）

从表 5 可以看到，应急信息管理的研究主

题随时间的发展不断变化。除了每年排在首位

的“应急管理”这一主题词保持不变，其他的主

题词每年均发生了改变：① 2006 年，研究主题

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对“地震”和“突发事件”。
② 2007-2008 年，研究范围有所扩大，“环境污染” 
“公共卫生”相关的研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2008

年汶川地震后，相关研究迅速聚焦“汶川地震”。
③ 2008 年后，政府信息的公开和发布成为研究

热点，涉及的关键词有“政务信息公开”“电子政

务”“信息发布”“发布机制”“信息公开”。④ 2009
年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

的关注，涉及的关键词有“数据挖掘” “数据库”“大

数据”。⑤ 2010 年之后，针对不同背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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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2010 年“网络舆情”开

始受到关注，2013 年“新媒体”成为了研究热

点，2015 年出现以“智慧城市”为背景的相关研

究。结合 2008 年研究的主题变化，可以发现，应

急信息管理研究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

从关键词随时间发展变化分析，可以发现

其中的部分研究内容与聚类的结果存在相似之

处，例如信息公开研究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研究。

结合共词聚类结果和关键词时序变化，总结我

国在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的热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4.2.1  灾害应急信息管理研究

自然灾害应急信息管理研究主要探讨地

震、洪涝等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信息问题，研

究热点主要涉及：①灾害信息的分类与组织研

究。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型划分、特定灾害

信息的统计与分类以及制定灾害信息分类标准

等。如项正军等探讨了自然灾害的应急信息统

计，就如何规范应急信息统计提出了看法 [21]；彭

姚系统梳理了国内自然灾害信息分类与组织 [22]。

②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信息沟通。目前这类研究

主要探讨灾害应急管理各相关组织之间的信息

沟通协调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如

曹海林等指出我国灾害应急管理信息沟通面临

着公民知情权缺乏制度性保障、媒体报道渠道

受阻、地方政府舆论引导不力、公众缺乏沟通

的主动性等诸多现实困境，提出了强化灾害应

急管理信息沟通的应对策略 [23]。张力文等阐述

目前应急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沟通协调问题主要

表现在信息沟通不对称、缺乏交互性、信息传

递滞后、信息发布不充分等方面 [24]。

4.2.2  危机信息公开研究

信息公开是实现危机中政府与社会良好沟

通的重要途径，完善危机管理信息公开机制，有

利于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能力。目前危机信息

公开问题研究主要探讨政府应急信息公开制度

和运行机制以及政府、媒体、公众等在危机信

息公开中的利益博弈等问题。如林如鹏等针对

政府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应急状态下的信息公开与传播策略 [25]，诸葛福

民阐述了政府、媒体，公众对信息公开的态度

差异以及三者在危机信息公开上的博弈 [26]。

4.2.3  应急信息管理系统研究

其研究热点主要涉及：①基于 GIS 的应急

管理信息系统研究。该主题主要探讨基于 GIS
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和开发。学者对不

同环境下的应急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设计，如

面向石油化工企业的应急管信息系统 [27] 和面向

城市轨道交通应急管理系统 [28] 等。②现代信息

技术的应用研究。应急管理中比较常用的信息

技术有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技术、遥感技术等，这些技术中的一种或几种

被集成在不同的技术平台，应用于应急管理。

例如，张宁熙基于 Hadoop 分布式计算系统基础

框架，构建了一种面向大数据应用的政府应急

信息系统架构 [29]。

4.2.4  突发事件应急研究

其研究热点主要涉及：①突发事件网络

舆情研究。这类研究主要研究突发事件网络

舆情的特征和演化规律、突发事件引导与应

对策略以及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的分类方

法等。②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情报体系研究。

学界从理论探索和实践分析两个角度探讨了

面向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快速响应情报体系

的系列问题 [30-31]，苏新宁等基于利益相关者

理论进行了突发事件案例知识库构建 [32]，提

炼了面向应急情报采集与组织的突发事件特

征词典编制 [33]。

4.2.5  智慧应急管理

智慧应急管理，即城市应急智慧化，是智

慧城市构建过程中的重要部分，指的是城市在

迈向智慧城市过程中应对突发事件采用智能化

的技术、思维、管理方法等。其研究热点主要

涉及：①智慧城市应急管理系统研究。这类研

究主要探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急管理系统采用

的关键技术、制约因素、系统架构设计等 [34-36]。

②面向智慧城市应急决策的情报体系研究。这

类研究对城市应急决策情报体系涉及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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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 [5]，并针对问题构建智慧城市应急决

策情报体系的框架以及运作模式 [37-39]。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以 CNKI 收录的应急信息管理研究期

刊论文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从论

文数量年代分布、学科分布、期刊分布、高产

作者、高频关键词和研究热点展开了详细的分

析。获得以下结论：我国应急信息管理研究发

展 大 体 分 为 3 个 阶 段：199-2005 年 属 于 萌 芽

期，2006-2010 年处于发展期，2011-2015 年属

于成熟期；期刊论文分布在计算机科学、图书

情报学、测绘学、灾害学等多种学科期刊，图

情期刊中《情报杂志》《现代情报》《图书情

报工作》和《情报科学》载文量较多；该领域

近 5 年的高产作者有来自武汉大学的李纲和叶

光辉、电子科技大学的陈宏和吴忠和以及河海

大学的程铁军和吴凤；高频关键词可大致划分

为 4 类：对象、目的、信息技术和过程；灾害

应急信息管理、危机信息公开、应急信息管理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智慧应急管理是国内应

急信息管理研究的热点。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以上关于应急信息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涉

及了不同的领域，这说明应急信息管理研究是

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将计算机科学、管

理学、新闻传播学、地理科学等多个学科知识

融合起来。纵观目前国内应急信息管理的研究

成果，存在以下问题：①研究内容分散。目前

国内应急信息管理研究主题分散在计算机科

学、新闻传播学、地理科学等不同学科，各学

科侧重点各不相同，计算机科学偏重于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对应急管理中信息的加工处理和分

析；新闻传播学主要从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角

度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模

式和特征、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地理科学偏重

于从应用实践角度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基于 GIS
的应急信息管理系统。目前这些领域的研究基

本还处于孤立的状态，未能真正实现多学科的

交叉融合。②理论框架尚未成型。应急信息管

理是应急管理与信息管理交叉而成的一个新的

学科前沿领域，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

关于应急信息管理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较少，这

类研究主要探讨了应急信息管理的模式，鲜有

研究从根本上探讨应急信息管理领域的核心问

题和研究范畴，理论框架体系尚没有形成。

结合当前国内应急信息管理的研究现状，我

们认为国内的后续研究应注意以下几点：

加强应急信息管理基础理论研究。尽管应

急信息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应急管理实

践工作，但其后续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

为更好地指导应急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发

展，应进一步深化应急信息管理理论研究，当

前构建应急信息管理理论框架是亟需解决的问

题。②加强支撑应急信息管理的智库理论研究

和智库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积极建设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的阶段，“智库”是当前科技界广泛

热议的话题，应急信息管理理论十分需要智库

的支撑，未来我国既要加强相关的智库理论研

究，也要加强支撑应急管理的智库建设，如防

灾减灾智库、突发事件应急智库等，为国家应

急管理工作的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③加

强研究界、政府部门及社会各行业间的合作。

应急信息管理研究涉及领域宽泛，面对的问题

十分复杂，既需要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进行

合作，同时突发事件引发的问题也牵涉到环

保、防灾等众多政府部门和社会各个领域，因

此只有研究者、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行业共同

合作，才能综合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一系列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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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Emergen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mmarizing the major research output is helpful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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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5 年 3 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意见，要

求加强烟草行业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

制度，广泛聚集智力资源，为行业科学决策提

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意见指出，加强行业

智库建设，是支撑行业科学决策的需要，是提

高行业管理水平的需要，是树立行业良好形象

的需要。行业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行业智库建设

的重要意义，不断加强智库建设。

在行业智库建设的大背景下，云南中烟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云南中烟

技术中心”或“技术中心”）作为中国烟草行业体

量最大的研发机构，如何提高自身科研能力、获

【最佳实践】

开放式创新智力资源生态圈构建研究
            ——来自云南中烟技术中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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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昆明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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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构建智力资源生态圈的设想和实施过程。[ 结果 / 结论 ] 通过建设开放式创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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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并扩大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优势是技术中

心最核心的命题。2014 年 4 月云南中烟技术中

心成立后，提出要以本体组织为核心，利用世

界一流的人才、技术、实验室，创建纵横连线、协

同共享、风险共担的开放式创新资源生态圈。

构建知识管理体系对解决这一命题具有战略性

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技术中心建立知识管理体

系和平台是支撑开放式创新战略的必要手段。

知识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

工程，技术中心的知识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分成

多个阶段逐步实现及深化。智力资源是技术中

心最重要的优势资源，但也存在着智力资源分

散，科研团队无法及时和有效地获取到与科研

项目相匹配的智力资源等问题，如何有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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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利用这一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技术中心的

核心竞争力，是技术中心决策层最为关注的问

题之一。

因此技术中心首先选择在人力资源领域

开展知识管理体系的构建，以智力资源为切入

点，完成与智力资源相关的知识管理体系的梳

理，盘活技术中心核心人才资产，提高科研效

率，提升中心管理水平，促成良好的学习、创

新氛围，逐步将技术中心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

知识型组织、学习型组织，从而有效提升技术

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技术中心成为世界一

流的烟草科研机构。

2  国内外智力资源研究现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种类型的脑

力劳动者数量不断增加，掌握更多新知识的人

力资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存续与发展的第一资源
[1]。如何从智力资源角度看待受过一定专业培育

（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量脑力劳动者，通

过对其智力活动过程的效能分析与优化设计，用

科学方法开发、利用和管理智力资源，提高脑

力劳动效率，更好地实现组织的功能或目标，是

各级各类组织所面临的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的

课题 [2]。智力资源管理是介于知识管理与人力

资源管理之间的新方向，目前关于智力资源管

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均已展开。

智力资源是从智力活动效能方面对人力资

源的一种特殊界定，指经过一定的专业技能培

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以后，能够从事脑

力劳动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的个人或

群体 [3]。智力资源的核心部分是人的知识，不

仅包括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也包括

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智力资源管理作

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通过适当

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实现对智力资源的合理配

置、利用和评价。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侧重点是

通过智力活动过程的效能分析和优化设计，以实

现智力活动即脑力劳动的“精益生产方式”。
1954 年，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

提出了人力资源拥有当前其他资源所没有的特

质，即“协调能力、融合能力、判断力和想象力”，这

里隐含了智力资源特征。1991 年，斯蒂沃特在《财

富》杂志上第一次使用了“脑力”（brainpower）一

词。这里所说的“脑力”就是智力资源。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库兹涅茨、舒尔茨、罗默等人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使我

们对“智力资源”发挥作用原理的认识不断提升。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管理界将智力资源上升到

“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高度，主流

观点认为智力资本主要包括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以及结

构资本（structural capital）[3]。在知识经济时代，企

业智力资本与企业知识管理工作紧密相连，聚

焦于企业知识这种无形资产的管理 [4-5]，用于衡

量企业运营的健康程度 [6]。

国内智力资源管理研究包括个人、组织和

社会层面的研究，以及智力资源全球化研究。

关于前 3 个方面的内容，目前已有很多阐述 [7-9]。

关于引进外国智力资源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国

内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10]。根据有关研究，可以

给出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初步理论构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力资源管理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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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实践课题方面，一

些企业培育和开发智力资源方面的成功经验值

得认真总结。例如，海尔集团公司智力资源开

发适应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大目标，为企业

培养具备国际化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并

注重人才潜能激发与隐性知识利用 [11]；在美

国硅谷，外来智力资源构成一支强大的技术力

量，每年创造着数百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智力

资源管理研究需要充分搜集这些实际案例，开

展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从中获得具有可行性

的方法和对策。在智力资源管理实践方面，无

论是大西北企业引进智力的对策研究，还是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智力资源管理对策研究，都

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12-13]。

3  开放式创新智力资源生态圈构建

云南中烟技术中心的开放式创新智力资源

生态圈的构建，融合了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

理的综合观点与方法，注重组织智力资源体系

运行机制、系统体系设计研究，包括组织智力

资源的形成、发展、共享应用、考核激励、调

控与系统功能设计等内容。

3.1  智力资源管理目标设计

技术中心作为中国烟草行业体量最大的科

研机构，智力资源是其最重要的优势资源，如

何有效、合理利用这一资源，将其转化为技术

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中心决策层最为关

注的问题之一。在设计智力资源总体蓝图之

前，技术中心首先基于中心的战略目标制定智

力资源管理的愿景和目标，以便为中心的智力

资源发展方向指明目标。

愿景：基于云南中烟技术中心的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打造云南中烟的“开放式创新科研生

态圈”（见图 2）。其中，生态圈的组成包括：①

核心圈：技术中心；②紧密圈：云南中烟；③

外围圈：行业的同行；④发散圈：行业外、行

业边缘的供应商；⑤大发散圈；全球的资源。

而核心圈内核部分则为：“人”＋“物（知识）”。

图 2  智力资源管理愿景

目标：①建立烟草行业最大的智力资源库

（包括技术中心和非技术中心的智力资源）；②

通过智力云（智力资源管理 IT 平台）的管理，使

得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使用，同时能够促进智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18

知识管理论坛，2017（2）:16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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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成长。

3.2  智力资源内容梳理

由云南中烟智力资源管理设计的目标——
建立烟草行业最大的智力资源库，以及智力资

源科研生态圈可以看出，技术中心的智力资源

具有跨组织特征，其范围不拘泥于本组织之

内，即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聚焦的对

象不仅仅是技术中心，而且还包括合作项目的

合作方、高等院校等。可以说，只要参与到云

南中烟技术中心科研活动的人都是技术中心的

智力资源，它涵括了整个科研技术活动中参与

的研究员、工程师以及高级技工和各个研究方

向的能工巧匠。

为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智力资源库，技术

中心首先对智力资源的分类、属性、标签进行

全面盘点和梳理。智力资源内容梳理基于“知人

善用”的原则，在业界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

和知识管理模型的指导下展开，以“人”为核心，梳

理综合反映人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能力的

各项特征指标。具体而言，从资源的静态属性（智

力资源相对稳定的基本信息，如岗位、部门、学

历、工作经历、职业资格、专业技术等）、动

态属性（智力资源在工作中动态产生的各类知

识、成果、技能、经验等信息，如参与科技创

新项目信息、担任评审专家信息、论文 / 论著信

息、专利信息、知识分享和交流信息等）两方

面出发，对智力资源从多个维度进行盘点及划

分，以建立科学的智力资源界定体系。智力资

源的多维属性梳理就是对智力资源进行“用户画

像”，伴随着多维属性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完善，一

方面能够让智力资源的服务和智能推荐更为精

准，另一方面也让技术中心领导和管理者能够

精确地了解智力资源的具体特征，从而实现智

力资源的价值利用最大化。

3.3  智力资源管控机制设计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机制是保证系统有

序工作的程序，具体来讲，需对“如何做”进行

具体步骤分解，形成可操作的实施路径。技术

中心从研究科研型组织智力资源管理系统形成

与运行机制出发，打通从智力资源引入、发展、共

享、调控一系列完整的闭环控制体系，从而发

挥人才效能，提升组织知识创新能力。

3.3.1  智力资源的形成

智力资源的形成，主要是指如何将智力资

源纳入到智力资源库中，并快速开发智力资源

的智慧才干，得到产出的过程。智力资源形成

包括智力资源的引入机制和开发机制。

引入机制分为内部引入和外部引入。内部

引入是指从云南中烟的内部系统（如科研创新

平台、实验室管理系统、原料管理系统、科研

管理系统、科研管理供应链系统等）进行智力

资源数据信息同步，实现信息的大一统，再对

每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人脉网络的绘制。外部

引入包括两种方式：①根据六度空间理论，采

用内部推荐的方式，引入云南中烟有需要但又

尚未进入云南中烟智力资源库的人才；②任务

发布，将云南中烟的科研课题拆分成不同的任

务，通过信息平台对外发布任务，采用类似竞

标的方式引入智力资源，从而实现智力资源的

共享。

智力资源的开发指各主体通过有效途径并

采取各种措施开拓、发掘智力资源的潜能。智

力资源的开发是以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手段充分

挖掘成员的智力潜能，训练、提高其智力、知

识和技能水平使之与物质资源的结合处于最佳

状态，从而充分发挥成员积极性、自觉性和创

造性的全面过程和活动。在本文中，智力资源

开发主要是指把智力资源的知识、智慧、才干

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发掘的方法或路径。经过与

业务部门管理者针对科研人员成长路径设计方

面进行研讨后，技术中心对于智力资源的开

发，主要采用项目中锻炼为主、自主学习为辅

的方法。

3.3.2  智力资源的发展

智力资源的发展，是指智力资源的培养与

成长，应该制定具有计划性和针对性的完整人

才发展体系，开发与市场增长需要和企业发展

需求契合度最高的培养方式；另外，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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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培养，使企业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者具

有更强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发展

战略的有效实施。技术中心智力资源的发展，包

括智力资源的培养机制和转化机制。

智力资源的培养机制包括四大方面，形成

所谓的“四要素说”——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规

划、能力提升培养、课程培养。①技术中心的

人才培养目标，是以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为核心

和根本，构建符合科研创新实际、满足科研创

新需求的干部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突破传统

的单通道发展的瓶颈，设立“管理、技术、技能” 
人才成长的“川”型通道。②技术中心的智力资

源培养方式，分为“个人主导”“部门主导”“技术

中心主导”3 种类型、8 种培养方式。③根据培

养目标、不同培养方式的有效性以及智力资源

能力的“重要性” “紧急性” “短板”方面的调研，将

分阶段提升智力资源的个人能力。④在课程培

养的过程中，需要先考虑课程的可行性、培养

的内涵，提前预判培养效果与投入成本。

智力资源的转化机制，是从价值转化的角

度来阐述智力资本在不同层次之间转化和发展

的过程。具体而言，智力资本可以划分为 4 个

层次，第一层是人力资本层，第二层是智力成

果层，第三层是知识产权层，第四层是智力资

产层。技术中心的智力资源转化，就是将人力

资本转化为智力成果，智力成果转化为知识产

权，知识产权转化为智力资产的一整套过程和

机制。

3.3.3  智力资源的共享应用

科研智力资源共享指企业、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和政府等组织机构，以合作创新为目

的，以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智力资

源共享互补为前提，通过契约或者隐形契约的

约束联合行动而自愿形成科研组织体的行为。

智力资源共享应用，是指将分布在不同领域的

智力资源，以他们的专业研究方向、过往的工

作经历等作为参考依据，按照实际业务需求，合

理地组织起来，更有效地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

智力资源的共享应用包括智力资源的共享机制

和推送机制。

组织智力资源共享机制是指将分布在不同

地域、组织或系统中的智力资源组织起来，通

过人际间相互交流、激发、响应来共同完成组

织目标的智力活动过程。智力共享是一种利用“群

脑”做事，形成组织智力优势的管理，所以，这

种共享必须打破组织界限，打破“单位所有”“部

门所有”条块分割，实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
目标，从而提高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

智力资源的推送机制，是指在云南中烟在

项目组建和评审环节，实现对于项目成员和评

审专家的智能化推送，设计其推送流程、推送

模型等。推送场景之一为团队成员推送，主要

针对科研创新平台中的科研项目申报环节，项

目申请方会经常提出对项目团队成员构建的需

求，因此，在对智力资源内容进行梳理后，要

能够按照智力资源专业领域相关度、职业资质

相关度、项目经历相关度、成果贡献相关度等

不同指标，自动匹配相关度最高的智力资源，实

现智能化推荐。同样，在项目专家评审环节，项

目组会有邀请评审专家的需求，因此，在对智

力资源内容进行梳理后，可自动匹配和推荐相

关智力资源，帮助完成评审专家筛选。

3.3.4  智力资源的统筹调控

智力资源的统筹调控，主要是指对已经纳

入智力资源库的智力资源进行多维度、动态地

统计分析，展现各个业务领域人员配备结构，分

析图表等，为领导决策提供支撑，同时为智力

资源优化给出合理建议。智力资源的统筹调控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①从整体进行分析优化；②

从局部进行分析优化，并从相应的维度组合来

进行查看，相应给出分析结果。具体而言，技

术中心智力资源的分析维度包括智力资源概况

分析、贡献分析、影响力分析等。

3.3.5  智力资源的评价考核与激励

智力资源的考核与激励，主要是指如何对

纳入云南中烟组织体系下的智力资源（技术中

心科研体系）进行考核，并对其给予一定的激

励措施，促使其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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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而对非云南中烟组织体系下的外部智力

资源需构建合理的评价机制，以供云南中烟更

好地利用外部智力资源。

智力资源的考核机制，主要指对已经在云

南中烟管理制度下的在编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它

是对员工个人在职的工作成果和行为进行评估

的过程。科学的绩效考核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

理念，结合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和员工的个人发

展意愿确定考核的内容和目标，并与员工在双

向互动沟通的过程中推行绩效考核。对于内部

智力资源由于属于云南中烟的管理体系，可对

其进行考核；对于外部机构管理体系下的外部

智力资源，为了让云南中烟更好地了解其具体

情况，需要云南中烟的项目合作者（如项目经

理）对其进行评价，可以小见大，反映出该智

力资源所对应的外部机构或组织的情况。

激励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激发和引导人的积

极性的方式和环境。一般来说，在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环境中，人的积极性一般只能发挥 30%
左右，而全面激励状态下，最高可以达到甚至

超过 100%，所以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是调动人

才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挖掘其潜能的有

效手段。经过调研，激励知识型科研人才的前 4
个因素分别是：个体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

就、金钱财富。

3.4  智力资源环境创设

环境创设主要是指智力资源在进行课题研

究时，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保障，本文主要从

组织、制度、文化 3 个层面进行分析。

本文中所说的组织层面，是指在云南中烟

技术中心组织架构不进行变动的前提下（按照统

一管理的原则，形成云南中烟统一领导，人力资

源部门牵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各

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的智力资源工作新格局），为

了保证能够更好地挖掘智力资源的潜能，具体针

对科研人员在项目或者课题组中，应该有一个扁

平化以及倒金字塔的组织结构。

在制度层面，为鼓励智力资源对自身素质

提升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快推进云南中烟智

力资源库的建设，需结合云南中烟智力资源特

征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例如，出台《智

力资源管理办法》，明确云南中烟内部外部智

力资源在成长培养及使用上的规范；制定《智

力资源激励办法》明确对智力资源的奖励与待

遇，通过有针对性地培养，让员工看到只要切

实努力，就可以提升到更高的职务，会有更好

的物质待遇，从过去“让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层面，主要是指团队建

设过程中，要树立尊重人、发挥人员主动性等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文化，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

进行合理的授权，通过判断结果是否符合团队

整体目标，进而对团队管理进行一定的调控。

3.5  智力云管理平台搭建

智力云管理平台是具有大数据收集和分析

能力、能够提供进行安全、方便获取智力资源

服务的私有云架构，是保证技术中心对创新生

态圈中最核心的智力资源进行有效掌控和利用

进而支持整个生态圈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技术中心在当前首要任务为构建智力云应用，在

未来计划逐步扩展管理云、知识云等应用，以

实现对中烟研发生态圈中最核心的知识资源进

行有效掌控和利用，并将其转化为技术中心的

知识资产，实现知识资产的增值和传承，从而

支持整个生态圈的良性发展。

智力云管理所有的智力资源，当前主要任

务是实现技术中心所有智力资源的管理，将来

将逐步扩展到整个研发生态圈，从而建立及统

筹与烟草业务相关的智力资源池，以对烟草类

科研项目或其他工作提供智力资源支持及服务。

智力云不管理具体业务，但是智力云中的智力

资源服务于业务。因此对于智力资源的使用，以

及围绕智力资源产生的信息、知识，将来自于

其他的业务系统。智力云主要提供对智力资源

的管理以及对智力资源的使用及分布情况进行

全方位的分析，同时按业务使用场景，对其他

业务系统提供智力资源场景化的输出。

3.5.1  实现对智力资源的统一存储及管理

智力资源新建操作包括：①直接在智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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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建；②在其他业务系统中提出加入智力云

的申请或向相关人员发起加入智力云的邀请。

智力资源完善操作包括：在智力云中不断

完善和优化智力资源信息，如岗位、标签、业

务属性等信息。

智力资源变更操作包括：①主动对智力资

源进行变更操作（如调整行业信息、联系方式

等）；②自动对智力资源进行变更操作，适用

于在外因的触发下进行此操作（如在统一用户

管理平台中，相关人员的在职状态发生变化）；③

申请对智力资源进行变更操作（如在科研创新

过程中，对智力资源内容有误的项目成员申请

对其资料进行变更）。

智能分析操作：对智力资源的使用、分布、 

变动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

3.5.2  实现业务系统对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反馈

智力云按业务使用需要，提供诸如项目团

队组建、智力资源智能推荐之类的应用场景，对

于智力资源的应用场景，智力云支持随着使用

的深化，其功能将不断扩充。

智力云将支持智力资源间的互动问答，以

及使用后的评价反馈，以便更深刻地了解相关

智力资源信息。

3.5.3  提供业务系统对智力资源的接入接出服务

智力云作为业务系统的服务与支撑平台，必

须支持根据业务流程特点，在业务系统的相关

流程节点中，提供智力资源查询服务、智能推

送服务，以便智力资源在业务过程中的应用，实

现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同时，在业务使用过

程中，当智力资源池中提供的资源不够时，支

持在业务系统中直接引入其他智力资源信息，智

力云提供定制智力资源的写入接口。

4  结语

在知识经济和行业智库发展的大背景下，掌

握更多新知识的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生存与发

展的核心资源。技术中心作为云南中烟工业系

统的核心研发机构，智力资源是其最重要的优

势资源，如何高效开发、利用和管理智力资源，提

高智力资源的脑力劳动效率，是技术中心的当

前要务。

云南中烟技术中心开放式创新智力资源生

态圈的构建对技术中心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有效利用具有的重要意义，能够为技术中心的

人力资源规划和智力资源优化提供重要参考：①

科研活动发起者可以快速选择合适的人组建结

构合理的小微科研团队。②随着技术中心研发

生态圈的建立和扩张，技术中心可以全面、动

态地掌握生态圈的智力资源状况，为技术中心

的智力资源引进、智力资源培育提供重要参考。

③开放式创新智力资源生态圈的构建将为技术

中心知识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的前期经

验，为下一步知识管理在技术中心全方位的推

广实施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同时也为烟草行

业知识管理提供重要的实践经验和参考案例。

参考文献：

[1] 曾建权 , 郑丕谔 , 马艳华 . 论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

管理 [J]. 管理科学学报 , 2000 (2): 84-89.
[2] 戚鲁 , 徐承彦 . 能本管理 : 理论框架与实践探索 [J] . 中

国人力资源开发 , 2002(4): 4-8.
[3]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its measurement[EB/OL]. [2017-

03-20]. http://www.apira2013.org/past/apira1998/archives/
pdfs/25.pdf.

[4] CHOO C W, BONTIS 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WIIG K M. 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J]. Long range planning, 1997, 30(3): 399-405.

[6] STEWART T A. Intellectualcapital: the new wealth of 
organizations[J].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1998, 37(7): 
56-59.

[7] 王前 . 智力资源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J]. 公共管理学

报 , 2004(2): 44 -50.
[8] 金福 , 王前 .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新发展 : 智力资源管

理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 2005(1): 88-93.
[9] 王前 , 李作学 . 试论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问题 [J]. 科学

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004(10): 113 -117.
[10] 张晓华 . 国际智力资源开发研究 [D]. 武汉 : 华中科技

大学 , 2002.
[11] 张瑞敏 . 海尔的用人之道 [J]. 职业风云 , 2002 (1): 7-8.
[12] 彭立明 . 加强引智力度提高西部企业竞争力 [N]. 光明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18

知识管理论坛，2017（2）:168-174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2 期（总第 8 期）

174

日报 , 2009-9-22（）.
[13] 东北振兴要重视智力资源——访全国政协委员东软

股份董事长刘积仁 [EB/OL]. [2017-04-01]. http://stock.

stockstar.com/zh2004031501088576.shtml.

作者贡献说明：

张海涛：确定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框架；

刘奇燕：撰写和修订论文。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of Open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Resource: 
Taking the Technical Center of China Tobacco Yunnan industrial Company as an 

Example

Zhang Haitao, Liu Qiyan
Technical Center of China Tobacco Yunnan industrial Co., Ltd, Kunming 650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uilding the open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resource ecosystem is the 
essential support for optimizing human resource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 and offering references for 
industrial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By the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sign and process 
for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 ecosystem of China tobacco Yunnan industrial company. [Result/conclusion] 
By building the open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resource ecosystem, it can control and utilize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 which makes knowledge assets of the technical center, realizing the added-value of knowledge 
assets and inheriting them.
Keywords: open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resource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识管理论坛》征稿启事
《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图书情

报工作》杂志社出版的纯网络、开放获取的学术期刊（ISSN 2095-5472，CN11-6036/C），也是知识管理领域唯

一的专业学术期刊。

《论坛》关注于一切与知识相关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其中包括：

● 互联网与知识创新

● 大数据与知识计算

● 数据监护与知识组织

● 实践社区与知识运营

● 内容管理与知识共享

● 数据关联与知识图谱

● 开放创新与知识创造

●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现面向国内外学界业界征稿： 

1. 稿件的主题应与知识相关，探讨有关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知识创新等相关问题。文章可侧重于理论，也

可侧重于应用、技术、方法、模型、最佳实践等。

2. 文章须言之有物，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目的明确，研究方法得当，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对理论或实践具

有参考、借鉴或指导作用。

3. 所有来稿均须经过论文的相似度检测（使用 CNKI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AMLC）），提交

同行专家双盲评审，并经过编辑部的初审、复审和终审。如果稿件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概不录用；若

论文在发表后被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我们会对其进行撤稿处理，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稿件作者将进入我刊黑

名单。

4. 文章篇幅不限，但一般以 4000-20000 字以内为宜。

5. 来稿将在 1 个月内告知录用与否。

6. 稿件主要通过网络发表，如我刊的网站（www.kmf.ac.cn）和我刊授权的数据库。

7. 本刊实行按篇出版，稿件一经录用立即进入快速出版流程，保证研究成果在第一时间内发布。

8. 本刊录用的稿件免收论文处理费。

投稿请登录 http://www.kmf.ac.cn，在线提交论文，根据提示进行操作。

联系电话：010-82626611-6638

联系人：刘远颖

 

《知识管理论坛》编辑部




	知识管理论坛期刊f1
	知识管理论坛1702目录
	知识管理论坛2017年第2期
	知识管理论坛期刊f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