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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

聚的景象。世界范围内的交叉学科研究越来越

多，跨学科程度整体在加剧，产业界限模糊也

越来越广泛。当前的创新趋势是基于广泛的科

学和技术领域以及必需的跨学科研究快速进行

技术研发 [1]，这被称为技术融合。

技术融合的出现并非偶然。虽然知识和技

术越来越多元化和专业化，但社会经济和技术

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增加，需要集成多学科知识

和技术才能解决。在科学、技术、产品、产业

和市场等各个层面的融合中，技术融合起到了

从科学研究到实际竞争力转化的纽带作用，并

在引领和控制下一代技术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学术探索】

技术融合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 张静 1,2,3  张志强 4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北京  10019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4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技术融合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已经逐步成为国

家科技战略的重要内容。[ 方法 / 过程 ] 在梳理已有技术融合概念，阐明技术融合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明

确技术融合研究过程，并对数据集构建、技术领域界定和融合分析各阶段所用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结论 ]以发现当前研究的不足，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对推动技术融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技术融合  数据集构建  技术领域界定  融合分析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张静 , 张志强 . 技术融合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4): 257-264[ 引

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94/.

作者简介：张静 (ORCID：0000-0002-5827-7139)，馆员，博士研究生，E-mail：zhangjing@mail.las.ac.cn；张志
强（ORCID：0000-0001-7323-501X），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7-02-26        发表日期：2017-07-10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2  概念及研究意义

“ 融 合 ”（convergence） 一 词 在 英 语 中 的

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来源于拉丁语

“convergere”（倾斜到一起），在词典中主要被

定义为 “（线）在一个点相交 ” 或 “（多种事物）逐

渐变得相似或称为相同的东西” [2]。“融合”在《辞

海》中的解释为相合在一起 [3]。此外，生物、气

象和数学等个别学科对“融合”赋予了本学科的

特殊含义。

在 管 理 领 域 最 早 使 用“ 融 合” 一 词 的 是

罗森博格 [4]，他对美国机械设备业演化的研

究 中， 首 先 提 出 了“ 技 术 融 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产品功能和性质完全无关的产

业因采用通用技术而导致独立的、专业化的机

械工具出现的过程。随后由于技术融合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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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面的巨大作用，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其内涵也得到了不断的

丰富，研究也随之不断深入。

2.1  “ 技术融合 ” 的概念

虽然学者们对技术融合现象有了较为广泛

的认同，但对其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

英文表达方式主要以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和 technological fusion 为主，也有文献从对象运

动的角度对两者的区别做了辨析 [5]，但本文认

为两者在中文含义上是一致的，统一以“技术融

合”代称。相关的代表性定义主要从三个角度来

阐述，主要包括：

从融合提升效果的角度来说，融合是将

一个技术领域的方法应用于另一个技术应用领

域，最终产生一种新的产品 [6]；技术融合是整

合不同的技术或产业的知识或创新形成占优势

的设计的结果 [7]。这种观点认为技术融合对相

关领域带有改进效果。

从领域间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说，融合是

指至少两个可辨认的事物走向统一或一致，或

不同的技术、设备或产业合并为一个整体；融

合是不同技术部门或领域间界限逐渐模糊的

过 程 [8]；日 本 通 产 省 在 1985 年 产 业 结 构 调

整相关报告中指出技术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

上不同技术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形成

一种新技术的现象 [9]。也有文献 [5] 认为，融

合并不一定意味着一种新的产业。一些情况

下，产业领域或科学学科可能会产生新的合

作领域，但不改变在先领域而仅仅是两者的

松散耦合。

从不同层面融合间关系的角度来说，技术

融合导致了市场融合 [10]。也有学者认为，融合

是一种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学结果的弹性解释 [11]。

这种观点不区分融合的焦点，即不区分哪个技

术领域的重要性在增加，也不识别融合的扩

散，即不识别重要性增加的技术领域在其他技

术领域的广泛应用。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开

发的替代性或关联性的技术、工艺或产品，通

过渗透、扩散融合到其他产业之中，或者改变

了原有产业生产的技术路线，或者丰富了原有

产业经营的内容和形式，使得不同产业之间具

有了相似的技术基础和共同的技术平台，因而

出现了技术融合现象 [12]。

经过对已有融合概念的梳理，本文认为技

术融合是至少两个可辨认的技术领域之间关系

逐渐增强，最终统一或一致的过程。在抽象意

义上，技术融合至少涵盖以下三层含义：

从观测起点来看，技术融合体现的是至少

两个技术领域之间的关联，相关领域的初始状

态是离散的、可辨认的（见图 1-a）。

从观测过程来看，技术融合的相关技术领

域间关系逐渐增强，表现为不同技术领域间开

始产生交叉（见图 1-b），且重叠逐渐增多的过

程（见图 1-c）。

从观测结果来看，相关技术领域融合的结

果走向统一或一致，即领域间界限部分消失，可

以是相关领域共同构成一个新的领域（见图

1-d），或仅仅是融合区域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领

域（见图 1-e）。

2.2  “ 技术融合 ” 研究的意义

融合可能发生在各个层面，科学、产品、服

务、技术、业务功能 [13] 甚至思想。当前，融合

正在各个层面扩散并加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

广泛重视。这主要是由于：

（1）融合能够刺激创新。融合鼓励现有重

叠的行业之间的竞争，并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效

益或发展前景。信息技术、化学及其邻近产业在

过去几十年的关键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创新的生命

周期的缩短和高达两位数的研发支出 [5]，医疗产

业受到 IT 创新的驱动产生了医疗保健等新的产

业部门 [14]，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与传

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联网 +”的创新业

态 [15]。

（2）融合催生了许多适应新时代用户需

求的跨产业产品。这一点在在信息技术、消费

电子和通信（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ICT） 产 业

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当前三者间严格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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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并创造了智能

手机等跨界新产品。而化妆品和食品产业也有

融合的趋势，它们通过健康的特征催生了药妆

产品（化妆品和制药的结合），以及保健功能

食品（营养和制药的结合）[16]。

（3）融合刺激企业拓展新的交互形式。

技术融合给与新老市场参与者构建全新的市场

生态，打破固有价值链机会，市场参与者利用

互补技术创新的集体知识培育新产业和技术集

群，从而推动产业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企业

间交互产生了更多的联盟、聚集和与标准化组

织的合作等，并推动不同领域在标准层面的融

合 [17]。

（4）融合要求管理实践和战略决策的积极

应对。融合使研发机构能从战略上管理成本、质

量、灵活性和时间等影响商业成功的因素，可能

改变相关的服务、市场、政策规定、工业结构、公

司的联盟和并购等行为。美国在线（AOL）和时

代华纳（Time Warner）2000 年的战略行动、资

产剥离，甚至企业并购体现了高层管理人员已经

认识到了技术融合带来的影响 [18]。

3  技术融合的典型模型——融合扩散
模型

技术融合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较为

复杂的时序进程：科学、产品、服务、技术、业

务功能，甚至思想。利用进化论的范式，科学、技

术、市场和产业融合四阶段的划分受到了学者

的广泛接受。但这种融合的理想时序进程是否

会真实发生有赖于融合趋势背后的触发和驱动。

这些触发点可以包括自然科学发现、技术进

步、用户需求改变，甚至是政策调控和产业标准。

在技术融合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技术融合扩

散模型，用于分析和解释当前现象，或意图基

于融合的影响制定战略和政策。

汤文仙 [19] 认为技术融合的过程实质上是

技术在不同产业间扩散的结果，并指出技术可

以在不同类型产业和企业间扩散和创新，包括

上、下游产业的创新、融合以及具有一定关联

图 1  技术融合过程示意图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28

知识管理论坛，2017（4）:257-264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4 期（总第 10 期）

260

性产业间的技术扩散和融合。

自 20 世纪初以来，许多领域都提出过不同

的扩散模型。扩散模型早期通常在企业管理中

被用于解释产品或服务的扩散，但目前扩散模

型已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生

物等自然科学领域。扩散模型主要有三个发展

阶段：基础模型时代（1960-1970 年），扩展模

型时代（1970-1980 年）和新应用时代（1980 年

后）[20] 。基础模型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学

模型研究；扩展模型时代主要是基于贝斯扩散

模型（Bass diffusion model）大力发展各种应用

模型；1980 年以来的研究扩展到了对此前模型

进行范围和灵活性改进，并将其进一步应用到

高清电视、IP 通信服务等新产品和新服务中。

基于贝斯模型的扩散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萌芽期、生长期和成熟期。扩散曲线一般

呈 “S” 形。新产品、新服务或新技术在萌芽期

增长缓慢，生长期迅猛发展，成熟期增长停滞。

通用的扩散模型可以用如下微分方程来表示 : 

                 公式（1）
其中，N(t) 和 n(t) 分别为时间 t 节点接受者

数量的累积量和非累积量，m 是潜在的最终接

受者。g 是扩散系数，会影响扩散带来的潜在接

受者。接受者的累积数量 N(t) 会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接近 m。扩散系数 g 对扩散效果的影响可

以分为时间函数或接受者人数函数。g(t) 可以表

征为三种模式，外部影响扩散模型、内部影响

扩散模型和混合影响扩散模型。

如果扩散系数是常数，即 g(t) 为常数 p，方

程为外部影响扩散模型；如果扩散系数受到接受

者累积数量影响，即 g(t) 为 qN(t)，方程为内部

扩散模型；混合影响扩散模型同时考虑内、外部

影响扩散模型的影响，即 g(t) 为 p+qN(t)。其中，内

部影响扩散模型分为 Logistic 模型和 Gompertz
模型，是在融合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模型 [21]。

4  技术融合主要研究框架与方法

自技术融合概念提出以来，很多学者对这

一现象进行了研究。技术融合相关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概念提出与扩展、理论研究、领域实证

研究、宏观整体实证研究、时序研究和全维度

实证研究等几个方面。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侧重

于事前定义融合概念来分析和解释当前现象，或

意图基于融合的影响制定战略和政策。

4.1  技术融合研究框架

因为融合固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很难有

一个融合指标能够得到一致认可，根据不同的

研究目的，学者们设计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来计

量融合。由于技术融合与科学融合、市场融合、产

业融合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因此不同层面

的融合计量方法对于技术融合的识别与研究都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整体来看，技术融合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

研究目的，选择恰当的数据源构建数据集，明

确技术领域界定标准，遴选研究方法并构建分

析指标几个阶段。其中，研究目的、数据源和

技术领域界定标准是研究基础，研究方法与分

析指标为研究的方法体系，五者相互关联。

4.2  技术融合研究数据集构建

不同阶段的融合需要用不同的数据来进行

计量（见表 1），论文、专利、媒体信息、研究

主体（论文作者所属机构和专利的专利权人）信

息和产业信息都可用于不同层面的融合研究。

整体来看，以公开数据源，尤其是专利为主，其

适用于融合早期信号监测、具体技术领域融合

的实证研究、全领域技术融合状态和技术融合

时序研究等方面。

现有研究中对融合研究所用数据源主要是

从三个维度构建：从具体领域出发，通过主

题或技术分类限定检索获取数据集；从具体

主体出发，通过某一领域主要研发实体获取相

应实体的全部数据；从具体国家出发，获取

某一国家的全领域数据。较少研究从全球范围

全领域进行数据集构建。

4.3  技术领域界定

现有研究所用的技术领域界定标准主要是

通过映射的方式来将分析用数据的形式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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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转化为产业领域。具体映射标准包括：期

刊 - 领域、论文 - 学科、SIC（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标准产业分类）-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国家专利分类法）、UC（US 
Classification，美国专利分类法）- 领域、企业 -
产业和专家判读等方法（见表 1）。

表 1  融合相关研究数据源和技术领域界定标准

数据源 研究范围 技术领域界定标准

论文 科学融合研究
与专利一起可用于技术融合早期信号识别

期刊所属领域 [22]

论文所属学科领域 [23]

美国化学学会为 SciFinder 提供的分类 [24]

专利 技术融合研究
产业融合早期信号识别

SIC 与 IPC 映射 [25]

WIPO 技术领域与 IPC 映射 [26]

技术领域与 UC 映射 [27]

数据库提供的产业映射 [28]

专利申请人所属产业 [23]

企业所属产业 [29]

专家知识 [30]

媒体信息 市场融合研究

企业信息 技术融合研究
产业融合研究

4.4  技术融合主要研究方法

技术融合相关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

大类是以是以专家为核心的方法，另一大类是

以数据定量分析为核心的方法。表 2 呈现了融

合相关研究方法的分类、代表文献及各自的主

要优劣势。这些定量分析方法各有优劣，本文

主要从数据可获得性、技术关联情况等方面进

行了比较。

表 2  融合相关研究方法及其优劣势

分析方法 优势 劣势

基 于
专家

技术路线图 [31] 能够充分挖掘专家隐形知识，
并帮助达成一致

成本较高
标准难以统一

德尔菲法 [31] 有助于群体决策 成本较高
预测结果缺乏严格的科学分
析

案例研究 [32] 能够充分发掘融合过程的各
种影响因素，细节充分

材料搜集较为困难

基 于
数据

统计分析 [33] 产业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公开数量 指标容易理解 指标数据获取相对困难
大学专利申请数量
专利的非专利文献引用数量

共现分析 共分类分析（IPC[34]、UC[30]、期
刊分类 [35]）

能够反映技术之间关联 不同分类方案的影响不确定
依赖于分类本身的准确性

共申请分析 能够反映合作态势 专利权人清洗难度较大

共词分析 能够提炼隐形主题关联 关键词清洗难度较大

聚类分析 [17] 较为灵活，可以自由选择聚
类角度和聚类方法；能够发
掘隐性关联

聚类结果解释困难

引用分析 [36] 专利和专利审查员对在先专
利的引用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能够反映一定的隐性关联

引用数据本身相对稀少
数据集构建困难

投入 - 产出分析 [1] 能够发现融合的影响因素 数据收集较为困难
结果解释难度较大

大数据分析 [37] 适用于大规模数据分析，能
够发现关键节点

结果解释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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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基于专家的方法

以专家为核心的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技

术路线图、德尔菲法和案例研究方法。其中技

术路线图中通常也可以使用德尔菲法。

（1）技术路线图。技术路线图最早是企业

技术管理的方法。其在融合研究方面的应用主

要是通过专家知识预测融合技术的发展路径。

（2）德尔菲法。又名专家意见法或专家函

询调查法，最初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密集问卷调

查和可控意见反馈，从一组专家中获取最可靠

的一致性意见，其在融合方面的应用主要是获

得专家对融合技术路径的一致性意见。

（3）案例分析。又称个案研究法，是指结

合文献资料对单一对象进行分析，得出事物一

般性、普遍性的规律的方法。其在融合方面适

用于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细节丰富。

基于专家的定量分析在遴选恰当专家并获

取一致性的专家知识方面难度较高。

4.4.2  基于数据的方法

当前关于融合的研究所用方法主要以基于

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为主。其中共现等方法在

实际应用中需要用到具体的统计分析指标。

（1）统计分析。由于融合的复杂性，M. 
Mayer [33] 提出了研究主体性质与文献类型的关

联分析指标，这些指标可用于统计分析呈现，也

可进一步丰富为不同角度的关联分析。

（2）共现分析。一般认为，如果某个共

同的内容或形式特征频繁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

出现，往往表明这两个特征之间具有比较密切

的联系。在技术融合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

从分类、专利权人和主题词等角度进行共现分

析，尤其是共分类分析在技术融合相关研究中

得到了较多应用。

（3）聚类分析。主要是利用独特的聚类技

术将数据按照技术领域聚成不同的子类，通常

要与共现分析、引用分析和文本挖掘分析等方

法结合使用。在融合研究中主要是按主题或者

按技术分类共现矩阵聚类，以发现主要融合领

域。

（4）引用分析。是指对目标专利的引用专

利情况和目标专利被引用的情况进行分析。M. 
Karvonen 等 [36] 利用专利引证分析对技术融合早

期阶段的发现进行了实证等。

（5）投入 - 产出分析。亦称产业部门间分析。

是分析特定经济系统内投入与产出间数量依存

关系的原理和方法。其在融合研究中可用于发

现不同影响因素的定量作用。

（6）大数据分析。适用于海量数据分析，能

从全领域数据集中发现关键节点及融合趋势。

其中，受到数据集构建和分析指标数据计

算难度的影响，引用分析和投入 - 产出分析方法

在大规模数据集中的适用性较差，主要适用于

某特定问题 / 领域，或较小数据集。

5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有关技术融

合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探索并已经取得较大的发

展，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与不足，可以作为未

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从系统性角度进行多技术领域间关

联的融合研究。现有技术融合研究更侧重于技

术领域间的二元关系，对技术领域间系统性的

结构特征影响研究较少。但现实技术发展过程

中，技术融合是多种技术综合作用的结果。未

来可以从系统性角度进行多技术领域间关联的

融合研究。

（2）融合信号未来发展方向判断的研究。

当前的技术融合相关研究均主要集中于对融合

起点与融合过程的观测研究上，对什么状态到

达融合发生的临界状态，融合信号未来如何发

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重

点内容。

（3）合理的数据集构建方法研究。技术融

合实证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恰

当的数据源。现有研究中对并未对专利文献本

身对技术融合的贡献大小做区分，容易产生外

围专利带来的技术重叠增强的虚假信号，给研

究结果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可以从全面性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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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本身进行去噪等角度进行合理的融合研究

数据集构建方法研究。

（4）具体融合技术方向识别研究。现有研

究所用的技术领域界定标准主要是通过映射的

方式来将分析用数据的形式或内容特征转化为

产业领域。这种映射与现实世界领域的细化程

度相比，其颗粒度较大，对具体技术方向情况

的反映并不充分。未来可以考虑如果进行更细

粒度的融合技术方向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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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日本国会 1973 年通过《综合研究开发机

构法》前，智库的雏形已悄然形成，1907 年在

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氏会社（以下简称“满

铁”）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参考及推行机构。

满铁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原俄国“东清铁路”沿
线利益 [1]，在其“经营满洲”[2] 的国策背景下成

立的。公司成立伊始，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根据

在台湾多年的殖民经验，设立调查课，与铁道

课、地方课并行。满铁调查机关负责资料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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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集、统计、整理、通报、保管及调查结果

的发表，并形成对特定问题的相关研究和形成

报告 [3]，体现了智库功能。

日本学者小林英夫首先以“think tank”（智

库、智囊团）定义满铁调查部，《满铁调查部——
智库元祖的诞生与崩坏》[4] 一书，从历史的视

角考察满铁调查部在日本实践大陆政策的国策

中所起的作用；日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5] 的

报告，讨论了满铁作为情报机构的一些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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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吴寄南认为“满铁调查部，堪称当今日本智

库的祖师爷”[6]，李建军 [7]、朱猛 [8]、刁榴 [9] 等

均认可这一观点。

经年来，历史学界对满铁调查部的活动研

究较多，然多限于史学领域，对于满铁作为知

识密集型集团在情报搜集、情报加工及产出方

式的理解尚待深入；此外，智库研究者限于材

料缺乏，也未能完整阐述满铁的组织运行特质。

本文旨在梳理满铁作为侵略国智囊机构的发展

概况、论述关键调查机构运行状况、分析其调

查报告形成过程及作为半官半民智库之利弊，以

期为合理认识日本近现代半官半民智库模式提

供警醒作用。

2  满铁调查机构体制

满铁调查部是满铁众多调查机关最为关键

的组织机构，其名称及规模几经变迁，就满铁

本社调查机构而言，先后成立的国策调查部门

名称包括调查部（1907 年）、调查课（1908 年）、经

济调查会（1932 年）、产业部（1936 年）、调

查部（1938 年），调查局（1943 年），但其机

构职能始终不变。

2.1  半官半民的业务体制

满铁成立之初，定性为半官半民的国策会

社 [10]，该性质影响到运行及调查实施的诸多方

面。

会社业务由总裁负责，总裁的敕裁经政府

之命 [10]，直接受政府监督。资金来源为双渠道，政

府及民间共同出资。其成立之初资本金为政府

负担一半，其余一半通过株氏发放认购，公司

的盈利可对株氏持有人进行分红。

在半官半民的会社性质下，满铁的调查

机 构 进 行 了 业 务 分 层，其 一 是 作 为 国 策 机

关，负责一般经济调查及自然科学与技术实

验研究；其二是作为铁路运营公司，进行公

司业务的相关调查。以一般经济调查及自然

科学与技术试验研究名义下的活动，实则为

情报的窃取与战略资源的掠夺。1935 年，满

铁负责实施的具体调查业务及部门设置分配

如表 1 所示：

表 1  满铁调查机关性质及主要业务

性质 名称 业        务 部门设置

官

（国策实施）

一般经济调查机

关

以业务参考为主要目的进行调查，包括：“满洲”、

中国、苏联地域法律、政治、经济、产业、交通、

财政、金融等各式调查研究；推行国策基础事业

调查部 /课

自然科学与技术

试验研究机关

地质、矿产及其他应用性调查研究；农业相关问

题的调查、实验；铁道技术试验

中央实验所

地方部及产业部

民

（公司业务）

会社业务相关调

查机关

各所业务参考调查；部门所经营业务的实际调查、

统计

经理部 / 地方部内

庶务课调查系

早期满铁调查部的成立着眼于对俄策略调

查研究，包括“满洲”、中国、苏联地域政治、经济、产

业等各种形式的调查，刺探地志及社会情貌；后

侧重点转为为建设伪满洲国而实施的经济及资

源调查，辅助制定及推行对华殖民侵略计划；在

分离华北、制定对东南亚侵略计划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其调查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印度

及整个亚洲地区，更包含对英美及欧洲各国的

研究及分析。

除满铁调查部外，满铁业务部门内设置调

查机关，配合国策调查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满

铁把制作、提供公司业务参考资料的一切业务

都称为调查；把担当全部或一部分这样业务的

机关全都看成是调查机关 [11]。

2.2  调查机关业务人员

满铁采用定员制，在职的工作人员为终身

制。会社成员有固定培养渠道，多从铁道教习

所、育成学校中选拔优秀人员，大多具备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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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此外，也包含嘱托（为调查配合人员，包

含业务联络人员、专家以及日本浪人）及雇

员，即编制外成员。进入满铁调查部的会社成

员多为适应调查业务的专业人员，能熟练掌握

中、英、俄、德、法、西、葡语中 3 者的人员不

在少数，正如伊藤律所言“他们有着研究的才能”。
1932 年，会社员工共 32 705 人，其中研究

人员占 3.69%[3]，达 1 200 余人；至 1938 年，仅

满铁调查部工作人员即有 2 052 人 [2]，组成日本

早期的智囊团。

2.3  调查报告服务对象

在满铁存在的 1907-1945 年间，产出了涵

盖农、林、矿业、交通、金融、政治、法制、殖民、社

会、劳动、地理、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诸

类的调查报告，战后留存的满铁调查报告有 8
万余份 [13]，其中满铁调查部报告 6 200 余份 [1]，在

日本分析战时形势、制定对华及远东政策起到

直接作用。满铁调查报告的提供对象也因会社

性质分为 3 个方面：

2.3.1  政府国策  

满铁着眼于铁道经营的盈利与满洲殖民化

的国策追求 [14] 进行调查 [4]，在资料提供及研究

基础上为日本当局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满铁承

担着特殊使命 [15]。为国家开展调查是满铁调查

机关的第一特质，作为服务于日本“经营满洲”、构

建“大东亚共荣圈”基本国策的满铁，是这两项

政策的直接推行机构。

2.3.2  关东军需求  

满铁的调查业务与军方直接相关，公司成

立之初，即有关东局司令官为会社业务在军事

相关方面提供必要指示 [2] 的规定，关东军司令

部参谋第二课（情报）及陆军参谋第二部第五

课都是满铁调查部的业务对口单位 [2]。事实上，在

满铁经济调查局改组为大调查部后，直接受命

于军方的调查占据调查总量的多数。受军国主

义影响，调查报告是为了配合侵略中国的军方

开展的，性质恶劣。

2.3.3  商业用途  

满铁经营范围庞大，在铁道、炭矿、港湾、商

事领域业务部门均设调查机关，一方面将中国

作为原料进口与商品输出殖民地，另一方面承

担情报搜集的使命。例如如满铁在抚顺的机

关，除负责炭矿业务之外，还进行伪满洲国劳

工调查，是为国策性质调查。这些业务机关作

为调查报告的源头，信息来源准确，且具有一

定的隐蔽性。

3  调查机关运行机制分析                               
满铁发展的 38 年间，在侵华进程中形成较

为成熟的情报搜集及发布体系，半官半民的经

营模式也保留到战后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中。

满铁调查机关的运作方式在业务功能上促进了

日本近代企业情报部门的完善，也对日本现代

智库模式产生影响。日本现代智库野村综合研

究所与满铁调查部调查理念相似，其前身为野

村证券调查部，后发展为日本首家民间智库。

围绕调查报告的撰写与研究，满铁调查机

关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情报搜集、信息提取及

统计、调查报告撰写、分析及审计发布 4 部分，每

部分均紧密围绕参考资料保存、国策计划制定

及国策实施。

3.1  满铁情报搜集特征

1907 年 9 月，满铁东京支社成立东亚经济

调查会（总裁直属，1910 年改称为东亚经济调

查局），主要负责东亚经济相关材料搜集、调查

并形成各种报告 [16]。东亚经济调查局的设立取

范欧洲德墺银行之调查局，与日本所有官厅、学

校、图书馆、银行、公司，凡有调查机关者，悉

行联合，互相利用资料 [17]。至 1923 年，满铁调

查部门将调查事项扩大，增加铁路、交通和一般

情报事项”[16]。同年 4 月，松冈洋右任理事时主

管涉外和情报业务，在调查课中特别设立了情报

系 [18]，1927 年在满铁内出现了情报课 [19]，直接

受命于社长室管辖。

3.1.1  网状的情报分布点

满铁以大连为中心，在东京、朝鲜、“满

洲”、天津、北京、上海、纽约、巴黎等重要城

市支社内部设置情报点。支社及地方事务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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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是出于地缘层面的考虑，一方面便于会社

业务交流，另一方面更便于当地情报的获取、加

工与联络；各地支社的设立为后期田野调查的

开展、驻地文献及情报的及时获取提供了很大

便利，所编织的情报网信息来源精确且及时。

详情如表 2 所示：

表 2  1935 年满铁情报机关 [16]

各所名称 系 /班名 掌管事项 情报产品

总务部资料课 情报系 情报的搜集及发表 《情报日报》（秘）《经济情报周刊》（秘）

《交通旬刊》（秘）《政治半月刊》（秘）

东京支社庶务课 资料系 一般调查、情报资料的

搜集、图书的整理保管

《满洲关系会社株式调查》（月）

天津事务所庶务课 资料系 华北情报的搜集与通报

北平事务所（天津属） 资料系 华北情报的搜集与通报

上海事务所 情报系 中南支一般经济情报

抚顺炭矿庶务课 文书系 一般情报事务

劳动系特务班 劳动情报的搜集

北鲜铁道管理局庶务课 文书系 一般情报事务

郑家屯事务所 一般情报事务 《郑家屯一般经济月报》（秘）《白城

子》（秘）

纽约事务所 一般情报事务

巴黎事务所 一般情报事务

各地方事务所 涉外系及庶务系 情报搜集及通报

社线主要驿 情报搜集及通报

铁路总局总务处文书课 资料系 情报搜集及通报 《情报日报》（秘）

各铁路局总务处资料课 情报股 情报事务

铁道建设局庶务课 庶务系 匪贼情报 　

3.1.2  广泛而确切的信息源

从机关设置看，情报点多设置在分社资料

系、庶务系及情报系；主要负责实地文献攫取

及田野实地调查，而在实际操作中，满铁利用

雇员及嘱托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商业及政治军

事情报。1935 年，调查机关编组人员根据事务

所不同业务及课系需求，每组情报人员以 4-12
人不等，含嘱托及雇员在内则为 6-30 人 [16]，满

铁调查报告信息来源是广泛而相对准确的，保

障了国策调查信息源的独特性与准确性，在侵

华进程中的罪恶难以估量。

3.2  多层次信息提取工作

满铁以系统的方法进行信息的搜集及提

取，通过开源信息搜集、人际情报搜集配合文

献调研及实地调查揭示隐秘信息。面对情报性

质及需求不同，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取多层的

信息：

3.2.1  编译

满铁对固有信息，即长时间内变动较少的

情报资料，以经典著作编译为主。满铁调查部

成立初期调用大量人员进行文献的翻译工作，直

接获取地志、交通、文化、政治及一般经济政

策等特征。调查部成员精通多国语言，通过对

经典著作的翻译获取广泛的基础资料，用于调

查报告的撰写。

3.2.2  开源情报获取

满铁通过报纸、广播等公开媒介获取开源

情报。此方法主要用于纽约、巴黎事务所的情

报搜集整理工作。此时日本在欧美国家外交权

限受限，情报窃取活动约束较多，经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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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战时变更情报资料大多通过公开媒介获得，以

剪报的形式汇编成初级产品。

3.2.3  实地调查

1910 -1930 年间，日本调查机构吸取欧美

各国的调查方法进行了科学调查 [20]，满铁调查

部也鼓励穿草鞋的“踏查”，即进行较大规模实

地田野调查，实则为殖民及军用目的。“社会踏

查”是英文 social survey 的翻译 [20]，在实际操作

中更偏重问卷形式的调查，如统计调查、舆论

调查、市场调查及研究机关基于研究的调查等。

满铁通过“踏查”的方式深入经济、社会领域，获

取到中国农村、城市及社会习俗方面的一手资

料，为其客观认识中国，制定侵略及武力占领

中国方针起到关键作用。以 1935 年满铁天津事

务所情报机构的业务为例，包含“北支经济相关

情报的调查”[16]，调查项目有河北省税务、华北

币制改革与原绥远省矿产资源等。满铁的“踏查” 
活动，也是日本侵略国策下，对中国领土主权

的践踏。

高校及科研机构教授、学生参与田野调查

设计：包括东京大学、铁路教习所在内的日本

高校及伪政府高校研究室的教授及学生参与文

献的选择与设计调查，成为满铁调查报告所谓“学

术性”的来源，高校教研室的参与是学院与殖民

理论在中国结合并进行实地应用的产物。

3.3  调查报告产生机制

满铁调查的目的是“提供公司一切业务直

接、间接的参考资料”[16]，即为国策业务及公司

经营撰写《满铁调查报告》。在先期情报搜集

的基础上，报告的撰写采用了系统的整理及揭

示方法。

3.3.1  报告撰写人员

满铁调查报告数量庞大，内容质量参差不

齐。对于国策的调查也限于环境、人员及方法

等问题，有所区分，从对报告初步整理的角度，笔

者将应用层次大致分为三类：

（1）基础报告，主要由学生及雇员完成。

学院或是雇佣人员根据专家预先拟定的调查表

格进行实地调查，获取一手文献。在农村调查

中，主要通过分发农家账簿、根据设计的问题

对农家进行问询、如实记录；在商业调查中，收

集基础数据及资料，以便后期的统计。基础报

告的数量占满铁调查报告总量比重较大。

（2）命题性质的研究报告，主要由经验丰

富的满铁调查人员组织撰写。根据设定的调查课

题，机构人员需对原始数据进行审查，核查调查

数据及相关情况的真实性，同时根据业务需求，对

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与研究。此过程中主要应

用情报学及统计学的方法，还包括调查人员的经

验。此类报告有丰富的文献及数据支撑，如《北

支那农业与经济》[21] 是基于华北农村调查的华北

研究报告，使用了基础调查报告 180 余种，调用

参考书目 200 余篇。此类调查报告专业性较强，在

实际问题中参考意义较大。

（3）参与决策的调查报告，主要由专家

级调查部负责人撰写。在先期走访调查及资料

汇编的基础上，有关专题负责人员及部门根据

关东军指示和综合先期研究成果，结合相关国

策，撰写专题报告，多以小册子形式呈现，含

秘、极密、特秘级别，以供军方及政府参考。

此类报告直接呈交政府及军方人员，或直接由

政府及军方介入，如 1942 年，日本陆军 21 军

参谋长田中久一任满铁华北调查部部长，与政

府及军方意志贴合紧密是满铁调查报告不断发

展的趋势。

3.3.2  报告编纂步骤

调查报告的撰写完成后，中间需经过审

查、辑录及联络等工作，才可发布或留以备份、存

档，具体工作情况整理如下：

（1）审查：审查内容，决定通报的先后，通

报紧急事务则采取电话通报方法；

（2）辑录：除去极密文件外，摘记内容概

要、紧要文件进行定期刊行；

（3）保管：调查资料可外借；

（4）联络：政治班与军方、警察等机关关

系联络；经济班与银行公司等联络 [3]。

由于涉及业务复杂，调查机关中设有庶务

班负责报告的收发、印刷、配置、整理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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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较大。若涉及紧急及机密的报告，则可直接

联络上级，班长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担当。

流畅的审查、编辑、联络工作流程，保障

了调查报告的准确性和可利用性；对于报告的

辑录，摘记主要内容进行汇编，使报告可获取

与再利用，促进资料的使用与深加工。

3.3.3  报告宣传

满铁调查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宣传职

责，顺畅的通报宣传通道也提高了满铁组织及

报告的利用效率。

1936 年，满铁的情报部门合并在负责宣传

的弘报课下，受命于总裁室 [12]，工作性质没有

过多变更，而与总裁室直属联系使得调查任务

传达更为迅速，利用弘报课的便利也使得调查

通报及宣传方面更为便捷，加之受关东局在情

报传送通道上给予的保障与便利，使得满铁的

情报传播速度加快，特别是对劳动、移民、殖

民调查及矿业、农业等实地调查方面，对我国

资源的通报及破坏作用是极大的。

3.4  报告参与决策情况

通过考察满铁组织机构，可知满铁在 20 世

纪前期已有组织较大规模的资料及撰写辅助决

策报告的研究能力，在通过开源资源获取情报

来源、利用人情情报获取关键信息、对信号情

报进行判断、对调查资料进行数量和质量分析

后获得的目标特征、利用方法论对材料进行组

织及分析以为日本政府及军方做出决策参考方

面，都具有较高水平的组织能力，且在宣传及

政治活跃度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然而受政府及军队的介入，满铁国策报告

的“客观性”受到限制。调查部的方针和业务计

划必须得到军方认可，重要的调查项目和经费

预算也需要由军方首肯 [13]。经费及政治势力的

介入，使满铁报告打上日本军国主义烙印。调

查报告上报后，常被（军方）要求一再修改 [23]，战

后满铁调查人员回忆：尽管大多数是以国策为

契机进行调查研究的，也有摆脱这种制约，致

力于符合实际的真正的调查研究，从而获得宝

贵的调查报告 [23]，但在军方的介入下，客观性

的功能发挥结果让人遗憾。另一方面，在满铁

报告的实际应用层面，满铁调查部除了秉承军

部旨意进行了具体的政策计划起草工作，与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无关系 [13]，官僚意志强烈，还

影响到研究的开展。

4  满铁调查机构参与决策之警示

满铁调查机关实质为日本侵华国策中的辅

助及推行环节 。因为时局情势所需，满铁建立

半官半民的智囊机构有其时代必然性。以官体

民用的方式在中国设置侵略机构，是日本在中

国扩展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的筹码。以满铁

调查部为例的半官半民的业务模式，也为此类

型的智囊机构的发展提供借鉴与警示：

4.1  半官半民业务模式之相对优势

4.1.1  资金来源充沛  
从对满铁调查报告利用情况来看，这种半

官半民的形制，可以保证资金来源的充足。政

府在满铁建立之初投入较大，加之它在中国剥

削、掠夺资源并进行的投资盈利，战败时满铁

资金达 26.7 亿美元 [2]，充足的资金在开展调查

研究项目中起着保障作用，满铁调查搜集的先

期数据较为准确。

4.1.2  信息源丰富充足，调查渠道通畅  
日本政府及军方为满铁调查提供支持和发

布平台，使得其调查报告系统更为完整，上报

渠道通畅。满铁的调查部直接受命于总裁室，调

查过程有政府和军方为其调查提供便利，调查

及资料搜集相对准确可靠，专题报告直接呈交

日本官方，发布效率高。

4.1.3  相对客观性  

有民间资本及实际业务人员参与，调查过

程及结果相对专业及客观。满铁调查机构的材

料搜集、组织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完成，另

有驻地文献采集及田野调查，情报形式与局势

结合更加紧密，信息源也更接近核心，满铁调

查报告数据及分析方法相对专业。

4.1.4  灵活及隐秘性  

官体民用使得满铁业务功能更加灵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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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进程中具有隐秘性。满铁在东北地区活

动，据当时人形容：日本经营满蒙于今二十年

矣，吾人仅知其为侵略政策，而不知其侵略之

实迹何存。犹大盗已踰垣入室……主人熟视无

睹 [17]。利用商业经营及科学活动辅助国策实

施，满铁的设置，是日本在中国侵略殖民国策

实施的典型案例。限于领事权限，以民间会社

名义进行的经济及调查活动亦可规避官方外交

摩擦。

4.2  半官半民业务模式之弊端

同样，作为双刃剑的另一端，以满铁为例

的半官半民的调查业务机构存在不可避免的弊

端。

4.2.1  报告立场有别，水平有所不同  

满铁机构庞大，人员身份复杂，有右翼、日

本共产党、浪人及专家学者，报告的水平和立

场主张都有所不同。从政府接受报告的角度，直

接用于决策风险较大。如在日本实行“大东亚荣

圈”国策期间，共产党员中西功所做的《中国抗

战力调查》水平很高，客观指出日本对中国的

侵略战争难以胜利，与当局意志相悖。

4.2.2  官僚意志风险   

政府及军方资本介入过多，压制研究自由。

满铁以军方命题开展的调查自主发挥度较低，特

别是后期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嵌入满铁调查部，组

成乙、丙嘱托班，言论不自由。军国主义势力

对侵华、鼓势言论需求高涨，埋没满铁调查机

关对对客观形势的判定，也使得日本智库的功

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并未发挥正向作用，促

其认清客观现实，而最终走向军国主义毁灭之

路。

4.3  满铁调查业务之警示与参考

伴随日本战败，满铁随之瓦解，打着 20 世

纪初期日本政治、军事侵略烙印的满铁调查报

告，也为今天智库的组织模式及报告撰写敲起

警钟。重新审视满铁调查部的发展，在培养专

业调查人员、改进情报分析方法、提高情报源

精准度搜集及机构运行效率方面，满铁相关业

务模块可提供相对参考。  

4.3.1  设置调查部门，躬身实际调查  

满铁调查部门的设置是广泛的，调查亦具

有层次性。搜集到的一手信息除决策利用外可

重复使用，为多层次的报告提供基础数据。调

查这一传统在满铁之后的日本公司业务经营中

也得到集成与发展。民间重要智库野村综合研

究所发展亦始于野村证券内部调查部，后成为

独立战略咨询机构。

从满铁调查部的业务模块看，调查机关在

重要地区设置调查点，建立广泛的情报网，保

证了资料的准确和时效。同时在会社内部，集

成精炼的组织及业务人员，进行一手文献的采

集及汇总，从而使调查数据的整理和使用集中

且具有针对性。有网有纲的情报网络在信息采

集、数据调动方面更为灵活，也在一定程度上

为官方的决策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意见及建议。

4.3.2  多层次的合作业务模式

满铁的调查报告撰写机构与高校教研室

及领域专家开展合作，通过教研室嵌入调查环

节，使得满铁调查报告在同时代的数据采集中

完成度较高。同时，满铁在会社编制人员外聘

请专家、嘱托，开展调研究工作。数据组织在

会社内部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密性，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力资源相对缺乏的时

期，这一体制在调动人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

同时，满铁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运用相

互便利条件进行勾结，不仅连接成紧密的情报

网络，在信息采集方面拥有极大的便利，掠夺

我国资源，而且可同时分享利益，推行殖民地

化政策，实践日本国策。

4.3.3   健康的政治导向与相对自主的报告环境

满铁作为对华侵略的国策机构，调查部虽

承载智囊功能，却依赖于政府及关东军，军方

强烈意志的介入使得智囊功能服务于军国主义

扩张政策，而其自身也由于 1945 年日本战败而

解体。通过日本智库发展模式与欧美国家的比

对研究可以发现，自主健康的智库环境是日本

在官僚资本介入下发展中相对缺失的。从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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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案例来看，相对自主的报告环境对建设

健康智库是有益的。 
在总结满铁的业务模块时，需客观认识

其侵略本质、警惕军国主义殖民思想，同时可

适当参考满铁业务模式，合理设置调查研究部

门、躬身于调查一线、正确认识半官半民的智

库形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找寻建设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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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R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 and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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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SMR investigatory apparatus business and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investigation organ,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think tank, and reveals the militarism influence on the early Japanese think tank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combed the SMR’s important survey agencies development 
pattern by the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survey and  also discussed the key mechanism of operation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evaluation of reports directed by the SMR provided references. [Result/
conclusion] The SMR, as a colonial and aggressive policy tool, its surveys were don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With independe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e use of network intelligence struc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resident literature collection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collection of professional 
analysis personnel, the SMR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 completes the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has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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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semi-official    colonization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29

知识管理论坛，2017（4）:26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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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随着人们将信息管理的目光转向知识管

理，近几年人们的认识也逐渐由信息组织转向

了知识组织。知识组织热在图书馆情报领域逐

渐蔓延，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知识组织的发展也

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知识组织是提供文献、评价科学文献和系

统表述以生产新的便于利用和获取的有序化知

识单元的处理系统 [1]。知识组织的实质就是通过

发现、搜集、整理、加工、整序、揭示、控制

和共享等一系列过程和方法，对知识元素的表

达和序化，并使其价值最大 [2]。本文选取 2007-
2016 年 10 年内知识组织研究的外文文献，用文

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对这一

【学术探索】

近 10 年知识组织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 王立清  余章馗  师晓莹  尹文彦  杨凯  郭靖宇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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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研究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另一方面为

国内知识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 Web of ScienceTM 核

心数据库，具体包括三大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和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20 日，时

间跨度为 2007-2016 年，共 10 年。采用主题＝

“knowledge organiz*”为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共

得到 542 篇文献。按照文献主题是否相关进行

筛选，未发现与知识组织主题不符的情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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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检索所得到的 542 篇文献。在下载文献时，将

数据下载方式设定为“全记录包含所引用的参考

文献以及摘要”。
使用 Excel 和 CiteSpace 软件对检索结果进

行数据统计和可视化处理，利用文献计量学的

方法对统计数据从文献的时间分布、国家和研

究机构分布、作者情况、研究热点和前沿、文

献共被引和作者共被引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

反映出 2007-2016 年国外知识组织研究的发展状

况与趋势。

2  结果分析

2.1  知识组织研究的时空分布情况

2.1.1  时间分布特征    
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知识组织领域

的发展历程时，根据文献的增长或衰减规律，对

相关论文发文量进行年度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当

前该领域的发展状况，预测其研究前景与发展

趋势。对上述 542 篇文献进行历年发文量的统

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知识组织相关论文历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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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近 10 年来，知识组织研

究期刊论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这期间期刊

发文量出现了三个下滑点，分别是 2009 年、2011
年和 2014 年，其他时间段都保持增长态势，但

在后阶段波动幅度较大，尤其在 2014 年发文

量下跌到 53 篇，比 2013 年全年发文量少了 15

篇，是三个年份中下滑幅度最大的。

对滑点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滑点的年限

与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SKO）年会中讨论的知识

组织研究的主题有一定的关联度。ISKO 自 1990 年

开始，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年会，是知识组织研

究的主阵地。在统计时间内年会主题如表 1 所示：

表 1  ISKO 年会主题一览

时间 主题 届次 地点

2016 年 9 月 文化、科技共享互联社会的挑战和展望 14 巴西里约热内卢

2014 年 5 月 21 世纪的知识组织：历史模式和未来展望 13 波兰克拉科夫

2012 年 8 月 知识组织中的类目、关系与情境 12 印度加罗尔

2010 年 2 月 知识组织中的范式与概念系统 11 意大利罗马

2008 年 8 月 知识组织中的文化与身份 10 加拿大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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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以前，根据年会主题统计，学

者们的研究主要在对知识组织的认知、理论

的探讨、方法的研究等方面，研究热度不断

增强，逐步系统化、成熟化，因此 2014 之前

的知识组织发文量曲线总体呈稳步上升状态。

2014 年开始，ISKO 的研究主题更偏向于对互

联社会知识组织的发展的探讨。当研究主题方

向发生变化的时候，意味着该领域内的最新热

点发生了改变，学者再进行知识组织研究的时

候着重点也需要改变，所以 2014 年的发文量

会有下降的表现。

2.1.2  国家和研究机构分析    
就知识组织的研究地域分布而言，排在前

面的国家包括美国、巴西、西班牙、加拿大等

10 个国家，具体如图 2 所示。这些国家的发文

量占总发文量的 76.5%，其中美国的发文量占总

发文量的 37.3%，说明这些国家对知识组织相关

的研究有较强的投入，特别是美国，在知识组

织领域的学术研究在科研实力和影响力上都处

于领先水平。

图 2  主要研究国家发文数量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知识组织领域的

发文量在世界中也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图 3
为中国发文量年度分布情况。发文两篇及以

上的机构有中国科学院（4 篇）、南京大学（4
篇）、武汉大学（3 篇）、西安交通大学（2 篇）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 篇），它们都属于图书

情报学科较强的研究机构或高校。从合作情

况看，所发论文都是校内或校际学者合作，其

中还有 8 篇是和美国、法国的学者合著。从

发文时间看，2013 年之后中国每年发文量有

了较大增长，这可能是因为近几年中国对知

识组织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水平也有

了很大发展。

在图 4 的机构知识图谱中，节点大小表示机

构发文数量的多少，可以从中识别出在知识组织领

域活跃的机构；节点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的联

系，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机构彼此之间合作较少。

具体来看，发文量前 10 的研究机构都是

大学，知识组织领域的研究核心群体仍然是高

校（ 见 图 5）。 其 中，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19 篇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 盛 顿 大 学）（11 篇） 和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6 篇 ) 都

是美国高校。同样在前 10 中，巴西也有三所

大 学：Sao Paulo State University（圣 保 罗 州 立

大 学 ）（12 篇 ）、Federal University of Minas 
Gerais（米纳斯联邦大学）（10 篇）和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University of Brazil
（巴 西 大 学）（6 篇）。其 他 的 则 分 别 是 丹

麦 的 Royal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155

64

49

39

34

32

28

27

25

20

02 04 06 08 0 100 120 140 160 180

累计发表文献数量（篇）

国
家

法国(France)

新西兰(Netherlands)

中国(China)

德国(Germany)

英国(England)

丹麦(Denmark)

加拿大(Canada)

西班牙(Spain)

巴西(Brazil)

美国(USA)



277

Science（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14 篇）和

Copenhagen University（ 哥 本 哈 根 大 学）（11
篇）、 西 班 牙 的 University of Granada（ 格 拉

纳达大学）（10 篇）、加拿大的 University of 

Toronto（多伦多大学）（9 篇）。这和之前国

家发文量排名结果也相符，正是因为这些大学

形成了各自的研究团体，带动了相应国家知识

组织研究的发展。

图 3  中国发文量比例年度分布图

图 4  机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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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机构发文量排名

2.2  作者分析

普赖斯定律中指出核心作者撰写了其所

在学科领域一半的论文，他们的数量约等于作

者总人数开平方之后的数值，用公式表示为

max0.749*M n= （式中 maxn 为发文最多的著
者论文数，M 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3]。通

过对知识组织领域作者人数及作者发文量进行

统计，作者总人数为 1 039 人，根据普赖斯定

律得出核心作者人数为 32 人。发文量最多的

著者论文数为 17 篇，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约

为 3 篇。

对 542 篇文献进行分析，著有 4 篇及以上

的作者有 15 名，3 篇及以上的作者有 40 名（见

图 6）。发文量在 3 篇及以上的 40 名作者发文

总计 174 篇，仅占总发文量的 32.1%，距离普赖

斯定律中核心作者撰写了其所在学科领域一半

的论文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该领域尚未形成核

心作者群。

图 6  发文数量前 10 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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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6 分析，在知识组织领域中发文量

排位较为靠前的是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的 B. 
Hjorland（17 篇），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情报学院的 R. P. Smiraglia（14 篇），华盛顿大

学信息学院的 J. T. Tennis（9 篇）等。由此可知，知

识组织领域研究的核心群体仍然是高校的专业

教师，他们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科研队伍本

身具有深厚的研究底蕴。

图 7 展示了知识组织领域主要研究者之间

的合作关系。研究者之间连线的不同颜色及粗

细程度表示合作的年份及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

就 合 作 关 系 而 言 B. Hjorland、I. Dahlberg、H. 

A. Olson 等人合作关系较为紧密；三人同为国

际知识组织学会 (I SKO) 成员，其中 I. Dahlberg 
是 ISKO 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他们现在都

是 ISKO 主 办 的 期 刊 Knowledge organization
的编辑；ISKO 成员之间的合作也相对较多。        

I. Nonaka、T. H. Davenport、M. C. Wesley 形 成

了科研合作圈，这三位都是知识管理领域较有

影响力的学者，尤其 I. Nonaka、T. H. Davenport
可以说是知识管理理论开创性人物。知识管理

理论流派大致就可分为技术学派、行为学派、经

济学派和战略学派四大学派（也有将后两者统

称综合学派）。

图 7  作者合作网络

日本管理学教授 I. Nonaka 是行为学派的代

表性人物，行为学派的知识管理 ( 包括理论研究

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 ) 主要侧重关注发挥人的能

动性，关注对人类个体的技能或行为的评估、改

变或是改进过程。I. Nonaka 系统地论述了关于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区别，强调两者的

转化；此外，他还提出了知识创新的共享环境

即“场”的概念 [4]。

技术学派的知识管理主要侧重关注借助技

术的效率，关注信息管理系统、人工智能、重

组和群件等的设计和构建，认为知识是一种企

业资源，是一种物质对象，并可以在信息系统

中被标识和处理，即可以被管理和控制。美国

波士顿大学信息系统管理学 T. H. Davenport 认

为知识是结构性经验、价值观念、关系信息以

及专家见识的流动组合。基于他所提出的再造

的学术思想，他在知识管理的工程实践和知识

管理系统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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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管理两阶段论和知识管理模型，是指导

知识管理实践的主要理论。

美国杜克商学院教授 M. C. Wesley 则是战

略学派的代表人物，战略学派的知识管理主要

侧重关注不同的组织面向不同的战略性目标。

战略学派主要是由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出发，有

机结合了行为学派和技术学派的部分观点 ( 如应

用信息技术、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 )，并在不断

改进管理和有效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

2.3  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2.3.1  关键词图谱和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核心研究的精炼，学

科领域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和从数据样本中对

每一篇文献进行提取分析的名词短语可被视

为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 [5]。选 取 时 间 切 片 为 1
年，term type 选 择 noun phrases，node types 选

择 keyword，阈值选择 50，其他选项默认，运

行 CiteSpace 得到关键词图谱（见图 8）。图谱

中共有节点 173 个，链接 713 条。

图 8  关键词图谱

关 键 词 分 析 是 对 研 究 的 重 点 和 热 点 领

域最直观的一种方式。本文选取出现频率大

于 20 的 关 键 词， 共 20 个（ 见 表 2）， 可 以

看 出 近 10 年 国 外 知 识 组 织 研 究 重 点 和 热 点

主 要 是 分 类 法（classification）、 信 息 科 学

（information science）、本体论（ontology）、知

识 管 理（knowledge management）、 知 识 组

织 系 统（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前

景（perspective）、 信 息 检 索（information 
retrieval）、创新（innovation）、图书馆（library）、绩

效（performance）、模型（model）几个方面。

其中研究主题“知识组织”的频率是 132，明显

高于其后的几个关键词，在关键词图谱中节点

也明显比其他关键词大，说明知识组织在分类

法、信息科学、本体论、知识管理、信息检索、图

书馆等研究领域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这几

表 2  频率大于 20 的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knowledge organization 132 0.08
2 classification 69 0.21
3 knowledge 59 0.18
4 information science 40 0.03
5 ontology 39 0.06
6 knowledge management 37 0.09
7 information 36 0.08
8 system 36 0.07
9 science 32 0.14
10 knowledge organization 31 0.07
11 perspective 25 0.16
12 innovation 23 0.07
13 retrieval 23 0.04
14 library 22 0.11
15 organization 21 0.08
16 performance 21 0.05
17 model 20 0.08
18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 0.07
19 management 20 0.06
20 representation 20 0.05
21 network 1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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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关系密切。同时通过查看最大节点“知识

组织”的引文历史（见图 9），可以发现关于知

识组织这一主题的研究，这 10 年来一直延续并

且不断扩大。

进一步分析表 2 发现，前 10 个关键词发文

量都在 30 篇以上，而且词间发文量差距相对较

大；后 10 个关键词发文量在 20 左右，发文量比

较均匀。说明后者的研究比较平均。同时对最近

几年的新技术和具体领域实践应用相关高频关

键词（见表 3）分析发现，在新技术方面，语义

网出现较早，涉及的文献也比较多；分众分类

法、web、受控词汇、元数据、链接数据、标签

等技术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具体领域实践应用方

面，教育出现相对较早，涉及的文献也相对较

多，健康、音乐、维基百科、生物科技、档案、书

籍、动力学等关键词则是最近两年才出现，而且

词频很低。结合高频关键词的情况看，近 10 年

知识组织的外文研究重点和热点多集中在基础理

论方面，新技术的融合和具体领域的实践应用则

研究的较少，说明理论结合实践还不够充分。

图 9  最大节点“知识组织”的引文历史

表 3  新兴技术关键词和具体实践领域关键词表

新兴技术关键词 具体领域实践应用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年份

1 Semantic web 19 2007 1 education 9 2013
2 folksonomy 5 2010 2 health 2 2015
3 Web 12 2010 3 music 2 2015
4 controlled vocabulary 4 2012 4 Wikipedia 4 2015
5 metadata 5 2012 5 biotechnology 2 2015
6 linked data 4 2014 6 archive 4 2016
7 tag 3 2014 7 book 2 2016

8 dynamics 2 2016

一般认为中介中心性大于 0.1 的节点在网络

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知识结构的演变过

程中往往起到关键（或转折）的作用。表 2 中

也可以看到中介中心度大于 0.1 的关键词，也就

是关键词图谱中最外一圈是紫色的节点，可以

看出分类法、知识、科学、前景、图书馆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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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network，中心度 0.13，因其词频为 13，未

出现在表 2 中）几个关键词在知识组织研究发

展历程是关键（或转折）的研究热点。

2.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通过 LLR 算法产

出聚类名（见图 10），并生成聚类报告（见表 4）。

图 10  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4  关键词聚类报告

聚类号 大小 相似度 平均年份 Label (LLR)

0 34 0.552 2011 library; classification; feminist

1 31 0.47 2010 thesauri; relation ; information retrieval

2 27 0.645 2010 community; firm; management 

3 17 0.833 2010 categorization ; fmri; semantic memory

4 17 0.697 2012 environment; impact; education

5 16 0.748 2013 knowledge management; knowledge cre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6 13 0.682 2012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 interoperability; authority control 

7 10 0.807 2014 domain analysis; archive; change 

8 6 1 2011 Man-made object; language production; verb retrieval 

9 1 0 2013 decision making; bioprocessoptimization; hierarchical model

10 1 0 2014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web browsing; browsing taxonomy

聚 类 意 味 着 相 关 文 献 在 研 究 主 体、 研

究内容上的相似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研

究 的 热 点 领 域。 在 关 键 词 聚 类 中， 相 似 度

（silhouette）S>0.7 说 明 聚 类 高 效 且 令 人 信

服，S>0.5 说明聚类合理。在关键词图谱（图

10）中，总共析出 11 个聚类。总体而言，从聚

类列表（表 4）可以看出：在内容维度上，知识

组织的研究的热点领域是图书馆（library）、主

题词表（thesauri）、社群（community）、编目

（categorization）、环境（environment）、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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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knowledge management）国 会 主 题 词 表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人造目标（man-made object）、决

策（decision making）、信息组织（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其中人造目标、决策和信息组

织三个主题形成的聚类规模过小，而且研究比

较分散，所以在图 10 中未加以显示。在时间维

度上，知识组织的相关聚类集中出现在平均时

间为 2010 年至 2014 年的区间内，说明这几年

是近 10 年中知识组织研究热点爆发期，而最近

两年没有形成明显聚类，研究比较分散。对有

效聚类中提取的聚类关键词进行分析，2010 年

（平均时间，下同）是社群、企业、管理、分

类法、语义存储；2011 年是图书馆、分类法、女

权主义、人造目标、语义生成、动词检索；2012
年是环境、影响、教育、国会主题标目、互操

作性、权限控制；2013 是知识管理、知识创造、质

量管理；2014 年是域分析、档案、改变。可以

大致看出外文知识组织的研究热点呈现从基础

理论到技术融合再到实际应用的转变脉络。同

时 2013 年和 2014 年聚类数目较前几年有所减

少，而最近两年没有形成聚类，说明研究热点

的分散已经开始分散。

2.3.3  时区图分析    
时区图反映关键词的动态演进和发展阶段。

根据时区图（见图 11），本文将近 10 年国外知

识组织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7
年至 2010 年。较大的节点主要分布在这一阶

段，尤其研究主题“knowledge organization”的节

点最大。之后几年的高频关键词很大一部分都

与这些大节点关键词有共现关系，这也与高频

关键词分布的时间相契合，说明知识组织的相

关研究一直持续和传承着，后续几年的研究主

题基于这一阶段奠定的理论基础。第二阶段是

2011 年至 2014 年。这一阶段是关键词聚类主

要分布阶段，说明这一阶段在前一阶段的理论

基础上，衍生出较为丰富的研究主题，这也和

关键词聚类图表中聚类的时间分布相吻合。同

时，这一阶段相比于前一阶段，关键词节点明

显减小，说明研究热点趋于分散。第三阶段是

2014 年至 2016 年。这一阶段节点更小，也没有

明显的聚类，但是从前面发文量上看，这一阶

段的年度发文总量相较于前一阶段还在不断上

升，这印证了研究主题进一步分散和细化。

图 11  关键词时区图

2.4  共被引分析

2.4.1  文献共被引分析    
本文节点类型选择 Cited Reference；阈值设

置采用默认 Top50；以 1 年为时间区隔；运算方

法选择 Pathfinder。运用 CiteSpace 生成知识组

织领域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图中的节点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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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不同的颜色的年轮构成，半径越大，表示

被引用的频次越高，年轮的颜色越偏向暖色，表

明其被引的时间离现在越近。节点内部出现深

红色圆点，则表示该文献的引用在某些年份出

现显著变化。图 12 展示了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15
的文献信息。

图 12  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可 以 看 出 共 被 引 频 次 最 多 的 都 是 B. 
Hjorland 教授的论文。作为本领域的代表性人

物，B. Hjorland 教授的研究也体现了知识组织

研究的发展脉络。下面结合他的代表性论文进

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知识组织的概念、原

则、范式。

B. Hjorland 在 2008 年的 What i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KO)? 中分析了现有的知识组织理

论及知识组织方法，随后阐述了自己对知识组

织的理解 [6]。他认为知识组织是指在图书馆、数

据库、档案馆等组织内进行的文献描述、索引

和分类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图书馆

员、档案人员、学科专家以及计算机算法完成的。

知识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研究知识组织

过程的性质和质量、知识组织系统、文献表示

和有关概念。

概念是知识组织系统建立的基石，概念论

是知识组织的基础，它决定知识组织的方法。

概念论来源于知识论并与其密切相关。不同的

知识论如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实

用主义对应不同的概念论。不同的知识论和概

念论在所有知识研究邻域内竞争，知识组织也

不例外。B. Hjorland 在 2010 年发表的 Concepts, 
paradigms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中 对 知 识

的概念论、范式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实用主

义和历史主义是最有价值的 [7]。

2012 年，Knowledge  organ i za t ion  =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一文对知识组织和信息

组织（IO）、信息架构 (IA) 进行区分 [8]。认为

虽然它们的方法和理论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

它们的应用背景是不同的。知识组织属于图书

馆邻域；信息构建更多用于网络信息；而信息

构建并没有明确的特定的应用背景。

（2）第二阶段——知识组织方法、技术。

2013 年，B. Hjorland 连续发表的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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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组织的方法和技术进行了探讨。

Citation analysis: a social and dynamic 
approach to knowledge organization 提 出 文 献 计

量学 (bibliometrics) 和知识组织一直被看作图书

馆和信息科学的两个独立分支，但他认为前者

可以被用作进行知识组织的方法，尤其是引用

分析 (citation analysis)，由于其具有的社会性、历

史性和动态性特点，应当被用为知识组织的重

要工具和方法 [9]。

Facet analysis: the logical approach to 
knowledge organization 对 逐 面 分 析 法（facet 
analysis）进行了研究，作为重要的现代分类法，逐

面分析法在知识组织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10]。

它的优点在于具备完整的逻辑法则，可以帮助

知识组织系统建构框架；而它的缺点则在于缺

乏实验依据，它对知识的排序更多的是基于先

验的假设，没有模型、理论和定律的支持。

User-based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对 基 于 用 户 研 究 (user-
based) 的 知 识 组 织 系 统 [11]， 如 Book House 
System 等和应用感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 的

系统如 WordNet database 等进行考察，并分析了

过去关于基于用户和感知方法的研究文献，最

后提出应当区分主观与用户的区别，主观感知

应当是来自社区的集体观点而不是对个体的研

究集或抽象思维的研究。

（3）第三阶段——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组织

方法。

2015 年，研究重点转向了网络环境下的知

识组织方法。当前，随着现代搜索引擎、语义

Web、网格等技术的发展，知识组织朝着更高

更深层次发展，研究视角转向了应当建立什么

类型的检索系统、用户检索能力、图书馆和信

息科学以及知识组织在其中扮演什么的角色。    

S. Warner[12] 对计算机科学传统和图书馆中心的

传统作了区分，前者致力于将问题自动转换为

排序后的一系列相关文档，而后者则致力于增

加用户的选择权。

B. Hjorland 在 Classical databases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 case for boolean 
retrieval and human decision-making during 
searches 对 基 于 Boolean 检 索 模 型（ 如

MEDLINE 和 PsycInfo）的传统目录数据库是否

还具有价值进行了探讨 [13]，认为可以给用户自

主选择权，用户可以完全控制检索的深度和内

容；而这也是信息科学和知识组织作为研究领

域存在的价值所在。

2.4.2  作者共被引分析    
为了把握哪些作者在知识组织领域的演进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 5 列出了频次等于或

大于 16 次共被引作者的信息。

表 5  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16 的作者统计

序号 姓名 被引率

1 B. Hjorland 177
2 H. A. Olson 59
3 I. Dahlberg 56
4 I. Nonaka 45
5 C. Beghtol 41
6 J. Mai 36
7 V. Broughton 35
8 C. Gnoli 33
9 J. T. Tennis 31
10 R. P. Smiraglia 30
11 D. Soergel 30
12 G. Hodge 29
13 S. R. Ranganathan 28
14 T. L. Berners 26
15 E. Svenonius 25
16 T. R. Gruber 24
17 R. P. Smiraglia 24
18 B. Frohmann 23
19 M. L. Zeng 19
20 B. Smith 16

来自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的 B. Hjorland
以高达 177 次的被引频次排名第一；紧随其后

的有 H. A. Olson（59 次），I. Dahlberg（56 次），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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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45 次），C. Beghtol（41 次），J. Mai
（36 次）等。这些学者大多以知识组织、知识

管理、情报科学等为研究方向。被引频次较高

的 B. Hjorland 教授先分析了知识组织的概念、原

则及方式，之后确定知识组织的方法与技术。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B. Hjorland 教授将研究重

点转移到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组织方法。其次被

引频率较高的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情报

学院的 H. A. Olson 教授研究重点是对主题表特

征和分类系统的关键分析；日本一桥大学的 I. 

Nonaka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知识管理。由此可

见，知识组织是指对知识客体进行诸如整理、加

工、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是关于

知识组织的理论与方法 [14]。

2.4.3  期刊共被引分析    

为了更加详细地对被引期刊进行分析，确

定知识组织中的理论主要来源及高被引文献的

主要传播载体，绘制了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见

图 13），同时还列出了被引频次 46 及以上的期

刊信息（见表 6）。

图 13  期刊共被引网络图谱

表 6  高被引期刊相关信息

序号 被引频次 年份 期刊名称

1 184 2007 Knowledge organization

2 156 2007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3 134 2007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4 104 2007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76 2008 Library trends

6 69 2007 Information process management

7 68 2007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8 61 2009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9 49 2007 Organization science

10 46 2007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1 46 2007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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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6 可 知， 高 被 引 的 传 播 载 体 大 多

是 期 刊， 其 中 排 名 前 两 位 的 是 Knowledge 
organization 和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其引用

频次分别为 184 次和 156 次；被引频次较高的还

有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134 次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04 次）、Library trends（76 次）、Information 
process management（69 次）等，均是国际影响

力较大的顶级期刊，这说明知识组织研究的来

源比较权威。

3  结论

本文以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领

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以 Web of ScienceTM 核心

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展示

了 10 年间的发文量增长趋势、主要研究者与研

究力量分布、研究热点与前沿，并深入分析了

该领域发展所依赖的知识基础、高影响力研究

人群和传播载体，得出结论如下：

（1）该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都组成

了各自的合作圈，但合作的频次普遍较低，其

中合作频次相对较高的合作圈有 B. Hjorland、I. 
Dahlberg、H. A. Olson 以 及 I. Nonaka、W. M. 
Cohen 与 T. H. Davenport 等 构 成 的 科 研 合 作

圈。H. Hjorland、H. A. Olson、I. Dahlberg、I. 
Nonaka、C. Beghtol 等是被引频次、中心度较

高的作者，且这些学者的论文也属于高被引文

献，是知识组织的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基础和

知识来源。

（2）美国、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丹麦

等是知识组织研究的主要国家，中国在该领域

的研究也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比较活跃

的研究机构多集中在学术氛围相对更加浓厚的

大学，如威斯康星大学、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

院、圣保罗州立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华盛顿

大学等，但各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较少。

（3）10 年来，知识组织的热点随着时间的

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不断的变化和迁移，总体而

言研究的重点逐渐向技术融和实际应用转移，但

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仍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高被

引文献的传播载体主要为期刊，且均为图书情

报学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主要包括 Knowledge 
organization、Journal of documentati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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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情报工作不仅能够应对外部风险，也

是组织获得持续优势的重要源泉。作为情报工

作的载体，情报人员是情报生成、分析、传递

的重要参与者。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情报人员

在具体的情报工作中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要

应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提取外部的信息；另

一方面是不断变化的工作内容，客观上要求情

报人员提高自身能力，以便能够胜任工作。所

以，对于情报人员而言，他们正面临一个快速

变革的竞争时代，对其胜任特征提出了新的需

求。

根据 D. T. Moore 等对情报人员的描述，情

报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情报人员的信息处理

能力 [1]。具体而言，情报人员的胜任能力决定

【学术探索】

基于个体优势的情报人员胜任特征评析
◎ 杨锴  赵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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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情报人员胜任特征个体优势互补是情报工作开展的必要条件，判别其胜任特征

的个体优势是推进情报人员工作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 方法 / 过程 ] 根据目标规划思想，从被评估情报

人员最有利的视角确定价值参数，提出情报人员胜任特征个体优势判别模型及民主判别模型，同时给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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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情报工作的质量。胜任特征表示什么样的情

报人员能够出色完成任务，涉及“正确的人做正

确的事”。情报人员不仅存在于政府、军事部门，而

且也大量活跃在高校、企业和事业单位等组织

当中。情报人员个人能力提升影响整个团队的

工作效率，如何从情报人员个体优势发挥到整

体人员优势集合，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难

题 [2-3]。所以，本研究在回顾国内外关于情报人

员胜任力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基于个体优

势的情报人员胜任特征判别模型以及民主判别

模型，从情报人员个体胜任特征出发，为情报

工作开展以及提升情报人员技能、工作绩效提

供技术与方法支持。此外，本研究中的情报人

员是指对信息情报进行加工、分析、处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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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的知识型人才。相比其他工作人员，情报人

员具有如下特点：①情报人员具有专业性，由

于情报工作所需要的知识覆盖面广、所涉及的

信息量大等特点，情报人员在具体的搜集、分

析技能上具有明显优势，数据洞察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系统思考能力都具有专业性；②情

报人员个体素质突出，如情报人员的学习能力

强、个人成就动机明显，具有自我价值的判断，综

合素质高，在长期的情报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

求知欲望；③因为情报人员的工作内容具有阶

段性、复杂性以及过程性，需要较大的自主权，所

以流动性高，对组织的依赖程度低，管理上服

从能力较弱；④情报工作往往是团队共同协

作，不仅需要情报人员个体发挥自己的优势，还

需要团队能够整合每个人的优势，实现“1+1＞2”的
效果。很显然，要想发挥情报人员的个体优势

特征，需要对其个体优势深入判别。

1  相关研究

关于情报人员的个体胜任特征，自 D. C. 
McCelland 提出“冰山模型”后，对于情报人员胜

任力的研究大量涌现 [4]。D. M. Moore 认为情报

人员应该具备四大特征，分别为能力、特质、知

识、技能 [5]。C. H. David 认为情报人员应该具

有批判性思维、判断能力、创新能力、沟通交

流能力 [6]。M. E. Muuro 等认为个人特质以及技

能是情报人员的主要个体胜任特征 [7]。李国秋

等运用文本分析及问卷验证的方式，构建了 7
个方面的情报人员胜任力 [8]。胡冉从情报人员

工作特征角度出发，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归纳

出 5 种情报人员的胜任能力 [9]。宋丁伟等根据

文献总结以及调查，构建了企业情报人员的胜

任力模型，该模型包含 16 项要素 [10]。耿骞等分

析了公共图书馆馆员的胜任特征，认为此种类

型的情报人员具有 6 种胜任特征 [11]。谢晓专对

比中国与美国的情报人员胜任力能力，得到了

3 个方面素质 [12]。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可

以看出：情报人员胜任特征可以划分为专业能

力、通用素质、个体特征 3 类，不仅包含通用

的胜任能力，而且也涉及特定的个体特征。

只是关注情报人员具备哪些胜任特征还不

够，现实中还有两个研究问题值得关注：一方

面，如何判别情报人员在哪些胜任特征上拥有

个体优势；另一方面，如何根据个体优势判别

结果，对情报人员胜任特征给出合理评价。王

晓等采用主观归纳的方法研究了组织层面因素

对个体胜任特征的影响 [13]。李晓松等构建综合

能力指数来确定情报人员的个体优势特征 [14]。

DEA 的方法强调单个主体投入产出之后的价值参

数，其中 M. O. Igbinovia 等进行了有益探索 [15-17]。

因为对情报人员胜任力的研究多属于人力资源

管理范围，如研究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等，忽

视了基于个体优势特点的信息要素，所以情报

人员胜任特征偏向于单个因素的描述验证，而

忽视了综合的评价 [18]。以往的评价方法往往给

出固定指标权重，存在因主观因素造成评价结

果难以让被评价者接受的现象 [19-20]。因此，不

仅需要解决情报人员自身的个体优势判别和基

于识别结果评价个体胜任特征的问题，而且需

要确定客观的评价方法，改变以往主观方式确

定权重的做法，才能够在实际构建情报人员胜

任力模型过程中满足组织情报工作的需要。

2  基于个体优势的情报人员胜任特征
判别方法

假设被评价的情报人员胜任特征指标体系

由 p 维向量指标 构成，则胜任

特征指标越大越好，n 个情报人员的胜任特征

指标的组织价值主张 ，价值主

张具体表现在指标的权重系数上，表明组织对

评价指标的价值取向。而价值主张可以分为： 

①理想组织状态，即组织为了实现目标而追求

的一种理想结果，如情报人员工作技能考核满

分为 100 分，则组织期望所有情报人员个人都

能够在这一项考核中得到满分；②实际组织状

态，即 为 ，是 实 际 开 展 工 作
后的一种结果；③拓展实际状态，根据期望理

论，往往希望能够在实际结果的基础上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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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正所谓“跳一跳，摘苹果”。本研究采用

拓展实际状态，即为实际组织状态的 110%，表

示为 110%x*。基于个体优势的情报人员胜任特

征判别模型就是在目标规划思想下与确定的组

织价值主张结局距离最小为最好的构建原则而

设计的。

2.1  个体优势判别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假设 w1,w2,…,wp 是情报人员胜任特征的权

重系数，采用此重要程度对应的 2- 范数意义下

的实际状态与拓展实际状态的距离作为胜任特

征评价模型：

  模型（1）

通过模型（1）可知，dw(x,x*) 测量的距离值

越小，表明情报人员胜任特征越好，与理想状

态越接近，反之与理想状态越远。

在模型（1）中的权重系数 wi 是一致的，不

会因为情报人员的不同而不同，因而无法显现

被评价的情报人员的个体优势的特点。故需要

在考虑不同情报人员的个体优势特点的基础

上，确定评价模型的权重系数，对应的被评价

情报人员 j 的胜任特征评价模型为：

 模型（2）

模型（2）的比较优势特点主要体现在对被

评价的情报人员 j 的胜任特征而言，权重系数

w*(j) 是按照最有利于被评价的情报人员 j 的角

度来确定的。故而不同情报人员胜任特征的权

重系数不同，能够体现对情报人员 j 的胜任特征

的比较过程。模型（2）的最优解 w*(j) 通过所

有参加评选的情报人员的胜任特征数据计算得

来，故确定的个体优势特点的权重系数具有客

观性。

如果优化模型（2）存在严格大于 0 的最优

解 w*(j)，使得 ，则认
为被评价的情报人员 j 的胜任特征是有效的。

采用 Lagrange 乘子法，情报人员胜任特征

评价模型（2）可以按照模型（3）进行求解。

模型（3）

从 模 型（3）中 求 得 模 型（2）的 最 优 解

w*(j)，那么从情报人员 j 的角度对 n 个情报人员

的胜任特征分别进行评价。模型如下：

                 模型（4）

计算求得的模型（4）值按照升序的原则进

行排列，那么模型（4）的值越小越好。

根据“80/20 效率法则”，对排序的结果做出

如下的约定：对于模型（4）求解的结果进行排

序之后，若被评价的情报人员胜任特征处于前

10%，则认为该情报人员的胜任特征在参评的

人员当中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特点；若处于前

30%，则认为该情报人员的胜任特征在参评的人

员当中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特点；否则，则认

为该情报人员的胜任特征在参评的人员当中比

较优势不明显。

2.2  基于个体优势判别的民主评价

模型（4）的结果显示了分别从每个情报

人员的角度，对 n 个参评的情报人员的胜任特

征进行评价的结果，与此同时，情报人员还可

以关注在参评的人员当中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

位，哪些情报人员的胜任特征比自己高，具体

高的方面在哪里。现有的评价方法如专家意见

法、同行评议法等因为存在人为主观因素以及

计算权重方法的复杂性导致排名顺序多变，缺

乏公认的民主排序，从而会引起混乱。

从情报人员个体优势的特点出发，给出

一 种 计 算 情 报 人 员 胜 任 特 征 的 民 主 评 价 方

法，既参考了情报人员个体对全部参评情报

人员的评价结果，又综合所有参评情报人员

的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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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5）
将计算求得的模型（5）的值按照升序原则

进行排列，模型（5）的值越小越好。

以上基于个体优势的情报人员胜任特征评

价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其能够根据组织评选

委员会的评价信息确定价值参数（权重系数），克

服了人为主观赋予权重的弊端，被评价者心理

上更容易接受。

3  情报人员个体优势判别的实证研究

3.1  样本选择和情报人员胜任特征评价指标

由于情报人员广泛分布在大学、企业、科

研机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地，所以需要

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员进行研究。其中企业情报

人员不仅需要对外搜集信息情报，而且对内提

供决策参考资料，从职业角度体现了情报人员

个体优势的发挥。所以从操作性和实践性角度

出发，选取企业中的情报人员作为研究样本。

DP 企业是一家物流供应链企业，在同行业

被称为物流界的“黄浦军校”。2013 年成立战略

策划部，主要职责是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产品、市

场等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并向高层提供决策、投

资等建议。随后，DP 企业于 2015 年开展仓储

与供应链业务，推广加盟合伙人，故选取 DP 企

业 10 名情报人员作为研究的样本。

在 情 报 人 员 胜 任 特 征 指 标 体 系 的 确 定

上，本研究借鉴已有文献 [8] 所确定的职业情报

人员胜任特征指标，包含 7 个维度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情报人员胜任特征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指标维度 要素

情报人员胜

任特征

态度和价值观 X1 个人品德、主动积极、责任心

专业知识和技能 X2 信息资源管理知识和技能、商业知识等

人际技能 X3 沟通、合作以及人际理解能力

分析解读和解决能力 X4 学习能力、分析研究能力、解决能力等

执行能力 X5 注重细节、时间管理等

领导能力 X6 判断决策、战略规划等

调整和适应能力 X7 应变能力、抗压能力等

3.2  数据来源说明

评选委员会由高校专家以及企业内部主管

构成，按照构建的指标体系，从 7 个维度指标涉

及的主要内容进行考核问卷设计。采用评价中心

技术，取得 10 名情报人员（采用 A － J 编号）的

胜任特征数据，具体打分情况平均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10 名情报人员的评分平均值汇总

人员 X1 X2 X3 X4 X5 X6 X7

A 5.12 5.05 4.99 4.88 5.13 4.39 4.94
B 3.93 4.96 4.96 4.92 4.68 4.70 3.69
C 5.22 5.13 5.26 5.77 4.92 4.72 5.75
D 5.22 5.13 5.09 4.94 5.20 5.66 5.21
E 5.64 5.68 5.39 5.73 5.54 4.36 4.87
F 5.14 4.96 5.16 5.35 5.06 4.75 4.47
G 5.22 4.93 5.28 4.87 5.01 4.44 4.73
H 5.09 4.92 4.92 5.18 5.13 4.86 4.46
I 4.36 4.87 5.13 4.10 4.62 3.69 3.69
J 4.87 4.87 5.13 4.87 4.94 4.79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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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处理

由于表 2 评分平均值数据均小于 6，所以不

需要进行无量纲的数据处理。为数据操作方便，对

其进行标准化之后，运用 Matlab 软件，采用模

型（3）计算 10 名情报人员胜任特征的个体优势

价值参数（权重系数），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10 名情报人员的价值参数（权重系数）

人员 X1 X2 X3 X4 X5 X6 X7

A 0.17 0.14 0.21 0.10 0.21 0.06 0.11

B 0.06 0.18 0.29 0.15 0.14 0.13 0.04

C 0.09 0.07 0.18 0.28 0.06 0.04 0.28

D 0.12 0.09 0.15 0.06 0.14 0.35 0.09

E 0.20 0.20 0.20 0.17 0.20 0.02 0.03

F 0.15 0.11 0.27 0.18 0.16 0.08 0.05

G 0.18 0.10 0.37 0.08 0.14 0.05 0.07

H 0.16 0.12 0.18 0.16 0.21 0.11 0.06

I 0.09 0.17 0.45 0.06 0.14 0.05 0.05

J 0.11 0.11 0.29 0.10 0.15 0.10 0.15

根 据 模 型（4） 计 算 10 名 情 报 人 员 个

体比较优势，根据计算的个体优势数据，对

其 进 行 个 体 比 较 优 势 排 名，结 果 如 表 4 所

示：

表 4  10 名情报人员个体比较优势排名结果

排序 A B C D E F G H I J
1 E E � � � E E E E E
2 C C E H C C C C C C
3 D D D C D ■ ■ D G D
4 G F J J F D D F F G
5 F G A F G G F q D q
6 q J F E H H G G J F
7 H H G G A A A A A A
8 J Q H B J J H J q H
9 I q B A B B I B H B
10 B I I I I I B I B I

注：“�”  “■”  “q”为从情报人员最有利的角度得到的比较优势排名结果，其中�代表明显优势，■代表一般优势， 

q 代表缺乏优势

整理表 4 的结果，可以从“明显优势”“一般

优势”“缺乏优势”进行 3 类划分，具体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10 名情报人员胜任特征个体优势分类情况

优势类型 集合

明显优势 C、D、E
一般优势 F、G
缺乏优势 A、B、H、I、J

根据模型（5），对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

到 10 名情报人员个体优势民主排名评价结果，如

表 6 所示。

3.4  结果讨论

（1）根据表 3 可知，不同情报人员对应评

价标准的价值参数能够显现其胜任特征的个体

优势，参数值越大，代表其在这个胜任特征上

越明显，越是能够获得评选委员会的发现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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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情报人员 E 为例，其胜任特征的个体优

势价值参数为 w=（0.20,0.20,0.20,0.17,0.20,0.02,
0.03），表明其在态度和价值观、专业知识和技

能方面均超过其他情报人员。

表 6  10 名情报人员个体优势民主排名评价结果

人员 1/10∑di 排名 人员 1/10∑di 排名

A 0.092 8 F 0.085 4

B 0.116 9 G 0.088 5

C 0.071 2 H 0.091 7

D 0.075 3 I 0.125 10

E 0.063 1 J 0.089 6

（2）根据表 4 和表 5 可知，对 10 名情报

人员胜任特征个体优势划分 “明显优势” “一般优

势”和“缺乏优势”3 种模式。具有“明显优势”的

情报人员，如 C、D、E，企业可以首选聘任，对

突出的情报人员进行资源以及选拔上支持，促

进其胜任能力进一步提升；针对“一般优势”的情

报人员，如 F、G，是通过基于个体优势的情报

人员胜任特征评价方法确定的标杆情报人员，企

业可以鼓励并支持学习优秀情报人员的胜任能

力，如情报人员 F，可以学习 E 和 C，这样 F
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评价结果；针对“缺乏优势”的

情报人员，如 A、B、H、I、J，表明其胜任特

征与其他情报人员相比特征不明显，企业可以

倡导学习“明显优势”的情报人员，制定针对性

培训计划提升胜任能力。

（3） 根 据 表 6 可 知，10 名 情 报 人

员 胜 任 特 征 的 个 体 优 势 民 主 排 名 顺 序

为：E、C、D、F、G、J、H、A、B、I。可以看出，不

管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情报人员胜任特征评比，胜

任特征明显的、表现优秀的情报人员往往排名

靠前，如情报人员 E 是在这 10 位情报人员当中

共同认可的胜任特征表现优秀者；而胜任特征

不明显、表现平平的情报人员往往排名靠后，如

情报人员 I 在这 10 名情报人员当中是共同认可

的胜任特征表现最差者。

4  结语

情报人员作为情报工作的组成部分，是情

报工作开展的重要保障。按照目标规划思想，本

研究构建了一种基于个体优势判别情报人员胜

任特征的评价方法，此方法的优点在于站在被

评价情报人员的胜任特征个体优势的立场，规

避了“大一统”的评价模式带来的“一刀切”和武断

结果，突出了被评价情报人员的个性化胜任特

征，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情报人员的民主排名。

按照本研究确定的评价方法，选取 DP 企业 10
名情报人员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例验证并分

析相应结果，不仅验证了该方法的科学性及有

效性，而且获得的情报人员胜任特征的价值参

数、民主评价结果以及比较优势排名结果，可

为情报人员胜任特征改善提供参考。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其他组织情报人

员胜任特征判别过程中，其胜任特征评价会因

为胜任特征指标以及组织价值主张不同而设定

与上文不同的评价标准。以上结果讨论内容是

依托本研究中基于个体优势的情报人员胜任特

征评价指标体系而得来的。如果被评价对象、判

别目标、评价指标体系发生改变，那么得到的

结果也会发生改变，但是本研究所提供的判别

方法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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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是自媒体领域应用最为普及的一个

工具，根据 QuestMobile 所发布的《2016 春季

APP 实力榜》显示，微信的注册用户数量超过

了 9.27 亿，成为最重要的用户沟通工具 [1]。微

信作为一个即时通讯工具，以其便利性、碎片

化操作及高普及型特点提升了用户的线上交互

水平 [2]。用户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微信作为

平台起到了汇集信息、扩大交互群体范畴、增

加信息交流的便捷性和实时性 [3] 的作用。在这

个虚拟环境下，关系的维系成为保持用户联接

的主要手段，个体的知识背景、生活方式及兴

趣偏好成为划分群体的重要因素 [4]。个体越来

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知识交互，个人

公众号和兴趣群的建立成为信息汇集和知识扩

散的重要方式，提升了知识的流动性 [5]。

【学术探索】

微信模式下个体知识扩散类型及特征研究
◎ 张凌志 1  薛晶心 2

1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天津  300204  2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天津  30027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针对微信这个应用广泛的信息传播平台，进行个体知识的扩散的行为研究 , 有

助于完善个体知识扩散理论。[方法/过程]依托个体知识扩散模型，分析微信模式下个体知识扩散的类型。

从个体知识扩散的实时性、短期性、专业性、友善性和传导性的特征分析了个体在微信模式下的扩散形式。

[ 结果 /结论 ] 微信的出现，促进了个体知识的扩散及创新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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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知识的扩散是依托社会网

络模式展开，其差异程度会影响知识扩散的效

果 [6]。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自身的知识特征、关系

长度和聚类方式都会影响到知识扩散的频率 [7]。

已有对知识扩散的研究多从知识扩散的路径及

效果视角展开研究，伴随自媒体应用的普及，知

识扩散的速度和方式较以前有了巨大的改变，虚

拟组织代替了传统的组织形式，线上知识传播

成为主要的知识扩散形态。对于多数人来说，微

信已经是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主要信息来源，利

用这一工具进行知识扩散成为了常态。本文通

过分析微信模式下的知识扩散形式，结合知识

扩散的特征，研究微信模式下个体知识扩散的

形态和特点，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个体知识扩

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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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体知识扩散模型

知识扩散是知识发展社会化的重要方式，知

识需要被受众所认可并吸收才能实现知识的传

承和发展。这一过程遵循社会网络的扩散途

径，其转移的速度和程度与知识的载体及扩散

的社会属性息息相关，是一种知识进化的过程 [8]。

野中郁次郎认为个体是知识创新的本源，新知

识的产生需要经过 4 个模式的转化（共同化、表

出化、联结化和内在化）来实现，个体知识的

放大需要在组织内进行，即通过与他人的交互

完成知识的确认 [8]。知识扩散是从知识产生创

意的初始阶段开始实施的过程，通过与其他个

体进行交互来实现对创意的确认和知识熟化的

过程。知识的扩散需要主体对知识的承接，接

受个体的存量知识特征决定了是否能够实现知

识吸收。因此，知识的这种流动带有较强的导

向性，通常在相关知识背景的群体内进行知识

扩散较快，跨知识学科下的知识扩散较慢。

经过多年研究，本课题组在生物进化理论

基础上和知识发酵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知识进化

模型 [10]，并据此构建了微信模式下个体知识扩

散模型（见图 1）。个体基于创意产生一个主

题，然后与其他个体进行交互，通过对知识修

订实现知识的熟化。发送端主体会利用一些图

片、视频等手段作为催化剂实现知识传播的加

速过程。接收端主体接受到知识后需要进行识

别和分析，与自身的存量知识产生结合后，再

向第三方个体进行传递。知识的交互模式是一

种自发的过程，采用知识学习的模式进行，通

过主题阐述实现与交流对象之间的沟通 [11]。知

识扩散的环境因素体现在对所扩散知识的辅助

信息提供，为主体提供知识获取的要素信息，完

善相关知识的理解，帮助个体实现知识扩散。

图 1  个体知识扩散模型

个体

（具备存量知识）

个体

（具备存量知识）

主题催化剂

外部环境

催化剂

2  微信模式下个体知识扩散的类型

2.1  主动阐述型

每一个用户个体都具备差异化的知识特

征，这种知识差异体现在知识的总量、分类知

识的区别、细分知识的深度、关联性知识的交

叉区域等方面，一般表现为知识的数量和知识

的质量的差异。个体知识的差异造成不同的个

体在面临相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知识基因融

合，这种知识基因片段的融合造就了知识创意

的构建。个体形成一种新的知识创意，需要进

行知识的确认，这一确认过程产生了知识扩散。

研究表明，个体知识存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

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个体知识传递的前提，个

体知识的位势差说明了知识传递的必要性，代

表了知识扩散的本源 [12]。个体知识的位势差

异决定了知识的传递一般是从位势高的个体传

递到位势低的个体，位势低的个体更倾向于构

筑与位势高的个体之间的知识链，进而实现持

续性、改进型的知识传递。知识位势高的个体

对于知识传递的欲望决定了知识传递是否会发

生，个体知识深度和知识广度的差异是影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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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传递效果的重要因素。个体之间的知识传播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知识的承接方也愿意通过

知识交互与知识的发布者进行交互确认，这一

交互的过程是对已有知识的创新进行识别和确

认的过程。

用户利用微信发布信息是一种信息传递及

知识传播的过程，利用点赞及回复功能实现不

同个体间信息交互和相关知识传递。用户结合

自身的经历及相关社会现象，就某一时间点的

心境及感触，抒发个人感受，进而通过微信发

布信息。这个行为可以看做是知识创意的产生

形态，创意的形成通常来自于灵感的火花，个

体自有存量知识与关联知识在特定环境下形成

一种知识的吻合，通过知识基因片段的融合产

生新的知识创意。不同的用户面对相同的信息

会形成不同的知识创意构建，这一差异驱动了

用户对其他个体的信息发布有知识交互的意愿。

个体对于自身熟悉的领域及相关领域有获取知

识的兴趣，乐于捕获这类知识的基因片段，进

而与信息的发布者产生知识交互，这种交互表

现为点赞和回复行为。发布信息的用户在与其

他用户的交互过程中，对所发布的观点进行修

订和判断，同时传递个体的知识。作为知识的

传递者有交流的欲望，在信息传递交流过程

中，有产生知识共鸣的预期。通过微信这一自

媒体平台进行信息的发布者，通常希望获得阅

读者对自己所发布信息的认同或建议进而引起

更多的交互行为，这种交互行为来自于知识共

鸣的预期。信息的发布者与信息的承接者之间

存在知识的位势差异，这种差异促进了用户进

行持续性信息交互。发布回复的用户表述自己

对于相关知识的观点，利用这一回复进一步对

相关知识进行学习。

2.2  事件记录型

个体知识存量是个体知识创造的重要因

素，利用存量知识完成对新知识基因片段的捕

获，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知识基因重组是实现知

识创造的第一步。知识创造是新知识的产生过

程，通过对新知识的捕获吸收完成知识的倍

增，不同于创意阶段的知识结合，创造阶段更

强调知识基因的累计过程和结果 [13]。知识创

造过程存在大量的知识基因片段的积累和重

组，捕获知识基因片段的能力、知识基因的重

组方式、知识的单元化构建途径、知识模块的

功能展现都是影响知识创造的最重要因素。知

识的创造能力除了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知识融合

能力，更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关联知识是与

自身存量知识相关联的未掌握的知识，这类知

识是知识创造的源泉 [14]。关联知识与存量知识

的接触方式、融合类型及融合的时机决定了关

联知识是否能够与存量知识进行融合，创意形

成后是否会被个体采纳成为知识积累的始点。

创意形成后，知识进入知识创造的阶段，这一

阶段存量知识不足以完成对创意知识的构建，需

要大量增加存量知识来满足知识的需求。

用户会面临大量信息，当其接触到感兴趣

的信息时会采用收藏和转发等形式进行信息记

录，对于确切想了解的内容会采用网络搜索和

朋友圈发布信息等方式进行询问和确认。单一

的知识转发和事件发布只起到基本事件记录的

功能，但是，通过这一过程把与用户存量知识

有关联的知识进行了积累，这一过程实现了大

量知识基因片段的存储。这个存储过程是对创

意阶段所形成的知识萌芽的一个培育过程。用

户用微信记录一些信息、事件、图片和新闻，是

因为自身对这一话题或含义富有兴趣，兴趣源

于知识的创意。用户单纯记录不加任何评论是

一种知识记录的方式，期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

对某个话题或事件的态度和意见，也期望产生

对这类问题的讨论，进而增加自身对这类知识

的掌握和学习。

2.3  炫耀表述型

个体知识基因片段融合所产生的知识创意

需要进行确认和识别，通过这一过程确保知识

的创意具备存在价值和转化为创新的可能，这

一过程要求对知识的创意必须进行检验，而这

一检验过程需要与其他知识个体进行交互完成。

因此，个体具备知识创意后，需要将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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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放到自己所处的知识群体中，让具备同源

知识的个体对所构建的创意知识进行评判，利

用与其他个体的交互对已有的创意进行完善，创

意的完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创造实施的过程。

个体知识具有较大的专业局限性，即在某些领

域具备较高的知识量，但无法兼顾所有领域，而

知识创意的成长所可能需要的领域知识会超出

个体所具备的存量知识 [15]。因此，个体创意产

生后，如果在与其他个体进行交互中发现自身

存量知识的欠缺，可以利用其他个体对创意的

理解完成欠缺知识片段的完善和补充，利用已

有知识群体的组织性知识对已有知识创新进行

培育，在此期间，个体知识得到增长。

当微信用户发现一些新奇的现象及有感而

发时，迫切需要将所了解的信息或自己理解的

含义发布到朋友圈，通过这一过程分享自己的

创意形成所带来的兴奋，与此同时朋友圈内的

好友确认自己所发布的信息，是一种全新的体

验。好友中有同事、同学及同行等与自己具备

相同或相似知识背景的个体，得到他们的肯定

回复或是点赞代表了同领域个体对自己创意的

一种肯定。好友的回复会带来一些信息发布者

所未考虑到或是不了解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

创意具备一定的修订和补充作用。发布信息的

个体通过与好友互动，了解一些个体本身所欠

缺的知识，这一了解过程构建了个体知识与外

界知识接触的渠道，为存量知识的增加提供了

可能。个体形成的创意在完善过程中，产生了

对其他知识基因片段的整合，同时发现自身相

关存量知识的欠缺。因为对该创意具备较高的

兴趣，进而产生了学习的兴趣，形成一种知识

学习的动机。

2.4  客观评价型

个体在形成知识创意后，会使用自身的

存量知识对所形成的创意进行吸收和完善，知

识创意利用个体自身存量知识的多样性完成与

个体的知识融合。这一融合过程主要在创意产

生前阶段进行，创意产生后阶段会持续完成与

个体其他知识基因片段的融合，确保个体知识

与创意知识完全融合，用现有的存量知识对创

意进行吸收并发现自身存量知识的缺口，进而

明确需要学习的方向，产生知识学习的动机。

每个知识个体在融合知识创意的过程中，都会

对知识创意产生一个客观的评判，是在自身的

知识理解能力基础上完成，有助于完整融合创

意及了解自身的知识缺口。创意知识与存量知

识基因融合中，会存在知识变异，需要对这种

知识变异进行筛选和判断，将符合知识创新发

展的变异进行保留并基于这一创新进行知识学

习，通过与其他知识个体进行知识确认来判断

这一知识变异过程是否正确是保证知识筛选的

一个重要过程。

微信用户发现一个感兴趣的主题后会产生

共鸣，这种共鸣会引发用户思考，通过对这一

主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用自有知识对这一

主题进行理解评判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具

备很显著的个人知识属性，完全依靠个人的知

识理解去分析并作出在自己朋友圈进行扩散的

决策。因此，用户在朋友圈或是兴趣群内进行

相关主题的转发时会进行一些客观的评价，这

类评价会因人而异，通过与其他用户的深入探

讨，部分用户会就某个主题所探讨的内容产生

一些学习的需求。每一个主题带给用户的理解

会根据用户自身的知识背景有一定的差异，因

此在进行客观评价时，所分析的视角会产生一

定的不同结论。用户在与其他用户进行互动交

流的过程中，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知识的确认

和过滤，确保自己的观点的准确。

3  微信模式下个体知识扩散的特性

3.1  实时性

个体间的知识差异是产生知识转移的前

提，知识的差异需要主体去感知和评判 [16]，这

一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越短暂，主体所付出的时

间成本就越小，获得足够知识成长的空间越大。

知识的发送方需要快速确认自己所扩散的知识

是否能够得到领域认可，这一知识检验的过程

需要在短时间内扩散到较大的范围内，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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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正过程中完成知识改进。知识的接收方需

要对外界的知识进行快速过滤，在大量的知识

基因片段里寻找能够与自己存量知识进行融合

的知识片段。由此可见，知识扩散阶段对于知

识接受和发送双方而言，需要实时接触来增加

彼此的知识交互的几率，扩大知识交互的范围。

知识扩散阶段需要在知识的收发两个主体间建

立一种实时的模式和机制，确保知识扩散的实

施。

在微信模式下，信息的扩散来自于个体发

送方，知识的传递所需要的过程时间很短暂，个

体的任何有感而发都会在第一时间传递到朋友

圈、订阅号或是兴趣群内，利用这些渠道与相

关群体进行知识交互，通过这一过程对知识进

行确认。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个体也会及时与信

息的发送方进行知识交互，对相应的观点进行

点赞、评论，通过这些途径完成对知识的认可。

3.2  短期性

知识传播是指在特定环境下，利用各种传

媒手段，有目的的向特定群体进行知识信息传

播的活动，并期待收到相应传播效果的行为 [17]。

大量新知识产生后，因为不能被吸收接纳会出

现迅速隐身的现象，在相关领域产生一种短期

性的生命特征。这种短期性是新知识在传播初

期的必然现象，作为知识的发送方希望被接纳

的程度高，会采用各种传播手段和工具，扩大

其知识传播的范围，增加被接纳的机率。知识

的传播者将知识进行扩散，而接触到这类知识

的承接方的存量知识决定了吸纳新知识基因的

时间，向特定的专业群体传播可以确保新知识

基因片段被吸收，一个新知识能够被吸纳的知

识基因片段越多，则该知识被接纳及吸收的程

度就越高，对于知识承接方所产生的影响就越

大。但是，知识被传播后，如果不能被迅速接

受和传播，就会导致其经历短暂的被关注后，迅

速被其他相关知识所替代，除非这类知识在某

些领域产生较大需求才会被重新关注。

微信是自媒体传播的主要工具，具备最大

的特征就是实时性，能够迅速将信息发布者的

个人观点传播出去。个体所产生的新创意需要

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会通过微信朋友圈发放

个人的观点，通过兴趣群与相关专业人员探讨

一些新成果，利用订阅号将部分阶段性的成果

发布到社会范畴。通过微信这一信息媒体加大

新知识的扩散范围，降低传播的时间成本，可

以有效增加新知识的生存性。但是，微信按照

时间顺序发布信息，信息接收方很容易忽略推

送的信息，造成信息的覆盖。如果发布者的信

息没有持续被跟进点赞或评价，就会被遗忘，放

大了新知识发布初期的短期性特征。微信平台

信息更新的快速性，造成新知识如果不能被快

速传播和吸收就会立刻被淹没，大量新创意产

生后都会经历短期的曝光，然后快速沉寂。

3.3  专业性

知识的扩散过程是知识在个体之间进行传

播，跨越时间与空间实现对不同个体的覆盖 [18]。

知识存在的粘性特征造成了知识跨越主体和组

织边界进行传播会存在一定的障碍。通过分析

知识扩散路径发现，非正式渠道的知识扩散过

程有助于个体之间的知识交流 [19]。对于具有相

同知识背景的个体，非正式渠道的知识交流有

助于知识跨界流动，能够提高员工创新意识的

构建 [20]。通过建立交流的平台能够提升知识交

流的意愿，扩大知识交流范围，降低知识交流

中的冲突，促进知识吸收。这一过程可以保证

知识能够根据发送方的扩散方式送达接受者，是

否能够被吸收不由发送方决定。知识接受者需

要对所接受的知识进行筛选和甄别，用自身的

存量知识与外部知识进行有效联接，才能确保

所接受的知识被吸收。因此，接收方的自身存

量知识的特征决定了知识扩散的效果。在知识

自身的专业领域内进行传播有助于发布者的知

识与接收方的知识产生共鸣，加速对相关知识

的扩散。

个体利用微信平台的主要功能是通讯和知

识交流，所发布的任何信息及表述的内容都与

其自身的知识背景有很大的关联性。个体的有

感而发通常是所接受的信息与自身所掌握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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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产生了共鸣，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评论，并

引发相关群体的一种关注。个体利用朋友圈发

布的信息、兴趣群所探讨的话题及订阅的公众

号多数与自身的兴趣和工作有关，个体这些方

面所掌握的知识会支持其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

中。专业性的知识扩散有助于吸引感兴趣的个

体参与到讨论当中，关注相关知识，微信圈的

热度信息的形成是因为专业人士的参与增加了

阅读者的兴趣，并促使其参与到讨论当中，利

用所获得的知识进行在传播。

3.4  友善性

就社会网络而言，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大量

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个体在信息传递上起到一

个桥的作用，通过与其他节点之间的互动强化

这一联系 [21]。个体之间的强关系需要较多的时

间进行维系，这种维系的过程通常建立在信息

的交互上，个体间的知识背景、交流的话题具

备较高的相关度；个体之间的弱关系需要通过

交互来强化联系，这种交互过程会加速个体异

化的知识的交流。个体在构筑社会网络时，为

了确保关系的维系，通常利用自身的知识与其

他个体进行交流，将自有的知识传递给他人并

接纳其他所感兴趣的知识。知识获取的方式及知

识产生的背景内化于社会网络当中，情景的依赖

性和知识的独特性会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 [22]。作

为知识发送方，需要耐心并详细地阐述知识，以

使接受的个体愿意倾听，才能创造与接受方的

存量知识进行融合的契机。知识的接收方需要

认真了解所接纳的知识是否确定能够正确被理

解，便于知识吸收。

微信作为一个信息交互的平台，存在大量

的个体作为信息交互的节点，节点之间主要依

靠强关系形成连接，进而构成一个社会网络，势

必需要彼此尊敬，经常通过点赞和发表正向的

评论等善意行为强化与信息发布者之间的关系。

微信的内部机制是利用善意的互动强化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进而维系这种强关系。微信好友

的互动主要是基于同学、同事及亲友的强关系

建立，用户的强关系是确保知识传递的基础，通

过友善的交互方式，使得知识的发布者可以将

自有的知识或是新的创意更充分地传递给接收

方，接收方可以更充分地识别知识基因的特

征，加大知识存留的时间，为知识的内化创造

条件。

3.5  传导性

知识扩散是一种知识流动的机制，这种机

制确保了相似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下的个体

之间进行知识的互动，是知识共享的结果 [23]。

知识扩散需要在特定环境下实施，并通过个体

之间的传递实现知识的大范围传播。社会网络

的存在为知识流动提供了渠道，知识这种扩散

特性是通过传导的方式进行，利用个体为节点

实现知识的传递过程。个体在知识转发过程

中，不是单一的复制而是用自身的存量知识进

行知识吸收，将所理解的知识再进行传递，这

就是知识的变异过程 [24]。知识传导的过程是促

进个体与外部知识交互的前提，诱发个体内部

知识发生变异，为创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个

体在进行知识扩散时，会明显感受到自身知识

的增加和新创意的涌现，这种感觉会促使其增

加参与知识分享的行为。

微信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是个人进行信

息交互的场所，大量的用户在此分享个人的信

息，并实现知识的分享。每个个体作为一个中

心在微信上发布信息的同时，会转发从其他个

体那里所获得的信息，并阐述自己的观点，这

一转发过程会通过很多个体持续转发实现信息

扩散。个体在微信平台上发布信息后，朋友圈、兴

趣群和订阅号会因为对这类观点的认同进行转

发，进而促进更多个体转发相关信息。个体的

转发代表了对这一信息的赞许和认同，并结合

相关信息阐述自身的观点，这种信息捕获是一

种知识学习的过程，也是知识完善和传播的过

程。

4  总结

知识扩散是知识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内

容，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知识本体的传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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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知识的吸收效率。当微信成为当今重要的

通讯工具以后，个体之间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知识交流更加便捷。本文从个体的

知识交互方式出发，分析个体利用微信进行知

识扩散的方式和特性，阐述个体知识学习所形

成的知识扩散模式及表现特征，从知识进化的

视角诠释了知识流动的形态。本文以使用微信

平台的个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个体的知识扩

散行为，关于个体知识吸收的影响因素及效用

等问题则有待今后展开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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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2 年 起， 国 内 众 多 机 构 引 进 了

基 本 科 学 指 标 数 据 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1] 和 InCites[2] 两个数据库，对

机 构 的 十 年 期 国 际 发 表 论 文（文 献 类 型 为

Article 和 Review） 进 行 分 析。ESI 数 据 库 是

【学术探索】

利用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进行机构对标
分析
◎ 陈斯斯  邱宇红  许丹  徐爽  韩爽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沈阳 110112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构建一个利用 ESI 和 InCites 进行机构对标分析的模式，为全方位、量化公开的

对比分析对标机构的国际发文表现，提供一个可行的途径。[ 方法 / 过程 ] 利用 ESI、InCites 发文数量、

被引频次以及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指标，根据作者对文献贡献力的不同，提出机构全部发文、主导发文、

参与发文三个概念，提出衡量机构发文实力的新指标 —— 参与影响率。对两所国际发文排名实力相当的

机构总体发文、所属作者、合作机构、发文期刊模块进行对标分析。[ 结果 / 结论 ] 本文使用的用于描述

机构发文数量的指标是发文数量，描述机构发文质量的有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高被引论文。结果显示，

A 高校发文数量占优，总体被引频次占优，B 高校发文质量占优。所属作者数据分析结果显示，B 高校所

属顶尖作者的国际发文影响力较大，排名较靠前。合作机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B 高校最佳合作机构的合

作双方收获效益更高，双方通过合作使得国际排名更靠前。发文期刊模块分析显示，B 高校的发文期刊影

响因子水平居上，这可能是其发文质量占优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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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分析型研究工

具，用来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

趋 势，ESI 数 据 库 仅 收 录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集（SCI/SSCI）收录的期刊，且文献类型为

Article 和 Review，提供最近 10 多年的滚动数

据。InCites 数据库中集合了近 30 年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七大索引数据库的数据，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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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指标和丰富的可视化效果。 探究国内

学者关于 ESI 和 InCites 的相关论文，大致可分

为 4 类：①机构发文情况统计分析 [3-4]，如全国

性、省市级的，其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某一区域

内进入 ESI 的入围情况；②预测分析 [5]，通常

是科研机构潜力学科预测；③对比分析 [6]，如

国内国外的一组机构进行对比，全国不同区域

的对比分析；④对发文期刊或者发文作者等

InCites 模块的统计分析 [7-8]。

利用 ESI 和 InCites 两个数据库做论文产出

分析，目的是得到一个量化的、客观的、可对

比的分析结果。然而，现有的研究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①使用的分析指标较少；②绝大部分

作者默认了 ESI 和 InCites 设定的作者不论排名

顺序贡献力相等这一前提，没有对作者的贡献

力做进一步区分；③缺少对两个具体机构进行

对标分析，即缺少针对性的机构竞争力分析。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提出了众多对比性的

指标，如学科基准值、百分位、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相对

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影响力等，这些对比性的指

标能够量化机构的发文成果。公开的、易获得

的、量化的机构成果分析，使机构对标分析的

效果显著。机构的对标分析对各种资源分配具

有客观的指导作用。笔者认为机构对标分析将

成为相关人员使用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的主要

工作内容。

笔者根据作者对文献贡献力的不同，提出

机构全部发文、主导发文、参与发文三个概念，提

出衡量机构发文实力的新指标——参与影响率。

结合 ESI 和 InCites 发文数量、被引频次以及学

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指标，对实力相近的两

所医学院校的总体发文、所属作者、合作机构、发

文期刊模块进行对标分析，认定机构的优势学

科，探讨机构国际发文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问题。

2  工具和方法

笔者使用 ESI 数据库 2016 年更新的数据，统

计文献时间跨度为 2006 年至 2016 年。进入 ESI

主页，选择数据指标菜单，在左侧检索栏限定

检索结果为研究领域，筛选条件选择机构，输

入 A/B 大学的英文名称，将检索结果以 XLS 的

格式下载到本地。本文 3.1 和 3.2 均利用以上方

法检索得出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进入 InCites 主页，选择分析菜单，分别进

入人员、机构、研究方向、期刊以及图书、会

议录文献四个模块进行具体分析。在左侧检索

栏数据集设定为 InCites Dataset，筛选条件均设

置机构名称输入 A/B 大学，为了和 ESI 的统计

时间和统计文献类型保持一致，笔者将 InCites
时间限定为 2006 年至 2016 年，文献类型限制

为 Article 和 Review。将检索结果以 CSV 的格

式下载到本地进行对比分析。本文 3.1 主要利用

机构模块分析数据；3.3 利用研究方向模块分析

数据；3.4 利用人员模块分析数据；3.5 利用机

构模块分析数据；3.6 利用期刊、图书、会议录

文献模块分析数据。

笔者通过对从 InCites 数据库中下载的两

校发文进行分析，区分得出通讯作者或者第一

作者的发文。将通讯作者或者第一作者的发文

WOS 号，输入到 Web of Science进行高级检索，将

检 索 结 果 保 存 到 InCites。进 入 InCites，改 变

数据集设定，改为检索结果数据集，重复上述

InCites 检索方法，获取两校通讯作者或者第一

作者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国内医学院校的国际发文排名情况

中国进入世界前 1% 的机构数为 606 个，提

取独立设置的医学院校 27 个。由于综合性大学

医学院部的发文产出不能作为独立机构被 ESI
数据库统计得出，笔者统计这 27 所医学院校

在 ESI 22 个学科的产出情况。将每个院校的学

科按照其发文被引次数由高到低排序，截取累

积被引次数占总被引次数百分比达到 90% 的学

科，得出 9 个学科，具体是：生物学与生物化

学 27 次，临床医学 26 次，药理学与毒理学 25
次，分子生物与遗传学 23 次，神经科学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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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19 次，化学 12 次，工程学 1 次，材料科学 1
次，微生物学 1 次。取出现次数大于 18 次的 5
个学科，利用 InCites 数据库查询这 5 个学科在

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发文情况。结果得出，共

计 428 个学术机构在这 5 个学科里有所贡献，将

428 个机构按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截取累积

被引频次占总被引频次 34%（约 1/3）为第一区

间。依次截取之后的 33%（约 1/3）为第二区间，剩

余机构自动划为第三区间。

第一区间有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共 8 个。第二区

间有山东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

四军医大学、中南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哈尔

滨医科大学、苏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济

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吉林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

学，共 23 个，处于第二区间中间位置。第三区

间共计 397 个，前十位为温州医科大学、安徽

医科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中国医药大

学、沈阳药科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广

州医学院、南京农业大学。

笔者选取实力相近的 A 高校（位列第六）和

B 高校（位列第八）两所院校进行对标分析。

3.2  两校 InCites 概况

首先利用 ESI 数据库查询两校进入全球前

1% 的情况。A 高校进入全球 1% 的学科数为 4
个，B 高校为 3 个。A 高校的发文数量、被引

频次、顶尖论文、世界排名以及中国排名占优，篇

均被引频次较低。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校 ESI 概况

机构名 发文数量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顶尖论文 世界排名 中国排名 全球前 1% 学科数

A 8 530 63 349 7.43 42 1 175/5 186 62/606 4

B 7 180 59 051 8.22 35 1 223/5 186 69/606 3

InCites 学 科 规 范 化 的 引 文 影 响

力 [ 9 ]（C a t e g o r y  N o r m a l i z e d  C i t a t i o n 
Impact，CNCI）是一个十分有价值且无偏的影

响力指标，它排除了出版年、学科领域与文献

类型的影响，因此使用它可以进行不同规模、不

同学科混合的论文集的比较。如果 CNCI 的值

等于 1，说明该组论文的被引表现与全球平均水

平相当；CNCI 大于 1，表明该组论文的被引表

现高于全球平均水平；CNCI 小于 1，则表明该

组论文的被引表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CNCI 等

于 2，表明该组论文的平均被引表现为全球平均

水平的 2 倍。

考虑到文献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贡献力

在全部作者中较大，笔者对机构发文进行区分：①

有机构所属人员参与的发文，即全部发文；②机

构所属人员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发文，称

为主导发文；③机构所属人员不为文献的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的发文，称为参与发文。全部发文

数量 = 主导发文数量 + 参与发文数量。

笔者在区分三种发文的基础上提出参与影

响率（P），将参与发文对全部发文在具体指标

表现的影响量化，如某机构全部发文被引频次

为 N，参与被引频次为 M，那么被引频次的参

与影响率 P=N/M*100%。参与影响率越大，说

明某机构参与发文对该机构全部发文在该指标

的表现影响越大。笔者对部分指标计算参与影

响率，如发文数量、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和高被引论文，结果见表 2。
A 高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在发文数量和

被引频次均占优，B 高校在学科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方面均占优。对于高被引论文 A 高校全

部发文占优，主导发文较低。A 高校的参与影

响率除发文数量以外，其余指标的参与影响率

均大于 B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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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校全部发文、主导发文和参与影响率

名称 发文数量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高被引论文

A 全部发文 8 517 64 862 0.81 42

B 全部发文 7 207 60 751 0.9 35

A 主导发文 6 484 38 988 0.67 9

B 主导发文 5 119 37 630 0.78 14

A-P 23.87 39.89 17.28 78.57

B-P 28.97 38.06 13.33 60

3.3  两校优势学科

学科阈值（ESI Thresholds） [10] 主要是

指 近 10 年，某 一 ESI 学 科 被 引 次 数 排 在 前

1% 的作者和机构，或排在前 50% 的国家或

期刊的最低被引次数。学科阈值、机构某学

科的被引频次、该学科被引频次与学科阈值

的比值（下文简称“阈值比值”）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校既定与潜在优势学科全部发文主要指标列表

学科名称
发文数量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学科阈值 阈值比值

A B A B A B ESI A B

临床医学 4 453 3 285 31 645 27 224 0.84 0.98 1 829 17 15

神经科学与行为 788 457 7 303 3 470 0.79 0.74 4 794 1.5 0.72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767 940 7 038 9 706 0.71 0.69 10 477 0.67 0.93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833 907 5 883 7 400 0.64 0.78 5 336 1.1 1.4

药理学与毒理学 549 539 4 202 4 119 0.99 0.93 2 953 1.4 1.4

免疫学 295 185 2 498 1 695 0.64 0.62 3 864 0.65 0.44

A 高校除进入前 1% 的 4 个学科外（临床

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药

理学和毒理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以及免

疫学阈值比值得分位列 1、2。B 高校除进入的

3 个学科外（临床医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药

理学与毒理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以及神

经科学与行为学阈值比值得分位列 1、2。笔者

认为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分子生物

学和遗传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药理学与毒

理学、免疫学，为两校的既定与潜在优势学科。 
笔者对两校全部发文及 6 个既定与潜在优

势学科的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数量、被引频次

以及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3 个指标 10 年

(2006 年 -2015 年 ) 发展情况绘制趋势图，见图 1-

图 21。

图 1  两校全部学科全部发文 / 主导发文发文数量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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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校全部学科全部发文 / 主导发文被引频次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3  两校全部学科全部发文 / 主导发文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4  两校临床医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发文数
量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5  两校临床医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被引频
次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6  两校临床医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学科规
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7  两校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
发文数量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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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两校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
被引频次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9  两校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0  两校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
发文发文数量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1  两校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
发文被引频次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2  两校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
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3  两校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
文发文数量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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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两校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
文被引频次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5  两校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
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6  两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
发文数量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7  两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
被引频次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8  两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19  两校免疫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发文数量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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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两校免疫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被引频次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 21  两校免疫学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学科规范
化的引文影响力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A 高校发文数量及被引频次占优，B 高校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占优。对比分析可以

得出，A 高校的数量优势学科有临床医学、神

经科学与行为学、药理学和毒理学以及免疫学。

B 高校的数量优势学科有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A 高校的影响力优势学科包括免疫学，B 高校

的影响力优势学科包括临床医学和生物学与生

物化学，两校表现较为一致的学科为药理学与

毒理学。另外，两校 6 个学科全部发文和主导

发文数量均逐年提高，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

行为科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的发文影响力总体

呈上升趋势。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论文影响

力在 2006 年和 2007 年达到高峰之后，经 2008
年下跌后，逐年上升。

3.4  两校所属作者发文分析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所属作者按照发

文数量分布情况见表 4。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所属作者按照发

文被引频次分布情况见表 5。
对于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的所属作者发文

数量分布，A 高校在 100 及以上、10-99 区间分

布人数占优；对于所属作者发文被引频次分布，B
高校全部区间均占优。

笔者提取两校所属作者全部发文被引频次

500 及以上区间的前 10 位作者，称为两校全部

发文顶尖作者，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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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两校所属作者发文数量分布

分布区间
全部发文作者人数 全部发文人均数量 主导发文作者人数 主导发文人均数量

A B A B A B A B
100 及以上 11 5 125 140 6 4 135 131

10-99　 862 777 21 19 790 658 21 19
1-9 6 708 7 672 2 3 6 362 7 406 2 3

全部区间　 7 581 8 454 5 4 7 158 8 068 5 4

表 5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两校所属作者发文被引频次分布

分布区间
全部发文作者人数 全部发文人均被引 主导发文作者人数 主导发文人均被引

A B A B A B A B
500 及以上 33 48 816 962 24 33 742 808

50-499 1 005 1 233 122 113 927 1 140 117 113
0-49 6 543 7 173 12 13 6 207 6 895 12 13

全部区间 7 581 8 454 28 31 7 158 8 068 2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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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两校全部发文顶尖作者列表 (A:10/7 581;B:10/8 454)

A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频次 高被引 B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频次 高被引

1 108 1.79 1 913 2 1 165 1.43 3 237 5

2 230 0.82 1 706 0 2 94 1.92 2 931 1

3 149 1.05 1 521 0 3 91 1.69 2 149 4

4 128 1.04 1 163 0 4 70 2.17 1 936 2

5 120 0.89 1 020 1 5 25 2.51 1 637 1

6 80 1.19 977 0 6 16 3.66 1 623 1

7 111 1.31 959 1 7 15 3.73 1 568 1

8 114 1.49 958 4 8 6 7.35 1 538 1

9 93 1.24 920 2 9 186 0.96 1 446 0

10 42 1.81 901 1 10 131 0.84 1 315 0

均值 118 1.26 1 204 1.1 均值 80 2.65 1 938 1.6

笔 者 提 取 两 校 所 属 作 者 主 导 发 文 被

引 频 次 5 0 0 及 以 上 区 间 的 前 1 0 位 作

者 ， 称 为 两 校 主 导 发 文 顶 尖 作 者 ， 如 表

7 所 示 ：

表 7  两校主导发文顶尖作者列表 (A:10/7 158;B:10/8 068)

A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频次 高被引 B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频次 高被引

1 226 0.67 1 748 0 1 135 1.27 2 578 4

2 142 0.93 1 466 0 2 80 1.5 1 759 3

3 127 1 1 220 0 3 178 0.87 1 473 0

4 104 1.25 887 1 4 87 1.29 1 397 0

5 110 1.24 870 1 5 74 1.35 1 214 0

6 75 1.07 780 0 6 39 1.96 1 025 3

7 91 0.79 733 0 7 108 0.77 967 0

8 93 0.87 713 0 8 54 1.31 865 0

9 62 0.86 705 0 9 66 1.24 835 2

10 49 1.16 660 0 10 92 1.03 829 0

均值 108 0.98 978 0.2 均值 91 1.26 1 294 1.2

在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顶尖作者方面，B
高校被引频次、影响力、高被引论文均数占优；A
高校发文数量均数占优。

3.5  两校合作机构发文分析

A 高校全部发文数为 8 517 篇，主导发文数

量为 6 484 篇；B 高校全部发文数为 7 207 篇，主

导发文论文数量为 5 119 篇。合作率指本机构合

作发文占本机构全部发文的百分率，表示机构

的合作程度。B 高校在全部论文和主导论文的

国内国外合作率方面占优，如表 8 所示：

表 8  两校国内外合作率列表

类别 A 国内 B 国内 A 国外 B 国外

合作论文数 6 248 5 923 2 038 1 831

全部发文合作率 73.36 82.18 23.93 25.41

主导论文合作数 4 240 3 849 846 785

主导论文合作率 65.39 75.19 13.05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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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合作机构按照发 文数量分布情况，如表 9 所示：

表 9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两校合作机构发文数量分布

分布区间
全部发文机构数 全部发文机构平均发文 主导发文机构数 主导发文机构平均发文

A B A B A B A B

50 及以上 36 37 274 270 7 9 75 77

10-49 180 147 25 28 57 58 23 24

1-9 781 902 6 5 405 363 5 5

全部区间 997 1 086 19 17 469 430 8 9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合作机构按照发 文被引频次分布情况，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两校合作机构发文被引频次分布情况

分布区间
全部发文机构数 全部发文机构平均被引 主导发文机构数 主导发文机构平均被引

A B A B A B A B

500 及以上 59 607 7 422 7 994 5 9 628 846

10-499 692 292 95 73 44 54 179 187

0-9 246 187 3 3 420 367 21 20

全部区间 997 1 086 506 4 489 469 430 42 58

对 于 全 部 发 文 和 主 导 发 文 合 作 机 构 发

文 分 布，B 高 校 50 及 以 上 分 布 机 构 数 占

优； 对 于 合 作 机 构 被 引 频 次 分 布，B 高 校

500 及以上分布机构数占优。在全部发文合

作 机 构 发 文 被 引 分 布 500 及 以 上 的 机 构 数

方 面， 两 校 差 距 约 550 个，B 高 校 平 均 被

引仍占优。

笔者提取两校合作机构全部发文被引频次

500 及以上区间的前 10 机构，称为两校全部发

文最优合作机构，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两校全部发文最优合作机构列表 (A:10/997;B:10/1086)

A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频次 高被引 B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频次 高被引

1 229 2.24 4 928 10 1 267 2.13 6 937 8

2 206 2.23 4 827 10 2 207 2.49 5 772 9

3 201 2.16 4 022 9 3 195 2.62 5 632 10

4 166 2.07 3 292 7 4 188 2.37 5 071 9

5 145 2.02 3 056 6 5 114 2.97 4 434 4

6 178 1.61 2 922 6 6 40 3.3 3 651 5

7 164 1.7 2 456 5 7 192 1.35 3 583 2

8 112 1.92 2 352 3 8 64 3.06 3 300 2

9 182 1.65 2 279 6 9 119 2.19 3 297 5

10 159 1.29 2 226 3 10 81 2.4 3 152 2

均值 174 1.89 3 236 6.5 均值 147 2.49 4 48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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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者 提 取 两 校 合 作 机 构 主 导 发 文

被 引 频 次 排 名 前 1 0 的 机 构 ， 称 为 两 校

主 导 发 文 最 优 合 作 机 构 ， 如 表 1 2 所

示 ：

表 12  两校主导发文最优合作机构列表 (A:10/469;B:10/430)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 高被引 排名 发文 影响力 被引 高被引

1 89 0.93 774 1 1 16 3.07 1443 2

2 103 0.74 673 1 2 65 1.23 1 135 1

3 51 0.91 585 0 3 139 0.74 922 0

4 74 0.83 565 1 4 83 1.03 740 0

5 58 0.56 541 0 5 80 0.87 737 1

6 96 0.75 495 1 6 37 1.33 730 0

7 51 0.65 312 0 7 94 0.97 672 0

8 12 1.38 299 0 8 64 1.19 667 1

9 4 1.45 281 0 9 53 0.69 572 1

10 27 1.93 281 0 10 53 0.72 461 1

均值 57 1.01 481 0.4 均值 68 1.18 808 0.7

B 高校在全部发文最优合作机构被引频

次、影响力均数方面占优，A 高校在发文数量、高

被引论文均数方面占优。B 高校在主导发文的

全发文数量、高被引论文及影响力均值占优。

3.6  两校发文期刊影响因子分析

IF 取 值 来 源 为 2015 年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若未查到，选取最近一年 JCR
的影响因子值。按照期刊影响因子大于 6、介

于 3 和 6 之间和小于 3，将发文期刊的影响因

子分为 3 个区间段，即高、中和低水平段。两

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影响因子分布情况，如

表 13 所示：

表 13  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影响因子分布情况

类别
IF>6 6 ≧ IF ≧ 3 IF<3 合计

A B A B A B A B

全部发文 288 348 2 367 2 423 5 862 4 436 8 517 7 207

主导发文 86 128 1 611 1 532 4 787 3 459 6 484 5 119

发文参与影响率 0.7 0.63 0.32 0.37 0.18 0.22 0.24 0.29

全部发文占比 3.4 4.8 27.8 33.6 68.8 61.6 100 100

主导发文占比 1.3 2.5 24.9 29.9 73.8 67.6 100 100

A 高校的高水平段发文参与影响率均值为

0.7，B 高校为 0.63。中低水平段发文参与影响

率均值不足 0.4。对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发

文期刊影响因子分区做 2006-2015 年发展趋势

图，见图 22-23。
如图 3 和表 13 所示， A 高校与 B 高校发

文期刊 3 个水平段的文献数量均逐年递增。在

高水平段，B 高校自 2010 开始占优，10 年总体

数量高于 A 高校。在中水平段，每年的发文数

量两校交替占优势，10 年总体数量 B 高校占优。

在低水平段，A 高校每年的发文数量和 10 年总

体数量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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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两校全部发文发文期刊影响因子 2006-2015
发展趋势

图 23  两校主导发文发文期刊影响因子 2006-2015
发展趋势

对两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发文期刊影响

因子分区占比做发展趋势图，见图 24-25。
如图 4 和表 13 所示，对于两校全部发文和

主导发文的高水平段占比，B 高校自 2010 年开

始居上，10 年总体占比占优。B 高校与 A 高校

在中水平段的文献占比呈现出增长的趋势，B
高校自 2011 年开始占优，上升趋势更加明显，10
年总体占比高于 A 高校。B 高校与 A 高校低水

平段的文献占比有所降低，A 高校自 2011 年居

上，10 年总体占居上。两校发文期刊低水平段

占比均较大。

图 24  两校全部发文发文期刊影响因子占比 2006-
2015 发展趋势

图 25  两校主导发文发文期刊影响因子占比 2006-
2015 发展趋势

4  讨论

笔者使用的指标有发文数量、被引频次、学

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以及高被引论文。以上

指标用于描述机构发文数量的有发文数量，描

述机构发文质量的有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

力、高被引论文。发文质量实质上指发文影响

力，质量越高表明影响力越大。另外，发文质

量是一个均值，表示发文的平均影响力。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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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指标涉及了发文数量和发文质量，是一个

综合指标，被引频次影响国际排名。笔者提出

参与影响率这一引申指标，认为机构主导发文

能力能够更加真实地体现机构的科研发文实

力，即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机构的科研论

文产出能力。参与影响率是衡量机构参与发文

对机构全部发文指标的影响程度，即机构 ESI/
InCites 指标表现借助“外力”的程度。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A 高校进入全球

前 1% 学科数比 B 高校多一个，全部学科及进

入 ESI 学科的 ESI 排名较靠前。②两校 InCites
指标显示，A 高校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的发文

数量占优，被引频次居高。B 高校全部发文和

主导发文的发文质量占优。参与论文对 A 高校

发文质量影响较大，对 B 高校发文数量影响较

大。③两校在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分

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药理

学与毒理学、免疫学方面的发文数量或质量呈

上升状态，近 10 年发展较为乐观。

所属作者模块的分析是对标机构竞争力分

析的核心内容。人才是一个机构最为灵活的竞

争力构成，对机构的分析实质上是对机构人才

的分析。本文对标机构的所属作者分析显示，在

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方面，两校所属人员分布

情况表现一致：A 高校在数量上占优，B 高校在

质量上占优。B 高校在综合指标被引频次上占优。

在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顶尖作者方面 A 高校数

量占优，B 高校质量占优，B 高校在被引频次上

占优。这意味着，B 高校所属顶尖作者的国际

发文影响力较大，排名较靠前。

合作机构模块分析涉及到当代学术领域提

倡的合作精神。本文对标机构的合作机构分析

显示，在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方面，B 高校的

合作率均较大。合作机构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

分布，B 高校全部论文的合作情况是发文数量

和被引频次均在 50 及以上分布段领先。B 高校

主导论文的合作情况是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在

500 及以上、10-499 水平段领先，说明其合作较

深入的机构数量占优。对于全部发文合作机构

发文被引分布 500 及以上的机构数，两校差距

约 550 个，B 高校在平均被引上仍占优，说明 B
高校全部发文合作机构对其发文质量的影响积

极。对于主导发文最优合作机构，B 高校的数

量、质量、被引频次均占优。对于全部发文最

优合作机构，A 高校数量占优，B 高校质量占

优，B 高校在被引频次上占优。同样意味着，B
高校最佳合作机构的合作双方收获效益更高，双

方通过合作使得国际排名更靠前。

影响因子是国内众多学术领域关注的问题。

绝大多数机构认定，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刊载的

论文更有价值。本文对标分析的两个机构，B
高校全部发文与主导发文均是高、中水平段占

优。对于全部发文和主导发文占比情况，两校

在中水平段逐年提升，在低水平段虽然占比过

6 成，但有下降的趋势；在高中水平段 B 高校

占优，且参与发文对总体发文期刊影响因子在 6
以上的分布影响率达到 70%。B 高校的发文期

刊水平居上，这可能是其发文质量占优的一个

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提倡向影响因子较高

的期刊投稿，是提升机构发文质量的一个途径。

在 未 来 的 工 作 中， 笔 者 计 划 进 一 步 对

机构对所属作者进行分析，引入更多合适的

ESI、InCites 指标，针对性地解决人才引进、机

构人员绩效分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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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Benchmarking by Using ESI and InCites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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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build a model for benchmarking analysis of two 
institutions by using ESI and InCites databases. It provides a feasible approach for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and public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livery performance of benchmarking 
institutions. [Method/process] We used the index provided by ESI and InCites, including Web of Science 
documents, citation times, 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literature 
contribution, we proposed three new concepts, all documents, leading documents and not-leading documents. 
We put forward a new index—participation rate to measure the paper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gencies. We 
compared the general paper competitiveness, the affiliated author, the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nd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s of two universities. [Result/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b of Science document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quantity of the document issued by the organization.  The 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and citation time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quality of the document issu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A university,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is dominant, and for B university quality is dominan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data analysis, B’s top author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have greater influence, ranking 
in the front row.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est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in B is more efficient,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ranking more advanced. I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quality of published papers of B university 
that the impact factors of the periodicals where papers of B university published are much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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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数字化是以保存和普及传统文化为

基本目的，以知识发现服务学术研究为最高目

标，在对传统纸质古籍进行校勘整理的基础

上，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其转换成可阅读、可检

索及实现语义关联和知识重组的数字化信息的

过程 [1]。在古籍数字化基础上形成的古籍数据

库是开发利用古籍信息资源的有效手段和重要

方式。古籍数据库类型多样，按平台分主要

有 3 种：①在线型数据库。此类数据库所含数

据量最大，拥有完善的检索体系，一般适用于

【学术探索】

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服务现状与发展策略
研究
◎ 杨思洛 1,2  冯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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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古籍数据库的移动应用是古籍数据库从在线版向移动版发展的一个转变。目前古

籍数据库的移动应用处于发展初期，有必要对其现状进行调研，为其发展成长提供建议。[ 方法 / 过程 ]

选取基于微信平台和具有手机客户端的两类古籍数据库，分析其运行模式和主要功能，总结现存问题并提

出建议。[ 结果 / 结论 ] 目前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存在资源规模小、数据形式和内容单一、平台与功能建

设不完善、用户关注度不足等问题，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建设应进一步完善平台建设、丰富数据形式与数量、

优化相关功能、注重与用户沟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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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等科研机构。但是此

类古籍数据库的使用往往受到网络 IP、平台和

高额使用费用的限制，非机构内的用户或是不

在 IP 地址范围内的用户使用极为不便。②基于

手机客户端的古籍数据库。此类数据库拥有独

立的手机 APP，使用便捷，用户可随时通过手

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查看相关资料，但平

台建设和维护需要较高的技术和资金支撑，投

入运营成本较高。③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古籍数

据库，如依托于微信平台的数据库。微信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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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即时通讯平台，以其便捷多样的功能，占据

了较大用户群体，覆盖了大部分智能手机。除

在线古籍数据库外，后两种古籍数据库依托移

动平台，相较于在线数据库使用更加便捷。古

籍数据库的用户一般是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研

究员或是其他对古籍有兴趣的用户。但是，目

前古籍数据库主要为在线型数据库，一般由单

位组织购买，因此易受 IP 限制，用户只能在一

定 IP 范围内才可以使用，这给更大范围内的用

户使用造成了一定困难。古籍数据库的移动应

用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使用户能够突破 IP 范围

的限制，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等移动平台访问数

据库。因此，有必要研究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

的发展现状，促进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的普及。

本研究分别选取 2 个基于微信平台的古籍数据

库和 2 个基于手机 APP 的古籍数据库，分析古

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

进一步探讨改进措施。

1  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现状

1.1  学术研究现状

我国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晚，但仍然取得了

较大成就。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今，各类

古籍数据库不断涌现，而古籍数字化研究也一

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古籍数据库研

究主要集中在古籍数据库版权 [2]、古籍数据库

建设标准与评价 [3]、不同古籍数据库比较 [4]、古

籍数据库技术 [5] 以及研究述评 [6] 等方面，较少

涉及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的研究。笔者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 3 个数据

库平台中，分别以“古籍数据库 AND 移动”为检

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得到 207 条检索结果。

通过去重和去除无效检索结果，共得到 189 篇

文献，涵盖多种学科门类，文献类型包括期刊

论文、学位论文、报纸和会议论文等。具体分

析 189 篇文献发现，与古籍直接相关的仅有 132
篇。而在这 132 篇文献中，主要研究古籍数字

化相关的理论或技术问题，部分涉及古籍数字

化移动媒介 [7] 或是古籍移动阅读 [8] 等方面。由

此可见，目前关于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方面的

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1.2  实践现状

1.2.1  微信平台   
在微信上，以“古籍”为关键字检索公众号， 

共得到 349 条结果。这些公众号主要由相关行

业（如书店、出版社、图书馆、古籍研究院等）公

众号、古籍读本公众号、古籍文化推广公众号

组成。而在这 349 个公众号中，仅有两个公众

号提供古籍全文检索及全文阅读，分别是“中华

经典古籍库”和“古籍馆”。
1.2.2  Apple Store 和安智市场    

iOS 和安卓系统是当前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的两大主要操作系统，分别为 iOS 系统和安

卓系统提供 APP 下载。在这两个平台上检索，可

以了解当前与古籍数据库相关的应用软件发展

状况。在这两个平台上以“古籍”为检索词，检索

分别得到 364 条和 378 条记录。而这些 APP 主

要是各类古籍读本 APP，提供一种或多种古籍

的全文阅读，并没有提供检索功能。在所检索

到的 APP 中，仅有两个具有古籍数据库性质，分

别是“中医古籍”APP 和“书同文古籍库”APP。
以上检索结果可能存在遗漏，但是从所得

到的结果看，无论是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的学

术研究还是软件开发，都处于起步阶段。

2  古籍库数据库移动应用分析

2.1  相关数据库简介

2.1.1  基于微信平台的古籍数据库

（1）中华经典古籍库微信版（以下简称“经

典古籍库”）。“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开发的

国内第一款基于微信客户端的移动中文古籍数

据库，具有较高的开创性。“中华经典古籍库”源

起自 2003 年中华书局的“中华字库项目”，标志

着中华书局古籍数字化探索的开端 [9]。而在此

基础上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微信平台，是迄

今为止国内第一个基于微信客户端的移动中文

古籍数据库，是中华书局顺应移动互联大趋势

进行的一次跨越性的尝试 [9]。数据库按照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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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的分类标准，主要收录了中华书局历年出

版的经典古籍图书点校本。目前，在微信平台

可阅读 886 种书籍，并且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对

原书中出现的错误做出了修正，质量和精度与

镜像版、在线版保持一致。

（2）古籍馆数据库（以下简称“古籍馆”）。

“古籍馆”的建设参考了中国图书馆十二五规划

建设目标，建设一个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

传与存藏状况的大型文献典籍资源总库，实现

一站式检索，其资源依托全国各类图书馆，整

个项目预计收录 1949 年以前 30 多万种（不同

版本）文献资料（约合 8 千多万张图片），大

约录入 50 亿字，分期分批推进完成。项目收录

资源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公共、学校、科

研机构图书馆及博物馆所藏历代古籍资源，“古

籍馆”收录的古籍资源丰富全面，适合历史、中

文、古典文献、社会学、医药学和古建工程学

等专业的学生阅读 [10]。在此基础上开通“古籍馆”微
信平台。

2.1.2  基于手机 APP 的古籍数据库 
（1）中医古籍。由于一个 APP 往往针对

不同手机操作系统设计不同系统版本，因此不

再分系统说明。中医古籍 APP 对中医古籍进

行了选目（选择优秀古籍书目与版本）、识别

（识别中医古籍图像文字）、点校（按照规范

和标准，解析医学文献的篇卷目录、段落）、标

引（对医学文献中的病例内容进行多层次的知

识解析与标引）、叙词表加工（按照医学的分

类、疾病、例症等科学体系结构，对各级病症

与属性进行最后的解析、分类、合并与编辑等）等

处理，并向用户提供书名检索、全文检索和作

者检索等多种检索方式。除可以搜索中医古籍

外，在 APP 上，还可以检索中医病例和相关药

方，是较为实用的单科型移动数据库。

（2）书同文古籍库。该数据库是由北京书

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以下简称

“书同文公司”）。书同文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5
月 10 日，公司前身是书同文电脑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工程中心，专

注于中国经典古籍善本、历史文献档案的数字

化以及汉字信息技术处理的应用研发、生产和

销售 [11]。“书同文古籍库”APP 是由该公司研发

的一款移动应用。

2.2  运行模式

在日常使用中，“中医古籍” “经典古籍库”和

“古籍馆”这 3 个古籍数据库均采用“会员制”，即

用户支付一定会员费，购买相应使用时间即可

成为数据库会员，享有相应的特权和服务，如

不同使用权限以及数据库的使用时长。“古籍

库” 和 “古籍馆”在刚上线时，均有通过关注相关

微信公众号免费赠送一定时长的会员资格的活

动，并推出相关优惠措施，具体收费标准见表 1。
“书同文古籍库”则采用申请制，用户下载 APP
后，可在 44 个数据库中选择 5 个进行试用，试

用时长为 1 个月。

在不购买相应会员的情况下，“中医古籍”      
“经典古籍库”和 “古籍馆”均提供不同层次的服

务。如“经典古籍库”的会员权利包括：①畅读

《中华经典古籍库》中所有图书；②检索结果

无限制，有效查找全库的古籍文献；③方便的

管理个人读书笔记和阅读历史。考虑到有很多

对古籍需求不那么强烈的用户也在关注“经典古

籍库”，因此只对资源做了限制，其他功能目前

都免费向非会员开放，包括：①检索，非会员

也可检索到全部结果，并看到检索结果的出处

和一段相关文字；②笔记；③纪年换算和字典。

收费会员在有效期内可以阅读“经典古籍库”内

所有书籍，没有字数的限制，从检索结果和读

书笔记页面也可阅读全文。而非会员则只能阅

读每本书的前 300 字，或每个检索结果的前 300
字。这是目前收费会员与非会员主要的差别。

2.3  主要功能

2.3.1  资源检索

检索是数据库的一项基本功能，本次调

研的 4 个古籍数据库均提供不同层次的检索服

务，具体见表 2。不同数据库提供的检索页面及

方式有所不同，基于微信平台的数据库，以“经

典古籍库”为例，在首页中间有检索框，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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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索框内输入检索内容进行检索。而在检索

框下方有“最近热搜”栏目，列出若干用户检索

量较大的关键词，点击关键词可直接显示检索

结果。检索方法主要有 3 类：①普通检索，可

进行全文检索、图书检索和二次检索。其中，全

文检索是指检索结果为所有出现过检索词的文

章；图书检索是指检索书名中出现过检索词的

书籍；二次检索是指在结果内继续检索，其检

索结果可按全文检索和图书检索进行分类。  

②高级检索，可分别通过文章名、文章内容、书

名、作者或出版社进行检索。③古籍书库检索，点

击首页“古籍书库”进入“古籍资源分类”页面，可

按“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等 5 个

部类进行检索。手机 APP 型数据库，以“中医古

籍”为例，由于是专科型数据库，包含大量中医

相关数据。如在检索框输入“伤寒”，可检索与

伤寒相关的古籍、医案、方剂和中医百科，具

有较高实用性和针对性。

表 1  古籍库会员价格表

       价格

有效期

中华经典古籍库 古籍馆 中医古籍

原价（元） 优惠价（元） 原价（元） 原价（元）

两年 200

一年 1200 120 120 348（开通后赠送 5 个月）

半年 700 70 70 198

三月 400 40 40 108

一月 150 15 15 40

一周 50 5 5

表 2  古籍数据库检索方式一览

数据库名称 普通检索 高级检索

书同文古籍库 字段检索 关联检索、目录检索

中医古籍 书名、全文、字段、作者 无

古籍馆 字段检索、全文检索
题名检索、著者检索、出版者检索、从业项检索、辅助项

检索、全文检索、关联检索

经典古籍库 全文检索、图书检索、二次检索 文章名、文章内容、书名、作者和出版社检索、部类检索

2.3.2  资源浏览

在所研究的 4 个古籍数据库中，“中医古

籍”和“经典古籍库”这 2 个数据库提供的是将原

有古籍数字化后的文本浏览界面，而“古籍馆”则

提供古籍的影印图片，并无文本阅读，“书同文

古籍库”则同时提供两种资源形式，用户可以根

据自身喜好选择浏览古籍影印图片或是数据化

全文。为提高用户阅读体验，4 个数据库均提供

各类个性化设置。如“经典古籍库”，在阅读时

可通过目录选择相应的阅读章节，阅读时可以

选择字号，随时调节文字大小；可选择白天或

夜晚阅读模式，较为人性化。“中医古籍”可以

调整阅读进度等。此外，“古籍馆”和“经典古籍

库”提供了笔记功能。例如，古籍库首页有“我

的笔记”栏目，可直接查阅用户之前所做的读书

笔记。在阅读时，用户可选中正文的任意内容，点

击页面右下角“笔记”做读书笔记。笔记完成后

的页面主要由对应主题、原文内容和笔记内容 3
部分构成。对应主题是指所阅读文章的书名和

章节情况，原文内容是指在做笔记时选中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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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笔记内容则是读者所做的笔记。在用户使

用之后，4 个古籍数据库都有历史记录或浏览记

录等栏目，能够保存用户从第一次使用数据库

以来的所有检索记录和阅读历史。用户可直接

通过历史记录选择所需要的书籍进行阅读，也

可对历史记录进行删除。

2.3.3  其他功能

（1）互动功能。微信平台本身具有即时聊

天功能的社交属性，因此，基于微信平台的“经

典古籍库”和“古籍馆”都拥有与用户进行实时互

动的功能。“经典古籍库”还专门配备了客服人员   
“小库” ，用来解答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疑问，用

户可直接在古籍库公众号首页向古籍客服人员

“小库”发送消息，咨询问题。

（2）联机字典。“经典古籍库”提供了字典

查询功能。目前自带联机字典选用的是中华大字

典，同时提供关联字的搜索结果 [10]，用户在阅

读中可随时选中文字，点击右下角 3 个点进入联

机字典进行查询，也可以从主页直接进入联机字

典。联机字典可查询汉字的不同字义、出处等。

（3）纪年换算。由于古代并未采用公元纪

年，因此会给用户阅读或研究产生困扰。因此，“经

典古籍库”提供了纪年换算功能，提供了上起夏

代、下至清末的详细年表数据，用户可以自由

地用年号、公元纪年、帝王庙号等关键词来定

位历史时期 [9]。如以“高帝”为检索词，检索结果

将以表格形式出现，分别列出公元、干支、时

期、政权、帝号、帝名、年号、年份等，供用

户查阅。

（4）历史消息查询。“经典古籍库” 和“古

籍馆”作为微信服务号，可向用户推动消息。因

此，二者均设有查询历史消息的功能。“经典古

籍库”此功能名为“古籍库说”，“古籍馆”此功能

名为“最新消息”。

3  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存在问题

3.1  资源规模较小

目前国内古籍数字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古

籍数据库种类繁多。大多在线古籍数据库对各

类古籍资源进行了整理，拥有较大的资源规模。

如《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历代

典 籍 1 万 种、17 万 卷，版 本 12 500 个、20 万

卷，全文 17 亿字、影像 1 200 万页，数据总量

约 320G；《瀚堂典藏》从甲骨文到近代文献约

有 10 190 种，图片数量约 1 200 万张，文字总

量超过 15 亿字 [12]。而所调查的 4 个数据库与在

线型数据库相比，数据量较小，具体见表 3。例

如“经典古籍库”目前包含了 1 135 种图书（经部

102 种、史部 319 种、子部 452 种、集部 262 种），文

字总量超过 6 亿，但与其他在线型古籍数据库

相比，资源数量仍然较少。古籍库的资源主要

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类点校本古籍图书，以

一局之力扩充数据量，自然难以与我国浩如烟

海的古籍图书相比。笔者在古籍库中检索“论语” 
一书，得到 5 条结果，分别是（清）赵在翰的《七

纬 ( 附论语谶 )》、（梁）皇侃的《论语义疏》、（清）康

有为的《论语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

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论语》是儒家经典

古籍，从古至今《论语》的注释书也有很多，而 
“经典古籍库”中仅有 5 种，且无《论语》原文。

表 3  古籍数据库数据量与数据形式

名称 数据量 数据形式

书同文古籍库 数据暂缺 数字化文本、古籍影印图片

中医古籍 2 000 余种书 数字化文本

古籍馆 50 000 种书，5.1 亿字 普通成书、甲骨、铭文、碑刻、木牍、帛书、炖煌遣书、金石拓本、图、

书札、字画、宝钞、诰命、文告等文献，部分采录海外所藏中国古籍

经典古籍库 1 135 种书，6.5 亿字 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古籍数字化文本

注：书同文古籍库的数据量在其官网与 APP 中均未体现，笔者询问客服也并未得到答复，故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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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形式与内容单一

就数据形式而言，在所调查的 4 个古籍数

据库中，只有“书同文古籍库”提供了古籍的影

印图像，其他 3 个古籍数据库所提供的均是数

字化后的文本。虽然文本数据库实现了全文检

索，方便了读者阅读和查询，且相对于音频、图

像等其他数据形式，所占储存空间小，可减轻

服务器压力。但是，文本数据的不足之处也非

常明显。一方面，由于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多种字体，且又有通假字、繁体字、异形字等

多种写法，因此，在数字化时不仅难度较大，且

容易出现错误。另一方面，数字化后的古籍将

损失原有的校勘价值。也就是说文本古籍数据库

为利用者提供的是一种与古籍的原始面貌截然不

同的全新形式，使用者如果研究版式、印刷、批

注、印章等信息必须查阅原始古籍 [13]。此外，随

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阅读习惯的改变，单

一的文本数据库无法满足用户对数据类型多样化

的需求。就数据库内容而言，“中医古籍”是专科

型数据库，收录的仅是中医古籍；“经典古籍库” 
属于中华书局研发，收录的仅是中华书局点校本

古籍；“书同文数据库”包含多种子库，但是用户

申请时只能选择其中 5 个数据库，因此数据量大

打折扣。4 个古籍数据库中只有“古籍馆”收录的

资源包含多种形式，具体见表 3。
3.3  平台与功能有待完善

3.3.1  用户界面待优化
用户界面 (user interface) 是指对软件的人机

交互、操作逻辑、界面美观等的整体设计，良

好的 UI 设计不仅是让软件变得有个性有品味，还

要让软件的操作变得舒适、简单、自由、充分

体现软件的定位和特点 [14]。“书同文古籍库”用

户界面单调压抑，缺乏吸引力；“古籍馆”首页

缺乏导航；除“经典古籍库”外，其他 3 个数据

库阅读界面字号、亮度等无法调节，这些缺点

都降低了用户体验。

3.3.2  检索结果无法实现语义关联

古籍中不但文字存在多种字体或写法，且

词句存在着“一义多词”或“一词多义”的现象，给

用户检索带来了困难，大大降低了检准率和检

全率。4 个古籍数据库虽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

检索方式，但检索时无法对检索词进行语义分

析，只能机械地在数据库中寻找与检索词相匹

配的结果，这不仅是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需要

解决的问题，也是古籍数据库在发展完善中需

要克服的难关。

3.3.3  部分功能待增强

例如“经典古籍库”联机字典只能进行单字

查询，无法查询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固定

搭配短语等多字符词语。而由于文言文与现代

白话文的差异，读者在阅读时不仅会遇到繁简

字识别的障碍，还会遇到对于字词理解的障

碍，这也给用户阅读古籍、理解古籍造成了困难。

单字查询不足以帮助读者完全克服此类阅读障

碍。此外，笔者在使用 4 个古籍数据库过程中，遇

见卡顿、闪退、导航无反应等情况，这也需要

各数据库针对各自情况，提高软硬件水平，不

断优化平台，增强用户体验。

3.3.4  互动回复效率有待提高

在调查中，笔者曾向“经典古籍库”和“古籍

馆” 提问，但回复较慢。例如笔者在使用“笔记” 
功能时出现闪退问题，曾向“小库”咨询，虽然

给予解答，但解答时隔较长。笔者两次发送咨

询问题，到 “小库” 回复，中间均间隔 10 小时

以上。而“古籍馆”的回复时长则长达 22 小时。

由此可见，虽然基于微信平台，但是这两种古

籍数据库没能很好地利用微信即时聊天功能，及

时解答用户的疑问。而向“书同文古籍库”在线

客服咨询时，迟迟未得到回复。

3.4  用户关注度不足

虽然“中医古籍”和“书同文数据库”是独立的

手机 APP，但两者也开通了相关的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分为订阅号和服务号，“中医古籍”和

“书同文数据库”开通的是订阅号，可每天发送

一则消息，显示在订阅号文件夹中；“经典古籍

库”和“古籍馆”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开通了服

务号。微信公众服务号每月可群发 4 次消息，且

直接显示在用户的聊天列表中。由于各古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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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公众号开通时间不等且类型不同，因此，将

公众号数据采集区间限定为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统计最近 12 个月数据情况，具

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古籍书籍库公众号情况分析

名称 公众号类型 开通时间 允许发文数 首篇文章阅读数（次） 近一年发文数（次）

书同文古籍库 订阅号 2013/10/9 每天 1 次 2 42

中医古籍 订阅号 2015/3/24 每天 1 次 35 361

古籍馆 服务号 2013/12/31 每月 4 次 496 12

经典古籍库 服务号 2016/4/27 每月 4 次 1 234 41

从开通时间看，“书同文古籍库”与“古籍馆”开
通时间最早，“经典古籍库”是 2016 年 4 月 23
日上线运营，第一次发布微信消息是 2016 年 4
月 27 日，开通时间较晚。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

一方面是公众号增强自身曝光度的手段，另一

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公众号的用户关

注度。在统计了一年的发文量之后可发现，“经

典古籍库”虽然开通时间最短，但在允许范围内

推送消息的频率最高，基本保持每月推送至少

3 次消息，与之类似的“古籍馆”推送消息次数不

到“经典古籍库”的三分之一，一年仅发文 12 次。

在一年内，“中医古籍”几乎每天都推送消息，而

“书同文古籍库”仅推送 42 次，发文效率偏低。

从公众号的首篇文章阅读数可大致窥见公众号

的前期宣传成果。据古联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

司的副总经理洪涛了解，4 月 23 日“经典古籍

库”微信版上线当天，有 6 000 多个注册用户，过

了 10 天左右，有 12 000 多个注册用户 [15]。由

此可见，经典古籍库微信公众号的实际关注用

户远远大于文章阅读人数，前期宣传成果较好。

为分析各公众号目前的用户关注度，笔者选取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4 月 30 日的文章，获取文章

阅读数，见表 5。“书同文古籍库”阅读量最低；    

“经典古籍库”与“古籍馆”阅读量较高，且“经典

古籍库”文章阅读数量波动较小。在诸多文章中

“古籍馆”推送的有关微信版上线的公告阅读量

最大为 12 991 次。分析具体原因，一方面可能

是古籍数据库对自身宣传不够，导致公众了解

度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推送的文章没有能够

引起读者的足够兴趣。

表 5  2017 年 1-4 月数据库文章阅读量

数据库名称 1-4 月发文总数 文章最高阅读量（次） 文章最低阅读量（次） 平均阅读量（次）

书同文古籍库 13 230 8 39

中医古籍 121 3 318 264 1 328

古籍馆 7 12 991 254 4 160

经典古籍库 15 4 743 1100 2 700

4  思考和建议

4.1  完善平台建设

4.1.1  优化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是用户对古籍数据库的第一印

象，若用户界面设计缺乏人性化，将会大大降

低用户体验。因此在移动设备上应用古籍数据

库时，应该更加关注移动设备的便携特性和用

户喜好，可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用户界面建

设：①注重色调搭配和风格选择。简洁美观的

用户界面将会提高用户对数据库的第一印象。

例如“经典古籍库”和“古籍馆”的使用界面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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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棕色色调，背景是具有中国风的晕染，色调

柔和，古色古香，与古籍数据库内涵相称。    

②注重版式设计。一般网站首页的布局结构采

取 “T 字型”布局结构，网页的顶部位置放置网

站名称、标志与广告横幅，网页顶部下方一栏

是对产品类别、服务的简介及导航等，左侧为

内容分类等，右侧为登录框和搜索等，网页底

端放置网站的辅助信息 [16]。但是古籍数据库在

移动设备上的应用要考虑移动设备的可容性，删

减不必要的栏目，使得整个页面更具条理，用

户一目了然。

4.1.2  开发手机客户端

随着目前智能手机的兴起，各类手机应用

软件应运而生，各个行业都在依靠各类手机客

户端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如中国大学

MOOC 客户端、超星移动图书馆等。虽然此次

调查的 4 个古籍数据库中有两个 APP，但与其

他手机客户端相比，古籍数据库 APP 还存在很

多不足，如“中医古籍”是收集中医专科古籍，覆

盖面小；“书同文数据库”用户体验相对较差；相

比之下依托微信平台的“经典古籍库”和“古籍

馆” 总体用户体验较高。依托微信平台也存在不

足，受微信服务号接口的限制，古籍数据库提

供的服务也存在局限。因此，除了依托微信平

台，可开发古籍库手机客户端。一方面，可以

从自身资源条件出发，结合用户需求，设计符

合用户习惯的页面与功能，开发过程拥有较大

的自主性，而且可以完善和增加数据库功能，提

升用户体验；另一方面，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终

端，享受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的服务，不再受

限制于微信。

4.2  丰富数据形式与数量

4.2.1  优化展现形式

目前在线版数据库已有图像全文数据库、图

加文数据库等，因此，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的

发展也应该引入多种数据形式。古籍善本的扫

描图像有利于读者欣赏原版古籍的印记，如批

注、名家藏书印、版式等，也有利于避免古籍

在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字词语句的错误。在全

文数据库中，可以添加古籍扫描图像，并使得

两者能够自由转换。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

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合适的数据格式。此外，还

可以考虑增加音频或视频数据形式。古籍中往

往有许多生僻字、异形字等，读者有可能遇到

阅读障碍，无法了解其读音，增加音频格式便

可缓解此类困难。目前，网上公开课堂非常火

爆，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有许多专家学者以

古籍为基础，开设了相关课堂，如武汉大学万

献初教授的公开课“《说文解字》与上古社会”。
因此，在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的建设中，可以

引入相关视频公开课，一方面可以丰富数据形

式，满足读者对多媒体阅读载体的需求；另一

方面也可以使得读者加深对古籍的理解。

4.2.2  扩大数据规模

目前，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处于发展初

期，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所包含的数据量与在

线型古籍数据库相比较少。因此在接下来的发

展过程中，扩充数据量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从

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建设：①加强机构合作，“经

典古籍库”公众号的账号主体是古联（北京）数

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古联”）。古联公

司是中华书局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古籍数

字化、古籍出版等业务。仅中华书局一社之力，难

以覆盖数量巨大的古籍。因此，目前，古联已

经获得了凤凰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齐鲁

书社、巴蜀书社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授权，将

其整理本古籍资源放入数据库 [15]。此外，还可

以与图书馆、数据库商、数据公司联合，扩大

平台上的数据量。②加大不同平台数据的转化

力度。虽然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所提供的数据

量较少，但是在线版数据库的数据量已经十分

可观。因此，要加大这两者之间的转化力度，以

现有的在线版数据库资源为基础，将其转化成

移动应用中的资源。

4.3  优化相关功能

4.3.1  完善检索功能

无论是普通检索还是高级检索，都是利用

字符匹配，从而完成检索过程，呈现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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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籍中文义复杂，单纯的字符匹配会影

响到检准率和检全率。因此，采用知识检索提

高检索效率，可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多样检

索需求。知识检索不再只是基于字面的机械匹

配，能够从文章的语义、概念出发，揭示文章

的内在含义。

4.3.2  提高阅读体验

移动设备相对于电脑来说，会受到屏幕大

小、硬件条件和输入速度等的影响，因此古籍

数据库移动应用在为用户提供服务时，可从字

号调节、阅读模式选择（调节屏幕亮度，白天

阅读模式和夜晚阅读模式）、内容版式选择（横

排还是竖排）、简繁体选择、书签收藏、古籍

版本对照等方面入手，要特别注重用户的阅读

体验。

4.3.3  增加工具性功能

①强化字典功能，例如，“经典古籍库”在

目前字典功能的基础上，增加多字词语、专有

名词（如人名、地名等）等查询。此外，可以

增加联网查询功能，弥补字典词库的不足。而

针对一些生僻字，可在字典中增加发音和拼音

规则，这样可以使读者能够从字音、字形和字

义 3 方面去了解所需要查询的汉字。②纪年换

算，古籍中使用的纪年方式与如今不同，增加

纪年换算可以帮助读者理清时序。③增加百

科，帮助用户更深入了解古籍相关知识。

4.4  注重与用户沟通互动

古籍数字化产品提供商和最终用户、用户

与用户之间交流的渠道少，虽然有些数据库有

简单的互动模块，如纠错、勘误，但读者提交

这些错误之后，系统反馈很慢，可增加互动模

块、社会性网络服务和用户意见栏，提高用户

参与的积极性 [16]。一方面，用户的反馈和意见

可以为古籍移动数据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导向；另

一方面，加强与用户沟通，也可以借助用户口

碑扩大平台影响力。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可以通

过以下几点进行：①提高回复效率，借助微信

平台的天然优势，及时回复用户疑问。②开通

订阅号，微信订阅号推送消息数量与服务号相

比，有较大自由度，可每天发送一条消息，只

是消息并未显示在用户聊天列表中，而是显示

在订阅号中。微信服务号和订阅号各有千秋，因

此，可以利用服务号提供古籍数据库移动应用

的相关服务，利用订阅号推送数据库相关信

息，提高用户对古籍库的关注度。而在推送文

章时要注重文章的类型和风格。例如“经典古籍

库”推送的文章类型有资讯类、文史知识类、杂

文类和学术论文类等。具体分析文章内容可以

发现，与“经典古籍库”本身相关，或是与古籍

整理、文史知识相关的文章，用户关注度较高，而

资讯类文章关注度相对较低。因此，推送文章

的类型和内容风格值得进一步探究，以便更好

地符合读者阅读习惯。③提供会员讨论社区，提

供会员讨论社区可以提高用户凝聚力和归属

感，增强用户粘性，另外，也可形成讨论氛围，促

进文化交流。目前在主流社交媒体上，可找到

“中医古籍”“经典古籍库”“古籍馆”和“书同文古

籍库”的微信公众号和前三者的微博账号，但这

对目前多元化社交平台来说，略显不足。建议

利用当前社交平台，建立相应会员讨论社区，如

百度贴吧、豆瓣小组、知乎话题、天涯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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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 Web 2.0 的深入发展，信

息交流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在科研领域，学术

社交网站的兴起和发展，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

供了一种更便捷的交流方式。学术博客是其中

的典型，它是主要由科研人员撰写，以讨论学

术相关问题为主的博客。它可以帮助科研工作

者保持交流的持续性，极大地扩展交流的空间

范围，增强了交流的时效性。

目前，学术博客发展迅速，且深受用户影响。

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借助网络

平台交流学术、传播观点；另一方面，普通大

【学术探索】

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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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分析用户价值间的关系。[ 方法 / 过程 ] 借鉴伍德鲁夫的顾客价值层次模型，采用阶梯法对 10 位使用

科学网博客的用户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 结果 / 结论 ] 创建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

综合关联矩阵图，构建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层次模型，并发现 “ 博客写作 - 成就感 ” “ 博客阅读 - 学术交流 ” 

“ 推荐 - 传播效果 ” “ 好友互链 - 学术交流 ”4 条价值链关系。

关键词：用户价值  科学网  学术博客  层级结构  价值链

分类号：G250.2

引用格式：张琦 , 徐志武 , 贺钰滢 . 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4): 328-

338[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5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科技信息用户价值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 : 71373196）研
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琦 (ORCID：0000-0002-1380-6762)，产品经理，硕士，E-mail: zq_chd@126.com；徐志武 (ORCID：
0000-0002-0837-1573)，博士研究生；贺钰滢 (ORCID：0000-0002-9382-1339)，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04-27        发表日期：2017-08-18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众面对日益高熵的信息环境，需要获取更多、更

专业的科学内容进行知识建构。显而易见，用

户的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学术博客发展极其重要

的力量。因此，对学术博客用户进行研究有利

于探寻用户学术需求偏好、知识选择标准以及

网络学术的行为动机等。

本文选取了用户价值这一维度进行研究，力

图找到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的构成要素，以及

不同要素间的关联关系。在信息领域，用户价

值是指用户对于信息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价

值，也可以指信息产品或服务对于用户的价值 [1]。

价值研究是将“价值”这一抽象概念具像化的过

程，抽丝剥茧式地分析用户行为、态度等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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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原因，归纳总结价值是什么。之所以以

科学网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是众多学术

博客平台中的佼佼者。作为国内最大的学术博

客社区，科学网聚集了大量的科研人员，是我

国科研工作者进行线上交流最重要的平台之一。

目前，学术博客领域的用户价值研究主要

集中在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的关系上。实际上，早

在营销学、信息系统领域就已有大量实证研究

表明用户价值深刻影响用户满意度。在学术博

客领域，如陈明红等 [2] 分析得出用户感知有用

性、感知易用性和科学任务－学术博客适配度

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王伟军、甘春梅 [3] 发现

体验价值对用户满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

响。这些研究很好地阐释了用户价值的重要作

用。而真正关于学术博客的用户价值是什么，即

如何测量这些价值的研究几乎没有。

因此，本文将如何测量用户价值的相关理

论引入到学术博客研究中，通过实证法探讨学

术博客中用户的价值取向以及这些价值取向如

何影响他们的行为。希望为学术博客服务商如

何创造和提高价值提供建议，进而更好地为用

户服务。

2  研究基础与研究方法

关于用户价值的研究起源于营销学，20 世

纪 中 叶，顾 客 价 值（customer value）理 论 萌

芽发展，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图书情报学领

域也出现了信息用户价值的研究。学者们创

建了众多研究方法定义和测量顾客价值，如

SERVQUAL 模型 [4]、菲利普·科特勒的顾客让渡

价值模型 [5]、盖尔的顾客价值图 [6] 等，这些模

型将顾客价值划分为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

本文主要借鉴了伍德鲁夫的顾客价值层次

模型理论。与上述模型不同，伍德鲁夫模型提

供的是一种测量和分析框架，既有用户调查的

过程，又有对顾客价值的深入分析，伍德鲁夫

模型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即阶梯法。

本文的研究路线分为两部分：①采用阶梯

法去完成用户访谈、数据收集和分析；②结合

伍德鲁夫层次模型去构建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

模型。力图通过测量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的构

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去深入探究科学网博客

的用户价值。

本章节主要阐述伍德鲁夫的顾客价值层级

理论和阶梯法的具体操作方法，以及它们在此

次研究中的应用。

2.1  伍德鲁夫顾客价值层级理论

1997 年 伍 德 鲁 夫 从 顾 客 的 认 知 逻 辑 出

发， 提 出 了 顾 客 价 值 层 次 模 型（hierarchical 
value mapmodel），他认为“顾客价值是顾客在

一定的使用情景中对产品属性、产品功效，以

及使用结果达成（或阻碍）其目的和意图的感

知偏好和评价”[7]。该模型建立在手段－目的理

论（means-end theory）基础上，将产品与顾客

价值的关系分为 3 个层次：属性层、结果层和

价值层。手段－目的理论由营销学家古特曼（J. 
Gutman）于 1982 年建立，他认为顾客在购买产

品和服务时，其出发点是实现一定的价值 [8]。

笔者的模型设计正是基于层次模型展开

的，将学术博客的用户价值从低到高分为 3 种

层次：第一种是用户使用学术博客时产生的功

能价值；第二种是这些功能为用户带来的结果

价值；第三种是最高层的价值。

2.2  阶梯法

基于手段－目的理论，本文采用阶梯法

（laddering theory）进行实证分析。阶梯法是一

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数据搜集方法，指“通过

一对一的访谈来获取信息，从而理解产品属性

层与用户价值层之间的联系。” [9] 阶梯法分为两

部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 ; 对访谈内容进行编

码和分析。

在半结构化访谈中，笔者使用开放式问题

与访谈对象进行沟通，一层层铺展。问题通常

从产品的某个功能属性开始，通过一系列引导

性问题来确定属性与更高层的结果和最终目的

之间的关系。如“为什么浏览科学网上的文章？” 
“那对你意味着什么？” “如果科学网有（或没

有）收藏功能对你意味着什么？”该访谈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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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持续引导回答，完成由属性到结果再到最

终目的的全部阶梯。进而发现用户价值的关键

要素以及它们在属性层、结果层和价值层之间

的关系，最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阶梯”。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采用阶梯法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将内容

信息编码并进行分析。

3.1  数据收集

访谈过程从科学网博客功能层出发，引

导、追问和鼓励用户讨论科学网博客使用的重

要结果，包括正面和负面的结果，以发掘最终

目的层价值。笔者前期整理了科学网博客的功

能，通过横向对比其他网站，将该平台的重要

功能汇总如下：博客发表、博客传播、积分机

制、好友互链、群组、个人信息及其他。这些

功能将作为阶梯法的基本选项，即访谈会从用

户对这些功能点的使用展开。

本 次 访 谈 共 走 访 了 10 位 科 学 网 博 客 用

户，主要包括高校教师、研究生这两个具有代

表性的人群，其中一位为学报编辑，同时也是

博士研究生。访谈对象的学历均为博士，大部

分人使用科学网博客的年限超过 2 年，是科学

网博客资深用户，访谈群体具有代表性。样本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被试者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 使用年限

S1 男 49 博士 教授 2 年以上

S2 女 27 博士研
究生

– 1–2 年

S3 女 35 博士 讲师 2 年以上

S4 男 27 博士研
究生

– 1–2 年

S5 男 27 博士研
究生

– 6 个月及
以下

S6 男 30 博士 讲师 2 年以上

S7 男 36 博士 教授 2 年以上

S8 男 36 博士 编辑 2 年以上

S9 男 70 博士 教授 2 年以上

S10 男 38 博士 教授 2 年以上

访谈是本次研究的基础和核心。笔者从

科学网博客的功能点出发，结合用户的使用情

景，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展开深入探讨。访谈

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笔者从录音中提取每一个

访谈对象的回答，将文本形式的访谈内容再转

化为更精炼的短语、词组。不同的访谈对象对

某一内容的表述不同，需要做适当的归纳总结。

然后统计词频，赋予不同的权重。这些抽象概

括出来的短语即是本研究的基础数据。

3.2  数据分析

本 文 采 用 定 量 分 析 方 法， 利 用 编 码 技

术和阶梯分析技术对数据进行归类并转换为

频率数据，测量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的关键

要素，对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建立编码概要

（summary content codes）、 综 合 关 联 矩 阵

（summary implication matrix）和假想价值层次

图（hypothetical hierarchical value map）。

3.2.1  内容编码

首先，根据访谈内容建立一套编码概要，这

些编码反映了访谈中涉及到的所有阶梯的内

容，也就是上一章节提到的基础数据。笔者对

科学网博客的用户价值进行了概括，得出 35
个编码，对概念界定不太清楚的内容做解释说

明，并给每个编码赋予一个数值，数值与访谈

内容出现的先后次序有关，比如数值 1–9 就是

最先讨论的内容，其他数值是随着访谈深入而

出现的。见表 2。
这些编码分别处于 3 个不同的层级：属性

层、结果层和目的层。科学网博客功能多，本

文选取了用户最常用的 24 个属性层功能，除了

1–9 是科学网博客本来就有的功能，其他均为在

此基础上的衍生的；根据访谈者的使用情况，得

出 7 个结果层价值；最终汇总成 4 个目的层价值。

此外，用户极少甚至不用积分机制、群组和个

人信息等功能，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3.2.2  创建综合关联矩阵

在内容编码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得分矩阵，在

矩阵中能够将访谈中所得到的每个阶梯置换成编

码链，如访谈的阶梯链“博客发表－发表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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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成果－传播效果－影响力－成就感”可以转化

为编码链“1-10-11-12-13-33”。将所有编码集中到

一个矩阵图就形成了关联矩阵。矩阵图是为了说

明用户价值得分矩阵中所有的关联关系。见表 3。

表 2  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的内容编码

层级                   编码 编码解释

目的 15 学术交流 同行交流，观念碰撞

33 成就感 获得认可、达成目的

34 科学使命 责任感、帮助他人

35 归属感 了解科研圈，自我身份认定

结果 12 传播效果 科研成果、观念的传播

13 影响力 文章被传播、他人

16 利他性 帮助他人

21 利己性 具有实用性功能、启发性、自我学习

22 学术判断 了解他人研究进展，研究热点，对学术领域有判断

27 参与感 参加讨论，点赞

32 社交 浅交流，认识朋友

属性 1 博客发表 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博文

2 博客阅读 阅读他人的博文

3 在线评论 评论博文

4 推荐 推荐博文

5 分享 分享博文

6 收藏 收藏博文

7 首页编辑 首页经过科学网编辑的博文

8 好友互链 互相关注博客

9 搜索 在科学网站点进行搜索

10 发表较自由 博文内容、形式、发表不受限制

11 分享成果 观念、学术成果、心得的分享

14 记录储藏 记录观念、其他优秀文章

17 权威专家 平台汇集了大量专家，权威性强

18 易读 博文短小、通俗

19 信息及时 学术动态、科研成果

20 节约时间 耗时少

23 感兴趣的主题 Topic

24 支持 肯定他人，表示感谢

25 互动 推荐、评论、即时交流

26 优质文章 文章水平好，认可该文章

28 信息对称 获取和需求一致

29 未来阅读 再次阅读

30 信息过滤 筛选质量较差或无关的信息

31 了解他人 学术、工作及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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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用户价值综合关联矩阵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12.00 0.11 0.09 0.04 0.01 0.02 0.02

2 0.04 2.00 2.00 1.00 0.01 0.04 2.02

3 1.04 0.01

4 0.06 0.02

5 0.02 1.00

6 4.00 0.03

7 2.00 4.01 1.01

8 0.04 0.01

9 2.00

10 11.00 0.09 0.04 1.00 0.02 0.02 0.02

11 9.00 0.04 1.01 0.02 0.02

12 4.00 1.00 1.00 2.00

13 1.00

14 2.01

15 1.00

16

17 1.00 0.01 1.00

18 1.00 1.00

19 1.00 1.00

20 1.00 1.00

21

22 2.00

23 5.01 0.01 2.00 1.00

24 4.00 1.00

25 1.01

26 4.04 1.00 1.01

27

28

29 1.00

30 0.01

31 1.00

32 1.00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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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1 0.04 0.02

2 3.01 1.00 0.01

3 4.00 1.00 0.01 1.00 0.01 0.01

4 0.05 8.00 1.00

5 2.00 2.00 1.00

6 1.02

7 1.00 0.01

8 3.01 1.00 4.00 2.00 1.01

9 1.00 2.00

10 0.02 0.02

11 0.04 0.02

12 1.02 2.00

13 2.00

14 2.00

15

16 1.00

17

18

19 1.00

20

21

22 1.00

23

24 1.00 0.01 0.01

25 1.00 0.01

26 5.00

27 1.00

28

29

30 1.00

31 1.00

32 1.00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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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 3 可 以 看 出，科 学 网 博 客 用 户 价 值

方阵的横轴和纵轴将包含上述 35 个编码。矩

阵的每一格代表在用户价值得分矩阵中一对

编码共同出现的次数。每格由数字表示，表

示用户将某一对编码关联或相邻的次数。需

要注意的是，小数点左边的数字代表两个编

码直接关联或相邻的次数，右边的数字代表

间 接 关 联 的 次 数。 其 中， 间 接 关 联 是 指 两

个 编 码 出 现 在 同 一 个 阶 梯 中，但 不 直 接 联

系；空白处则表示两个编码没有关联关系。

综合关联矩阵概括出本次访谈中谈论最

频繁的关联，是构建层级结构图的数据基础。

3.2.3  构建层级结构图

上述矩阵图包含了价值编码的直接关系和

间接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主要有 5 种关联关系，如

表 4 所示：

表 4  5 种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关系解释

A － D 元素相邻（adjacent）且有大量直接（direct）关系。

N － D 元素不相邻（nonadjacent），有大量的直接（direct）关系。

A － I 元素相邻（adjacent）且有大量间接（indirect）关系，但直接关系很少。

N － I 元素不相邻（nonadjacent）且有大量间接（indirect）关系，直接关系很少但非零。

N － O 元素不相邻（nonadjacent）且间接（indirect）关系很少（或零）。

这 5 种关联关系将清晰呈现构建矩阵图的

过程。以博客发表为例：“博客发表 - 发表较

自由”（1，10）有 12.00 的分值，这两个元素

间有 10 次直接联系，0 次间接联系，它们构成

一个价值链（1-10）。“发表较自由－分享成果”有
11.00 的分值，价值链扩展到“分享成果”（1-
10-11）。在这条价值链上继续扩展，可到“传

播效果”（1-10-11-12），继而“影响力”（1-10-

11-12-13），最后得到“成就感”（1-10-11-12-
13-36）。除此之外，该价值链还涉及到 “利他

性”（16）和 “学术交流”（15）。得出的价值

链见图 1。
按照 5 种关联关系将矩阵图中的价值层级

结构进行整合，纳入最频繁的关联，剔除频率

较低的关联，得到最终的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

层级结构图，见图 2。

图 1  博客发表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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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层次

图 2 可清晰看出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存在

层级关系，价值间存在交叉关系。最底层是科

学网九大功能，往上一层是用户使用各个功能

的反馈信息，接着是使用结果层，最高层是目

的层。

3.3  价值链分析

在价值层次结构图（图 2）中，自下而上的

路径往往代表了可感知到的潜在价值链。价值

链的各个数值越大，数值总和越大，说明用户

提及次数越多，用户越看重该价值。本文抽取 4

条数值总和较大的价值链路径进行分析，见表 5-
表 8。

表 5 展示了“博客发表 - 成就感”的关联关

系，价值链最长，包含的编码最多，数值总和

最高为 39.53。这表明作者在科学网发表博客

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获得博文写作及其被他

人肯定所带来的成就感，这正好印证了马斯洛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作者的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尊

重和自我实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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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博客发表－成就感”价值链

博客发表（1） 发表较自由（10）分享成果（11）传播效果（12）影响力（13）成就感（33） 总和

博客发表 0.00 12.00 0.11 0.09 0.04 0.04 12.28

发表较自由 0.00 0.00 11.00 0.09 0.04 0.02 11.15

分享成果 0.00 0.00 0.00 9.00 0.04 0.02 9.08

传播效果 0.00 0.00 0.00 0.00 4.00 1.02 5.02

影响力 0.00 0.00 0.00 0.00 0.00 2.00 2.00

成就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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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博客阅读－学术交流”价值链

　 博客阅读（2） 感兴趣的主题（23） 学术判断（22） 学术交流（15） 总和

博客阅读 0.00 3.01 2.02 0.04 5.07

感兴趣的主题 0.00 0.00 1.00 5.01 5.01

学术判断 0.00 0.00 0.00 2.00 2.00

学术交流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2.09

表 7  “推荐－传播效果”价值链

　 推荐（4） 优质文章（26） 支持（24） 传播效果（12） 总和

推荐 0.00 8.00 0.05 0.06 8.11

优质文章 0.00 0.00 5.00 4.04 9.04

支持 0.00 0.00 0.00 4.00 4.00

传播效果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1.15

表 8  “好友互链－学术交流”价值链

　 好友互链（8） 了解他人（31） 感兴趣的主题（23） 学术交流（15） 总和

好友互链 0.00 4.00 3.01 0.04 7.05

了解他人 0.00 0.00 1.00 1.00 2.00

感兴趣的主题 0.00 0.00 0.00 5.01 5.01

学术交流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4.05

表 6 展示了“博客阅读 - 学术交流”的关联

关系，价值链相对较短，编码较少，数值总和

为 12.09。对于一般网络用户而言，博客阅读可

能是为了获取知识，但研究结果发现学术博客

读者阅读的目的为了交流。这主要因为学术博

客的用户本身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高，他们不

仅是信息的接收者，还是信息的创造者。用户

针对感兴趣的话题积极参与讨论，共同促进了

学术交流。

表 7 展示了 “推荐 - 传播效果”  的关联关系， 

数值总和为 21.15。虽然传播效果并非最高层的

价值，但多数用户只回答到“传播效果”，故不

再向上延展。“推荐”和“传播效果”的强相关，这

说明同线下学术活动一样，意见领袖在线上非

正式交流环境中同样起着传播支点作用。

表 8 展示了“好友互链 - 学术交流”的关联

关系，数值总和为 14.05。它和“博客阅读”共同

指向了“学术交流”。“好友互链”和“学术交流”的

强相关，这也说明人际关系在网络环境下的非

正式交流活动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人

际传播已经成为了学术传播不可缺少的途径。

4  讨论

本节针对用户价值层级关系和关键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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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讨论。

4.1  用户价值层级关系

本文通过对用户的深度访谈，归纳总结了

35 个内容编码，将用户的使用行为以及潜在

的价值导向通过数据具象化表现，构建了价值

层次模型图。从模型图可知，科学网博客存在

自下而上的用户价值层次，其中属性层功能极

多，与结果层关系复杂，而在最高价值层，成

就感、学术交流、归属感和科学使命是四大要

素；传播效果、学术判断和学术交流则是用户

价值层级中的关键节点。该结论说明用户使用

科学网博客这一行为受到了多重价值的引导，不

同维度的价值之间关联紧密，且存在交叉关联。

该结论为博客运营和管理者提供了全面、立体

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如管理者

在后续的博客功能优化中，应该尽量权衡各个

价值维度，进行全面评估，寻找最优方案以提

升用户价值。

4.2  关键价值链

根据矩阵图，得出了 4 条主要的用户价值

链：“博客写作 - 成就感” “博客阅读 - 学术交流”  
“推荐 - 传播效果” “好友互链 - 学术交流”。用

户价值链说明用户在使用科学网博客时会着重

受到哪几方面的价值引导，并阐释了这些价值

链的产生路径。该结论对用户价值层级进行了

补充，做了更具体的细化分析，有助于管理者

在复杂关联关系中分清主次。

因此，这也给管理者保持和扩大学术博客

的影响力提供了思路：

（1）注重提升写作的成就感。成就感源

自于两方面：一是自我感知；二是外界刺激。

管理者重点要做好外界刺激工作，对学术博客

按照学科分门别类，加强对各类优质博客的筛

选，将优质者推送到平台首页、官方微博和微

信平台，扩大博文的传播面。此外，还可以给

予优秀博主一定的奖励，如优秀博文集结成

册，赠送纪念礼品等。

（2）邀请和鼓励更多学术人员参与博文创

作，帮助用户寻找感兴趣的博文。博客内容是

源，博文的丰富程度是用户阅读的基础。博客

本身具有很强的自由属性，创造一个自由、开

放的环境，让博主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产出

更多元化、更丰富的博文。此外，帮助用户寻

找到他们更感兴趣的文章也十分重要。目前科

学网是通过学科分类、编辑整理和博文热度进

行推荐。但每个用户的知识背景、兴趣偏好不

同，平台需要增强信息检索的效率和效果，帮

助用户更好地发现优质信息。此外，由于科学

工作是一项专深的活动，如何增强科研信息的

对称性，促进科研信息的分享，也值得平台思考。

（3）优化推荐机制，增强博文传播效果。

推荐是指用户给博文手动“点赞”，根据用户权

重和推荐次数的不同，优秀博文将被推荐上榜。

同时，推荐行为还是一种浅交流的方式，增强

用户参与，在博客社区中有重要的作用。优化

推荐机制，不仅仅是将优秀博文在首页呈现，还

可以根据不同主题词进行博客的推广，如编辑

进行专题整理，通过其他社交媒体传播等。

（4）提高学术博客分享到其他平台的可能

性。从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好友互链与学术交

流呈现出很强的价值推动关系，这可能是因为

朋友之间的知识推荐更具有信任感。因此，学

术博客平台应该在自身利益许可范围内尽最大

可能提高内容的可分享性，增强与其他平台的

兼容性，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其中。

5  结语

本文借鉴伍德鲁夫用户价值层级理论，通

过阶梯法进行半结构化用户访谈，将访谈内容

进行编码和数据分析，完成用户价值层级的结

构图。研究表明，科学网博客用户价值存在自

下而上的层级关系，并且存在“博客写作 - 成就

感” “博客阅读 - 学术交流” “推荐 - 传播效果” 
“好友互链 - 学术交流”4 条关键价值链。通过实

证分析证明，营销学领域的用户价值理论运用

到学术博客是可行的，对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

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研

究尚有不足。首先，样本量有限，大样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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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使研究结果更稳定。其次，未考虑人群的

划分，不同用户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评

价，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对用户群体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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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blog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se of user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user value which guides users to use academic blog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user value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Woodruff’s customer value hierarchical model, the paper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0 ScienceNet blog’ users through the laddering theory, and 
then encoded the interview content.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creates the comprehensive correlation 
matrix of customer value of ScienceNet blog, and builds the user value hierarchy model. It also finds four 
value chains: blog writing--accomplishment, blog reading--academic communication, recommendation--
communication effect, mutual friendship--academic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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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以民用建筑设计为
主业的国有设计机构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以 下 简 称

BIAD）。成立于 1949 年，是一家以民用建筑

设计为主业的国有设计机构。既可以提供建筑

设计全过程的系统服务，包括方案设计、初步

设计、施工图设计等阶段，也可以根据项目的

需求，提供阶段性的咨询服务。随着现代工程

的复杂性增加，BIAD 也具有许多更精细化的专

项服务业务，包括复杂结构工程顾问、绿色建

筑策划咨询、复杂建筑型体参数化设计等。近

年来 BIAD 创作了无数地标性建筑作品，在行

业内具有重大影响，部分设计成果见图 1。

【最佳实践】

建筑设计企业的知识管理实践 
            ——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例

◎ 卜一秋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4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每一个建筑设计产品都是知识创新的产物。因其产品的特殊性，建筑设计企业

更加注重发挥知识管理在其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 过程 ] 通过案例分析，阐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BIAD）对知识管理理念的思考，介绍 BIAD 知识管理平台及分析平台多个模块及其在运营和

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实践效果。[ 结果 / 结论 ] 总结 BIAD 知识管理平台的七大功能模块、构建步骤及应用

的实践效果，尤其是知识管理平台建设的经验，以期对同类型企业有所启发。

关键词：建筑设计   企业   知识管理   实践   BIAD
分类号：F272

引用格式：卜一秋 . 建筑设计企业的知识管理实践 —— 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例 [J/

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4): 339-347[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53/.

作者简介：卜一秋，知识中心主任，高级建筑师，硕士，E-mail: buyiqiu@bia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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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管理——建筑设计企业的生
命

建筑设计是依赖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创造

价值的行业。长期以来 BIAD 重视企业知识资

源的收集整理和加工利用，在长期完整保存档

案资源以及多年信息化系统运行积累海量数据

资源的基础上，正在实施以知识管理为导向的

企业内容资源管理。为保证知识管理的科学合

理和可持续发展，BIAD 制定了包含知识管理

规划的信息化战略，并建立了完善的整体知识

管理体系。BIAD 组织了以知识管理体系框架

为专题的课题研究，聘请公司内外知识管理专

家调研业务需求，应用知识管理理论梳理不同

维度的知识类别和属性，分析不同业务场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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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所应建立的知识结构，在课题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明确了 BIAD 知识管理组织和系统架

构（见图 2），将知识管理面向所有知识资源

的全寿命期，包括知识的创建与获取、知识的

积累与优化、知识的集成与共享以及知识的重

用；BIAD 管理层制定知识管理整体战略，指

导和推动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并从顶层大力

倡导以知识管理为重的企业文化；通过各层级

知识管理专员对知识内容实施管理操作，动员

全体知识员工通过创建、分享、学习，借助专

业领域带头人和知识领域专家识别、分析、建

立起知识内容间的有机联系，使知识内容得到

沉淀、共享、应用并最终达到以知识驱动创新

的 目 标。BIAD 在 2015 年 组 成 专 门 团 队（知

识中心）实施知识管理规划，力图通过知识的

创造、分类、储存、分享、利用与创新，实现

组织知识价值的最大化，并为组织创造业务价

值，形成竞争优势。

图 1  BIAD 的部分建筑设计作品

图 2  BIAD 知识管理组织和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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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实践

3.1  构建网站进行内外部信息发布与传递

BIAD 建 有 官 方 网 站（biad.com.cn，见 图

3），向顾客和相关各方提供 BIAD 动态和官方

信息，通过官网及时发布 BIAD 最新的设计服

务成果和企业动态。

BIAD 建有企业内部门户（见图 4），重要

板块包括公司新闻、文告、经营信息、技术信息

和培训信息，各板块由相关管理部门的知识专员

负责内容维护。各部门通过有效渠道获取的政策

法规、行业动态以及竞争对手或标杆企业信息，公

司内部整理提炼的技术措施、技术标准，公司针

对技术和质量目标要求策划的培训内容，都通过

内部门户发布给全体员工。员工既可以在公司内

网登录，也可使用公司员工账号通过外网登录访

问公司知识资源。其中特别重要的内容还可以通

过移动设备推送给相关人员。

图 3  BIAD 官方网站

图 4  BIAD 企业门户 PC 端首页的主要信息板块和移动端首页界面

对于相关来源的渠道，BIAD 根据战略发展

的需要进行信息来源管理，开发新的信息源。

比如营销管理中心和科技质量中心设有固定岗

位人员定时关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权威信

息网站，收集汇总营销信息和技术管理信息，通

过公司门户网站“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板块发

布行业相关政策法规信息、行业动态和技术信

息、技术管理通知等；设计部门和分支机构了

解的相关各地方信息通过 OA 系统传递给相关

管理部门进行汇总分析解读，通过内部门户发

布。重要信息则以公司公文形式发布。

3.2  多途径全面整合内部知识资源

BIAD 的内部知识资产包括工程设计和咨询

项目服务全过程的资料、记录等文档，包括顾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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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提供的设计需求及相关资料、向分承包供方

提交的采购需求，分承包供方提供的成果以及

全过程相关各方的沟通记录；各设计和咨询阶

段所提交的成果文件；由设计和咨询过程衍生

的研究论文、设计关键技术；科研项目全过程

的资料、记录等文档，收集的资料及科研成果；公

司申报的专利及专有技术；公司管理及运营过

程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相关解

读、指引，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各类文件记录等。

对于建筑设计专业咨询服务企业，历来的

设计和咨询项目过程和成果的积累对于员工技

术能力的成长和公司新项目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BIAD 严格要求上述所有

知识内容都归档保存。工程设计和咨询项目的

全过程资料，通过“项目管理系统”保留并形成

记录，项目各阶段提交的成果通过系统审批、传

递、归档、打印交付的流程，对于成果文件实

施管理和存档。对于其他实体文件资料，通过

核对系统目录进行归档验收，对归档的完整性

和及时性，以质量目标考核方式实施管控。

BIAD 运营过程中形成的公文、文告、会议记录

和纪要等，通过 OA 自动办公系统流转办结后

按规定完成归档。

BIAD 建立了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分类保

存工程档案、综合档案的电子文件和实体文件。

各类档案文件根据公司规定的查询权限提供给全

体员工查询。BIAD 建设了知识管理平台（kms.
biad.com.cn，见图 5），包括知识仓库、知识地

图、知识问答、专家网络和知识社区五大功能模

块。知识管理平台集成了 OA 系统、项目管理系

统和科研管理系统等主要业务系统，将业务过程

中形成的记录及成果抽取出来，形成知识仓库，进

行分类展现。知识平台除了发布公司权威性共享

知识外，还注重鼓励和引导部门和员工主动分享

自身获得的其他相关知识。公司制定了知识共享

与交易管理制度，鼓励知识分享，促进相互之间

知识资源的交换和交易，形成良好的知识共享氛

围。知识平台中还建立了分类知识库，如将项目

管理系统的评优过程与档案信息集成，形成“优

秀作品库”，全方位展现优秀设计方案和优秀工

程设计项目的设计成果，作为工程设计的最佳实

践供员工学习借鉴；“项目图片库”是建成项目的

高品质实景照片的集散地；“项目地图”则利用项

目管理过程中收集到的定位信息展现在网络地图

上，用以展示公司在全球各地区承接项目的情

况，对公司及各部门营销人员提供知识资源的支

持（见图 6）。所有各个专项资源库通过项目编

号和名称为线索相互联通。

图 5  BIAD 知识管理平台首页和知识仓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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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BIAD 知识平台上的优秀作品库、图片库和项目地图

3.3  扩展关联外部知识资源

BIAD 建立的数字图书馆，除管理公司图书

馆馆藏图书期刊外，还定向采集国内外最新行业

动态和技术资讯，链接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

馆等国家和地方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国家重点高校的图书馆以及国际图联、美国

国家图书馆等国外图书资源。此外，还定向采购

了国内外建筑和城市规划类重要期刊以及建筑节

能、绿色建筑和 BIM 技术等专项知识库，采购

了全套建筑设计行业标准规范和参考图集，并应

用标准规范管理信息化手段，系统管理公司标准

体系，发布公司有效版本标准并及时更新，为服

务设计一线，保证设计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

规范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见图 7）。

图 7  BIAD 知识平台上的专项知识库和标准规范库

3.4  内部经验知识收集、积累、加工和利用与创新

作为建筑设计专业咨询服务企业，BIAD 历

来重视知识积累和再利用，并鼓励知识创新。

技术管理部门整理和加工工程设计成果中的优

质资源，形成通用共享知识库（见图 8），直

接嵌入设计人员使用的 CAD 界面，设计人员在

设计过程中可随时调用。BIAD 编制的《统一技

术措施》成为民用建筑设计行业公认的技术指

南，《设计深度规定》《设计深度图示》等技

术文件不仅是企业的产品标准，而且在行业内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36

知识管理论坛，2017（4）:339-347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4 期（总第 10 期）

344

影响深远，面向设计人员的各专业技术培训课

程也成为行业内最受欢迎的知识内容。这些技

术文件在知识平台上完成了专业化、过程化的

整理，设计人员可以随时获得最新更新的版本。

技术管理部门还将每季度施工图质量抽查发现

的典型问题制作成问题解析知识库（见图 9），按

照合理的分类属性架构所有问题，并不断积累

更新，成为设计人员基本专业素质和技能培养

的优质实战教材。

图 8  嵌入 CAD 界面的设计共享文件库

几 十 年 的 设 计 项 目 积 累，是 BIAD 最 重

要的知识资源，数以千计的各类型建筑设计成

果为新的项目、新的团队和新员工提供了参考

学习的丰富资料。为了能快速检索精确定位目

标项目，便捷提供项目最精华的设计要点，知

识管理平台订制开发了“项目百科”功能，构建

了全方位多维度的项目属性信息体系。项目百

科与设计管理系统联通，项目各个维度的属性

信息和主要技术信息，在项目管理系统中通过

各个阶段节点逐步收集，设计项目一旦完成归

档，就在百科知识模块自动生成一个项目词

条，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相关属性信息和内容信

息按百科词条的模板自动整理。词条针对主要

设计人员开放编辑功能，后期整理的项目资料

如评奖过程及结果等可以不断补充到词条中（见

图 10）。

图 9  问题解析知识库的部分问题列表

3.5  隐性知识显性化

BIAD 每年的经营和科技质量例会除汇总

发布全公司经营和质量两个重要部分的运行情

况外，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由各部门分享部

门经营管理及质量技术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公

司和各设计和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分享

会、研讨会和项目现场观摩，针对具体设计项

目或某一技术领域展开讨论，分享观点和知识。

举办新技术推介活动，将部门了解到或应用过

的新技术向全公司推介（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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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BIAD 知识平台上的项目百科词条列表和某词条目录内容及项目名片示例

图 11  公司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分享会、头脑风暴、项目现场观摩等

为 收 集 和 发 掘 设 计 人 员 丰 富 的 隐 性 知

识，BIAD 知识管理平台采用了开放、互动、共

享的方式。利用快速分享功能，员工可以上

传、分享团队和个人的设计体会、设计经验、建

筑评论等；在知识百科模块员工可以不断完善

项目百科词条，创建和完善建筑技术词条；在

知识问答和专家网络模块，员工可以提出或回

答问题，也可以请教专家或与专家探讨（见图

12）；在知识社区模块，员工可以与相关同事

组成圈子，就某些技术问题或设计细节进行讨

论。员工可以对公司各部门和员工个人发布的

各类知识和信息发表个人意见，可以点评并给

予评价，还可以修订和完善词条。BIAD 知识管

理平台建立了完善的知识分类和属性体系，结

合较强大的搜索引擎，使累积的知识内容可以

方便地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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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BIAD 知识平台知识问答和专家网络页面

4  BIAD 知识管理平台建设要点总结

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分类梳理，与技术管

理、人力资源和经营管理等管理部门以及多个

设计部门的沟通研讨，知识中心确定了知识管

理平台的 7 项功能原则：

（1）知 识 门 户。BIAD 是 以 知 识 为 驱 动

的企业，所有员工都是知识型员工，获取、应

用和分享知识是所有员工工作的主要内容。因

此，BIAD 的知识管理平台应该与以知识为主导

的企业内网门户相融合。

（2）知识枢纽。员工登录知识平台，即

可获取本人权限许可下的所有知识，无论是需

要查询资料还是完成工作，都应该顺畅地到达

想要到达的知识资源或工作任务的关键点。因

此，BIAD 的知识管理平台应该是所有人和知识

的集散地。

（3）鼓励分享。BIAD 倡导的知识共享的

企业文化，应该通过知识平台得到贯彻和实施。

因此，BIAD 的知识管理平台应该具有一键式分

享的功能，给知识分享提供快速方便的操作渠

道。

（4）交流互动。知识的分享和传播需要互

动模式，通过互动交流，才能明确知识供求，评

价知识质量，涌现专家达人。因此，BIAD 的知

识管理平台应该是部门之间和员工个人之间互

动交流的平台，需要具备实时互动的功能。

（5）知识生长。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不

断更新迭代的，知识应当形成脉络关联，具备

延续、发展、生长、变化的能力。因此，BIAD
的知识管理平台应该做到使知识有生长、成

熟、完善的机会。

（6）个性差别。不同的员工，同一个员工

在不同的角色下，所需要的知识是具有差别的。

因此，BIAD 的知识管理平台应该提供个性化差

别化的服务 .
（7）用户成长。用户应当随平台一同成

长，用户通过参与、付出和获得完成其知识获

取、积累、沉淀、更新、分享这样一个周期，并

周而复始。因此，BIAD 的知识管理平台应该是

伴随用户成长的平台。

知识管理平台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分步

实施、不断完善的过程。完成了平台产品的甄

选后，项目一期确定了以知识为导向的门户和

知识管理主要功能架构，在整体功能架构和知

识仓库体系搭建以及产品基本功能部署的基础

上，打通了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OA 系统、项

目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的数据连接。一期

着重深入完成了设计质量问题解析、刊载论文

收集、民间专家与知识问答体系、项目百科知

识等功能的订制开发。订制开发针对设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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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管理部门的需求，力图满足设计人员最

渴求和最现实的需要，例如，“设计质量问题解

析”是从设计产品质量抽查收集和汇总出来的各

专业常见和典型问题的归纳，不仅有对问题的

描述，还包含错误的原因，涉及的相关标准和

技术措施以及避免错误再发生的关键控制要点。

这些问题的汇总不仅可用于专业培训，同时也

为各专业技术措施文件的修订提供更新的关注

点；“项目百科知识”是通过与项目管理系统和

档案管理系统进行数据连通，设计项目一旦完

成归档，项目百科中即可自动创建项目词条，项

目管理系统和档案管理系统中的项目属性信息

和关键技术信息，自动按照词条的段落格式进

行整理，相关用户可以对词条进行后续的维护

更新，所有用户可以按照多维度全方位的属性

信息体系进行精确查询和准确定位。

知识管理是一个组织存在的基本支撑，尤

其是 BIAD 这样一个智力密集型的企业，知识从

来都是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和能源，而优秀的知识

管理则是高效能的发动机，使知识资源发挥更大

的潜力。在系统平台上线的同时，也配套推出了

有关知识共享与交易的管理制度，同时利用线上

线下手段鼓励知识的分享和提供者，倡导知识资

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支持知识的迭

代更新和发育生长。在全公司营造和强化尊重知

识、乐于分享的企业文化氛围。

Knowledg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Enterprises 
——Tak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s an Example

Bu Yiqiu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Beijing 10004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Every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duct is the product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products, architectural design enterpri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ir production process. [Method/process]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thinking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oncept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BIAD), introduced BIAD knowledge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analyzed the multiple modules of 
the platform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even major functional modules of BIA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ractical 
steps of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especially the experience of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so as to inspire the same type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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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医药产业由生物技术产业和医药产业

组成，综合了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传统医学

和现代医学、物理学、计算机学等多种学科理

论 [1]。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 (2006-2020 年 )》制定的 11 个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之一即是生物医药产业 [2]。

近期出台的广东省《关于贯彻落实 < 中国制造

2025> 的实施意见》中，生物医药也被列为重

点发展的四大产业之一。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对

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充分发

【最佳实践】

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助推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案例研究
◎ 黄怡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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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知识产权服务业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作

用，对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长足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的调研，从产业发展特点出发，结合知识产权

服务业的产业链环节，开展广东省生物医药产

业对知识产权服务业需求的分析，进而探讨知

识产权服务业促进生物医药业发展中所存在的

问题。

2  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

根据《广东省经济年鉴——2015 年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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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业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 [3]，2015 年广

东医药产业生产总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列

全国第 3 位，主营收入和产品出口居第 4 位。

上市公司数量全国占比 1/10，居各省市之首。

以医药工业总产值计算，全省医药股份制经

济、三资经济占全行业的比重 85% 以上，基

本形成了股份制和三资经济为主体发展的多元

化经济格局。此外，广东医药企业数量居全国

首位，拥有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知名中药品

牌，且药品制剂市场竞争整体实力国内领先，医

疗器械和生物制药的竞争力正逐步形成，药业

流通行业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并拥有

一批国内知名度较高的医药企业集团。

3  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对知识产权
服务业的需求分析

依据广东省 2016 年 4 月正式发布的《广

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广东省须完善生物医药等产业的自主研

发体系，加快突破领域核心技术；培育壮大海

洋生物医药新兴产业；加强国内外区域产业合

作。因此，从产业发展的内外动力要素考虑，产

业培育壮大集聚、自主创新研发、产业融资发

展、高端人才引进及培养、国内外区域合作方

面均是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发展的侧重

点，据此，本文就这五大方面分析广东省生物

医药产业对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具体需求。

3.1  产业培育集聚

广东省的生物医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多

是以生产单一品种为主，高水平的企业不多，年

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很少。此外，产业不集

中、要素不集聚制约着产业的发展壮大 [4]。因

此，产业培育壮大集聚是产业发展的重点。

在此过程相对应的知识产权服务业主要涵

盖：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专利申请与诉讼、专

利战略布局等服务，将为产业集聚组建的各企

业在创新技术拓展、研发规模壮大时提供知识

产权保护、构建知识产权组合等帮助。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数据

加工分析、数据库建设等服务，将为企业的技

术进行知识产权生命周期、领域布局、技术关

键点等分析，为产业布局提供决策参考。此外，知

识产权数据库及数据系统可为产业集群中企业

之间的技术交流、合作提供基础。知识产权

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可以为产业集群重企业拓

展上市、并购、重组、清算等活动提供知识产

权保障；知识产权商用化服务：主要为知识

产权的交易、许可、转化、运营，通过发展知

识产权运营类企业、协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的

收储和组合，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集

中管理、集成运用和高增值开发利用，促进产

业集群知识产权产业化基地建设、重点产业专

利联盟及专利池建设等的发展。

3.2  自主研发创新

生物医药的全产业链主要涉及到药物开发

（新药研发）、药物生产、上市前审批、上市

后监管、物流与营销以及品牌运作等环节 [5]。

生物医药产业拥有自主研发创新能力是其发展

的最重要的要素，以自主研发创新带动产业核

心技术提升，进而推动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升

级是发展的核心特点。

产业自主研发创新环节将涉及学术机构、企

业内部及其之间的技术研究、技术交流、合作

研发等环节，在这些过程中，知识产权的获权、保

护等服务的辅助作用尤为重要。相关的知识产

权服务需求包括：知识产权代理服务需求：为

自主技术创新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并辅助企业

明确技术创新方向，发挥知识产权服务业与生

物医药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作用；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帮助企业分析、借鉴、跟进相关前沿

技术，有助于突破研发技术难点，提高研发实

力；知识产权培训服务：帮助企业建立自身

知识产权研究队伍，由于企业内部人员对自身

的研发技术点更加清晰，同时，内部人员沟通

更加及时便捷，通过培训服务提升自身知识产

权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将能更有效地把知识

产权服务嵌入一线研发过程；知识产权商用

化服务：主要为知识产权交易、许可、转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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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等服务，将促进企业技术的引进、吸收、再

创新、转移转化，强化集成创新及创新应用能力。

3.3  投融资机制

鉴于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投入、长周期、高

风险的特征，多数机构对生物医药企业投资十

分谨慎 [6]。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也不例外，企

业同样难以获得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

知识产权担保融资 [7] 是以资产的未来收

益作为债务清偿的资本来源和保障进行的直接

融资方式。相比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考虑作

为担保的标是否具有担保性，这种新融资方式

对发展初期的生物医药企业而言非常重要。通

常，担保性从 3 个方面考虑：担保权利的确定

性、知识产权对产品竞争力的奉献性、担保标

的技术或产品收益性。由此可看出，知识产权

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知识产权服务业在融资

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最主要为知识产权商用

化服务。开展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和价值分析工

作、完善知识产权投融资体系、探索展开专利

保险工作等，将有助于推动金融机构拓展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业务，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为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担保服务，从而解决产业

的融资难题。

3.4  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

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亟需

多学科、多层次人才的参与。知识产权代理、知

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商用化等知识产权服务

将为人才的科技成果保护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同时，协助人才实行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运营，将

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人才收入待遇，为

广东省人才引进、培育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继

而以创新人才带动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3.5  国内外区域合作

目前，广东省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引进、区

域合作强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区域合作中，首

先，对本土生物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展

开合作的前提；其次，强化知识产权运用支撑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将有助于规避生物技术壁

垒，有效规划本土产业技术布局，优化发展模式。

知识产权服务渗透在生物医药产业国内外

区域合作过程的多个环节中，主要包括：知

识产权代理服务，如商标设计注册、专利申请

与 诉 讼、 专 利 战 略 布 局、 海 外 备 案 等；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据此明确本土企业的技术定

位，明晰国内外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壁垒，关注

技术竞争对手；知识产权商用化服务：有助

于有效评估在合作中选择有利的合作伙伴，在

技术交易、许可过程提供法律保障；知识产

权咨询服务：通过提供市场拓展、海外布局、核

心技术转让、标准化、兼并重组等相关的知识

产权咨询服务，强化知识产权预警作用，为政

府招商引资、引进企业等提供决策依据。

4  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现状
分析

根据 2016 年广东省发布的《广东省知识产

权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内容介绍，广东省知

识产权服务体系趋于完善。具体而言，知识产

权服务业发展示范省建设稳步推进，深圳福田

区、佛山市获批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

试验区，广东省建成全球专利信息的专利大数

据服务平台。此外，全国首部商标代理行业的

地方标准《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出台。广东基

本建立起覆盖全省的版权社会服务机构，设立

16 个广东省版权基层工作站和 27 个作品登记代

办机构，建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16 个，知识产

权代理、运营、商用化、法律、咨询等服务机

构队伍不断壮大，专利代办业务水平和服务能

力不断提高。截至到 2015 年，全省专利代理机

构、分支机构及代理人分别达 158 家、164 家、1 
455 人，全省商标代理机构达 4 659 家，居全国

首位。

整体而言，广东省知识产区服务业发展取

得初步成效，基本形成集知识产权代理、检索、转

让、质押、维权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链条。然

而，广东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仍存在如政策扶

持不足、发展规模较小、龙头企业缺乏、发展

不平衡、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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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促进生物
医药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

5.1  宏观推广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知识产权服务业目前仍被政府、企业、社

会认为是从属性服务业，尚未上升至引领知识

产权与科技发展、助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的认

识水平。该行业在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均存在较

严重的认识不足问题，包括广东省生物医药产

业领域。因此，亟待提高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推

广普及力度，强化产业对知识产权服务业的认

识。

5.2  专业人才不足

知识产权服务人才队伍亟待加强，知识产

权服务业属于新兴产业，服务相关的专业人才

培养机构较少，培养力度较弱，吸引人才的途

径、力度不足，更是缺乏骨干人才。此外，专

业的知识产权服务队伍中，对生物医药产业相

关技术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知识、拥有长期技

术跟踪经历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知识

产权服务业在嵌入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链环节

时，提供服务的沟通效率、服务效果将受限于

人才。据此，对专业人才，尤其是双领域专业

人才的引进、培养、发展，对知识产权服务业

助推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3  产业链发展不完整

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优势主要集中在代

理、信息、法律等服务领域，知识产权商用化、咨

询、培训等领域相对较弱，服务内容尚不全面，基

于知识产权服务引领战略发展、科技发展、资

本运作、证券化运作的高端化知识产权服务业

远未发展。其中，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服务产

业环节尤为薄弱，如涉外代理及法律服务、战

略咨询及项目风险预警咨询服务等环节的水平

不足，难以满足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日

益增长的知识产权服务需求。

5.4  知识产权服务与生物医药产业融合度不高

目前，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与管

理服务仍被视为单一的服务活动，其与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融合度不高。由于目前知识产权

服务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与产业链契

合、贴身为产业发展服务的经验，此外，在平

台建设方面有所欠缺，如广东省尚未建设汇集

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应生物医药产业行为

的知识产权服务推介、知识产权与产业服务对

接等功能板块的服务平台，融合度有待提高。

6  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促进生物
医药业发展的建议

6.1  强化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宣传引导

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行业协会的发展，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同时借助新媒体向生

物医药产业链各方普及知识产权服务产业相关

信息，从知识产权服务的内容、服务模式、产

业链助推机制等多个方面，以理论结合成功实

践案例的方式进行多角度宣传，提高生物医药

产业链各方对知识产权服务业重要性及操作性

的认知。

6.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一方面，开展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的职

业培训工作，通过建立从业培训体系、参加职

业培训、会议交流等形式，有规划地不断提高

知识产权服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支

持知识产权服务业多形式、多渠道引进人才。

另一方面，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模块划分，不

同模块由专人进行长期的专业技术跟踪，并持

续进行生物医药产业相关专业知识的深入学

习，逐步培养双领域专业人才。

6.3  推进服务平台建设

“ 互联网 +” 给众多产业带来新的契机，知

识产权服务业也不例外，推进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建设将提高知识产权服务业的产业渗透性。整合

知识产权服务业自身产业资源，依托先进互联网

技术，建设 “ 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该平

台汇集省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信息、生物医药产

业的知识产权服务推介、知识产权与产业服务对

接等功能，在知识产权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过

程中使服务流程化、精细化、科学化，同时提高

服务与产业的融合度及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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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目前，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建设成效显

著，在该产业体系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对知识产

权服务业具有广泛的需求。然而，在知识产权

服务业助推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仍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分析结果，强化

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宣传引导、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推进服务平台建设，对创新知识产权服务

业推进广东生物医药产业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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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用技术研发带来知识管理的“东”风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东软集团知识管理专家 
             陈雪玲女士

◎ 采编：杜杏叶  刘远颖  王铮

陈雪玲女士简介：

资深知识管理专家，负责东软知识管理体系建设与推广工作，曾主持实施过公

司知识管理社区建立、职位能力体系建设等重大项目，期间，公司曾获得过亚洲最

受尊敬的知识型企业（MAKE）奖项。在知识管理、员工能力发展、软件工程方法

等多个领域有深厚实践积累。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杜杏叶、刘远颖

文字整理：王铮

受访者：东软集团知识管理专家陈雪玲

采访时间：2017 年 4 月 7 日

采访地点：东软集团沈阳总部

引用格式：用技术研发带来知识管理的“东”风——《知识管理论坛》专访东软集团知识管理专家陈

雪玲女士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4): 353-357[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54/.

 1  带有技术与创新基因的东软知识
管理业务

KMF：陈女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们知道东软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软件公司，也

是国际软件市场上具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在

2012 年东软还获得了亚洲最受尊敬知识型企业

大奖（MAKE）殊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软

在知识管理方面的积淀和实力。您首先能否为

我们介绍一下东软集团整体的情况？

陈雪玲：好的。东软集团是 1991 年成立的。

公司董事长兼 CEO 刘积仁老师是中国培养的第

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并且早年在美国留

学。东软来自于东北大学，最初是由刘积仁老

师与另外两位青年教师以 3 万元科研经费、3 台

计算机创建的一个计算机网络工程研究室。所

以东软始终带着大学的基因，和学术的关系也

比较密切。

东软从东北大学一间半教室里起步，已经

陈雪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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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了 26 年的发展历程。公司在持续保持行业

解决方案、智能互联产品与平台产品的领先地

位的同时，积极布局产业互联网和社会化互联

网领域的云与数据服务，成为全球领先的以知

识资产（IP）驱动业务增长的软件公司是我们

的目标。

KMF：从您的介绍中我们发现东软和学术研

究、大学教育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
陈雪玲：是的，我们在中国先后创办了三

所东软信息学院，分别在辽宁大连、广东南海

和四川成都，目前在校学生 36 700 余名。我们

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培养应用型 IT 人才的教育生

态系统。在大连，我们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研发

基地 —— 河口园区，而且依山傍海，上班时会

有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的感觉。

KMF：这种工作环境很令人羡慕，林立的大学、技

术学院与软件园区，让人觉得东软也带有产学

研集成化的创新基因。

 2  基于研发体系的知识管理受到
“MAKE 奖 ” 青睐

KMF：东软在 2012年获得了知识管理界 “MAKE

大奖 ”，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获奖心得？
陈雪玲：当 Teleos（一家独立的知识管理

与智力资本研究公司，负责管理 “ 最受尊敬的

知识型组织 ”(MAKE) 计划）第一时间告知我们

获奖时，确实有些意外，毕竟这是国际知识管

理领域最重量级的荣誉，当然，在荣誉的背后，这

也是对东软多年知识管理实践的最大肯定。

我们曾经对 MAKE 奖项做过系统而细致的

调研，以此识别我们既有知识管理工作的改进

点。根据与 MAKE 评估框架的 8 个评估域，上

百个评估项认真的比对分析，我们逐一进行讨

论确认，识别哪些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应该

怎么做，对应哪些部门落实。

在获奖之后，东软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国内

知识管理界的会议和论坛，也使我们有机会逐

渐在媒体与公众面前来分享东软的知识管理实

践。在此过程中，参会的一些国内外组织对我

们的知识管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东软还

曾应邀在伊朗的 MAKE 颁奖典礼上进行分享。

KMF：这其中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分享吗？
陈 雪 玲： 我 认 为 相 较 于 其 他 组 织， 对 于

东软这样的软件企业，我们的核心业务和运作

流程是围绕软件研发与交付来开展的。所以知

识管理并不仅仅属于企业业务流程中的某个环

节，而是贯穿始终，对于整个组织的业务运作

来说，知识管理就是一种平台与支撑，因此他

是至关重要的，也很具挑战性。

在这一点上，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始终高瞻

远瞩，东软很早就设立了首席知识官（CKO）职

位，东软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首席知识

官张霞博士是东软知识管理工作的领导者，她

不仅是东软技术发展战略（NeuSA™）的制定

者，更直接领导并参与了历年公司围绕核心战

略所展开的各项关键知识管理实践活动的执行。

东软知识管理实践至今已开展 15 个年头，正是

这些日积月累的工作成果使我们收获了现在的

赞誉。 

 3  技术与战略导向的知识管理岗位
与业务设置

KMF：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东软知识管理

业务中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陈雪玲：目前我所在的部门叫技术发展

部，是公司层面核心的技术管理部门。作为公

司技术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推动者，我们的主要

工作职责包括：围绕组织级技术发展战略，推

动公司整体技术能力提升与知识资产复用，促

进公司业务的创新发展；为组织各业务单元提

供深度技术支持，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保障公

司业务的高效运营。知识管理是技术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工作

内容涵盖公司内部知识管理体系的规划建设实

施，并为各业务单元知识管理规划建设提供咨

询与支持；公司对外知识管理品牌与影响力的

打造与提升，以及公司知识管理业务相关项目

的咨询与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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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知识管理辐射和对接业务群

KMF：从您的介绍中，我们发现东软的知识管

理业务属于核心的技术发展部门，这就相当于

企业的神经中枢。那么我们知识管理是如何将

有效的知识和信息传导到各个神经末梢 —— 即

各个业务一线那里呢？
陈雪玲：您的形容非常贴切，我们这个部

门从定位上的确是组织的技术与研发体系的 “ 神

经中枢 ”。在东软，为保证我们围绕核心技术

发展战略所开展的一系列知识管理活动在公司

范围内各个层面的切实执行与有效落实，我们

建立了由公司与各业务单元组成的多级知识管

理组织，以及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以及系统化

的战略规划与执行机制，称之为 TCOE 计划， 
TCOE 是英文 Technical Community of Excellence
的缩写，中文的意义是 “ 卓越的技术团队 ”，包

含了东软实施知识管理的一整套的方案，包括

相应的组织体系、运作模型和区别考评机制。

而我们作为 TCOE 计划的组织与推动者，就是

这样将组织技术发展的智慧与知识从 “ 神经中

枢 ” 源源不断地传导到组织的各个 “ 神经末梢 ”。

 5  知识管理工作的收获、挑战与困难

KMF：您是否可以从个人角度谈一谈您加入

这只队伍的经历，以及在知识管理工作中的收

获、挑战和困难呢？
陈雪玲：我本人是学计算机出身，毕业后

就加入东软，从事研发工作，也做过几年 IT 培

训与实训工作，后来机缘巧合进入了知识管理

领域。

说到收获，我想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完成了

从一名做技术研发的软件工程师到目前的技术

管理岗位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关键

的改变就是工作视角的改变 —— 从技术视角切

换到管理视角，从项目的视角到组织的视角。

说到困难与挑战，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

如何将知识管理和公司的业务更好地融合，更

好地为公司的业务运作提供服务。这也是多年

来企业知识管理领域共识的难题之一。

KMF：那么对于软件公司来说，如何实现知识

管理和业务的融合呢？在我们的理解中，软件

开发是一项知识密集型工作，也很能够体现出

知识创新的特征。软件开发者既要重视代码的

复用，减少重复劳动，又要研发新的功能和解

决方案，这其实对软件业的知识管理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也为知识管理提供了用武之地。您

能否结合具体实践，谈一下知识管理在软件业

研发、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陈雪玲：知识管理最终是要帮助企业获得

更高的绩效，只有将知识管理工作深入到那些

在企业中能够为我们带来价值的节点上，才能

够为企业带来收益，简而言之，知识管理要和

一个企业的价值链融合。那么对于一家软件公

司来说，我们的价值链其实就是我们的软件生

命周期，通过对市场、客户、技术等的深度洞

察与分析，确定我们要做什么（也就是软件产

品的价值主张），紧接着进行需求分析、设计、开

发、测试、部署、运维等。在这些环节中，涉

及到哪些角色，这些角色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

力和知识，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产生了

什么有价值的知识与资产等，这些都是我们从

知识管理维度需要去深入分析与挖掘的。接下

来，我们将获取到的这些知识资产通过有效的

机制与工具进行分享与传播，让他们在企业中

“ 流动 ” 起来，使更多的人获得能够并应用这些

知识，最终提升他们的研发与生产效率，从而

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利润与价值。这其实也就

是野中郁次郎先生的 “SECI” 模型的本质。

 6  软件业的知识管理

KMF：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企业在软件与程序开

发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重复开发或资源浪费的

情况，比如说一段代码得不到有效的共享和复

用，明明知道已经有人开发过，但是却找不到

是谁开发的，也找不到已有的成果，只能重复

开发。这是很多程序员所苦恼的事情。知识管

理应该如何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呢？
陈雪玲：复用是软件行业知识管理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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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在云和 SaaS 服务还

没有出现的那个时代，我们讲卖软件，卖产品，更

多时候是指卖拷贝，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复用最

早期的狭义的理解。

软件复用是可以分为多个层面的，小到一

段代码、一篇文章、一个报表、一个组件的复

用，大到一种技术、一个工具、一个方法、一

种架构、一个服务的复用，甚至资产解决方案、产

品、平台的复用，都会为我们的企业带来不可

小觑的价值与收益。在这里，知识管理要做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资产是可以复用的，推

动这些可复用资产的形成，并通过机制和平台

让这些资产得到最大范围的有效传播、应用与

增值。

 7  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的知识管理转型

KMF：我们了解到，东软为实现开放式与协

作式创新，提出了 “ 解决方案高效性实施框

架 ”(Framework for Solution Effectiveness)，也就

是 NeuSA™，其中 5 个实践领域分别包括了产

品与技术、过程方法与工具、能力发展、知识

管理、卓越中心。我们看到知识管理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您能否为我们讲解一下知识管理在

东软开放与协作式创新中的定位和作用？
陈 雪 玲： 是 的， 在 2008 年 公 司 发 布 的

NeuSA™1.0 框架中，知识管理作为其中的一

个实践域，是东软开放与协作式创新实践的重

要组成部分。后来，随着工作的开展以及对知

识管理的理解和认知的不断提升，我们认为

知识管理有着更大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把 “ 知

识管理 ” 域更名为 “ 协作与分享 ” 域，而将原

NeuSA™ 作 为 公 司 知 识 管 理 的 行 动 框 架， 同

时也是东软知识管理战略的核心。由此，知

识管理在东软的定位与价值可见一斑。近期

NeuSA™2.0 也即将发布，升级后的 NeuSA™ 被

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作为东软 “ 价值导向、资

产驱动 ” 的产品创新与知识管理体系，将继续

引领和支撑东软的开放式创新与转型战略，继

续推动东软业务持续成长。

 8  大数据驱动的知识管理

KMF：我们还想听听您对大数据的认识。我们

看到 10 年前，很多企业都在讲 “ 知识 ” 和 “ 知

识管理 ”，而近些年，企业都在讲 “ 大数据 ”，东

软也开始有面向大数据的业务布局和商业模式

设计。您怎样看知识管理与大数据的关系，知

识管理应该怎样呼应与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

要？
陈雪玲：是的，东软面向大数据的技术与

业务布局启动比较早，目前我们不仅拥有聚焦

大数据智能战略的 SaCa RealRec 数据科学平

台、SaCa DeepCogni 知识服务平台，还有将大

数据高级分析技术与业务数据与领域知识深度

融合的 RealSight（睿见）大数据高级分析应用

平台产品。基于这些大数据平台与产品，我们

能够帮助客户创新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挖掘

大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并且在丰富的行业数

据分析模型及机器学习技术支撑下，让数据转

化为可以指导企业数据化运营的知识资产。

目 前 公 司 的 Ohwyaa 知 识 社 区 就 是 基 于

SaCa RealRec 数 据 科 学 平 台、SaCa DeepCogni
知识服务平台和 RealSight 大数据高级分析应用

平台所打造的。在我们的社区中，每个员工的

履历档案（包括员工的部门、职位、知识、技能、职

业经历、项目经历、教育经历、培训经历、专

利、声誉等信息）都是社区 “ 大数据 ” 的一部

分，在这些履历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员工在社

区中日常的发文、点赞、收藏、评论等行为，依

靠我们大数据平台与产品的组合，实现自然语

言的理解与处理、用户行为与画像的分析、大

数据挖掘与深度学习，从而准确地识别出员工

的个人兴趣、技能及擅长领域。基于这些分析，社

区向员工自动推荐一系列他可能感兴趣的社区

话题，那些关注相同话题的员工可能是志趣相

投的，或是具备相似技能的，或是相关工作领

域的人，在话题中，他们可以无障碍地分享、交

流、互动，在社区中通过话题被聚合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社区能够准确地识别出员工的

个人兴趣、技能及擅长领域，这就好似在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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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强大完备的员工能力数据库，能够帮

助我们的 CKO、部门管理者们解决 “ 项目所需

技能同个人技能匹配 ” 的问题，并挑选技能、兴

趣与企业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员工，利用学习与发

展工具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及培养。

对于员工来说，社区也可以将某领域能力

较强的员工推荐给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员工，促

进知识在他们之间的传播和共享，以更加高效

的方式将员工间的需求进行对接，帮助员工间

实现更好的经验交流与工作互助。

可以说，对大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有效促进

了知识在社区中的流动。

 9  让鲜活的知识流动起来

KMF：这其实就是让有用的知识从个人的头脑

中扩散到整个团队，让知识流动起来。
陈雪玲：是的，这也正是野中郁次郎先生

的 SECI 模型所表达的，在前面也提到过。如何

把个人的知识变成团队的知识、组织的知识，把

外在的知识转变为内在的能力，这些都是企业

知识管理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 Ohwyaa 知识社区，我们还有一些更

为经典和普适的方法来让知识流动起来，比

如说 COP（实践社区）。10 年前大家就在谈

COP，现在依然不过时，它决定了组织各方面

的知识能不能在企业中很好地流动。COP 不仅

仅是依靠建立一个 IT 平台，还要靠线下的机制

去推动。比如我们的 TCOE 计划，就是通过自

上而下的方式去推动公司整体 TCOE 的运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一系列虚拟能力

中心，比如人工智能能力中心、UCD 用户体验

能力中心等，这些中心由不同部门有着相似职

能或技能的员工组成，他们在一起协作交流，共

同提升能力，一般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交流，采

集最佳实践，在公司内宣传和推广。

另外，除了企业内部，还有一个获取知识

的渠道就是合作伙伴，我们会定期邀请外部的合

作伙伴、厂商来交流一些新的技术、方法、产品等。 

10  知识管理的未来趋势

KMF：我们刚才主要谈了东软自己的知识管

理，而东软作为 IT 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也接触

和把握了大量企业的需求，那么面向企业和行

业发展的整体态势，您能否谈一下对于企业知

识管理未来发展整体趋势的认识？
陈雪玲：首先，我认为应该持续地推动实

践社区 COP，这是企业知识管理的源头。

第二，就是对新技术的关注，知识管理从

企业运作角度看更像一个服务，我们需要借助

新的技术手段来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也能让

知识管理更有效、更有趣。比如：现在有的企

业推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问答机器人，那

么我们原来做的知识库与案例库，如果引入了

这样的问答机器人，是不是能让我们的知识在

组织里更灵活、更有效，更快速地传播与应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更多地去关注

客户，关注客户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在 MAKE
的评选框架中也有相关维度的要求。

企业知识管理是一个生态，我们的员工（包

括专家）、管理者、客户、合作伙伴都是这个

生态中的一环，知识在其中持续流转，并不断

提供给我们养分，让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健康，越

来越壮大，这是我们所共同希望的知识管理的

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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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China MAKE 大奖获奖名单公布

被誉为知识管理界“奥斯卡”的 MAKE（最受尊敬的知识型组织）大奖，是目前国际知识管理领域的最高

荣誉，旨在表彰知识型组织在知识管理方面的卓越成就。

今年 China MAKE 大奖获奖者都是各自行业龙头企业，包括快递行业领军企业：顺丰、建筑设计知名品牌：北

京市建筑设计院，水务环保领先企业：首创股份，全球顶尖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彰显出大奖已从教育、汽车、地

产、金融、快消、制造、综合集团等领域向更多行业渗透，知识管理的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及推动。

实施“知识管理项目三年项目计划”，构建了资产化、场景化与智能化的

基础能力 ; 一体化学习平台，通过“PC+APP”双通道入口，推进线上学习 + 线

下培训交付等管理，并将学习管理、激励、分析、推荐，运用于互联网产品设计

中，从而加快员工学习知识效率，提高员工技能。定期梳理营运主流程知识点，形

成营运流程库、编制重点业务知识地图，让最新业务流程快速分享，便于员工掌

握学习，支持业务发展。 

BIAD 注重建立和维护知识分享的氛围与不断学习的企业文化，以促进对知

识员工的培养。通过构建分类知识库，将内部知识资源、外部知识资源根据员工应

用的需求分别实施管理，同时建立分享鼓励机制，力图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平台除

了发布公司权威性共享知识外，还注重鼓励和引导部门和员工主动分享自身获得的

其他相关知识；而数字图书馆，除管理公司图书馆馆藏图书外，还定向采集国内外

最新行业动态，服务设计一线。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水务环保事业领军企业，在以往部门级知识

管理“上下互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左右互动”、“内外互动”，实现跨部

门、跨层级、跨行业的知识协同：基于业务场景，构建了“以工作为导向的专业

知识 - 协同知识”模型，并将知识管理系统融入 OA 系统，实现“知识协同—流

程协同”一体化，助力公司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级环境综合服务企业。

安永知识管理中心每年推动系统的“国内知识认知与管理计划”，通过以

下四个方面最大程度实现知识分享：人员 - 建立专业知识管理人员团队，以保证

知识管理的顺利进行；内容 - 识别出有价值的可分享的知识内容，并进行知识共

享；流程 - 建立知识共享流程，协助员工个人的知识共享及知识再利用；科技 -

创新使用新的科技， 例如云存储、协作平台等，给予员工知识分享的硬件平台。

在过去六届的评选中，已有近 30 家企业获得了中国内地大奖，其中有一些佼佼者更是冲出国门，获得亚洲

区，甚至是全球 MAKE 的殊荣。这些企业通过参评 MAKE 奖，彼此分享交流，深入了解和学习标杆企业的经验；同

时也通过对标国际标准，寻找最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知识管理之路，这就是 MAKE 的最大魅力所在。

获得此次 China MAKE 卓越大奖的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首创股

份有限公司，将作为中国内地机构代表征战亚洲 MAKE 和全球 MAKE 大奖，祝愿三家机构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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