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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

及，移动APP得到快速发展。实践显示，数量、类

型众多且功能各异的移动 APP 迅速渗透到衣食

住行各个方面，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1]。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指出，2016年，45.3%
的中国手机网民人均单设备应用安装量在 20 个

到 49 个的区间内 [2]。已有研究认为，人格特质

影响用户对移动 APP 的使用 [3]。那么，不同类

【学术探索】

人格特质对不同类型移动APP采纳的
影响研究
◎甘春梅 1  张春福 1  梁栩彬 2

1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2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探讨人格特质对拍摄美化类 APP、游戏类 APP、购物类 APP 和视频类

APP 采纳和使用时间的影响，该研究有助于深入揭示移动 APP 使用的内在机理。[ 方法 / 过程 ] 通过问卷

调查搜集 520 份有效问卷，使用方差分析及相关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显示，宜人

性与拍摄美化类 APP 采纳存在正相关关系；尽责性与游戏类 APP 采纳存在负相关关系；外倾性与购物类

APP、视频类 APP、拍摄美化类 APP 采纳均存在正相关关系；神经质与购物类 APP、视频类 APP 采纳存

在负相关关系；宜人性与视频类 APP 使用时间正相关；尽责性与游戏类 APP 使用时间负相关；外倾性与

视频类 APP 使用时间、拍摄美化类 APP 使用时间正相关；神经质与视频类 APP 使用时间负相关。

关键词：人格特质  大五模型  移动 APP   用户采纳

分类号：F719  TP311

引用格式：甘春梅 , 张春福 , 梁栩彬 . 人格特质对不同类型移动 APP 采纳的影响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6): 457-463[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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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人格特质对不同类型的移动 APP 使用产生

什么样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将有助于深

入揭示移动 APP 使用的内在机理。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人格特质与移动 APP
使 用 的 关 系。 如 D. J. Hughes 等 针 对 300 名

Facebook 和 Twitter 用户的调研发现神经质与

Facebook 的使用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经验开放

性与Twitter的社交使用正相关 [3]。W. K. Tan和C. 
Y. Yang 认为一个应用越易用、流行，使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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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用户的人格对其使用水平的影响就越小 [4]。

C. Mori 等提出外倾型与游戏类 APP 的使用存

在正相关关系，神经质与旅行类 APP 使用正相

关 [5]。R. Xu 等提出尽责性越高的个体越不可能

采纳音乐类 APP、拍摄类 APP；宜人性越低者

更可能采纳个性化 APP[6]。综上，虽然已有研究

探讨过人格特质对移动 APP 使用的影响，但大

部分研究仅仅关注某一类型的移动 APP，较少

关注人格特质对用户使用不同类型移动 APP 可

能产生的不同影响。考虑到移动 APP 的类型繁

多，有必要揭示人格特质对不同类型移动 APP
使用的差异。

基于此，以大五人格特质模型作为理论

基础，本研究选取国内使用较多的 4 类移动

APP，即拍摄美化类 APP（如 Faceu）、游戏类

APP（如王者荣耀）、购物类 APP（如淘宝）和

视频类 APP（如爱奇艺），探讨人格特质与用

户使用不同类型移动 APP 之间的关系，期望深

入阐释人格特质与移动 APP 使用行为的内在机

理。

2  理论基础

大五人格特质模型被广泛用于解释个体

的人格特质。大五人格特质模型提出 5 种人

格特质，即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

（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神

经质（neuroticism）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7]。其中，“外倾性评估人际间互

动的数量和强度、活动水平、需求刺激程度和

快乐的容量；宜人性考察个体在思想、情感和

行为等方面在同情至敌对这一连续体上的人际

取向的性质；尽责性评估个体在目标取向行为

上的组织性、持久性和动力性的程度 ；神经质

评估情感的调节和情绪的不稳定性；开放性评

估对经验本身的积极寻求和欣赏及对陌生情境

的容忍和探索”[8]。5种人格特质的表现特征为：高

外倾性个体好交际、开朗、活跃、健谈 [6]，低

外倾性个体往往内向、怯生、不善社交 [9]；高

宜人性个体信任他人、有同情心、善于合作，低

宜人性个体则玩世不恭、冷酷无情、具有攻击

性 [10]；高尽责性个体注重细节、高效、负责、高

度组织化、有自制力 [11]，低尽责性个体倾向于

不负责任、不可靠和粗心大意 [12]；高神经质个

体是焦虑、敏感和紧张的，而低神经质则情绪

稳定，不会对生活状况有消极反应 [6]；高经验

开放性个体有丰富的想象力、充满好奇、情感

丰富，很乐意尝试新事物，低经验开放性个体

喜欢稳定 [13]，保守、缺乏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创

造力 [12]。

大五人格特质模型已被广泛用于解释信息

系统用户行为。T. Ryan 和 S. Xenos 发现高外

倾性个体更可能成为 Facebook 的用户，外倾型

与 Facebook 中的留言、评论等行为均相关 [14]。

T. C. Marshall 等认为高经验开放性个体更可能

使用 Facebook 获取信息 [15]。K. Moore 和 J. C. 
Mcelroy 提出尽责性越高的 Facebook 用户发布

的帖子数越少 [16]。基于此，本研究拟以大五人

格特质模型为基础，探讨大五人格特质模型对 4
类移动 APP 采纳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问卷分为三部分：①收集调查对

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科和教育

背景；②统计各类 APP 的采纳情况；③测量

调查对象的人格特质。为得出调查对象对各类

移动 APP 的采纳情况，问卷对各类 APP 分别

设置两个问题，以游戏类 APP 为例，设置问

题为“您是否使用游戏类 APP”和“平均每天

使用游戏类 APP 多长时间”。调查对象人格

特质的测量采用 O. P. John 和 S. Srivastava 的

大五人格量表（BFI）[17]，BFI 包含 44 个问题，分

别对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和经验

开放性进行测量。每个问题都是用一个陈述

句表达，被调查者选择 1（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中的一个数字来表示某个陈述符

合自己的程度 。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进行两

个阶段的预测试，并根据相关研究学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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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样本预测试的反馈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完

善，形成正式问卷。

3.2  数据搜集

本研究以中山大学的学生为调研对象。通

过两种方式发放问卷：一是在学校图书馆、教

学楼发放纸质问卷；二是采用问卷星平台，利

用人际关系网络发放电子问卷。共回收 612
份问卷，剔除 92 份无效问卷（如填答不完

整、只填写单一极端选项、填写具有明显规律

性等），最终得到 520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

率为 85%。表 1 为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

征信息。

表 1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基本信息 题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231 44.4

女 289 55.6

年龄

小于 18 岁 11 2.1

18-22 436 83.8

23-25 63 12.1

26-28 6 1.2

28 岁及以上 4 0.8

学科

文科 244 46.9

理科 107 20.6

工科 105 20.2

医科 64 12.3

教育背景

专科 26 5.0

本科 465 89.4

硕士 25 4.8

博士及以上 4 0.8

4  数据分析

4.1  信效度分析

使用 SPSS18.0 进行数据分析。Cronbach’s 
Alpha 被用于衡量问卷信度，本研究问卷阈值为

0.7[18]，研究的初期阶段 Cronbach’s Alpha 值高

于 0.5 即可 [19]。表 2 展示了大五人格各维度的

描述统计值和 Cronbach’s Alpha 值，除宜人性的

Cronbach’s Alpha 值（0.681）略低于 0.7 外，其

余 4 个维度均高于 0.7，量表的整体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738，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本研

究量表的 KMO 测度为 0.885，表明量表的结构

效度较好 [20] 。

表 2  描述统计和 Cronbach’s Alpha 系数

人格特质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a

外倾性（E） 3.16 0.610 0.780

宜人性（A） 3.66 0.473 0.681

尽责性（C） 3.22 0.556 0.779

神经质（N） 3.00 0.575 0.723

经验开放性（O） 3.40 0.522 0.777

4.2  方差分析

使用方差分析对 4 类移动 APP 的采纳行为

进行分析。将样本分为“采纳者”和“非采纳者”两

个子样本，对比两组样本在 5 个人格维度的均

值并检验其显著性。结果如表 3 所示。对于视

频类 APP，外倾性与视频类 APP 采纳正相关

[F=11.712，P<0.01]，神经质与视频类 APP 采纳

负相关 [F=6.377，P<0.05]，宜人性、尽责性、经

验开放性和视频类APP采纳不存在显著关系；对

于拍摄美化类 APP，宜人性、外倾性均与拍摄

美化类 APP 采纳正相关 [F=4.211，P<0.05]、[F
=10.977，P<0.01]，尽责性、神经质、经验开放

性与拍摄美化类 APP 采纳不存在显著关系；对

于购物类 APP, 外倾性与购物类 APP 采纳正相关

[F=6.122，P<0.05]，神经质与购物类 APP 负相

关 [F=7.016，P<0.01]，宜人性、尽责性、经验

开放性与购物类 APP 采纳不存在显著关系；对

于游戏类 APP，尽责性与游戏类 APP 采纳负相

关 [F=10.511，P<0.01]，宜人性、外倾性、神经

质、经验开放性与游戏类 APP 采纳不存在显著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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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格特质与 APP 采纳

APP 类别 人格特质
采纳者 不采纳者

F P 结果
频数 均值（标准差） 频数 均值（标准差）

视频类

宜人性（A） 429 3.68(0.47) 91 3.58(0.48) 3.533 0.061 不成立

尽责性（C） 429 3.24(0.53) 91 3.17(0.65) 0.934 0.334 不成立

外倾性（E） 429 3.20(0.60) 91 2.96(0.62) 11.712 0.001(**) 成立

神经质（N） 429 2.97(0.56) 91 3.14(0.65) 6.377 0.012(*) 成立

经验开放性（O） 429 3.39(0.52) 91 3.45(0.51) 0.920 0.338 不成立

拍摄美化类

宜人性（A） 228 3.71(0.48) 292 3.62(0.47) 4.211 0.041(*) 成立

尽责性（C） 228 3.23(0.59) 292 3.22(0.51) 0.073 0.788 不成立

外倾性（E） 228 3.26(0.57) 292 3.08(0.63) 10.977 0.001(**) 成立

神经质（N） 228 3.01(0.54) 292 2.99(0.60) 0.083 0.774 不成立

经验开放性（O） 228 3.39(0.52) 292 3.40(0.52) 0.032 0.858 不成立

购物类

宜人性（A） 434 3.68(0.46) 86 3.58(0.53) 3.278 0.071 不成立

尽责性（C） 434 3.22(0.53) 86 3.24(0.63) 0.049 0.825 不成立

外倾性（E） 434 3.19(0.60) 86 3.01(0.63) 6.122 0.014(*) 成立

神经质（N） 434 2.97(0.57) 86 3.15(0.59) 7.106 0.008(**) 成立

经验开放性（O） 434 3.40(0.52) 86 3.39(0.55) 0.165 0.684 不成立

游戏类

宜人性（A） 264 3.66(0.48) 256 3.66(0.47) 0.005 0.943 不成立

尽责性（C） 264 3.15(0.54) 256 3.30(0.56) 10.511 0.001(**) 成立

外倾性（E） 264 3.16(0.62) 256 3.16(0.59) 0.001 0.974 不成立

神经质（N） 264 3.02(0.56) 256 2.98(0.58) 0.606 0.437 不成立

经验开放性（O） 264 3.38(0.52) 256 3.42(0.53) 0.695 0.405 不成立

注：*<0.05,**<0.01,***<0.001

4.3  人格特质与 4 类移动 APP 使用时间的相关

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人格特质对 APP 使用时间

的影响，进行人格特质和 4 类 APP 使用时间

的相关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宜人性

与视频类 APP 使用时间正相关，尽责性与游

戏类 APP 使用时间负相关，外倾性与视频类

APP 使用时间、拍摄美化类 APP 使用时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神经质与视频类 APP 使用时

间负相关。

表 4  人格特质与 APP 使用时间的相关性分析

人格特质 宜人性（A） 尽责性（C） 外倾性（E） 神经质（N） 经验开放性（O）

视频类 APP 0.112* 0.019 0.120** -0.113* -0.016

拍摄美化类 APP 0.076 -0.010 0.164** 0.004 0.034

购物类 APP 0.036 -0.059 0.077 -0.033 -0.027

游戏类 APP -0.034 -0.157** -0.004 0.016 -0.050

注：*<0.05,**<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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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5.1  结果讨论 
本研究尝试将大五模型运用到移动 APP

采纳的研究中，探讨人格特质对不同类型移动

APP 采纳及使用时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

格特质影响不同类型移动 APP 的采纳和使用

时间。

研究发现，宜人性与拍摄美化类 APP 采纳

正相关，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 S. Devaraj 等 [13]

和 C. Srisawatsakul 等 [21] 的发现。换句话说，高

宜人性个体更可能使用拍摄美化类 APP。S. 
Devaraj 等研究发现宜人性与技术接纳、感知有

用性存在正相关关系 [13]，拍摄美化类 APP 如

Faceu，具有拍摄照片、美颜、特效滤镜、实时

在人脸叠加动态贴画等功能，宜人性越高的个

体越可能感知到这些功能的有用性，进而使用

Faceu。
尽责性与游戏类 APP 采纳存在负相关关

系，这一结论进一步证实了 C. Mori 等的研究结

果 [5]。较之休闲，高尽责性个体更倾向于把时

间花在工作上 [22]。相关研究也发现，尽责性人

格特质与电子游戏上瘾负相关 [23]。尽责性越高

的个体自控能力越强且对工作、学习越负责，他

们倾向于回避可能影响其正常工作的设备 [24]。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王者荣耀用

户日均使用时长均值为 47.2 分钟 [25]，这可能会

占用高尽责性个体学习、工作的时间，分散其

注意力，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不使用王者荣

耀。

外 倾 性 与 视 频 类 APP、 拍 摄 美 化 类

APP、购物类 APP 采纳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

外倾性得分越高的个体越可能采纳视频类

APP、拍摄美化类 APP、购物类 APP。这一结

论进一步验证了R. Goldsmith[26]、T. Amiel和S. L. 
Sargent[27] 的发现。已有研究表明，社交活跃和

外倾性消费者更倾向于在线购物 [28]；R. Goldsmith
提出外倾性与购物存在正相关关系 [26]，淘宝支持

用户之间分享购物经验、讨论穿搭等，这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高外倾性个体的社交需求。T. 

Amiel 和 S. L. Sargent 认为外倾性得分高的人更

喜欢娱乐性网络服务 [27]，Faceu 可以拍摄个性化

照片、录制搞笑视频等并支持分享到微信等社

交媒体，从而满足高外倾性个体的社交需求和

娱乐需求；通过使用爱奇艺，用户可以观看丰

富多元的视频，这可在一定程度满足高外倾性

个体的娱乐需求。

神经质与视频类 APP 采纳、购物类 APP
采纳均负相关，即神经质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倾

向于不采纳视频类 APP、购物类 APP，这进一

步证实了 T. L. Tuten 和 M. Bosnjak 的发现 [29]。

高宜人性个体固有的不信任会影响其对新技术

和服务的使用 [6]，在使用购物类 APP、视频类

APP 时会涉及到个人信息（如注册账号等），而

高神经质个体敏感、多虑，这可能会影响其对

购物类 APP、视频类 APP 的采纳。

经验开放性与 4 类移动 APP 的采纳均不存

在显著关系，这一结果与 R. Xu 等的研究结果相

类似，R. Xu 等研究人格特质对社交类 APP、财

经类 APP 等 7 种不同类型 APP 采纳的影响，发

现经验开放性对这 7 类 APP 的采纳均不存在影

响，但经验开放性可能对新款 APP 的采纳存在

显著影响 [6]。本研究中的拍摄美化类 APP、游

戏类 APP、购物类 APP 和视频类 APP 均是当下

较为流行的 4 类移动 APP，这可能影响经验开

放性人格特质对其采纳的影响程度。

本研究还发现，高宜人性个体每天使用视

频类 APP 的时间越长，尽责性得分越高者每天

使用游戏类 APP 的时间越短，外倾性得分越高

者每天使用视频类 APP、拍摄美化类 APP 的

时间越长，神经质越高的个体每天使用视频类

APP 的时间越短。

5.2  研究意义和不足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上：①本研究尝试将人格特质运

用到移动 APP 采纳的研究中，经过实证研究得

出人格特质对特定类型 APP 采纳存在影响，即

进一步证实人格特质可用于研究人们对不同类

型移动 APP 的采纳，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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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用户使用行为的研究。②国内少有研究从

人格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移动 APP 的采纳，而

本研究基于大五人格模型实证了人格特质对不

同类型 APP 采纳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关于人

格与移动技术使用的研究，为国内学者提供研

究思路。

（2）实践上，本研究可以为 APP 开发商

提供借鉴，即根据人格特质对不同类型 APP 的

采纳倾向和人格特质与APP使用时间的关系，进

一步优化 APP 开发，提升用户忠诚度和使用粘

性，在激烈的移动应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例如，通过获取用户的人格特质信息，针

对性地为其推荐特定类型的 APP，以便提高营

销精准度和用户满意度，进而增强用户的使用

粘性。

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①采

用便利抽样收集数据，仅将大学生作为调查对

象，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广泛适用性。②通

过问卷调查获得用户关于 APP 采纳情况及人格

特质的主观评价数据，可能存在数据不精准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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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人文研究多以项目的形式开展。项目

是把设计、管理、探讨与协作等工作流程纳入的、

学术研究的方式与表现形态之一 [1]。项目开展

通常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团队成员利用自

身的多种技能，将所调查的研究问题概念化，

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实现路径。数字人文项目

的复杂性和规模要求教育机构内外多领域人员

的参与，包括专业协会、公共文化机构、企业

以及各学科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不断重

复多维度的合作、试验和生产工作。 
基于数字人文项目合作的特点，本文的问

【学术探索】

数字人文项目合作平台分析
      ——以 DHCOMMONS为例

◎肖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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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数字人文项目合作平台的分析有助于了解数字人文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现

状。[方法 /过程]以数字人文项目在线合作平台 DHCOMMONS 为例，从资助机构、学科领域、隶属机构、

合作类型与合作者类型等方面对该平台进行分析，了解数字人文领域在项目合作方面的基本情况，提出我

国开发类似平台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结果 / 结论 ] 从该平台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数字人文项目隶

属于多个机构，受到不同组织的资助，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运营，图书馆及馆员在数

字人文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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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意识在于，哪些类型的机构参与项目的运行？

这些机构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

用？哪些人员参与到项目中并以怎样的方式开

展合作？为此，本文以 DHCOMMON 已经完成

和正在实施的 784 个项目作为调查样本，了解

项目运行与协作的机制，为我国未来发展类似

的数字人文项目合作平台提供借鉴意义。

2  样本来源
DHCOMMONS 是一个把发起合作需求的

数字人文项目及其团队和对项目感兴趣、掌握

项目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相关人员和机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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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接的平台，该平台充分满足了项目开展方

的合作需求，帮助他们以吸引新的参与者的方

式持续运行项目，为一些微小项目寻求资金支

持，便利了对数字人文感兴趣的人员以加入项

目的方式参与该领域的相关工作 [2]。该平台将

各个机构相互关联，打破这一新兴领域内相关

专业机构与成员彼此分离的现象，降低人们参

与数字学术研究的门槛，拉近全球数字人文

实践者的距离。作为 CenterNet 的一个计划，

DHCOMMONS 与 CenterNet 一道持续发展这个

网络协作中心，极大地简化了数字人文学者、

机构和中心的合作方式。

3  项目简介
3.1  资助机构

数字人文项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综合应

用了人文学科、图书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知

识与技能，并将理论与实践地充分结合起来。这

些特点反映了数字人文项目跨出传统学术机构的

边界来寻求合作，包括基金会、私人资助在内的

多种类型的机构为项目的运行提供资金。尽管在

通常情况下，人文学科的研究基金比自然科学和

工程领域的少，但数字人文的跨学科性和创新性

使得大多数项目获得额外的资金支持。

在项目资助方面，笔者从这 784 个项目中

筛选出发布最新项目信息的 100 个项目，了解到

多个机构资助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展，其中，英

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英国联合信息系统

委 员 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美国 Andrew W. Mellon 基金会、博物

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支持了大量的项目；其

他机构包括英国学院（British Academy）、爱尔

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悉尼大学、墨尔

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等。在这 100 个

项目中，资助项目数量最多的机构为 AHRC，

该机构独立或与其他机构合作资助了 54 个数字

人文项目，部分项目所覆盖的学科领域如表 1
所示。

表 1  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资助的项目（部分）

项目名称 学科领域

新法语歌曲和经文歌的引用与参照：记忆、传统
和创新

现代语言、音乐

弥合视觉信息检索中的语义差距（Bridging the 
semantic gap in visu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图书馆、信息与博物馆学

反对学院的图书馆及其读者：1720-1860（Dissenting 
academy libraries and their readers, 1720-1860） 历史、宗教史、图书馆研究

伦敦历史在线：研究大伦敦地区历史的参考书目
考古学、舞蹈学、戏剧与电影研究、英语语言文学、历
史学、法学、图书馆、信息与博物馆研究、媒体、音乐、
神学、神学与宗教研究

皇家历史学会的有关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书目
考古学、经典和古代历史、英语语言与文学、历史学、
图书馆、信息与博物馆研究、神学、神学与宗教研究

可以看到，AHRC 关注的学科领域广泛而

有重点，历史、语言学、图书馆研究是 AHRC
较为关注的领域。

3.2  学科分布

在学科领域方面，笔者对这 784 个项目进

行梳理，发现项目广泛覆盖了表达人类文化的所

有学科，包括历史学、考古学、音乐、舞蹈、戏剧、

文学、语言学、图书馆学、信息与博物馆学、神

学、宗教、哲学等。多数项目跨越多个学科领域，

关注对多个学科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与分析，这

充分体现数字人文跨学科的特点。“伦敦历史在

线：研究大伦敦地区历史的参考书目”旨在建立

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至今与大伦敦地区有关的、

可检索图书、文章和其他相关资料的数据库，该

数据库收集的资料的条目数超过 36 000 条，广

泛涉及考古学、舞蹈、英语语言与文学、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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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图书馆、信息与博物馆研究、媒体、音乐、

神学与宗教研究等多个领域 [3]。

就具体项目而言，项目的学科领域在每个

大类学科下被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子类，学科子

类可以从时代、具体时期、国家与地区等方面

得到进一步划分，表现为中世纪研究、17 至

18 世纪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如牛津大学

主持的 18 世纪的诗歌档案（Eighteenth-century 
poetry archive）项目研究英国 18 世纪的诗歌

和相关数字档案，其学科领域可划分为诗歌、

17-18 世纪英国文学、英语语言与文学 [4]。

进一步，为了详细了解这些项目的学科分

布情况和项目当前合作情况，笔者对这些项目

按照“合作者数”“项目数”等进行分别统计，

得到的数量如表 2 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到，从项目数量来看，数字

人文项目较为关注的学科领域主要为历史、英

国语言与文学、考古学、现代语言、图书馆、

信息与博物馆研究、视觉艺术、语言学；相对

而言，德国历史、德国语言与文学、拉丁美洲

历史、文化与视觉研究、图像理论应用、计算

机图像等领域受到研究者关注的程度不够，如

图像理论应用、计算机图像、机器学习、人工

智能、计算机分析、自然语言处理都为同一个

项目所涉及的领域。从合作者数量来看，当前

需要相关人员和机构帮助的项目中，历史、图

书馆与信息科学、英国语言与文学、考古学这

些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士较多。

在这些学科领域中，与图书、图书馆和图

书馆学研究有关的为图书馆、图书馆与信息科

学这两个领域，有关项目数共计 77 个。同样，

笔者对发布项目最新信息的 100 个项目进行统

计，与图书馆、图书有关的项目简介如表 3 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到，这些与图书或图书馆有

关的项目关注和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音频

等类型资源的保存、处于濒危状态资料的修复、

保存与获取，以及物品、馆藏和艺术展品的对

公众的影响。多数项目的主题与历史紧密相关，

反映了图书馆和图书在人类文化与历史保存方

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借助数字

人文的理念和技术得到实现的效果。

表 2  各学科领域的合作者数与项目数

学科
合作者数量
（个）

项目数量
（个）

心理学 1 2
哲学 7 26
法律 0 30
考古学 7 93
神学 1 48

神学和宗教研究 0 48
经典和古代史（Classics and 

ancient history） 0 53

历史 16 251
拉丁美洲历史 2 1
德国历史 1 0

文化与视觉研究 1 1
德国语言与文学 2 0

现代语言 0 84
语言学 4 63

英国语言与文学 8 100
视觉艺术 2 63

社区艺术（包括艺术与健康） 0 32
舞蹈研究 0 18
音乐 1 50

图书馆（librarianship） 0 75
信息与博物馆研究 0 75
戏剧与电影研究 1 45

文化政策 0 11
艺术管理与创意产业 0 11

媒体 1 43
书目与文本批评 4 1

设计 1 17
建筑：历史 0 20
理论与实践 0 20

诗歌 2 4
20 世纪文学 5 6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 9 2
图像理论应用 0 1
计算机图像 0 1
机器学习 1 1
人工智能 0 1
计算机分析 0 1
自然语言处理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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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发布最新信息的 100 个项目中与图书、图书馆有关的项目及其简介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纸张水印（Paperbound 
watermarks）

是收集保存 1300 至 1550 年西欧地区图书的水印信息的数字机构库 [5]

在浏览器中构建功能更完善
的书

旨在改进浏览器用于出版图书的原型软件，使得网络图书更容易被用户发现、获
取和共享。项目为特定类型图书（如教科书、小说、文章）的网络出版模式建立
最佳实践，并将这些最佳实践进行共享 [6]

物品的故事 2012 年，桑迪胡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发生大规模射击后，超过
五十万封信和 65 000 只泰迪熊涌入康涅狄格州的新镇。 网络纪录片 “ 物品的故
事 ”，通过跟踪邮寄到 Newtown 的慰问物品的处置情况，探讨公众自发邮寄纪
念品的现象，考察公众对公共悲剧事件的反应 [7]

弥合视觉信息检索中的语义
差距

语义鸿沟限制了当今视觉图像检索系统的功能，由于互联网的可视资源不断增
加，语义鸿沟的弥合可以为图像资源的消费者、提供者和研究社群带来极大便利。
项目旨在充分了解视觉图像检索系统的功能，为解决从大规模物品集中检索静止
图像的问题带来新的方式。这个目标以图像检索系统的活动作为调查基础，通过
分面概念模型分析图像的语义内容 [8]

反对学院的图书馆及其读
者：1720-1860

旨在利用数字人文领域的技术研究图书馆史，项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反对派学院
的图书馆，关注图书馆在向学生开展教育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书籍对学生智力与宗
教发展的影响。该项目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反对学院虚拟图书馆系统（Dissenting 
Academies online: virtual library system）[9]

伦敦历史在线：研究大伦敦
地区历史的参考资料

创建在线数据库，以检索图书、文章和其他与大伦敦地区有关的、盎格鲁撒克逊
时期至今的出版资料

皇家历史学会关于英国和爱
尔兰历史的书目

是一个包含超过 500 000 条有关英国、爱尔兰和其他国家历史的书目记录的数据
库，项目旨在尽可能全面发布 1900 年以来的出版物和一些早期材料。期刊和论
文集在文章层面被描述和创建索引，1946 年及以后的出版物按照主题、时代创
建索引，以便数据库成为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历史和人民感兴趣的用户的资源 [10]

PARADISEC 项目旨在对太平洋地区的濒危资料进行数字保护和获取，这些地区包括了大洋
洲、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研究小组开发了模型，为感兴趣的人员提供访问获取档
案的接口，档案的存取符合最新的国际数字存档标准。项目建立了对音频、文本
和视频材料获取、编目、数字化和数字副本保存的框架 [11]

博物馆和文物古迹作为学习
媒介的效用：一项调查

调查博物馆和历史遗址的利用情况和其作为学习媒介的效用和影响 [12]

解读圣经和其在威尔士文化
图景（Cultural landscape）的
视觉表现：1825-1975 年

圣经在威尔士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项目尝试记录 19
至 20 世纪期间的威尔士的描绘圣经上的场景和人物的各类型艺术品，研究与艺
术作品有关的社会、政治和神学问题 [13]

私人图书教育用途：北方公
理大学图书馆的形成

该项目可用于广泛的领域：为图书馆员和图书历史学家提供用于恢复分散和丢失
的书籍馆藏的信息的模型；展示当代私人图书馆如何通过模型使自身的藏品实现
在线搜索。项目将宗教、教育、社会、图书馆研究人员和图书史学家引入到一种
新的研究阅读史的方式 [14]

菲茨威廉博物馆中的希腊和
罗马

该项目是菲茨威廉博物馆和剑桥经典学院（Department of classics at Cambridge）
之间的合作，根据研究结果和展品研究方法重新呈现希腊和罗马的藏品 [15]

医院的文化遗产：对医院和
其他医疗机构中处理中的展
品的治疗效果的调查

调查博物馆展品对医院病人快乐程度的影响。博物馆处理计划使用定量量表和定
性研究技术测量和记录伦敦大学学院和相关合作博物馆的收藏品对患者健康的
影响 [16]

ShipShape：3D 数字记录中
的新港中世纪船舶实物的建
模和可视化

2002 年发现的纽波特船是现代英国最发达的中世纪船。项目重建 1:10 比例模型
的船，生成该船元件的数字记录。研究成果还包括网站信息、期刊文章和会议文
件的提供 [17]

连接康沃尔：1870 年至 1918
年英国西部的电信、地理位
置和工作

康沃尔有许多历史悠久的通讯网站。项目利用有线和无线历史档案，对康沃尔通
信行业进行新的研究。项目成果包括搜索网站、学术研究资源，以及面向教育利
用和康沃尔通信网站的用户可下载的播客 [18]

新媒体时代的儿童游乐场游
戏的歌曲

更新、分析和重新呈现三个机构的儿童游乐场歌曲和旋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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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隶属机构

从项目反馈的信息来看，多所高校和机构

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运行，这些高校多为美国、

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的机构。其中，

美国的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密西西密州立大学、蒙大拿州

立大学等；英国的高校则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赫尔大学、伦敦玛丽皇后大学、伦敦国王学院，

法国的高校包括里尔大学、鲁昂大学，澳大利

亚的高校包括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等。

这些项目并非由高校独立运行，其他类

型的机构参与到项目的开展过程，比如伦敦

玛丽皇后大学与威廉姆斯博士的图书馆（Dr 
Williams’s library）共同开展了“私人图书的

教育用途：北方公理大学图书馆的形成”“在

线反对学院：1660-1860 年资料的数据库和百科

全 书”（Dissenting Academies Online: Database 
and Encyclopedia 1660-1860）等项目；新媒体时

代的儿童游乐场游戏歌曲由谢菲尔德大学、伦

敦大学、大英图书馆等机构共同开展。

从项目反馈的信息来看，一些高校或关注

与本国有关的研究问题、或立足本机构的学术资

源开展项目，这可以从项目所覆盖的学科领域中

体现。密西西密州立大学运行的“一场摇摇欲坠

的停战：1960-1980 年的斯塔克维尔民权斗争”

（A shaky truce’: Starkville civil rights Struggles, 
1960-1980）项目研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美国

历史；华盛顿大学近东（Near East）语言与文明

系致力于研究近东和中东地区的主流文化和语

言，既关注这些地区文化和语言现代意义，也关

注它们的发展根源和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20]，该系开展的“艾玛·B·安德鲁斯日记项目”（The 
Emma B. Andrews diary project）所涉及的学科领

域包括女性研究、历史、埃及考古学（Egyptian 
Archaeology）等 [21]。英国本土的高校和机构所

开展的项目研究多涉及本国的语言、文学、历史

与艺术形式，具体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英国机构开展项目的隶属机构与学科领域分布（部分）

项目名称 隶属机构 学科领域

莎士比亚 1960-2000 年的视听档案的

设计

皇家霍洛威（Royal Holloway）、莎

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

戏剧与电影研究、英语语言与文

学

十八世纪诗歌档案 牛津大学
诗歌、17-18 世纪英国文学、英

语语言文学

艾伦·特里和伊迪丝克雷格数据

库（Ellen Terry and Edith Craig 
database）

赫尔大学 戏剧和电影研究、英语语言文学

乔纳森·斯威夫特档案 伦敦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基尔大学 英语语言与文学

早期现代西班牙

伦敦国王学院、音乐和戏剧公会大厅

学院（Guild 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

英语语言与文学、现代语言、历

史

白俄罗斯黑人大西洋文化 Cultures of 
the Lusophone Black Atlantic (CLBA -)

伦敦国王学院 现代语言、历史、语言学

罗伯特·苏莱希收藏的信（第1-4部分：

1791-1815）
诺丁汉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林

肯大学、拉夫堡大学
英语语言与文学、历史

早期现代文学的起源：为现代读者修

复的中部都铎王朝（mid-Tudor）的

作品

谢菲尔德大学、纽卡斯尔大学 英语语言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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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项目由跨国运行，如中国传记数据库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是一个免费访问

的关系数据库，截止到 2016 年存储了具有约 37
万 7 世纪到 19 世纪历史人物的个人传记信息，

由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

共同运行 [22]；罗马昔兰尼加的铭文（Inscriptions 

of Roman Cyrenaica, IRCyr) 由英国的伦敦国王学

院、剑桥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北卡罗来纳

大学等机构共同开展 [23]。

此外，在发布最新项目信息的 100 个项目

中，相当一部分的项目隶属于图书馆与其他类

型的机构，具体如表 5 所示。

表 5  发布最新信息的 100 个项目中隶属于图书馆和其他机构的项目

项目名称 隶属机构

蒙特利尔议会大厦（Montréal l’avenir 
du passéMAP） 麦吉尔大学、纽芬兰纪念大学、魁北克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反对学院图书馆及其读者：1720-1860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威廉姆斯博士的图书馆

解读圣经及其在威尔士文化图景中的
视觉表达：1825-1975

威尔士大学、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
威尔士大学高级威尔士与凯尔特研究中心

阿伯里斯特威斯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库姆）

在线反对学院：1660-1860 数据库和百
科全书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威廉姆斯博士的图书馆

私人图书教育用途：北方公理大学图
书馆的形成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威廉姆斯博士的图书馆

新媒体时代的儿童游乐场游戏歌曲
谢菲尔德大学、伦敦大学、东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大英图书

馆

埋藏的宝藏：重新发现张伯伦爵士的
剧作集

皇家霍洛威、伦敦大学、大英图书馆

笔者尝试了解图书馆在项目中所起到的作

用。在威廉姆斯博士的图书馆所开展的项目“反

对学院图书馆和其读者：1720-1860”（Dissenting 
academy libraries and their readers, 1720-1860）中，

图书馆发挥着提供研究资料来源的角色，该项

目资料来源包括：①伦敦的威廉姆斯博士图书

馆的“新学院馆藏”中的，位于北安普敦、伦

敦等地的主要公立学院的档案馆和幸存的图书

馆（surviving libraries）；②位于牛津的哈里斯

曼彻斯特学院、一些主要的长老会和一神论院

校的档案馆和幸存图书馆；③布里斯托浸信会

学院的幸存的档案馆和图书馆。

3.4  项目合作

3.4.1  合作类型与内容

在项目合作方面，已经完成的项目不需

要其他合作者，其合作类型与帮助描述模块的

内容均为空白；尚在进行的项目需要其他合作

者的帮助，项目团队介绍了合作类型和帮助的

具体内容。该平台发布了在现阶段需要帮助

的项目内容，从合作类型来看，主要可以分

为数据录入、校对、编程、测试版试验（Beta 
testing）、一般数字人文咨询、设计、同行评审

和其他 8 种。每个类型帮助的合作者和项目数

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合作类型分布的合作者数与项目数

合作类型 合作者个数 项目个数

数据录入 135 57

校对 185 40

编程 106 58

测试版试验 243 41

一般数字人文咨询 271 65

设计 152 53

同行评审 421 56

其他 12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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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者人数来看，大量项目团队需要围

绕同行评审、数字人文咨询和测试版试验这 3
个方面开展合作；从项目来看，数字人文咨询、

编程和数据录入这三种类型的帮助是项目团队

当前迫切需要的。

其中，在同行评审方面，由于对传统的、

纸质时期的研究项目的生产力的度量正在被印

刷 +（print-plus）背景和数字出版活动所取代，

因此对项目生产力的评估必须包括多媒体的出

现、不同要素对知识贡献的比重发生了变化等

事实的考量，即媒体和技术所包含的智力工作

应与生产出来的“内容”一样重要。数字人文

项目的成果不仅仅是生产出来的成品，还包括

对展示和出版环境的设计、数据结构、后端数

据库、实现多平台用户参与的代码等内容。这

些都应成为评估项目的质量和精确性的重要指

标。同行的意见可以帮助项目团队完善项目，

项目团队应在学术领域寻找数字人文实践者社

群和领域同行开展评审。评审应人员应熟悉多

个高校和学科的基金机构，包括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艺术、信息研究和图书馆学等，把人

文学科传统的评估方法和新的指标相结合，评

估数字人文项目质量和影响。评审可以通过在

线论坛、引用和讨论实施，并通过项目会议和

在线论坛的方式呈现。

就设计而言，项目的资助机构需要了解项

目资金投入与评估数据，因此，应通过恰当的

设计对项目规模进行规划，设计应将项目的研

究问题、愿景、期待获得的产出、后勤、员工、

资金结合，并在实践效果和机构计划之间取得

平衡。

由于平台提供的 784 个项目多为已经完成

的项目，不需要合作，而大量未完成的项目只

是列明合作类型，没有对内容进行描述，因此

笔者从最新的 100 个项目中提取出描述了具体

帮助内容的项目，并尝试在 8 种帮助类型的基

础上对这些项目的帮助内容进行梳理和进一步

归类。

（1）语言能力的提升。项目心理学的负责

人希望获得帮助以提升自己的英语阅读与写作

能力 [24]。

（2）项目评审、数据库开发与完善和获得

用户反馈。实验知识管理系统作为成熟的数字

人文数据管理平台，被多个项目和不同水平的

用户使用。项目需要同行对项目初期工作流程

进行评估，提出关于面向新用户改进界面的建

议；需要专业人员协助开发示例数据库和文档，

以便在特定场合向用户展示如何利用该系统；

需要程序员协助界面改进和开发新功能；需要

使用该系统的个人或团体用户提出关于想要添

加的新功能的反馈 [25]。

（3）数据处理与录入。艾玛·B·安德鲁斯日

记项目需要相关人员转录手写文档，完成 TEI、
XML 编码和书目数据库的录入工作；莎士比亚

1960-2000 年的视听档案的设计项目的资源需要

更新，因此需要他人帮助收集整理 16 年的舞台

表演资料 [26]；一场摇摇欲坠的停战：1960-1980
年的斯塔克维尔民权斗争项目希望他人帮助转

录口头历史访谈资料并创建索引 [27]；小说评论

数据库（Novels reviewed database）项目中关于

评论的数据已被转录在 excel 中，项目希望合作

者帮助创建关系数据库 [28]。

（4）系统研发和数据处理。数字信号资

源（The digital sigillography resource）寻求的帮

助包括开发中世纪的分类系统（Taxonomies and 
classifications systems）、将各种格式的遗产目

录转换（Converting and transforming）为可检索

的数据、设计用户界面、认识包括 3D 图像在内

的各种格式图像资源增加的这一趋势 [29]。

（5）资源与信息的采集与补充。纸张水印

项目需要可以访问某个图书馆的特色收藏并获

得拍摄许可的合作者帮助收集图像、早期版本

的手稿中的水印信息。

（6）数据处理与资助咨询。哈罗德·彭特

参考书目：可检索的数据库（The Harold Pinter 
bibliography：searchable digital database) 需要他

人提供关于项目技术要求的相关信息和建议（如

将文件中的文本条目转换为可搜索的数据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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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设计高效转换的软件程序），和有关寻求

机构赞助和外部资金的建议 [30]。

（7）同行评审。物品的故事项目团队希望

对项目进行同行评审，了解项目的优缺点。

（8）校对工作。数字米沙计划 (Digital 
Mishnah project) 项目希望获得掌握希伯来知识

的人完成校对工作 [31]。

“其他”这个帮助类型所涉及的工作较为

广泛，包括：①项目工作的直接参与。翻译工

具包是翻译实践（包括会议翻译、翻译软件和

文章）的工具包，供研究人员、图书馆员或文

化遗产工作者使用，项目组成员希望能够为从

事会议翻译事务的人员提供帮助，为出版期刊

和开发网站收集相关实践材料，项目团队希望

其他人员加入项目并参与翻译工作 [32]；②文本

挖掘与文本计算分析。电视录音的文本挖掘的

开发者是一名学术馆员和副教授，他希望能够

找到一名精通计算语言技能的合作者对美国电

视节目“超自然”的对话内容进行文本挖掘，

通过文本分析呈现原始对话内容、作者使用的

词语与短语以及用于区分和揭示字符特征的语

言表达方式 [33]。

3.4.2  合作者类型

数字人文的核心价值在于完善公众知识，

与外部机构如专业协会、非正规学习机构（图

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公司等合作关系的建

立能够扩展人文研究在当今社会的影响范围。

当项目与多个机构平台连接时，合作关系的建

立使得专业人士批判项目研究成果，促进学术

研究，提高项目所使用工具的多样性和利用程

度，扩展项目的潜在受众范围，提高财政资金

的可持续性。

“合作者类型”一栏面向需要帮助的项目，

详细描述了能够提供帮助的合作者的个人信息

（隶属机构、学科领域）和帮助类型，提供帮

助并参与项目合作的成员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和

技术专长，这些类型包括个人或小型团队、教

师、研究生、本科生、图书馆员、公众和其他。

各种机构的成员参与到这些项目的协作运营中，

包括在读学生、研究人员、基金会管理者。例如，

在“设计”这一帮助类型下，支持项目协作的

人员包括数字学术馆员、欧亚研究馆员、本科生、

博士生、研究员、用户体验助理分析师、自由

职业者、图书馆信息科学与计算系主任与副教

授、设计师、数字人文馆员、谷歌技术客户经

理与兼职工程师、杂志编委会成员、终身助理

教授、网络开发者、数字历史讲师等 [34]。

进一步，为了了解项目协作运营中图书馆

与信息科学专业人员的具体信息，笔者在合作

者类型一栏点击“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这个条目，

发现共有 17 名合作者和 1 家机构提供该学科领

域的帮助，具体细节如表 7 所示 [35]：

表 7  数字人文项目中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业人员的基本信息

职位 机构 学科领域 专长 技术专长
合作有
效性

帮助类型 合作细节

本科生 俄克拉荷马
大学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

18-19 世纪
美国文学、
19-19 世纪
英国文学、
19-20 世纪
爱尔兰文
学、女性文
献、戏剧与
电影研究、
莎士比亚

无 当前有
效

测试版试验、
数据录入、一
般数字人文咨
询、同行评议、
校对、其他

对任何能够引起兴
趣的合作，但更多
的贡献于与文学或
电影有关的项目

英语和数字人
文图书馆员

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

用户体验、
数字馆藏评

估

WordPress、
Omeka、

Scalar

当前无
法 合
作， 未
来可能

一般数字人文
咨询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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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IS 学生 华盛顿大学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

无 无 可能有
效

测试版试验、
数据录入、校
对

无

数字计划馆员 维克森林大
学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

元数据、数
字保存

可能有
效

测试版试验、
一般数字人文
咨询、同行评
审、校对

无

出版社的出版
生产事务主管

密歇根出版
社， 密 歇 根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

语言学、俄
罗斯、出版

XML、TEI 可能有
效

一般数字人文
咨询、同行评
审、校对

无

计算机和人文
协会会长、维
吉尼亚大学图
书馆数字研究
与学术部主任、
学术交流所副
所长

学者实验室
（Scho l a r s ’ 
Lab）、弗吉
尼 亚 大 学、
学术交流学
院、 计 算 机
和人文学科
协会

数字人文、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英
国文学、19
世纪文学、
书目与文学
评论

无 无 可能有
效

一般数字人文
咨询、同行评
审

无

研究生 / 馆员 科罗拉多州
丹佛大学

英语语言与
文学、图书
馆、图书馆
与信息科学

无 无 当前有
效

测试版试验，
数据录入，一
般数字人文咨
询、其他、同
行评审、校对

是一名英语文学和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
的硕士研究生，在
写作、校对和编辑
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对有关美国和英国
文学的项目感兴趣。
有编程和设计方面
的经验。刚入门数
字人文领域，认为
参与项目是利用作
为馆员和作者编辑
以及自身研究兴趣
的好的方式

博士研究生 西安大略大
学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历
史

元数据 Zotero、 
WordPress、
Mendeley、
Dropbox、

Twitter

当前有
效

测试版试验、
数据录入、一
般数字人文咨
询、其他、同
行评审、校对

是攻读博士学位的
第一年，研究人文学
者对于电子图书和
数字工具的使用情
况。对有关课堂参与
（数字教学的创作与
测试）或图书馆技能
（数据库创建 / 数字
图书馆）的数字人文
项目感兴趣，但同样
致力于有其他类型
的项目

数字计划馆员
/ 副教授

托莱多大学
图书馆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档案学

数字化、
元数据、
数字图书
馆、关系
数据库、
数字档案、
数字保存、
口述历史

无 当 前
有效

测试版试验、
数 据 录 入、
设 计、 一 般
数字人文咨
询、 其 他、
同 行 评 审、
校对

大部分地区用户需
要远程参与项目

DHC

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
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研究
所院

数字人文、
数据监管、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无 无 无 无 无

（续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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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 MPublishing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出版

出版、学
术交流、
开放获取
出版

无 可 能
有效

一般数字人
文 咨 询、 同
行评审

无

英语文学与比
较文学方向馆
员

密歇根大学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课程管理
系统、文
学与语言
教学

HTML、
CSS

可 能
有效

一般数字人
文 咨 询、 其
他、 同 行 评
审、校对

无

系统主管（head 
of systems）

威拉米特大
学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移动设计、
网页设计、
数据库

Java、
GWT、
HTML5

当 前
有效

测试版试验、
设计、编程

无

数字学术馆员 麦克马斯特
大学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无 Unix、
Linux

可 能
有效

测试版试验 无

数字人文专家 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

数字人文、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数据库，
计算机程
序，数字
人文科学，
数字图书
馆，文本
分析

无 可 能
有效

测试版试验、
一般数字人
文 咨 询、 其
他、编程

无

英语和现代语
言的研究与培
训馆员

哈弗福德学
院

学科领域：
19 世纪文
学、 图 书
馆与信息
科学

数字管理、
19 世纪末
和 20 世纪
初的英语
文学和插
图、档案

XML、
HTML、
Oxygen 
XML 

Editor、
Adobe 

Photoshop、
Adobe 

InDesign、
Adobe 

Acrobat

可 能
有效

数 据 录 入、
设 计、 一 般
数字人文咨
询、 其 他、
同 行 评 审、
校对

有关于元数据创建
和管理的经验，熟
悉大量的元数据标
准（ 如 MODS、
METS、ONIX、都柏
林元数据、CCO等）。
此外，完成有关数字
监管的课程作业，能
够为项目的长期储
存和利用设计计划。
在攻读 19 世纪末爱
尔兰和英国的浪漫
散文和插图方向的
博士。乐意参与任何
需要帮助或将这三
个领域（或相关领
域）相结合的项目。
此外，对于利用数字
进行教学，特别是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工具特别感兴趣

研究与教学支
持主任

霍利霍克学
院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社 会 学、
社会理论、
女权主义
理 论、 精
神分析

无 无 可 能
有效

测试版试验 了解霍利霍克学院
的项目和研究兴趣 

数字策展员 大英图书馆 数字研究、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档案

无 无 可 能
有效

测试版试验、
数 据 输 入、
设计、其他、
校对

无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这

个学科领域中，包括图书馆、高校、出版社、
专业协会在内等类型的机构能够为数字人文项

目提供帮助；学生、图书馆员、数字人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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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协会主管、图书馆部门主任、学院与科研

机构主管、出版商等领域专业人士加入到数字

人文项目合作运营事业中。在这 17 名专业人员

与机构中，共有 8 名馆员，这些馆员包括数字

人文馆员、数字计划馆员、研究与培训馆员、

英语文学与语言比较馆员等。

3.5  其他：已结束的项目

在 DHCOMMON 中，大量项目是已经结束

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简介中不包括帮助描述和

合作者信息。对于这些项目，该平台列出了项

目的开始时间和完成时间、研究所涉及的年代、

涉及的地理范围、首席研究员、主要项目成员、

资料来源、数据格式、元数据标准、项目出版

物等内容。其中，常见的数据格式包括超文本

标记语言、JPEG 文件互换格式；元数据标准包

括都柏林元数据、文本编码计划、扩展式标记

语言等；出版物主要为项目相关的会议论文、

期刊论文。

4  思考
从以上对该平台的基本情况来看，可以得

到如下思考。

（1）提供一体化的协作平台，为项目的运

行提供帮助。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展与运行需要

多种类型的机构提供不同阶段的、多维度的支

持，包括资源的提供与录入、技术的支撑、项

目的运行与管理、用户界面功能的拓展等，为

寻求合作的项目团队提供发布信息的平台，寻

找潜在的项目合作者。

（2）多种类型机构、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

积极参与项目的运行。数字人文项目的跨学科

性、跨机构性表明参与项目运行的机构与个人

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他们利用自身的专长和资

源与项目团队开展不同方面的合作，为项目提

供不同类型的帮助。正如数字人文与图书馆之

间的互长关系，图书馆和馆员在数字人文项目

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隶属与资助机构广泛。除了隶属于高

校外，一些项目由高校、私人机构、国家图书

馆等共同运行，反映出项目团队能够跨出高校，

充分利用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资源。这为国内

开展和运行数字人文项目提供借鉴意义。图书

馆的特色馆藏、各地地方文献的收藏与分布为

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资源，这些资源

已经逐渐为社会文化机构所利用。上海图书馆

利用本馆的家谱文献、名人手稿及档案等资料

举办的开放应用开发竞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17 年，上海图书馆将名人手稿和档案的元数

据发布出来，面向社会征集以这些手稿和档案

开放数据为基础的优秀移动应用产品原型或服

务创意 [36]。若能将这些数据以数字人文项目的

方式应用，则意味着分布在常规科研教学机构

外的资源数据具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

（4）项目的教育定位。数字人文项目的持

续运转还应考虑面向高校学生的教学需要，即

项目应将高校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与项目的实际

服务效力相结合。数字人文的核心价值在于公

众知识与素养的提升，数字人文的教育角色的

实现要求高校以数字人文为契机，在数字社会

和大数据时代重新谋划人文学科的课程设计，

把数字人文项目的运行方式以教学为视角重新

考量，为项目的开展注入新的意义。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开设的数字人文课程，将理论讲授、

实验室活动、学生项目设计、小组讨论相结合，

这为高校数字人文项目围绕高校教学目标实施

提供潜在的可能 [37]。

5  结语
尽管从该平台提供的项目基本信息了解和

反馈国外在数字人文项目协作方面的基本情况，

但本文仍有一定的局限。本研究未能对数字人

文项目的协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若要对数字

人文项目各个机构的合作机理、合作要素进行

分析，应当阅读数字人文有关的理论著作，到

每个项目的官方网页上对每个项目目标、项目

历史、团队成员职责等内容进行进一步梳理、

分析与解读，这也将成为笔者后续研究工作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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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Cooperation Platform 
——Taking DHCOMMONS as an Example

Xiao Yi1,2

1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1408
2Chengd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analysis about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cooperation platform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and current status of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took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online cooperation platform DHCOMMONS as an example, analyzed the platform in 
terms of the funding agencies, disciplines,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cooperation types and types of cooperator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cooperation. It also put forward the issues that China should 
think of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similar platforms. [Result/conclusion] Given the situation reflected in 
the platform, these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belong to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are funded b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oper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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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慧城市与无线

城市的建设，公共区域无线网络迅速普及，各

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的需求逐渐被开发。互联网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基于真实的社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交

工具——微信将更受到人们的追捧 [1]。社交网

络下信息传播主体虽然微小，但积聚起来将是

一股不可阻挡的舆论力量。西蒙的注意力经济

【学术探索】

论微时代下的信息危机
      ——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王飞飞  张生太  张聚良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微信信息是以朋友圈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是社会元素与即时通信工具的融合。

移动社交网络下，微信信息的传播呈现出新的规律和特点，网络信息的管理面临巨大的挑战。[方法/过程]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微信信息的内容、认知、传播、交往 4 个角度系统分析信息的特点，并基于微信

的信息特点提出微信信息传播中的危机及相关对策。[ 结果 / 结论 ] 微时代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同时，

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危机——用户的过度依赖、朋友圈信息的膨胀、弱关系的涌入、朋友圈信息噪音的不断

增大等。通过对微信信息特点及危机的深入探讨，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新媒体下信息危机的监测及预防提

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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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告诉我们，人的注意力是稀缺的，用户在微

信上花费的时间是碎片化的，如果可以把这些

信息拼凑起来就会形成整体认识 [2]。拥有强大

吸引力的微信，绝不仅仅是因为娱乐休闲，其

中必定隐藏一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这里首

当其冲的是其传递的人们渴求的信息。既然微

信信息如此重要，那么必然对人的思想行为，生

活、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现象的认

识必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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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作为移动社交网络下的新媒体，吸

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关于微信的研究也不

断增加，目前微信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角度： 
①基于传播方面，研究微信的信息传播规律

及模型 [3-5]；②从使用方面，对微信的用户使用

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6-8]；③从功能和应用

方面，对微信在人际交往、用户沟通等方面的

功能设计进行研究 [9-10]。那么随着微信的发展，信

息的传播，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有哪

些危机存在呢？谢起慧、彭宗超基于 TAM 对微

博与微信的危机沟通机制比较研究发现，政务

微信受危机情景的影响更多 [11]。白艳丽认为，微

信朋友圈是现代人生存危机的一个投影，人际

交往脱离了主体间的合理关系，走向肤浅化、碎

片化 [12]。祝兴平等从微信平台特性分析发现，人

们对负面信息有着更大的敏感性，危机信息越

是负面，人们的传播意愿也就越强烈 [13]。余秀

才从微信传播的木桶效应分析微信内容传播短

板，公众平台不负责任地推送一些垃圾信息，如

保险推销、广告等，极大降低了用户的体验和

感受 [14]。本文将从信息的内容、认知、传播、交

往 4 个角度分析微信信息的特点，并提出微信

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危机及挑战。

2  移动社交网络下微信的信息特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微博、微

信、微云、微商、微小说、微电影等微应用层

出不穷。微时代的兴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

便，多样化。截至 2017 年 6 月，手机社交网

站的用户规模已达 7.24 亿 [15]。微信是基于熟人

网络的小众传播，用户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信息

传播，其传播效率是传统媒介所无法达到的，是

虚拟社交与现实社交的紧密融合。微信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通讯，它将一个人的所有的关系都

融入到一个账号之中，满足使用者交流、信

息、支付、购物等生活诉求 [16]。由于微信朋友

圈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各种交流方式，微

信信息在传播、内容、认知及交往等方面呈现

出新的特点。 

2.1  信息传播：从方便快捷到病毒式传播

微信网民占手机网民的大部分，传播的信

息内容具有强的易用性和有用性，快速席卷整

个朋友圈，最终影响舆论走向。如，微信朋友

圈曾经被“香菇”“蓝瘦”4 个字刷屏。用户纷

纷晒出自己的一张照片（类型无限制），并且

配上这几个字，瞬间铺天盖地的风潮来袭，即

使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会盲目

的跟风。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来分析

这个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受众在转发一些热

门信息的时候，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

情上的寄托，即在社会层面和受众的心理层面

满足的条件下使得信息的大量传播成为可能 [17]。

用户为了自我满足和寻求精神上的共鸣，多次

复制、转发和评论，这种病毒式的信息在传播

过程中不会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异的，微

信内容的碎片化特点使得同一个内容通过频繁

更新、反复叙事，这种积累效应不断的增大信

息的影响力 [18]。

2.2  信息内容：从多样化、功能化到碎片化、浅

表化

微信的一大重要功能就是即时沟通，即写

即发、即拍即发，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互动性强。

微信用户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文字、语音、图

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互动，互动的内容不仅

来自于用户创建或生成的内容（UGC）及从公

众号转发的内容，还有来自各网站的内容。信

息化时代的快节奏下，微信占据了用户大量的

时间，其实时性特点使得信息的获取总是碎片

化的、跳跃式的，微信内容库价值被瓜分，伪

科学、造谣、抄袭现象使得原创内容大幅减少。

各种“链接分享”和肤浅化、碎片化的个人信

息日益剧增，碎片化的东西使人变得懒惰而不

愿意去进行深入的思考，使得人的思维越来越

肤浅。

2.3  信息认知：从惊喜、感动到厌倦、无奈

微信作为一个现实交往基础上的虚拟社交

平台，为许多用户提供了全新的感动与惊喜。

在微信朋友圈里可以找到久未联系的老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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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即时的交流互动，而对于平时经常交流的

朋友，则进一步加强沟通。用户不仅频发信息，而

且不停地刷屏期待有人点赞、评论、转发，如

果没有得到互动与反馈，就会很失落，相反则

会产生强烈满足感和成就感 [19]。微信朋友圈的

“圈”边界非常模糊，并非单纯的私人领域，只

要有人愿意“泄露”，朋友圈就没有秘密可言 [20]。

大量“陌生人”的存在，圈内的对话充满了不

可预测的风险，人际交往的结果的不可知性，使

朋友之间的真实情感表达受到影响。打开朋友

圈，各种广告和一些不熟悉的的声音使交流大

打折扣，用户发朋友圈的初衷发生了变化，用

户体验下降，情感认知从原来的惊喜、感动到

厌倦、无奈。

2.4  信息交流：从主动、互动到冷漠、淡化

在微信朋友圈中用户角色会随着环境变

化而发生转变。用户扮演着两种社会角色：信

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发送者是互动的挑起

者，接收者为对信息做出回应的人。用户通过

微信这个熟人网络的小众传播信息互动平台，可

以随时随地和好友进行互动交流，进而建立起

良好的社交关系。然而社交网络的虚拟性，使

人们的生活变得数字化、简单化、符号化，人

际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交往逐渐被虚拟的社

交媒体所代替，人际互动的情感变得冷漠，交

往变为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机械处理，失去了

生机 [21]。

3  移动社交网络下微信信息面临的危
机

信息化时代的快节奏下，微信朋友圈满足

了人们对社交活动的需求，体现了用户在圈子

中的价值和作用。但微信的“信”的价值不断

被消解，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3.1  信息膨胀 , 个人信息处理能力下降，思维越

来越肤浅

移动社交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每天打开

微信，几百个联系人、公众号的实时信息等待

我们去查看，朋友圈内永远有更新、更奇的事

情吸引我们的眼球，刺激我们的大脑。一天、一

周、一月，瞬息万变的事情，新闻变成旧闻，我

们一条条地发布状态，记录自己的吃喝玩乐，转

发某一刻刺激到自己的信息，然后重复再重

复，我们总是匆匆向前，来不及整理，来不及

反思。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天中除去 8
个小时的睡觉时间，其余 16 个小时里，人们平

均每 6.5 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有学者做过一项

调查，如把钱包、吃饭和手机放在一起让人们

选择，将近 70% 以上的人会选择手机。越来越

多的用户已经从最初的赞同和喜欢弱化为通过

“点赞”方式来表示知道了、看到了，甚至开始“潜

水”，持观望态度。

互联网带给我们海量的信息，我们依旧觉

得信息饥渴，依旧随时随地、乐此不疲地刷朋

友圈，哪怕这些信息是吃喝玩乐、无关痛痒的“垃

圾信息”。至于这些信息是否会对自己有益处，信

息的真实性是否可靠，都没有思考。像吃饭睡

觉一样，人们经常是脱离大脑控制，不由自主

地点开，机械地滑动，这种依赖刺激影响我们

的日常生活经验 [22]。对于自我认知较低的用

户，看到别人精彩的生活反而更容易焦虑，越

刷越孤独，而事实上朋友圈所展现的只是琐碎

生活的一个亮点，这种几乎将生活放置于微信

下的方式，将会恶性循环，使人更孤独、焦虑。

微信占据了用户大量的时间，微信的实时

性特点使得我们对信息的获取总是碎片化的、跳

跃式的，甚至是错误的。完全依赖从微信中获

取的信息是绝对不够的，微信内容库价值被瓜

分，伪科学、造谣、抄袭现象使得原创内容减少。

微信的主要功能是娱乐、浏览，对于学术性、经

典性著作还是应该坚持纸本；微信阅读者虽从

信息共享中获得了新的信息，但由于各种“链

接分享”和肤浅化、碎片化的个人信息日益剧

增，碎片化的东西使人变得懒惰而不愿意去进

行深入的思考，使得人的思维越来越肤浅。

3.2  信息噪音干扰，弱关系网的涌入，使得交往

意义弱化

微信之所以成功，最初是由于强关系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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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密性，但随着线下社交场合中“扫码关注

活动”，微信朋友圈的弱关系好友的涌入不断

破坏着原有的强关系网，很多陌生的好友不断

地涌现，用户也不再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真实情

感，反而沉默或者持观望的态度。人们经常会

无目的地在朋友圈发出一些信息，并期待短时

间内得到反馈。事实上，信息是否得到反馈、反

馈的内容、反馈的目的、反馈信息是否与人们

的期待达成共识等等，使人们陷入不确定的等

待中。这种信息化的空间中，有些内容是非现

实的，这种虚假的满足，导致人们忽略了现实

中对自己的改造和提升，不利于自身的反思和

自我实现。

微信朋友圈原本是基于微信联系人形成的

熟人社交平台，随着用户规模的拓展、产品功

能的丰富，弱关系社交也逐渐渗入。任何一条

进入朋友圈的信息，都有可能被阅读、评论、转

发，甚至很快从圈内扩散到圈外。朋友圈的信

息噪音在不断增大，很多用户不再热衷于分享

自己的真实情感，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冷漠、克

制，不再向朋友吐露心声，越来越多的用户转

变为通过向朋友圈发表分享链接证明自己的存

在，而在信息分享链接中，用户难以辨别信息

杂烩，使得朋友圈中的互动、情感交流的开始

削弱。

微信因其虚拟空间的交往，模糊了现实与

虚拟的界限，使人徘徊在界限边缘而陷入自我

矛盾中。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任何事情，这

是我们所追求的吗？虚拟的世界中，人的行为

得不到制约，将主要时间、兴趣、经历都放在

微信上，使人丧失自律而沉溺其中。

3.3  信息碎片化，朋友圈的泛化，使用户陷入情

感疏离与交往疲劳的怪圈

微信朋友圈改变了用户社交的时空观念，时

间消灭空间，用户的社交广度得到扩展，提高

了移动社交的价值和功能。用户使用微信的时

间越久，朋友圈的增长也就越快，各种不同类

型的“朋友”使得原本情感意义上的交往价值

发生了巨大变化。

微信朋友圈是一种“总体”上的交往对

象，既有熟友，也有普通朋友，甚至不认识的

陌生人，这使得朋友圈变成了一个大杂烩。对

于用户而言，朋友圈像个闹市，推销产品、晒

幸福、打广告、发心灵鸡汤等，朋友边界的模

糊，使得私密性很难得到保障，情感互动更流

于形式。许多用户在圈内交流存在疑虑，不敢

随意发表言论，更不会轻易倾诉情感。圈内的

点赞更成为了一种指尖上的运动，且越来越表

现为了一种条件反射的程序化在场，消解了交

流的价值和审美意义。朋友圈不再是一个充满

亲情、信任和温暖的精神家园，圈内失去了较

为紧密的群体关系，“圈”已形同虚设，不断

成为各种网络信息的“中转站”。“转发”成

为朋友间的常规动作，用户对转发的信息再转

发，无数重复的信息通过病毒式传播的方式在

朋友圈蔓延，用户有明显的自我身份丧失感，被

各种重复而无聊的信息洗礼，出现审美疲劳，极

大的消解了用户情感互动的热情。

4  微时代下应对微信信息危机的对策
分析

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社交工具，社交属性、媒

体属性是其具备的主要特征。微信融入了一个

人的所有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生活周边，满

足了使用者社交内容多样化的需求。然而，如

庞勒在《乌合之众》中提过：在群体影响力

下，受众群体的感情和思想会发生从众效应，形

成一种集体心理，在信息的辨识上的趋同，而

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微信因其庞大的用

户群体，也逐渐经历着这一信息辨识的趋同过

程；同时微信因熟人社交网络而深受用户的青

睐，朋友圈只充当信息传播的平台，其信息的

内容不受干涉，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分享及转发

信息，这种传播机制导致微信信息膨胀，使朋

友圈泛化；尽管微信的开发者将其定位即时通

信工具、但随着微信的发展，通信、社交、金融、营

销、广告和媒体混杂，使得弱关系涌入，人人

都有可能是潜在的信息源，各种危机也不断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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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微信的本质非恶也非善，使其善还是恶主

要取决于用户。对于朋友圈的泛化、信息膨胀、噪

音的不断扩大等信息危机问题，我们应该以科

学的态度对待，只有多方通力合作，微信这一

媒介工具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

4.1  用户增加对移动社交网络的正确认识和了解

移动社交网络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各类信

息危机开始蔓延。用户作为信息媒体的活跃主

体，他们既是舆论的主导者，又是信息的传递者。

用户在使用中，一方面，正确认识和了解移动

社交网络的信息特点，充分利用微时代下新媒

体信息传播平台。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面对信息的冲击，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

和辨识能力。在网络舆论下加强自律及独立思

考，减少非理性行为和言论，防范新媒体传播

信息的危机。

4.2  政府与社交网络平台的有效合作，恰当管理

移动社交网络下的信息传播是在一种虚拟

的环境下传播，用户的发表言论是自由的，信

息的传播是病毒式的传播。但在传播中每个用

户都有自己注册的用户名或者 IP 地址等，一旦

发现一些危机信息的传播，相关部门可以通过

对 IP 地址进行恰当的管理来控制危机的进一步

扩张。

2015 年 12 月，腾讯发布了《互联网 + 微

信政务民生白皮书》，全国政务微信涵盖了党

政、交通、教育、医疗、旅游、食品安全、人保、两

院、司法、科技等绝大多数政府职能。政务民

生公众号平均每个公众账号的关注用户数超过

3.6 万，在传播信息的可靠性及信息的说服力上

更具有公信力。政府在对移动社交网络的管理

中，广泛听取用户的意见与建议，建立健全的

信息公开合作机制，采取疏导的方式正确引导

舆论，出台相关的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监管措施

和治理建议，完善政府对社交网络的管理。

4.3  完善平台技术管理系统，有效引导

网络即时性使得各类信息瞬间传播，谣言

或者小道信息多因网络引起或经网络扩散而成

为舆论点、焦点。微信平台在朋友圈、公众号

文章等多处设置了“举报”投诉入口，在接受

到用户举报后，运营团队 7 天之内会对举报信

息进行相应的处理。同时，移动社交平台下可

以通过搜索敏感关键词、实时监测转发量很大

的信息等方式，建立完善的舆论管理机制。

微信平台可以针对信息不实的举报推出奖

励制度，鼓励用户发现和举报，并对传谣的公

众号采取封号等惩罚，从根源上进行惩治。在

微信注册时，采取实名制认证，平台的各类信

息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分析，并通过技术平台

进行传播链的回溯，根据数据检测出一段时间

内在微信中出现的高频词及不实信息的分享和

发布，尽早地捕获不良信息的苗头及倾向性问

题，完善平台技术管理系统，做出科学、理性

的判断和应对，进行有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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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的支撑，特

别是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对社会的带动作用明

显 [1]。2015 年 10 月 24 日， 国 务 院 印 发《 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2017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施办法（暂行）》。两份文件关于中国大学

“双一流”的提出再次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继著名的“985 工

程”“211 工程”“211 计划”后，教育事业上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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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这既是政治、经济发展

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双一流”建设重在学科 [2]。《总体方案》提

出，要以提升学科研究水平为建设任务，加强

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点建设一

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这

就首先要构建和完善一流学科评价体系，以绩

效为杠杆，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然而，目前我国关于学科的系统评价研究还处

于较大的缺位状态，尤其涉及世界一流学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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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问题的研究则更少，与当下中国高校的国际

化进程以及科技创新、科学评价、管理决策等

国际化需求并不适应 [3]。本研究尝试使用国际上

广为使用的世界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对

世界一流学科质量评价方法进行研究。

1  学科评价进展

“ 学 科”， 对 应 英 文“discipline” 或

“subject”，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

从形态上分，学科概念有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

织形态的学科两种。“一流”是现代话语体系

的重要特征，“第一等”之义，实践中常常需

要通过量化的手段加以把握，这就是学科评价

的过程。

目前国内学科评价较为认可的是教育部学

位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于 2016 年 4 月启动了

第 4 轮学科评估，由于学科评估过程公正，评

估结果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在全国范围影响较

大。在国际上，多数大学排行榜都涉及学科评

价工作。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世界

大学排名体系 [4]，将学科按领域划分为艺术与

人文、工程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自

然科学及社会科学 5 类，评价一级指标有教学

(30%)、研究 (30%)、论文引用 (32.5%)、产学研

服务 (2.5%) 和国际化 (5%)5 项。其中研究和论

文引用（占比近 60%）的评价数据来源于 ESI。
USNEWS 全球大学排名指标 [5] 分为 3 类：学术

声誉指标（25%）、文献计量指标（65%）和学

校层面指标（10%），其中 65% 权重的数据来

源于 ESI。ARWU 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 [6] 中

也有科研成果 60% 权重的数据来源于 ESI 等数

据库。

事实上，用世界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已成

为大学排行榜和知名大学衡量学科实力的重要

方法。 ESI全球学科排名数据结构完善、权威，针

对性强，国际可比性强，是衡量各个高校在在

全球同类学科水平的重要参考。我国高校和教

育部门也早就开始重视 ESI 指标，把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学科数量作为重要发展目标。目

前很多国际机构都普遍把 ESI 排名前千分之一

的学科认定为世界一流学科，代表全球顶尖水

准学科 [7]。

目前，ESI 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学科质量，可

以概括为学科生产力、学科影响力、学科水平、学

科结构等几个方面。学科生产力可以通过分析

发文总数、发文机构、发文作者获得，是较为

基础的统计应用 [8]。陈仕吉 [9]、P. Vinkler [10]、F. 
Radicchi[11] 等探讨了以 ESI 评价学科影响力的方

法，涉及评价指标包括 ESI 论文引用次数、学

科排名、高被引论文数量、发文刊物分析等。

何培等 [12] 对比了 C9 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群体

的学科结构，找出了学科差距所在。为评价学

科水平，易高峰 [13] 综合使用科技论文数量、论

文被引比重、论文活动指数 (activity index，AI)
和相对影响力 (relative citation impact，RCI) 指
数，揭示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在全球所处的

位置。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RCCSE)
基于 ESI 学科数据，较早提出世界一流学科的

参考标准 [14]。具体可划分为 3 个档次：某机构

的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含 1%) 为世界

顶尖学科；l%-5%( 含 5%) 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学

科；5%-10%( 含 10%) 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学科。

而后，该研究中心在 2016 年发布的《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水平排行榜》[15] 中，将《中国研

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6-2017）》中

排名 top5% 的学术学位一级学科认定为中国

5 ★学科，排名 top5%-20% 的学术学位一级学

科认定为中国 4 ★学科。并把中国的 5 ★学科

且进入 ESI 排名的优秀学科界定为“世界一流

学科”。

然而仅以排名顺序或星级为学科定性，不

能体现学科发展特点，比如学科影响力、学科

贡献、学科发展趋势等，也就不能针对性地加

以组织和引导。我国学者认为 [16]，遴选重点学

科应该从单一的“竞争选优”向与“择需”布

局相结合转变。因此对学科进行分类评价是相

对合理的做法。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485

所发布的《2016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中

国高校创新发展报告》为分析各个大学学科发

展布局情况，采用波士顿矩阵方法构建了学科

发展矩阵，矩阵将中国大学学科划分为 4 种类

型：优势学科、传统学科、潜力学科、弱势学科，较

好地区分了贡献度和学科发展趋势。然而，如

果将该评价方法运用到国际水平学科比较，会

产生严重同质化的结果，使得许多世界一流大

学的学科都为优势学科，起不到区分的效果，不

适用于“世界”级一流学科评价。

2  对象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ARWU 世界大学排名前 50 位

的大学作为研究样本，对其学科质量进行评价

研究。如表 1 所示 :

表 1  样本大学选取参照

排序 大学

1-10 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
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

11-20 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帝国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宾夕
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杜克大学

21-30 西北大学；多伦多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爱丁堡大学；东京大学；纽约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墨尔本大学

31-40 新加坡国立大学；伦敦国王学院；曼彻斯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麦吉尔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洛桑理工学院；海德堡大学

41-50 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昆士兰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京都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南洋理工大学

注：数据来自 ESI，提供了目标大学的各个学科的论文数量、标准化影响因子、被引频次、论文被引百分比以及
前 1% 被引频次基准等指标。考虑到论文引用周期问题，时间区间定为 2005 年 -2015 年。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9 日 -2017 年 2 月 5 日

3  样本大学的学科质量特征

3.1  论文数量与增长

为探究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特殊群体的学科

共性特点，本研究将样本大学的论文数据按学

科分布，各个指标取所有大学的平均值。首先

获得学科近 10 年论文数量与学科论文 5 周年增

长率关系（见图 1）。论文增长率 P 以 5 年为周

期执行计算：

 2011 2015 2006 2010

2006 2010

N NP
N

− −

−

−
=

，其中，N 指论文
数量。

仅从样本大学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数量来

看，近 10 年表现最突出的是临床医学学科，不

仅论文数量远超其他学科，增长率也达到了

46.13%。除临床医学学科外，其他学科可以

按分布位置分为高增长型和低增长型两类。低

增长型学科包括物化生、数学、计算机这些传

统理工学科和药毒理学、动植物学，类型多为

基础研究（理论）学科。高增长型学科包括环

境生态学、免疫学、社会学、心理学、微生物

学、农业科学、空间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

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经

济与商业，类型多为应用研究（技术）学科，其

中环境生态学和免疫学增长速度最快。显而易

见，应用研究学科的科研产出增长率要远超基

础研究学科。

该学科分布也暴露了 ESI 的一大缺陷：对

论文成果的收集偏重理工学科，没有艺术与人

文索引论文。这在实际评价中对综合型以人文

社科见长的大学存在不公平。

3.2  学科相对排名

学科的“相对排名”指标是指某学科在该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52

知识管理论坛，2017（6）:48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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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全部入围机构中的相对排名。入围依

据为学科被引频次。如果某大学 ESI 学科相对

排名为 R，则：

 (1 )
1%

R = −
   
   ×100%

机构学科排名

该学科领域进入全球前 学科的机构数

          公式（1）
其中，机构学科排名和该学科领域入围机

构数直接从 ESI 获得。R 越大，表明该大学的

学科排名越靠前，R=1 表示该大学在入围机构

中排第一名，R=0 则表示该大学在入围机构中

排最后一名。

图 2 是样本大学学科相对排名雷达图。排

名在 80% 以上的学科有临床医学、生物与生物

化学、社会学、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分

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和物

理，说明这些学科在各个一流大学中都表现出

色，同时也是竞争性强的学科，可以说是“兵

家必争之地”。相对排名较低的是空间科学、数

学、经济与商业等（交叉学科论文基数少，不

在置信区间，不予置评），这些学科只在某些

大学是一流学科，而不作为一流大学必争的焦

点学科。教育界的普遍共识是，世界一流大学

皆为综合型大学，因此中国很多高校也在追赶

国际一流，朝着综合型大学的方向发展。但是

综合型大学不一定是所有学科都要涵盖，图 2
即为解决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选择问题提

供了参考。

图 2  样本大学学科相对排名

3.3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学 科 规 范 化 的 引 文 影 响 力（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CNCI）是排除了出

版年、学科领域与文献类型差异的规范化影响

力指标。由 ESI 定期更新，其计算方法 [17] 为：

图 1  样本大学的学科论文发表数量 - 增长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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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篇论文，如果只被划归到一个学科

领域，则  CNCI
ftd

c
e

=
               公式（2）

其中，c：总被引次数；e：期望引用率或

基线；f：学科领域；t：出版年；d：文献类型。

如果被划归到多个学科领域，其学科规范

化的引文影响力等于每个学科领域实际被引次

数与期望被引次数的比值的平均值：

 
( ) (1) (2) ( )CNCI f n td f td f td f n td

c c c c
e e e e
n n

∑ + +

= =
 

公式（3）
其中，n：论文所属学科领域数。

对于计算大学所有论文构成的一组论

文，CNCI 值为每篇论文的平均值：

 NCI
CNCI

P
∑

= 每篇论文

                公式（4）
其中，p：论文总数。

由于 CNCI 是一个排除了学科领域、文献

类型、出版年因素的无偏影响力指标，使得 ESI
给出的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CNCI 指标具

有可比性，尤其对于学科之间的横向比较。

从学科影响力来看，样本大学只有两类学

科的 CNCI 超过了 2，分别为物理（2.19）和材

料科学（2.08）。其次是空间科学 1.99，临床医

学 1.90。CNCI 较低的有：工程学 1.46，精神病

学 - 心理学 1.47，药理学和毒理学 1.52，精神科

学与行为学 1.55。如图 3 所示：

图 3  样本大学学科影响因子
注：排除了离群点（交叉学科 2.76）

4  一流学科质量评价“四分法”

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样本大学的学科绝大多数比普通大学的学

科水平要高，因而对一流大学的学科评价是一

个优中选优的过程。用普通的评价方法和阈值

进行评价往往将一流大学的学科都划为一流水

平，产生同质化的评价结果，这是与普通大学

相比水平相差悬殊的结果。

为对世界一流大学学科评价得到较好的区

分度，本研究根据各个大学的学科质量，从贡

献力和影响力两个维度对学科进行划分，构建

学科质量矩阵。不少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都有

评价贡献力和影响力的计量指标。比如：THE
大学排名中的论文被引频次、ARWU 大学排

名体系中的高被引文章专家数量 [18]，均为影

响力指标；USNEWS 全球大学排名中的高

质量论文数量及比例、ARWU 大学排名中

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SSCI）、艺术与人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数

量，均为贡献力指标。武汉大学邱均平教授 [19]

在学科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提出以论文被引次

数、高被引论文数作为评价学科影响力的二级

指标，以收录论文数作为科研生产力的唯一计

量指标。

世界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 提供了可直

接获取的贡献力（即产出力）、影响力指标如

表 2 所示。

学科贡献力的指标主要计算的是论文数

量，因被评价对象水平不一、评价需求不同而

可以采取不同的贡献力指标。如果只侧重评价

论文产出，可以选择 ESI 论文数，如果评价要

求更高，要求同时测度论文质量和数量，则可

以筛选高被引论文数或高水平论文数作为贡献

力指标。这相当于在本身高水准的 SCI 论文中

再次筛选优秀论文，设定高门槛，这在评价一

般学科时是不需要的，然而对于评价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却是非常必要的。

学科影响力以论文被引数量及其衍生指标

为主，本质是对研究人员学术认同的反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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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被引总数”和“篇均被引频次”为绝对指标，无

法规避学科体量差异带来的影响。其余 3 个指

标虽为相对指标，但用于评价影响力各自都有

缺陷。

表 2  基于 ESI 的学科评价指标

评价类项 指标 解释 说明

学科贡献力 ESI 论文数 被 SCIE、SSCI 收录的论文
数量

因为 SCIE 和 SSCI 收录论文被公认具备
一定水准，该指标使用最广泛

ESI 高被引论文数 根据论文的被引频次，认定
排名前 1% 的论文为高被引
论文

论文的被引高峰出现在论文发表后的第
2-4 年，某些论文则被持续引用多年。
ESI 对不同领域不同年限设定了不同高被
引基准

ESI 热点论文数 热点论文指的是与出版年相
同领域的其他论文相比，出
版后很快就有高被引频次的
论文

论文的出版年限不超过 2 年，且在当前
的 2 个月内被引。每领域只有 1% 论文入
选

ESI 高水平论文数 在特定领域和年限中的被引
频次排名在前 1% 的论文

相当于在 ESI 论文数指标基础上筛选 1%
的高水平论文数量

学科影响力 论文被引总频次 学科论文被引用频次总数 绝对指标

篇均被引频次 学科论文被引用频次的平均
水平

绝对指标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

排除出版年、学科领域与文
献类型差异的规范化指标

相对指标，数值小，在实际评价中难以
拉开差距

被引百分比 被至少引用过 1 次论文的百
分比

对于高水平学科被引百分比近似相同，
不能区分真实水平

学科 H 指数 论文集合中，至少有 h 篇论
文被引用了不低于 h 次

H 指数评价方法广为诟病，出现了许多
衍生改进方法，但是计算复杂

基于上述理由，本研究贡献力维度选取

“论文产出占全球份额”指标，其值为某机

构的学科论文产出在该学科所有论文产出中

的占比。假设论文产出占全球份额为 V，则

, 100%S I

S

N
V

N
= × ，其中，N 为论文数量，S 为

特定学科，I 为特定机构。影响力维度选取“全

球相对排名”指标 R：

两个维度均选取相对指标，实现学科间无

偏对比。参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6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中国高校创新发展报

告》数据，认定学科产出占全球份额 0.5% 作为

分界线，以此作为评价机构具有超高贡献力的

阈值。如果认定前 1% 学科机构中的前 10% 具

有绝对的影响力，则全球相对排名为 90%，因

此本研究以 90% 作为评价机构具有超高影响力

的阈值。

参考波士顿矩阵方法，从影响和贡献 2 个

维度将学科分为 4 种类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学科四分法矩阵

超 级 学 科： 全 球 相 对 排 名 大 于 等 于

90%，论文产出占全球份额大于等于 0.5%，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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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高的影响力和贡献力。顶尖学科：全球相

对排名大于 90%，论文产出占全球份额小于

0.5%，具有超高的影响力和普通的贡献力。重

要学科：全球相对排名小于 90%，论文产出占

全球份额大于等于 0.5%，具有普通的影响力

和超高贡献力。普通学科：全球相对排名小于

90%，论文产出占全球份额小于 0.5%，具有普

通的影响力和贡献力。

表3给出了各个大学不同类型的学科数量。

从各个大学的学科分析结果来看，“学科四分

法”较好地区分了各个大学的学科发展类型及

水平。

表 3  各样本大学“四分法”学科数量

大学名称 超级学科 顶尖学科 重要学科 普通学科 ARWU 排名 国家

哈佛大学 13 7 0 2 1 美国

斯坦福大学 11 7 2 2 2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0 6 1 5 3 美国

剑桥大学 8 6 2 6 4 英国

麻省理工学院 7 6 1 8 5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 1 5 1 15 6 美国

牛津大学 11 3 2 6 7 英国

加州理工学院 3 2 0 17 8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8 2 2 10 9 美国

芝加哥大学 3 5 2 12 10 美国

耶鲁大学 5 4 6 7 11 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8 6 2 6 12 美国

康奈尔大学 6 4 6 6 13 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7 6 2 7 14 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8 1 2 11 15 美国

伦敦大学学院 8 0 2 12 16 英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 9 2 1 10 17 美国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4 8 1 9 18 瑞士

东京大学 8 5 3 6 19 日本

伦敦帝国学院 7 8 2 5 20 英国

密歇根大学 10 7 1 4 21 美国

华盛顿大学 10 5 2 5 22 美国

杜克大学 7 5 1 9 23 美国

西北大学 4 4 1 13 24 美国

多伦多大学 8 6 4 4 25 加拿大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10 3 2 7 26 美国

纽约大学 5 2 0 15 27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2 6 4 10 28 美国

京都大学 5 3 2 12 29 日本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6 4 3 9 30 加拿大

曼彻斯特大学 1 7 4 10 31 英国

墨尔本大学 5 1 3 13 32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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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大学 1 3 8 10 33 英国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 5 3 13 34 美国

海德堡大学 2 0 2 18 35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0 1 0 21 36 德国

伦敦国王学院 3 3 1 15 37 英国

慕尼黑大学 4 3 2 13 38 德国

昆士兰大学 3 3 2 14 39 澳大利亚

布里斯托大学 1 2 0 19 40 英国

清华大学 5 1 0 16 41 中国

麦吉尔大学 0 7 4 11 42 加拿大

卡内基梅隆大学 0 1 1 20 43 美国

北京大学 1 4 3 14 44 中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3 3 5 11 45 美国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0 2 3 17 46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 2 2 5 13 47 澳大利亚

新加坡国立大学 3 4 3 12 48 新加坡

洛桑理工学院 1 5 0 16 49 瑞士

南洋理工大学 3 2 0 17 50 新加坡

可见，综合排名靠前的大学其超级学科和

顶尖学科的数量也具有明显优势，如斯坦福大

学和哈佛大学，其两类学科的数量和分别为 18
个和 20 个，远超其他大学。然而像加州理工学

院这样不以规模见长的大学虽然综合排名很靠

前，其超级学科和顶尖学科数量却没有和排名

匹配，因为此类大学规模相对小而部分学科实

力超强。

国家之间优秀学科数量差异巨大。美国拥

有多所蜚声世界的一流大学，积累了众多一流

学科。仅样本中涉及的 24 所大学就涵盖了 151
个超级学科、104 个顶尖学科。其次是拥有悠久

工业化历史的英国，涉及 8 所大学涵盖 40 个超

级学科和 32 个顶尖学科。相比之下，中国只有

2 所大学在榜单中，仅有 6 个超级学科和 5 个顶

尖学科，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强

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全球排名前 50 位的世界一

流大学样本 ESI 数据进行调查，分析了学科质

量特征，包括论文数量与增长的关系、学科相

对排名、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而后全面

衡量 ESI 可以提供的贡献力和影响力指标，提

出一种针对世界一流学科质量进行评价的学科

“四分法”矩阵分类评价方法，取得了良好的

离散效果，具备一定的效度和信度，为评价世

界一流学科提供了一种选择方法。通过“四分

法”分类方法给出了各个大学的超级学科、顶

尖学科、重要学科和普通学科数量。结果显示，美

国拥有众多超级学科和顶尖学科，数量远超其

他国家，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中

国、新加坡等国家与之相比差距悬殊。

本研究的评价方法不足之处在于，从数据

范围上看，ESI 是基于 SCIE 和 SSCI 数据库建立

的，而这两个数据库只收录具有高影响力的重要

期刊，且收录学科偏重理工类，不能代表世界学

术研究的全部内容。仅以 ESI 数据评价，存在计

量学常见评价弊端 [20]，只能作为辅助指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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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国有 8 000 多家公立图书档案馆，其中约

一半为州立、市立图书档案馆，一半为教会图

书档案馆，还有私立图书档案馆 10 000 多家，平

均约 4 000 多人就有一家图书档案馆。可见，德

国是图书档案馆业发达国家之一 [1]。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更加重视数字

图书档案馆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数

据发布到网络上，形成了全球性的数据网络 (Web 
of Data)。与文档网络相比，结构化的数据网络

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关系网，更容易检索 Web 数

据，人和机器也更容易理解这些数据。2017 年

【学术探索】

LOD 技术在德国图书档案馆的应用
◎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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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关联开放数据 (LOD) 已广泛应用于很多产业、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图书档案

馆是 LOD 技术的早期使用者之一，这也促进了 LOD 技术的发展，德国是图书档案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

有很多 LOD 应用于图书档案馆中的成功案例。[ 方法 / 过程 ] 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内容分析法，

分析 LOD 技术在德国图书档案馆中成功应用的案例。[ 结果 / 结论 ] 案例揭示了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如人

工智能、数据库和图书档案馆研究课题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德国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发展相关的实践提供

更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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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W3C 项目发布了新的关联开放数据云

图 (Linked Open Data Cloud, LOD Cloud)，见图

1，建立了新的视觉模型，开放关联数据集的数

量增长了数十倍达到了几百个，内容包含了出

版物、跨领域、媒体、语言学、地理、用户生

成内容、政府、环境、生命科学和社交网络等

多个领域。LOD 将多个领域关联开放数据资源

集成为一个可视化的互联网络。从情报学的角

度分析，这是在引证、合著等知识网络后的新

的网络型态 [3]。

近年来，数字图书档案馆进一步促进信

息资源共享，而数字图书档案馆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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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提供对大量数据访问的服务，这些数

据是隐藏的、不可访问的，并且存储在数据

竖井中。随着 Web 对异构数据访问技术的发

展，LOD 可以实现对元数据的发布，这将使

图书档案馆的馆藏资源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

被搜索、链接和访问 [4]。另一方面，LOD 是

运用语义技术发布和共享信息的最佳方法，并

且可以访问大量的异构数据，这可以激发更

多应用程序的开发。LOD 可以帮助数字图书

档案馆摆脱数据竖井，将其数据发布成为结

构化数据；并为图书档案馆带来很多应用价

值 [2]。

图 1  关联开放数据云图

2  德国数字图书档案馆的成功案例
德国数字图书档案馆的成功案例描述了数

字图书档案馆在信息供应方面的不同需求，并

总结了相关数据技术是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的。

此外，明确了 LOD 技术在数字图书档案馆应用

中的主要优势。

2.1  关联数据价值链的成功应用

德国数字图书档案馆的研究项目将公开可

用数据转换为关联数据。绝大多数的数据都是

由研究机构产生的。将关联数据价值链（见图

2）引入到商业工程师的模型中，可以使成功商

业案例概念化，确定角色的分配、组合和参与，但

所选择的数据及其转换过程可能存在固有的风

险，例如：使用权限、隐私策略、数据可用性

和角色激励、数据质量和可信度、数据来源、透

明数据转换和互连等。

德 国 莱 布 尼 茨 经 济 信 息 中 心（Leibniz 
Information Centre for Economics，ZBW） 将

关联数据价值链应用到 BBC3 的现有业务案例

中，并在此过程中对潜在的风险进行了测试。

总的来说，关联数据价值链有助于识别和分类

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可由相应的工程师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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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且还建立了能清晰了解完整关联数据生

成周期的方法。这个模型易于在其他学科中应

用，如数字图书档案馆、生命科学和媒体等，有

助于关联数据的发布，并可指出可能出现的潜

在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出现在数据转换和数据

间链接过程中 [5]。

数据类型

关联数据作用

参与实体

原始数据提供者

关联数据提供者

关联数据应用程序

人类可读的数据

关联数据

原始数据

最终用户

转化成

转化成

图 2  关联数据价值链模型 [5]

2.2  LOD 技术在数字期刊中检索作者信息的应

用

LOD 技术在数字期刊中的应用价值之一是

可以通过关联数据来实现现实世界作者与数字

期刊中作者的联系。在 ZBW 数字环境分析系统

中，在处理与人有关的信息时面临的问题是作

者姓名识别和消除歧义。分析系统在个人资料

中找到相关的个人信息，如专业知识，对社交

媒体的影响以及出版物的数量等。基于 LOD 的

分析系统可以在组织和机构的人员分配等方面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找到有关作者的

正确信息对于提高数字期刊的整体可见性和效

率至关重要 [6]。

在 LOD 的基础上，德国科学家开发了

CAF-SIAL 平台，见图 3，可以搜索并提供来

自关联数据人员信息（http://cafsial.lod-mania.
com）。CAF-SIAL 平台运用一组启发式技术，将

一个人的相关信息从 DBpedia 中识别出来，通

过对“URI”技术应用一个“关键字”来提取。

这个提取的信息被进一步过滤，并集成到一个

概念聚合框架下，这个框架随后被呈现为一个

概要文件 [7]。

在图书档案馆环境中，DBpedia 和 DBLP
体现了应用程序的实用性，进一步扩展了数字

期刊作者与 LOD 的相关语义资源之间的联系。

通过该应用程序能够识别、消除歧义，检索和

构造有关来自这些数据集的作者的相关信息。

该系统构建了一个全面的作者资料库，可以提

供作者信息 ( 个人和专业信息 )，并列出他的学

术成果（http://dblp.l3s.de/d2r/）。

这类系统可以应用在更广泛的学术交流

领域中。搜索的主体可以扩展到集成的权限文

件，如德国国家图书档案馆的综合授权文件

(GND)（http://www.dnb.de/EN/gnd）和虚拟国际

权威文件 (VIAF)（https://viaf.org/），以获得更

多完整的结果。权限文件所包含的关键词和描

述符在编目过程中被分配给一个出版物，这样

可以进一步简化搜索和检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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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作者信息集成模型 [7]

2.3  LOD 技术在关联数据发布的应用

在过去的几年里，LOD 对的数据的开放起

到了重大作用，并已成为最重要的类库应用程

序之一。这些存储库是用于收集、发布、传播

和存档数字科学内容的系统。在数字图书档案

馆的应用方面，EconStor 可以使存储库中的科

学论文的元数据以机器可读的方式提供给读者

（http://econstor.eu）。EconStor 是德国国家经

济图书档案馆的开放访问服务器，为出版经济

学研究论文提供了平台。EconStor 目前提供近

100 个机构的科学论文以及超过 8 万份完整的文

本文件的全文访问 [8]。

D2RQ 框架可以将关系数据集转换为可理解

的语句，并将 EconStor 存储库数据发布为关联

数据（http://d2rq.org/）（见图 4），步骤如下：第

一步，将开放存储库作为关系数据库；第二步，通

过使用词汇表，将出版物和作者映射到 D2R 服

务器转换为映射文件；最后，存储库数据通过

使用 D2R 服务器进行转换，并将其作为关联数

据和 SPARQL 端点进行查询（http://linkeddata.
econstor.eu/beta/snorql/.）。存储库的内容可以直

接作为关联开放数据发布，并且能够关联到有

价值的外部数据集，从而使存储库中的数据能

够上下文关联并有意义。通过将 EconStor 作为

关联数据库发布实现了以下预期目标：通过将

科学论文发表在语义网上，从而使当前研究成

果能够出版和传播；成功地使典型的存储库系

统 ( 如 DSpace) 转变成语义 Web 开放内容，并

将其集成到关联数据流中；通过 SPARQL 查询

模式，使查询分布式的研究信息成为可能，如

可以查询 2012 年之后由欧洲研究机构出版的所

有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

将 EconStor 作为关联数据发布，对 mashup
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以从不同的相关关

联数据存储中对数据进行管理）的开发带来了

潜在的影响。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看，该研究

提供了将存储库的内容发布为关联开放数据的

方法。因此，图书档案馆员、仓库管理员和软

件开发人员对此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3  图书档案馆科学中 LOD 的研究
3.1  实体解析

“实体解析”指的是识别两种关联开放数

据中的资源是否指向同一个真实世界中的实体。

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资源没有自

己的身份，其意义仅通过语义描述和连接资源

的属性来定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通

过手动调整。德国国家图书档案馆的综合管理

局文件包含与 DBpedia 等相关的作者信息 [9]。

然而，手动调整非常耗费人力，并且不可能实

现大型数据集的合并。如 DBpedia 数据库中包

含 364 000 个数据，德国国家图书管理局数据

库中包含 1 797 911 个数据，国会图书馆数据库

中包含 3 800 000 个数据，虚拟国际权威档案

（VIAF）大约有 1 000 万个数据（VIAF 组合了

不同国家图书档案馆的多个名称权限文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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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库都非常庞大，因此，仅通过姓名、合

作者、职称和地点对其进行实体解析通常是不

够的 [10]。

3.2  模式匹配

模式匹配与实体解析所面临的问题相似。

链接开放数据的目标是通过参考其他现有词汇

的概念来定义和发布自有词汇。然而，不同词汇

的整合以及他们所描述的数据都是很重要的，即

使是具有类似模式的数据库也是如此。在运用

模式集成来改进图书档案馆服务的过程中对模

式匹配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 [11]。因此，通过人

工调整叙词表的方法来对不同作品进行模式匹

配。如 ZBW 对经济学词典 STW（http://zbw.eu/
stw/versions/latest/about）与其他词典（如社会科

学 中 的 TheSoz，http://lod.gesis.org/pubby/page/
thesoz/）在 2004-2005 年期间手动创建了数千个

映射。为了描述映射，关键字之间的关系通常

用简单知识组织系统（SKOS）词汇来描述（http://
www.w3.org/2004/02/skos/）。由于叙词表通常

有几千甚至一万个主题词和相应的同义词，需

要用自动的方法进行模式匹配，因此，2012 年

ZBW 启动了比对评估计划（OAEI）。OAEI 旨
在比较不同的模式匹配技术，并就本体匹配方

法的评估达成共识（http://oaei.ontologymatching.
org/）。

3.3  分布式数据管理

LOD 数据是是分布式数据，其中 VIAF 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有十几个国际组织合作

构建分布式图书档案馆资源网络，不仅有出版

商，还包括个人和组织。为了访问分布的数据，需

要应用联合查询技术，并且搜索出数据源信息

及信息存储形式。

在语义 Web 中，研究人员已经开发了各种

不同的技术，如用于关联打开分布式数据的查

询技术、用于对关联开放数据进行流处理的技

术以及用于搜索服务数据和数据源的技术。然

而，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哪种方法最适合访

问分布式数据 [12]。

此外，在提供图书档案馆搜索服务时，还

需要考虑搜索结果排名，以便满足用户的查找

需求。像网络搜索一样，用户也认为搜索结果

中第一个链接比其他链接更重要或更相关。

图 4  EconStor 关联数据发布模型 [8]

 

 

信息库元数据 

映射函数 

开放存储库 语义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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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应 对 这 一 问 题，ZBW 的 DFG（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德国研究基金会）项目

开发的 LibRank 实现了这一目标（http://www.
librank.info/）。

3.4  自动索引

与数据库社区的索引概念相反，在图书档

案馆中，索引是指为科学出版物、档案等文件

分类标出多个标签。索引的一种方法是手工标

记，德国科学家使用 STW 标记了超过 160 万

份经济学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每篇平均标注

了 5 个 STW 主题词。另外，运用发布服务器

EconStor 实现了 STW 和其他叙词表的作者和关

键词的自动发布。

此外，德国国家图书档案馆每年出版的电

子出版物数量显著增加，需要采用自动化的索引

文献方法。为此开发了用于 PDF 分类的自动化

方法。如德国国家图书档案馆的 PETRUS 项目

使用支持向量机对 100 个类别（Sach-gruppen）进

行分类。DFG 资助的项目 GERHARD 在 20 世

纪90年代研究了自动索引科学Web内容的方法。

研究人员运用十进制分类法（UDC）将

约 100 万个文档自动编入索引中。UDC 索引

使用 3 种语言（德语、英语、法语）。使用

Oracle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进行全文索引

（ConText）。科学文献的自动化索引迄今为止

仍然是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10]。

在最近的 ZBW 项目中正在进行应用关联开

放数据自动索引科学文档的工作。运用 kNN 分

类器、实体检测和 HITS 算法来评估 STW 对特

定文档的匹配性。ZBW 开发应用自动分度实验

的优点是不需要昂贵的培训 [13]。

虽然多数人认为术语“自动索引”过程中是

没有人的参与的，但上述技术需要人为干预才

能准确运行。事实上，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图书

档案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知识不断监测自动索引

主题词的质量，使其能正确反映主题。

3.5  索引非文本内容

除了 PDF 格式的科学出版物和图书档案

馆索引的网站等文字内容外，还有大量的非文

字内容，如社交媒体和视听材料。这些材料包

括传统科学内容的映射、社会媒体资料，还有

研究数据，ZBW 在欧盟项目 EEXCESS 中解决

了这些非文本内容的索引问题（http://eexcess.
eu/）。这个想法是将结构化科学内容（元数据、全

文本、段落、引文和其他内容）与社交媒体渠

道中的非正式和临时内容进行自动结合，以便

关联主题、对象（文本和非文本资源）以及用户。

在实体解析、多种模式索引以及跨媒体检索内

容方面也存在了一些问题。

为了解决多模式检索的问题，ZBW 开发了

一种新渠道，以便更好地理解包含在科学出版

物中的图表。该渠道通过不同方法（如数据挖

掘和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组合）从图表中自动

提取多项文本信息。这允许对信息图表进行文

本搜索，并将其与科学出版物的文本内容相结

合 [14]。

3.6  数据出处

虚拟国际权威文件（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VIAF）可以使书目记录在跨组

织、跨境、跨语言中检索。通过匹配和链接开

放权限的文件可以降低成本并增加授权文件的

实用性。然而，在跨境、跨语言的情况下，出

现了新的问题：如何跟踪数据 / 元数据（重新）使

用？图书档案馆 A 使用图书档案馆 B 的（部

分）记录时如何参考元数据？如何评估合并到

系统中的数据 / 元数据的可信度？

为了解决跟踪数据来源的问题，图书档

案科学界开发了用于描述图书档案馆资源的

复杂模型。FRBR 模型可以描述同一图书档案

馆资源的不同变体，如同一本书的不同印刷

本，或不同的语言翻译版本（http://www.ifla.
org/publications/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bib 
liographic-records）。因此，它不仅适用于书籍，也

适用于任何资源。另外，RDA 模型可以描述任

何种类的内容，包括在线媒体。RDA 还允许

将信息来源附加到不同的数据上（http://www.
rda-jsc.org/rda.html）。Europeana 数据模型可以

查询创建元数据记录的人员和资源本身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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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uropeana.eu/portal/）。

然而，仍然缺少一种能可靠验证元数据来

源的方法。由 A. Kasten 等人开发的数字签名图

形数据的框架可以用来跟踪元数据的来源。它

用数字签名来标记图形并将数据与网络上的签

名一起发布，例如关联打开数据。这可以跟踪

元数据的来源，建立一个“信任网络”[15]。

此外，像语义搜索引擎 Sig.ma 这样的应用

程序能够为 LOD 的实体搜索提供支持，并根据

来源提供过滤结果。不幸地是，该项目已经终

止 [16]。

表 1 总结了 LOD 技术在德国数字图书档案

馆的具体应用及其缺陷，揭示了在图书档案馆

研究领域 LOD 技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表 1  图书档案馆科学中 LOD 的研究比较

序号 内容 具体应用 缺陷

1 实体解析
识别关联开放数据的两种资源是否指向同
一个真实的世界实体的问题

需要人工调整，非常昂贵，不能合
并大型数据集

2 模式匹配
定义和发布自我描述的词汇，通过模式集
成来改进图书档案馆服务 

需要人工调整叙词表模式匹配不同
作品 

3 分布式数据管理
用于关联打开或查询在网络上高度分布数
据 

不清楚访问分布式数据的最适方法，
需要考虑结果排名 

4 自动索引 自动索引科学文档 
需要图书档案科学家不断监测自动
建议的描述符的质量 

5 索引非文本内容
解决了传统科学内容的映射、社会媒体资
料、研究数据等非文本内容的索引 

实体解析、跨媒体检索内容还需要
解决

6 数据出处
FRBR 概念被并入到 RDA 中，以描述任何
种类的内容。Europeana 数据模型可预测创
建元数据记录的人员和资源本身的来源 

缺少感知信息的来源应用程序 

4  德国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化信息的收集、储存、应用及长久保

存等诸多问题与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密

不可分。因此，德国图书档案馆从 1998 年起参

加了欧盟创建的 “欧洲网络化缴存图书馆”等多

个项目的工作，主要研究数字资源保存和应用

等技术问题，构建基础的网络平台，开发多媒

体传输技术等系统，研究迁移和仿真信息再现

技术等。至今，德国图书档案馆基于 LOD 技术

开发出的很多技术都具有普适性和应用性。其

中一些技术甚至为世界数字图书档案馆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推行科学技术精神的德国

品质也在图书档案馆的技术领域表现出来，其

LOD 技术在图书档案馆的应用在国际上也具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

随着 LOD 中数据集的快速增长， LOD 技

术在图书档案馆信息服务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泛。LOD 在我国的图书档案馆应用中还存在着

一些不足，一些研究还局限于理论层面，没有

真正地成为我国图书档案馆中可操作的应用技

术，而这些技术可为将来的数字图书档案馆应

用提供基本技术支持，且应用广泛。通过对基

于LOD技术在德国图书档案馆的应用的比较（见

表 1），可为图书档案馆中的很多实践工作指明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在我国，将 LOD 技术引入

图书档案馆已经迫在眉睫，通过学习德国的经

验，基于已有的条件搭建基于 LOD 的关联应用

平台，在实践中应用已有的方法和工具解决相

关问题。图书档案馆利用这些新技术将会产生

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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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多要素综合评价中的关

键环节，权重确定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评价

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迄今为止，国内外学

者围绕多要素评价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开展

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指标权重确

定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

大类，分别是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以及主

客观综合集成赋权法。其中，主观赋权法多是

依赖于专家的知识经验进行主观判断来确定指

标权重，客观赋权法主要是依靠样本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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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权重，而主客观综合集成赋权法是基于

主、客观赋权法各自的不足和优势，将两者所

得的权重综合集成。不同赋权方法的原理思想

不同，导致所依赖的理论模型、原始数据、对

数据的处理方式等都会存在差异，从而使最终

的权重分配也产生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的

指标体系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其所适合的权重

确定方法，这样才能使其指标的权重分配比较

合理。

2  常见的主观赋权法
一般地，主观赋权法在确定权重时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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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决策者和专家的知识经验或偏好，将各指标

按重要程度进行比较、分配权值或计算得出其

权重，其认为权重的实质是评价指标对于评价

目标相对重要程度的量化体现。此类方法的主

观随意性比较强，但指标权重大小的排序基本

与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目前比较常用

的主观赋权方法可归为 4 类：专家估测法、层

次分析法、二项系数法、环比评分法。

2.1  专家估测法

专家估测法是由相关领域专家依据自身的

经验知识，主观判断各指标的重要性，指标最

终的权重分配值可直接由 K 个专家独立给出的

权重值的平均得出 [1]，或者利用频数统计法来

确定权重，即对于每个指标，将其 K 个权重分

配值按照一定的组距进行分组，计算每组内权

重的频数，频数最大的分组的组中值就是相应

指标的最终权重值 [2]。

早在 1986 年 F. Shands 等 [3] 就将专家估测

法用于教师绩效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确定，通

过问卷的形式将评判指标提交给数位领域专家

进行两轮打分来分配权重，最终得到的绩效评

价模型在学校的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近两年我国学者刘璐等 [4] 在供热系统节能评价

的指标权重确定中也使用了该方法，通过多位

领域专家给出的权重系数的平均值确定出各指

标权重，并分别与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的

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专家估测法

与实际系统运行情况最相符，这主要是由于热

源系统在运行中存在很多现实影响因素，而专

家们会相对周全考虑这些因素从而更合理地分

配权重。

专家估测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一

是充分利用专家的经验知识，能根据专家经验

综合全面考虑各种外界影响因素，方法的可靠

性较高；二是指标权重的计算以传统的描述性

统计为主，如求解均值和统计频数，简单直接；三

是不受是否有样本数据的限制，能对大量非技

术性无法定量分析的指标做出概率性估计。该

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权重的分配完全

受专家经验知识的影响，不同的专家组成可能

就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存在很大程度的主

观随意性；二是当指标较多时，不易保证判断

思维过程的一致性，较难做到一定会客观合理。

从总体上来说，该方法的适用范围很广，适

用于指标数量适中的各种评价体系，特别是对

于那些没有样本数据、难以建立数学模型的实

际问题，比较行之有效。

2.2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把复杂问题的各

指标按相互间的从属关系分解为若干个有序的

递阶层次结构，每层内部指标请领域专家根据

一定的比值标度进行两两比较，将主观判断量

化形成判断矩阵，再利用数学方法计算每层判

断矩阵中各指标相对于上一层的权重值，最后

进行层次总排序，计算出全部指标相对于总目

标的权重系数 [5]。目前关于判断矩阵中指标权

重系数的计算方法有 20 多种，包括特征向量

法、最小二乘法、方根法、线性规划法等，不

同方法所确定的指标权重排序存在一定差异。

层次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各评价体系的指

标权重确定中。例如，早在上世纪 R. Shen 等 [6]

就利用该方法对产业中劳动力强度进行评价，通

过将数十位领域专家对指标相对重要性的量化

评判进行综合得到判断矩阵，再利用特征向量

法计算出指标权重，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所

构建的评价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我国学者楚存坤等 [7] 将其运用于定性指标

为主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的三级评价指

标体系中，也取得了较好的评价效果。

层次分析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一

是把决策者依据主观经验知识的定性判断定量

化，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了两者的优势，一方面蕴含着决策者的

逻辑判断和理论分析，另一方面又通过客观的

推演与精确计算，使决策过程具有很强的科学

性，从而使得决策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二

是将复杂评价问题进行层次化分解，形成递阶

的层次结构，使复杂问题的评价更清晰、明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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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三是不受是否有样本数据的限制，能解

决传统最优化技术无法处理的实际问题。但是

该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指标权重的

确定主要依赖于专家经验知识，专家选择的不

同很可能会导致权重分配结果的差异，具有主

观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层次分析法的判断

矩阵很容易出现严重不一致的情况，当同一层

的指标很多，并且由于九级比值标度法很难准

确掌握，决策者很容易做出矛盾且混乱的相对

重要性判断。针对这一问题，马农乐等 [8] 提出

利用三级标度法来替代九级标度法构建判断矩

阵，更容易衡量指标间的重要程度，且无需一

致性检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各指标的权

重分布较集中，很容易出现多个指标权重难以

区分的情况。

总的来说，层次分析法的适用范围很广，特

别适用于缺乏样本数据且评价目标结构复杂，以

及领域专家对指标相对重要性大小程度有较为

清晰认识的指标数量适中的评价体系。

2.3  二项系数法

二项系数法 [9] 的基本思想是先由 K 个专家

独立对 n 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经过

复式循环比以及统计处理得到代表优先次序的

各指标的指标值，再根据指标值的大小将指标

按照从中间向两边的顺序依次排开，形成指标

优先级序列，对序列中的指标重新按从左到右

的顺序进行编号得到指标序列 1 2 1... ...i n nl l l l l− ，从
而根据二项系数的原理，第 i 个指标的权重分配

值为 1 1
1 / 2i n

i nw C − −
−= 。

二项系数法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最初是由中

国学者程明熙 [9] 于 1983 年提出的，后续主要在

国内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如早期赵书立 [10] 将

该方法用于实验室设备投资的多指标评价中，先

通过数位专家对各指标打分的平均情况确定指

标优先级，再根据二项展开式系数求出各指标

的权重，最终得到的最优评价结果为高校决策

者在设备投资方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近几年 ,
刘富强等 [11] 将其用于抽蓄工程开挖工期影响

因素的指标权重确定上，由于抽蓄工程影响因

素众多，难以主观具体量化因素间的相对权重

值，因此依靠领域专家直接评判指标优先级，再

利用二项系数计算出权重，最终的影响因素评

价结果与利用熵权法的评价结果一致。

二项系数法的优点主要有 4 方面：一是

将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有机结合，将主观经验

知识定量化，增加了评价过程的科学性和条理

性；二是不需要对指标的重要性大小进行具体

量化，只需要判断指标间的相对大小情况，专

家判断相对容易，不会产生矛盾且混乱的判

断；三是采用二项展开式进行权重计算，方法

简单易操作；四是不受是否有样本数据的限

制，能解决传统最优化技术无法处理的实际问

题。但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权重的

确定主要依赖于专家经验知识的主观判断，存

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在利用二项系数公

式计算不同优先级的指标权重时会出现权重相

同的情况，在指标优先级序列中左右对称的两

指标计算出的权重值会相同，与实际情况会产

生一定的偏差；三是该方法只注重指标重要性

的级别次序，而不关注指标间相对重要性的差

异程度，权重分配会存在偏差。

总的来说，该方法对是否有样本数据没有

限制，适用范围较广，尤其适用于那些缺乏先

例，缺乏定量赋权经验的指标数量适中的多因

素评价问题。

2.4  环比评分法

环比评分法 [12] 的基本思想是依据专家经验

知识，将指标依次与相邻下一个指标进行重要

性比较，综合多个专家的判断确定相邻指标间

的重要性比值，再以最后一项指标为基准，逆

向计算出各指标的对比权，并进一步做归一化

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

环比评分法最早是由中国学者陆明生 [12] 于

1986 年提出的，并在国内外得到了较广泛的应

用。例如陈志刚等 [13] 将该方法用于上海市创新

型城市阶段的评价中，依靠专家确定出评价指

标间的环比值，再进行修正归一化处理得到指

标权重，最终的评价结果与上海市当时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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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相符。J. Xie 等 [14] 在评价公路应急预案时

也采用了该方法，先由专家自上而下对指标两

两比较确定其重要度，再进行基准化和归一化

处理得到权重，评价结果与现实选择相符，体

现了方法的有效性。

环比评分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4 方面：一

是将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有机结合，使评价过

程更具条理性和科学性；二是专家所需确定的

指标重要性评价值数量较少，赋值过程相对简

单；三是单向依次确定指标相对重要度，不容

易产生判断上的矛盾，也不需要进行层次分析

法中的一致性检验，能有效解决复杂决策问

题；四是不受是否有样本数据的限制，能解决

传统最优化技术无法处理的实际问题。但该方

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对专家知识的要求

较高，需要专家对评判指标的重要性有很清晰

的认识并能对每对相邻指标进行精准的量化比

较，否则很容易使整个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产

生较大偏差；二是权重的确定主要依赖于主观

经验知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

总的来说，该方法对是否有样本数据无限

制，适用范围较广，特别适用于能够对相邻评

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较为准确的定量判断

的各种评价问题中。

3  常见的客观赋权法
客观赋权法是依赖一定的数学理论，完全

基于对指标实际数据的定量分析而确定指标权

重的方法，保证了权重的绝对客观性，对样本

数据有较高的要求。但客观赋权法忽略了人的

经验等主观信息，有可能会出现权重分配结果

与实际情况相悖的现象，且依赖于实际业务领

域，缺乏通用性。目前主要的客观赋权法有：变

异系数法、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多元

统计法、向量相似度法、灰色关联度法、熵值

法、粗糙集法以及神经网络法。

3.1  变异系数法

变异系数法的思想原理是通过计算各指标

实测数据的差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大小，指

标内部数据差异性较大，则该指标对评价对象

的区分作用越大，其权重分配值也就越大 [15]。

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所依据的数学理论主要包

括标准差和离差最大化两种，即通过各指标内

部数据的标准差（最大离差）的计算与归一化

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分配。

变异系数法被广泛应用于指标体系的赋权

中，例如早期时光新等 [16] 将该方法用于小流

域治理效益的评价中，通过指标样本数据的无

量纲化处理以及数据标准差的计算，归一化处

理得到指标权重，依赖此评价模型所得到的评

价结果能客观反映实际情况。近几年 H. Zheng
等 [17] 将其用于风电场经济运行评价指标的权

重确定中，先对近十几年风电场实际运行和

监测情况大量样本数据的一致性、无量纲化处

理，再通过计算各指标数据的标准差确定出权

重，并根据对三种风电场的评价比较，验证了

评价体系的有效性。

变异系数法的优点体现在 3 方面：一是指

标权重的计算方式比较简单，方便实用；二是

充分利用样本数据，客观体现了各指标分辨能

力的大小，保证了指标权重的绝对客观性；三

是该方法对评价指标的数量没有限制，适用范

围较广。但是，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

是评价结果与数据样本的选择有很大相关性，不

同的数据样本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权重分配结

果，当样本容量很小且不具有普遍性时，方法

的精度会很低；二是对于样本数据中的异常值

没有解决能力，如果有异常值出现，该方法在

权重的确定上就会存在很大误差；三是它不能

反映指标内在的联系，只是对每个指标单独进

行分析判断；四是纯粹进行客观计算，不能体

现决策者对指标重要性的理解。

因此，该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间的独立性

较强，指标的样本数据具有普遍性、相对完整

且样本量较大，样本数据中没有异常值的综合

评价。

3.2  多元统计法

多元统计法是指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来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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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进行计算从而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包

括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两种。

3.2.1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 [18]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降维的

思想，依据指标的方差贡献率将一组具有一定

相关性的指标转化为另一组不相关的少数几个

综合性指标，即主成分，并进一步归一化处理

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主成分分析法自出现以来得到了广泛应

用，例如早期我国学者金星日等 [19] 将该方法用

于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中，通过对延边

通用厂 1990-1995 年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样本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以及主成分分析，得到 4 个

主成分以及各指标权重以确定评价模型，最终

的评价结果与用理想解法评价一致。近两年，B. 
Prado 等 [20] 在评定德国明纳斯城市的气候变量

情况时使用了该方法，通过对 2008-2012 年相关

样本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得到以一个主成分来

解释总体变量的评价模型，评价结果与实际情

况相符。

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3 方面：一

是其用较少的独立性指标来替代较多的相关性

指标，解决了指标间信息重叠的问题，简化了

指标结构；二是指标权重是依赖客观数据，由

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计算确定的，避免了主

观因素影响，较为客观合理；三是对指标数量

和样本数量没有具体限制，适用范围广泛。但

该方法也存在四点缺陷：一是指标权重的计算

过程较为复杂，权重确定的结果与样本的选择

有很大相关性；二是损失了一定的样本数据信

息，有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指标在该方法中可能

会被剔除，与实际情况产生偏差；三是其假定

指标间都是线性关系，实际问题中很多非线性

关系的指标体系使用该方法时会产生偏差；四

是纯粹依赖客观数据确定权重，忽略了主观经

验知识，评价结果可能产生与实际情况相悖的

现象。

总的来说，主成分分析法适用于样本数据

相对完整并具有代表性，指标间存在一定相关

关系且指标间基本为线性关系的复杂评价体系

中的指标权重确定。

3.2.2  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 [21] 的基本思想与主成分分析法

类似，也是将具有相关性的指标转化为少数几

个不相关的指标，再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确定指标权重。所不同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是

将原始指标进行线性组合，而因子分析法将原

始指标拆分成共同具有的公共因子以及每个指

标所特有的特殊因子来线性表示，因子表示具

有更明确的实际意义。

因子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综合评价问

题中，尤其是对社会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评价

分析。如早期我国学者万建强等 [22] 将该方法用

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中，通过对建材行业

有代表性的 13 家上市公司的 1999 年年报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及因子分析，取前 4 个具有

解释意义的相互独立的综合因子代替原来的 11
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与各企业的实

际经济排名一致。近两年，A. Bai 等 [23] 将其用

于国家经济排名评估中，使用货币基金组织数

据集对 20 个国家的 15 个经济指标进行因子分

析，用 3 个综合因子来解释和代表所有指标并

进行综合评价，最终计算出的排名与世界排名

所提供的几乎一致，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因子分析法在指标权重确定上的优缺点与

主成分分析法类似，但因子的个数小于原指标

个数，而主成分的个数可与原指标数相等，因

而因子分析法的缺失信息一般比主成分分析法

要多，其精确度一般比不上主成分分析法，计

算过程也更为复杂，且因子分析法严格要求评

价体系的指标间要存在相关关系。不过，因子

分析法能很明确地解释原指标的具体内容，能

解释指标间相关的原因，能对指标内容有更深

层次的认识。

总的来说，因子分析法比较适用于需要对

社会经济现象等相关评价对象进行较为深层次

分析，且指标间存在很大关联性、有大量具有

代表性的完整数据样本的复杂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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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向量相似度法

向量相似度法 [24]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每个

指标的样本数据组成的特征向量与所有指标的

理想值组成的参考向量求解相似度，由向量相

似度大小来反映各指标对系统发挥最佳效能

的贡献度，并将其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

重。 
向量相似度法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最初是

由我国学者焦利明等 [24] 提出的，后续在国内被

很多学者应用于综合评价中。例如，焦利明等 [25]

利用该方法对防空旅团系统效能进行评估，抽

取了 6 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对数据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出各指标数据向量与标

准化后的理想参考向量的相似度，进一步归一

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对系统效能进行了有

效的评估。谢平等 [26] 利用其对湖泊富营养化进

行评价，以全国 30 个湖泊的实测水质资料为

数据样本，将各评价指标的样本数据组成的向

量与各级指标的理想参考向量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并计算向量相似度，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

权重，评价结果与之前利用模糊方法、随机方

法等的评价结果高度一致。

向量相似度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3 方面：一

是计算简单易操作，将指标数据向量与所有指

标的理想值组成的向量进行相似度计算，巧妙

利用了所有指标组成的理想参考向量经过无量

纲化后变为全部元素值为 1 的单位向量，就与

同一指标的理想值与该指标的数据求解相似度

是一样的，减少了计算次数；二是结果易理解，方

法考虑到与最优方案间的关系，实用性强；三

是充分利用样本数据，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客

观性强；四是对指标数量和样本量没有具体限

制，适用范围较广。但同时该方法也存在一定

的缺陷：一是方法的精度会受数据样本的影

响，样本容量很小且不具有代表性时，该方法

评价结果的精度就很低；二是方法不能解决指

标间的相关性所造成的信息重复问题，容易造

成部分相关指标的权重因重复计算而变大的现

象；三是纯粹利用客观数据进行权重计算，忽

略了主观经验知识，可能会产生与实际相悖的

情况。

总的来说，该方法比较适用于有适量的、较

为完整的样本数据，且样本数据具有典型性和

代表性，评价指标间较为独立的综合评价体系。

3.4  灰色关联度法

灰色关联度法 [27] 的基本思想是将数据对比

与几何曲线变化趋势相结合来计算权重，即利

用各方案与最优方案间的关联度大小来确定指

标权重。该方法具体通过各方案与理想方案的

灰色关联判断矩阵及关联系数，计算出各指标

对整个系统发挥最优效能的贡献度，并进一步

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权重。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很多学科

领域的实际决策问题中。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学者马峙英等 [28] 就将该方法用于棉花品种

的评价中，以 1986 年黄河流域棉花抗病区的 7
个棉花品种的性状数据为样本，对数据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再计算出各品种与理想品种间的

灰色关联系数，归一化处理得各指标权重，最

终得到的评价结果与模糊综合评判的结果一致。

后来，C.Ho[29] 把其用于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价

中，数据样本为三家台湾银行的财务文件，采

用与马峙英等 [28] 求解的类似步骤计算出指标

权重，并据此建立评价模型对三家银行进行评

价，评价结果与财务报表的分析结果一致，说

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4 个

方面：一是方法的计算过程相对简便，考虑到

与理想决策方案之间的关系，结果直观易理

解；二是无需大量样本，只需少量具有代表性

的数据样本即可，且对指标数量无限制；三是

方法具有一定的容错能力，因为关联度计算时

用到的是两极最大差与最小差，使某些由于数

据部分缺失或人为误差所导致的数据不准确问

题得以弱化，使分析结果相对合理；四是依靠

样本数据进行权重计算，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

扰，客观性强。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

是在计算灰色关联系数时的分辨系数值是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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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决定的，不存在固定标准，取值的不同会

影响最终的权重分配，使可信度降低；二是方

法的准确性会受样本的影响，样本选择的不同

可能会导致最终评判结果的差异；三是方法不

能解决指标间相关所造成的信息重叠问题；四

是没有考虑主观经验知识，评价结果可能会与

实际情况相悖。

总的来说，该方法适用范围较广，对指标

数量和样本数量无限制，比较适用于样本数据

较为完备、样本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且指标间

相对独立的综合评价体系。

3.5  熵值法

熵值法 [30] 的基本思想是从指标的无序程

度，即指标熵的角度来反映指标对评价对象的

区分程度，某指标的熵值越小，该指标的样本

数据就越有序，样本数据间的差异就越大，对

评价对象的区分能力也越大，相应的权重也就

越大。该方法首先根据熵值函数求出每个指标

的熵值，再将熵值归一化转化为指标权重。

熵值法自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

域问题的评价中。例如，早期朱顺泉等 [31] 将该

方法用于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评价，以 2000
年的《中国证券报》中 20 家公司的 15 个评价

指标数据为样本，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再计算各指标的熵值并进一步归一化处理

得指标权重，经过简单加权得各公司的综合评

价值，评价结果合理。后来，A.Gorgij 等 [32] 在

对地下水质的评估中也使用了该方法，在 2016
年对伊朗阿扎沙赫平原的 21 个地下水样品进

行了水质抽样评价，通过类似的熵值法计算步

骤，计算出各指标权重，并进一步利用综合评

价模型评定各样本的水质等级，评价结果与空

间自相关系数的评价一致。

熵值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存在 3 方面的优

点：一是方法的计算过程相对简单，从指标对

评价对象的区分程度角度来确定指标权重，结

果直观易理解，方法实用性强；二是完全依赖

样本数据进行权重计算，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干

扰，客观性强；三是方法对指标数量没有限制，适

用范围较广。但该方法也存在三点不足：一是

方法的精度会受数据样本的影响，不同的样本

选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权重分配结果，且对样

本数据的完备性以及样本量有较高要求；二是

不能反映指标间的相关关系，不能解决信息重

叠问题；三是不能体现决策者对各指标重要性

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与事实相悖

的情况。

因此，该方法比较适用于样本量较大、样

本数据信息完备且具有普遍性的指标间相对独

立的综合评价体系。

3.6  粗糙集法

粗糙集法 [33] 用于指标权重确定的基本思

想是先按体系内所有指标对评价对象进行原始

分类，每次约简一个指标，考虑约简后的对象

分类与原始分类相比的变化程度，指标重要性

与变化程度成正比。粗糙集中属性（指标）重

要度的概念可归结为代数表示的定义与信息表

示的定义两种，进一步按指标的等价关系、优

势关系和容差关系的思想衍生出多种细分赋权

方法。从指标等价关系、优势关系、容差关系

角度出发的粗糙集赋权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对象

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不同，等价关系是将所有评

价对象按等价思想进行划分，而优势关系是将

评价对象按在条件属性集上的优势程度进行划

分，容差关系则是根据对象间的差异度进行划

分。等价关系要求待处理的数据为离散型，优

势关系中的数据则可以是连续型，而容差关系

主要用于处理样本数据有缺失的情况。

粗糙集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评价问题的指

标权重确定中，例如，W. C. Ip 等 [34] 将该方法

用于水质量的评价中，以汉江流域 1992-1997 年

4、5 月的水质实测数据为条件属性集的样本，以

各时间段各指标数值的等权加总平均数为决策

属性，先将样本数据离散化处理，再基于等价

关系的代数粗糙集方法对各指标重要度进行计

算，并归一化处理得指标权重，最终计算出的

各时间段水质综合评价等级与实际情况相符。

邹斌等 [35] 利用其对华东地区能源消费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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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以 2011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华东 8 省

（市）各能源消费数据为样本，进行属性集上

的优势类划分（无需对样本数据离散化处理），并

根据代数属性重要性定义求出各指标权重，评

价结果与灰色关联度赋权法的结果较为一致，合

理可靠。

粗糙集法在指标赋权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5 个方面：一是能处理的数据类型广泛，包括

离散型数据和连续型数据，对连续型数据的有

效处理减少了因数据离散化所造成的信息损失

问题；二是具有较强的容错能力，能处理缺失

型样本数据，有效解决了数据缺失下的赋权问

题；三是信息表示的重要度能弥补代数表示的

重要度中指标权重值可能为 0 的缺陷，提高了

方法的精度；四是方法对指标数量没有限制，适

用范围广；五是完全依赖客观数据进行权重计

算，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干扰。但该方法也存在

一定的缺陷：一是方法的精度会受数据样本的

影响，不同的样本选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决策

结果；二是不能解决指标间相关所造成的信息

重叠问题；三是不需要先验信息的客观赋权，计

算结果可能会与决策者的理解相悖。

总的来说，粗糙集法在客观赋权方法里是

应用范围最广的，适用于数据样本具有一定普

遍性，且样本量较大的指标间相对独立的多属

性决策问题。

3.7  神经网络法

神经网络法中最常用的是 BP 神经网络算

法，赋权的基本思想 [36] 是根据一定的学习机

制，对大量数据样本进行非线性的并行学习训

练，具体是根据误差的精度要求对输出数据与

已知样本输出数据差值的不断迭代调整，得到

符合要求的输入层到隐含层间的连接权矩阵，将

每个输入层节点到所有隐含层节点连接权的绝

对值求和并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权重。

神经网络法目前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指标权

重的确定中，例如，早期 J. Ch 等 [37] 将该方法

用于电子政务网站的评价中，以宁波市 20 个

电子政务网站的相关数据作为训练样本（以 11

个评价指标和专家的评价结果为具体样本数

据），训练计算得各指标权重，并将评估模型

用于另外 10 个电子政务网站的评价中，评价结

果与专家评估较为一致。后来，S. Silva 等 [38] 将

该方法用于特级初榨橄榄油稳定性的评估中，训

练样本由黑暗和光明条件存储下的 18 种特级初

榨橄榄油组成（包括 11 个评判指标和实验数据

所得的评价结果），训练计算得各指标权重，将

评估模型用于训练样本之外的 10 组橄榄油稳定

性评估中，评估结果与实验显示的测试分类的

一致性大于 90%，表明该方法有较高的准确性。

神经网络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一

是其能处理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评价问题，并且

能进行动态评估，对体系分析处理的功能强

大；二是通过对样本的学习训练，能够获得经

实际检验是合理、科学且符合实际的指标相对

重要性信息，保证了指标权重的客观性和实用

性；三是对评价指标的数量没有限制，应用范

围很广。但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其

完全建立在训练样本基础上，就对样本的要求

很高，训练样本要具有正确性且面广量大（主

要强调样本的覆盖类型广，量并非越大越好），才

能保证结果的可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主观经

验知识，评估结果可能会与决策者的主观偏好

相悖。

总之，神经网络法对于复杂系统的评价问

题具有很强的处理能力，比较适用于样本数据

量较多且涵盖面较广，指标间相对独立的各类

复杂体系的指标权重确定问题中。

4  常见的综合集成赋权法

综合集成赋权法是依据不同的偏好系数将

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来确定指标权

重的综合方法。基于主观赋权法中对专家经验

知识与决策者主观意向的信息体现，以及基于

客观赋权法中对指标与评价对象间内在联系的

信息表现，综合集成赋权法通过一定的数学运

算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达到了优势互补的效

果。目前依据不同原理的综合集成赋权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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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但大致可将其归为 4 类，分别是基

于加法或乘法合成归一化的综合集成赋权法、基

于离差平方和的综合集成赋权法、基于博弈论

的综合集成赋权法、基于目标最优化的综合集

成赋权方法。

基于加法或乘法合成归一化的综合集成赋

权方法是直接将主、客观赋权法所得的指标权

重以同等偏好的形式直接相加或相乘，并进行

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综合权重。例如，L. 
Yang 等 [39] 在供应链风险评估中，利用该方法对

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与变异系数法确定

的客观权重等权相乘，再归一化处理得各指标

综合权重，评估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

基于离差平方和的综合集成赋权法是从决

策方案的区分有利性角度，来求解能使决策方

案的综合评价值尽可能分散，即各方案综合评

价值间的总离差平方和最大的主客观权重分配

系数。例如，B. Meng 等 [40] 将该方法用于银行

信用风险评估中，根据主客观赋权法对不同对

象评价值的整体离差平方和最大化原则，计算

出主客观权重的最优调整系数，归一化得各指

标综合权重，评价结果相比主、客观单一赋权

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基于博弈论的综合集成赋权法是在主客

观的不同权重之间寻求妥协或一致，尽可能保

持主客观权重的原始信息，求解与主客观权重

离差极小化的权重分配系数。例如，C. Lu 等 

[41]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评估中，利用该方

法的思想将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指标主观权重与

变异系数法确定的客观权重进行计算分配权重

系数，并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综合集成权

重，该模型在对苏州 11 个地区学校的教育信息

化发展水平的评价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基于目标最优化的综合集成赋权法是基于

综合决策结果最优的原则来求解主客观权重系

数分配，包括综合目标值最大、与负理想解的

偏离程度最大两种具体求解方法。例如，J. Yan
等 [42] 在学习型城市的评估中，将专家估测法得

到的指标主观权重与熵值法得到的客观权重根

据总体综合评价值的最大化原则，计算分配出

主、客观权重系数，并依据此模型对四个学习

型城市进行了较准确的评价。

总之，各种综合赋权法都有一定的理论依

据，并通过线性方程组、矩阵运算等数学思想

来进行具体求解，有些方法集成计算简单，而

有些则给评估过程带来了较大的计算量，但各

方法间没有绝对的好坏程度之分，并且目前实

际应用中对于何种评估问题选择何种综合赋权

方法还没有一致性结论。另外，综合赋权法与

主、客观赋权法相比，得到的评价结果相对更

加科学、合理，但也可能存在较大的随机性偏

差，导致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其不能完全取

代单一赋权法，在实际问题研究中选择赋权方

法时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5  结论

本文重点分析了常见的主观赋权法、客观

赋权法以及主客观综合赋权法中具体权重计算

方法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分别理出了各方法的适用

范围。研究发现每种赋权方法考虑问题的侧重

点都有所不同，在权重计算上都具有一定的优

势与缺陷，相应的适用范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在进行多要素评价指标赋权方法的选择

时，要理性认识和把握各方法的优缺点，并且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评价对象和问题的

实际特点，如是否具有数据样本、样本是否具

有代表性、指标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等选择合

适的赋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相对

科学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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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媒体即以新媒体手段传播科技信息

的媒介。科技新媒体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它巧

妙地结合了精品化的科技内容和社会化的传播手

段，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快速获取信息的平台。通

常认为，科技新媒体开始于 2005 年由“WEB 2.0
先生”迈克尔·阿灵顿创立的以第一时间发布业

界重大消息著称的科技博客 TechCrunch。目前科

技新媒体多受 TechCrunch 影响，利用简单网络

架构模式，聚焦于创新和创业领域的热点资讯和

评论，获取巨大的网络流量和用户关注。

2010 年前后，国内以 36 氪、雷锋网和极客

【学术探索】

科技新媒体运营模式及其对图书馆移动
知识服务平台的启示
◎王钧钰 1,2  李玲 1,2  王春 1,2  吴昊 1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1408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科技新媒体是科技信息服务和新媒体传播手段结合的产物，在内容、模式和载体

的创新等方面都值得各类知识服务平台借鉴学习。[ 方法 / 过程 ] 选取《2016 中国科技新媒体排行榜》中

影响力排名前 10 名的科技新媒体，对其内容来源、传播渠道、线上与线下活动开展情况及盈利模式进行

梳理和分析，揭示科技新媒体呈现的特点及存在问题。[ 结果 / 结论 ] 图书馆移动知识服务平台应借鉴科

技新媒体，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内容建设，形成传播资讯、线上服务与线下活动

三位一体的平台，形成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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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等为代表的第一批科技新媒体陆续出现，形

成科技新媒体的第一次创业小高峰 [1]。这些科技

新媒体以编译国外最新消息为主，形成了以编译

为主的内容生产模式。近几年来，伴随移动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国内产生了众多创新创业项目，越

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其中，为科技新媒体的

报道提供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用户也不再满

足于简单翻译的国外资讯，由此促生了第二批科

技新媒体的出现。第二批新媒体以钛媒体、虎

嗅网等为代表，内容以原创为主，从翻译国外的

资讯转向关注国内的创新创业项目，并且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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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加细分化，不再是泛泛地报道科技领域的内

容，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某一个特定领域。

科技新媒体实际上也是面向特定领域的新

型知识服务平台，它们是怎样运营的？对图书

馆相关知识服务平台有哪些借鉴和启示？以此

为目的，本研究选取《2016 中国科技新媒体排

行榜》前 10 名作为分析对象，从内容来源、传

播渠道、线上与线下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盈利模

式等方面对科技新媒体进行全面调研和梳理，分

析科技新媒体的特点和存在问题，为以“中国

科讯”为代表的图书馆移动知识服务平台提供

参考借鉴。

1  科技新媒体分析样本的遴选依据

2016 年 11 月，中国网发布了《2016 中国

科技新媒体排行榜》，对这一年来科技新媒体

的排名情况进行了梳理。排名的依据是百度指

数的月平均数据（2016年9月27日 -10月26日）。

百度指数的数值是用户每天搜索的真实次数，因

此可以用来鉴别一个品牌的影响力。此榜单将

科技新媒体划分为面向 B 端 (business，即商业

用户端 ) 和面向 C 端（client，即个人或者家庭

用户端），本研究选取面向 B 端影响力前 10 名

的科技新媒体进行分析（见表 1）。

表 1  中国科技新媒体客观影响力排行榜 [2]

排名 媒体名称 成立年份 百度指数 网站定位

1 36 氪 [3] 2010 2 468 科技创新创业生态服务平台

2 虎嗅 [4] 2012 1 881 用户可参与的商业资讯与观点交流平台

3 创业邦 [5] 2007 1 763 中国领先的综合创业服务平台

4 雷锋网 [6] 2011 940 国内最早关注人工智能和智能硬件领域的互联网科技媒体

5 i 黑马 [7] 2012 916 集创业辅导培训、公关推广、社交等为一体的创新型创业孵化器

6 钛媒体 [8] 2012 657 国内首家 TMT（数字新媒体产业）公司人社群媒体 , 集信息交
流融合、IT 技术信息、新媒体于一身的媒体平台

7 亿欧网 [9] 2014 552 专注于新科技、新理念与各产业结合，以助力产业创新升级为使
命的服务平台

8 镁客网 [10] 2015 533 以原创内容、高品质活动为核心的线上线下互动的科技新媒体 

9 极客公园 [11] 2010 530 科技创新者的大本营，汇集优秀的产品报道、评测视频和高质量
的线下活动

10 砍柴网 [12] 2013 486 拥有全球视野的前沿科技新媒体，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寻找商业新
价值，坚持以人文视角解读科技 

2  科技新媒体的内容来源

通过对以上 10 家科技新媒体的梳理，发现

其内容来源大致可划分为翻译国外网站、网站

原创编辑团队、整合加工其他媒体资源、特邀

业内作者和用户投稿 5 种类型（见表 2）。

2.1  翻译国外网站

国内最早兴起的科技新媒体大多是从翻译

国外科技资讯起家的。如老牌科技新媒体 36 
氪，在创立之初，其内容主要是编译科技博客 
TechCrunch，这在当时的博客圈并不被看好，而

这却恰好给当时的 36 氪提供了先发优势 [13]。通

过编译国外的科技博文，将最新的业界资讯传

播给国内的用户，积累了一批稳定读者，也为

自身的媒体平台树立了品牌。

2.2  网站原创编辑团队

随着用户对科技新媒体网站期待越来越

高，用户期望可以第一时间捕捉到国内外相关

产业的动态，抢占商机，单纯地翻译国外科技

博客内容的新媒体越来越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因此，这 10 家科技新媒体建立了自己的原创编

辑团队，快速报道国内外相关产业信息，为读

者提供具有专业深度的观点和解读，形成具有

自身特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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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技新媒体的内容来源

排名 科技新媒体
内容来源

翻译国外网站 网站原创编辑团队 整合加工其它媒体资源 特邀业内作者 用户投稿

1 36 氪 √ √ √ √ √

2 虎嗅 √ √ √ √

3 创业邦 √ √ √ √ √

4 雷锋网 √ √ √

5 i 黑马 √ √ √

6 钛媒体 √ √ √

7 亿欧网 √ √ √

8 镁客网 √ √ √

9 极客公园 √ √ √

10 砍柴网 √ √ √ √

2.3  整合加工其他媒体资源

科技新媒体平台每天需要迅速地更新领域

内的最新动态，大量的稿件如果只依靠网站编

辑原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科技新媒体需要通

过浏览其他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罗当

天有关行业和产品的新闻。经过整合加工，科

技新媒体将长篇的行业新闻转变为短小易读的

快讯，并且选在上下班的早晚高峰进行推送。

一方面读者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浏览

相关行业最具有价值的精华信息；另一方面，网

站又可以完成大量稿件的发布工作。

2.4  特邀业内作者

一些网站会定期邀请在学术界有威望的专

家、行业精英或者有自己独立想法的知名博主

成为网站的特邀作者，针对时下特定的热点撰

写文章，发表看法。例如，虎嗅网搜集了各个

商业细分领域的意见领袖和专家，标识出这些

人擅长的领域、个人博客地址等资料，抓住每

个机会邀请他们到虎嗅网开辟专栏 [14]。

2.5  用户投稿

除借助媒体从业者的专栏和文章，一些科

技新媒体开始发掘用户的力量，在网站开辟“投

稿”通道，向所有用户征集稿件。用户不再是

消极接受信息，而主动成为内容的创造者。这

种内容生产方式除了带来丰富的内容外，也大

幅节省了内容采编成本，弥补了科技新媒体网

站人员不足的缺陷。大部分科技新媒体并没有

固定的报酬机制，虎嗅网根据用户的点击量和

评论数据，每周选出 2-3 篇文章给予最低 300
元，最高 2 300 元的稿费奖励 [15]。

3  科技新媒体的传播渠道

这 10 家科技新媒体除了门户网站外，都拓

展了多种面向移动端的传播渠道（见表 3），包

括移动 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

3.1  移动 APP
其中 6 家科技新媒体都已经开发移动

APP，用户可以通过手机阅读、评论参与社区互

动，提高了用户的体验感。其中，排名第一的

36 氪更是针对用户不同的创投需求，开发了 4
个手机 APP。
3.2  微信公众号

由于移动 APP 的开发成本和推广成本都

比较高，越来越多的新媒体项目放弃开发独立

APP，而是依托于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10
家科技新媒体都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平台，通过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55

知识管理论坛，2017（6）:511-518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6 期（总第 12 期）

514

公众号来收集订阅用户，在微信平台上将媒体

挑选的精品信息推送到用户移动端，实现与用

户的沟通、互动。

3.3  微博

在开通官方微博的 9 家媒体中，腾讯微博

的使用者少于新浪微博，并且粉丝数量也相差

悬殊。可能是由于新浪微博技术成熟、发展较

早、功能完善等影响了科技粉丝的选择。通过

微博推送网站最新发布的内容，科技新媒体们

赢得大量科技粉丝的关注。4 家科技媒体的新

浪微博的粉丝数量已经达到了 100 万以上，其

中雷锋网和钛媒体的粉丝分别为 287 万和 283
万，这在以娱乐和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新浪微博

中，粉丝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表 3  10 家科技新媒体的传播渠道

排名 媒体品牌

渠道

网站 移动 APP 微信公众号
微博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1 36 氪 √ √ √ √ √

2 虎嗅 √ √ √

3 创业邦 √ √ √ √ √

4 雷锋网 √ √ √ √ √

5 i 黑马 √ √ √ √

6 钛媒体 √ √ √ √ √

7 亿欧网 √ √ √ √

8 镁客网 √ √ √

9 极客公园 √ √ √ √

10 砍柴网 √ √ √ √

4  科技新媒体的线上线下活动

科技媒体注重开拓线上线下活动，将线上

品牌推广与线下体验活动相结合，不断提高社

会影响力，并拓展商业链条。一方面利用各种

线上渠道为用户提供精品阅读、在线课堂、创

投服务等活动，推广科技新媒体的品牌，扩大

影响力（见表 4）；另一方面，科技新媒体也意

识到面对面服务的重要性，积极举办各类高质

量、与网站定位相一致的线下活动（见表 5），如

科技年会、科技竞赛、企业家讲座等来吸引更

多的潜在用户了解自己，进而提高网站访问

量，增加科技新媒体的人气。同时通过售卖线

下活动的门票增加收入，实现创收。榜单中已

有 9 家开展了各种类型的线下活动，而且都具

备了成熟的运营模式和强大的内容策划能力，其

中 36 氪开放日、黑马大赛、极客公园创新大会

等已成为国内科技媒体中的品牌活动，得到越

来越多创新创业者的关注，有的活动甚至到了

一票难求的地步。

表 4  10 家科技新媒体线上活动

活动类别 举例

精品阅读 资讯、行业观察、事件解读、专栏、热议

企业服务 36 氪 +、创投助手、创投库、虎嗅网创业白板、企业服务

在线课堂 硬创公开课、AI 慕课学院、知识电商

产品评测 砍柴网评测、爱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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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 家科技新媒体线下活动

活动类别 举例

比赛 黑马大赛、镁客网智能硬件产品创新大赛、中国产业互联网双创大赛、环保创新创业大赛

论坛峰会 奇点 · 极客公园创新者峰会、互联网创业峰会、T-EDGE VR 前沿 VR 产业大会、企业服务生态论坛

公开课 极客公开课、硬创公开课、36 氪融资小课堂、亿欧特训营

沙龙 新媒体营销深度分享会、上道沙龙、创新经验分享沙龙、听书会、MTT 沙龙

产品体验 雷锋网线下体验会

5  科技新媒体的盈利模式

科技新媒体致力于分享科技信息，逐渐由

单打独斗发展为公司化运营。按照一般互联网

产品规律，如果在 3 年内无法实现盈利，那么

继续坚持下去的可能性很小 [16]。科技新媒体要

实现长远发展，离不开经济的不断供给，创造

出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盈利模式对于维持科技

新媒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具有很大影响。对科技

新媒体现有的盈利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5.1  软文广告

传统媒体的主要盈利方式是广告费，但是

这种方式过于直接，很容易被用户发现广告植

入的意图，并且植入过多极容易造成用户心理

上的抵触。科技新媒体意识到了传统广告的弊

端，将宣传内容与文章内容巧妙结合，形成相

对于硬广告而言的软文。虎嗅网与三星、上汽、捷

豹、海信等企业联合，推出“赞助内容”模块，由

这些企业赞助发布一些科技文章、行业报告或

活动宣传。

5.2  在线课程

科技新媒体利用品牌影响力，邀请行业内

知名的领袖人物为创新创业者进行经验讲解与

分享，用户通过付费形式，获取自己感兴趣的

科技内容。36 氪本着“为好的内容付费”的原

则，设立了“开氪”这一个模块，为互联网人

精心打造精准化的内容，帮助用户在信息嘈杂

的世界中寻找有价值的内容。

5.3  企业服务

科技新媒体除了为企业提供最新的行业资

讯，还提供相应周边服务。如 36 氪率先在国内

采用了“网络媒体 + 融资平台 + 线下活动”模

式，为需要进行创投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平台，展

示项目、寻找资金，收取中介费用；钛媒体建

立行业数据库，通过付费方式出售行业分析报

告或知识产品，形成独立的商业盈利链条。

5.4  线下活动

最早的科技新媒体 TechCrunch 通过举办线

下科技大会，收取门票为公司进行创收。国内

的科技新媒体也从国外科技博客中学习到了这

种盈利方式，举办形式多样的线下活动，包括

各类竞赛、行业峰会论坛、科技年会、沙龙等。

36 氪开放日活动作为科技媒体线下活动的代

表，在业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36 氪也通过

这种方式实现了收支平衡。

5.5  开通会员

通过支付一定金额的会员费用，用户就可

以享受到 VIP 服务。科技新媒体通过这种方

式，吸引那些愿意通过支付金钱享受更多高级

服务的用户。定制阅读、个性化服务、知识产

品的免费获取、数据分析工具的免费使用都成

为科技新媒体会员制度的魅力。

6   科技新媒体的特点

6.1  媒体定位专业化，关注细分领域

对于高度依赖前沿信息的创新型企业来

说，如何从信息海洋中选择对自身有价值的最

新内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新媒体不同

于普通的门户网站，它们的定位首先是科技领

域，同时各自又有自己的细分定位。这样细分

的定位一方面可以帮助平台迅速在海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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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合适的内容，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又能

精准地锁定目标用户，推送有价值的内容。榜

单中在 2013 年及以后成立的 3 家媒体（亿欧网、 
镁客网、砍柴网），与 36 氪、虎嗅网这些老牌

科技媒体不同，这3家媒体都缩小了关注范围，将

精力集中于自身擅长的某一个细分领域：亿欧

网着眼于 O2O 领域；镁客网聚焦智能硬件领

域；砍柴网以探索科技与商业之间的逻辑关系

为核心。关注更加细化的专业领域或将成为未

来科技新媒体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6.2  传播主体多元化，大众参与互动

在传统科技媒体中用户只是信息的接收

者，而内容编辑者才是信息的生产者，具有绝

对的主导地位；在网络时代，科技新媒体打破

了这一模式，用户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而是

希望可以和媒体直接交流，与其他用户之间也

能方便地互动，甚至希望也可以变身为“媒

体”，参与信息的发布、传播等。科技新媒体

鼓励大众贡献内容、参与网站的建设，同时建

立虚拟社区，读者可以随时对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自由讨论，对文章进行点赞、回踩，还可以

直接与作者交流想法，形成良好和有序的社交

圈子。

6.3  服务方式个性化，内容精准订阅

虽然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主攻领

域，根据用户的需求，筛选、发布内容，但事

实上每个用户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因此，利

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数据，分析用户阅读行为，搭

建起基于大数据的信息资源平台，为每一位用

户提供个性定制化的信息，成为科技新媒体必

须要做的工作。同时，以上 10 个科技新媒体平

台都为发布的文章提供相应标签，读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检索需求，通过输入关键词来获取相

关资源，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同时又可以避

免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过载所带来的问题。

7  科技新媒体存在的问题

7.1  内容重复抓取

科技新媒体每天都会转载来自微信、微博

和其他门户网站的重要科技新闻，一些编辑便

开始投机取巧，在这些内容上适当加工，有的

甚至只修改标题和导语。这就造成许多科技新

媒体网站的内容文字虽不同，所表达意思却大

致相同。用户浏览不同网站，阅读重复内容，浪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科技新媒体应该树立自

己的品牌特色，具有自身鲜明特点，应该把精

力放在话题的选择和内容的解读上。

7.2  知识产权模糊

科技新媒体上的每一篇原创报道都代表作

者的观点，作者所处立场不同，得到的结论不

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有时难以评断其

公平与否。某些针对个别企业或行业的批评，并

没有一定的事实调查，如果相关利益群体追究

责任，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显然多数科技新

媒体没有意识到责任声明的重要性；且一些网

站对编译的国外科技博客以及转载的内容没有

版权声明。科技新媒体应该充分认识到知识产

权的重要性，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

害，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他人知识成果的尊重，避

免纠纷。

7.3  文章质量良莠不齐

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专业的内容

制作团队，传统媒体编辑依靠脑力劳动来发掘

有价值的内容，对要发表的内容进行审核，把

握新闻内容的质量。而科技新媒体为了能够抢

占业内最有价值的前沿信息，内容生产流程简

单，不再需要像传统媒体一样通过层层审核，这

也有可能导致文章内容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无法

把握，因此新媒体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应

该保留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弥补新媒体缺少

把关人的问题，保证网站发布内容的质量，形

成“筛选式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

原创内容）”内容生产模式。

7.4  盈利模式不清晰

国内的科技新媒体由于起步晚、用户群体

相对固定，其目前的重点仍处于希望通过自身资

源吸引更多的用户，免费阅读和获取资源，尚未

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实现经济上的创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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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没有持续的资本，科技新媒体则无法发

展，如何在保证用户数量的前提下增加利润成为

科技新媒体未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8  对图书馆移动知识服务平台的启示

近年来，一些图书馆积极推出各类移动知

识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获取知识服务的便捷

途径。这些移动知识服务平台与科技新媒体的

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其中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推出的“中国科讯”APP 最为典型。“中

国科讯”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知识服务平台，将

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各类海量的数

字科技文献资源在移动端整合并集成重要科技

进展报道以及其他科技情报产品和知识信息服

务，支持科研人员、研究生和科技管理工作者

等各类型用户通过手机终端随时随地阅读科研

文献和科技资讯 [17]。

“中国科讯”未来要将传统知识服务真正

推向“主动推送”型、“大数据分析”型和“创

新驱动”型的发展轨道，这就需要吸引更多的

用户参与互动，共同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产品与

服务产出、供应与分享；需要凝聚用户、发展

用户，使更广大的科研用户和科研爱好者受惠

于更广泛的移动科技资源与服务。因此，“中

国科讯”可以借鉴科技新媒体的运行模式：在

内容编辑生产方式方面，除了整合科技资源和

报道专家学者专栏之外，还可以引入“筛选式

UGC”内容生产模式，鼓励用户也参与到科技

资讯的传播之中；在线上与线下活动形式上可

以更加多样化，将线上资讯传播与线下活动紧

密结合，将“专家视点”“研究报告”这些模

块定期打造成线下讲座或沙龙，让专家、科研

人员与普通学生进行面对面互动交流；在满足

本单位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更要在技术和服务

形式上推出更加实用有效的增值服务产品，打

造具有特色的盈利模式。

9  结语

本研究从内容来源、传播渠道、线上与线

下活动以及盈利模式 4 个方面对科技新媒体进

行调研分析，提出科技新媒体具有专业性、互

动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内容重复

抓取、知识产权模糊、文章质量不高等问题。

面对不断涌现的科技新媒体品牌，“中国科讯”等

图书馆移动知识服务平台应加以参考借鉴，在

保证内容质量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内

容建设，形成传播资讯、线上服务与线下活动

三位一体的平台，推出更加实用有效的增值服

务产品，形成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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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依托知识管理实现智能服务
             ——专访华夏基金知识管理专家葛朝晖、李响

◎ 采编：刘远颖  易飞  王铮

专家简介

葛朝晖：具有证券 / 基金、互联网、软件等多个行业的丰富从业经历，自 2007 年加

入华夏基金，现任客户服务总监。在此期间，积极推动部门建立三级 KPI 指标体系，不

断提升服务效率，实现对 4 700 多万基金客户的优质服务，连续 7 次获得中国客服委

最佳客服评奖；组织实施客服知识库改造，2 次获得 “ 中国最受尊敬的知识型组织大

奖 ”（MAKE 大奖），并在业内首家上线智能客服系统。

李响：2007 年加入华夏基金，现任客户服务部质检中心主管，负责管理质检、知识库、 

培训、投诉等工作，从业经验丰富。从 2010 年起开始进行知识管理，不断探索基金

行业知识体系架构，建立起符合行业需要的知识四库，以创新的知识应用方式获得

权威机构认可。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刘远颖、易飞

文字整理：王铮

受访者：华夏基金客服服务部总监葛朝晖、质检中心主管李响（以下简称 “ 华夏基金 ”）
采访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

采访地点：华夏基金客户服务部

引用格式：依托知识管理实现智能服务 —— 专访华夏基金知识管理专家葛朝晖、李响 [J/OL]. 知识管

理论坛 , 2017, 2(6): 519-525[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9/.

发表日期：2017-12-28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葛朝晖

李响

1  关于基金行业的知识管理特点

KMF：两位专家你们好！感谢你们接受《知识

管理论坛》的采访，本刊从 2016 年开始采访知

识管理界的专家学者，涵盖了软件界、咨询界、培

训界、学术界等各个方面的人士，而你们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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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行业的受访专家，很有代表性，我们很

荣幸能够采访你们。那么就请首先介绍一下华

夏基金的业务情况吧。
华夏基金：华夏基金于 1998 年成立，是国

内首批成立的公募基金公司之一，也是一家综

合性、全能化的资产管理公司，服务范围覆盖

多个资产类别、行业和地区，构建了以公募基

金和机构业务为核心，涵盖华夏香港、华夏资

本、华夏财富的多元化资产管理平台，有完善

的产品线，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各类投资需

求。公司秉承“为信任奉献回报”的宗旨，服

务超过 4 700 万客户，注重将投资收益及时转化

为红利，累计为持有人分红超过 1 300 亿元，以

雄厚的综合实力奠定了其基金行业的领先地位。

多年来，华夏基金屡次荣获海内外权威奖项，不

仅在国内受到广泛认可，在亚太地区及欧美地

区也赢得了国际声誉。

KMF：听了介绍，我们了解了华夏基金的公司

实力和基金公司的具体业务。那么能否为我们

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知识管理的特点？它同其他

行业的知识管理有什么不同？
华夏基金：跟当前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电

商等新兴行业对比，整个金融行业的知识管理

相对来说还比较传统。当前基金公司的知识管

理主要有以下特点：

（1）知识范围和知识点数量扩展速度相对

较慢，每隔一到两年可能才会推出新的基金类

型，例如早期的 ETF 币基金、QDII 基金到近期

的分级基金、沪港通基金等。推出新的基金类

型，会增加一整套产品特点、业务规则、运作

方式、销售模式等知识内容。

（2）知识体系更加看重自己所在垂直领

域的深度，需要伴随着业务发展不断提升专业

性，例如从传统知识库向智能知识库转变，通

过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改变服务结构的配

比，让宝贵的专业人力集中到价值化服务内容。

（3）基金涉及到客户投资的切身利益，证

监会对公募基金也有着详尽的监管要求，因此

对知识的准确性、及时性、权威性要求非常高。

2  华夏基金的知识管理历程

KMF：可见基金行业的知识环境有着自身的特

点，那么针对这些特点，请介绍一下华夏基金

的知识管理历程。
华夏基金：我们的知识管理经历了以下几

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部门级知识管理系统。作

为服务部门，客户服务部（以下简称“客服部”）从

刚建立起就有知识在不断积累，开始时是员工

个人通过 Word、Excel 或者邮件去记录、传播

知识。在 2009 年建立初级知识库，开始以 FAQ
的形式记录并统一发布知识，解决了个人更新

不及时、信息传达不到或缺失的问题。

第二阶段：搭建全面知识管理分类体系。

随着知识量级的提升，原有知识结构在应用上

局限越来越大。部门从 2011 年底开始进行全面

的知识体系建设，围绕业务主线把知识点做了

完整的目录梳理，搭建“四库全书”知识体系，完

善相关制度，建立起公司级知识中心。通过“四

库体系”实现了显性知识有序化、隐形知识显

性化、外部知识内部化、分散知识集中化。

第三阶段：大力发展智能服务知识应用。

从 2014 年开始，我们着手推动服务智能化的

发展，在业内首家上线在线智能客服，在企业

级智能对话及行业知识管理等层面实现零的突

破，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自助服务，极大提升了

客户的搜索效率和识别准确率。通过对智能系

统不断进行知识梳理与知识训练，达到良好的

使用效果，直接节约 80% 的在线人力，客户的

搜索命中率和满意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华夏基金还积极将先进理念普及到其他基

金、证券等金融机构，为优化行业结构，提升

行业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3  知识的开放化服务

KMF：您刚在提到了有一些对外开放的应用，您

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开放化在知识服务上的表

现？
华夏基金：华夏基金一直坚持以人为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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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基金客服团队也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形成了立足于基础服务，以个性化服务为

延展的立体化服务模式。首先，以深化法定服

务为核心，通过电话、短信、网站、邮寄等多

种方式为客户提供立体式的信息服务；其次，以

增值服务为延展，建立了符合客户差异化需求

的全维度客户维护体系（见图 1）。针对个人客

户，形成了完善的分级服务体系，不仅为客户

提供专业的人工咨询服务，并且开发了短信服

务、语音自助等多项方便快捷的服务模式，同

时还探索建立了基于不断变化市场环境的客户

服务响应机制。针对机构客户，华夏基金专门

设立了机构理财部、养老金部等部门，提供一

对一的专户理财服务。同时华夏基金还在业内

首家推出微信服务并开通微信交易，给客户提

供了更多服务渠道。

图 1  全维度客户维护体系

当前我们的PC官网、微官网、APP、微信、财

富社区、蚂蚁社区等所有的在线渠道都提供了

智能服务，客户可以直接使用知识库的开放知

识点。对于不同的使用渠道，例如 PC 端和移动

端，知识点的处理、架构的调整都需要符合相

关系统要求，这也促使我们的知识库向智能化

做进一步的升级。

4  梳理知识形成 “ 四库全书 ”
KMF：刚才提到搭建了 “四库全书 ”知识体系，是

否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华夏基金：按照华夏客服的知识应用场景

及形式，我们的知识库分为 4 个子库，即客户

服务库、办公文档库、培训学习库、服务脚本

库，简称“四库全书”。

（1）客户服务库：主要面向华夏基金客户

或潜在客户，提供各类咨询服务（包括自助答

疑）。一线客服代表在日常工作中使用该库解

答客户提出的问题，客服部及公司其他部门员

工也通过该库查找所关心的问题，同时客户也

可以通过智能服务使用该库的部分内容。

（2）办公文档库：主要面向部门内部，为

各中心的各项工作提供前中后台 3 个方面的知

识支撑。公司员工可以查询相关管理类文档，专

业岗位人员也可以使用该库沉淀或查询工作相

关文档。

（3）培训学习库：主要面向部门内部，为

客服部员工提供一个专门的培训学习资料库。

员工可以从该库获取培训或学习资料，学习业

务知识或提升业务技能。

（4）服务脚本库：主要面向华夏基金客户

或潜在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与客户服务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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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服务脚本库里存放的都是场景化的服

务脚本（相当于结构化知识点），而客户服务

库里存放的都是知识点。脚本是客服领域的一

种特殊的知识类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

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库，用于客服一线坐席

代表。

以上介绍的这 4 个库，即我们的“四库全

书”知识体系，基本涵盖了部门所有的知识内

容，是我们的主要知识管理对象。

5  理解和应用智能化服务

KMF：在华夏基金知识管理的案例中，特别强

调智能化的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知识管理的一

个趋势。那么您从华夏基金的角度，如何理解

智能化服务的内涵呢？
华夏基金：这里要把概念稍微缩小一下，因

为“智能”领域太大了，可以聚焦在“智能服

务”，更具体一些就是聚焦在“智能客服”。

我们的智能客服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取代搜索框、热点 / 常见问题等

传统服务形式，实现客户“一问一答”，核心

是客户可以采用自然语言提出问题并得到准确

的答案，缩短客户查找时间、提升自助满意度，节

约公司人力成本、延长服务时间。后续可从当

前在线服务时由客户手工选择“智能”或“人

工”的模式，升级到人机混合模式。

第二阶段：个性化、智能化服务，懂客户。

智能要从解决大众化的统一服务，升级到能够

单独针对当前这个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客户在

寻求帮助的时候，会提供许多信息。在对话过

程中，机器人通过客户对话自动识别业务场

景，然后智能地提供最有帮助的个性化提示信

息，例如适合他的更优惠的购买方式（如活期

通转换），可以给客户超出预期的体验，也就

是常说的“惊喜服务”。

6  知识库是智能客服的基础，问答的
精准处理是智能客服的核心

KMF：智能服务的关键技术和应用包括哪些？

而当前的实施智能服务的主要挑战和瓶颈又在

哪里 ?
华夏基金：智能客服实质上是把客户任意

的一句话，自动定位一个标准问题上，然后把

相应答案推送出来，当然这背后有很多工作。

智能客服核心的部分就在于机器如何理解

客户的自然语言，并且对应到正确的问题上。

目前这个部分的实现主要有两个模式，一种是

通过词模技术，我们会把知识点的问题按照计

算机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设置，即把用户表述

的本意进行提取、简化和抽象为一系列词类的

组合，让计算机去识别并寻找标准答案；另外

一种模式是深度学习模式，它是直接把各种可

能的问法（比如“我今天能买华夏回报吗？”“我

明天能买回报吗？”“回报我现在能买吗？”）全

部列在那，标注到标准问题上（“我现在能不能

申购华夏回报”）。不管是词模还是深度学习，后

台的人工维护量都是巨大的。其实上述处理的

实质就是把客户的一句话准确找到一个标准问

题上，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匹配关系，但现阶段

的智能系统其实并没有像人一样真正理解这句

话的含义。

我们未来需要实现的目标和难点就是真正

的意图理解。比如在人与人之间的通常对话中，有

些“言下之意”，但机器目前只能就字面去理解。

比如客户问“我这个钱怎么还没到账”，如果这

句话带有强烈的语气，那么其实在这里首先是要

安抚客户的情绪，这已经不仅仅是业务规则能

解决的。这时候你得先给他安抚情绪，才去解答

问题，而当前的技术实现还只能就事论事。有时

候用户对机器是连续提问，或一句话里包含多个

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人先跟你聊北京这

两天真热，然后冒出一句今天多少度？那么“今

天多少度”，一定不会指洛杉矶的温度，而是正

在谈的北京的温度。这就需要机器能够识别上下

文的关联，明白用户多少句话是在谈这件事，多

少句话又是在谈那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信

息，即使用户没说，但他隐含的要素，机器应该

能够识别出全部问题并给出相关的答案，也是技



523

术难点之一。

智能服务在客服领域的应用主是包含在线

智能服务、语音智能服务、智能质检、智能分

析、智能应用 5 个方面，如图 2 所示：

图 2  客服领域智能服务应用

KMF：现在我们智能问答的准确率如何？
华夏基金：在线智能客服是在 2014 年 11

月正式上线的，我们把之前的关键指标与 2017
年 7 月的进行对比（见表 1），可以看出搜索命

中率和客户满意度均有大幅提升：

表 1  关键指标

指标项 上线前 上线后

机器命中率 18%~22%（均值） 92%（均值）

客户满意度 55%（均值） 85%（均值）

7  用智能化改造传统知识管理

KMF：智能客服和传统的知识管理是如何结合

的？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引入知识管理已经有 10
余年的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企

业都建立了知识库系统，也积累了很多知识文

档，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些知识库的技术水平

都比较落后，智能化水平不够高，利用效果也

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知识库已经落伍了 ? 
而对于已建成的这些知识库，我们又该如何加

以改造和优化呢？
华夏基金：智能客服在技术层面是依托于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但在业务层面必须以知

识库为核心基础，没有知识库（哪怕最简单的

FAQ 形式）就谈不上智能客服。当前的智能客

服，其中最主要的简单来说，就是把客户各式

各样的问法匹配到某个知识库中的标准问题，然

后推出对应的标准答案。

当前国内专业的知识库厂商并不太多，而

针对以人为使用对象的应用模式，以机器人为

使用对象的智能知识库就更少了，造成我们开

展智能客服工作时存在传统知识库与智能知识

库之间的脱节。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应以业务

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先进性为导向，知

识库是否落伍取决于能否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知识库系统在客服领域是生产系统，而在

其他领域可能就是管理系统。区别在于，假如

发生意外，管理系统停了对生产影响较小，但

是知识库对于客服来说是生产系统，一分钟都

不能停，否则就没法回答客户问题。

再说到智能化，其实知识库本身的智能化

现在还远远达不到，我们只是基于传统知识库

去推动智能客服应用。目前看来，智能化带来

的变化主要是以前知识库是只给人用的，现在

也可以提供给机器使用，机器通过知识库来进

行训练，进一步培养智能。传统知识库的确必

须要做改造，因为人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对于

一整篇文档，人可以迅速看重点、读表格、理

解图片。但是对机器就需要转换成它能懂的内

容。应用对象不同，系统要求不同，所以必须

要做相关的智能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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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F：客服部门有自己的特点。客服是一个知

识密集型部门，我们看到许多企业的知识管理

都是从客服部门开始的。能否结合客服部门的

特点谈谈知识管理的作用？
华夏基金：刚才提到知识库对客服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生产系统，而非锦上添花的管理

系统。作为为基金持有人服务的一线部门，华

夏基金客户服务部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客户咨

询、查询及投诉建议。因此，客户服务部是公

司内部对各种业务知识需求量和处理量最大的

部门。部门所有员工（包括普通员工、知识专

家等）都是参与知识管理的主体，时刻都在进

行知识的产出、运用、修正和积累，对知识管

理的重要性有着天然的深刻认知。

所有新员工入职后都需要对现有知识库系

统中的知识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并经过多

轮业务测试才能正式上岗。在日常人工应答过

程中，答复内容通过知识点实现统一标准化。

同时客户也可以通过自助服务应用现有知识，解

决遇到的问题。

KMF：传统的企业知识库都是主要靠人工来维

护，成本较大，知识管理人员的压力也较大。

而智能化的知识管理系统融入了很多新技术元

素，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智能服务中，对

于知识的处理流程与传统的纯人工方式相比有

哪些变化？
华夏基金：在知识处理流程上，我们的团

队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当前传统知识

库的维护，其核心就是知识点的建立、修改、删

除、审核、发布，保证知识点的专业性、权威性、及

时性、准确性，这是我们传统知识的核心。另

一个部分就是智能维护，原则上不做知识点的

改变，当然也会参与一些知识点分析的工作，但

主要工作是建立词模和调优。

传统知识库是在为智能服务提供支持，关

注点在于知识点准确、及时、完整。而智能服

务更关心的是易用、易懂的呈现方式。比如说

我们在传统的知识库里常看到一大篇文字、附

件、Excel、Word 之类的形式。而智能服务一般

是小段文字为主体，少量会用小的表格或者图

片。由于智能服务需要让知识点更加细化，知

识点存储数量也会大幅度增加。

KMF：在智能服务中，除了向客户提供所需的

知识，是否也考虑到利用和吸收来自客户的知

识，从而真正实现开放式创新？
华夏基金：您说的这一点在互联网行业有

较多体现，厂商和客户之间会进行互动交流、客

户与客户之间互助。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还是比

较谨慎的，因为我们对知识的专业性、准确性

要求很高，对外发布的信息也会要求具有权威

性。所以如果由客户直接提供知识内容存在一

定风险。但是我们会分析客户在应用服务过程

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客户不满意反馈，从而对

知识进行补充。

8  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KMF：从 2014 年以来，传统的金融机构受到

了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很大，很多人都觉得，传

统的金融机构体制僵化，体量太大，同时缺乏

互联网思维，不如互联网机构灵活。这从本质

上也可以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理解，我们看到华

夏基金的知识库，智能服务其实也是在走智能

化、网络化、联合化的方向，同时注重用户的

体验，强调以人为本，这其实也是一种互联网

思维。
华夏基金：金融机构会更加关注风险。同

样的一件事情，互联网企业可以用创新的技术

去操作产品，对金融企业来说可能性就很低。

面对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金融企业也在不

断适应冲击，比如现在客户服务的渠道已经从

最早的热线电话逐渐发展到网络在线、微信、APP
等。对于知识内容也在保证客户充分知晓风

险、合规的情况下，通过知识翻译做得更加通

俗易懂。

9  知识管理的考评指标

KMF：我们知道传统的知识库有一些衡量和考

评指标，如文档的撰写量、积累量、阅读量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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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知识库我们是如何评价其实施效果

呢？有哪些指标呢？
华夏基金：对于智能客服来说，评价标准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服务渠

道，主要有 3 个服务指标：①使用率：到底有

多少客户通过智能解决了问题；②识别率：客

户问了一个问题有多大的几率去给出匹配的答

案；③正确率：给出的答案是不是客户想要的，是

不是对的。

10  知识管理的发展趋势

KMF: 最后，能否请葛总谈一点您个人的体验。

我们知道您具有金融、互联网软件等多个行业

丰富多元的从业经历。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知

识管理的？您如何从不同的行业视角理解知识

管理，您认为企业知识管理的未来趋势是怎

样？
华夏基金：原来我在互联网企业工作时，人

员变动比较大，系统迭代速度也非常快。在快

速开发上线的过程中，如何提高软件质量和系

统稳定性是企业面临的难题，这就需要进行知

识管理。比如说程序的代码版本维护，需要把

整个项目阶段文档存档，这个过程也是蛮复杂

的，要把不同部门、不同项目里的人在不同阶

段生产出来的文档都存储下来，并且还要不断

更新。不同阶段的版本需要进行差异比较，文

档也要添加多个索引以便能够实现多维搜索，这

就是那个时候最早的技术知识管理。

后来在金融客服领域，对知识的专业、及

时和严谨性也有很高要求。我们在建立起公司

级知识中心时要把整个公司和部门的所有知识

都做一个梳理，除了传统的知识点之外，还增

加了知识地图、专家互助、知识共建、业务流

程等辅助模块。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企业知识管理也必

将踏上新台阶。首先当前传统知识库的架构已

经越来越制约智能服务的发展。下一步智能知

识应用若要启动，知识库原有架构就更不适应

了，因此传统知识库必须再往前多走一步。而

且对于未来的趋势，人工智能在客服领域表现

更卓越一些。客服是一个人力高度集中化的领

域，会消耗和使用大量的劳动力。目前人工智

能在许多领域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在客服领

域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成果。比如现在 100 个咨

询来电中，有 80 个来电是由系统去处理的，人

只要处理 20 个电话，这就是实实在在地节约人

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人的专业性要求

会越来越高，也会催生一批智能服务相关岗位

人员。

总之，知识点和知识库是底层，智能应用

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比如说以前没有互联网

的时候，客户问 A，人从知识库里找 A。现在

在互联网的层面上，客户问 A，由机器匹配 A。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实现客户问 A，机

器会给 A，同时还会考虑客户之后可能还会

要 BCD，适时推送。客户只要开一个口，各方

面的需求人工智能都帮客户考虑到，都主动给

到，这才是智能服务的极致。

KMF：那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景，感觉智能

服务以后潜力巨大。
华夏基金：是的，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也

会很有趣，而且发展的速度会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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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二届中国知识管理联盟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2017 年 11 月 19 日下午，2017 第二届中

国知识管理联盟高峰论坛在银川市文化艺术

馆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以 “ 知识 + 畅享未来 ” 为

主题，围绕知识管理与科技创新、知识产权、IT

技术、智能制造、国际化人才、一带一路、精

益管理、产业联盟、双创与孵化等内容展开

精彩分享，以及知识管理业界顶级大咖专题

培训等。

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来自原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航天、中国航空、中科大双创学

院、蓝凌、华为、东风、哈工大特种机器人、哈

工大、浙江大学、AMT、行者互联等单位的专家。

首先，中知联董事长王猛先生以 “投知——

中国式的价值创造 ” 为主题做了开场及主旨演

讲，阐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从

整个经济发展的大潮、从产业结构变迁以及技

术升级等高度引入了从投资向投知转变的观

点，提出了 “ 投知 ” 的价值与意义，揭示了 “ 投

资 “ 与 “ 投知 ” 之间紧密的发展关系，分析了

企业对于知识的投入比例将会决定企业发展的

质量与效益，王猛先生的演讲让我们从一个全

新的视角去认识、理解投知管理对未来的重要

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原主任米

建国先生作了 “ 强化知识管理，打造知识产权

新产业 ” 的演讲，米主任认为只有强化知识管

理，对碎片化的知识、对个人、对组织的管理

进行有效的管理、整合，通过知识的系统集

成，才可以把知识变成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强

大力量，他从知识管理引入到知识产权的重要

性，提出了建设国际知识产权港的四位一体布

局，特别是中知联对国际知识产权港项目顶层

设计、实施规划、智能交易场景平台构建等方

面高效的推动与实施。

中国航空集团科技技术部部长宁振波先生

作了 “ 智慧院所建设中的知识要素 ” 的演讲，他

认为智慧院所必然是以知识体系为支撑的智

慧院所，第一条是创新中的知识驱动，产品创

新中的知识驱动；第二条是产品研制中的知识

重用；第三条是人才培养中的知识管理。这三

条，奠定了知识管理作为智慧院所的所有基础。

他同时提出了智慧院所的智慧工作平台基于三

个体系，第一个是产品研制的数字化平台，第

二个是信息化管理平台，第三个是知识运营平

台，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智慧院所的三个支撑点。

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洪湧

先生作了 “ 高科技智汇型组织的价值转化与创

新发展 ” 的演讲，他认为双创工程跟知识管理

具有紧密相关性，创新的本质和源头就在于知

识的创造和应用，在创新创业的研究中发现，整

个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带动双创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发动机，所以，他们定义的双创学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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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功能，就是希望把知识互助、互动、互联。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组织发展部部长廖全

玉先生作了 “ 知识管理推动东风创新升级 ” 的

演讲，主要介绍了东风有限知识管理的理念和

实践，知识管理的运营。东风有限知识管理的

理念是将知识管理融入到产品和员工的 DNA

中；知识管理的实践成果包括 “ 创造助力事业

发展的 221 落地模式 ” 和 “ 创造具有东风特色

的 441 知识管理成果 ”；东风有限知识管理的

四化运营方式是指智能化、游戏化、场景化、家

园化，东风知识管理的理念也是知识管理价值

的表现。

浙江大学现代制造工程研究所顾新建教授

作了 “ 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管理 ” 的演讲，顾教

授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管理特点，就是透

明化、可追溯，但光靠大数据是不够的，需要

与企业文化、制度建设标准建设等集成起来，多

管齐下，企业知识管理应既是透明的，公平

的，更是自觉的，主动参与的，知识共享成为

大家的习惯。

行者互联创始人及 CEO，著名知识管理专

家吴庆海先生作了 “ 知行合一，从知识向智慧

迈进 ” 的演讲，他提出了知识管理和创新这两

个领域密不可分的观点，他认为知识管理，无

论多么多的专家讲多么深的理念，最后都会归

结到几件事，第一件事，把自己的事做好。第

二件事，把自己事做好的经验总结，并且在组

织里进行分享，并且他强调 “ 知行合一 ” 对做

好知识管理的重要性。

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霞女

士作了 “ 知识 + 为企业助力 ” 的演讲，演讲的

内容主要聚焦知识管理的场景、体验，她认为

知识管理的发展阶段跟人的发展阶段一样，第

一阶段是搞清楚知识的管理，第二是知识地管

理，她从智能办公、智能服务、新人赋能、员

工画像四个场景，非常浅显生动直观的给大家

展示了知识化工作的方式。

哈工大特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隋国发先生作了 “ 基于知识管理的精益创

新 ” 的演讲，他认为创新的核心要素有三个，一

个是智能智慧，第二个是财务资源，第三个是

更大的增值，他认为在知识信息经济时代，知

识成为创新的核心驱动力，特别是结构化、标

准化的知识、系统的知识，成为新的创新推动

力。

华为公司质量与运营部的高金宝先生作了

“ 企业知识交易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 的演讲，重

点阐述了自己对 “ 基于经验的知识管理 “ 和 ” 基

于信念的知识管理 “ 的理解，并基于自己在华

为的实践，特别是知识社区的实践，提出了建

立知识市场交易机制对推动知识管理在企业落

地的重要性。

最后吴庆海先生对各位嘉宾的演讲做了认

真总结，每位演讲者的演讲内容从不同视角、不

同层面、不同风格呈现了知识管理的价值，重

点阐述了知识管理的价值不依赖于 IT 或知识本

身，而在于组织成员对知识的运用这一观点。

中国知识管理联盟高峰论坛是中国高新技

术企业、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国科研院校、政

府智库等智慧型组织最高级别的年度大会，每

次会议均以代表中国最先进、最超前、最科技

最具理论价值的的企业 KM 管理者以及学院教

授作为主要的嘉宾，分享他们的最佳实践和创

新做法和理论研究。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6 期（总第 12 期）

528

《图书情报工作》2017 年再创佳绩

2017 年，《图书情报工作》在主管主办单

位的支持下，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在作者、审

稿专家、读者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期刊

在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

成绩，在相关评价中继续保持不俗的表现：在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2017年版社会科学卷）》中，《图书情报工作》在

情报学学科中综合排名第一，在图书馆学学科

中综合排名第二，在 “ 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综合评价总分排名 ” 中，位列中国社

科 395 种核心期刊第 23 名；在中国知网的 “ 影

响力指数 ” 中学科排名第二，连续三年获评 “ 中

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在中国人民大

学 “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 ” 中，全文转

载量继续保持名列本学科第一。据悉，在南京

大学 CSSCI 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等评价系

统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地位。

2017 年，《图书情报工作》首次入选《2017

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科技期刊排行

榜》，并获得中国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首次

获得推荐参与申请第三届全国 “ 百强报刊 ”，并

最终获得 “ 全国百强科技期刊 ” 称号。

《图书情报工作》旗下的《知识管理

论坛》通过国际最重要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DOAJ） 的

严格审核 , 成功入选 DOAJ。由《图书情报工

作》发起并牵头的 “ 图情期刊联盟网 ” 沉寂多

年，2017 年正式得到中国科学院和文献情报中

心的支持，重新启动该项目的研究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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