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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大

众创新日益受到重视。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号召，表明推动自主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已经

成为我国国家发展全局核心战略。大众创新立

足于微观主体，具有创新效率高、成本低、创

新点多元化的优势 [1]，有助于提升个人生活品

质、发挥社会价值，释放每一个社会细胞的创

造活力，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成

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继专门研究机

构、高等学校和高新技术企业之后，“双创”背

【学术探索】

西安市公众创新参与和信息需求现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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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西安市公众创新参与和信息需求进行现状探析有利于完善社会的信息供给策略，

推进公众创新。[ 过程 / 方法 ] 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通过问卷调查掌握西安市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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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大众创新逐渐成为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又

一重要组成部分 [2]。

创新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支持。

以公众信息需求为导向展开信息资源服务与保

障可以降低创新过程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

险，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3]，从而促进创新活动

的再开展，形成公众创新的良性循环。因此，为

了推动“万众创新”，充分释放公众的巨大创

新潜能，我们有必要了解公众创新的实践现状

和信息需求情况，为公众创新提供更为坚固的

信息保障。为了保障公众有效获取创新信息，调

动和激发公众创新的积极性，通过问卷调查等

方式调研当前西安市公众的创新认知、实践以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3 期（总第 15 期）

118

及信息需求状况，为政府和信息机构的信息服

务工作提供建议，以优化社会信息供给。

2  文献回顾

2.1  大众创新

在大众创新时代到来之前，创新一直是精

英行为，创新体系主要由专门研究机构、高等

学校和企业创新构成。伴随着“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口号的提出，大众创新创业正在当下

中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快速成长。“双创”时代

的到来影响着当代公众的创新参与和信息需求。

因此，本文从大众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营造有利

于大众创新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和制度

环境后，大批学者高呼点燃大众创新创业的火

炬 [4]，迎接大众创新时代的到来 [5]。他们对大

众创新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在理论

上为大众创新创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众创

新是指人们在自由组织和参与的虚拟社区或实

体空间里通过线上线下交流互动，共同创意、研

发、制作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自组织创新创业活

动，提出大众创新的内在运行模式可分为网络

社区式、实体空间式和平台众包式 3 种 [6]。劳

动力资源的知识化、科技硬件的共享化、互联

网的广泛化是大众创新的基础条件 [5]。

部分研究专注于对当下大众创新现状提出

应对措施。周斌等针对中央企业“双创”现状

提出了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体制改革、探索特

色模式等建议 [7]。杨秀丽等在总结合肥市“双

创”成就的背景下提出促进发展的建议，包括

完善政策体系、创建人才支撑体系、加大监督

追查力度等 [8]。刘元刚等指出天津市的“双创”水

平位于全国前列，但是在发展模式、发展动力、战

略主线以及体制机制上需加强转变 [9]。

从研究论文来看，学科视角下教育学对“双

创”时代的到来最为敏感。学者们致力于探讨

“双创”背景下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10]、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研究 [11]、经管类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 [12] 等方面，并辅以实践实例研

究 [13]，为高校双创教育建言献策 [14]。

2.2  西部地区公众信息需求

虽然信息需求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且关于

用户信息需求的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但在大众

创新时代到来之前，创新一直是精英行为，几

乎没有关于公众的创新需求研究。因而本文从

公众信息需求角度出发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希

望为用户创新信息需求提供借鉴。又因本研究

的调查对象是西安市，属于西部地区，所以笔

者以“西部 / 西 / 西北 / 陕西 / 欠发达地区 / 贫
困地区”与“信息需求”组合为关键词构建检

索式对西部地区公众信息需求的相关文献进行

梳理回顾。

从地区来看，当前西部地区信息需求研究

主要集中在陕西、甘肃 [15]、贵州 [16] 等地。尤其

是井水 [17] 以及李静 [18-20] 的一系列研究聚焦于陕

西农民的信息需求情况分析。此外，谭英等 [21]

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科技信息需求进行全

面调研，李桂华等 [22] 则通过对比东西部公共图

书馆的信息需求结构反映西部地区的现状。其

他西部地区民众的信息现状则鲜有人问津 [23]。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大多通过访谈与

问卷结合的方法，研究西部地区民众信息需求

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李静 [18-20] 对陕南农

民的信息需求现状进行调研，并分析总结出农

民信息意识增强、类型多元等特点。谭英 [24] 则

根据农民群体的 4 种信息需求分析影响因素并

提出相应对策。张晓兰等 [15,25] 从满足程度、类

型、获取途径等方面对西部农民信息需求现状

进行分析。杨素红 [26] 还分析了农民心理和行为

状况对信息需求的影响。

从研究群体看，研究焦点在于农民信息

需求及农民科技信息需求。朱春艳等 [27] 与李

华红 [28] 分别从学历及人口流动方面对西部农

村居民信息需求进行分群调研。段小虎 [29] 则

以西部农村地区人口结构为基础，调查不同民

族、年龄人口的信息形式及信息内容结构，以

全面了解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特点。谭英等 [30]

根据收入水平将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体分为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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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指出各类型农民都有其相对应的信息需

求，且渴望应用计算机知识创造更大的经济效

益。

综合来看，对公众创新的研究不多，对公

众创新现状和信息需求的研究更是为零。

3  调查过程与数据收集

3.1  调查过程

从文献回顾来看，几乎没有前人的研究可

以借鉴，因而本研究采取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

法，从受众本身直接挖掘可用信息和当前状况。

本研究主要分为 3 个阶段进行：首先，选

取 25 位各年龄段的公民进行深度访谈，主要围

绕公众创新活动开展与信息需求及满足情况。

通过访谈了解公众创新的现状和信息需求情

况，为大规模问卷数据收集奠定基础，使建议

更加具体化。访谈完成后，根据调研结果设计

完成“西安市公众创新参与和信息需求调查”问

卷初稿，包括公众对创新的认知态度、创新实

践、参与创新的影响因素、创新信息需求、对

创客空间的需求等 5 个部分，具体构成见表 1。
其次，考虑到公众的文化素养以及理解能力的

差异，在初步完成问卷后，研究人员展开了规

模为 80 人的预调查，并针对预调查中样本反馈

的问题对问卷表述进行细致的修改，提升问卷

的可读性和可答性。最后，于 2017 年 3 月采取

网络与实地问卷发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正式调

研，以保证样本来源的广泛性及多元化。研究

人员在陕西省图书馆、各大书城、公园等地进

行实地问卷发放，并在问卷星网站使用样本服

务请求，在社交网络中通过方便抽样原则进行

问卷发放与回收。

表 1  问卷具体构成情况

调查方面 具体问项

对创新的认知态度
您认为创新的重要程度是？

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关注创新的程度是？

创新实践
您开展过以下哪种创新活动？

若您有创新经历，主要在以下哪方面创新？

参与创新的影响因素
您认为阻碍您创新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您认为推动您创新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创新信息需求

在创新的过程中，您需要哪类信息资源的支持？

您创新所需国家政策类、思想类或理论类、技能类、进展资讯类、指南类、其他类
信息资源的主要获取途径是？
您创新所需国家政策类、思想类或理论类、技能类、进展资讯类、指南类、其他类
信息资源的满足情况是？

对创客空间的需求
您对创客空间的需求程度是？

您需要创客空间为您提供什么？

3.2  样本构成

本次调查共回收样本 804 份，经人工筛

选剔除明显错答或有 10 题以上遗漏的无效问

卷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714 份，有效率达

88.8%。本研究使用 SPSS Statistics 21.0 对有效

样本进行分析。对样本的性别、年龄、学历、职

业 4 项人口统计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见表 2。从表 2 可见，样本的性别分布均衡；年

龄涵盖各层次但集中于中青年组，而中青年是

创新的主力军；学历涵盖各个层级，集中于本

科，分布大致符合社会公众学历情况；职业类

型偏向性不明显，呈现出平民性、多样性、广

泛性的特征。此外，还对样本常住地数据进行

收集，发现其覆盖了西安市所辖的十区三县，并

大多为“城六区”（莲湖区、新城区、碑林区、未

央区、雁塔区、灞桥区）与长安区，雁塔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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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170 人，23.8%）。从整体上来看，样本分

布全面合理，代表性较强。

表 2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统计项 类别 频数（个）占比（%）

性别
男 364 51.0

女 350 49.0

年龄

18 岁以下 3 .4

18—27 岁 147 20.6

28—40 岁 140 19.6

41—50 岁 363 50.8

51—65 岁 49 6.9

66 岁及以上 12 1.7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37 19.2

专科 178 24.9

本科 301 42.2

硕士 84 11.8

博士 14 2.0

职业

政府部门公务员 36 5.0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49 6.9

事业单位普通职员 87 12.2

企业管理人员 114 16.0

企业普通职员 160 22.4

农民工 23 3.2

农民 7 1.0

个体户 48 6.7

自由职业者 68 9.5

学生 76 10.6

待业 26 3.6

其他 20 2.8

4  数据分析

根据问卷设计，本文先对大众创新进行

由浅入深的递进式分析，首先对创新的外在表

现，即创新认知态度和创新参与现状进行统

计，之后再针对创新的内在动因，即其影响因

素进行描述性分析。接着，运用描述性统计及

以卡方检验为主的相关性分析方法，本文继续

深挖创新的重要支撑，即信息资源和创客空间

的需求程度和需求特征。最后，运用多元回

归探究信息需求满足程度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

系，创新活动与特定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4.1  公众对创新的认知态度

本研究主要从公众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和关

注度两个方面来衡量当前西安市公众对创新的

认知情况（见图 1）。从整体来看，公众普遍认

为创新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关注程度也比较

高，整体上对创新的认知度良好。但是公众对

创新的重视度集中于“非常重要”程度，而关

注度却主要在“比较重要”程度，实际显示了

公众对待创新态度的不匹配，即行为与认知的

脱节。而在离散程度上，公众对创新的关注度在

标准差（0.642>0.531）和变异数（0.412>0.282）上

均大于重视程度，表明公众对创新的关注度分布

更加分散，个体间差异可能更大。因此，有必要

采取措施提升西安市公众对创新的关注程度。

4.2  公众的创新参与现状

为了更好掌握西安市公众的创新实践现

状，使信息资源供给更有针对性，本研究对西

安市公众的创新活动类型及创新活动领域进行

了调查。从创新活动类型看，大部分公众都开

展过一种或多种创新活动，其中最多的为改变

（改进）已有方法（44.0%），其次为创造新方

法（35.7%），可见，方法性创新是公众的主要

创新活动。此外，改变（改进）已有事物（33.9%）与

发现新事物（32.5%）也占有一定比例。创新活

动领域上，绝大部分公众的创新活动与学习、工

作（71.2%）有关，其次为生活（47.5%）中的

创新，再次为个人兴趣领域的创新（36.0%），最

少的领域为社会发展（18.8%）。

本研究也对两者进行了卡方检验。据

计 算，Pearson 卡 方 为 32.497， 显 著 性 为

0.006<0.05，表明创新活动类型和创新活动的发

生领域有显著相关性。据表3可知，改变（改进）已

有方法是各领域较常发生的创新活动。此外，创

造新方法在学习、工作和社会发展领域也很常

见，公众在生活中较常发现新事物，而在个人

兴趣方面，公众还倾向于改变（改进）已有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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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众对创新的认知情况

表 3  公众创新活动类型与所在领域交叉表

创新活动类型
创新领域

总计 (人 )
学习、工作 生活 社会发展 个人兴趣

发现新事物 169 145 52 100 466

发明新事物 55 37 29 24 145

创造新理论 63 38 36 29 166

创造新方法 197 130 67 106 500

改变 (改进 )已有事物 188 122 53 109 472

改变 (改进 )已有方法 235 159 56 129 579

总计 907 631 293 497 2 328

这些调查及分析结果可为政府和信息服务

机构进行创新宣传、开展针对创新的讲座和展

览等活动提供选题建议。

表 4 和图 2 显示了西安市公众创新活动类

型和创新活动领域的项数，有助于对公众的创

新行为进行初步评估。从表 4 可知，两个指标

的变量均在 1-2 之间，创新活动类型不多，涉及

的领域不广。创新活动类型的离散度比创新领

域高，说明公众创新的类型较创新领域更为多

样。图 2 为创新活动类型和创新活动领域的频

数分布圆环图，外圆环为创新活动领域，内圆

环为创新活动类型。由图 2 可知，大部分公众

开展过 1 种类型的创新活动（31%），且创新活

动仅发生在 1-2 个领域（39%/27%），也证明了

在公众有意识的创新中，创新活动类型较少、领

域较窄。由此可见，在公众对创新认知度良好

的基础上，多途径激发公众的创新潜力是当前

较为紧迫的任务。

表 4  个人创新活动类型数与创新领域数描述统计表

描述项 创新活动类型 创新活动领域

有效样本数 714 573

遗漏样本数 0 141

平均数 1.659 7 1.734 7

中位数 1.000 0 2.000 0

众数 1.00 1.00

标准偏差 1.292 06 .844 23

变异数 1.669 .713

范围 6.00 3.00

最小值 .00 1.00

最大值 6.00 4.00

总和 1 185.00 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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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个人创新活动类型数与所在领域数

4.3  公众参与创新的影响因素

影响公众开展创新活动的因素众多，针对

西安市公众目前的创新体验，本课题组在访谈

基础上确定了 13 项阻碍因素和 15 项推动因素。

对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一方面可以弄清楚信息资

源及其相关因素对当前西安市公众创新的影响

程度，另一方面，对其他影响因素影响状况的

全面了解可为政府推动公众创新提供参考。

由表 5 可知，缺乏知识储备和相关信息的

支持（42.6%）是当前阻碍西安市公众创新的首

要因素，可见，保障公众对知识信息的获取应

成为西安市政府和公共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

的重要工作。此外，缺乏时间（40.5%）、缺乏

创新思维和能力（39.4%）对公众创新也有重要

影响。其他因素，如缺乏自信（26.2%）、懒惰

（25.9%）、缺乏对创新的认识（24.6%）、缺

乏资金（27.7%）、缺乏交流合作（24.5%）、缺

乏专家指导（24.2%）等对西安市公众创新也有

较大的阻碍。阻碍因素的解决是发挥公众创新

潜力的重要基础，除了社会体制机制的变革，信

息资源供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问题的

解决，为公众创新提供支持。

表 6 显示了西安市公众创新的推动因素，重

视推动因素，可使公众创新更具活力。从调查

结果可知，个人兴趣（47.9%）、创新对个人价

值的突显（39.1%）、个人创新意识（33.3%）对

公众创新的推动作用显著。此外值得关注的还

有具有志同道合的伙伴（25.8%）、具有充足个

人知识储备（24.6%）和充足的资金支持（23.4%）。

表 5  公众创新阻碍因素

阻碍因素 百分比 观察值
百分比

对创新认识不足 7.5% 24.6%
懒惰 , 不想学习、思考 7.9% 25.9%
不善于发现问题 , 缺乏创新思维和
能力 12.0% 39.4%

缺乏自信 , 害怕失败 8.0% 26.2%
日常事务太多 , 没有足够的时间创新 12.3% 40.5%
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相关信息的
支持 12.9% 42.6%

缺乏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7.4% 24.5%
缺乏专家指导 7.4% 24.2%
缺乏必要的设备 2.6% 8.5%
缺乏资金支持 8.4% 27.7%
缺乏创新所需的场所 3.1% 10.1%
所处的环境缺乏针对创新的激励措施 5.7% 18.8%
所处的环境不重视创新 , 创新氛围差 4.4% 14.6%
其他 .4% 1.4%

表 6  公众创新的推动因素

推动因素 百分比 观察值
百分比

个人创新意识强 10.4% 33.8%
个人创新经验丰富 , 有较强的创新
能力 6.6% 21.4%

创新可以实现个人抱负 , 突显个人
价值 12.1% 39.1%

对某个领域有浓厚的个人兴趣 14.8% 47.9%
现实中存在某些难题需要攻克 6.8% 21.8%
充足的资金支持 7.2% 23.4%
充足的知识储备 , 且能方便获得所需 7.6% 24.6%
充足的时间 4.8% 15.7%
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可以常常交流思想 8.0% 25.8%
有学习创新方法、提升创新能力的
机会 6.4% 20.6%

创新有助于社会发展 4.7% 15.3%
上级要求创新 1.6% 5.0%
所处的环境推崇创新 , 重视创新精神 3.2% 10.5%
所处的环境有相应的激励措施 3.1% 9.9%
处在一个被认可、被信任且接纳失
败的环境中 2.6% 8.3%

其他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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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众创新信息需求与满足情况

由创新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能否拥有足

够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支持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

的影响因素。因此本节对西安市公众在创新中

获取的信息支持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图 3 显示

了西安市公众进行创新时所需的信息资源内容

类型，可见技能类（68.2%）是公众在创新时最

需要的信息资源，其次是国家政策类（51.0%）、思

想类或理论类（38.4%）、指南类（37.2%）和

进展资讯类（30.2%）。

51.0%

38.4%

68.2%

30.2%
37.2%

.9%
0.0%

10.0%

2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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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

比

信息资源类型

图 3  公众创新所需的信息资源内容类型

除了信息内容需求外，信息获取途径也是信

息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新所需的信息资源

与途径进行多重响应交叉联列表的卡方检验，得

其显著性 p=0.000<0.05，可知两者具有关联性。

首先，为了解在公众获取特定信息时的选

择途径，在公众创新时获取各种信息资源类型

与途径的交叉联列表基础上，以各类信息为基

准，将各类信息的获取途径被提及次数转化为

百分比，并用颜色深浅标明数值大小。由处理

后的表 7 可知，公众获取各类信息最主要的途

径为互联网，其他较为重要的途径为电视、自

己购买和同行交流。除了互联网外，对于国家

政策类信息资源和进展资讯类信息资源，电视

和同行交流是较为重要的获取途径；对于思想

类、理论类信息资源和指南类信息资源，自己

购买和电视是较为主要的获取途径；而对于技

能类信息资源，自己购买与同行交流比其他途

径更普遍。

表 7  公众创新所需信息资源与获取途径交叉表（以信息资源类型为基准）（单位：%）

信息类型 电视 广播 互联网 自己购买 公共图书馆
单位信
息部门

专家咨询 同行交流 平时聊天 其他

国家政策类 18.32 4.68 35.81 8.54 4.27 5.10 5.23 11.71 5.92 0.41
思想类或理

论类
12.37 3.94 31.90 14.87 7.35 5.20 6.81 12.01 5.02 0.54

技能类 9.78 3.23 33.51 15.82 6.45 5.52 6.87 13.94 4.16 0.73

进展资讯类 12.91 4.23 35.45 12.21 4.23 5.87 7.75 12.44 4.93 0.00

指南类 12.26 5.06 32.88 11.67 5.84 7.00 9.14 11.48 4.67 0.00

其他 10.00 0.00 30.00 0.00 0.00 10.00 0.00 20.00 30.00 0.00

其次，为了解用户使用各途径获取的信息

类型，以各类途径为基准，对各类途径的主要

用途进行处理，并用颜色深浅表明数值大小。

由处理后的表 8 可知，电视、广播和平时聊天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12

知识管理论坛，2018（3）:117-129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3 期（总第 15 期）

124

主要用来获取国家政策类信息资源；互联网、自

己购买、公共图书馆、单位信息部门、专家咨

询和同行交流主要用来获取技能类信息资源。

值得注意的还有专家咨询还常用来获取指南类

资源；公众还喜欢通过公共图书馆和自己购买

的途径获取思想类或理论类信息资源。

表 8  公众创新所需信息资源与获取途径交叉表（以获取途径为基准）（单位：%）

信息类型 电视 广播 互联网 自己购买 公共图书馆 单位信息部门 专家咨询 同行交流 平时聊天 其他

国家政策类 32.05 25.95 24.01 15.16 17.03 20.44 17.12 21.25 27.04 23.08
思想类或理

论类
16.63 16.79 16.44 20.29 22.53 16.02 17.12 16.75 17.61 23.08

技能类 22.65 23.66 29.73 37.16 34.07 29.28 29.73 33.50 25.16 53.85

进展资讯类 13.25 13.74 13.94 12.71 9.89 13.81 14.86 13.25 13.21 0.00

指南类 15.18 19.85 15.60 14.67 16.48 19.89 21.17 14.75 15.09 0.00

其他 0.24 0.00 0.28 0.00 0.00 0.55 0.00 0.50 1.89 0.00

研究还调查了公众对于各类信息资源的满

足程度，表 9 表明公众满意度整体上不高，其

中指南类信息满足度最高，其次为进展资讯类

信息，再次为技能类信息，对国家政策与思想

理论类信息满足度最低。由于满足程度为等级

资料，因此采用秩和检验探究信息资源类型与

信息资源满足程度的相关关系，以 Kruskal-Wal-
lis 参数为检验指标，得显著性 0.119>0.05，可

以判定满足度和信息资源类型之间没有显著相

关性。

表 9  公众创新所需信息资源与满足程度交叉表

信息资源类型 非常不满足（人） 比较不满足（人） 比较满足（人） 非常满足（人） 平均分

国家政策类 26 96 142 28 2.411

思想类或理论类 17 76 108 19 2.414

技能类 24 159 184 24 2.468

进展资讯类 14 67 83 9 2.497

指南类 21 88 94 10 2.563

其他 1 1 1 2 2.200

4.5  公众对创客空间的需求

当前作为创新活动开展和交流的场所，创

客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本研究对公众对创

客空间的认识以及需求情况也进行调查。超过

80%的公众认为非常需要和比较需要创客空间。

在创客空间的资源配备上，公众最需要与创新

相关的信息和知识需求，其次是供交流讨论的

空间和设备及专家培训，具体如图 4 所示：

4.6  相关性探究

为了探究西安市公众创新的规律性，本节

进行相关性分析，旨在探究以下 3 个问题：

首先，一般而言，个体的创新离不开各种

资源的支持，就信息消除不确定性、提供创新

的指导等重要作用而言，包含丰富信息的信息

资源应当也与创新与密切关系，因此本文以创

新活动的种类为视角提出假设：

（1）信息需求满足程度的提升能促进创新

活动类型增多。

（2）信息需求满意程度的提升能促进其创

新活动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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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众对创客空间的资源配备需求

其次，创新活动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包含

了不同种类的创新活动。虽然前文已经就创新

活动这一整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但是就

创新活动微观而言，不同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

可能不尽相同。如果公众的某些创新行为有特

定的阻碍或推动因素，那在促进公众创新时就

要考虑影响各类创新活动的不同因素，从而做

出相应的决策，因此本文假设：

（3）特定创新活动的开展与某些特定影响

因素有关。

对假设 1 与假设 2 进行检验。以公众对各

类信息资源的满足程度的平均值作为自变量，以

创新类型数和创新领域数量分别作为因变量。

由于自变量为连续性变量，因变量为连续性分

类变量的缘故，采取 Logit 多元回归分析，第一

个假设模型似然比测试的显著性为 p<0.05，即

得模型有效；第二个假设的模型显著性为

0.484>0.05，因此第二个假设被推翻，可以从统

计学意义上认为对信息资源的满足程度与创新

活动的领域数量无关。

继续对参数进行检验，以获得信息资源

满足程度和创新类型数的具体关系。首先进

行似然比检验，其平均满足程度的显著性为

0.017<0.05，因此可以认为该变量显著有效。在

参数估计中，平均满足程度在创新活动类型分

别为 1 至 5 的情形下的显著性都小于 0.05（见

表 10），5 个系数均可作为参考值，根据平均

满足程度的系数可知，平均满足程度与创新活

动的类型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西安市公众的

信息需求满足程度越高，创新活动类型越多样。

表 10  模型参数检验

创新活动 a B 标准错误 Wald df 显著性 Exp(B)
Exp(B) 的 95% 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1.00
截距 -.748 1.488 .252 1 .615

平均满足程度 2.439 .916 7.087 1 .008 11.463 1.903 69.060

2.00
截距 -1.215 1.496 .659 1 .417

平均满足程度 2.547 .918 7.694 1 .006 12.766 2.111 77.187

3.00
截距 -1.426 1.509 .893 1 .345

平均满足程度 2.440 .922 7.013 1 .008 11.478 1.886 69.864

4.00
截距 -1.312 1.561 .706 1 .401

平均满足程度 1.952 .939 4.325 1 .038 7.046 1.119 44.368

5.00
截距 -2.968 1.719 2.983 1 .084

平均满足程度 2.299 .980 5.506 1 .019 9.962 1.460 67.954

注：参照种类为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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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对公众的特定创新活动与影响因素

进行相关性探究。由于两者均为分类变量，因

此分别使用创新活动与创新的推动因素和阻碍

因素与创新活动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均不显

著，第三个假设被推翻。这说明进行或不进行

某项创新活动的原因和创新的影响因素彼此独

立，不互相关联，公众进行或不进行某项创新

活动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

综上相关性探究可知，信息满足程度正向

满足公众创新活动的种类，对公众的创新领域

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公众进行某项特定创新

活动与本文中所列的推动或阻碍因素没有显著

关联，创新活动的发生与否存在不同原因。

5  建议意见

本研究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当

前西安市公众的创新情况，为相关主体采取措

施保障公众有效获取创新信息，调动和激发公

众创新的积极性提供实际数据支持和理论支撑。

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在双创时代下，其

肩负着缔造社会良好创新氛围的职责和使命。

而公共图书馆作为地区信息中心、文化中心，是

公众信息需求满足的物质及文化保障。在新形

势下提高公众创新信息素养和促进用户开展创

新活动是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本

文主要从公共图书馆和政府角度出发，为满足

西安市公众创新信息需求，促进西安市公众创

新参与积极性，提高社会创新能力建言献策。

5.1  宣传创新相关信息，培育良好创新氛围

良好的创新氛围能够激发公众开展创新活

动的积极性，而与创新相关信息的宣传对创新

氛围的培育有重要意义。当前，西安市公众对

创新的关注度和重视度较高，政府与图书馆应

当相互合作，各显其能，加强对公众创新价值、创

新方法等信息的宣传工作，促使公众的创新认

知转化为切实行动。

首先，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讲座、展览、微

博、微信、参考咨询等平台和途径定期宣传创

新的相关信息，扩大创新信息的传播范围，推

动创新观念深入人心。例如，目前陕西省图书

馆的“陕图讲坛”“陕图课堂”“陕图展览”等

栏目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陕西省

图书馆可联合西安市图书馆和各区图书馆，开

展“创新是什么”的系列课堂，通过梳理创新

概念、方法、途径等相关基础知识帮助公众正

确认识创新，保障公众创新的信息提供；同时

可开展“创新创业中的融资渠道”等主题讲座，针

对性地帮助公众解决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信息获

取、财力支持等具体问题，促进公众在不同领

域不同方面参与创新；此外可开展有关创新案

例的展览活动，向公众展示各类创新活动、各

领域创新活动以及创新中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提

升公众创新行动力，促使公众创新理念与行动

的一致性。

其次，政府应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公

共图书馆等各种渠道宣传支持“万众创新”的

相关政策，使公众明确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态度

和支持措施。且可与公共图书馆等相关机构将

固定的日期定为西安市的“创新节”，自上而

下在全市举办各种形式的创新宣传活动，营造

良好的创新氛围。此外，政府应鼓励公众参与

社会发展领域的创新，在增强公众创新活力的

同时，提升公众的社会发展参与度。美国在

2015 年就曾鼓励公众参与一项与材料基因组计

划有关的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数据挑战赛，实现

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发现和制造新材料

的目标 [31]。西安市政府可与公共图书馆合作，由

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关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题讲

座，帮助公众了解社会发展的现状，鼓励公众

参与社会问题创新，同时，政府应做好公众创

新成果的接收工作。

5.2  兴建创客空间，加强创新中心建设

创客空间是一个供人们分享有关电脑技

术、科学、数学、电子艺术等方面兴趣并合作

动手创造的地方 [32]，能够促进游戏型学习，为

公众提供知识创新、探索的舞台，是促进公众

参与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国家大力支

持众创空间的发展以推进大众创新创业 [33]。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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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作为科技基础较好的中心城市也已经开始

建设创客空间，但囿于政策资金、产业基础及

科技服务水平，相比北上广等地，创客空间规

模较小 [34]，且均为盈利性创客空间。从前文有

关创客空间的调查结果可知，超过 80% 的西安

市公众对创客空间有较高需求。基于此，政府

应当大力支持公共图书馆开展创客空间建设，打

造创客学习和创新的知识交流中心。

创客空间服务功能多样，结合西安市公众

对创客空间服务的需求调查，当前，应重视以

下 3 个方面资源的提供：①与创新相关的信息

和知识。知识信息储备是影响公众创新开展的

重要因素，有 67.54% 的公众提出对创客空间知

识信息的需求。由前文的调查可知，西安市公

众对创新过程中所需的各类信息资源满足程度

都不高，尤其是国家政策类信息、思想类和理

论类信息、技能类信息。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

丰富，但并非公众获取创新信息的主要渠道，应

当借助创客空间这一平台充分发挥其信息资源

的保存和传递功能，为公众创新提供更有力的

支持。在信息资源类型方面，应特别重视通过

网络提供数字信息资源，满足公众对信息获取

高效便捷的要求。②供交流讨论的空间和设

备。交流讨论是公众开展创新活动必不可少的

环节，而国内外创客空间普遍提供供创客交流

讨论的空间和设备。在对西安市公众的需求调

查中，超过半数（52.19%）的公众表示需要这

一服务功能。因此，创客空间可开辟多个专门

的交流讨论室，配置有 3D 打印机、3D 扫描仪

等制作加工所需的设备与工具，并提供 DIY 培

训、项目跟踪、文献咨询、创业指导、阅读推

荐等专业的信息服务，开展创客沙龙、创意展

览、创意竞赛等活动，为创新、创业搭建桥梁，打

造集阅读、学习、交流、创新、制作、展示于

一体的创客互动平台 [35]。③专家培训。专家培

训是获取专业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44.01% 的西安市公众需要创客空间提供专家培

训的服务。创客空间可根据创客的具体需要，邀

请专家开设针对性主题式专项创客教程。同时

可以借鉴新加坡图书馆的方式，规定图书馆用

户第一次上课时可以免费，但是必须承诺此后

自己也作为培训导师，为其他创客提供辅导 [36]。

除了以上 3 类需求较高的资源和服务，西

安市公众对做试验的材料设备、联络共同爱好

者的中介服务均有一定需求。创客空间可在满

足公众主要需求的同时，依据自身能力，提供

更多样的资源和服务。

6  结语

创新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文化繁荣的

永恒旋律之一。随着万众创新热潮的兴起，政

府及图书馆等创新推进者更应该了解公众的创

新情况与信息需求，促进公众利用信息、创造

信息、开展创新活动。新形势下，面对不断变

化的社会经济态势及本地的地区限制，如何利

用本地区本馆的资源优势，真正落实创新建设

与信息保障，是未来几年内西安市政府及公共

图书馆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重要任务。当前对创

新现状及认知的研究仍集中于企业和青年 [37-

39]。本文对公众视角下的创新认知与实践现状研

究，有效补充了万众创新理论；并对公众创新

的信息需求进行全面的调查，对于当下政府制

定信息政策、推进公共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

保障公众创新信息需求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由于能力的局限及资源约束，本文对公众

创新的信息需求划分比较粗略，对用户创新的

影响因素与创新意愿、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未

进行深入探讨，这些都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

完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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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of Public Innovation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ation 
Demand i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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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quo of public innovation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ation demands, it is conducive to modifying social information provision strategy and promot-
ing mass innovation.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user interview, this paper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to acquire Xi ‘an public perception of innovation, current situation of innovation 
practic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articipation i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formation demands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Result/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utcome and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publicizing innovation information, fostering innovative atmosphere, build-
ing maker spa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building of innovation centers. These proposals facilitate the distribu-
tion of innovation information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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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 +”逐步深入企业发展，如

何快速、低成本的链接外部资源，加速企业创

新与发展的步伐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社群

经济成为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突破口。众包模式

【学术探索】

关系质量、众包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
研究
             ——动态能力的调节效应

◎卢新元  赵敏  黄河  黄梦梅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众包模式为企业外部创新提供了突破口，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降低创新绩效，

但目前企业运用众包模式的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提升。[ 方法 / 过程 ]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将众包社群视

为企业外部动态组织，深入分析企业与众包社群的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考

察众包质量的中介作用和企业动态能力的调节效应。[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表明，关系质量对创新绩效

无直接显著影响，众包质量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的适应能力对关系质量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经调

节后的关系质量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直接作用，且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创

新能力对众包质量与众包创新绩效直接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动态能力能有效调节众包质量的中介作用，

使其在关系质量与创新绩效直接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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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种典型的社群经济模式，提供一个在线

协作平台，将用户、企业、资源纳入同一个交

互生态圈，形成供需双方的互动和交易；让项

目交付突破了以往的时空限制，通过线上平台

与需求方对接，让信息和资源匹配度更高效，

成本更低 [1]。企业采用众包模式一方面可以把



131

握用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整合各方面优质

资源，但是，由于企业对众包的认识不足，将

众包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商业模式问题，而不涉

及管理问题。现今针对众包用户尚没有完善的

管理机制，因此不能很好地留住用户，以及不

能将用户的贡献很好地整合 [2]，导致企业采用

众包的效率低下，降低了采用众包的积极性。

因此，明确众包模式下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

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是使众包创新市场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对于众包模式下企业创新绩

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 4 个方面：①基于

任务设计的创新绩效研究 , 指任务发布方对众包

任务的合同设计，影响因素有：任务描述 [3]、

持续时间 [4]、奖金额度 [5] 等；②基于激励机制

的创新绩效研究，指任务发布方针对发布的任

务给予任务解决者的奖励方式；③基于动态能

力的创新绩效研究，指企业通过不断发现外部

知识并进行创新整合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其影响因素包括吸收能力 [6]、资源整合能力 [7]、

创新能力 [7] 等；④基于企业特征的创新绩效研

究，主要研究企业属性 [8]、信誉 [9] 及经验 [4] 对

众包绩效的影响。综上所述，对于众包模式下

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鲜有将众包社群视为外部

动态组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企业众包创

新绩效的影响。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促进交易双方互

利互惠，能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和提高企业绩

效 [10]，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有

学者认为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并不

显著，需要通过中介因素产生作用 [11]。此外，

企业采用众包模式旨在通过众包社群获得外部

创新资源，即更多的或更高质量的作品，减

少企业内部创新时间及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效

率 [12]，所以众包质量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本

研究结合现有文献和数据收集方法探讨关系质

量、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动态

能力对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研究

2.1.1  关系质量

关系质量最早出现于服务营销领域，是

指顾客对销售者预期行为的信任与依赖 [13]。

T.Hennig-Thurau[14] 认为关系质量是一种关系型

的满足程度，能实现有效交互，降低交易成本，

增强双方的信任与承诺，维持长久关系的一组

无形利益 [15]。尽管关系质量研究范围非常广泛，

但对其定义还未达成一致，认为关系质量因情

景不同而有差异，本研究将众包情境下的关系

质量定义为：“发包企业与接包方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满足双方需求和期望的程度”。本文根

据 J.Mohr[16]、A.Krizman[17] 等的观点，以信任和

沟通来衡量关系质量的好坏程度。信任是指接

包方与发包方之间具有诚实和相互理解的信念；

沟通指双方进行有效沟通，达到目标的手段，

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2.1.2  众包质量

服务质量本质上是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总

体评价 [18]，其形成的核心机制是顾客感知与期

望的差距 [19]，本研究将众包模式下的服务质量

称为众包质量，指发包方对于接包方提供的作

品的总体评价。对众包质量的测量，本研究参

考C.Gronroos[20]提出的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模型，

从众包作品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易用性两方面进

行测量。

2.2  研究假设

2.2.1  关系质量与众包质量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在众包模式中发包方

与接包方（即委托方与代理方）是一种委托—

代理关系，发包方与接包方建立良好的关系质

量有利于获取更多外部资源、提高企业的创新

能力以及竞争地位。众包模式是一种超越契约

的形式，众包社群相当于企业的动态组织，信

任是发包企业与社群组织关系持续性的关键基

础。S.L.Golicic[21] 认为信任和有效沟通能拉近合

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增加满意度、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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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服务质量。J.Goncalves 等 [22] 认为接包方之

间以及接包方与发包方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提高

作品质量，J.Fan 等 [23] 认为有选择地将任务分

配给熟悉任务的接包方可以进一步提高作品的

质量。但 Z.Shen 等 [24] 认为在众包模式中，将任

务过度分配给受信任用户并不能提高工作质量。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关系质量对众包质量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2.2.2  众包质量与创新绩效

鲁琨等 [25] 通过对 B2C 电子商务服务业企

业管理者的访问发现，服务质量的高低将在长

期内对绩效产生重要影响。F.Talib 等 [26] 通过研

究印度的服务公司，发现进行质量管理会直接

影响企业的绩效，尤其是进行质量文化管理。

企业采用众包模式旨在通过众包社群获得外部

创新资源以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获得更多的

或更高质量的作品，有利于减少内部创新时间

及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所以众包质量直

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正

向影响。

2.2.3  关系质量与创新绩效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合作双方是建立在相互

信任的基础之上，具有契约性，众包模式虽然

没有严格的契约性，但同样可以降低双方的交易

成本，提高众包任务成功的几率。张玲玲等 [27]

认为威客模式下，企业能从用户提供的多种不

同知识中获得新知识，使企业绩效显著提升。

M.E.Sharpe [28] 研究外包成功的影响因素，发现

伙伴间的关系质量是影响企业外包成功的关键

因素。刘学元等 [29] 研究认为，网络关系强度

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众包模式下，

接包方不仅是任务方案的提交者，还可能是企

业产品的消费者，企业与接包方之间保持良好

关系有助于接包方向消费者转化、提高消费者

的忠诚度，并且减少交易成本。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正

向影响。

2.2.4  众包质量的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理论指出，关系是企业的重要社

会资本。在众包中，企业通过关系网络——众

包平台获取外部创新资源，降低企业自主开发

成本，企业亦可将社群中的接包方转化为自身

用户，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企

业与接包方的关系是企业有价值的非生产性资

源，这种关系可能通过某些中间要素间接作用

于创新绩效。当企业与众包社群中的接包方拥

有良好关系时，接包方提交作品可能更及时、

更优质，并且会使接包方更倾向于为其提供服

务。P.C.Palvia 等 [30] 指出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企

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本研究假设 H1 和

H2 可知，企业与接包方保持良好的关系能有效

的提升接包方的作品质量，众包质量提升对企

业绩效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众包质量对关系质量和企业创新绩效

具有显著中介作用。

2.2.5  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C.L.Wang[31] 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的隐性

资源，能整合、重构以及对企业资源进行再次

创新，动态能力理论诠释了企业是如何创造商

业价值的。目前对于动态能力维度的划分有多

种，本研究采用李翔等 [32] 提出的适应、吸收以

及创新 3 个维度来衡量。企业将众包社群视为

外部动态组织，其管理模式、激励机制等应做

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众包模式的特点，使企

业采用众包模式取得成功。高的适应能力有助

于企业与接包方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而影响企

业绩效。企业的吸收能力及创新能力强将有利

于发现高质量的作品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产品。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a：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被调

节变量——适应能力正向调节，适应能力越强，

关系质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越强。

H5b：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被调

节变量——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吸收能力越强，

众包质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越强。

H5c：众包质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被调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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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创新能力正向调节，创新能力越强，众

包质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越强。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以企业创新绩效为因

变量、关系质量为自变量、众包质量为部分中

介变量以及动态能力为调节变量的概念模型，

如图 1 所示：

适应能力

吸收能力

创新能力

关系质量

H1

H2

H3H4

H5a

H5b
H5c

动态能力

众包质量 创新绩效

图 1  概念模型

2.3  变量设计

本研究量表的设计主要源于已有的成熟量

表，并基于众包模式对相关量表进行了相应的修

正，以此来确保量表的有效性。调查问卷主要包

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企业成

立年限、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企业参与众

包年限等；第二部分是测量模型中的结构变量，

关系质量量表参考 J.Mohr 等 [16]，A.Krizman[17] 的

测量项，众包质量量表参考学者 C.A.Gronroos[20]、

F.D.Davis[33] 对服务质量和感知质量模型的测量题

项进行修改，动态能力测量量表参考的 C.L.Wang
等 [31]、I.Nonaka[34] 测量量表，企业创新绩效测量题

项参考学者H.G.Gemunden等 [35]、G.Geoffrey等 [36] 的

测量项。本研究第二部分的测量项均采用 Likert7
级量表进行评分，其中，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

表非常同意。变量的测量项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测度项

变量 测度项 参考来源

关系
质量

信任
XR1 觉得接包方可以信任

[16]
[17]

XR2 相信接包方不会利用我们的问题去获取额外利润
XR3 相信接包方会尽力完成任务

沟通
GT1 觉得接包方在同我们协商时很诚恳
GT2 回复接包方的问题认真及时
GT3 觉得该众包平台有利于接包方与我们沟通

众包
质量

感知有用性
CU1 觉得接包方提交的方案可以使我们更快的完成任务

[20]
[33]

CU2 觉得接包方提交的方案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
CU3 觉得接包方提交的方案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感知易用性
CE1 觉得接包方提交的方案是清晰易懂的
CE2 觉得接包方提交的方案用于解决我们的问题很容易
CE3 觉得接包方提交的方案很容易操作

动态
能力

适应能力
SY1 我们的管理体系鼓励员工挑战不合时宜的传统习惯

[31]
[34]

SY2 我们的管理体系非常灵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
SY3 我们能够快速跟进商业环境变化，抢占先机

吸收能力
XS1 我们能够很快发现外部新知识对于现有技术的提升作用
XS2 我们能够快速理解已获得的技术信息
XS3 我们能很快识别外部知识对于现有知识的用途

创新能力
CX1 我们能很快使用已消化的新知识进行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开发
CX2 我们能将已消化的新技术和其他技术融合
CX3 公司的领导愿意承担风险以抓住和利用不确定的增长机会

创新绩效

JX1 新产品开发数量很突出

[35]
[36]

JX2 申请的专利数目多
JX3 新产品开发速度快
JX4 新产品开发成功率高
JX5 新产品销售额占销售总额比重较大
JX6 客户的满意度高

注：创新绩效是针对过去 5 年，被调查公司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相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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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来源

在对众包模式下企业的创新绩效研究中，

本研究选择了猪八戒网、任务中国、解放号等

专业的第三方众包平台上的发包企业，通过电

子邮件及实地发放问卷的形式对其研发或创新

部门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200份问卷，

收回 173 份，剔除无效问卷 12 份，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 161 份，有效回收率为 80.5%。回收企业

样本特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企业特征统计（N=161）

变量 类别 频数 比例 /%

企业成立
年限 / 年

<2 39 24.2

2-4 39 24.2

4-8 43 26.7

>8 40 24.8

企业员工
总数 / 人

<10 50 31.1

10-100 41 25.5

100-300 42 26.1

>300 28 17.4

企业所属
行业

服务业 10 6.2

建筑房地产业 14 8.7

金融和保险业 10 6.2

软件开发行业 50 31.1

医药行业 18 11.2

咨询、专业服务业 11 6.8

制造业 42 26.1

其他 6 3.7

参与众包
年限 / 年

<1 25 15.5

1-2 99 61.5

3-4 32 19.9

>5 5 3.1

从表 2 可以看出，样本企业规模（包括企

业成立年限及员工总数）各类占比比较均匀，

样本分布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样本行业各类占

比均不低，行业的分布比较符合研究需要，且

主要集中在软件开发行业及制造业，这两类是

企业网络众包的主要业务；约 84.5% 的样本参

与众包的年限大于 1 年，说明绝大部分样本群

体具有较丰富的众包业务经验。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 研 究 运 用 SPSS 21 和 SmartPLS 2.0 软
件进行信度结果检验见表 3，测量量表的

Cronbach’s a 系数最小值为 0.705 5，均大于理

论要求的 0.700 0，说明各测量因子的信度较高。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PCA），搭配最大方差旋

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为

0.816，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卡方值为 3 254.499，
显著水平为 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各测量项对应的因子载荷均高于 0.650 0，
且在其他因子的交叉负载均小于 0.4，表明量表

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

运用 SmartPLS 2.0 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

度和效度，结果分别见表 3 和表 4。各因子的

组合信度 CR 值最低为 0.835 3，均大于临界值

0.700 0，表明量表各测量项内部一致性较好；

各因子的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标准负载均大

于临界值 0.500 0，表明量表内敛效度较好；用

AVE 值的平方根进行效度区分检验，各因子的

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

表明量表的内部的判别效度较强。

3.2  结构模型分析

3.2.1  众包质量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验证众包质量的中介作用，本研究设定

了基本模型和中介模型。基本模型中不包含变

量——众包质量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只研究关

系质量对众包质量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中介模

型是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众包质量和企

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用 SmartPLS 2.0 软件

分别对基本模型和中介模型中相关变量的路径

系数及模型的 R2 值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

在基本模型中，关系质量与众包质量、企

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路径系数（H1：β=0.430，
P<0.001；H3：β=0.199，P<0.01）显著，即基本

模型中假设 H1 和假设 H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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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测项标准负载及 AVE、CR 值

潜变量 因子 测量项 标准负载 AVE CR Cronbach’s a

关系质量

信任

XR1 0.956
0.785 6 0.915 9 0.869 9XR2 0.762

XR3 0.926

沟通

GT1 0.851
0.727 0 0.888 5 0.810 5GT2 0.794

GT3 0.909

众包质量

感知有用性

CU1 0.864
0.672 7 0.860 2 0.759 4CU2 0.819

CU3 0.776

感知易用性

CE1 0.862
0.749 1 0.899 6 0.832 7CE2 0.851

CE3 0.883

动态能力

适应能力

SY1 0.834
0.629 0 0.835 3 0.705 5SY2 0.733

SY3 0.808

吸收能力

XS1 0.895
0.755 3 0.902 2 0.836 5XS2 0.798

XS3 0.909

创新能力

CX1 0.849
0.782 6 0.915 2 0.862 3CX2 0.896

CX3 0.908

创新绩效

JX1 0.882

0.613 9 0.904 7 0.873 4

JX2 0.803
JX3 0.792
JX4 0.747
JX5 0.721
JX6 0.745

表 4  各因子 AVE 值平方根及相关系数

XR GT CU CE SY XS CX JX
XR 0.886 3
GT 0.173 2 0.852 6
CU 0.483 3 0.292 2 0.820 2
CE 0.435 8 0.358 2 0.298 7 0.865 5
SY 0.309 7 0.190 2 0.231 5 0.280 3 0.793 1
XS 0.510 8 0.221 8 0.353 2 0.445 9 0.375 0 0.869 1
CX 0.102 4 -0.004 1 0.036 2 -0.018 2 0.306 6 0.205 6 0.884 6
JX 0.485 0 0.326 2 0.453 6 0.476 0 0.479 3 0.472 3 0.260 8 0.783 5

表 5  基本模型与中介模型结果

变量间的路径关系
基本模型 中介模型

路径系数 T 值 显著水平 路径系数 T 值 显著水平
关系质量 → 众包质量 0.430* * * 8.598 非常显著 0.430* * * 8.836 非常显著
关系质量 → 创新绩效 0.199* * 2.846 显著 0.118 1.671 不显著
众包质量 → 创新绩效 0.519* * * 9.227 非常显著

注：* * 表示 P<0.01，* * * 表示 P<0.001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13

知识管理论坛，2018（3）:130-139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3 期（总第 15 期）

136

在中介模型中，众包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

间的路径系数（H2：β=0.519，P<0.001）十分显著，

即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直接作用，

假设 H2 成立；而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H3：
β=0.118）的作用不显著，说明众包质量在关系

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假设 H4 成立。企业创新绩效的解释度 R2 值由

0.420 增加为 0.577，比基本模型中高出 15.7%，

即中介模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解释度更好。

3.2.2  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调节模型是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动

态能力对关系质量与创新绩效、众包质量与创新

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图 2 可知：在调

节模型中，适应能力对关系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

间关系，以及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众包质量与

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H5a：β=0.120，P<0.05；
H5b：β=0.170，P<0.05；H5c：β=0.160，
P<0.05）直接作用显著，关系质量和众包质

量 对 创 新 绩 效（H3：β=0.124，P<0.05；H2：
β=0.713，P<0.001）具有显著直接作用，且关系

质量也通过众包质量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

表明众包质量对关系质量和创新绩效起部分中介

作用。该结果说明，随着企业动态能力的增强，

企业与众包社群的关系和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绩

效的作用逐渐增加，假设 H5a、H5b 和 H5c 成立。

适应能力

吸收能力

创新能力

关系质量

0.713***

0.430**

0.124*
0.170*
0.160*

0.120*
动态能力

众包质量 创新绩效

注：*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 表示 P<0.001

图 2  调节模型测量结果

4  结果分析

4.1  研究结果分析

4.1.1  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

从基本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关系质量与

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3：
β=0.199，P<0.01），引入众包质量作为关系

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后，关系

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变得不显著了

（H3：β=0.118），但关系质量对众包质量具有

显著正向直接作用（H1：β=0.430，P<0.001），

且众包质量对创新绩效直接正向影响（H2：
β=0.519，P<0.001）。结果表明：众包质量在关

系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其内在机理可解释为：企业与众包社群的关系

是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高质量作品，以及提

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外部性资源，通过获得外

部资源直接作用于企业，或者与企业内部资源

融合，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参与众包

主要是为获得问题的解决方案，接包方提交作

品的质量需要企业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提升接

包方的参与积极性与参与效率，从而使企业创

新绩效提升。因此，引入众包质量后，关系质

量不再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而是通过促

进接包方的作品质量，从而间接地提升企业创

新绩效。

4.1.2  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根据中介模型分析结果可知，众包质量与

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H2：
β=0.519，P<0.001），这说明接包方提交的作

品质量越高，企业从作品中能获得的有用资

源越多。但是企业从众包作品中获得的资源

量受到企业自身动态能力影响，根据调节模型

的分析结果可知：企业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对

众包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5b：β=0.170，P<0.05；H5c：β=0.160，
P<0.05），经调节后的众包质量对企业创新

绩效影响显著性加强（H2：β 由 0.519 增加到

0.713），其内在机理可解释为：企业的吸收

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企业能从接包方提交的

作品中获得的有用知识更多，直接作用于企业

生产，且能更有效地将获得的外部知识与企业

内部知识进行融合创造新知识、新产品，从而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137

4.1.3  动态能力调节作用机制及众包质量的被调

节的中介作用机制

根据调节模型结果可知，适应能力对关系

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a：
β=0.120，P<0.05），经适应能力调节后关系质

量对企业众包创新绩效产生直接影响（H3：
β=0.124，P<0.05），使得关系质量既对企业创

新绩效具有直接作用，也可以通过众包质量对

创新绩效产生间接作用，即众包质量的中介作

用被企业动态能力所调节。结果分析：众包社

群是一种开放性组织，将其视为企业的外部动

态组织，组织本身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及灵活

性，要依据动态组织的特点对组织的内部运行

机制、激励机制等管理环节进行重新梳理，即

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实际调整。

4.2  管理启示

4.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以下方面：① 根据

目前研究，学者们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任务设计、激励机制设计等方面，较

少有将众包社群视为企业外部动态组织，并对

其进行相应的管理，本研究引入关系质量来研

究企业与众包社群的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长

期影响。② 针对关系质量的特性，引入服务质

量作为中介变量，为探索企业创新绩效提供新

视角。③ 根据众包模式的特性，引入动态能力

作为调节变量。

4.2.2  实践意义

互联网时代，产业竞争已不是单纯的企业

间的竞争，而是生态体系的竞争，众包平台是

一个用户、资源、企业三元交互的平台，能为

企业的创新带来新思路，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可采取以下措施：①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应注

意企业培养内部创新氛围，改善一成不变的管

理模式，加强与外部组织的接触与交流，增加

企业内部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以期能更快适应

外部变化。② 企业应鼓励管理者及员工与众包

社群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完善沟通渠道，从

而使企业在同等竞争条件下获得更多、更高质

量的资源。但关系具有两面性，企业对众包社

群的信任程度及依赖程度要注意“度”，不能

完全依赖外部组织，也要提高自身能力。③ 企
业应不断提升发现、理解及运用外部知识的能

力，使接包方提交的作品最大化发挥效用。

5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关系质量、众包质量及企

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数

据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① 接包方提交的作品质量直接正向影响企业众

包创新绩效；② 企业与众包社群的关系质量对

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正向影响；③ 众包质量

对关系质量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④ 企业的适应能力正向影响关系质量与创新绩

效之间的关系，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正向影响

众包质量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且动态能力

对众包质量的中介作用有一定的调节效果。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由于样本

获取有一定难度，故样本的规模和代表性存在

一定局限性；② 本研究对于数据收集采用横向

收集方法，可能无法揭示企业与众包社群的关

系如何长期影响企业众包创新绩效，未来研究

可以考虑采用时间序列纵向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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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3 月，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
也译成“共享经济”）[1]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其中明确指出“支持分享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政策的支持以及市场产

品种类与规模不断扩大，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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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机遇与挑战相伴。以

知识共享为主的虚拟社区是一种新型社交媒体，

包括微博、微信、Facebook 等，是人们交流、

分享知识的有效途径。从 Web1.0 到 Web2.0 发

展而来的虚拟社区拥有大量用户，然而知识共

享行为所带来的优势并未凸显。虽然知识共享

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但在虚拟社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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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中，大部分用户的典型格局是“90-9-1”，

其中 1% 的用户是经常贡献知识的知识提供者，

9% 的用户是偶尔贡献知识的知识提供者，而

90% 的用户在虚拟社区内是被动搜寻信息，属

于沉默的用户 [2]。这些用户对虚拟社区的贡献

有限，即使当角色发生变化，或把自己浏览、

整理的知识分享给其他用户时，也只能作为潜

在的贡献者 [2]。众多学者称此类用户为“浏览

者 / 潜伏者”[3]。浏览者 / 潜伏者的消极被动参

与行为，削弱了主动分享知识的用户的积极性，

尤其对参与度高的专业知识共享用户更是如此。

该问题长期存在会使得各种不同需求的用户无

法从该社区获取知识，进而大量用户选择离开

或造成使用频率降低 [4]，最终分享者与搜寻者

形成不分享与不使用的典型囚徒困境问题。该

问题长期存在但仍未解决，致使虚拟社区整体

活跃度与使用价值严重被低估，不利于虚拟社

区的健康发展。

当前以知识共享为主的虚拟社区（如知乎、

罗辑思维、喜马拉雅 FM、微博、分答与在行等）

均已发布付费知识产品，致使知识获取与提供

双方知识分享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在这种背景

下，本文基于激励理论，辅以素质洋葱模型，

针对虚拟社区用户为知识付费情景，构建社区

知识付费共享模式，并以业界与学界广泛研究

的知乎为例进行讨论。最终形成虚拟社区知识

付费共享的洋葱模型，以模型为基础发现社区

付费内容的关键特征，有助于找到解决社区用

户消极知识分享困境的办法。

2  文献综述

2.1  知识付费的研究

随着共享经济的出现，为有需要的用户提

供付费知识颠覆了网络用户早已形成的从互联

网上获取信息知识的“免费意识”。知识付费

作为一种新领域、新平台、新模式，得到学界

与业界更多的关注。知识付费出现的本质原因

被克莱·舍基解释为人们的认知盈余是愿意付出

大量精力与体力生产知识的原动力 [5]。随着信息

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发展，网络效应使更多人通

过网络平台提高共享效率，以致付费获取所需

要的知识成为可能。网络内容在线付费的方式，

早在 20 世纪末就以“付费墙”出现 , 即付费才

可以阅读电子报纸 [6]。付费墙由《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最早采用，其在众多“付

费墙”产品中最为成功 [7]，2017 年该报付费订

阅用户突破 3 000 万 [8]，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内容的高附加值、高质量、专业性强的财经新

闻信息，使读者保持忠诚度 [9]。高质量原创知

识是知识生产者与平台的盈利模式，来自平台

的优质内容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参与到所在

虚拟社区，提高社区用户知识共享活跃度 [10]。

自 2016 年以来，知乎、豆瓣、得到 APP、喜马

拉雅 FM 与分答具有知识付费服务的虚拟社区

平台用户数量增长显著，增加率达到 50%以上，

用户活跃度也随之提升 [11]。虚拟社区与知识生

产者协作推出多种形式的知识内容，包括文字、

语音、视频以及多媒体的知识付费内容 [12]。丘

慧华研究发现经常使用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

来满足自身需求的用户，为了降低选择甄别的

高成本，满足快速获得高质量、优质信息需求，

逐步转移到知识付费平台，用户活跃度以及营

收大幅度提高 [13]。赵宝国指出知识付费平台的

出现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知识储备，进行知识交

换、知识分享的新渠道 [14]。喻国明指出对知识

付费平台服务的改善与技术的升级，有助于加

快实现内容、社交与场景的三位一体的服务模

式 [15]。“企鹅智酷”作为一家互联网产业趋势

的研究机构，在调查知识付费主要驱动力时发

现：获取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占 74.2%，节省

时间和精力成本占 50.8%，积累经验与成长占

47.3%，拓展人脉与结交朋友占 12%[16]。今天，

知识付费为解决虚拟社区用户消极分享困境提

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知识分享者通过用户付

费订阅获得不同数量的货币回报是一种以激励

理论为支撑的策略。

2.2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

虚拟社区的概念由 H. Rheingold 提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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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虚拟社区是社会的集合体，它源于众多参

与者在网上的公开讨论，加上充分的人类情感

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里所形成的人际关系

网络 [17]。在这个虚拟社区中，知识的传递和人

际间的知识分享类似，是成员共同参与的活动，

而非一种单项传递和宣传的活动 [18]。所以，虚

拟社区知识共享是一个不断互动发展的过程。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经历了 3 个不同时代：

首先是 Web1.0 时代，以论坛（BBS）、聊天室、

贴吧、群、新闻组形式存在；其次是Web2.0时代，

以博客、日志、微博、SNS 社区形式存在；再

次是 Web3.0 时代，以 3D 虚拟社区形式存在 [19]。

不同时代知识共享内容资源也随之发生变化。

表 1 是虚拟社区知识共享资源演化的主要类型
[20]。明确虚拟社区内共享内容的分类、资源具

体形式以及使用频率，可为知识付费平台提供

参考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另外也有助于用户

快速选择。然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不断迭代

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类似“囚徒困境”等棘手问题，

如何有效解决该问题更值得深入探讨。

表 1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资源分类标准、形式与使用

频率

分类标准 资源具体形式 使用频率

共享资源载体 静态动态图像、声音与文字 高

共享资源来源 内部与外部 中等

共享资源功能 讨论型、询问型与分享型 高

共享资源质量 高可信度和低可信度 中等

共享资源学科 按各学科大类分类 高

共享资源产生
传统媒体、网络信息、个体

经验与知识
高

2.2.1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最早是美国学者塔克基于博弈论

研究提出的经典非合作博弈问题 [21]，是指参与

双方合作把集体利益作为优先选择以使双方均

获得最大利益；反之，参与双方以实现个人利

益最大化为最优策略，将以致集体利益受损 [22]，

然而，此种现象必然发生又无法被消除，因此

称之为“囚徒困境”。T. Fnholt 等提出虚拟社

区知识共享中存在有用的知识少与知识数量膨

胀两大问题，前者是指较少的可利用知识使虚

拟社区很难形成充足的正外部性，后者是指海

量的知识使用户在选择与甄别知识上的投入成

本较大 [23]。随后 A. Alexander 等指出虚拟社区

中的用户在主动知识共享与搜寻知识的积极性

和动机决定了知识共享成功与否 [24]。对虚拟社

区知识共享囚徒困境问题多是以博弈论的方法

来解决。例如彭小晶采用激励知识共享双方、

运用重复博弈来避免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囚徒

困境 [4]。再如张敏引入信任变量作为参与双方

互信关系的度量，可缓解囚徒困境的影响 [25]。

因此，本研究引入知识付费变量作为对虚拟社

区内参与各方的激励方式，接下来将对虚拟社

区知识共享相关的激励理论进行论述。

2.2.2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激励理论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虚拟社区知识共

享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分成技术学派、行

为理论派与激励理论派。其中激励理论学派按

照形成的时间以及所研究的不同方面分成三类：

行为主义激励理论、认知派激励理论和综合型

激励理论。L. W. Porter 等提出综合激励理论是

由内生激励与外生激励组成，其中内生激励是

个体行为执行中产生的精神收益，包括满足感、

愉悦感等 [26]，而外生激励是指行为之外的物质

回报，包括礼品、积分、奖金等。内生激励与

外生性激励之间削弱或互助至今仍未有明确论

证。L. W. Porter 等研究发现外生激励不会使内

生激励削弱，或有可能外生激励与内生激励互

助促进 [26]。而 T. W. Smith 等基于实证研究发现，

内生激励会被外生激励削弱 [27]。基于 K. Lewi
的场动力理论 B= f（P，E），除了个体行为需

求作为行为选择的内部场作用力外，环境也起

到促使作用 [28]，在虚拟社区中的社区激励机制、

文化以及服务体系都属于环境。为满足知识获

取者对知识的需求，虚拟社区平台为知识提供

者进行金钱奖励也被称之为外生激励 [29]。因此，

回顾外生激励方式与方法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143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激励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对社区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目前，虚拟社区

知识共享过程所经常使用的外生激励方式为：

①选择性激励。使用权限设制，常分为访客、

常规使用者、版主和系统管理者 [30]，但激励制

度过于繁杂，许多用户无法切实体会到激励的

效果。而除了第一种类型之外皆为社会性激励，

这些激励方式的效果也不显著 [31]。②设立虚拟

货币。此机制以物品与服务为价值基础，持币

者可组织兑换实物或金钱。③表扬。如设立荣

誉榜、热门排行等。④设立不同的社区阶层。

在虚拟社区中也可以设立现实社会的阶层，或

不同层次的团队，他们具有不同的地位与功能，

职务角色也不同。⑤设立积分制度。虚拟社区

用户完成社区预设任务后给予的积分奖励，可

用于兑换实物或虚拟产品。

孔德超与徐小龙等研究总结出两种虚拟社

区共享模型：一种是社区用户彼此间相互传递

和交流知识，即自发互助知识共享模型 [32-33]；

另一种是虚拟社区作为知识共享提供者，收集、

整理和分发平台内优质信息与知识，将其推送

到平台，即共享和分发知识共享模式中 [33]。选

择性激励（自发互助知识共享模式）和社会性

激励（共享和分发知识共享模式）都是单一的

外生激励方式，并未有效促使浏览正式用户与

潜伏用户转化互动与分享。

3  知识付费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模
型提出

本研究认为知识付费产品所具有的特征与

素质洋葱模型内涵一致，因此基于该模型构建

社区知识共享的新模型。A. M. Chang 等研究得

出虚拟社区持续经营的条件是内容的有用性 [34]。

J. Hagel III 等认为虚拟社区中经过系统整理和沉

淀的优质内容有助于延长用户停留在社区的时

间，并尝试使用这些优质内容，所以用户创造

的信息、知识内容是社区无形资产 [35]。H. Hall
等发现雅虎虚拟团队从在虚拟社区寻求信息、

知识开始，到为社区知识共享贡献知识、能力

的过程中，一直都关注对奖赏激励机制的研究，

他们将奖赏分成两类：一方面是硬奖励，如经

济奖励、获得信息与知识学习机会；另一方面

是软奖励，如提高名誉和个人满足 [36]。A. Vala-
rie 等将消费者感知价值定义为，消费者对所要

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效用以感知到的质量（利

得）与要付出的成本（利失）进行权衡而做出

的总体评价 [37]。因此知乎 Live 的知识付费模式

中，报酬作为外部激励会给知识共享参与者带

来更多的感知价值。J. Hamari 等发现用户共享

的意愿受到经济收益的显著正向影响 [38]。正因

如此，本文以激励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虚拟社

区付费知识共享模型，如图 1 所示：

付费 
虚拟社区 
（互动） 

知识提供者 知识获取者 

浏览者/潜伏者

活跃者 离开 

合作、分享 

酬劳

分发 

转化 
转化 转化 

部分 

正
反
馈 

动机 

技术 

知识 
素
质
洋
葱
模
型 

促进 

图 1  虚拟社区付费知识共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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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是虚拟社区付费知识共享的素质洋

葱模型，包括虚拟社区用户参与互动的外部

激励因素。图 1 中的“转化”定义为激励作

用下用户间所发生的变化。在付费知识共享

模式下，知识提供者与虚拟社区合作分享知

识内容到社区。之后虚拟社区将知识内容分

发，有需要的用户获取知识同时付费到社区，

知识提供者也获取收益。在该过程中，虚拟

社区可生产优质知识的用户转化成知识提供

者，部分浏览者 / 潜伏者有可能转化成知识

提供者或成为活跃用户，也可能离开社区。

以此，虚拟社区付费知识共享模型有如下几

点作用：①明确素质洋葱模型中的知识、动机、

技术与付费知识关键特征的关系，下文将对

“知乎 Live”进行分析，找到引入知识付费

变量与洋葱模型特征的对应关系；②引入知

识付费变量的素质洋葱模型对虚拟社区中的

成员主动分享知识与搜寻知识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有利于社区内有用知识的积累并且降

低搜寻知识的成本；③有利于知识提供者与

知识获取者长期合作，而非只注重一次的提

供或获取知识的行为。

4  案例分析

2017 年 2 月，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

中心发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正

式将“知识付费”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形式，

鼓励从发展理论与实践开展研究。因此，理解

知识付费的发展历程是很有必要的。

2010年以前，知识分享社区和平台的内容以免

费为主。2010年至 2014年付费模式出现，通过打赏

培养用户对于优质内容的付费意识。2016年被称之

为中国互联网知识付费的元年。2016年5月，分答、

罗辑思维、知乎Live几乎同一时间推出付费内容：

分答作为一款付费语音APP上线；罗辑思维的得到

APP上线，包括大咖专栏、每天听本书等付费知识

产品；著名问答社区知乎推出一答多分享产品知乎

Live，知乎答主自行开设Live主题，完成后在关注者

页面会自动生成提示，关注者付费后，即可进入到

Live群中，交流和学习。2016年 6月，喜马拉雅FM
推出知识付费产品，同年 12月新浪微博推出“微博

问答”知识付费模块。2017年3月，豆瓣的“豆瓣时间”

栏目上线，以文化艺术领域作为其主打产品进入知

识付费平台。图 2是中国知识付费演化历程。

 

2005年  

2010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百度知道 

知乎、果壳 

豆丁网 

罗辑思维 

在行、微信打赏、得到 

分答、值乎、问咖、知乎Live、
喜马拉雅FM、头条问答、雪球
问答、来问医生、微博问答

 

2016年  

知识问答社区知乎上线，用户必须通过邀请才能加入，优秀知识提供者社区 

语音分享和问答产品知乎Live 

豆瓣时间 

2017年

图 2  中国知识付费演化历程

当下社会问答社区种类繁多，而知乎作为

一家用户生产内容（UGC）社区受到广泛关注。

知乎 Live 是知乎旗下的付费知识产品，在这里

无论是参与直播互动，或者是回看回听，用户

都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获取来自行业平

台上的专家或一线行业从业者的知识、经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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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知乎的用户也可以申请成为主讲者，只

需要一部移动设备，就可以轻松通过语音、图

片、文字与视频等形式分享专业、丰富的信息

以及知识，并与听众实时互动，为他们答疑解

惑，带来优质的知识分享以及获得相应的收益。

本研究将知乎Live的发展时间轴分成3个时期，

即准备期、初期和成长期，分析不同时期的特

点并总结付费产品所具备的 3 个关键特征。

4.1  知乎 Live 的发展阶段

4.1.1  准备期

知乎一直以来是以专业领域、行业资深

以及知名用户所生产的高质量内容为基础。从

2010 年到 2012 年，是知乎 Live 的准备期，用

户加入知乎要通过朋友 / 熟人邀请，保证社区内

的用户质量以及产出高质量内容。而高质量用

户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用

户持续共享高质量内容，也有研究将这类用户

分成“领域专家、事件当事人、中产阶级”[39]；

其二是资深用户和知名用户，资深用户如田吉

顺、keso、大熊、波旬、成长、Fenng 等，他们

都是不同领域的资深专家，生产高质量或具有

独到见解的观点和知识；李开复、徐小平、雷军、

王兴等行业大咖或意见领袖是知名用户，他们

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和号召力，生产优质内容

可迅速扩展，调动虚拟社区活跃度，成为知识

共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内容长期

无法实现盈利是很多虚拟社区长期发展的障碍，

知乎为寻求进一步的发展，随后推出知乎 Live
付费产品。

4.1.2  发展初期

与知乎相似的虚拟社区平台一直在寻找将

自身优势资源沉淀并获取收益的方式与路径。

2015 年 5 月 14 日，知乎正式推出知识付费产

品知乎 Live，此产品基于提问者提出的问题与

回答者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实时一对多互动分

享的群组问答，可一次性快速、高效地将专业

的内容分享给多位参与的用户。此种知识付费

新模式是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一次探索，是分

享经济的具体实践，同时也带来用户数量的增

长。知乎 Live 上线一个月，即吸引大量名人入

驻，潜在用户以及资深用户随即也加入，平台

迅速聚集了百万级的用户。其中知识精英、行

业大咖以及意见领袖都是知乎Live的优势资源，

他们生产的知识的质量和数量对用户持续使用

和互动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知乎 Live 上

线 4 个月时，共计举办 557 场 Live 分享，具有

37% 重复购买率，用户平均消费 52.8 元。用户

数量稳步提升，最多一场参与人数达 43000 人，

体现了虚拟社区的活跃度。

4.1.3  成长期

知乎 Live 网络搜索热度整体指数 271。分

享主题类型不断增多，如职业发展、心理、艺术、

科学、创业、商业、互联网、投资、旅行、法律等，

使虚拟社区的浏览者 / 潜水者获得不同需求的满

足。同时知乎用户的规模不断增长，图 3 是知

乎 Live 上线的 2017 年 5 月到 8 月间所采集 5 个

时间点的用户日参加人数，图 4 是 Live 产品前

三名的用户数量。从中可以看出知乎 Live 的参

与人数不断增加，虚拟社区正式用户以及浏览

者 / 潜伏者知识共享参与度持续提高。

日期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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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五个采集点下用户日参加 Live 的用户数量

第3第2第1

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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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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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前三名 Live 产品付费用户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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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知乎 Live 持续发展的关键特征

刘周颖基于资源观理论（resource-based 
view）对知乎实时问答产品“值乎”知识交易

深层次机理的研究显示，“值乎”具备有价值

（value）、稀缺（rare）、无法模仿（imperfectly 
imitable）以及难以替代（non-substitutable）4
种属性，这是“值乎”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40]。

本文所研究的知乎 Live 也具有与“值乎”相似

的属性，但其自身具备独特关键特征，即专业

性知识、易用性有助于提高效率（简称易用性

提高效率）、有用性有助于自我提升（简称有

用性自我提升），这与 R. E. Boyatzis 提出的素

质洋葱模型逻辑一致 [41]，本研究受到此模型启

发构建了知乎 Live 的关键特征洋葱模型，如图

5 所示：

有用性自我提升 

易用性提高效率 

专业性知识 

图 5  知乎 Live 关键特征的洋葱模型

4.2.1  专业性知识

基于素质洋葱模型，外层专业性知识具有

稀缺性，但知乎最初的用户是领域专家、资深

撰稿人以及知名人士，并且是以邀请方式成为

用户，致使虚拟社区内的专业性得到保证，规

模效应与网络效应下专业人士不断聚集，不断

产生优质内容，普通用户在此获得真知灼见，

并方便地参与交流与互动。当虚拟社区用户数

量变大，为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如何激

励知识提供者不断推出专业优质内容以及积极

持续参与知识共享过程，是现实亟待解决的问

题。因此，推出知乎 Live 这个知识付费产品尤

为重要。付费方式使虚拟社区用户获得优质内

容的机会增加，参与互动的用户增多，有助于

社区知识提供者持续生产专业优质内容，并结

合产品的易用性提高用户使用效率。

4.2.2  易用性提高效率

素质洋葱模型也提出，专业性知识与技术

的易用性协同提升用户的服务效率。知乎 Live
首页界面分类清晰：分类游览、课程与专题设置、

热门精选、我的订阅以及我的 Live 等以列表的

形式展示。知乎 Live 答主和多个用户的互动区

具有个性化功能，包括评论、互动、主要内容

点播、付费预约与答主的一对一交流以及分享

添加用户感受。知乎 Live 操作方便，用户可以

方便、快速地获得专业性知识内容，进而满足

自身的成长需要。

4.2.3  有用性自我提升

素质洋葱模型越向内层越难以获得与评价。

有用性自我提升是用户参与互动的动机。有用

性是指 Live 互动过程中给予用户的真知灼见或

独到见解，会使用户参与互动积极性显著增加，

更愿意继续分享，活跃社区。知乎 Live 具备专

业性知识与易用性提高效率的优势，拥有丰富

优质的 Live 主题，如经济学、管理学、艺术、

体育、法律等，满足各种类型用户的需要。因此，

提供用户自我提升途径促使用户为知识付费，

使得虚拟社区与知识提供者盈利，有益于社区

浏览者 / 潜伏者转化成用户以及用户转化成知识

提供者，对于解决社区知识共享的持续问题很

有帮助。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构建并通过案例分析了虚拟社区付

费知识共享模型，从虚拟社区用户为知识付费

视角出发，基于激励理论，辅以素质洋葱模型，

以虚拟社区用户知识共享消极行为困境为研究

对象，探析了付费知识内容对虚拟社区用户互

动的外部激励作用以及知识付费产品的关键特

征。研究结果包括：①本文受到素质洋葱模型

启发，结合知识付费产品的 3 个关键特征，提

出知识付费产品的素质洋葱模型。②发现知识

付费产品的 3 个关键特征，即专业性知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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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提高效率、有用性自我提升。这 3 个关键

特征与素质洋葱模型的知识、技术及动机 3 个

特征依次对应。③在虚拟社区中，应用本研究

所构建出的模型可有效缓解虚拟社区知识共享

困境的影响。引入知识付费变量后，知识提供

者与知识获取者分别满足自身需要，其中知识

提供者与社区平台合作与分享知识，从而获取

酬劳，以致引入知识付费作为货币激励方式助

于缓解虚拟社区用户分享意愿较低的现状。对

于知识获取者选择知识付费方式之所以能够满

足自身需求均是以素质洋葱模型的三个关键特

征为基础。因此，知识提供者与知识获取者双

方分别在虚拟社区中主动分享知识与获取需要

的知识，实现共赢，最终走出囚徒困境。

5.2  主要贡献

本文以案例分析法探讨虚拟社区用户知识

共享参与度低的问题，涉及到激励理论、素质

洋葱模型等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知识付费产

品知乎 Live 为虚拟社区利用自身优势资源转型

与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①聚焦于问答社区知乎的知识付

费产品知乎 Live，以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将

业界鲜活的现象与学界理论相结合，突出学界

对共享经济的关注与重视。②将素质洋葱模型

逻辑内涵与知乎 Live 产品特征相结合，使付费

内容特征的内部逻辑关系表现更加清晰与明确。

③尝试从虚拟社区发展的现实案例总结经验，

并从外部激励角度解决社区长期存在的用户参

与度的困境问题。

5.3  实践意义

本文所取得的研究结论对虚拟社区用户持

续共享知识以及推出知识付费产品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①虚拟社区对知识共享用户采用外部

激励为主，以选择与社会激励为辅的综合激励

方式，可促进虚拟社区用户参与、交流以及互

动，提升用户积极性，有助于带动知识提供者

及其潜在知识提供者提升虚拟社区盈利能力，

为社区知识共享持续发展提供保证。②完善专

业分类与系统交互功能。有用性与易用性的特

征兼顾，以实现用户自我提升为目标，伴随应

用程序与内容的互动与友好优化，服务好虚拟

社区正式以及活跃用户的同时，增加适合浏览

者 / 潜伏者的知识产品促使其转化成积极的参与

用户。③基于平台自身资源优势研发产品。充

分利用自身用户规模与网络效应，深入挖掘资

源的竞争优势，加大知乎在专业领域发展等知

识付费平台的专业化发展，带动资深和专业用

户提供优质内容并保证内容数量，从而调动虚

拟社区知识共享交流与互动氛围，着实为用户

提供有价值的知识。④以自身发展的局限带动

创新。众多虚拟社区在发展过程中，知识共享

是扩大用户规模和集聚高质量用户的主要方式。

在用户数量达到临界值时，知识付费激励模式

与共享内容自身的主要特征结合，不断促进虚

拟社区创新，这也是知乎涉足知识付费的关键。

虽然知识付费平台所积累经验较少，但凭借中

国分享经济的网民大国优势、后发优势以及制

度优势等独特优势，有助于激励虚拟社区用户

持续参与、互动，完善知识分享。

5.4  研究局限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包括：①本研究并未

采用实证调研方式获得知乎 Live 的 3 个关键特

征。未来可以采用访谈或调查问卷等方法进行

定性或定量分析，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关

键特征。②只对“知乎 Live”单一知识付费产

品进行案例分析，因此结论的普遍适用性有局

限。未来将对知识付费产业的更多知识付费产

品进行多案例分析，对本文的发现进行验证并

修正已有研究的结论，进而找到解决虚拟社区

知识共享困境问题更具普遍适用性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何超 , 张建琦 , 刘衡 . 分享经济 :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J]. 经济管理 , 2018, 40(1): 191-208.

[2] 赵鹏 . 学术博客用户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科学网博客为例 [J]. 情报杂志 , 2014, 33(11): 

163-168, 187.

[3] NONNECKE B, PREECE J. Why lurkers lurk[C]//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Boston: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14

知识管理论坛，2018（3）:140-149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3 期（总第 15 期）

148

AMCIS, 2004:1-10.

[4] 彭小晶 , 郑小强 .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困局及应对——

基于无限重复博弈 [J]. 现代情报 , 2015(3): 34-36, 56.

[5] 舍基 . 认知盈余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2.

[6] CARSON A. Behind the newspaper paywall - lessons in 

charging for online cont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hy 

Australian newspapers are stuck in thepurgatorial space 

between digital and print[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 37(7): 1022-1044.

[7] YANG N. Building the wall[J]. Editor &publisher, 2012, 

186(2503): 34-41.

[8] 秦洁 . 知识付费兴起原因探析及前景展望 [J]. 新媒体

研究 , 2017(20): 55-56.

[9] 王敏 . “付费墙”二十年 : 全球经验与中国省思 [J]. 现

代传播 (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17, 39(4): 7-11.

[10] 曾繁旭 , 王宇琦 . 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业的盈利模

式 [J]. 新闻记者 , 2016(4): 20-26.

[11] 贾琳 .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知识付费模式的发展机遇 [J]. 

新闻传播 , 2017(20): 55-56.

[12] 袁玺 , 刘声峰 , 董亚峰 . 听见未来——浅析我国有声书

生态 [J]. 出版广角 , 2017(19): 6-8.

[13] 邱慧华 . 从习惯免费到接受付费——用户需求层次的

再升级 [J]. 中国电信业 , 2017(10): 50-51.

[14] 赵保国 , 姚瑶 . 用户持续使用知识付费 APP 意愿的影

响因素研究 [J]. 图书馆学研究 , 2017(17): 96-101.

[15] 喻国明 , 郭超凯 . 线上知识付费 : 主要类型、形态架构

与发展模式 [J]. 编辑学刊 , 2017(5): 6-11.

[16] 知识付费经济报告：多少中国网民愿意花钱买经验 |

真相大数据 [EB/OL]. [2016-08-08]. http://tech.qq.com/

a/20160808/007138.htm.

[17]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 London: MIT Press, 1993.

[18] ARMSTRONG A, HAGEL J. The real value of online 

communitie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6, 74(3): 

134-141.

[19] 赵捧未 , 马琳 , 秦春秀 . 虚拟社区研究综述 [J]. 情报理

论与实践 , 2013, 36(7): 119-123.

[20] 曾群 , 陈鑫 , 文章 .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平台的资源建设

研究 [J]. 图书馆学研究 , 2015(7): 54-58, 18.

[21] TUCKER A W.A two-person di lemma[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22] 范如国 . 博弈论 [M].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11.

[23] FINHOLT T, SPROULL L S. Electronic groups at 

work[J].Organization science, 1990, 1(1): 41-64.

[24] ARDICHVILI A, PAGE V, WENTLING T. Motivation 

and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in virtual knowledge-

shar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3, 7(1): 64-77.

[25] 张敏 , 郑伟伟 , 石光莲 . 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主体博

弈分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J]. 情报科学 , 2016, 34(2): 

55-58.

[26] PORTER L W, LAWLER E E. Managerial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J].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68, 

23(1): 199-204.

[27] SMITH T W, PITTMAN T S. Reward, distraction, and the 

over justification effec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78, 36(5): 565-572.

[28] LEWIN K. 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286.

[29] 金辉 . 内、外生激励因素与员工知识共享 : 挤出与挤

入效应 [J]. 管理科学 , 2013, 26(3): 31-44.

[30] 刘蕤 .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探析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12, 35(8): 39-43.

[31] 周婷 , 邓胜利 . 社交网站用户知识贡献行为机理分析

[J]. 情报资料工作 , 2014, 35(5): 28-32.

[32] 孔德超 . 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模式研究 [J]. 图书馆学

研究 , 2009(10): 95-97.

[33] 徐小龙 , 王方华 . 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J]. 自

然辩证法研究 , 2007(8): 83-86.

[34] CHANG A M, KANNAN P K, WHINSTON A B. 

Electronic Communities as Intermediaries: The Issues 

and Economics[C]//Proceedings of the 32n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sciences. Hawaii: 

IEEE, 1999: 504.

[35] HAGEL III J, ARMASTRONG A G. Net gain: expanding 

markets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M]. Charles: 

Michinsey & Company Inc., 1997.

[36] HALL H, GRAHAM D. Creation and recreation: 

motivating collaboration to generate knowledge capital 

in online commun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4, 24(3): 235-246.

[37] VALARIE A, ZEITHAM L.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8, 52(3): 2-22.

[38] HAMARI J, SJÖKLINT M, UKKONEN A. The sharing 

economy: 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149

consumption[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39] 丁栋虹 , 杨志博 . 社会化问答网站知识共享的影响因

素——基于知乎的案例研究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 

2016, 9(3): 212-223.

[40] 刘周颖 , 赵宇翔 . 基于语音互动的付费知识问答社区

运营模式初探——以分答和值乎为例 [J]. 图书与情报 , 

2017(4): 38-46.

[41] BOYATZIS R E. The competent manager: a model for 

effective performance[M]. New York: Wiley, 1982.

作者贡献说明：

卢艳强：负责论文构思、撰写与修改；

李  钢：指导论文撰写，提出修改意见。

Is Knowledge Payment a Good Medicine for the Dilemma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Virtual Community? — Zhihu Live

Lu Yanqiang  Li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rapid iter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after the virtual community 
launches knowledge payment products, changes in community incentive policies break the existing knowl-
edge-sharing model, these are beneficial to solve users’negative sharing predicament.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motivation theory and the quality onion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eda virtual community pay-
per-view knowledge sharing model. Then, this paper took the knowledge of its own paid product as an exam-
ple to discover the key features of knowledge payment products, namel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ase of use 
improves efficiency and usefulness promotes itself. [Result/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paid knowledge helps to explain the dilemmas of users sharing negatively; the key features and qualities 
of knowledge paymen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knowledge, motivation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nion 
models. So, this research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nowl-
edge payment platform.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y    knowledge sharing    incentive theory    knowledge payment    online Zhihu-
live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14

知识管理论坛，2018（3）: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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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随着科技创新的国际化、区域化与整体

化，创新主体的合作、融合与互动，创新资源

的共建、共知与共享，许多学者提出在政府主

导下，在各个参与主体的通力合作下，基于知

识协同重构的视角，逐步建设与完善服务平台。

纵观国外现状，大多发达国家都已经意识到公

共服务平台对科技协同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性与

紧迫性，纷纷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推动共享

科技服务平台的建设。调查表明，这些国家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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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尤为突出，它们

相继建立了符合各自科技创新需要的公共服务

平台。在国内，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国

家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探

索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

合作技术创新体系，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由

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乃至政府的

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和资源往

往存在着自成体系、重复分散、效率不高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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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导致原有的创新体系并不能够发挥应有的

作用。针对上述现状，国家在 2011 年适时提出

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亦称为“2011
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

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信

息、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形

成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的共建、共

知和共享，联合开展一系列若干重大科研项目

攻关，力争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取得实

质性创新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

极贡献 [1]。

在此背景下，目前国内数百所高校已建立

了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方向的“协同创新中心”。

无疑，各类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对于充分释

放创新主体的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

要素的活力，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实现深

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奠定

了基础。然而，从几年的运行情况来看，相关

中心的建立更多的是从组织视角解决了协同创

新主体架构的问题。随着“互联网 +”相关技

术的发展，如何建设一个基于“互联网 +”的

集成化模式的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以保证内

部组织、体制机制的科学设计与合理运行，无

论是对于以高校为主体的协同创新平台的建

设，还是区域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都值得研

究与探讨。

在国内，对“协同创新服务平台”问题的

研究，最近几年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以“中

国知网”为例，可检索到的期刊论文有 147篇、学

位论文 7 篇。关于“互联网 +”应用研究一直

是最近几年持续升温的热点问题，截至目前，可

检索的期刊论文高达 26931 篇，且 99% 以上是

最近 4 年发表的成果。但是，将上述两个主题

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仅有

区区几篇文献发表。尽管如此，有关成果已为

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石贵舟、余霞探讨了“互

联网 +”对于推动产学研协同的知识创新、技

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意义 [2]。陈大辉的研究从

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协同创新平台的 5 个主要功

能 [3]。黄南霞等的研究结合大数据的背景构建

网络协同创新平台并探讨协同创新平台的几种

应用路径 [4 ]。王艳、纪志成的研究结合物联网

产业，探讨了大数据技术以市场、科技、资源

为导向，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中的应用方法 [5]。

汪波等通过建立动态混合云的方法，帮助产学

研更好地协同合作，并建立了基于云计算的产

学研协同合作模型 [6]。程淑玉的研究以云计算

和大数据技术为理论基础，重点阐述了 Hadoop 
云平台的工作模式 [7]。王翔等提出了在 Web 环

境下构建基于云计算的协同技术创新平台， 并
设计出了技术仓库服务云和校企联盟模块的工

作模式及流程 [8]。李林等在研究过程中，也尝

试将云计算和协同技术运用于产学研合作创新， 
并架构了产学研服务云框架 [9]。王少华等基于

云计算技术优势，对协同创新平台的系统框架

及体系结构进行了论述，为产学研各主体间的

协同提供了初步解决途径 [10]。

这些文献大多针对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与机

制进行了研究，亦有文献分别对大数据或云计

算技术在协同创新平台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但

都没有从集成化视角将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多种

“互联网 +”技术综合运用到协同创新平台的

研究之中。本文针对区域协同创新服务平台这

个新命题，植入“互联网＋”相关技术对平台

的支撑作用，建立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系统的架

构设计和基于“互联网 +”的协同创新平台的

集成化运行模式。寄希望于发挥平台的集成化

优势，使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个主体可以各获所

需， 并以最小的投资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数

据和服务的共享， 从而真正为区域协同创新提

供支撑。

1  有关“区域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
理论界定

1.1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基本内涵

解决“什么是协同创新”“ 什么是平台”和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是什么”等一系列的问

题，是理解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内涵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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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有关专家已从不同视角作出阐述，有

代表性的观点如下：①关于协同创新，它是以

实现共同的创新目标为基础，由多个创新主体

或创新要素之间相互合作和相互补充的创新行

为 [11]。或曰：在协同过程中，“以产学研为主

体，依托政府的科技职能部门，形成以资源共

享为目的的非线性新型网络平台组织模式”[12]。

本文所研究的区域指的是以一个省或一个市的

行政区域范围为研究对象。区域科技协同创新

则是相应领域的政产学研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协

同，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非平衡

性’3 个特征，具有‘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

企业为主导’和‘以高校为主导’的 3 种创新

模式 [13]”。②关于平台，亦称合作平台，泛指

进行某项工作所需的环境或条件，它是一种具

备媒介作用、桥梁作用、集聚作用和引领作用

的组织”[14]。③协同创新服务平台，是从“政

产学研用”融合的视角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合作

平台，它是政产学研合作高级化的特征之一。

通过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以及某

些第三方机构的协同创新信息资源，实现重大

科学技术成果研发、转化直至产业化的网络化

科技创新模式 [15]”。它是科技创新各个环节中

的必备条件，通过节约合作成本，降低交易风

险，以最终的创新成果直接服务于国家与地方

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16]。

因此，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必然是基于政

产学研互动与协作的高层创新服务平台。就“协

同创新”与“合作平台”的关系而言，它是以

平台的搭建为基本目标，以主体（要素）的合

作为基本要求。从宏观层面讲，服务平台的建

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创新主体或各个

创新要素之间协同与合作；从微观层面讲，要

求各个主体（要素）之间通过平台提供的功能，实

现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资源相互作用和

相互促进，以产生协同效应，取得最佳的科技

创新效果。

1.2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主体需求定位

从系统创新服务平台的合作主体层面或参

与要素来讲，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和政

府是参与的主体，它们的关系建立在其相互需

求基础之上，它们应具有各自明确的需求定位。 
（1）高校的需求定位。就高校而言，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是高校生存与发展

的主要价值体现。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高

校历来是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也

是区域创新驱动的可靠“发动机”。然而，高

校人才的培养、科研活动的开展都需要政府的

政策支持，培养的人才需要社会的认可和消化

吸纳，高校引领前沿技术的创新成果需要企业

在实施中改进，在实施中实现其价值。由此可

见，高校本质上与企业、与政府彼此间存在着

内在联系：没有政府的科研经费的支撑，高校

的科研工作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

企业的成果转化，高校的科研成果也只能被束

之高阁，失去应有的价值。因此，在科技创新

的价值链中，高校处于政府和企业的中间地带。

（2）研究院（所）的需求定位。研究院（所）既

可能出自高校，也可能是社会上独立创建的研

究机构，这里所指的是后者。不难发现，对于

创新价值链而言，研究院（所）符合高校科研

机构的一切特征，所以其作用、需求定位与高

校基本相似或相近。

（3）企业的需求定位。 事实证明，一个企

业要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持续取得优势，就

必须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研发新产品，将科技

创新成果产业化。然而，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源

尤其是科研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也难以应对

和满足技术创新的无限需求。因此，企业必须

通过与外界的合作尤其是与高校、研究院所的

合作以获取新的知识和技术，无疑，在政府引

导之下，与相关高校、相关科研院所的联姻与

合作，共同开发最新技术必然是其最佳的合作

方式。

（4） 政府的需求定位。政府希望通过企业

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催生新的就业岗位，促

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提升经济效益，改善国计

民生。因此，政府在促进校企合作方面，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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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有义务提供政策配套、法律环境、中介

咨询等优质的公共服务，保障合作在一个法规

健全、有序高效的环境下进行。

因此，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和政府这 4
个主体要素，在创新平台中是相互关联、相互

需求、相互依存的关系，四者之间缺一不可，共

同构成创新平台的体系架构，共同担当区域协

同创新的重任。其关系可用图 1 来表示。

图 1  协同创新平台主体要素需求定位关系

1.3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组织形式

当前，我国区域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组织形

式呈现多样化局面，主要以“活动载体”和“功

能划分”两种存在形式出现。从活动载体讲，它

可分为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两种类型。虚拟平

台是以网络相关技术为支撑，采用集中或随机

发布形式发布各个创新主体的信息资源，包括

企业的技术难题信息和技术需求信息、高等学

校及其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信息、政府的政

策、法规信息等，同时，各类信息的交流、访

问、共享、洽谈等，可以在虚拟洽谈室进行在

线洽谈，彼此之间能够实现无缝对接。实体平

台利用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主要通过成果博览

会、交易会、推介会等载体形式来实现。从功

能划分来讲，协同创新服务平台首先被认为是

一种组织机构，例如校企合作型创新平台。可

以认为，该平台属于功能性合作平台，一般会

以组织机构形式出现，主要形式或常见的名称

有产学研合作基地、校企合作工作站（室）、企

业教授工作站等；其次，它也指协同创新服务

平台创新体系或组织结构的进一步细化，以校

企合作的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为例，它是指在此

架构的基础之上，构建若干个创新子系统，进

而形成创新主体、市场价值和信息传导 3 个层

次，以及与之相应的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创

新投融资 3 个平台 [17]。

1.4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主要特征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无疑承载着高校研发

直至企业技术需求创新链接的职能，其主要功

能是提供信息交流和规范化服务。首先，和其

他任何行业、任何功能的平台一样，为了确保

功能的全面可行和合作的合法有效，协同创新

服务平台必须具备“可复制性、可拓展性、可

实现性”等一般平台的共性特征，同时，它也

应具备“开放性、周期性及延展性”等个性特

征。个性特征则是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应当具备

和所独有的特征。平台的这些特征只有在“互

联网 +”发展的当今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开放

性是指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服务平台能够不

受时空限制，彻底打破广泛横亘在各个参与要

素间的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不仅为每一个参

与要素甚至每一位参与人员提供发起各种诉求

的均等化条件，而且还为寻找合作伙伴、合作

内容等提供更广阔的可能性，因而它是一个全

方位、全地域、全天候的协作与交流平台；周

期性是指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功能能够定期激

活；延展性是指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储存空

间、交流空间能够不断扩张，可满足平台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

2  区域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

创新发展需要有既定的发展目标，创新组

织需要建立高效的协同团队，创新过程则高度

依赖于环境尤其是依赖于创新平台，只有也必

须通过平台的支撑，才能使科技创新资源在协

同过程中快速有效地流动和持续不断地增值，实

现科技创新资源的最优化、最大化的利用 [18]。

随着“互联网 +”出现，区域协同创新服务平

台将会有效促进政产学研的全方位合作，成为

协同创新的基本保障。当然，从满足科技发展

要求来讲，一个理想的协同创新服务平台，要

以激发合作动力为基础，以提升合作价值为动

力，以加深合作关系为路径，以提高合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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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 [3]。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该平台必须具备以下

主要功能：

2.1  参与要素合作资源的共享功能

从我国目前政产学研合作情况来看，获取

资源是各个参与主体的主要定位。以校企合作

为例，往往“企业解决创新技术需求，高校寻

求科研经费来源”是大学—产业合作的主要动

力 [19]，而创新技术是其中的核心所在。可是，普

遍存在的现象是：介于高校和企业两者之间的

供求信息往往不为对方所了解和掌握，存在着

信息壁垒、障碍或不对称现象，这一现象往往

又使得合作要素的相关资源不能有效共享，降

低合作效果。打造基于“互联网 +”的产学研协

同创新服务平台，可以采用最先进的信息化技

术与成果，所有加入平台的各个创新主体都能

以网络化的方式实现互动、交流与协同，改变

以往传统交流协作模式，拓宽科技创新成果与

产业及资本之间的合作领域，从而持续提升合

作动力。 
2.2  技术交易成本降低的控制功能

协同创新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意味着可

以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充分引入竞争机制使

参与交易的技术与资本要素实现一对一、一对

多、多对多的双向选择与合作。合作平台的运

行功能越完善，运行机制越灵活，越能提高合

作方式的市场化程度，技术交易成本的递减效

应就会越明显，进而越能在时间、空间和人力

等几个方面节省与控制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和

交易成本，从而不断提升合作效率。

2.3  技术转移附加价值的提升功能

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在向企业进行

技术转移时，一般仅仅将技术视为某一件产品

来对待，而忽视可能含有的应用属性和管理属

性，往往导致企业不能健康有效地吸收、转化

引进的技术，出现水土不服等现象。基于协同

创新服务平台的技术转移，特别是依赖“互联

网 +”技术的服务平台，由于平台建设以技术为

主导，可以使平台赋予更多的功能。可以在实

现技术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将人才整合、技术

培训、技术咨询、产品升级等融入其中，这样

能够延长技术交易的链条，真正实现由纯技术

转移转变为技术转移加管理的价值取向，在技

术转移过程中的使附加值得以提升。 
2.4  技术交易持续进行的加深功能

技术交易的持续性是平台建设的目标之一。

在政产学研合作的链条中，作为主要合作方的

高校与产业是合作方，由于长期采取承诺制模

式，一般来说，对技术交易风险投资的控制能

力比较差，需要有第三方机构的协助才能得以

弥补。平台的建立与运行过程中，可以引入第

三方机构为各合作方提供立体化、全方位的服

务，譬如技术交易过程中的合理性定价问题、融

资过程中的风险投资的可行性调研问题、合作

履约过程中的合法性判定问题等，借助于第三

方的力量均可以迎刃而解。这样，可以充分考

虑合作信用、风险控制等因素，社会信用的引

入克服了传统承诺制的弊端，以法律法规形式

界定整个合作过程，这样就能确保技术转移的

合理性和持续性，使双方的合作关系朝着不断

加深的方向发展。

在上述 4 种功能中，参与要素的资源共

享是平台建设的基础，也是实现协同创新目

标的必要手段，没有资源共享功能的实现，后

续的 3 个功能则无从谈起，因为后续的 3 个

功能均是资源共享功能的延伸和增值，也是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的根本目的所在。只有实

现对技术交易成本的有效控制，技术转移附

加值的提高才可能有更大的空间；技术转移

附加值的提高，又是有效控制技术交易成本

的必然结果。技术转移附加价值的提升，是

技术交易持续进行并且得以逐步加深的前

提；技术交易持续进行与加深则是技术附加

值转移的根本动因所在。所以，它们四者之

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关系，共

同构成平台的功能体系。当然，这 4 种功能

只有在“互联网 +”技术的支撑下，才能得以

全面、高效、系统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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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协同创新
平台建设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之所以能够在现阶段

横空出世，不仅是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需

要，也是“互联网 +”技术使协同创新服务平台

的功能实现、机制运行成为可能，集成化模式

则是“互联网 +”在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中得

以应用的最高境界。

“互联网 +”所指的是采用互联网信息技

术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联合起来，通过对生产

要素加以优化、对业务体系进行更新、对商业

模式实现重建等，来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它

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目前，“互联网 +”不

仅可以用于经济领域，同样可以用于与经济活

动相关的一切领域，当然也包括科技协同创新

服务平台建设。因为平台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参

与主体、运行体系和运行模式”3 个关键要素。

目前，与平台建设直接相关的是云计算技术和

大数据技术。

云计算是虚拟化、网络存储、分布式计算、并

行计算等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融合的产物。云计

算提供了分布式并行计算模式，将计算任务扩

展到服务器集群中更多的计算资源，并使用冗

余的资源进行容错处理，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

和低成本、高安全性等特性，在网络资源共享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20]。由于云计算技术是

一种高速度、大范围、立体化的信息处理技术，可

以为科技协同创新创造更新的、更有利的条件。

通过云计算技术可以将分散于各个多元化创新

主体的创新需求信息、技术资源信息、服务资

源信息进行更有效的整合，使得信息资源能够

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共享，合作成本能够达到最

大限度的降低，协同创新的实效性能够得到最

大程度的提高 [7]。 
大数据技术与云计算技术是一对相辅相

成、同生共长的技术。所谓的大数据技术，就

是在云平台基础架构上，对海量数据中进行处

理，并快速获取对用户有价值信息的技术。

大数据处理技术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 数据的采

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管理、数据挖掘分

析及数据的展现与交互。大数据技术之前传统

的创新过程，尽管也试图通过计算机网络处理

信息，但或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海量数据以及数

据技术的支撑，或是因为网络基础架构无法及

时有效的处理庞大的数据集，面对处于信息爆

炸和海量信息的存储、获取、分析、挖掘与开

发利用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不能有效地支撑创

新平台的建设，平台应有的作用并没有能够得

到真正的发挥。因而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信息

的概念是狭隘的、传递方向是有限的；创新成

果的需求是模糊的、转化方向是盲目的 [4]。引

入大数据技术后这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不仅

可以真正实现各个创新主体之间、创新主体与

产业链之间的海量分布式大数据的管理、分析

和运用，而且拓宽了产业创新领域可获得信息

资源的范围。随着云计算等技术的出现并与大

数据有效融合，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协同创新信

息服务平台技术得以保证，可以通过运用分布

于协同创新系统中的海量数据，保障并促进各

个创新主体间知识、技术、资源交互、转移、扩

散，为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

提供有效途径。

4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体系结构与集
成化运行模式

4.1  体系结构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高校协同创新服务平

台必须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确保在转移过程

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都能为科研技术成果提供

必要的保障与支持，这就是辅助支撑系统的设

计问题。在前期，要确保信息的有效共建、共

知与共享，实现信息资源提供方与接收方的无

缝对接；在中期，要确保对技术成果的有效甄

别，实现技术成果与实现技术成果相关保障的

有机结合；在后期，要确保资金的有效投入，实

现技术成果与融资资金的结合。通过各个子系

统，包括信息共享子系统、信用评价子系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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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通子系统等来实现其运行机制。通过各个

子系统的建设，以期有效地解决解决当前大学—

产业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信用体系

缺失及资金配套不足等主要问题。

4.1.1  信息共享子系统 
信息的有效共享是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具体

功能实现的首要内容、也是平台的核心部分，一

个完整的信息共享子系统具体应该由“信息资

源服务共享、科技文献服务共享、科技中介服

务共享、成果转化服务共享”4 个模块组成 [13]。 
信息共享子系统就其运行过程来讲，包括

信息的搜集、共享和选择等 3 个环节。就其功

能来讲，应具备“存储、服务、共享与控制”4
个功能。首先，它应当是信息汇集的“存贮器”，应

当采用大数据技术，通过云计算手段储存相关

的大数据信息。仅就技术本身而言，一项技术

欲能成功转移，必须提供技术的先进性、创造

性、实用性、技术市场前景分析与预测、企业

（设备、人才、资金）吸收的可行性等多个方

面的数据信息。同时，它应当是信息汇集的“服

务器”，参与和合作的各方能够实现无缝对接

和实时对话，汇聚在平台上的大量信息能够实

现实时共享和有效识别，避免信息孤岛现象的

发生。第三，它应当是信息获取的“共享器”，存

贮的信息只有进行充分的共享，才能体现信息

的价值，保证合作的时效性与针对性，使合作

效率不断提升。第四，它应当是信息管理的“控

制器”，它是实现上述三大功能的支撑，要求

该子系统不仅能保证高效地处理信息，还能对

合作各个环节和合作效果进行规划、控制、协

调乃至辅助决策。总之，打造信息共享子系统

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实现信息共享机制提供保障。 
4.1.2  信用评价子系统

在平台参与要素的合作过程中，技术是核

心要素。一项技术能否转移成功、形成产业、产

生效益，不能也不仅仅依靠技术提供方所提供

的技术、数据和信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

化的建制使合作变得更加公正、合理和透明，随

着合作程度的加深，合作多方或合作双方往往

将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承担的风险和获得的收

益平衡上。为此，一方面应通过引入第三方机

构，对交易的技术进行甄别、筛选、评估、中介，对

合作网络内的行为主体进行评价，对合作行为

实施评价，对合作者的履约能力、合作信用及

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与冲突进行调解与公证，达成双方、多方最大

程度上的信任。另一方面，平台应通过为政府

提供交易技术的相关原始数据，使政府监管有

的放矢；政府依据政策与法规，对交易过程的

监管可以有据可依。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可

以实现对技术的有效甄别。总之，打造信用评

价子系统的目的就是为实现信用评价机制提供

保障。

4.1.3  资金融通子系统

一项新技术转移与实施过程需要相应的资

金的支持。创新技术成果交易的发生、发展与

成功需要一个完善的投融资平台作为支撑，协

同创新服务平台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创新资金有效保障一

般来源于 3 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财政投入，在

政策面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二是企业的投

入，这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市场的风

险投资，这是科技创新市场化运作的结果。在

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资

金支持有限，主要起导向作用，而企业具有不

可替代的主体地位，源于企业不仅是创新成果

的实施者，同样也是创新投入的主体，对科技

创新具有内在的、迫切的需求。在高校，来源

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常常被称为是纵向基金，来

源于企业的资金投入被称为是横向经费。风险

投资的明显作用主要在于能够将科技创新成果

转移过程中的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趋于合理化

分担。平台建立就是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

融通资本的各种汇聚渠道，破解可能出现的资

金短缺的瓶颈，实现资本在技术创新和转移过

程中功能最大化，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发展。

总之，打造资金融通子系统的目的就是为实现

信用资本融通机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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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采用 B/S 结构，前台

与后台的设计采用不同的技术途径实现访问。

其中，前台的访问一般采用 HTML5 响应式技

术，让每一个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借助于手机和 PC 机等信息工具均可访问平

台，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的信息共享；后

台则采用MVC 架构设计，实现系统的主要功能。

4.2  运行模式

4.2.1  平台所需要的架构设计

所谓“互联网 +”的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的

集成化模式，是指以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

息技术为依托，集成与整合所有创新主体的人

才、信息、技术、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等要素，实

现所有要素的联通、融通与相通，面向在线客

户提供创新资源服务的合作平台运行模式。这

些信息资源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

府部门，也来自于金融、中介组织等第三方机

构。其中，各个创新主体接入平台的方式主要

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接入的方式，各创

新主体通过直接租用集成化平台提供的共有的

云平台，将自己所拥有的创新资源上传到该平

台，利用该平台提供的工具对其资源进行有效

的管理并彼此共享平台上所有的资源。第二种

方式是间接接入方式，换句话说就是采用私有

云的接入方式。这种方式分两个步骤进行：第

一步，各创新主体依托本身已建立的私有云平

台，对自有资源进行规范化描述和封装之后，上

传至私有云平台；第二步，私有云平台通过标

准接口接入公有云。在此基础上，平台的每个

独立用户都可以通过浏览器 / 客户端访问所需的

资源，并且每一个在线用户都可以得到点对点

的服务 [4]。 
根据上述研究，形成基于云计算的协同创

新服务平台架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云计算的协同创新服务平台架构

4.2.2  平台所依托的关键技术

平台采用 Hadoop 云计算的平台架构技术和

平台智能推荐功能。Hadoop 云计算的平台架构

技术是基于高速运算与存储开发分布式程序，通

过 4 个步骤实现：①采用 HDFS 文件系统对大数

据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搜集与保存；②采用 Map
Ｒ educe 作为编程框架进行高效率的信息识别与

处理；③采用 Hadoop HDFS 为开源数据库 HBase
提供可靠的信息存储支持；④采用 Hadoop Map
Ｒ educe 为 HBase 提供高性能的计算能力 [21]。

搭建的 Hadoop 平台在公有云中运行，通过

上述的一系列步骤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供用户检

索查询和深度挖掘、数据分析使用 [22]。其工作

流程如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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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Hadoop 云计算架构技术的平台运行流程   

所谓 Hadoop 云计算的平台智能推荐功

能，是指采用 Hadoop 云计算平台架构技术实现

用户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的要求。其基本流程

是：根据开源数据库 Hbase 所提供的用户的相

关信息，包括用户基本信息、访问信息、需求

信息、使用行为等，通过采用协同过滤智能推

荐算法对平台访问用户的兴趣偏好的信息进行

分析和挖掘，进而对目标用户进行预测，将趋

同与不同的信息用户加以集中与区分，并针对

性推送信息。推荐流程如 4 图所示：

         

图 4  基于 Hadoop 云计算的平台智能推荐流程

5   结语

面向区域协同创新，以“互联网 +”技术

为依托而构建的共享服务平台，是当前开发应

用领域极具生命力的课题。区域协同创新信息

服务平台通过集结、整合与开发科技创新要素

的各类资源，使其服务于区域协同创新，可以

实现知识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带动区域科技产

业化螺旋式上升。无论在未来政产学研的紧密

合作中，在区域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还

是在区域产业的升级换代的变革过程中，科技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一定能够在创新主体积极参

与下，在政府的推动、监督和指导下，在金融

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的协调帮助下，自主协同

与优化配置各方创新要素的资源，提供便捷

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作为平台核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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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信息共享子系统，其 4 个模块的具体构建

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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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Model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Based on “Internet +”

Du Yuxia
Yandu Library, Yancheng 22405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that re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innovation entities.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a cooper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innovation entities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on the basis of resource sharing.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is paper 
combed the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the demand positioning 
of the subject and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 and then, we defined the platform. Finally, we analyzed the basic 
functions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at should be implemented, and implanted the related technol-
ogies of “Internet +” to support the platform. [Result/conclusion] We design the architectur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the integrated operation mod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which 
based on the “Internet +”. However, as the core part of the platform information sharing subsystem, the spe-
cific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 modules needs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Internet+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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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技术之间的关

联关系日趋复杂多变。这种技术间的关联关系

会对技术扩散产生影响，多种技术间的不断融

合和相互作用提升了使用交互影响分析来预测

和分析技术的重要性。传统的交互影响分析法

【学术探索】

基于专利共类的有向技术交互影响分析
◎李瑞茜 1  陈向东 2  崔云霞 3  崔彩霞 3

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 北京  100048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1
3 森阳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焦作  45400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不同于已有文献主要关注特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关联关系，本文分析并预测多种

技术间的有向交互影响关系，为促进目标技术提升及预测技术进步提供战略支持。［方法 / 过程］基于中

国 35 个技术领域的专利共类数据，在 Choi 等专利交互影响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计算 35 个技术领域间的有

向交互影响值，并根据影响值的大小对技术对进行分组，构建技术交互影响网络并分析交互影响的变化趋

势。［结果 / 结论］整个技术领域内存在高比例的偏向及单向影响技术对，食品化学（FOC）是发出影响

最大的技术领域，仪器领域的测量（MEA）、电气工程领域的电气机械、设备、能源（EAE）和 COM（电

脑技术）、化学领域的基本材料化学（BMC）、材料、冶金（MAM）是交互影响网络中的核心领域，处

于交互影响网络的核心。

关键词：专利共类  技术领域  有向交互影响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李瑞茜 , 陈向东 , 崔云霞 , 崔彩霞 . 基于专利共类的有向技术交互影响分析 [J/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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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专家定性评价或直觉 [1-3]，因而很难保持

结果的一致性。C. Choi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专利

数据的定量交互影响分析法 [4]，这种方法在评

估技术交互影响时克服了定性交互影响法中概

率估测的主观随意性，并为之后的技术交互影

响研究奠定了基础。D. Thorleuchter 等 [5] 比较内

外部研发技术交互影响的差异，进而分析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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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的特征、网络、复杂关系和变化趋势。

C. Kim 等使用关联规则挖掘和分析网络过程方

法，基于技术交互影响来确定信息通信领域的

核心技术 [6]。马荣康和刘凤朝基于专利技术共

类构建识别不同纳米技术领域交叉影响模式的

分析框架，对比了美国、日本、德国与韩国的

纳米技术发展模式，探讨了中国纳米技术的发

展现状及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启示 [7]。

秦立芳根据 2000 -2011 年间纳米、生物、信息

技术领域各热点技术所包含的专利数目及任意

两技术共同包含的专利数目，计算任意两技术

间的交叉影响值，并通过设定影响关系阈值分

析了各技术间的影响关系 [8]。S. Gauch 等提出了

识别技术收敛趋势和测量技术趋同的标准，如

探索性鉴定技术集聚，使用技术领域的广度区

分集中和扩散的趋同趋势，并使用交叉影响评

估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以衡量技术趋同的水平

和趋势 [9]。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某个特定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关联关系，没有对多个技术领域的关联影

响值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而且以往文献忽略

了技术流的方向性，技术知识流是知识流动的

过程，存在知识输出方和知识接收方，这一局

限会影响对技术知识流活动规律的探索 [10]。黄

斌等 [11] 认识到这一问题，针对 C. Choi 等专利

交叉影响分析法存在的不足，以太阳能聚光器

技术领域中的 5 种技术为研究对象，从影响类

型的划分、影响方向和特定技术影响力 3 个方

面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修正与完善。

在已有文献对技术交互影响的分析中，专

利共类是一种常用的数据，一项专利有两个或

以上用途的产品组合时，审查员就会给出与其

用途相应的多个分类号，主分类号代表了专利

的主要用途，最能充分反映一项专利的技术主

题，它与专利技术创新的相关性最高，次要用

途确定的分类号为副分类号。从信息科学和技

术的角度来看，专利分类提供了专利的知识组

织。尽管专利分类号由专利审查员人为施加，但

OECD 手册（1994 年）明确专利是根据技术特

征划分的技术类别，可以作为技术关联的潜在

指标。而且，共类分析假设分类号归属于一个

专利的频率可以代表知识联系和溢出强度 [12]，具

有可根据多级技术分类分析多种技术水平的优

势，能克服专利共引时间滞后及共词定性判断

不一致的问题 [6]。H.Lim 和 Y. Park[13] 以及 H. 
Park 和 J. Yoon[14] 指出在一件专利中，发明的专

有知识被分配给主分类号，它与专利技术创新

的相关性最高，其他相关知识则被分配给多个

副分类号，主分类号与其他副分类号间的关系

可以视为知识流动的方向。周磊和杨威认为专

利共类的实质是主分类号生产知识而副分类号

接收知识，二者间的关系应被视为技术知识从

知识的源头流向应用终端 [10]。

因此，本研究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

专利技术领域的共类信息和技术流方向，基于 C. 
Choi 等提出的专利交叉影响分析方法，参考黄

斌等的研究，使用专利共类数据对不同技术领

域间有向的交叉影响值进行考察，计算得到技

术间的关联影响值，为制定策略以增强目标技

术的竞争力、预测技术进步提供战略支持。首

先，计算技术领域间的有向交互影响值。其次，根

据技术领域间的交互影响值的大小，对技术对

做了分类。再次，构建交互影响网络来识别技

术间的复杂关系。最后，分析技术间交互影响

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结果有助于帮助决策者

预测未来趋势及制定更好的研发战略。

2  专利数据采集与处理

为了尽可能全面涵盖不同领域技术间的交

互影响，选择 WIPO 2008 年 5 月发布的《国

际专利分类号与技术领域对照表》中的五大技

术领域的 35 个子领域 ( 见表 1)。尽管 35 个技

术领域分类的区分度不够明显，使得从字面上

看来有些技术较为相近，但相近技术的侧重点

和应用领域不同，且该表提供了最初的分类标

准，是其他各分类体系的参照标准，就此进行

研究依然具有一定意义。数据采集于 CNIPR 专

利信息服务平台，数据范围为中国发明授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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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PC 分类号与技术领域对照表

五大技术
领域 编号 子技术领域 缩写 IPC 分类号

I
电气
工程
EE

1 电气机械、设备、
能源 EAE F21    H01B    H01C    H01F    H01G    H01H    H01J    H01K    H01M    H01R    H01T  

H02    H05B    H05C    H05F    H99Z

2 视听技术 AVT G09F  G09G  G11B  H04N3  H04N5  H04N9  H04N13  H04N15  H04N17  H04R  H04S  
H05K

3 通讯 TEL G08C  H01P  H01Q  H04B    H04H  H04J  H04K    H04M    H04N1    H04N7    H04N11    
H04Q

4 数字通讯 DIG H04L
5 基本通讯进程 BCP H03
6 电脑技术 COM (G06 not G06Q)   G11C    G10L
7 IT 管理方法 ITM G06Q
8 半导体 SEM H01L

II 
仪器
IN

9 光学 OPT G02    G03B    G03C    G03D    G03F    G03G    G03H    H01S

10 测量 MEA G01B    G01C    G01D    G01F    G01G    G01H    G01J   G01K   G01L   G01M    (G01N 
not G01N33)    G01P   G01R    G01S   G01V   G01W    G04    G12B    G99Z

11 生物材料分析 ABM G01N33
12 控制 CON G05B    G05D    G05F    G07    G08B    G08G    G09B    G09C    G09D
13 医药技术 MED A61B    A61C    A61D    A61F    A61G    A61H    A61J    A61L   A61M   A61N    H05G

III 
化学
CH

14 有机精细化工 OFC (C07B    C07C    C07D    C07F    C07H    C07J    C40B) not A61K   A61K8    A61Q
15 生物技术 BIO (C07G    C07K    C12M    C12N    C12P    C12Q    C12R    C12S) not A61K 
16 药物 PHA A61K not A61K8

17 高分子化学 /
聚合物 MCP C08B    C08C    C08F    C08G    C08H    C08K    C08L

18 食品化学 FOC A01H    A21D    A23B    A23C    A23D    A23F    A23G    A23J    A23K    A23L    C12C    
C12F    C12G    C12H    C12J    C13D    C13F   C13J   C13K

19 基本材料化学 BMC
A01N    A01P    C05    C06    C09B    C09C    C09F    C09G    C09H   C09K    C09D    
C09J    C10B    C10C    C10F    C10G    C10H    C10J    C10K   C10L     C10M    C10N    
C11B    C11C    C11D    C99Z

20 材料、冶金 MAM C01    C03C    C04    C21    C22    B22
21 表面技术、涂层 STC B05C    B05D    B32    C23    C25    C30

22 微结构和纳米
技术 MSN B81    B82

23 化学工程 CHE
B01B    B01D000    B01D1    B01D2    B01D3    B01D41    B01D43    B01D57    B01D59   
B01D6    B01D7   B01F   B01J    B01L    B02C    B03    B04    B05B    B06B    B07   B08    
D06B    D06C    D06L    F25J    F26    C14C    H05H

24 环境技术 EVT A62D    B01D45    B01D46    B01D47    B01D49   B01D50    B01D51    B01D52    
B01D53    B09    B65F    C02    F01N   F23G    F23J    G01T    E01F8    A62C

IV 
机械
工程
CE

25 处理 HAN B25J    B65B    B65C    B65D    B65G    B65H    B66    B67

26 机床 MAT B21    B23    B24    B26D    B26F    B27    B30    B25B    B25C     B25D    B25F    B25G    
B25H    B26B

27 发动机、水泵、
发电机 EPT F01B    F01C    F01D    F01K    F01L    F01M    F01P    F02    F03   F04    F23R    G21    

F99Z

28 纺织和造纸机 TPM A41H    A43D    A46D    C14B    D01    D02    D03    D04B    D04C    D04G    D04H    
D05    D06G    D06H    D06J    D06M    D06P    D06Q    D99Z    B31    D21    B41

29 其他特种加工机
床 OPM

A01B    A01C    A01D    A01F    A01G    A01J    A01K    A01L    A01M    A21B    A21C    
A22    A23N    A23P    B02B    C12L    C13C    C13G   C13H    B28    B29    C03B    
C08J    B99Z    F41    F42

30 热力加工和设备 TPA F22    F23B    F23C    F23D    F23H    F23K    F23L    F23M    F23N   F23Q    F24    
F25B    F25C    F27    F28

31 机械零件 MEE F15    F16    F17    G05G
32 运输 TRA B60    B61    B62    B63B    B63C    B63G    B63H    B63J    B64

V 
其他
领域
OT

33 家具、游戏 FUG A47    A63

34 其他消费品 OCG
A24    A41B    A41C    A41D    A41F    A41G    A42    A43B    A43C     A44    A45    
A46B    A62B    B42    B43   D04D    D07    G10B   G10C    G10D    G10F    G10G    
G10H    G10K    B44    B68    D06F   D06N    F25D    A99Z

35 土木工程 CIE E02    E01B    E01C    E01D    E01F1   E01F3   E01F5   E01F7    E01F9    E01F1    E01H    
E03   E04   E05   E06    E21    E9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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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获得授权是专利质量的重要体现 [15]，同时，因

有效期届满或因未缴纳年费专利权终止的无效

专利被排除在外，以提高样本数据的准确性。

通过限定主分类号为 i 领域、分类号为不同于 i
的 j 领域，就可以获取主分类号为 i 领域、副分

类号为 j 领域的专利数。检索表达式为：主分

类号 =( 领域 i) and 分类号 =( 领域 j) and 国省代

码 =( 北京 or 天津 or 河 or 山西  or 内蒙古 or 辽
宁 or 吉林 or 黑龙江 or 上海 or  江苏 or 浙江 or 
安徽 or 福建 or 江西 or 山东 or 湖北 or 湖南 or 
广东 or 广西 or 四川 or  贵州 or 云南 or 西藏 or 
陕西 or 甘肃 or 青海 or 宁夏 or 新疆 or  海南 or 
重庆 )。通过技术分类号的共类检索，提取出

1996-2016 年全国 35 个技术领域内获得授权的

有效专利数，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数据。以每件

授权发明专利申请时的主和副国际专利分类号

为依据，建立 35*35 的非对称技术关联共类矩

阵，共类矩阵中的行代表主分类号技术领域，列

表示副分类号技术领域，元素值为该位置对应

的主分类号与副分类号共类的专利数，表示所

在行领域 i 的技术知识流向所在列领域 j 的技术

的次数。因为这里主要关注 35 个领域间的技术

关联，同时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各技术领

域与其自身的关系就不再考虑。

3  研究方法

3.1  技术交互影响的方向

技术关联影响的方向决定了技术发展的趋

势，为研发投入支持技术领域发展提供决策基

础。本文分析技术对间的直接关联影响。如果

以 i 为主分类号且 j 为副分类号的专利件数大于

以 j 为主分类号且 i 为主分类号的专利件数，则

称 i 与 j 的关联影响为 i 对 j 的偏向关联影响；反

之，则称 j 与 i 的关联影响为 j 对 i 的偏向关联

影响；如果仅存在以 i 为主分类号且 j 为副分类

号的专利，或仅存在 j 为主分类号且 i 为副分类

号的专利，则称领域 i 对领域 j 有单向关联影响

（或领域 j 对领域 i 有单向关联影响）；如果以

i 为主分类号且 j 为副分类号的专利件数等于以 j

为主分类号且 i 为副分类号的专利件数，则称 i
与 j 间由等向关联影响；如果不存在 i 为主分类

号且 j 为副分类号的专利或 j 为主分类号且 i 为
副分类号的专利，则称 i 与 j 无关联影响。

3.2  技术交互影响种类

参考黄斌等的研究，将技术直接交互影响

分为以下几类：

⑴技术领域 i 对技术领域 j 的关联影响

即在以领域 i 为主分类号的所有专利中，领

域 j 为副分类号出现的条件概率，如式（1）所示：
 

( ) ( )
( )i j

N i j
I p j |i

N i→ = = ∩主 副

副 主

主       式（1）
 ( )N i j∩主 副 表示时间 T 前主分类号为领域 i，副
分类号为领域 j 的专利数，i≠j，N(i 主 ) 表示主分

类号为领域 i 的有效专利授权总数

⑵技术领域 j 对技术领域 i 的影响值

即在以领域 j 为主分类号的所有专利中，领

域 i 为副分类号出现的概率，如式（2）所示：
 

( ) ( )
( )j i

N i j
I p i |j

N j→ = = ∩副 主

副 主

主               式（2）
 ( )N i j∩副 主 表示主分类号为领域 j，副分类号为
领域 i 的专利数。N(j 主 ) 表示主分类号为领域 j
的有效发明专利授权数。

因此，对属于某一技术领域的所有专利而

言，可以有偏向影响、单向影响、等向影响和

无向影响等。

(1) 如 果 式（1） 大 于 式（2）， 即

Ii→j>Ij→i≠0，则称技术领域 i 对领域 j 存在偏向关

联关系，其偏向影响值为：Ii>j=Ii 主 →j 副 –Ij 主 →i 副

如 果 式（1） 小 于 式（2）， 即

Ij→i>Ii→j≠0，则称技术领域 j 对领域 i 存在偏向关

联关系，其偏向影响值为：Ij>i=Ij 主 →i 副 –Ii 主 →j 副

(2) 如果式（1）等于式（2），即 Ii 主 →j 副 = 
Ij 主 →i 副 ≠0，称技术领域 i 和 j 等向影响。

(3) 如果仅存在式（1）或者式（2），即    
Ii 主 →j 副 ≠0 或 Ij 主 →i 副 ≠0，则称领域 i 对领域 j 单
向影响或领域 j 对领域 i 单向影响。

(4) 如果 Ii 主 →j 副 =Ij 主 →i 副 =0，则称技术领域

i 和 j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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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知识流的视角看，如果技术领域 i 和
j 存在偏向或等向影响，那么它们之间任何一方

的发展都能促进另一方的发展；如果技术领域 i
对技术领域 j 单向影响，那么技术领域 i 的发展

可以促进技术领域 j 的发展，而技术领域 j 不能

促进 i。如果技术领域 i 和 j 是无向影响，那么

两者间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不会促进另一方面的

发展。

4  研究结果

4.1  技术领域间的交互影响值

如表 2 所示，通过加总行和与列和，得到

35 个技术领域发出和收到的影响总值。表 2 中

的技术 i 表示影响技术，技术 j 表示受影响技术。

同时，也列出 35 个技术领域受影响和影响其他

技术的最大值及技术领域。表 2 里电气工程领

域技术以加粗斜体下划线表示，仪器领域技术

以加粗斜体表示，化学领域技术以粗体表示，机

械工程领域技术以斜体表示，其他领域技术以

正常字体表示。

可以看到，整体看来，电气工程和化学领

域受到和对其自身领域技术影响最大，仪器领

域受到和对电气工程及化学领域影响最大，机

械工程领域受其自身技术影响较多，同时对电

气工程、化学产生较多影响，其他领域受到和

对仪器及机械工程影响较大。影响力最高的技

术是食品化学 FOC，累积影响值 0.996，说明食

品化学领域 99.6% 的专利也出现在其他技术领

域的专利中。

具体看来，第 2、3、11、16、17、18、25、33、34
组 的 技 术 对 间 互 为 影 响 技 术 和 被 影 响 技

术，以电气工程领域的通讯 TEL 和视听技术

AVT 为例，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值为最大，且

ITEL→AVT(0.2416)< IAVT→TEL(0.3620)，存在偏向影

响 IAVT→TEL=0.1204，说明技术 AVT 对 TEL 的影

响更大。数字通讯技术 DIG 对通讯 TEL 的影响

值最高，IDIG→TEL=0.535 9，而 ITEL→DIG=0384 3，DIG
对 TEL 的影响更大，IDIG→TEL=0.151 6。跨领域而

言，对化学领域的药物 PHA 影响最大的是食品

化学FOC，IFOC→PHA(0.417 5)> IPHA→FOC(0.394 9)，FOC
对 PHA 的偏向影响 IFOC→PHA(0.222 6)。机械工程

领域机床技术 MAT 对处理技术 HAN 的影响最

大，且 IMAT→HAN(0.070 1) > IPHA→FOC(0.112 2)，存

在 MAT 对 HAN 的偏向影响。跨领域而言，化

学的高分子化学 / 聚合物 MCP 对机械工程领域

的其他特种加工机床 OPM 的偏向影响更大。其

他领域的家具、游戏技术 FUG 对仪器的医药技

术 MED 的影响更大，IMED→FUG(0.064 2) > IFUG→MED 

(0.107)。ITPM→OCG(0.082 7) > IOCG→TPM(0.134 5)，说

明其他领域的其他消费品 OCG 对机械工程的纺

织和造纸机 TPM 的影响更大。对仪器的生物材

料分析技术 ABM 影响最大的是化学的生物技术

BIO，IBIO→ABM(0.095 8) > IABM→BIO(0.305 9)，所以

ABM 对 BIO 的影响更大，偏向影响为 IABM>BIO= 
0.210 1。

在非互为最大影响的技术对中，同一领

域内，对 DIG 影响最大的是 IT 管理方法技

术 ITM，IITM→BIG(0.053 7)>IDIG→ITM(0.399 9)， 存

在 着 技 术 ITM 对 DIG 的 偏 向 影 响 IITM→DIG= 
0.463 8。对基本通讯进程 BCP 影响最大的同

样是电气工程领域的 DIG，IDIG→BCP(0.027 7) < 
IBCP→DIG(0.168 0)，所以存在技术 BCP 对 DIG 的

偏向影响 IDIG>BCP=0.140 3。对电脑技术 COM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DIG， 且 IDIG→COM(0.306 3) < 
ICOM→DIG(0.230 1)，所以存在 DIG 对 COM 的偏

向影响 IDIG→COM0.140 3。化学领域中，对化学

的有机精细化工 OFC 影响最大的是化学工程

CHE，ICHE→OFC(0.207 4) < IOFC→CHE(0.189 9)，所以

CHE 对 OFC 的影响更大 ICHE>OFC=0.017 5。
跨领域的技术对中，对电气机械、设备、能

源 EAE 影响最大的技术领域是机械工程的发

动机 EPT，影响值 IEPT→EAE 为 0.165 0，EAE 对

EPT 的影响值为 0.0265，尽管双方的发展均能促

进对方的发展，但技术 EAE 影响技术 EPT 发展

的程度较大，技术 EAE 对技术 EPT 的偏向影响

值为 IEAE→EPT=0.013 85。对电气工程领域的 IT 管

理方法 ITM 影响最大的是机械领域的热力加工

设备 TPA，且 ITPA→ITM(0.225 3) < IITM→TPA(0)，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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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TPA单向影响 ITM，ITPA→ITM=IIPA→ITM=0.225 3。
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半导体 SEM 影响最大是仪器

领域的光学技术 OPT，对 OPT 影响影响最大的

是SEM，但 IOPT→SEM(0.154 0) < ISEM→OPT(0.171 1)，因
此 SEM 对 OPT 的影响更大，ISEM>OPT=0.171 1。
对仪器领域的测量技术 MEA 影响最大的是化学

领域的微结构和纳米技术 MSN，IMSN→MEA(0.330 0) 
< IMEA→MSN(0.053 3)，所以 MSN 对 MEA 的影响

更大 IMSN>MEA=0.276 7。对仪器的控制技术 CON

表 2  技术对直接影响最大值

组别 Ii→j 技术 i 受影响总值 技术 j 影响总值 技术 k Ij→k

1 0.165 0 EPT 1.866 2 EAE 0.631 4 MAM 0.157 0
2 0.241 6 TEL 0.985 5 AVT 0.148 5 TEL 0.362 0
3 0.535 9 DIG 1.867 8 TEL 0.069 0 DIG 0.384 3
4 0.503 6 ITM 1.479 8 DIG 0.045 6 TEL 0.535 9
5 0.027 7 DIG 0.160 6 BCP 0.156 9 TEL 0.183 4
6 0.306 3 DIG 1.696 9 COM 0.212 5 DIG 0.230 1
7 0.225 3 TPA 0.455 8 ITM 0.281 0 DIG 0.503 6
8 0.154 0 OPT 0.647 8 SEM 0.512 7 STC 0.194 9
9 0.171 1 SEM 0.795 5 OPT 0.252 9 AVT 0.203 4
10 0.330 0 MSN 2.149 4 MEA 0.606 5 COM 0.140 8
11 0.095 8 BIO 0.321 8 ABM 0.661 4 BIO 0.305 9
12 0.197 1 ITM 1.132 0 CON 0.314 9 COM 0.176 1
13 0.147 1 PHA 0.711 1 MED 0.648 5 COM 0.135 0
14 0.207 4 CHE 0.600 9 OFC 0.920 8 PHA 0.343 9
15 0.305 9 ABM 0.708 5 BIO 0.938 8 PHA 0.279 0
16 0.417 5 FOC 1.398 8 PHA 0.876 1 FOC 0.394 9
17 0.218 4 OPM 1.169 9 MCP 0.932 2 OPM 0.366 6
18 0.394 9 PHA 0.948 9 FOC 0.996 0 PHA 0.417 5
19 0.185 4 OFC 1.578 8 BMC 0.874 2 MCP 0.210 4
20 0.226 0 EVT 1.784 7 MAM 0.868 8 MSN 0.208 9
21 0.194 9 SEM 1.248 5 STC 0.829 0 MAM 0.205 3
22 0.208 9 MAM 0.541 9 MSN 0.364 8 MEA 0.330 0
23 0.244 3 TPM 1.688 9 CHE 0.934 3 EVT 0.254 0
24 0.254 0 CHE 0.976 3 EVT 0.960 4 MAM 0.226 0
25 0.070 1 MAT 0.628 5 HAN 0.809 6 MAT 0.112 2
26 0.112 2 HAN 0.832 2 MAT 0.804 8 MAM 0.214 1
27 0.075 5 TPA 0.436 9 EPT 0.745 8 EAE 0.165 0
28 0.134 5 OCG 0.586 9 TPM 0.908 0 CHE 0.244 3
29 0.366 6 MCP 1.756 8 OPM 0.915 1 MCP 0.218 4
30 0.124 3 EPT 0.606 8 TPA 0.628 4 ITM 0.225 3
31 0.158 7 EPT 0.941 6 MEE 0.840 1 MAT 0.104 9
32 0.085 9 MEE 0.607 1 TRA 0.641 6 EAE 0.139 6
33 0.064 2 MED 0.327 6 FUG 0.842 9 MED 0.107 0
34 0.082 7 TPM 0.489 2 OCG 0.872 5 TPM 0.134 5
35 0.097 6 TRA 0.870 1 CIE 0.848 8 OPM 0.128 4

影响最大的是电气领域的 IT 管理方法 ITM，IIT-

M→CON(0.197 1) < ICON→ITM(0.037 6)， 所 以 ITM 对

CON 的影响更大。对仪器的医药技术 MED 影

响最大的是化学领域的药物 PHA，IPHA→MED(0.147 
1) < IMED→PHA(0.095 1)，所以 PHA 对 MED 的影

响更大，IPHA>MED=0.052。对化学领域的生物技

术 BIO 影响最大的是仪器的生物材料分析 AB-
M，IABM→BIO(0.305 9)> IBIO→ABM>(0.095 8)， 所 以

ABM 对 BIO 的偏向影响更大 IABM>BIO=0.2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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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领域内不同技术间的偏向影响外，跨

领域的偏向影响中电气工程领域内部分技术与

机械工程领域内技术产生偏向影响，电气工程

对仪器产生偏向影响，化学对仪器产生偏向影

响，化学影响机械，其他领域对仪器、机械工

程技术产生偏向影响。技术间的影响是基于技

术所需的领域知识和资源要素决定的，技术领

域间的影响并无明显的作用规律。对于存在偏

向影响和单向影响的技术对而言，如果企业在

技术 DIG 具有竞争优势，其也会在 TEL 获取优

势。这也能用于预测技术进步，因为一种技术

的发展会影响另一种技术的发展。例如，技术

DIG 的进步也会促进技术 TEL 的发展。如果技

术 DIG 发展得很快，技术领域 TEL 也会在不久

的将来有发展。

4.2  技术分组

基于关联影响对技术分组有助于理解它们

的特征。使用参考虚线 Y=X，将技术对区域分

为偏向、单向、等向和无向影响。同时，将技

术关联影响的平均值（Y=0.032 6, X=0.026 2）作

为边界值，根据边界值将技术关联影响的整个

区域分为高 - 高、高 - 低、低 - 高、低 - 低影响

四大块。这两种分类方法的结果如图 1 所示，X

轴 Ij→i 代表以 j 为主分类号技术对 i 为副分类

号技术的影响，Y 轴 Ii→j 表示以 i 为主分类号

的技术对 j 为副分类号技术的影响。以图 1 中

的点（ITM,DIG）为例，其投射在 Y 轴上的值

IITM→DIG 为以 ITM 领域为主分类号的技术对 DIG
为副分类号技术的影响值，投射在 X 轴上的值

IDIG→ITM 是以 DIG 为主分类号技术对 ITM 为主

分类号技术的影响值。（FOC,PHA）的以 FOC
为主分类号的技术对以 PHA 为副分类号技术的

影响值 Y 大于以 ITM 为主分类号的技术对 TPA
为副分类号的影响值 X，且该点的 Y 值和 X 值

处于高 - 高水平。点（TPA,ITM）以 TPA 为主

分类号的技术对以 ITM 为副分类号技术的影响

值 Y 大于以 ITM 为主分类号的技术对 TPA 为副

分类号的影响值 X，且该点的 Y 值和 X 值处于

高 - 低水平。点（ITM,AVT）以 ITM 为主分类

号的技术对以 AVT 为副分类号技术的影响大于

以 AVT 为主分类号技术对 ITM 为副分类号技术

的影响，该点的 Y 值和 X 值处于低 - 低水平。

点（PHA,BIO）的以 BIO 为主分类号的技术对

副分类号 PHA 的影响大于 PHA 为主分类号的

技术对 BIO 副分类号的影响，且该点的 Y 值和

X 值处于低 - 高水平。

图 1  成对技术领域分组（虚线为参考线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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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来，高 - 高影响水平的 110 个点都是

技术间存在偏向影响的点，即处于高 - 高水平的

技术对能相互促进，且一种技术对另一种技术的

影响更大。处于高 - 低区域的 56 对技术中除了

TPA 对 ITM 产生单向影响外，其余技术间都是

偏向影响。位于低 - 高区域的 49 个点除 2 对技

术间是单向影响外，其余都存在双向及偏向影响。

对于低 - 低区域的 380 个点，其中 40 个点技术

对属于单向影响，只存在一种技术对另一技术的

单向影响，31 个点的技术间无影响。可以重点

关注和管理前三个区域内的存在偏向及单向影响

的技术领域，以做出是否发展技术战略的决定。

4.3  交互影响网络图

在计算了技术领域间的影响值之后，两种

及更多种技术间的复杂关系（如一种技术可能

影响两种或更多种技术，多种技术也可能影响

同一种技术）需要通过网络图来识别。图形的

节点和边分别代表了与其他技术有双向或单向

影响的技术，以及技术间的关联影响。箭头暗

示了技术间偏向和单向影响的方向。当构建网

络图时，两点间边的阈值越低，网络图就越密集。

图 2 是基于 1996-2016 年全国 35 个技术领域技

术间影响值形成的整体复杂网络关系网络图。

偏向影响技术对用白色点表示，单向影响技术

用灰色表示。密集网络显示了技术间高度相关

的联系。但与此同时，由于节点较多，连接关

系较为复杂，核心技术领域间的影响关系难以

从该图中清晰分辨。

图 2  技术整体交互影响网络

为了筛选出技术领域共类网络中拥有强连

接的节点，从而确定核心技术领域及其连接关

系，将两点间边的阈值提高至 0.1，即将两个技

术间影响值大于 0.1 的边显示在网络图 3 中，节

点大小根据其影响值的度数中心度确定，边的

粗细由关联影响值大小决定。经筛选后可以看

到，中心度较大的技术领域——仪器的 MEA（测

量）、电气工程的 EAE（电气机械、设备、能

源）和 COM（电脑技术）、化学领域 BMC（基

本材料化学）、MAM（材料、冶金）是交互影

响网络中的核心领域，受其他节点影响并能对

其他节点产生重大影响。在大于 0.1 的影响关系

中，仪器MEA受到电气EAE、机械工程TRA（运

输）、仪器领域的 CON（控制）、ABM（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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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析），电气工程领域 BCP（基本通讯工

程）、化学领域 MSN（微结构和纳米技术）、PHA
（药物）的单向影响，又对COM产生单向影响。

MCP（高分子化学及聚合物）、OPM（其他特

种加工）、BMC（基本材料化学）之间存在偏

向（双向）影响。

图 3  以 0.1 为阈值的技术交互影响网络

4.4  交互影响的变化

技术关联影响随着需求变化和新技术的

出现而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去分析技术交

互影响关系的变化，以决定哪种技术应该接受

投资和发展，从而得到合意结果，该结果是公

私部门研发战略决策制定的来源。考虑到特定

年份搜集到的专利数据的完整性，本部分将对

2004 到 2014 年全国 35 个技术领域交互影响的

变化进行检验。通过两种技术间交互影响的变

化检验了交互影响的变化趋势。图 4 反映了变

化最大的 10 对技术在两个方向上的影响关系

Ii→j 和 Ij→i 的变化。例如，技术对（通讯 TEL,
视听技术 AVT）呈上升趋势。2004 年其在 Y
轴（F1）和 X 轴（F2）影响值分别是 0.077 4
和 0.450 0，但 2014 年变成 0.410 8 和 0.445 4，这

两种技术间的关系随时间越来越近。 
呈 递 减 影 响 趋 势 的 技 术 对 有（ 光 学

OPT， 通 讯 TEL）（ 生 物 技 术 BIO, 药 物

PHA）（土木工程 CIE, 特种加工 OPM）（微

结构纳米 MSN, 测量 MEA）（家具游戏 FUG,
控制 CON）。在两个方向都递减的技术对有

（生物材料分析 ABM, 生物技术 BIO）（AB-
M,PHA）（TEL,DIG）（ 电 脑 技 术 COM,-
TEL）。

5  结论及建议

根据 1996-2016 年中国 35 个技术领域间的

有效发明专利授权数据，建立了基于非对称的

技术关联矩阵，并对技术直接关联影响进行了

分析，结果提供了分析技术发展、预测未来趋

势的方法，为利用技术关联影响促进技术融合

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及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⑴技术的直接交互影响关系分为偏向、单

向、等向和无向影响。电气工程和化学领域受

到和对其自身领域技术影响最大，仪器领域受

到和对电气工程及化学领域影响最大，机械工

程领域受其自身技术影响较多，对电气工程、化

学产生较多影响，其他领域受到和对仪器及机

械工程影响较大。各领域间的影响是基于技术

研发所需知识和要素产生的。除了领域内不同

技术间的偏向影响外，跨领域的偏向影响中电

气工程内部分领域与机械工程内技术产生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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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电气工程对仪器产生偏向影响，化学与

仪器产生偏向影响，化学偏向影响机械工程，其

他领域对仪器、机械工程技术产生偏向影响。

技术间的影响并无明显的作用规律。

图 4  10 对变化最大技术的双向影响变化趋势（2004-2014 年）

⑵对技术对的分组可以发现，技术间高 -
高影响水平的点都是存在偏向影响，即处于高 -
高水平的技术对能相互促进，且一种技术对另

一种技术的影响更大。处于高 - 低区域的技术对

和低 - 高区域的技术对因为其中一种技术的影

响力相对较高，因此除少数技术对是单向影响

外，其余都存在偏向影响。在低 - 低区域的技术

对因为技术影响力有限，故只存在单向影响和

无影响。

⑶通过使用偏向和单向影响技术对构建的

技术关联影响网络，可以识别多种技术间的复

杂关系。仪器的 MEA（测量）、电气工程的

EAE（电气机械、设备、能源）和 COM（电脑

技术）、化学领域 BMC（基本材料化学）、MAM
（材料、冶金）是交互影响网络中的核心领域，这

些核心领域是战略性新兴领域和基础支撑领

域，受其他技术影响并能对其技术点产生重大

影响。

根据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⑴应根据技术间的直接影响值大小，重点

关注和管理存在偏向及单向影响的技术领域。

决策者一方面可以根据一种技术发展对另一种

技术发展的影响来预测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

以制定公共政策、确立技术战略促使目标技术

较快发展。

⑵通过分析技术对随时间变化的关联影

响，可以把握技术对的发展模式或整体方向。

从特定年份关联影响下每年积累的专利信息及

变化程度，识别技术关联影响的递增及增减变

化，并据此选择有利的研发投入时机，制定研

发策略，决定哪种技术应该接受投资和发展，从

而得到合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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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应继续加大对影响力最高食品化学技

术 FOC 和 核 心 技 术 MEA、EAE、COM、B-
MC、MAM的投资，充分挖掘其涉及到的化学、机

械工程和电气工程技术领域的发展潜力，发挥

影响力最高技术的影响力，利用核心技术领域

对技术网络的控制能力，同时实现技术更新与

突破，促进相关新兴技术领域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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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technology fields. Food chemistry (FOC)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technical field. Measurement (MEA) 
in the instrument field, electrical machinery, equipment, energy (EAE)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COM) in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ield, as well as basic materials chemistry (BMC) and material, metallurgy (MAM) 
in chemistry field are the core technology fields, locating at the core of th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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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数据库资源和图书馆馆藏数字资

源种类和内容的日益丰富，用户经常会在浩如

烟海的数字资源中面临获取信息困难的问题。

图书馆作为数字资源的再加工者和再组织者，

如何有效地组织和管理这些资源，并快速、准确、

全面地从中定位到用户所需要的信息是当前图

书馆人和信息技术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自动

文本分类是一种处理和组织海量文本资源的有

效手段，可在较大程度上解决图书馆文本资源

杂乱问题，对于文本资源的高效管理和有效利

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学术探索】

图书馆海量学术资源自动分类模型研究
◎杨亚  易远弘

宁波大学图书馆与信息中心 宁波  31521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针对用户在图书馆海量数字资源中常常面临获取信息困难的问题，构建一套个性

化知识服务系统，认为该系统是图书馆帮助用户摆脱信息超载困境和提升知识服务质量的必然选择。[ 方

法 / 过程 ] 通过建立中图法和学科分类法两大知识组织体系的映射模型，基于 Hadoop 分布式处理平台，

提出一种改进 TF-IDF+ 贝叶斯算法构建图书馆海量学术资源自动分类模型，辅助完善图书馆个性化知识服

务系统的构建。［结果/结论］以自中国知网抓取的 600万余篇文献作为原始训练语料（语料涵盖 75个学科）

测试该分类模型的有效性，实验结果证明该模型的分类效率和效果都达到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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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杨亚 , 易远弘 . 图书馆海量学术资源自动分类模型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8, 

3(3): 172-179[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37/.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文）科研计划项目 “ 面向个性化知识服务的图书馆知识发现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
（项目编号：Y201635729）和宁波大学科研基金 ( 文 ) 项目 “ 高校图书馆对学生学业成效贡献的大数据分析研究 ”
（项目编号：XYW1600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亚 (ORCID：0000-0002-5758-9464)，工程师，硕士，E-mail: yangya@nbu.edu.cn；易远弘（ORCID: 
0000-0002-4616-6052），助理馆员，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8-03-13        发表日期：2018-06-26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自动分类技术，在分

类效果和灵活性上都比传统的文本分类模式有

所突破，常见的有贝叶斯算法（NB）、k- 邻
近算法（k-NN）、决策树 (DT)、支持向量机

(SVM) 以及递推神经网络 (RNN) 等 [2]。其中贝

叶斯分类算法是最常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它

是一个基于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模型，由于其高

准确率和高效率一直得到学者们的青睐 [3-4]。早

在 1998 年 D. Lewis[5] 就阐述了如何将贝叶斯应

用在信息检索和文本分类领域。后来 Y. LI 等 [6]

提出一种基于词 - 类别依赖值的加权 NB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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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鹏等 [7] 提出了一种“先抑后扬”（抑制先验

概率的作用，扩大后验概率的影响）的改进贝

叶斯文本分类算法。杜选 [8] 利用类别补集特征

消除样本数据分布不均匀，提出一种加权补集

的贝叶斯算法。张杰等 [9] 基于分布式计算框架

MapReduce 平台，提出一种归一化词频的贝叶

斯分类模型。上述学者们在分类算法上做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在原始训练语料和实际应用方

面相对薄弱，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

基于 Hadoop 分布式处理平台，通过构建中图法

与学科分类法两大知识组织体系的映射模型，

采用改进的 TF-IDF 算法提取文本特征词集，以

海量的文本特征词集作为学习语料加入贝叶斯

多项式模型进行概率参数训练，完成海量文本

数据的并行处理及自动分类模型的构建。

1  图书馆知识组织体系分析

面对海量的学术资源，如何进行有序的组

织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本文对原始训练语料的

组织策略进行了重点研究，分析整理收集和建

立相关知识组织工具，包括主题词表、中图法

分类表、学科分类表等，研究学科分类法与中

图法两种知识组织体系的内容及关联关系。

学科分类法与中图法是目前对图书馆学术

资源进行标引的两大知识组织体系，它们分别

从不同内容角度对同一主体进行组织和揭示。

中图法是我国图书馆和情报单位普遍使用的一

部综合性分类法，主要是供图书馆对图书进行

分类管理。中图法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5 大

部类，下一级细分为 22 个基本大类，每个基本

大类又细分为若干门类 [10]。教育部颁布的学科

分类法一共分为 12 大学科门类，下一级细分为

89个一级学科。中图法的分类太过精细专业化，

而学科分类法比较符合用户通常查找资源的习

惯。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学科分类法对海量的

学术资源进行再组织，为更加精准的个性化知

识服务提供可靠的保障。

然而，大部分的学术资源没有明确的学科

标签，但都带有准确的中图号，因此本文通过

手工标引将 89 个一级学科整理为 75 个（例如

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合并称为“经

济学”，“地理学”与“大气科学”合并称为“地

球科学”），然后建立 75 个一级学科与中图法

的 22 个基本大类的一一映射表（见表 1），构

建两大知识组织体系的关联模型，为后期训练

分类模型做好基础准备。

表 1  中图法与学科分类法部分映射表

中图号 学科名称 中图号 学科名称

A1~A8 马克思主义
理论

C94 系统科学

B0~B83,B9 哲学 C95 民族学

B84 心理学 D0-D8 政治学

C0-C7,C91-C92 社会学 D9-DF 法学

C8 经济学 E0-E9 军事学

C93,C96-C97 管理科学与
工程

... ...

2  图书馆海量学术资源自动分类模型
构建

图书馆学术资源自动分类模型的分类效果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始训练语料的质量和总量。

本文的原始训练语料主要是抓取自中国知网的

600 万篇以上的高质量语料，语料涵盖 75 个学

科。利用学科分类法与中图法关联模型，基于

Hadoop 分布式处理平台，对图书馆海量学术资

源进行批量的训练与分类。包括三步（见图 1）：

第一步：数据的预处理。提取分类所需的

关键字段，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中图号等。

然后对语料库进行分词、去停留词、保留专有

名词。

第二步：提取文本关键词集。引入 TF-IDF
算法对原始词集进行关键词提取，并作为学习

语料放入分类模型进行训练。

第三步：贝叶斯多项式分类模型训练。将

文本关键词集作为输入特征分别计算该篇文本

可能归属学科类别的概率值，选取概率值最大

的类别作为该篇文本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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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量学术文献自动分类流程

2.1  数据预处理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主要是完成对原始语料

关键字段的提取及分词操作。题目、摘要、关

键词和中图号是一篇学术文献最能体现其主题

与所属学科的关键要素，因此，本文提取这几

个关键字段构建原始语料库。其中，提取中图

号是与第 1小节的关联模型进行学科类别匹配。

接下来是对原始语料库进行分词过滤操作。

目前开源的分词器很多，IK 分词器是一个基

于 Java 语言设计开发的中文分词工具，它自身

带有停用词表，可在其中添加自定义的停用词
[11]。由于本文处理的数据都是学科类数据，数

据中包含比较多的专有名词，IK 分词器正好满

足这样的需求，可以自行添加专有名词表，避

免专有名词被切分。本实验添加了 20 万条学术

专有名词词库，基于 MapReduce 框架实现并行

化分词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自定义输入类 SubjectInputFormat
和 一 个 paths 数 组，SubjectInputFormat 继 承

FileInputFormat 类并重载 getSpilts 方法实现多个

文件分片，paths 数组用于记录每个文件的路径；

第 二 步： 定 义 一 个 构 造 函 数

SubjectRecordReader 来 处 理 分 片 内 容， 通 过

SubjectInputFormat 调 用 CreateRecordReader 方

法并返回 CombineRecordReader 对象，将结果

<Key,Value> 对传递到 Mapper 中。其中 Key 代

表文件所属的类别名，Value 代表文件内容，类

型均为 Text.。
第三步：Mapper 端接收到 Value 中的文件

内容后调用 IK分词器提供的接口进行分词处理。

2.2  提取文本关键词集

为了提高文本分类的效率和准确度，本文

引入经典的 TF-IDF 算法对原始词集进行关键词

的提取 [12,13]。TF 表示某一词汇在文本中出现的

频率，IDF 表示逆文本频率（能够反映该词在

整个语料库中的大众化程度），文本中每个词

都可以通过这两个指标的乘积得到一个权重即

tf*idf 值，按一定的比例筛选出权重较大的词作

为该篇文本的关键词集。如下列公式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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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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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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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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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tj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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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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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2）
公式（1）中，ni,j 表示某一词汇 ti 在该

篇文本中出现的次数，分母为该篇文本中所

有词汇出现次数的总和。公式（2）中 |D| 表

示语料库的文本总数， { }ji dtj ∈: 表示包含
词汇 ti 的文本数目，如果该词汇不在语料库

中，就会导致被分母为零，所以一般情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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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ji dtj 。
根据算法中 IDF 的定义，当词汇 ti 在某个

学科 bl 频繁出现，而在其他学科极少出现时，

通常会被赋予较低的权重，说明该词汇类别区

分能力不强。但是实际上，当学科 bl 中包含词

汇 ti 的文本数量大，而其他学科中包含词汇 ti 的

文本数量小，则说明词汇 ti 能很好地代表学科 bl

的文本特征，具有很好的类别区分能力。因此，

针对这个缺陷，张玉芳 [14] 等将公式（2）变形

为

{ } )
1}:{:

}:{
log( D

ctmbtl
btl

idf
mili

li
i ×

+∈+∈
∈

=

   公式（3）

{ }li btl ∈: 为修正系数，表示某个学科 bl 中

包含词汇 ti 的文本数目，{ }mi ctm ∈: 表示除学科
bl 外包含词汇 ti 的文本数目。可以看出 idfi 随着

{ }li btl ∈: 的增大而增大，随着{ }mi ctm ∈: 的增大
而减小，这刚好能弥补 IDF 定义的缺陷。

张玉芳等提出的方法对权重修正有一定的

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考虑特征词在文本

中不同位置的类别区分能力不同，引入一个位

置因子 σ，特征词出现在关键词位置应具备更好

的类别区分能力，大量实验显示 σ=2 时效果比

较好，则公式（3）变形为

   公式（4）
此外，在一篇文献中，每个词的 TF（频度）

的计算量与文本长度成正比，而 IDF（逆文本频

率）的计算量则与语料库的大小成正比。本文

初始语料库中包含语料 600 万篇以上，而且会

语料库会不断地更新，如果每次计算 idf 值时都

去基于语料库统计，响应时间较长且浪费计算

资源。因此，本文基于 MapReduce 事先对整个

语料库中的每个词计算出 idf 值，并将结果存放

在 Mysql 数据库中，当计算某个词汇的 tf*idf 值
时，直接去 Mysql 数据库中取即可。实现过程

如下：

步骤一：给语料库中每篇文献赋予一个唯

一的标识 id。
步 骤 二： 定 义 mapper<key,value> 函 数，

key 为分区字节偏移量，value 为 < 文本 id>|< 分

词后的词集 >|< 学科类别 >。对词集进行迭代输

出，输出 key 为 < 特征词 >|< 学科类别 > 形式

的字符串，value 为文本 id。
步 骤 三： 定 义 reducer<key,value> 函 数，

key 为某一词汇 < 特征词 >|< 位置因子 >|< 学科

类别 > 形式的字符串，value 为该词汇对应的

所有文本 id。首先对同一词汇下的文本 id 进行

去重并计算出包含该词汇的文本数量 n，然后

统计出所有类别中含该词汇的文本数目，文本

数目最大的记作 m，最后计算该词的 idf 值即

)
1

log( D
n
midf ×
+

×=σ 。输出 key 为某一词汇，
value 为该词汇对应的 idf 值。将结果放入 Mysql
数据库中，并建好索引。

步骤四：提取特征词集，首先计算某个词

汇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 tf，然后从数据库中读取

对应词汇的 idf 值，即可得到该词的 tf*idf，按

照一定比例选取该文本的特征词集。

2.3  贝叶斯多项式分类模型训练

贝叶斯文本分类算法的理论基础是假设组

成文本的词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先验概率

和条件概率的基础上计算最终的后验概率，选

取概率最大作为分类的结果。

给定文本训练集（x,y），某个文本有 n
个特征词，即 x=(x1,x2,…,xn)，每个特征词有

k 种类别，即 y=(y1,y2,…,yk)，则分类函数记作

)|(maxarg)( xyPxf kyk
= ，即转化为求解概率函

数 P(yk|x)，即

   
( ) ( ) ( )

∑
==

k kk

kkkk
k ypyxp

ypyxp
xp

ypyxpxyP
)()|(

|
)(

)()|(|

公式（5）
在公式（5）中，对于所有的 yk，分母的值

都一样，所以可以忽略分母部分；P(yk) 是先验

概率，根据训练集就可以简单地计算出来；然

后根据贝叶斯理论假设特征词属性 x1,x2,…,xn, 互
相独立，则

{ }

)

1}:{:
}:{

log()(

D

ctmbtl
btl

tidf
mili

li
ii ×

+∈+∈
∈

×=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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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ki
n
iknk yxPyxxxPyxP =∏== 

公式（6）
那么最终贝叶斯分类函数表示为：

)|()(maxarg)( 1 ki
n
iky yxPyPxf

k =∏=    公式（7）
由于待分类文本的特征是离散的，使用多

项式模型来计算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公式如

下：

α
α

kN
N

yP ky
k +

+
=)(              公式（8）

α
α

MN
N

yxP
k

ik

y

xy
ki +

+
= ,)|(

          公式（9）

kyN 是类别为 yk 的文本数量，N 是总的样本

数量，
ik xyN , 是类别为 yk 的文本中，包含特征词

xi 的文本数量，M 表示训练集中所有关键词的

数量，α 是平滑值，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取值 1。
在贝叶斯分类模型训练阶段，主要任务就

是对参数 P(yk) 和 P(xi|yk) 进行估计，前者是对

训练集的类别统计，后者则需要基于语料库统

计每个词与 75 个学科类别的关系。因此，使用

MapReduce 编程框架实现基于海量语料库的贝

叶斯模型参数估计，并将各个参数值放入 Mysql
数据库，以便模型进行学科标引时使用。具体

步骤如下：

第 一 步： 定 义 mapper<key,value> 函 数，

key 为分片偏移量，value 为 < 文本 id>|< 关键词

集 >|< 对应的类别标签 >。然后针对每个关键词

进行输出，输出 key 为 < 关键词 >|< 类别 > 形

式的字符串，value 为文本 id。
第二步：定义 reducer<key,value> 函数，初

始化时加载各类别文章在语料库中的数量和语

料库中不重复的关键词数 M。输入的 key 为 <
关键词 >|< 类别 > 形式的字符串，value 为文本

id 的组合。该函数主要是对 < 关键词 >|< 类别 >
对应下的文本 id 集合进行去重并计算总数 n，
并获取该类别的文本数 m，输出的 key 为 < 关

键词 >|< 类别 > 形式的字符串，value 为 (n+1)/
(m+M) 的比值。

第三步：将处理结果导入到 Mysql 中，并

建好索引，要对某一文本进行分类时，直接去

数据库中取相应的值进行计算即可。 

3  实验与分析

3.1  分类评价指标

文本分类器常采用的评价指标是查准率P、
查全率 R 以及基于两者的综合指标 F1，查准率

P 是分类器正确判断为该类的样本数与判断属于

该类的样本总数的比率，查全率 R 是分类器正

确判断为该类的样本数与属于该类的样本总数

的比率 [15]。计算公式如下：

ba
aP
+

=                  公式（10）

ca
aR
+

=                  公式（11）

a 为属于某类别且被判定为该类别的文本数

量，b 为不属于某类别但被判定为该类别的文本

数量，c 为属于某类别但未被判定为该类别的文

本数量。根据 P 和 R 计算出 F1，即

RP
RPF
+
××

=
21               公式（12）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训练及测试使用的语料均抓取自中国

知网近三年的论文数据，语料涵盖了所有的学

科类别。为了验证本文分类模型的有效性，本

文进行了 2 个实验：

（1）传统 TF-IDF 算法与改进 TF-IDF 算法

计算 idf 值的对比实验。随机选取 200 个特征词

的 idf 值对比情况，部分结果见表 2。
通过大量的实验发现，经过改进 TF-IDF 算

法计算得到的 idf值都有一定的变化，“临床”“患

者”等的 idf 值变化比较大，具有较强的类别区

分能力，由此说明改进的 TF-IDF 算法能提高某

些学科专有名词的权重。

（2）LDA+SVM 与改进 TF-IDF+ 贝叶斯两

种分类策略的对比实验。为消除样本不平衡对分

类结果的影响，在实验之前随机选取 20个类别，

每个类别随机抽取 2 000 条数据作为训练集，1 
000 条数据作为测试集，训练集与测试集的数量

比为 2:1，且没有重复数据。实验部分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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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相比 LDA+SVM 分

类算法，采用改进 TF-IDF+ 贝叶斯算法得到的

查准率、查全率以及F1值都有明显的提高。此外，

本文基于 Hadoop 分布式处理平台构建的自动分

类模型，相较于在单机上实现，计算效率得到

了大大的提高。因此，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自

动分类模型在处理海量文本分类时具有一定的

优势。

表 2  idf 值对比情况

特征词 TF-IDF 算法 改进 TF-IDF 算法 特征词 TF-IDF 算法 改进 TF-IDF 算法

佞佛 5.804 5.804 观察 1.207 1.906

新牌 5.615 5.615 利用 1.150 1.817

前庭大腺 4.976 5.277 相关 1.116 1.327

复兴路 4.858 5.050 作用 1.097 1.385

镇肝熄风汤 4.854 5.133 临床 1.092 2.372

菠萝蜜 4.849 5.060 中国 1.069 1.294

腊肠 4.620 4.958 进行了 1.043 1.224

剖面图 4.364 4.630 患者 0.993 2.178

补中益气 4.219 4.616 影响 0.879 1.191

诺尔 4.208 4.519 结论 0.851 1.136

血液制品 4.206 4.600 目的 0.809 1.054

上海大学 4.086 4.480 本文 0.787 0.984

味觉 3.978 4.304 发展 0.773 0.918

重点企业 3.834 4.292 研究 0.758 0.909

... ... ... 分析 0.569 0.879

表 3  实验结果

学科类别
LDA+SVM 改进 TF-IDF+ 贝叶斯

P R F1 P R F1
天文学 0.798 0.756 0.776 0.855 0.847 0.85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752 0.748 0.750 0.828 0.857 0.842 
经济学 0.749 0.729 0.739 0.821 0.846 0.8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798 0.762 0.780 0.839 0.858 0.848 
数学 0.720 0.736 0.728 0.834 0.845 0.839 

军事学 0.756 0.764 0.760 0.825 0.846 0.835 
水产 0.781 0.758 0.769 0.836 0.845 0.84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769 0.786 0.777 0.849 0.861 0.855 
... ... ... ... ... ... ...

4  结束语

图书馆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资源产生，在

面对这些资源时，用户总是陷入获取精准资源

的困境。如何帮助用户找到既优质又相关的学

术资源是图书馆亟待解决的一项实际问题。本

文对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自动分类技术进行研

究，旨在通过对海量学术资源进行高效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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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分类，辅助构建图书馆个性化知识服务

系统。

本文在 Hadoop 分布式处理平台上，对图书

馆海量的学术资源进行并行化处理，大大的提

高了计算的效率。提出一种改进的 TF-IDF 算法

进行文本特征词集提取，既能过滤掉大量的噪

音词汇，降低计算的复杂度，也便于后面对海

量的学术资源进行贝叶斯分类处理，提升分类

的准确度。存在的不足之处是分类模型采用的

是批量处理模式，即批量的训练和批量的分类，

尚未做到增量训练和实时分类。接下来的工作

可考虑基于 Spark 搭建流处理平台，以及研究如

何实现模型的增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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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Massive Academic Resources in Library 

Yang Ya  Yi Yuanho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users often hav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information in massive digital resources of library, this paper construct a personalized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library to help users to get rid of the information overload 
predica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knowledge service.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is paper built a 
mapping model of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CLC) and subject classification. Then, based on Hadoop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latform, it proposed to build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massive academic 
resources in libraries by improving TF-IDF+ Bayesian algorithm, the model can help to construct the 
personalized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s in library.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part，we 
collected more than 6 million documents from CNKI as the original training corpus (corpus covers 75 
disciplines)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are achieved.
Keywords: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Hadoop    TF-IDF    Ba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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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数据管理与服务学术研讨会通知

数据是科学范式转变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信息资源。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随着数据管理和服务新模式的出现，数

据的作用和影响将会日益显现。对图书馆而言，

如何有效地收集、组织、关联、挖掘、利用数据，

不仅是图书馆发展的新任务与新挑战，更是图书

馆新时代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

在此背景下，《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与

重庆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重庆

大学图书馆承办，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2
日在重庆举办“数据管理与服务学术研讨会”，

探讨数据管理与服务中的理论问题与实践策略，

搭建专家学者与业界同行专业交流的平台。欢迎

全国各级各类图书情报人员、相关技术人员、大

学师生参会。

一、会议主题与分主题

主题：数据管理与服务

分主题：

  数据管理与服务相关技术与应用

  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研究与实践进展

  数据管理与服务的最佳实践

  数据论文与数据出版

  数据分析、挖掘与知识发现

  数据馆员与能力建设

  其他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重庆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重庆大学图书馆

三、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8年11月1日（10月31日报到，

11 月 2 日疏散）

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10 月 15 日。

报到酒店：重庆富力假日酒店（单住 390
元 / 晚，合住床位 195 元 / 晚）

会议地点：重庆大学虎溪图书馆学术报告

厅。

四、费用和食宿

会议费：9 月 15 日前汇款缴费 800 元 / 人，

9 月 15 日后汇款及现场缴费 1000 元 / 人。（交通、

住宿费用自理。）

会议注册费交费方式：

1、提前通过单位公对公转账（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转账可在会议现场领取发票）

账户信息：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账号：11001007300059261059
收款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会议现场交现金（会后快递发票）

3、会议现场刷公务卡（会后快递发票）

五、会议报名

报名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13072355789
电子邮件：red@cqu.edu.cn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018 数据管理与服务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11 月 1 日上午 9:00-12:00：

主持：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1.   李广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题目：大数据环境下计算型情报分析

2.   崔海媛（北京大学图书馆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

       题目：数据驱动研究需求下，一流高校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研究与构建

3.   王伟军（华中师范大学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

       题目：科研数据资源及平台建设的思考——以心理学科为例

 

11 月 1 日下午 2:00-5:00：

主持：杨新涯（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4.   金然（京东图书资深数据分析师）

      题目：大数据在电商图书营销领域的应用

5.   Arend Küster / 柯安德（施普林格 • 自然开放科研集团大中华区总监）

      题目：出版社视角下当前数据管理最佳实践方式

6.   杨新涯（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题目：数据资产管理方法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