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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是区域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处在产业链的最前

端，具有原始创新基础和创新驱动引擎的重要

作用 [1]。当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下，对三地科技资源信息进行整合、共

享，为创新主体和大众创业提供创新服务，是

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和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的重要内容。京津冀是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人

才集聚的中心，区域科技创新的潜力巨大，但

存在科技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科技资源共享

程度低、跨区域科技创新服务能力较薄弱等诸

【学术探索】

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台建设中 GIS
应用研究
◎李梅  苗润莲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不断完善，其应用已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而

GIS 在科技资源领域的应用较少，仍处于探索阶段。[ 方法 / 过程 ] 从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服务平台建设现

状与问题出发，基于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台建设实践，探讨平台建设过程中GIS的应用。[结果 /结论]

实践结果表明，GIS 在科技资源数据管理、分析与可视化，科技资源评价，科技资源动态监测与模拟预测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京津冀协同创新提供可靠的情报信息研判与决策支撑。

关键词：京津冀  科技资源  数字地图平台  GIS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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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

随着科技创新战略的深入实施，基于大数

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科技资源服

务平台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在推动创新要素

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

关研究与实践成果丰硕，包括理论探讨、平台

服务模式、平台效果评价、平台框架设计与体

系、平台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及实践经验等 [2-6]，但

基 于 地 理 信 息 系 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应用的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相关

研究与实践成果极少。在研究方面，耿晓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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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实现了科技资源数据可视化平台的整体架

构，结合科技资源数据的特点，设计空间数据

模型，空间数据与资源数据的关联方法 [7]；胡

海英通过对成都科技资源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与功能描述，探析了信息资源共享条件下的科

技应用创新服务的新模式，为科技资源信息共

享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8]。在实践方面，浙江

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宁波市创新云服务平

台、东莞创新地图、甘肃省科技创新能力数字

地图等通过地图的方式展示创新主体和载体空

间分布以及服务资源，但仅限于查询与可视化

层面，基于空间分析功能的科技决策方面的应

用十分欠缺，使得 GIS 在科技决策支撑方面未

能真正发挥作用。探讨 GIS 在京津冀科技资源

数字地图平台中的应用，能够为区域科技资源

信息整合共享、科技资源空间布局优化与空间

战略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1 科技资源服务平台建设现状

由于京津冀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差距较

大，为跨区域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壁垒、资源共享观

念淡薄等原因，存在科技资源基础信息分散而

数据不清、科技资源供需渠道不明、科技资源

共享程度较低等问题，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创新

的效率。科技资源及其信息共享的深度与广度

不仅影响着京津冀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也

将影响着该地区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9]。

构建科技资源服务平台是区域科技资源有

效利用的新方式，也是信息化时代进行科技创

新和提升科技软实力的重要推动力。科技资源

服务平台以推动资源共享、助力科技创新为目

的，本着共建、共享、协作、服务为宗旨，解

决了科技资源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现状，盘

活了丰富的科技资源 [10]，是提高区域科技资源

使用效率与效益的重要手段。

随着科技信息共享需求日益增多，各式

各样的科技信息共享及服务平台大量涌现，在

促进区域科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调

查发现，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服务平台内容多

样、形式多样。由于科技资源涉及范围广泛，因

此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类型也多样，除了常见的

图书情报、科技文献之外，还有科技人才、科

技项目、科学仪器设备、成果转移、科技统计

与监测等共享服务平台。根据服务对象分为科

技企业服务平台、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科研服

务平台等；根据构建主体分为科技相关政府部

门主导或引导构建的公共服务平台，如产权交

易平台、生产力促进中心、知识产权服务等，大

多平台属于这类，有高校或科研院所主导构建

的服务于科学研究的专业性信息共享平台以及

企业主导构建的创新服务平台，如科技园区信

息共享服务平台；从性质上可分为研发平台、产

业化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从功能上分为政

务型、管理型、交流型、交易型、知识服务型等。

但是，这些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在信息内容、服

务功能、可视化表达等比较单一，大多属于数

据型服务平台，深层次的数据关联挖掘、情报

预判、决策支持平台较少，且地域性明显，迫

切需要跨区域的科技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和决策

支撑平台。

2  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台建设
实践与特色

随着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的不断加快，京

津重大科技成果向河北转化落地、产业转移升

级等过程中必将产生各种各样的对技术、人

才、成果等科技资源信息的需求，如何高效整

合三地的科技资源信息，快捷地查询信息、直

观展示并挖掘对决策具有价值的情报，对京津

冀协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台（以下称“平

台”）是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牵头搭建

的跨区域科技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平台以京津

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通

过整合科技机构、科技人才、科技成果、科技

项目、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政策、统计数据、产

业数据等科技资源信息，以“科技资源 +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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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 情报研判 + 平台服务”为特色模式，面

向政府、企业以及科研人员提供信息服务和咨

询服务。平台是基于 Web GIS 框架搭建的创新

服务平台，可进行科技资源信息查询与统计、空

间分析与可视化、综合评价与预测、供需对接

与共享服务等，是 GIS 在科技资源领域应用的

服务创新和模式创新。平台建设有助于摸清科

技资源家底，有利于京津冀创新要素的流动、重

组和优化配置，将在促进京津冀三地科技信息

互通、推动三地科技资源和成果的开放共享、服

务三地科技协同创新以及提升情报服务机构的

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方面发挥良好的支撑作用。

2.1  科技资源信息的特征

科技资源是创造科技成果，推动整个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要素的集合。广义的科技资源包

括科技财力资源、科技人力资源、科技物力资

源、科技信息资源 4 个方面，狭义的科技资源

则限定在科技人力资源和科技财力资源上 [11]。

它为科技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科技管

理、决策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性条件保障，是

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 [12]。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

地图平台根据科技资源的整合共享、高效利用

的需求，从科学管理各类数据的存储与管理要

求出发，综合考虑空间可视化表达、数据可获

取性、可分析性，将京津冀科技资源信息分为：科

技机构、科技人才、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

学仪器设备、科技统计数据及其他信息。

科技资源信息除了一般信息拥有的载体依

附性、价值性、时效性、共享性、可处理性等

特性之外，还拥有空间特性，即通过对机构的

地理编码和属性关联，实现人才、项目、成果

等科技资源信息的空间化和可视化，为分析科

技资源的空间分布现状与规律、优化空间布局

和资源配置等提供科学依据。

2.2  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台特色

与一般的信息服务平台相比，京津冀科技

资源数字地图平台具有如下特色：①平台将空

间因素纳入到总体框架中，帮助决策者以时空

视角审视京津冀科技资源统筹发展；以新经济

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关注区域科

技资源的历史积累和禀赋，为京津冀科技资源

空间集聚、资源高效配置、科技资源布局优化

等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②平台采用总体设

计、分步实施、边研究边建设示范的方式，以

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为技

术手段，以“科技资源 + 数字地图 + 情报研判

+ 平台服务”为特色模式，打造集信息查询、可

视化与分析、综合评价、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

体的跨区域科技资源综合服务平台。③平台是

科技领域与 GIS 相融合的应用平台。平台构

建底层统一的科技资源数据库和地理空间数据

库，通过对科技机构地址的地理编码，得到机

构资源的空间分布。以机构地理位置为纽带，以

区域为载体，将人、财、物、信息等科技资源

呈现在地图上，实现科技资源数据的价值挖掘

和“增值”（见图 1）。平台以先进的建模和

GIS 强大的数据处理、空间分析、可视化等方法

技术为应用提供支撑，将查询及运算结果在前

端进行可视化展示；通过科技资源数字地图系

统、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三大核心系统建设，为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科

技咨询、战略决策等提供情报服务。

图 1  科技资源信息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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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台建设
中的 GIS 应用

科技资源的空间聚集影响区域科技创新能

力，创新主体、载体的空间聚集又影响科技创

新网络的格局形成和区域产业发展。这其中，GIS
技术可以在科技资源信息查询、管理、服务及

决策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GIS 具有的强大的空

间数据处理、地图可视化、空间分析、模拟预

测等功能不仅能够实现科技资源数据的统一管

理、整合共享，还能够实现空间可视化表达以

及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帮助用户快速查找所需

的科技资源信息和挖掘用于科学决策的价值信

息，有利于构建高效、智慧、快速响应的情报

服务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专业化的情报支撑

服务。

3.1  在科技资源数据管理、分析与可视化中的应

用

地理信息系统同其他一些事务信息处理系

统（如银行管理系统、图书检索系统）的主要

区别在于地理信息系统中具有大量几何目标信

息。这些几何目标信息包含两类信息：一类是

目标本身的位置信息；另一类是地物间的空间

关系信息。科技机构是关联科技人才、科技项

目、科技成果、科学仪器设备等信息的纽带，而

科技机构通过地理位置匹配能够在地图上准确

定位，即科技资源数据具备空间属性，相关属

性数据也可以在电子地图中直观呈现。基于

此，可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应用：

（1）科技资源精确查询及分布展示。利用

GIS 属性查询功能，实现快速、便捷的科技资源

查询统计、空间分布展示及详情展示。例如京

津冀地区的科研院所查询及分布、海淀区能源

领域高新技术企业查询及分布等。这有助于用

户了解科技资源的空间分布现状、科技资源禀

赋情况，便于发现问题和规律。

（2）科技资源的空间查询及统计。空间查

询是 GIS 所独有的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可根

据空间关系进行查询。平台的查询方式包括空

间定位查询、空间关系查询。一方面平台提供

图形查询方式，可以按圆型、长方形、任意多

边形等查询科技资源信息；另一方面平台提供

缓冲区查询、拓扑关系查询等空间关系查询，例

如查找主要交通干线或重点区域周边的科技企

业和园区分布，帮助决策者了解产业的发展现

状和空间分布规律。

（3）科技资源数据关联分析与地图可视

化。利用 GIS 制图功能，对科技资源数据进

行符号化表达，制作各种静态或动态的专题地

图。例如，基于历史或现状的科技创新资源数

据，通过地图可视化方式对创新要素的空间特

征、创新属性与物质环境的空间关系、创新空

间结构等进行表达，制作出科技创新资源地图。

通过这种地图可视化方式发现并解析京津冀创

新资源布局及协同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关

键因素，动态展示新发展态势等，从空间视角

重新理解区域科技发展规律和协同创新现象。

目前，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台能够实现

以下专题图制作功能：①基于科技机构（点）数

据的关联分析及分布图制作，如利用模型构建

对京津冀氮化镓专利申请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和

展示，发现北京在氮化镓研究上与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合作多，而与津冀两地的合作较少；又

如，通过京津冀节能环保机构以及产业园区分

布现状可以得出，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综

合作用下，节能环保相关机构资源呈现“大集

聚小分散”特征，即在北京形成了一个大集聚，在

天津和石家庄形成了小集聚，其他地级市分散

分布，并沿着重要的交通干线形成了线状分布。

②区域统计（面）数据分析及专题图制作，包

括科技、产业、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

区域统计数据是直接反映区域总体情况的重要

依据，也是科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分析手段。

利用 GIS 的制图功能，可制作出各种时空维度

的统计专题图，包括动态和静态，如新中国成

立以来京津冀各省市经济总量的变化、科技人

员变化、人口分布变化、生态环境质量现状等，为

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提供基础依据。③科技机

构数据与区域统计数据分析的相结合，即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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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面数据的叠加与综合表达，有利于揭示科

技资源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3.2  在科技资源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空间分析是 GIS 的核心，是对地理空间现

象的定量研究，可从空间数据中获取有关地理

对象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形成和演变等

信息并进行分析。GIS 的空间分析包括缓冲区分

析、叠加分析、网络分析、空间统计分析等，广

泛应用于城市规划与管理、污染监测、灾害分

析、资源评价、地形地貌分析、医疗卫生、军

事等领域，但在科技资源领域的应用不是很多。

一方面运用空间热点分析、空间自相关分

析、空间聚类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网络

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进行科技资源潜力评价、科

技资源协同布局评价，得出科技资源热点与潜

力评价结果以及产业配置和科技资源之间的协

同布局时空特征和发展规律评价结果。

另一方面基于科技机构地址的地理编码，获

取各类科技机构资源的空间分布，综合采用区

位熵指数、SP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等测算方法，构

建科技机构资源空间聚集效应评价模型，对高

校、科研院所、技术创新机构和企业以及园

区和联盟等其他创新机构进行空间聚集效应评

价；构建高新技术企业与科技资源的时空耦合

模型，运用关联度、耦合度等评价方法，从时

间、空间两个层面分析高新技术企业与科技资

源的耦合发展情势。这些基于 GIS 空间分析方

法构建的模型有助于揭示科技资源空间规律、趋

势过程和关系机理等，为科技资源管理和科学

决策提供信息情报支撑。

3.3  在科技资源动态监测与模拟预测中的应用

GIS 技术在动态监测与模拟预测方面有不

可比拟的优势，它与遥感技术等结合广泛应用

于城市规划、环境动态监测与模拟预测、灾害

模拟预测等方面。这一优势在科技资源领域的

应用体现在如下方面：①在构建京津冀科技资

源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如区域科技创

新能力评价、集聚效应评价等），进行指标的

动态监测，借助相关模型系统快速获得评价结

果，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②依据历史资料和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对科技发展或技术

发展或集聚区进行动态模拟，进而预测其发展

趋势。③环境变化对创新要素流动和新格局形

成的影响，例如创新人才、企业、消费者等微

观要素集聚在某一区域，当交通、政策等环境

发生变化时，这些要素发生什么变化，形成什

么样的新格局，这些可以通过 GIS 实现模拟预

测。还可以模拟不同时期政策对科技资源的影

响，尤其是空间格局的变化，这有利于决策者

了解并评价政策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为政策制

定和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GIS 在规划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比

较有影响力的应用案例包括美国的 MetroGIS 项

目、捷克布尔诺的总体和区域规划系统、黎巴

嫩贝鲁特的战后重建建设的发展战略规划、美

国华盛顿州塔科马穹顶区更新规划、希腊雅典

德尔斐地区古建筑保护规划等。同样，GIS 也可

以在美国硅谷等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与规划

等科技资源领域应用，即综合运用选址分析、网

络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现状分析、空间可

行性分析、空间布局分析、基础设施规划、规

划成果集成与实施管理等方面进行应用研究，提

高规划编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为后续规划管

理与研究提供支持平台。

4  结论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科技资源的集中分

布会影响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主体、载体

的空间聚集又影响科技创新网络的格局形成和

区域产业发展。由于科技资源数据具有时空特

性，因此能够与 GIS 结合应用。GIS 在科技资

源信息查询、服务及决策方面的作用巨大，它

具有的强大的数据管理、可视化、空间分析等

功能不仅能够实现科技资源数据的查询、可视

化、空间分析等，还可以应用在科技资源评价、科

技资源动态监测与模拟预测、科技资源集聚区

规划选址等多个方面，将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

新提供信息与情报支撑。目前，GIS 与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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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应用研究及实践处于探索阶段，随着 GIS
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图平

台的不断完善，GIS 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与应用

服务方面将发挥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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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在中国还是一项崭新的

业务，但近年来的发展十分迅猛，中央省市县

各级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纷纷建设网络舆情监

控系统，开展网络舆情导控工作。2013年 9月，我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网络舆情分析师正

式纳入 CETTIC 职业培训序列，参加培训并考

核通过将可以取得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合

格证 [1]。但如今在这个新兴的职业群体里，真

正符合职业要求的网络舆情分析人才并不多，现

有的在职员工素质参差补齐，缺少必要的规范

和管理，职业培养模式不健全。在此环境下，构

【学术探索】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的构建研究
◎邓润锋  邬锦雯  王乐乐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探索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网络舆情分析人员在应具备的胜任特征。[ 方法 /

过程 ] 运用数据挖掘、行为事件访谈、问卷测评等方法，对我国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胜任特征及影响因

素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可从人格个性特质、高层次职业技能、信息分析能力、职业品德修养和

行业知识技能 5 个方面来考察，这一研究结果将为我国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人才选拔、评价和培养提供

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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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十分必要，它

能够更好地为政府和企业选拔人才、帮助学校

培养出优秀网络舆情分析人员，并能够更专业

地判断舆情的起因、发展和走势，并切实有效

地起到舆情引导和社会公众沟通的作用。

舆情分析工作畅通社情民意是提高执政水

平的有效途径，是掌握社会动态促进社会和谐

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三贴近”改进创新宣

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前提，提出对网络舆情分析

人员胜任特征方面的研究以适应我国目前的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本研究在移动互联网的

背景下探索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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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胜任特征的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提出了网

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框架的理论体系。另

外，还首次将胜任特征模型应用到了舆情分析

行业，积极探索了不同公司性质和行业等影响

变量与胜任特征模型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完善

了舆情行业理论的基础内容。

在应用意义方面，本研究通过对我国网

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的探索，总结出的应

用意义主要有以下 3 点：①有利于我国网络舆

情分析人员选拔的规范化和科学化；②通过参

照胜任特征素质，能够有目的性地对员工进行

培训与开发，为相关政企业网络舆情分析在职

人员的培训与开发提供理论指导；③针对我国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在应用的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措

施，为企业更好地利用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

特征模型提供参考性意见，进而提高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研究

胜任特征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

的过程，并取得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人们用智商、工作经历、学术测

验、人格特质测验等方法来预测从业人员的工

作绩效，但后来有报告指出，传统的智力测验

和人格测验在测量工作绩效等方面有很大的局

限性。D. C. McCelland 在他的论文 Testing com-
petence rather than intelligence 中，首次正式提

出了胜任特征的具体定义：胜任特征是与工作

或工作表现或生活中其他重要结果直接相似或

相关的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 [2]。本

研究采用的是 L. M. Spencer 给出的定义：“能

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的成就者与

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的、深层

次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

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

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且能显著区分

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的特征 [3]。”而胜任特

征模型是指承担某一特定的职位角色所应具备

的胜任特征要素的总和，构建模型的方法主要

有 4 种：单一工作胜任力模型法、工作胜任力

评估经典方法、核心胜任力模型法、简易胜任

力模型法。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监测

互联网信息、分析舆情态势、研究舆论环境、处

置网络危机等，为各级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

以及个人提供互联网信息监测、分析和咨询服

务。其胜任特征指个体所具备的能够胜任网络

舆情分析这一岗位要求的知识、技能、能力等

特质，是判断能否胜任网络舆情分析工作的起

点，是决定并区别未来绩效优劣差异的个人特

征 [4]。

2.2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述评

2.2.1  国内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研究进展

在理论研究方面，马振强认为网络舆情分

析师应掌握大基本技能，分别是：互联网信息

挖掘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舆情走势预测

能力、概括剖析能力、舆情对策研究能力和抽

样统计能力 [5]；周丽则认为网络舆情分析师必

须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

和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还要有从事相关信

息监测与分析工作的经验，以及熟悉掌握网络

舆情抽样、统计、分析工具和模型的应用 [6]；公

安机关是政府进行网络舆情监控的重要部门，北

京警察学院李敏蓉针对微博、微信等微媒体，对

公安民警“微能力”素质内涵进行解读，总结

出三大素质 11 个维度，提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公

安民警“微能力”素质培训体系，起到直接指

导作用 [7]；谌艳青对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

素养进行了探究，认为网络舆情分析师应具备 4
点：具有浓厚兴趣和高度责任心的职业态度，掌

握网络舆情分析的基础知识具备网络舆情分析

的基本能力，拥有独立第三方思维和价值观 [8]，这

些归纳总结给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力模型建

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谌艳青还对公

安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素养培养给出了对策，包

括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开设有关信息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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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理论等培训课程、注重实际操作和团

队配合等 [9]；赖胜强等从理论的角度上构建了

政府有效回应网络舆情胜任能力框架，认为舆

情信息收集及预判、调查评估、舆情判断及沟

通、统筹组织协调、事件处置、修复能力十分

重要 [10]。

国内关于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虽然起步较

晚，但也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应用研究成

果。时勘等运用行为事件访谈（BEI）技术建

立了通信行业胜任特征模型 [11]；姚翔等对 322
名某 IT 企业开发部门的项目经历和项目小组

成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建立了 IT 企业项目管

理者的胜任特征模型，还探讨了该模型对 IT 
企业项目经理的选拔和培训的参考价值 [12]；唐

春勇等采用物元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管理技

能、个人特质和人际关系 3 个维度的企业高层

管理者胜任特征物元模型，初步形成了研究胜

任特征的数学模型和评价方法 [13]；程文等通过

文献分析以及专家访谈，经过二阶因子分析和

结构方程验证提出大学高级科研人员胜任力的

构成要素，构建了大学高级研究人员的胜任力

模型 [14]；王洁采用实证分析对注册会计师岗位

建立了胜任力模型 [15]。

通过以上对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分析，可

以看出有关网络舆情分析相关岗位胜任特征模

型的研究尚未涉及和开展，大多从高校、银行

等传统行业角度，研究其管理人员胜任特征模

型。

有关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的

研究处在萌芽期，李宁等在现有岗位胜任力结

构要素研究成果基础上，借助于解释结构模型

ISM 构建 5 层阶梯的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力

模型，结果表明这个岗位胜任力是多个要素之

间相互作用，并呈现层级关系，并给出了 3 个

核心影响作用要素：舆情信息监测、分析、管

理能力与舆情管理任务执行能力 [16]，该研究不

足之处在于未对胜任力的构成要素和模型的效

度做进一步开展研究；徐娜等在上述研究的基

础上采用 ISM 方法进一步对舆情监管者的胜任

力模式进行解析，并给出网络舆情事件监督胜

任力因子的搭建方案，探讨了 4 类胜任力作用

因子之间关联并提出了相关政策上的建议，对

网络舆情监管者的胜任力提升有重要意义 [17]。

综上所述，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只是在理论

上构想我国网络舆情分析人员所应具备的胜任

特征，大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虽然已有少

数学者开始运用实证研究来构建相关管理人员

胜任力模型，但缺乏有效实证研究和面向更广

从业人员的胜任特征模型构建的研究。

2.2.2  国外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胜任特征的研究比较成熟，D. C. 
McClelland 提出了胜任特征的概念，并将其成

功应用于实践后，掀起了胜任特征模型应用研

究的高潮 [2]；R. E. Boyatzis 对 2 000 多名管理

人员进行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建立了 6 个特征

群、21 项胜任特征的“管理人员胜任特征通用

模型”[18]；M. Spencer 等建立了 5 大类通用胜

任特征模型，并通过 1993 年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发现了能够区分优秀企业家与一般企业家的胜

任特征 [3]；B. G. Chung-Herrera 等则运用问卷

调查法，构建了酒店行业高层管理者胜任特征

模型 [19]。

本研究有效地区分了网络舆情管理人员与

分析人员不同的胜任特征要求，率先采用数据

挖掘结合行为事件访谈等方法，编制出网络舆

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词典，探讨了模型与相关

影响因素的联系，构建出一套合理的网络舆情

分析人员胜任特征素质测评工具。

3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测评问
卷的编制

3.1  数据获取

3.1.1  获取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和预处理

在编制问卷之前，使用数据挖掘法提取网

络招聘信息有关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的

资料。首先，通过从“前程无忧”“智联招聘”“应

届生网”“拉勾网”“猎聘网”等互联网招聘

专业网站，使用检索词“舆情分析”检索相关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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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信息，共收录 187 条职位招聘信息，摘录

关键字信息包括职位名、公司名、公司性质、公

司行业、工作地点、薪资、岗位职责、岗位要

求。然后，使用 Python 第三方结巴分词库对“岗

位要求”胜任特征文本数据进行分词处理。结

巴分词是当前应用较为成熟的开源中文分词工

具，具有精确度高的优点。接着，对分词后的

词语进行词频统计并排序。最后，筛选剔除无

用词语后，选取了前 70 个高频特征词语。数据

挖掘得到的初步胜任特征词典项目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据挖掘得到的初步胜任特征词典项目

分析维度 具体项目

后天专业素质

信息能力（信息、收集、搜索、捕捉）、分析能力（分析）、数据处理（数据、统计、
数据分析）、公关能力（公关、公共）、归纳能力（分类、归纳）、总结能力（整合、
总结）、统筹组织能力（组织）、洞察力（洞察力）、运营能力（运营）、研判能力（研
究、研判、判断）、监管能力（管理、监测）、对策建议能力（见解、评论、咨询）、
文字能力（文字）、言语理解能力（理解）、学习能力（学习）、应变能力（快速反应）、
职业道德（敬业）、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思维）、客观思维（客观）、策划能力（策
划）、软件使用能力（软件、操作）、敏锐性（敏锐、敏感性）、杂家（知识面）、执
行能力（执行）、保密意识（保密、意识）、新闻学知识（新闻）、传播学知识（传播）、
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政策法规知识（政治、政策、法律）

与人交往有关的素质 沟通能力（沟通）、团队合作（团队、合作、协作）、服务意识（服务）

先天素质
责任心（责任心）、感兴趣（感兴趣）、细致（细致）、耐心（耐心、吃苦耐劳）、勤
奋（勤奋）、认真（认真）、专注（专注）、抗压性（抗压）、独立性（独立）、适应
性（适应）、沉稳（沉稳）、踏实（扎实、踏实）、活跃（活跃）

注：括号内词语为归类前特征

3.1.2  确立并成立专家小组

专家的经验和知识水平对应用专家小组讨

论法构建胜任特征模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保证专家小组成员的总体水平，尤其是专

家小组成员构成能够达到从宏观角度把握舆情

行业发展趋势，同时又具有对网络舆情分析人

员胜任特征等领域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修养，选

取了在舆情行业或相关领域有 5 年以上工作经

验的、对有舆情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舆

情行业的发展现状有深入了解的、有丰富的胜

任特征研究的 10 名专家代表组成专家小组。

3.1.3  专家小组评分修正数据挖掘获得的网络舆

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

在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素质的收

集过程中进行专家小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通

过他们的讨论，可以快速地了解网络舆情行业

的基本情况，从而构建一个详细全面的思维框

架，为后续模型构建工作积累效标分析资料。

通过国际通行的惯例，效标参照对胜任特征的

定义也是十分关键的，某潜在属性和行为特点

如果不能有效地预测现实情景中有意义的绩效

参照标准，就不能称之为胜任特征。在通过深

入学习了解网络舆情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网

络舆情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网络舆情分析人

员的实际工作情形的基础上，本研究使用针对

网络舆情行业专家讨论形式来收集有关网络舆

情分析人员的胜任素质资料

（1）模型的胜任特征名称及结构。胜任

特征名称、胜任特征的定义、行为指标等级

是胜任特征模型的三大要素。编制《网络舆情

分析人员胜任特征重要性评定表》，评价每一

胜任特征对网络舆情分析人员高绩效的重要程

度，为建立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建

立基础。

结合既往文献研究和战略高端访谈（网络

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访问提纲和高端访

谈资料详见附录 A、附录 B）对已形成的由 70
个高频关键词组成的胜任特征词典项目进行合

并归简化为 46 项后，再由专家小组对胜任特征

进行重要性评定，评定表详见附录 D。

专家小组对《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

词典》中的 46 项特征进行重要性评定，最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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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并统计专家小组填写的胜任特征重要性评定

表，确定了构建《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

模型》的 32 项特征名称及其重要性，统计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2 和表 3 中的统计结果表明，在所有题

目中上述特征的得分都处于 3.8-5.0 之间，各个

胜任能力得分的重要程度处在“重要”至“非

常重要”的范围，说明了编制的《网络舆情分

析人员胜任特征词典》收录到的胜任能力特征

较为准确，符合社会实际情况。

表 2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重要性专家评定统计结果

排序 特征名称 专家 A 专家 B 专家 C 专家 D 专家 E 专家 F 专家
G

专家
H 专家 I 专家 J 总分 重要性

1 信息能力 5 5 5 5 5 5 5 5 5 5 50 5.0
2 责任心 5 5 5 5 5 5 5 5 5 5 50 5.0
3 分析能力 5 5 5 5 5 5 5 5 5 5 50 5.0
4 敏锐性 5 5 5 4 5 5 4 5 5 5 48 4.8
5 研判能力 5 4 5 4 4 5 5 5 5 5 47 4.7
6 抗压性 5 5 4 5 4 5 5 4 5 4 46 4.6
7 文字能力 4 5 5 4 3 5 5 4 4 5 44 4.4
8 对策建议能力 5 4 5 4 4 3 4 5 5 5 44 4.4
9 传播学知识 3 4 5 5 4 5 5 4 4 5 44 4.4
10 政策法规知识 4 4 5 5 4 5 5 4 4 4 44 4.4
11 沟通能力 4 5 5 5 3 5 4 4 4 5 44 4.4
12 保密意识 4 5 5 4 3 4 5 4 4 5 43 4.3
13 新闻学知识 4 4 4 5 4 5 4 4 4 5 43 4.3
14 细致 4 4 5 4 5 4 4 4 4 5 43 4.3
15 洞察力 4 3 4 4 3 4 5 5 5 5 42 4.2
16 学习能力 4 4 5 4 3 5 5 5 3 4 42 4.2
17 客观思维 4 5 5 4 4 4 4 5 3 4 42 4.2
18 认真 4 3 5 4 4 5 4 4 4 5 42 4.2
19 执行能力 5 3 4 5 5 3 4 3 5 4 41 4.1
20 杂家 5 3 5 5 4 3 4 4 4 4 41 4.1
21 数据处理 5 4 4 3 5 5 4 3 4 3 40 4.0
22 应变能力 4 4 5 4 3 3 4 5 4 4 40 4.0
23 公关能力 4 4 4 5 4 5 4 3 4 3 40 4.0
24 职业道德 5 3 5 4 3 4 4 4 3 5 40 4.0
25 逻辑思维 3 4 4 3 3 4 5 5 5 4 40 4.0
26 专注 4 3 4 4 5 4 4 4 4 4 40 4.0
27 总结能力 4 4 4 4 3 4 3 4 4 5 39 3.9
28 监管能力 3 4 4 5 5 3 3 3 5 4 39 3.9
29 团队合作 3 4 4 4 3 3 5 4 5 4 39 3.9
30 耐心 3 3 4 4 5 4 4 4 4 4 39 3.9
31 独立性 4 3 3 4 3 5 5 4 4 4 39 3.9
32 归纳能力 4 4 4 3 3 4 4 4 4 4 38 3.8

注：重要性的最高等级为 5，最低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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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重要性被试得分情况

类别 样本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总分 32 38 50 42.59 3.444

每题平
均得分

32 3.8 5.0 4.259 0.3444

研究中，专家小组经讨论将《网络舆情分

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划分为 5 个维度，即自

我思维能力、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基本素质、网

络舆情分析人员的行业素质、性格意愿和知

识，表 4 为模型的基本结构及胜任特征内容：

表 4  初步胜任特征模型结构及胜任特征内容

序号 维度 胜任特征

1 自我思维能力 洞察力、学习能力、归纳能力、总结能力、对策建议能力、客观思维、
逻辑思维、敏锐性

2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基本素质 信息能力、分析能力、文字能力、研判能力、数据处理、监管能力、
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公关能力、沟通能力、杂家

3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从业素质 保密意识、职业道德、团队合作

4 性格意愿 责任心、抗压性、独立性、细致、认真、专注、耐心

5 知识 传播学知识、政策法规知识、新闻学知识

由模型中胜任特征的重要性评分可见，专

家小组对性格意愿内驱力、网络舆情分析人员

的基本素质、知识这三方面的重要性评分普遍

较高，其中“信息能力、分析能力、责任心、敏

锐性、研判能力、抗压性、文字能力、对策建

议能力、传播学知识、沟通能力”等 10 项胜任

特征的评分都较高，重要性等级最为突出，这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专家小组对网络舆情分析

人员胜任特征认识的多样性。

（2）胜任特征定义和行为指标等级。胜

任特征定义和行为指标等级能够深入揭示表

现平平的网络舆情分析人员与优秀人员在行

为水平上的差异，是后续用于编制检验模型

的测评问卷的基础。为了使模型更为完整，对

构成胜任特征模型的 32 个胜任特征进行了

定义和行为指标等级的划分和描述，32 个

详细胜任特征描述见附录 E，示例如表 5 所

示：

表 5  胜任特征名称、定义、行为指标等级

1
信息

能力

定义 对信息收集、处理加工并使其形成有用的实效的信息能力。

行为指标
等级

等级 1：随时随地主动积极地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并快速有效地处理加工使其形成有用的实
效的信息能力非常优秀。

等级 2：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并有效地处理加工使其形成有用的实效的信息能力比较好。

等级 3：可以完成收集信息，并处理加工使其形成有用的实效的信息能力一般。

等级 4：可以部分完成收集信息，并处理加工部分信息的能力。但是信息是否有效不一定。

等级 5：完成收集部分信息较困难，缺乏处理加工信息的能力。

3.2  问卷编制

问卷项目的编制主要依据专家小组评定重

要性得分较高的 32 项，最终形成一份包含 32
个题目的调查问卷。此外，还包括有关被试者

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教育程度、公司性

质、公司行业、月平均收入及绩效考核等一些

背景变量。问卷以自评的方式呈现，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1 表示该项目中的表述非常符合自身

情况，5 表示该项目中的表述完全不符合自身情

况。问卷详情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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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问卷测评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取样时间范

围为 2017 年 9 月 -2018 年 1 月，研究进一步考

虑到了样本选择的范围、地域和年龄性别等因

素后，针对不同性质的公司以及不同行业，通

过网络途径向设有舆情分析岗的政企机构单位

发放测评问卷，共回收问卷 253 份，剔除无效

问卷，有效问卷 190 份，问卷有效率为 75%。

对有效的 190 份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男女比

例为 1.57：1，年龄范围为 21-45 岁，平均年龄

27 岁，其中 26-30 岁的人数为 102，占总人数

的 53.7%；专科人数 27 人，本科为 149 人，硕

士为 14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总被试比例高

达 78.4%；无职称人数为 101 人，初级职称人数

为 47 人，中级人数为 28 人，高级有 14 人，其

中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数占总被试比例的

22.2%；其他公司性质、公司行业、月平均收入

等具体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描述统计量

类别
N 范围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统计量

性别 190 1 0 1 0.61 0.035 0.489 0.239

年龄 190 19 21 40 27.03 0.242 3.332 11.100

教育程度 190 2 1 3 1.93 0.033 0.461 0.212

工作经验 190 14 0 14 2.79 0.138 1.895 3.593

职称 190 3 0 3 0.76 0.070 0.960 0.922

公司性质 190 5 1 6 4.50 0.141 1.938 3.754

公司行业 190 5 1 6 2.00 0.117 1.617 2.614

月薪 190 4 1 5 2.50 0.072 0.991 0.981

奖励表彰 190 1 0 1 0.43 0.036 0.496 0.246

有效的 N 190

4  结果与分析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9 对收集到的 190
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主要用到研究方法

有：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差

异分析、项目区分度检验。

4.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 先 对 32 个 问 卷 项 目 进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其 Baterllet 球 形 检 验 结 果 显 著

（p<0.01），KMO 值为 0.797，表明比较适合

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先选

取 34 个项目数据进入变量，方法选择主成分分

析，抽取选择基于特征值大于 1，旋转方法选择

最大方差法，探索的过程中根据以下 3 点标准

对题项进行筛选：删除共同度小于 0.3的题项、删

除最大载荷值小于 0.4 的题项、删除只有 1-2 个

项目组成的因子。最后结合碎石图和方差累计

贡献率，最终确定5个公因子，保留20个题项，总

体解释率为 59.665%，具体因子负荷矩阵见表 7。
根据上述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在第一主

成分中，责任心、细致、认真、专注和耐心这 5
个变量的系数较大，在 0.625-0.821 的范围内，因

此可以看成是反映这些变量方面的综合指标；另

外，在第二主成分中，研判能力、监管能力、执

行能力、公关能力和学习能力这 5 个变量的系

数较大，在 0.563-0.723 的范围内，可以看成是

反映这些变量方面的综合指标；而在第三主成

分中，信息能力、分析能力、文字能力和应变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19

知识管理论坛，2018（4）:187-197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4 期（总第 16 期）

194

能力这 4 个变量的系数较大，在 0.604-0.736 的

范围内，可以看成是反映这些变量方面的综合

指标；还有，在第四主成分中，保密意识、职

业道德和抗压性这 3 个变量的系数较大，在

0.607-0.879 的范围内，可以看成是反映这些变

量方面的综合指标；最后，在第五主成分中，传

播学知识、新闻学知识和政策法规知识这 3 个

变量的系数较大，在 0.596-0.819 的范围内，可

以看成是反映这些变量方面的综合指标。

表 7  因子负荷与公因子方差

题项
成份

共同度
F1 F2 F3 F4 F5

T25 0.625 0.531

T28 0.821 0.697

T29 0.790 0.671

T30 0.753 0.633

T31 0.718 0.535

T04 0.732 0.606

T06 0.543 0.533

T07 0.693 0.507

T16 0.563 0.599

T01 0.610 0.456

T02 0.736 0.585

T03 0.604 0.424

T08 0.661 0.596

T12 0.785 0.770

T13 0.879 0.831

T26 0.607 0.547

T22 0.751 0.658

T23 0.819 0.729

T24 0.596 0.480

4.2  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对上述保留的 20 个项目进行信度分析，量

表 总 的 Cronbach’s Alpha 系 数 为 0.884， 各

分 维 度 的 Cronbach’s Alpha 系 数 分 别 为

0.824、0.717、0.666、0.759、0.716，表明该量表

的信度较好。由上述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

示，5 个因子可解释总方差比例为 59.665%，测

评问卷的题项均来源于编制完成的网络舆情分

析人员胜任特征词典，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另外，各个项目与其所

属的分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高，在

0.615-0.862 的范围内，而各个项目与其他分量

表得分的相关系数均较小，在 0.179-0.424 的范

围内，说明项目具有较高的区分度。

4.3  优秀与一般绩效的网络舆情分析人员在各个

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根据是否因工作表现突出而曾获得过奖

金、表彰、升职机会、培训机会将被试者分成

优秀绩效组（n=81）和一般绩效组 (n=109)，对

两者被试者在 5 个维度上的均值进行比较，结

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优秀绩效组和一般绩效组的胜任特征比较表

胜任素质
优秀组 一般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人格个性特质 8.07 2.479 9.08 2.966

高层次职业技能 9.21 2.407 11.08 2.224

信息分析能力 5.19 1.333 6.11 1.817

职业品德修养 4.69 1.663 5.88 1.720

行业知识技能 5.14 1.842 6.23 1.923

由表 8 可知优秀组与一般组的均值存在一

定的差异，说明这些胜任特征具有一定的区分

性。

5  胜任特征模型

通过问卷测评数据，对探索性因素分析所

得的因素负荷矩阵进行分析，发现各因素所含

项目的意义比较接近，可以发现该模型在信度

方面的水平比较高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最终

确定网络舆情人员胜任特征由 5 个因子、20 个

要素构成，并总结得出“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

任特征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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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由图 1 的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可知，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力模型共有 5 个

维度，涉及胜任特征要素 20 个。

人格个性特质维度的胜任特征包含责任

心、细致、认真、专注和耐心，反映出与个人

相关的个性特质。

高层次职业技能维度的胜任特征包含研判

能力、监管能力、执行能力、公关能力、学习

能力，该维度下的研判能力、监管能力和执行

能力决定了一个组织机构总体的舆情管理分析

水平，公关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疏导和管控

网络舆情，预防舆情升级和暴力化演化，分析

人员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则能够不断更新其专

业知识，使其可以把握最新专业技术。

信息分析能力维度的胜任特征包含信息能

力、分析能力、文字能力、应变能力，这些特

征反映出舆情分析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是舆

情分析人员胜任力的核心部分。

职业品德修养维度的胜任特征包含保密意

识、职业道德、抗压性，这 3 项胜任特征反映

了政治品质与思想道德层面，舆情分析人员需

要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独立的第三方思维。

行业知识技能维度的胜任特征包含传播学

知识、新闻学知识、政策法规知识，反映出要

从事网络舆情分析工作所需掌握的知识内容，多

学科融合的专业背景有助于其岗位职责的履行。

该模型的建立能帮助当今社会对网络舆情分析

人员胜任特征进行深入解析，为进一步研究网

络舆情分析人员人才测评体系制度提供重要工

具。

6  结论

网络舆情分析师已经成为一种新兴职业，较

多网络舆情公司也步入正规，进而影响网民的

生活。本研究以舆情公司招聘人才的实际需求

特征为切入点，研究分析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

胜任特征。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胜任特征可归

为 5 大因子，即人格个性特质、高层次职业技

能、信息分析能力、职业品德修养和行业知识

技能。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模型体现了网络舆情

分析人员高效完成工作所应具备的胜任特征，具

有参考借鉴意义。

（1）对于网络舆情分析人员选拔，本胜任

特征模型具有健全完善的意义。网络舆情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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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行业、公司，相应的人才需求也随之诞生。

各种不规范的网络舆情分析人员需求表述对求

职人员造成一定困扰、对选拔企业造成部分负

担。本模型的构建为求职人员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标准，为相关政企网络舆情分析在职人员的

培训与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国企、事业单位、上市公司、民营企业等

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在工作中应结合胜

任特征对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提

高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工作水平。在选拔与用

人方面，重点加强绩效预测，选拔能达到较高

绩效水平的网络舆情分析人员。在日常的网络

舆情分析人员管理工作中，机构管理者要结合

被考核者的年龄、工作经验、教育程度、职称

和实际工作情况等因素，科学评价网络舆情分

析人员的胜任能力。

（2）对于网络舆情行业正规发展，本胜任

模型提供了人员选拔方面的理论指导，为规范

化的行业发展奠定基础。较好的信度和较高的

区分度也决定了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模型的

科学性与严谨性。

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主要来自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是网络舆情发生的主

要源头。在这个背景下，网络舆情分析师的主

要工作就是从大量的互联网信息中帮助政府机

关和企业单位收集有意义有价值的相关信息，编

辑整理成报告的形式，供领导客户参考决策。

工作中要求的能力与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

征中 5 个因子特征（人格个性特质、高层次职

业技能、信息分析能力、职业品德修养和行业

知识技能）相符合。

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仅依据部分在职

人员、部分相关企业需求描述，会存在不可避

免的误差，还需在实际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评测

中进行实践，并根据实际结果随时调整。本研

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国

内外关于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胜任特征模型的相

关文献资料较少，可借鉴的材料有限；②样本

收集数量可能偏小，被试对象地区范围未能全

面覆盖各个省市地区；③收集到的调查问卷中

未有博士学历人员相关答卷，不同教育程度与

模型的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可进一步研究，为

今后的扩展研究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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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制

造业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制造

业逐渐进入疲软状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产业服务化”的理论，即

服务业将慢慢融入制造业中，产业结构慢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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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在现

代服务业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
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dustry，简称 KIBS）是

以知识为输入和输出的服务产业，它通过知识

的创造与转移来促进创新 [1]。作为新兴产业，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能

够契合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对高新技术、专业

知识和高标准管理能力的要求 [2-3]。目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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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和分类方法繁多，根据

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认为：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是知识经济时代下所衍生出的具有高知识

性、高技术性、高专业化和高互动性的高端服

务业，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研发更高水准的专

利、技术和成果 [4]。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

业的有效协同和良性互动最终将会促进知识的

创造与流动，形成“双轮驱动”的创新效应。

随着“双轮驱动”战略的纵深推进，产业协同

集聚已成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转型的重

要手段 [5]。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双轮驱动”战

略下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成为摆在业界

与学界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在很多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被充

分重视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如

在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已被整合到国家创

新体系中；在英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部门贡

献了约 35% 的服务贸易出口额。然而，中国

目前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所以

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中，仅少数

文献关注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产出的影

响，这些研究往往更多侧重于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自身的创新效应 [6]，少有研究分析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而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往往作用和服务于制造业，只

有二者达到充分的协同契合，才能真正对区域

创新发挥作用。且现有研究往往基于中国或某

区域整体情况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协同情况进行探讨，没有进行比较分析，而不

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发展特点，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程度和方式也会有所差

异，所以其创新效应也将有所不同，在提出产

业创新发展策略上必须区别对待。因此，本文

对安徽省与浙江省两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选

择这两个区域的原因是：首先，两个省份地理

上邻接，同属于长三角经济区，在地理上有一

定的相似性；其次，这两个省份经济发展阶段、发

展特点不同，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差异性，二者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观察产

业协同集聚在不同类型地区的协同创新效应；最

后，相较其他地区，这两个省份的统计数据较

为全面，且统计口径基本一致，具备可统计性。

另外考虑到现有研究的研究数据多以省份为单

位，研究范围较大，本文将研究单位细化为两

个省内的 27 个城市，以城市为单位，使研究结

论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

那么，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不同区域的关联程度有怎样

的差异？二者的协同集聚是否能够促进区域内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如果可以，不同地区产

业协同集聚度对于创新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分

别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厘清

这些问题，为下一步区域产业规划布局、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创新产出（pat）。考虑

到数据的可及性，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数表征创

新产出，这也是国内大部分学者，如李向东 [7]，吕

民乐 [8] 和张振刚 [9] 等选择的表征方法。专利数

据除了较容易获取之外，各地区专利申请、审

查和授权的标准和制度基本统一且较为稳定和

客观，因此不同的地区的专利数据具备可比

性，并且专利数据与创新活动关系密切，可以

直观反映企业或地区的创新能力。专利数据包

括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之所以选择专利

申请数而非专利授权数是因为专利从申请到最

后授权具有时间差，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性，选

择专利申请数据可以尽量避免因时间滞后带来

的误差。

（2）核心解释变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 (co)。本文将以提供服

务的部门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中所具备的知识

量、专业化程度及提供服务的部门与其客户的

互动频率及互动方式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

划分依据，同时考虑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

环境的敏感性和数据可及性等要求，重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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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划分标准，并结合

我国 2002 年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2002）第三产业的统计门类，将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划分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下文简称“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商

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

业（以下简称“科技服务业”）以及教育业五

大类，依此对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关于产业协同集聚程度指标的测算，国内

外学者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如国外学者 G. 
Ellison 和 E. L. Glaser[10] 构 建 的 E-G 指 数、G. 
Duranton 和 H. G. Overman 构建的 D-O 指数 [11]

及 S. B. Billings、E. B. Johnson[12] 构建的 Colo-
calization 指数；国内运用较为广泛的有陈国亮

和陈建军构建的 γ 指数 [13]，以及杨仁发 [14] 基于

γ 指数基础上所构建的 Coaggl 指数。

本研究借鉴陈国亮、陈建军 [13 和杨仁发 [14]

的方法，首先构建知识密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区位熵，这是产业集聚度的衡量指标，再利用

二者的区位熵构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

的协同集聚程度。每个区域的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与制造业的发展都存在交错、动态和非均衡

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产业的协同集

聚情况，而传统的产业协同集聚度算法没有考

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就可能存在两个产业

发展集聚程度较接近但是各自水平都不高的情

况 [15]，这种情况所计算的协同集聚水平也会较

高，但这是一种“虚高”的现象，不能说明产

业间融合达到很高的水平，并且原来的产业协

同集聚算法仅能从数量上反映产业协同集聚的

分布情况，不能从质量上反映产业协同集聚的

结合程度。因此本文进一步加入地区发展程度

指标，用以对这种情况进行纠正。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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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式（1）为区位熵，表示单一产业的

集聚情况，公式（2）中，Con 表示 n 市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的一

般算法，大部分学者按照此法计算产业协同集

聚度，如伍先福、豆建民 [16]。其中 Lin 与 Ljn 分

别表示 n 市 i 产业与 j 产业的区位熵，即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位熵，但是如上文所

述，该算法可能出现产业协同集聚度“虚高”的

情况。公式（3）中，Con′ 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

的改进算法，即在公式（2）的基础上，加入

了区域发展程度指标，该指标用考察期内本地

GDP 与全国 GDP 均值之比表示。本文用公式

（3）来计算浙江省与安徽省的 KIBS 与制造业

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当 Con′ 值越大，说明产业

协同集聚程度越高。本研究的协同集聚度不仅

考虑了产业集聚数量上的接近，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产业协同集聚的效果及质量。

（3）控制变量包括如下几个因素，政府科

技经费投入（tec）：本文以地区财政科学技术

支出对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加以表征。外商直接

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信息化

水平 (inf)：关于信息化水平，不同的学者根据

不同的研究需求选择了不同的表征方式，本文

考虑到数据的可及性，参考树友林 [17]和李雷鸣 [18]

等的变量选择方法，以邮政业务与电信业务总

量来表示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 (lab)：人力资

本即区域内有一定知识、技能、价值的劳动群

体 [19]，关于人力资本的表征变量，也存在较多

选择，本文参考林毅夫 [20]、廖敬文 [21] 等人的变

量选择方法，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表示人

力资本，这一方面是由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量体现了地区对于教育的重视，而地区对于教

育的重视可以体现当地政府对于创新的重视，如

李习宝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地区对教育的投入

程度及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是促进地区创新

能力的两个关键因素 [22]。另一方面，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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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较高级的人力资源加以支撑，这些人往往

受到较多的教育，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

2.2  数据来源

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2015 年的《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 2004-2015 年的《安

徽省统计年鉴》和《浙江省统计年鉴》，其中

专利数据来自于安徽省和浙江省的知识产权局

公布的 2006-2015 年度或月度数据。

由于 2004 年国家统计部门对劳动力的分类

进行了调整，所以 2004 年以前和 2004 年以后

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从业人员分类有所

差异，为了保证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本文所有

自变量数据取自 2004 年之后。另外，考虑到新

产品从开始研发到完成研发再到申请专利需要

一定的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为

了确定因变量的时间跨度，分别用非滞后和滞

后的专利数据作为因变量，其他数据作为自变

量进行了数据预回归，回归结果表明以滞后一

期的专利数据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拟合性

最高，因此，本文表征创新产出的专利申请数

据选择时间为 2006-2015 年，其余自变量和控制

变量，即产业协同集聚度、信息化水平、科研

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的选择时间为

2005-2014 年。

3  计量方法与模型设定

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外部

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都肯定了产业集聚的知识

溢出性，如果在设立模型时仅采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而不考虑空间效应，可能会导致模型的估

算存在偏误，因此在本部分采用空间计量方法

进行研究。

空间计量模型最先运用于横截面数据，后

逐渐推广至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其中，一般形

式的静态空间计量模型可以表达为：

 ' ' '
'

it i t it i t i t it

it i t it

y w y x m X u
n v

ρ β δ γ ε
ε λ ε

= + + + + +
 = +

公式（4）

公式（4）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时间， ti yw'ρ

表示空间滞后项， jt
n

j ijti ywyw ∑ =
=

1
' ，wij 是空间

权重矩阵 W 的（i,j）元素， iw'表示空间权重矩

阵 W 的第 i 行，ui 为区域 i 的个体效应， ti Xm'δ
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 im'表示对应空间权

重矩阵 M 的第 i 行， tγ 表示时间效应，εit 为扰动

项， in'λ 表示扰动项空间权重矩阵 N 的第 i 行。

上述模型是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的最一般形

式，但是根据 L. Anselin 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个

最一般的空间面板模型不可识别 [23]，因此，需

要为该模型给定一些限制 [24]。在研究文献中通

常应用的是以下几种情形的回归模型：当公式

（4）中的 λ为 0 时，即为空间杜宾模型（SDM）。

当式中的 ρ和 δ都为 0 时，模型为空间误差模

型（SEM）；当式中的 δ为 0 时，模型为空间

自相关模型（SAC）；当式中的 λ和 δ都为 0时，模

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25]。

为了观察某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度对其周边

地区创新的影响，本文还将总效应拆分为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加以进一步分析，具体算法如

下：本文中，因为空间权重矩阵均采用地理距

离矩阵，所以矩阵 w 就是矩阵 m，后面均用 w
表示，另外设 i t itR u γ ε= + + ，则公式（4）简化

整理后可以写成：
1( ) ( )ity I w x wx Rρ β δ−= − + +       公式（5）

其中，I 为局部 Moran 指数（考虑篇幅原

因，本文不再展开阐述），因变量在特定时点

对 k 个自变量从单元 1 到单元 N 的偏导矩阵可

以写成：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 ( )

k NK

k NK
N N

k NK

E y E y
x x

E y E yI w x wx
x x

E y E y
x x

ρ β δ−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式（6）

由于空间相关性的存在，当某空间单元的

某自变量发生变化时，该自变量在影响该空间

单元被解释单元的同时，还会对其他空间单元

的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其中，对自身空间单

元的影响称之为“直接效应”，对其他空间单

元的影响称之为“间接效应”。公式（5）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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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空间计量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

直接效应为  1( ) ( )I w x wxρ β δ−− + 的对角线元
素，间接效应为非对角线元素。

为了尽量避免因时间变化趋势而产生的异

方差问题，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将

本文中的自变量的对数形式带入，上式中的因

变量为即 yit 为 ln innoit ，解释变量可以表示为：

公式 (7)

4  实证结果与结果分析

4.1  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建立实证模型，空间

权重矩阵方面，本部分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作为计量模型的空间权重矩阵，这样可以避免

单纯的二元邻接矩阵所忽视的距离很近但是却

并不相邻的城市之间存在的空间关联性，也可

以避免因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等权重元素

可能内生于创新知识生产活动的问题 [26]。

常见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的计量赋值方法

有：距离倒数、距离平方倒数、距离衰减函数

等，本文采用两点之间的弧面距离倒数作为距

离权重矩阵的赋值方法，假设所求的空间观测

点 i、j 的经纬度分别为 i (x1,y1），j (x2,y2)，那

么本文所采用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如下：

 [ ]siny2siny1x2)-cos(x1cosy2cosy1  arccosR1Wij ⋅+⋅⋅⋅=

其中，分母表示 i地与 j地的地球球面距离，R
表示地球的半径。其中，各城市的经纬度数据

来自于 Google 地图，距离权重矩阵的测算运用

了 Acrgis10.3 和 Geoda 软件，之后的相关检验

及回归分析运用了 STATA 14。
为确保模型的科学准确性，本文对模型

中所有变量构成的回归表达式进行整体的空间

相关性检测，得出的结果如表 1 所示，通过

GLOBAL Moran MI 和 GLOBAL Geary GC 两种

方法的检验，回归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

从数据上证明了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必要

性。

1 2 3 4 5' ln ln ln ln infit it it it it itx co tec lab fdiβ β β β β β= + + + +

表 1  回归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地区

检验方法

皖浙两省 安徽省 浙江省

检验值 P 值 检验值 P 值 检验值 P 值

GLOBAL Moran MI 0.33 0.00 0.30 0.00 0.35 0.00

GLOBAL Geary GC 0.67 0.00 0.71 0.00 0.60 0.00

由 于 存 在 四 种 空 间 计 量 模 型（SD-
M、SEM、SAC 和 SAR），为了确定各计量

模型的适宜性，本文对其进行了似然比检验

（LR 检验）和拉格朗日乘子检验（LM 检验），检

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检验结果可得知，4 种

模型在所有检验方法上中均通过了 10% 显著

性检验，宽泛来看，4 种模型都是适宜的。接

着，根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确定 3 个模型都

适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拟合。由于存在 4
种不同的空间计量模型，且各个模型中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

根据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的结果，并结合 R2 和

对数似然值，最终分别为皖浙两省、安徽省、浙

江省选择了 SAC 模型、SDM 模型和 SDM 模

型作为分析模型（为节省篇幅，本文仅展示分

析所选择的空间计量模型，如果需要其他类型

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为

了比较传统计量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的差异

性，本文同时将传统 OLS 模型的统计结果纳

入表 3 中，可见传统计量模型大部分检验结果

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

了模型建立的稳定性，但是当没有考虑区域溢

出效应的时候，传统 OLS 模型往往高估变量

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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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与比较

  检验类型 检验方法
皖浙两省 安徽省 浙江省

检验值 P 值 检验值 P 值 检验值 P 值

SAR 模型检验 LR 38.400 0.000 28.458 0.000 13.252 0.000 
SEM 模型检验 LM Error (Burridge) 65.697 0.000 24.591 0.000 26.035 0.000 

LM Error (Robust) 21.288 0.000 6.377 0.012 3.307 0.069 
SDM 模型检验 LM Lag (Anselin) 75.141 0.000 23.303 0.000 47.454 0.000 

LM Lag (Robust) 30.732 0.000 5.089 0.024 24.726 0.000 
SAC 模型检验 LM SAC (LMErr+LMLag_R) 96.428 0.000 29.680 0.000 50.761 0.000 

LM SAC (LMLag+LMErr_R) 96.428 0.000 29.680 0.000 50.761 0.000 

表 3  不同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度对创新产出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皖浙两省 安徽省 浙江省

OLS SAC OLS SDM OLS SDM

lnco 0.440*** 0.401*** 0.305*** 0.317** 0.286** 0.444***

(5.58) (5.17) (3.20) (2.49) (2.18) (3.37)

lntec -0.005 0.210*** 0.262*** 0.271*** -0.090* -0.100**

(-0.12) (-6.21) (5.04) (4.36) (-1.91) (-2.10)

lnfdi 0.232*** 0.284*** 0.242*** 0.035 0.248*** 0.399***

(7.35) (-7.99) (3.82) (0.50) (6.16) (8.37)

lninf 0.315*** 0.481*** 0.251*** 0.237** 0.723*** 0.479***

(8.66) (-7.85) (3.30) (2.54) (6.44) (4.25)

lnlab 0.505*** 0.041 0.175*** 0.268** -0.024 -0.265**

(8.06) (0.87) (3.12) (2.55) (-0.33) (-2.52)

R2 0.858 0.869 0.638 0.911 0.876 0.823

Log likelihood -256.204 -133.530 -38.508

ρ 0.122*** 0.359*** -0.268*

(2.69) (4.84) (-1.83)

λ -0.171*

(-1.73)

注：表格内，*、**、*** 分别表示变量通过 10%、5% 和 1% 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 t 值或 z 值，下同

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在空

间上的影响，本文将 3 个回归模型中各影

响因素对创新产出的总效应拆分为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如表 4 所示，通过对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分析，可以区分各影响

因素对本地及邻近地区创新能力的不同效

应，其中，直接效应表示本地的影响因素

对于本地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间接效应

表示本地的影响因素对于周边邻近地区创

新能力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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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回归结果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变量
皖浙两省 安徽省 浙江省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co 0.418*** -0.230 0.188 0.386*** 0.833*** 1.219*** 0.480*** -0.415* 0.065

(5.31) (-1.23) (0.87) (2.93) (2.61) (3.34) (3.77) (-1.86) (0.19)

lntec 0.199*** 0.485*** 0.282* 0.286*** 0.221** 0.507*** -0.143*** 0.587*** 0.444***

(5.90) (5.59) (1.95) (5.05) (2.03) (4.76) (-2.97) (4.90) (3.28)

lnfdi 0.291*** -0.060 0.684*** 0.041 0.002 0.043 0.401*** 0.049 0.451***

(7.51) (-0.78) (7.30) (0.62) (0.01) (0.24) (8.26) (0.40) (3.82)

lninf 0.363*** -0.081 0.282* 0.245** 0.112 0.357 0.403*** 0.967*** 1.370***

(6.06) (-0.66) (1.95) (2.55) (0.45) (1.20) (3.66) (4.80) (6.01)

lnlab 0.100** 0.074 0.174 0.279*** 0.190 0.468 -0.207** -0.940*** -1.147***

(2.24) (0.54) (1.16) (2.72) (0.58) (1.27) (-2.15) (-2.98) (-2.93)

4.2  结果分析

4.2.1  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

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城市内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的集聚发展状况，还反映了两个产业之

间的配合程度。从模型结果来看，无论是浙江

省还是安徽省，产业协同集聚度都与创新产出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无论在安徽省还是

浙江省内，产业协同集聚度都对本地的创新发

展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通过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比较，可以

发现：安徽省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

的协同集聚度对创新产出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

接效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符号为

正，即在安徽省的大部分城市中，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创新行

为产生积极作用，还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

出效应，带动起周边城市的共同创新发展。浙

江省内，本地的产业协同集聚度对创新产出的

直接效应方向为正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即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浙江省产

业协同集聚度的间接效应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且方向为负，这说明，浙江省本地的产

业协同集聚程度对本地的创新产出产生积极作

用，对周边地区会产生消极作用，即在浙江省

内存在增长极，且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极化效应。

这可能是由于安徽省内大部分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都不高，而浙江省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

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浙江省内的极化效应更加

明显。另外，总回归模型中，产业协同集聚度

也存在着对本地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

正，而对周边地区创新产出系数为负的现象，这

说明，在省际间，经济较发达地区对经济较落

后地区同样存在极化效应。

4.2.2  其他控制变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1）科技经费投入。从整体上看，科技经

费投入促进了创新产出的提高。安徽省内，部

分城市科技投入无论对本地还是周边地区的区

域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浙江省

内，本地科技投入对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为明

显的消极影响，但是从间接效应来看，科技投

入对周边城市的创新能力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方向为正，即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这

说明创新行为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2）外商直接投资。浙江省内，外商投资

对创新发展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说明国外技

术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浙

江省企业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所实施的模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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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安徽省中，外

商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

投资对本地技术创新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

响，这说明本地经济基础越差，越难以吸收或

消化国外的资本与技术溢出。

（3）信息化水平。从信息化对创新产出的

影响来看，安徽省和浙江省的信息化建设对创

新产出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符号

为正，即两个省的信息化建设都会促进本地的

创新能力提高，再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看，浙

江省各城市的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推动本市的

创新发展，还会对邻近地区的创新能力起到溢

出作用。

（4）人力资本。从模型中可以看到，总回

归模型中，人力资本会对本地的创新产出起到

正向激励作用，而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安徽省内，人力资本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方向为正，即人力资本

对本地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显著的带动作用。

浙江省内，从空间计量的回归模型来看，人力

资本对创新产出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

是：①浙江省内的人力资源存在冗余与浪费现

象；②本地的人力资源可能与本地的产业结构

及类型不匹配。

5  结论与建议

考虑安徽省与浙江省的发展现状，同时结

合实证研究中的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极在地理空间上

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存在推进性的主导工

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增长极会对

所在区域产生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从两个省

的发展情况来看，安徽省整体发展水平都不是

很高，很多城市的产业发展状况都比较类似，所

以大部分城市都不是增长极，相对来说区域间

对资源的极化效应和竞争效应不明显；而浙江

省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高，拥有较好的工业基

础和配套设施的城市便形成了增长极，会对周

边城市产生极化效应。除了存在于省内的极化

效应和竞争效应，由于两省的发展水平存在一

定的差距，省域之间，浙江省发展较好城市的

产业协同集聚同样不利于安徽省发展一般城市

的创新发展。

在目前行政管理与经济激励相结合的分权

体制下，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全局观，各自为政，政

府的行为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协同集聚

的分布情况。首先在不同的区域，当地政府有

不同的招商引资政策和对本地企业的扶持鼓励

政策，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本来就很好的城市

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资本优势制定对企业更

有诱惑力的政策，这会对企业最终的选择与决

策造成重要影响，政策条件更为优惠的地区就

可能会吸引和夺取政策条件一般地区的资源要

素；其次，当某地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时，地

方保护主义会对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产生贸易壁

垒，不利于区域间的产业协同集聚及其创新效

应的发挥。

因此，政府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由上级政府对各地区产业发展进行

统筹管理。首先从各区域的自身发展来说，各

省应当梳理每个城市产业发展的特点及产业结

构的匹配依赖程度，统一进行产业发展规划，避

免重复开发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在规划中，要

考虑地方的发展基础和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发

展能够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优势的产业。其

次，区域间合作方面，应打破区域之间的屏障。

尽管早至中共十四大就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但是，从现状来看，各区域之间的

独立行政容易形成地区间的贸易壁垒 [27]，因此

应当由上级政府对全省各市乃至省际之间进行

统筹规划，协调各地的发展，不再仅以各地的

GDP 为政绩考核指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垄

断行为，逐渐摆脱地域之间行政边界的束缚，促

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构建企业间良性竞争的

市场秩序。另外，各地区间可以考虑在制度上

确立战略合作关系，尽量减少企业因竞争博弈

造成的效率损失和贸易往来的成本，鼓励不同

地区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快区域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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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建立。鼓励较发达城市对于较落后城市

给予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支持以带动这些城市

的发展，从而促进创新溢出效应的发挥。

第二，搭建区域合作共享平台。区域合

作共享平台是区域的各市场主体互动合作的场

所，可以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交流

与合作创造一个开放式的氛围，从而促进知识

的流动与扩散，解决知识供应不足、沟通不畅

的问题。同时，区域合作共享平台应该同时配

备知识库，该知识库应当储备和整合区域内各

市场主体溢出和贡献的知识，是公共的、开放

的，其储备的知识能够被区域所有成员共享，方

便相关企业在遇到技术或创新难题时可以及时

从知识库中获取信息，从而促进区域的知识流

动和扩散。

第三，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国外经

验表明，行业协会在行业的市场管理方面有着

很多优势，这有利于不同地区相同行业的合作

与发展，如日本为信息服务业设立了日本信息

产业协会（JISA）等 4 个行业协会，而在我国，正

式的行业协会依旧缺乏，虽然浙江安徽两省尤

其是浙江省不乏很多非正式性质的商会组织如

同乡会等，这有利于商会成员的商业合作与发

展，但是可能对非商会成员存在资源挤占效

应，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央政府可以参考

国外经验，倡导成立、发展和完善全国性质的

专业、正式的行业协会，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

建立区域间合作联系的桥梁，不断完善整体的

行业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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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ffect of Co-agglomeration Between KIB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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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at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innovative effects on 
collaborative concentr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 service industry（KIBS）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n different regions. [Method/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paper took 27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selected 
the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4,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impact of co-agglomeration between KIB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two provinces by using the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 [Result/conclusion] The co-agglomeration between KIB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 form re-
gional innovation community, it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region. However, 
from the specific situation, high-level cities will have polarization effect on low-level especiall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henomen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it requires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superior governments and the active cooper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Keywords: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spatial econo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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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来自拉丁语“corpus”，意为“汇

总”“文集”。一般认为 1967 年美国布朗语料

库的建立和相关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语料库研究在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开端。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

的美国盛行理性主义，语料库语言学最初是在欧

洲得到发展；英国成为语料库研究的重镇，并形

成赞成和反对语料标注两种态度，前者代表如 R. 
Quirk[1]、G. Leech[2] 和 T. McEnery[3]，后者代表

为 J. M. Sinclair[4]。伦敦大学的 R. Quirk 在 1959
年宣布建立“英语用法调查”（The Survey of 

【学术探索】

国际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信息
可视化分析
◎杨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本研究旨在更好地把握近几年国际语料库研究发展的整体脉络和研究成果，厘清

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探索其研究的前沿。[ 方法 / 过程 ] 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所收录国际期

刊在 2005-2017 年间所刊载的研究性论文作为数据来源，借助 BICOMB、Ucinet6 和 CiteSpace 软件对语料

库相关研究数据从文献数量与年代分布、来源期刊、研究主体、国家和地区分布、研究机构、被引文献等

方面进行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 结果 / 结论 ] 通过分析发现，国际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到更多

语种和文类，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多角度的特点。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包括搭配和词典编撰，新热点

包括专门用途语言、学术英语、性别、身份、隐喻及话语分析，与构式语法、认知语言学等的结合是研究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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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Usage）语料库；英国新弗斯学派代表人

物 J. M.Sinclair 主持 COBUILD 项目，建成科林

斯英语语料库（The Bank of English）；M. Baker 
将语料库引入翻译研究 [5]。自此，语料库广泛应

用于词典编撰、语法描述、二语习得、文学研究

及翻译研究等领域 [6-7]。美国第一次全国性语料

库研讨会于 1999 年举办，开始迎头赶上；2001
年第一届语料库语言学国际会议于英国兰卡斯特

大学召开，国际交流进一步加强。相对于西方，我

国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成果也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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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最早始于 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科技英语

计算机语料库（JDEST）的建立，2000 年以后

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开始成倍增长。2003 年，首

个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建成 [8]；2006 年，王

克非首次提出“语料库翻译学”的概念 [9]；2009
年，首届全国语料库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

学召开；2011 年，首届中国语料库语言学大会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目前，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革新，语

料库规模更大，美国杨百翰大学的 iWeb 语料库

达到百亿词级；应用软件更优更新；语料库的

应用领域更广；文献发表数量与日俱增。为了

全面了解近年来国际语料库研究的发展态势，把

握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本文运用

BICOMB 和 CiteSpace 等工具软件，对发表在

Web of Science 上的 2005-2017 年间国际语料库

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期

待为国内语料库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集的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WOS） 核 心 合 集， 该 合 集 包 括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和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数据库，包括 2005 年至今科

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世界一

流学术性期刊、书籍和会议录。以“corpus”or 
“corpora”为检索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类

型为论文（Article），学科领域限定为语言学

（Linguistics 和 Language Linguistics），语种为

英语（English），不限定出版时间，截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共检索到英文文献 5 096 篇，基本

涵盖了 2005年以来国际学界语料库研究的重要

成果。文献数据包含全文本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1.2  研究方法

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的优势是迅速处理海

量数据，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直观揭示数据

特征。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选取了 3 个

软 件 工 具， 分 别 是 BICOMB[10]、Citespace 和

Ucinet6。通过 BICOMB 进行核心期刊与期刊

共被引分析、高产第一作者分析和高被引作者

分析；通过 Ucinet6 进行作者合作分析；通过

CiteSpace 对文献的数量趋势、期刊来源、国家

和地区分布、研究机构、共被引文献和前沿热

点进行分析。基于 3 个软件对 5 096 篇文献生成

的可视化谱图及阐释，呈现出国际语料库语言

学在过去 13 年间整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为后

续研究提供参考。

2  数据分析和讨论 

2.1  国际语料库文献数量

文献数量的变化情况是衡量该领域研究进

展的重要指标，经统计在 WOS 数据库共收录期

刊文献 5 096 篇，年均文献量为 392 篇，各年

代文献数量分布如图 1 所示。国际语料库研究

从 2005 年开始，该领域的整体研究呈现上升趋

势，其趋势可以分为 4 个阶段：①快速发展阶段。

2005-2009 年，这一阶段是语料库研究的快速增

长时期，文献数量保持稳步递增。②平稳发展

阶段。2010-2012 年，此阶段语料库研究论文增

长幅度不大，基本都在 400 篇左右。③再提速

阶段。2013-2015 年，这一阶段语料库研究又呈

现快速增长趋势，并且在 2015 年达到语料库研

究文献量的最大值 622 篇。④递减阶段。2015
年至今，这一阶段文献数量逐步递减。

2.2  核心期刊与期刊共被引分析

通过对语料库领域相关期刊的分布情况

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该领域发文期刊的空

间分布，并发现该领域的主流期刊及发展动

态；同时，也有助于相关学者了解该领域的研

究进展及发文情况。2005-2017 年刊出语料库

的 5 096 篇文章分布在 251 个来源出版物，利

用 BICOMB 软件对发文期刊进行统计筛选，根

据布拉德福定律确定语料库研究文献的核心期

刊。将全部文献划分为经典的 3 个区间，对各

个区间的文献数和期刊数进行统计得到区域分

析表，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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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eb of Science 核心收录的语料库研究文献发表情况

表 1  原始数据集区域分布表

区域 期刊数（种） 占期刊总数
比例（%）

载文量（篇）
占论文总数比例

（%）

平均载文密

度（篇 / 种）

布拉福德常数

（n）

核心区 19 7.57 1 731 33.97 91.11

相关区 44 17.53 1 670 32.77 37.95 2.315

外围区 188 74.90 1 695 33.26 9.0 2.07

合计 251 100 5 096 100 20.30

按照布拉德福定律，以论文为统计单元，将

所有期刊按相关论文数降序排列并划分为论文

总数大致相等的 3 个区域，统计各区域的期刊

数，判断是否符合 1 ∶ n ∶ n2。此处，1 ∶ n ∶ n2

可以作为判断分布是否符合布拉德福定律的评

估指标；比例越是接近 1 ∶ n ∶ n2，则布拉

德福定律越显著，布布拉德福定律的应用也越

准确 [11]。表 2 中语料库 3 个区域的期刊数为

19 ∶ 44 ∶ 188，即 1 ∶ 2.315 ∶ 4.27（2.072），比

例系数基本一致，原始数据能较好地满足布拉

德福定律描述的条件。根据“核心区 - 相关区 -
外围区”的划分理论，得到 19 种核心期刊，如

表 2 所示：

期刊共被引（Cited Journal）分析是指两本

或多本期刊被同一篇文献引用的现象，期刊共

被引所反映的是各类期刊及学科的关联性，通

过期刊共被引分析可以获得某个研究领域的知

识基础分布。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上述转化后

的数据进行期刊共被引分析。时间分段（Time 
Slicing）选择 2005-2017 年，时间切片（Years 
per lice）选择 1，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

被引期刊（Cited Journal），切片上限（Top N 
per slice）选择 50，运用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

果如图 2 所示，图中节点较大的期刊是在国际

语料库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期刊。按照

中心度（取中心度前 30 位的期刊）排序统计，语

料库研究的重要被引期刊见表 3。
通过 CiteSpace 得到节点数 124，连线数

315 的期刊共被引图谱（见图 2）。被引期刊中

心度排名前 30 的期刊见表 3。19 种核心期刊见

表2。这些期刊发表的语料库语言学成果最多，影

响力最大，应该重点关注。19 种核心期刊中英

国出版 5 种，荷兰 4 种，德国 4 种，法国、西

班牙、美国、加拿大、智利、南非各 1 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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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语言学刊物 2 种，计算机语言学 3 种，专

门用途语言 3 种，词典编撰 1 种，翻译 1 种，语

言学 4 种，认知语言学 1 种，语用学 2 种，其

他 2 种。发文量最大的前 5 种期刊分别是《语

用学期刊》《语料库语言学国际期刊》《专门

用途英语》《语料库语言学和语言学理论》和

《META：译者期刊》，其中前两本期刊的中

心度即影响力也是最高的。从核心期刊与期刊

共被引情况可以看到，除自语料库研究发端就

与其密切相连的词典编撰、翻译、语法描述等

领域外，语用学、专门用途英语、认知语言学

也广泛地和语料库语言学产生联系，拓展了研

究深度和广度。美国语言学协会的刊物《语言》和

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认知语言学》发表

的论文数量不是最多的，但被引中心度分别为

第一和第五，也是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参考文

献，并且证明了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的结合是

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表 2  语料库研究核心期刊

序号 来源期刊 发文量（篇） 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1 JOURNAL OF PRAGMATICS（语用学期刊） 295 5.788 9 5.788 9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语料库语言学国际期刊）

156 3.061 2 8.850 1

3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专门用途英语）

114 2.237 0 11.087 1

4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语料库语言学和语言学理论）

96 1.883 8 12.971 0

5 META（META: 译者期刊） 84 1.648 4 14.619 3

6
ENGLISH LANGUAGE & LINGUISTICS
（英语语言和语言学）

83 1.628 7 16.248 0

7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英语期刊）

82 1.609 1 17.857 1

8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计算语言学）

81 1.589 5 19.446 6

9
NATURAL LANGUAGE ENGINEERING
（自然语言工程）

79 1.550 2 20.996 9

10 REVISTA SIGNOS（符号学期刊） 78 1.530 6 22.527 5

11 TEXT & TALK（文本和谈话） 75 1.471 7 23.999 2

12 LEXIKOS （词典学） 72 1.412 9 25.412 1

13 LINGUISTICS （语言学） 70 1.373 6 26.785 7

14 LANGUAGE SCIENCES （语言科学） 65 1.275 5 28.061 2

15 IBERICA （伊比利亚） 63 1.236 3 29.297 5

16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 61 1.197 0 30.494 5

17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文学与语言计算）

59 1.157 8 31.652 3

18
LINGUA
（LINGUA：普通语言学国际评论）

59 1.157 8 32.810 0

19 LANGUE FRANCAISE （法语） 59 1.157 8 33.967 8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21

知识管理论坛，2018（4）:208-224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4 期（总第 16 期）

212

 

图 2  语料库研究领域期刊共被引图谱

表 3  被引期刊中心度排名前 30 的期刊列表

中心度 被引期刊 被引频次 中心度 被引期刊 被引频次

0.46 LANGUAGE 1 283 0.07 INTRO FUNCTIONAL GRA 295
0.39 INT J CORPUS LINGUIS 698 0.07 LANG SPEECH 174
0.34 J PRAGMATICS 1 134 0.06 COMPREHENSIVE GRAMMA 380
0.32 LONGMAN GRAMMAR SPOK 509 0.06 J LINGUIST 371
0.31 COGN LINGUIST 485 0.06 PRAGMATICS 234
0.21 APPL LINGUIST 825 0.06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1
0.21 COGNITION 426 0.06 INT J LEXICOGR 83
0.2 J MEM LANG 417 0.06 WOMEN FIRE DANGEROUS 76
0.2 TEXT 399 0.05 TESOL QUART 452
0.1 LANG VAR CHANGE 365 0.05 J ENGL LINGUIST 254
0.1 CAMBRIDGE GRAMMAR EN 265 0.05 LANG COGNITIVE PROC 164
0.1 COGNITIVE SCI 248 0.05 DISCOURSE PROCESS 161
0.08 ENGL LANG LINGUIST 236 0.05 SPEAKING INTENTION A 12
0.07 ENGL SPECIF PURP 532 0.04 CORPUS CONCORDANCE C 194
0.07 LINGUIST INQ 359 0.04 J PHONETICS 37

2.3  研究主体分析

研究主体指从事语料库研究的学者，本文

从高产第一作者、高被引作者和作者合作三方

面分析研究主体。

2.3.1  高产第一作者分析

学术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主要取决于学

者所发表的研究成果，通过确定某领域研究

的核心作者，可以大致发现该领域的知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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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而促进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通

过 BICOMB2.0 软件对文献发文作者情况统计

分析，5 096 篇文献共涉及第一作者 3 755 人。

根据洛特卡定律，当发文量为 1 篇的作者数占

作者总数的比例低于 60% 时，会形成核心作者

群 [12]。经统计，2005-2017 年发文量为 1 篇的作

者有 2 968 位，约占作者总数的 79.04%，高于

洛特卡定律提出的 60% 标准，说明国际语料库

领域未能够形成核心作者群。根据普赖斯定律

M=0.749（Nmax）1/2[13]，发文量大于等于 3 的

作者为高产第一作者，共 296 人，本文统计发

文量为 6 篇及以上的作者，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2005-2017 年语料库研究部分作者统计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1 S. T. Gries 16 19 I. M. P Martinez 6
2 G. M. de Schryver 12 20 S. Wulff 6
3 K. Hyland 11 21 J. Flowerdew 6
4 G. Parodi 10 22 R. Venegas 6
5 D. Biber 10 23 J. Parkinson 6
6 D. L. Liu 9 24 L. Flowerdew 6
7 P. Collins 9 25 E. Taljard 6
8 J. L. B. Arroyo 9 26 M. Charles 6
9 M. A. Jimenez-Crespo 8 27 P. Durrant 6

10 D. J. Prinsloo 8 28 S. F. Chung 6
11 N. C. Ellis 8 29 L. De Cuypere 6
12 S. A. Crossley 8 30 K. O′Halloran 6
13 P. Baker 7 31 L. Anderwald 6
14 M. Hilpert  7 32 A. Adel 6
15 A. Partington 7 33 C. Y. Lin 6
16 R. Moon 7 34 J. Owens 6
17 S.Crossley 6 35 M. Bednarek 6
18 C. Ruhlemann 6

表 4 显示，国际从事语料库研究的主

要 学 者 有 S. T. Gries、G. M. de Schryver、K. 
Hyland、G. Parodi 和 D. Biber 等人，这几位高

产第一作者发表了 10 篇以上的高质量论文，他

们是国际语料库研究的领军人物。以 S. T. Gries
等为代表的核心作者总计发文 1 146 篇，约占论

文总数的 22.5%，虽未达到普赖斯提出的 50%
标准 [14]，但贡献比较可观。这一方面说明这些

核心作者是语料库研究领域的主体，为语料库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还说明语料

库研究的学者群学术影响力还不够大，致使核

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为了进一步了解第一作者之间的合作情

况，利用 Citespace 对收集的文献进行作者合作

分析，得到图 3 所示的作者合作聚类图谱，图

中节点代表被引作者 , 节点越大表示作者的发文

量越大。

图 3 中共有 377 个节点，102 条连线，网络

密度为 0.001 4。其中，节点的大小与作者发文

数量有关，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关

系。从图 3 可知，国际语料库领域形成了以 S. T. 
Gries、G. M. de Schryver 和 K. Hyland 等为代表

的高发文作者群，这些作者是国际语料库领域

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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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语料库研究领域作者知识图谱

下面仅对发文量前 3 位高产作者进行简要

分析：S. T. Gries 在语料库研究中累计发表英文

论文 16 篇，居于首位。该学者是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语言学教授、定量语料库语言学家，同

时还是一个以认知为导向的使用型语言学家，使

用各种不同的统计方法来研究语言的话题，比

如使用语料库来研究其主体的同质性与比较、联

结与分散测量、N-gram 识别与探索以及其他定

量方法。G. M. de Schryver发表英文论文12篇，居

于第二位，是比利时根特大学语言和文化系非

洲语言学研究教授，主要研究语料库语言学、计

算语言学，他和 D. Joffe 一起搭建了 20 个非洲

语言语料库。K. Hyland 发表英文论文 11 篇，居

于第三位，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香港

大学应用语言学首席教授、应用英语研究中心

主任，国际著名应用语言学家，学术写作与语

料库分析领域世界领军学者。

2.3.2  高被引作者分析

被引频次是衡量研究成果价值的重要指

标，被引频次的高低可以反映出作者在相关领

域的影响力，对语料库研究期刊的高被引作者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语料库研究的重要人

物。通过 BICOMB2.0 软件对高被引作者进行统

计分析发现，143 400 篇被引文献共涉及作者 85 
996 人，以被引频次 100 为节点，得到高被引作

者共 43 人，具体情况如表 5 所示：



215

表 5  2005-2017 年语料库研究高被引作者统计 

序号 被引作者 被引次数 中心度 序号 被引作者 被引次数 中心度

1 D. Biber 925 0.39 23 P. J. Hopper 201 0.01

2 M. A. K. Halliday 582 0.16 24 M. Davies 201 0

3 J. Sinclair 454 0.09 25 W. Chafe 196 0.12

4 R. Quirk 438 0.1 26 E. A. Schegloff 188 0.03

5 K. Hyland 418 0.23 27 B. Macwhinney 182 0.02

6 W. Labov 373 0.13 28 K. Aijmer 173 0.05

7 M. Scott 371 0.05 29 J. L. Bybee 165 0.02

8 G. Leech 359 0.05 30 E. Goffman 160 0.06

9 G. Lakoff 358 0.06 31 D. Bolinger 152 0.09

10 R. W. Langacker 337 0.1 32 R. D. Huddleston 151 0.08

11 J. Bybee 330 0.2 33 T. Mcenery 144 0.08

12 S. Hunston 289 0.11 34 M. Baker 139 0.03

13 J. M. Swales 281 0.06 35 S. C. Levinson 133 0.01

14 P. Brown 264 0.04 36 D. Crystal 132 0.01

15 W. Croft 250 0.03 37 H. H. Clark 126 0.05

16 E. C. Traugott 231 0.15 38 H. Sacks 123 0.04

17 A. Goldberg 230 0.09 39 N. C. Ellis 117 0.12

18 N. Chomsky 221 0.01 40 N. Fairclough 114 0.03

29 T. Givon 217 0.03 41 M. Haspelmath 113 0.03

20 S. T. Gries 209 0.13 42 P. Baker 105 0.01

21 S. Granger 209 0.06 43 A. Wierzbicka 102 0.02

22 M. Stubbs 206 0.04

期刊的质量与引文作者密切相关，利用 
CiteSpace 对收集的 143 400 篇参考文献进行作

者共被引分析，得到节点数 66，连线数 158 的

作者共被引图谱，如图 4 所示。每一个节点代

表一位被引作者，节点大小表示该作者的被引

频次，节点越大表示该作者的被引频次越高。

结 合 表 5 和 图 4 发 现， 被 引 频 次 和 中

心度排名都在前 20 的作者中，D. Biber、K. 
Hyland、J. Bybee、M. A. K. Halliday、E. C. 
Traugott、W. Labov 和 S. T. Gries 都排在前列，这

些作者在国际语料库领域均做出了卓越贡献。N. 
C. Ellis虽共被引只有117次，但中心度为0.12，表

示其研究内容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将语料

库运用到二语习得研究，为其他学者带来了重

要启示。

2.3.3  作者合作分析

作者合作水平根据合作密度值来判断。

密度指的是网络中各个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

度，是指行动者之间实际联结的数目与他们

之间可能存在的最大联结数目的比值，其高

低代表群体成员平均互动程度的强弱，密度

值越大，成员之间的联系就越密切 [15]。将处

理好的矩阵导入 Ucinet6，依次点击 Network-
Cohension-Density，进行合著网络的密度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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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出国际语料库研究主体合作网络整体网络

密 Density（matrix average）为 0.0131，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为 0.243 8，这表明国际语料

库研究主体合作水平不高，作者之间的联系较

为松散。说明语料库领域研究者团队之间沟通

少，如果不同的研究团队之间加强交流，则能

给不同的团队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知识的分

享和传播，进而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图 4  国际语料库研究高被引作者聚类图谱

同 时， 合 作 研 究 中 通 常 使 用 合 作 率

（collaboration rate，CR）和合作水平（collaboration 
level，CL）两个指标度量合作程度。合作率是

指作者数大于等 2 的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比

例，合作水平一般是用所有论文的平均作者合

作度表示 [16]。由此可以得到语料库研究的合作

度为 0.82，合作率为 22.36%，合作度和合作率

都很低。对独著者去重后分析独著者为 3 755
人，重复人数占近 39.4%，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

有待加强。

2.4  文献国家和地区分布

考察文献的国家和地区是指文献第一作者

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经统计共有 57 个国家 / 地
区对语料库进行了研究，发文量超过 10 篇以上

的国家 /地区见表 6。由表 6可知，美国、英国、西

班牙、德国、比利时、中国和法国等是开展语

料库研究的主要国家，说明这些国家在语料库

研究领域已经形成比较专业的学术团队。2005
年至今，中国发表在 Web of Science 的论文总数

282 篇，占总数的 5.53%，但中心度为 0.01，这

表明中国在语料库研究领域影响力很低，其研

究水平需提高。

在 Cite Space 软件中将数据抽取阈值设置

为 Top 50 perslice，可将世界各国发表的论文数

量及时间以年轮的大小和颜色直观地展示。在

得到的语料库领域研究的国家 / 地区综合分析知

识图谱中（见图 5），共有 57 个结点，220 条

连线，可以看出各国 / 地区间有较多合作，从而

得出语料库研究地区大致可以分为 4 个中心，分

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一个节点的

中介中心度越高，说明它在网络中最短路径上

出现的越多，其影响力和重要程度越大 [17-18]。

从节点中心度来看，美国的节点中心度最大，说

明美国与其他语料库研究的地区存在某种程度

上的合作关系，如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从

发文的突增性来看，南非的发文突增性最大，为

8.4，这说明南非在 2005-2017 年发表的与语料

库主题相关的论文数量有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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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语料库研究国家 / 地区文献发表情况

国家 / 地区 发文量 突现性 中心度 国家 / 地区 发文量 突现值 中心度

USA 895 　 0.25 NEW ZEALAND 59 　 0.03
ENGLAND 595 0.24 ISRAEL 49 0

SPAIN 573 0.12 BRAZIL 42 4.43 0.02
GERMANY 487 0.22 IRAN 41 0
BELGIUM 338 0.1 SOUTH KOREA 40 0

PEOPLES R CHINA 282 0.01 CZECH REPUBLIC 37 0.02
FRANCE 240 7.3 0.03 IRELAND 32 0.03

NETHERLANDS 158 0.12 DENMARK 31 0.01
CANADA 155 0.04 HUNGARY 30 3.99 0

AUSTRALIA 154 0.16 RUSSIA 30 0.01
ITALY 149 0.06 ARGENTINA 29 0

SOUTH AFRICA 120 8.4 0.01 PORTUGAL 28 0.01
TAIWAN 97 0 WALES 27 0.07
CHILE 89 0 TURKEY 24 0.02

SWEDEN 88 0.03 ESTONIA 23 6.31 0
JAPAN 86 0 MALAYSIA 19 0.01

SWITZERLAND 86 0.06 SINGAPORE 19 0
SCOTLAND 83 0.02 SLOVENIA 16 0
FINLAND 71 3.12 0.02 ROMANIA 16 2.68 0
NORWAY 68 0 GREECE 15 0.03
POLAND 63 0.01 CROATIA 13 3.3 0.01
AUSTRIA 60 　 0.02 MEXICO 11 　 0.02

图 5  国际语料库国家 / 地区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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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节 点 Citation History 功 能 可 以 捕

获中国这一节点两个方面的详细信息：一方

面图 6 清晰展示了中国 2005-2017 的发文频

次的变化情况，其中 2005-2017 近 13 年间

中国在语料库领域的发文整体趋势上升；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Country in 280 Records” 的 记 录（ 即 中 国

这一时期语料库的 282 篇施引文献的具体信

息），进一步挖掘中国学者在语料库领域的

分布信息。

图 6  中国在语料库领域的发文历史

2.5  国际语料库研究机构分析

由于作者和机构之间具有从属关系，而机

构在研究领域上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期刊的机

构分布不仅体现了该刊的侧重领域和方向 , 还
体现了机构对刊物的支持和认同 [19]。因此，对

研究机构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某一领域核心

科研机构的研究动态，掌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及发展趋势。因此，采用 CiteSpace 软件，将

时 区 选 择（Time Slicing） 设 定 为 2005-2017
年，时间分区切片选择 1 年；节点类型（Node 
Type）选择机构（institution），修剪（Pruning）选

择寻径算法（Pathfinder）和修剪切片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20]，运行 Citespace 软件，生成

国际语料库研究机构的知识图谱，如图 7 所示：

图 7 中共有 184 个节点，102 条连线，网

络密度为 0.006 1，这表明语料库研究仍处于

发展阶段，大的成熟研究团体尚未形成，更广

范围的机构合作有待形成。其中比较成熟的研

究团队，如比利时根特大学为中心的连线较

密，说明其与比利时鲁汶大学和比利时安特卫

普大学有着较密切的合作。为了更清晰地了解

国际科研机构对语料库领域的研究情况，统计

语料库研究机构得到表 7，由表 7 可以看出，比

利时根特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英国兰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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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院、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普大

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等

在语料库研究领域排在前 11 位， 这些学校在

高等教育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其发文总数

都在 30 篇以上，比利时根特大学发表 123 篇

文献，文献数量排名第一。从中心度排序来

看，比利时根特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中心

度最大，达到了 0.12，这说明这两种机构与其

他机构合作广泛。从突现性来看，比利时安特

卫普大学和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突现性数值较

大，这说明这两个机构在语料库研究上有较大

的突破。

图 7  国际语料库领域机构知识图谱

表 7  Web of Science 收录语料库文献研究机构分布

机构 频次 中心度 突现值

Ghent University ( 比利时根特大学 ) 123 0.12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 比利时鲁汶大学 ) 88 0.12 4.57
Lancaster University (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 55 0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英国爱丁堡大学 ) 45 0.01 4.17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英国伯明翰大学 ) 43 0.05
Penn State University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 40 0.01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cientifique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 38 0.07 4.77
University of Valencia (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 ) 34 0 6.82
University of Antwerp (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 ) 33 0.07 7.4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 32 0.01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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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际语料库被引文献分析

某一领域期刊论文被引用频次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发

展速度。通过分析这些论文，不仅可以直观

地了解该研究领域在过去和当前的发展状

况，还可以大概预测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21]。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

分析，网络节点（node types）为被引文献

（cited reference），得到共被引文献图谱，如

图 8 所示：

图 8  被引文献共被引图谱

从图 8 可以看出，此次分析共生成了 202
个节点，381 条连线，每个节点代表一篇被引文

献，节点向外延伸的不同颜色与该文献所在年份

的颜色相对应，节点越大表示被引频次越高，在

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整理共

被引网络图谱，其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5 和中心

度大于 0.18 的数据见表 8 和表 9，美国学者 A. 
Goldberg 出版的著作 Constructions at Work 无论

是被引频次还是中心度排名都在前三，这表明该

书籍在语料库研究领域具高影响力。

表 8  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5 的被引文献    
频次 文献名 作者（发表年份）

78 Analyzing linguistic data: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using R R. Baayen（2008）

77 Constructions at Work A. Goldberg (2006)

59 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a useful tool for English 
teaching and research M. Davies（2008）

57 Wordsmith tools version 5, Liverpool: Lexical Analysis Software Ltd M. Scott（2008)

56 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R. D. Huddlesto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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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共被中心度大于 0.18 的被引文献

频次 文献名 作者（发表年份）

0.28  A usage-based exemplar model approach to Spanish verbs of “becoming” J. Bybee (2006)
0.25 Lexical priming: a new theory of words and language M. Hoey（2005）
0.21    Constructions at work A. Goldberg (2006) 
0.19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Tomasello (2003)
0.18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J. Bybee（2010）
0.18 An academic formulas list (AFL) R. Simpson-Vlach（2010）
0.18 Humble servants of the discipline? self-mention in research article K. Hyland（2001）

在 5 篇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中有 4 本专

著都带有工具书性质，Analyzing  linguistic data: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using R 是面向

非数学背景学者展示怎样用 R 语言进行语言学

语料分析；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a useful tool for English teaching and 
research 介绍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在

英语教学和研究中的应用；Wordsmith tools 
version 5, Liverpool: Lexical Analysis Software 
Ltd 介绍语料库工具 Wordsmith；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是基于描写语法

的英语辞书，例句均来自真实语料。这些高频

次共被引文献揭示出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个重要

特征，即实践性和工具性。语料库语言学是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实践性是其突出特点。

并且语料库工具和语料库本身都在不断更新、升

级，Wordsmith 现在已经更新至 7.0 版本，COCA
已经有了库容达到 1.4 亿的升级版 iWeb。

在共被引最高频次和中心度最高的文献

中均入选的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运作中的构式：语

言概括性的本质》）[21]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

构式语法的扛鼎之作。其作者 A. Goldberg 提出

的“构式”概念引起了整个语言学界的极大关

注，其发展势头极为迅猛。某种意义上，构式

主义已经形成独立的研究流派。语料库与构式

的结合既出于理论上的契合，又凸显了语料库

的工具优势。

2.7  国际语料库研究前沿热点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核心与精髓，是对

主题的概括与凝练，反映文献的核心内容，也

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当多篇文章的关

键词具有一致性时，这些文章的主题或多或

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关性。关键词共现知

识图谱能够将具有相同关键词的文章进行聚

类，进而体现出同一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集

中展现一段时间内相关文献的研究热点，有

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已有研究内容。同时，通

过对关键词共现产生的中心性分析可以揭示

出研究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因此，本文利

用已收集的文献数据库的关键词来分析语料

库的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 软件中，将节点

类型设置为“Keyword”，对 5 096 篇文献进

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的研究热

点图谱，运行结果表明，共有 323 个节点，930
条连线，且密度为 0.017 9，如图 9 所示。图

9 中带有紫色圆圈的关键词具有高中心性，是

一个研究热点向另一个研究热点转化的重要

转折点。

通常频次高的关键词被用来确定一个研

究领域的热点，表 10 列出了共现频次大于

等于 30 的关键词及其序号、频次、突现值和

中心度。从表 10 中可以看出，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作为关键词共现频次最

多，有 238 次，且中心度为 0.14，处于第 5 位，其

中西班牙语（Spanish）、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语 料 库（corpora）、 词 典 编 纂

（lexicography）和句法（syntax）的突现值

均非常高，表明这 5 个关键词是各自年份的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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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关键词分析可视化图谱

表 10  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突现值 中性度
1 corpus linguistics 238 0.14
2 corpus 171 0.09
3 Spanish 79 3.14 0.1
4 grammaticalization 78 0.09
5 collocation 71 0.06
6 corpus analysis 69 0.08
7 frequency 69 0.16
8 English 67 0.17
9 metaphor 66 0.06
10 conversation analysis 65 0.1
11 discourse marker 62 0.07
12 academic writing 58 0.07
13 genre 57 0.14
14 variation 52 0.05
15 discourse analysis 50 3.17 0.04
16 discourse 50 0.08
17 translation 50 0.11
18 pragmatics 50 0.06
19 corpora 49 2.69 0.15
20 gender 45 0.16
21 prosody 45 0.07
22 French 39 0.1
23 syntax 36 3.51 0.05
24 Dutch 35 0.03
25 evaluation 31 0.07
26 lexicography 31 9.12 0.05
27 semantics 30 0.12

为了进一步验证语料库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 可视化图谱中利用 Citation/Frequency 
Burst History 得到如图 10 所示的高突变关键词

时间线图谱，红色线条代表突变度发生显著变

化的时间区间。

图 10  高突变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图 10 清 晰 地 显 示 了 2005-2017 年 研

究热点关键词的演变，但也需要具体甄别

和 阐 释， 如 单 独 看“model” 和“corpus 
analysis”没有意义。整体看语料库 2005-2017
年 的 研 究 热 点 包 括 话 语 分 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metadiscourse、politeness、discourse 
marker）、词典编撰（lexicography、dictionary）、词
汇（morphology、word、collocation），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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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音系学（phonology）、句法（syntax）、隐

喻（metaphor）、性别（gender）、身份（identity）、文
类（genre）。以上分析显示一方面词典编撰和

词汇搭配一直都是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课题，另

一方面隐喻、性别、身份和文类等关键词往

往和话语分析、文学研究及专门用途语言相

关，这表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正在拓展到更

多领域，并更加细致。延续到 2017 年的关键

词包括话语标记、搭配（collocation）和德语

（German）。德语成为一个热点关键词可能

有两个原因：①有 4 本德国出版的期刊均为

语料库核心期刊，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较为丰

富；②近年来关于德语的研究比较活跃，如古 /
中高地德语的语料库建设和研究等。

3  结论

从文献发表数量看，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经

历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每年均有大量高质量成

果发表。在 WOS 数据库共收录期刊文献 5 096
篇，年均文献量为 392 篇，分布在 251 个刊物，其

中核心期刊有 19 种，欧洲国家出版刊物占 15
本，美洲 3 本，非洲 1 本。这些期刊文献反映

了近 13 年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可

重点关注。此外，荷兰、英国、德国均拥有 4
本及以上核心期刊，形成语料库研究的中心，反

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本国研究的发展，比如德语

是近 3 年来的持续热点。事实上，针对印欧语

系语言的研究的确在语料库研究中占据主流，针

对其他语言的研究一方面极具必要性，另一方

面在发表渠道上不占优势。目前我国北京外国

语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一北一南形成语料库研

究的两个核心，在创建英文期刊、进入国际学

界方面大有可为。

在 3 755 位第一作者中，S. T. Gries、G. M. 
de Schryver、K. Hyland、G. Parodi 和 D. Biber
等拥有最高发文量。被引文献共涉及作者 85 
996 人，其中高被引作者共 43 人，D. Biber、K. 
Hyland、J. Bybee、M. A. K. Halliday、E. C. 
Traugott、W. Labov 和 S. T. Gries 位居前列，这

些作者在国际语料库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分析作者合作水平后发现，语料库研究的合作

度为 0.82，合作率为 22.36%，合作度和合作率

都很低。共被引文献还揭示出语料库语言学的

一个突出特点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高被引

文献的作者往往也是重要的语料库建设者及软

件开发者。此外，语料库的工具性并不能掩盖

其理论价值，对理性主义的矫正，和构式语法

的结合，语料库的建立对语言习得、翻译和语

言本质的认识均有重要影响。

共有 57 个国家对语料库进行了研究，美

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比利时、中国和法

国等是开展语料库研究的主要国家，比利时根

特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

国爱丁堡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西班牙

瓦伦西亚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等在语料库研

究领域排在前 11 位，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学

者在进行访问交流时可重点考虑这些学校。

词频、搭配、词典编撰与语料库语言学具

有天然的联系，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词频

和搭配也是展开其他研究的重要手段。近些年

来，语料库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多角度

的特点。专门用途语言、学术英语，不同文类、不

同语种均成为研究对象。性别、身份、隐喻及

话语分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基于语料库的话

语分析、语料库文体学相继涌现，与构式语法、认

知语言学的结合是研究前沿。我国在语料库翻

译学、学习者语料库、汉语语料库建设方面成

果颇丰，是国际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

对国际研究热点和前沿的关注有利于人们拓展

和深入现有研究，也有利于与国际学界进行更

有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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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at grasping the overall context and research fin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rpus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clarifying the hot spots and exploring the research frontiers 
in this field. [Method/process] It took the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between 2005 and 2017 in Web of 
Science as data source, and made calculate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omains map on these data through the 
softwares including BICOMB, Ucinet6 and CiteSpac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publication numbers and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source journals, research subjects, national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ited literature. [Result/conclusion] It found that corpus stud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angle, and it’s research objects involve mo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genre. 
Collocation and lexicography keep being important studies while special purpose language, academic 
English, gender, identity, metaphor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urn into new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re the research fron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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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行业发展现状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知识管理伴随信息技术的提出与发展而诞

生。在中国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随着“互联

网 +”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社会各个领域逐步渗

透，企业知识管理就此获得快速发展，已然成

为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之一。现今的企

业越来越意识到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企业的业

务活动与知识息息相关，企业的价值创造和增

值过程与知识管理紧密相连。一言以蔽之，知

识管理在企业中愈渐重要，如何更好地在企业

中进行知识管理也是学界亟待关注的问题。

通常来说，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就是由搜

索引擎技术提供商、搜索引擎运营商以及由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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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产生价值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成的群体 [1]。

搜索引擎的工作路径是：依据特定的算法和程

序从互联网上抓取相关信息，对信息进行再处

理后显示给用户 [2]。步入 21 世纪之后，互联网

信息搜索行业的覆盖范围，无论是从地域上还

是业务上，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3]。2018 年

1 月 31 日 CNNIC 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6 年底，我国使

用综合搜索引擎的用户人数已达到 6.02 亿，网

络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信息源 [4]，具

体情况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互联网搜索行业企业共同的也是最大的特

点是它们都是典型的知识型企业，通过将线上

林林总总的产品信息以及广告传递给消费者，以

期能够达到最优的整合传播效果。搜索引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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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其中关键的一环，随着其影响力的日渐增

长，搜索也随之成为了媒介的核心 [5]。在互联

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每项业务都需要充分挖

掘和使用信息、知识，为用户提供知识产品，同

时也需要通过知识管理来提升管理水平和竞争

优势，其核心能力是在知识管理实践中逐渐形

成和发展的，因此企业研究和实践知识管理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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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2017 年中国 PC 搜索引擎用户规模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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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17 年中国手机搜索引擎用户规模及使用情况

然而，就以往的相关文献梳理情况而言，之

前的知识管理理论和相关分析方法多是讨论企业

如何改进自己的组织文化，如何建立知识共享的

组织特征以及如何建设相匹配的信息基础设施。

相关文献尽管丰富了我们对知识管理在企业如何

应用的认识，但它们较多地关注于企业如何更有

效率地进行知识共享，从而将组织的隐性知识

显性化 [6]，对企业在知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互

联网 +”“万众创新”等战略的提出，以移动互

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中国新的主导产

业，学界理应给予更多关注。而过往文献则集中

于制造业企业知识管理的运用和实践，对互联网

搜索行业知识管理的应用探索还处于空白。制造

业的企业以产品生产和制造为主，企业进行知识

管理旨在降低管理成本，与互联网服务企业的知

识管理应用截然不同，后者更关注智力资本的建

构以及如何通过创新在行业中脱颖而出。综上，本

文旨在通过分析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知识管理应

用现状，就其知识管理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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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支持及政策建议。

1.2  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大致

来源于两个渠道，其一是广告收入，其二则是

技术授权收入。其中的广告收入的来源又可以

再细分为竞价排名和关键词搜索 [7]。由于搜索人

与被搜索对象存在交互的关系，广告的实施较

为便捷且效果直接。2016 年中国搜索引擎企业

收入规模达到 811.3 亿元，同比增长 18.4%，具

体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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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2016 年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规模

从市场占有情况来看，百度在中国市场占有绝

对优势地位，但好搜、搜狗、神马这一类新秀不断涌

现，逐渐挑战领导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全球搜索引擎

市场中，Google占据绝对的市场优势（见图4、图5）。

70.74%

15.16%

7.12%
3.94% 1.5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百度 神马 360搜索
搜索引擎

市
场

份
额

搜狗搜索 Google搜索

注：数据来源 StatCounter

图 4  2017 年 12 月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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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7 年 12 月全球搜索引擎市场份额

2  知识管理应用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知识管理是通过获取、创造、分享与整合

知识，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项综合活动 [8]。因

为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有其独特的特点，依据

特定的算法和程序从互联网上抓取相关信息，显

示给搜索用户的是对信息进行再处理以及组织

后的信息 / 知识。也就是说，互联网信息搜索行

业与传统行业并不相同，它提供的产品是信息 /
知识服务，即软科学产品。

因此，对于互联网搜索行业而言，智力

资本因其稀缺性和价值性，成为企业构建核

心竞争力的核心资源。较之传统行业，互联

网信息搜索行业更需要储备以专业知识型人

才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其与传统行业具体比

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与传统行业企业的对比

类别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 传统行业企业

重要资源 智力资本，主要是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 技术、资金、设备等物理资源

组织结构 一般是矩阵式、扁平式以及网络化结构 金字塔式、职能式以及官僚式结构

管理关系 以柔性管理为主，强调参与和自主 以刚性管理为主，强调等级和纪律

管理思想 以任务为中心，主张互动、追求创新 以职能为中心，主张遵从、定岗定位

工作方式
以人为本，比较轻松，依据工作任务成立小组
或团队

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各部门负责完成各自流程
中的任务

最终产品 无形的信息知识 有形的产成品

企业在构建和维持自身核心竞争力过程

中，需要通过一系列管理方法、策略和战略提

高企业知识管理的能力，最终提升企业价值 [9]。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和资源互换等措

施，将获取的知识转化为服务、产品或是和自

己原有的智力资本进行整合，创造新的知识，这

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知识管理能力的

方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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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T. H. Davenport 等的研究，企业中的

知识管理目的主要有三点：使智力资本在组织

中显示出作用；构建一个适宜的知识管理战略

信息系统；通过知识共享建立一个知识密集的

企业文化 [11]。

因此，本文将从智力资本、知识管理战略、知

识共享与创造三个方面评估和分析互联网信息

搜索行业知识管理应用的现状。

2.1  智力资本

斯图尔特将智力资本定义为能够使企业获

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可用公式表示：智

力资本 = 人力资本 + 结构资本 + 客户资本 [12]。

结合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性质可知，智力资本

对于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至关重要，而人力资

本更是重中之重。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也清楚地认识到

这一点：首先，大多数企业都坚持“以人为本，人

才第一”，重视与员工分享企业组织各种活动

的目标。畅通的网络信息保证员工可以随时了

解企业的发展动态，各种报告会向员工开放，以

便他们知道企业的过去和未来 [13]。其次，采取

激励措施，增加对员工的人文关怀，满足员工

生活和工作需要。必要时，进行有效的员工培训。

最后，培育创新的文化并且在创新过程中引入

外部用户反馈机制，利用 Gmail、Google Online 
Office 等媒介，进行数据分析了解用户偏好，有

针对性地进行研发。

但是，企业在构建和维护智力资本同时也

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维系客户资本方面，竞

价排名严重影响用户体验。用户在使用搜索引

擎进行信息查询时，通常而言前几条搜索结果

都是付费的推广信息，甚至不排除出现一些虚

假的诈骗信息。由于用户不能完全鉴别不真实

的推广信息，经常会导致用户上当受骗，随之

对提供搜索引擎的公信产生怀疑。诸如百度搜

索引擎推出的“百度推广”，利用竞价排名，即

按照付费多少对购买同一关键词的网站进行排

名。如果对被购买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搜索

界面前几条都会显示其推广结果。有学者对其

作出相关统计，有近三分之一的用户无法识别

百度的各种推广广告，有的用户更是付出了身

体健康的代价 [14]
。2016 年 3 月，魏则西在知乎

上描述自己寻医的过程，详细记录了他被竞价

排名的搜索结果误导的经过，这事也一度成为

热点话题。事后虽然由网信办主导调查，并进

行相应的处理，但用户对搜索引擎的信任流失

却实实在在生成了。竞价排名等商业模式会降

低使用者对搜索引擎的信任度，导致搜索结果

丧失了公信力，从长远而言，用户也必然会放

弃搜索引擎，选择其他有效的搜索办法。当一

些企业靠支付更多的费用占领搜索排名时，尽

管搜索引擎模式有其便捷、易获取等特点，也

难以弥补用户不良的体验。

同时互联网搜索引擎行业还呈现出这样一

些新特征：首先，搜索引擎是用户获取信息的

主流渠道，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在数据过量

的环境下，用户依靠搜索引擎的帮助去鉴别和

筛选出契合需求的知识 / 信息。其次，在搜索引

擎日渐普及的同时，一些问题也突现出来，信

息安全、信息诈骗以及信息失真等情况常有出

现 [15]。另外，商业推广会导致用户主动搜索

信息行为有所减少，用户在收到被动信息推送

时，其主动进行搜索信息的行为会有所减少，相

应地降低了搜索服务在提供知识 / 信息上的比

重。

2.2  知识管理战略

2.2.1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对谷歌的应用分析

资源基础理论核心思想是，组织的资源

差异会导致竞争优势的差异，组织的竞争优

势取决于其拥有的有价值资源。资源只有与

与企业战略相匹配，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

J.B. Barney 和 P.M. Wright 在 RBV 基础上构建

VRIO 模型 [16]，本文参考 VRIO 模型解释互联

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的四种类型资源，见表 2。
由此可知，人力资源与能力是互联网信息搜索

行业企业的核心资源。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特征

有别于传统行业。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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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资源和竞争优势来源于其强有力的研发团

队。好的研发团队，不仅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储

备，还需要在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可以说，互

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优秀的人力资源与能力

才构成了其立身之本。互联网搜索行业企业也

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

当人工智能兴起，各种人工智能技术与搜

索引擎的结合提升了用户搜索体验和效率；搜

索引擎企业依靠其用户数据规模和数据挖掘能

力两方面优势，将以加强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

的创新应用开发作为下一步业务发展方向。

AI 技术立马成为搜索引擎厂商未来竞争重点。

2017 年 12 月谷歌宣布成立 AI 中国中心，旨在

培养 AI 的人才，同时谷歌 Cloud 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

谷歌开发者大会上的演讲《在 AI 的世界里，中

国早已觉醒》中表示每年会资助超过 250 个学

术研发项目。

表 2  基于 VRIO 模型对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的四种类型资源的解释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 价值 稀缺性 难以模仿性 组织

物理资源 是 是 否 -

财务资源 是 是 否 -

知识资本 是 是 否 -

人力资源与能力 是 是 是 是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在积极投入各种

资源的同时，也同样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总

结如下：①物理资源方面，互联网信息搜索行

业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容易受到了政治或法

律力量的干扰。例如：因为中国政府要求谷歌

封锁许多内容，为了保持品牌形象，谷歌只能

退出了中国市场。②财务资源方面，面临着与

其他广告形式竞争，如电视、广播、报纸和杂

志的竞争，这些可能会影响其收入增长和市场

地位。

2.2.2  从知识欠缺到知识吻合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在积极投入各种

资源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知识欠缺的问题，当

互联网搜索行业企业知识欠缺时，通常会面临

专利诉讼纷争、客户流失等问题。Wind 资讯金

融终端系统 2018 年 3 月 29 日在《搜狗诉百度

专利侵权案件详情》中披露，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就搜狗诉百度专利侵权系列案件分别作出一

审判决，百度被判停止侵权。

一般而言，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从知

识欠缺到知识吻合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此以

谷歌为例：①收购阶段，在企业成立初期，为

了确保企业不会因专利问题影响正常运作，开

始了大量收购。例如：谷歌公司曾在成立之初

收购了摩托罗拉，以帮助其建立一个大小合适

的专利池。②完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会

更加有策略地将专利池中所缺失的专利补齐，对

自己的专利池进行整体梳理，挑选出企业发展

所需最重要的资源。并且着手开始对外售卖专

利，将对企业不再具有商业价值的专利售卖。

同时也将继续从自己的发明中继续挖掘专利。

在此过程中，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经常会

遇到一系列问题诸如收购方式以及对象，研发

的对象以及投入的比例。谷歌就成立了专利工

作组，负责专利池的日常运营，包括专利申请

工作，同时也负责管理不同的工具及数据库，为

其他小组的同事提供专利数据分析的相关帮助。

2.3  知识共享与创造

何谓知识共享？知识共享即员工在组织

内外部通过一系列行为，诸如讨论、学习、交

流，进行知识交换，以达到知识再创造的过程。

由于知识共享有其独特的优势：边际收益远大

于边际成本，因此知识共享程度的高低决定了

企业知识管理的好坏。而且，由于互联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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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就其知识内容

而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于传统制造业。互

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的知识分散在每一项业

务活动、每一个企业员工上，知识的创造更是

无时不在，因而知识共享与创造在互联网行业

企业显得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的知识共

享与创造也有其特殊的问题：如果企业知识共

享的程度比较高，大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互

通有无，员工通常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储备足够

的知识和技能，很可能离职去寻求更高的职

务；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的工作强

度大，对员工的素质和时间有较大的要求，也

会导致员工在生活和工作上无法兼顾，从而离

职。

总而言之，虽然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人员

素质高，具有丰富的个人知识与经验，但是员

工流动性大。2017 年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的

离职，就曾造成百度股价的巨震以及暂时性科

技研发停滞等问题 [17]。那么，如何将个人隐性

知识显性化，将个人知识转化成企业的知识，就

亟待我们关注和解决。

2.4  问题提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现阶段互联网搜

索行业在知识管理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当

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对自身应当履行的义务认

识不清，类似于商业推广等活动的过度以及互

联网信息搜索服务中违法信息的存在会损伤客

户资本，导致维护和提升客户资本方面欠缺；当

企业存在知识欠缺的状况时，会面临专业诉讼

纷争等问题；当知识共享缺失时，个人的离职

会对企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通常会造成股

价异常波动。

3  知识管理应用方案

针对上述问题，在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围

绕提升知识管理效用与企业价值产生了以下研

究课题：①在维护和提升客户资本方面，如何

提升用户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查找某种信息的体

验；②如何提升与保持人力资源与能力，如何

尽快地帮助企业从知识欠缺到知识吻合；③如

何将个人隐性知识显性化，将个人知识转化成

企业的知识。

由于鲜有国内研究对上述问题予以足够的

关注。本文试图对其进行研究，深入探讨通过

知识管理将人与知识串联起来，将业务流程即

项目运行过程与知识流程互相映射，使得员工

的个人隐性知识显性化，将个人的知识转化成

团队或是企业的知识。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

善现有的知识管理体系提供思路与参考，也对

知识密集型行业制定知识管理方案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

3.1  用户体验的提升以及客户资本的维护

付费竞价模式导致商业推广信息失真，以

至于用户无法鉴别出更符合需求的信息，影响

信息搜索的客观和公正；在数据过量的环境

下，突显的一些新问题，诸如信息安全、信息

诈骗以及信息失真，亟待解决。上述两方面都

直接导致用户体验的下降。从已有的论文研究

结论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提升搜索引擎用户体

验进行了如下研究：

（1）信息用户对于搜索引擎所持的态度。S. 
S. Liaw 和 H. M. Huang 基于 TAM 理论讨论影响

用户对搜索引擎态度的因素，其研究结果表明

个人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个人的计算机知识储

备、动机以及搜索引擎的性能等因素都会影响

用户对搜索引擎的态度 [18]。

（2）信息用户需提高信息安全意识。I. 
Gulenko 研究表明，由于搜索引擎可以访问用户

个人的详细信息，网络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用

户需要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意识 [19]。

（3）关于搜索引擎技术方面的研究。由于

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搜索引擎存在一定的问

题，无法有效进行信息查询和保障信息安全。许

超设计 Heritrix 和 Lucene 两个子系统，通过爬

虫和排序算法，实现一个垂直搜索的引擎系统模

型，可以提升信息安全 [20]。梅丹通过研究信息

安全领域本体的中文分词、信息抽取以及语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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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实现语义搜索以提升信息安全 [21]。

（4）关于搜索引擎与不同主体信息安全的

研究。周永红和吴芳通过对信息泄露的途径进

行分析，提出大数据时代维护信息安全方式的

建议，包括提升行业整体环境，明确用户、搜

索平台以及数据提供方的权利和责任和健全法

律保护机制等 [22]。张会平等认为着重分析了搜

索引擎的不当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基于此

提出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信息业务协同以及切

实的监督考核体制等建议 [23]。

在充斥着海量数据的时代，搜索引擎的诞

生无疑会给用户带来方便和快捷，与此同时，数

据搜索精确度降低以致信息失真；过度挖掘“数

据废气”导致隐私泄露；“数据滥交”诱发诈

骗隐患；用户主动泄露个人行为数据等问题还

未解决，这些都影响用户对搜索服务的体验。

如何提供切合需求的用户体验，重塑用户对搜

索服务的信任感是一个重点问题。本文总结搜

索引擎用户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的原因，并根

据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就维护和提升

客户资本提出自己的方案：

第一，明确数据使用者的责任。由于搜索

结果能够直接影响用户行为，必须确保搜索引

擎展示的数据输出的准确性。如下表 3 所示，目

前而言谷歌和百度的认证情况和对信息的保障

措施更好一些。

表 3  主要搜索引擎公司认证和保障开通情况

公司名称 官网官方认证 广告官方认证 第三方认证 搜索保障

谷歌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百度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360 开通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搜狗 开通 未开通 开通 未开通

第二，提升搜索行业的自律性。据人民日

报调查显示，截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百度搜

索页面商业推广占比已经超过 30%，过多曝光

竞价排名的结果显然有失公允 [24]。互联网搜索

行业企业应遵守相应的行业准则，进一步规范

流程减低操作风险，避免发生用户信息泄露。

另外，行业可先行建立用户权益保障的机制，对

因采信虚假推广信息而造成损失的用户给予赔

付，提升用户与企业间信任感。

3.2  从知识欠缺到知识吻合的实现

从知识欠缺到知识吻合的实现最快捷的方

法是投资收购专利。通过收购的方式，构建一

个适宜企业发展的专利池，不仅可以避免研发

失败的风险，而且可以缩减研发的时间，从而

实现“弯道超车”的效果。

专利收购的方式虽然能很快地满足企业对

知识的需求，但是过程中却存在复杂的风险问

题：①知识产权风险。企业在收购专利时，需

要就具体标的进行具体分析，是购买使用权还

是所有权，是用益物权还是排他权。②法律风险。

如是否可能遭遇的诉讼危机，在当前法律环境

下购买是否可行。③市场风险。如购买专利所

支付的对价是否公允；④技术风险。如购买的

专利是否与企业自身相匹配。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知识管理方法是风

险识别。可以通过组建一个专家团队，包括财

务、法律以及技术专家，大家互相沟通，知识

互换，一起决策出最适合的专利收购方案。

3.3  将个人知识变成项目知识乃至公司的知识

针对该问题，本文参考知识管理框架相关

理论，构建的模型如图 6 所示：

图 6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知识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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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组织文化方面

（1）在创新的基因上培育起知识创新和共

享的文化。借鉴 Google 等知名企业的做法，可

以建立一个有利于知识管理的办公环境，管理

上强调分工和协作，并且对创新加以激励。

（2）及时进行意见交流和反馈。比如可以

设一个公共邮箱，员工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观

点或者建议投往邮箱，所有人都有权利各抒己

见。

3.3.2  组织架构方面

（1）建构一个以知识型员工为核心的扁平

化组织，就具体问题而形成的 3-5 人规模的团队

有充分的自主权，这样的组织架构可以有效处

理企业面临的专业性问题。

（2）以项目小组形式完成任务，新员工和

学识丰富的员工比邻而居，这也是一种高效的

培训经验，可以促进知识之间的共享。

3.3.3  技术管理方面

使用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构建一个以项目

或者任务为导向的内部网络，并且在有需求的

时候向团队成员开放。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

业也可以成立行业信息系统中心，各企业可以

进行知识的填充和共享，甚至将某些成果以产

品形式推出。

3.3.4  激励机制

为了促进知识的创造和共享，企业可以就

员工的知识创造活动进行奖励。比如，如果员

工在系统中分享一些工作的技能、心得或者其

他一些知识性成果，企业可以定期组织评比，并

给予鼓励。同时，还可以采取股票激励等方式，将

员工福利和企业利益牢牢绑定。

4  结语

2018 年 1 月 31 日 CNNIC 发布的《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我国使用综合搜索引擎的用户人数已

突破 6 亿，覆盖率也超过 80%。就此而言，网

络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信息源。在

互联网信息搜索行业，企业每项业务都需要充

分挖掘和使用信息、知识，为用户提供知识产

品，同时也需要通过知识管理来提升管理水平

和竞争优势，其核心能力是在知识管理实践中

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企业研究和实践知识

管理尤为重要。

之前的知识管理理论和相关分析方法多是

讨论企业如何改进自己的组织文化，如何建立

知识共享的组织特征以及如何建设相匹配的信

息基础设施，侧重阐述传统制造业企业知识管

理的运用和实践，对互联网搜索行业知识管理

的应用探索还有待深入。而生产型企业与互联

网服务企业在知识管理的应用上有很大不同。

本文以互联网搜搜行业为研究对象，从如何提

升用户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查找某种信息的体

验，维护和提升客户资本；如何尽快地帮助企

业从知识欠缺到知识吻合；如何将员工个人的

知识显性化，成为企业的知识，三个方面提出

具体的知识管理应用方案，旨在帮助互联网信

息搜索行业企业提升知识管理应用的可行性与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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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earch industry. [Method/proces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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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和媒介的不断发展，新

媒体已经成为图书馆与用户之间沟通的主流形

式。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实现和读者的全

方位沟通与互动，这种线上线下的利用文字、

图片、语音、视频的全方位沟通充分发挥了图

书馆的功能和作用，实现了图书馆新媒体工作

【学术探索】

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
评价研究
             ——基于前馈BP 神经网络模型的实证分析

◎段丹  张璐  孙昕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  大连  10062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提出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方法，

希望能够为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推广提供借鉴。[ 方法 / 过程 ] 针对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信息传播的特点，从信息传播过程的要素和环节构成入手，构建以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

体、传播技巧、传播对象为主的 5 个维度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采集 30 所财经高校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相关数据，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 / 结论 ] 提出基于前馈 BP 神经

网络的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方法，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该方法对微信公众号传

播效果评价具有较好的效果，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促进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对策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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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手段的进一步升级。通过微信公众号进

行信息传播是一种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模式，是

提升服务水平和读者满意度的重要表现，所以

笔者基于前馈 BP（error back propagation）神经

网络模型评价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

传播效果，希望能够为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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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的运营推广提供借鉴。

1  研究现状及述评

国外图书馆界早在 20 世纪就将社交网络应

用于图书馆的各项服务中 [1]。以 Facebook 为代

表，图书馆广泛应用这些社交网站的自媒体和

交互属性的新特征开展新媒体服务 [2]。国外的

相关研究主要是关于图书馆应用 Facebook 的实

践、拓展和营销服务经验、使用效果、调查问

卷等 [3]。

国内微信是继 Facebook、Twitter、Google、 
Yahoo、YouTube 之后的分享信息的世界级平台。

国内学者对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研究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4]：①在应用现状调研方面，

傅钰 [5] 等人基于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调研分

析，采用相关工具分析推送特征及规律，并由

此提出意见和建议；②在用户信息行为方面 [6]，

孙绍伟等 [7] 基于实证研究的方法根据相关样本

数据，分析用户独特的信息行为特征，从而提

升微信服务效果；③在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方面，

陆和建等 [8] 利用微信公众号创新阅读推广、资

源共享、知识仓储等资源与服务推广模式，构

建微信公众号平台服务评价指标模型 [9]，扩大

和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和质量 [10]；④在信息

传播效果评价方面，薛调等 [11] 通过构建相关评

价指标体系和模型，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

进行验证，进而提出增强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效果的建议。

综上所述，很少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评价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更没有专

门针对财经高校图书馆进行系统评价的研究。

因为笔者身处财经高校图书馆，经常进行财经

高校之间的对标比对工作，所以以财经高校图

书馆为视角，首先提出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

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评

价方法，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该方法对微信公众

号传播效果评价具有较好的效果，并根据评价

结果提出促进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

传播效果的对策和建议。

2  相关概念及可行性分析

2.1  前馈 BP 神经网络概述

1943 年，W. S. McCulloch 和 W. Pitts 合 作

提出的神经元数学模型是神经网络的最初理论

形式 [12]。1986 年，D. Rumelhart 和 J. McCelland
等发展了多层网络的 BP 算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

令人鼓舞的进展 [13]。前馈 BP 神经网络是人工

神经网络拓扑结构的一种简单连接形式，它是

模仿人脑神经系统的工作机制而建立的网络模

型的简单形式，它的主要学习算法是信号正向

传播 [14]，输入的样本通过输入层、隐层，在传

向输出层的时候计算与期望输出之间的误差，

接着转入反向传播过程，误差按原来信息正向

传递过程的通路反向传回，传递的同时对每个

隐层的各个神经元权系数进行修改，以使误差

趋向最小 [15]，以此类推，直到完成全部样本数

据的训练学习为止。因为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学

习算法和模型函数较为成熟，所以笔者希望借

鉴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综合评价方法的优点，对

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进行评

价，并通过实验尝试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实

用性。

2.2  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研究传播效果的可行

性分析

2.2.1  传播效果研究的意义

传播效果是传播学研究的出发点，在宏观

方面它指传播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

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在微观方面它指带有说

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

态度和行为的变化 [16]。传播效果的研究范围广

泛，目前的传播学理论多是从传播效果的认识

过程来界定传播效果的。因为传播效果实际上

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传播过程的传播者、传播内

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传播对象等要素和

环节相互作用而体现结果。因此，笔者从这 5
个方面构建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基

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模型对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价，既包含了对微信

公众号的宏观社会效果和影响的考察，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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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微信公众号中具体内容的效果产生过程与

机制的微观分析，可以为财经高校图书馆丰富

多彩的新媒体宣传推广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和实

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2.2  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研究传播效果的可

行性分析

传统的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方

法大多是建立系统评价的线性数学模型 [17]，但

是信息传播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很难保

证评价指标之间具有线性关系，用线性数学模

型评价会产生较大的误差。而前馈 BP 神经网络

模型能够模仿人脑神经系统的工作机制，通过

建立自我感知的模型，使信息由于各种原因发

生部分畸变时，仍然能够保证网络的正确输出。

另外，前馈 BP 神经网络具有非常强的实时性信

息处理的特点，这使它的每个神经元都能够对

信息进行处理和储存，并通过反复的组织和学

习，使神经元之间连接强度的权值大小不断增

加，从而提高样本反应灵敏度。所以笔者用前

馈 BP 神经网络算法评价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的信息传播效果，不仅能够极大地降低在

不稳定的环境中由于人工操作和计算相关系数

权重而出现的人为失误，而且可以通过神经网

络对信息自我学习和处理的特点，寻找输入和

输出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它深入和彻底的映

射能力和学习算法使得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的传播效果的评价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

实践依据。

3  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微信公众
号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方法

3.1  指标选取和量化

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和访谈方法初步选取

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传播效果的评价指标。笔

者结合陈立丹等 [18] 对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指标，

从信息传播过程的要素和环节构成入手，构建

以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

传播对象 5 个维度为主的一级指标，并通过大

量调研有关文献，提取与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相关的 16 个二级评价指标。参照相关文献量化

方法对 16个二级评价指标进行科学合理的量化，

希望通过这些指标能够衡量财经类高校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效果，具体见表 1 所示：

由于笔者选取的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指标大部分可以通过微信

公众号后台、清博指数大数据平台 [19]、西瓜数

据公众号大数据服务商 [20] 进行量化，还有一些

评价指标较难进行量化，所以运用德尔菲法 [21]

进行评价指标的筛选和量化。选取图书馆新媒

体工作人员 3 人、信息传播研究学者 2 人、图

情专业教授 5 人作为本研究的专家人选，将抽

取到的 16 个评价指标设计成问卷调查表，通

过邮件或即时通讯等方式传递给 10 名专家进

行打分，经过多轮的询问和调研，专家打分采

用 10 分制形式，分值越大表示评价指标对微

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有显著影响，评价指标的

大小分为非常高（8-10 分）、高（6-8 分）、

一般（4-6 分）、低（2-4 分）、非常低（0-2 分）

5 类，将评价指标的等级分值作为预计输出层

数据。

3.2  结构设计

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结构设计主要包括输入

层、隐层、输出层 3 个方面。相关文献证明，

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选择节点数目 [22]，

而隐含层节点的确定是一个复杂问题 [23]，需要

首先进行确定。所以笔者在具体设计时，根据

前人的经验，适当加上一点余量，参照公式（1）
进行最佳隐层节点数的设计。

H I O α= + +              公式（1）
在公式（1）中，为隐层节点数，为输入节

点数，为输出节点数，为常数。

大部分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输入层的节点数

目由数据源的维度决定，所以在本文输入层的

数目由指标体系的维度和二级指标决定；关于

输出层的数目往往根据文章的实际研究意义制

定。因此，笔者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评

价模型网络结构设置成 3层，包括 1个输入层 (16
个节点 )、1 个隐层、1 个输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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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指标及量化方式

维度 指标 解释及说明 量化方式

传播
主体

覆盖范围和影响力
（X1）

信息传播涉及地区范围，使用阅读用户影
响力

采用西瓜数据提供的西瓜影响力指标
测量

运营和推广能力（X2）管理人员运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质
量和宣传能力

采用西瓜数据提供的运营质量指标测
量

信息素养（X3） 管理人员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素养、知识文
化水平和认知程度

采用清博指数的发布文章总数指标进
行测量

传播
内容

信息素养水平提高程
度（X4） 用户图书馆利用和信息检索能力提高程度 采用西瓜数据提供的用户黏性指标测

量

信息有用性（X5） 信息内容质量以及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 采用西瓜数据提供的推文内容质量指
标测量

信息丰富性（X6） 信息内容表达方式的多样化程度、新媒体
利用程度

采用西瓜数据提供的发文类型指标并
结合手工查询进行测量

讯息
载体

功能设置（X7）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功能设置完整性、
功能作用大小 手工查询测量

用户关注评分（X8） 用户对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情况 采用西瓜数据用户分析指数模块

影响力提升程度（X9）微信公众号平台影响力、知名度的提升程
度

采用清博指数的 WCI 提升程度进行测
量

传播
技巧

评论互动性（X10）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互动功能设置，信息
回复功能、用户参与互动活跃度 手工查询测量

标题新颖性（X11） 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标题的吸引力、创新
性等特征

采用清博指数的头条文章阅读量指标
量化

推送时间和频率
（X12）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信息的时间选
取、推送的频次等 采用清博指数月发布次数计算

传播
对象

转发分享（X13） 用户转发和分享微信公众号信息的数量 采用微信公众号后台图文统计分享转
发次数

阅读数量（X14） 发布微信公众号阅读次数、点击浏览次数 采用清博指数的总阅读数量化

点赞数量（X15） 用户对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的点赞次
数 采用清博指数的总点赞数量化

用户活跃度（X16） 用户每天登陆和使用微信频次、用户原创、
转发、点赞、使用微信的活跃程度 采用西瓜数据活跃粉丝数进行量化

3.3  样本处理

由于输入数据各维属性之间会出现信息的

重合或冗余且易造成很多维属性之间的共线性，

从而造成神经网络误差较大，因此笔者首先按

如下 T 检验公式 (2) 计算出权重值 wj，并对每

维属性赋予权重：

 

       公式（2）
  

其中，pj 代表所有样本数据点第 j 列属性的

均值，vj 代表所有样本数据点第 j 列属性的方差，

n 代表所有样本数据的个数，m 代表输入数据的

维度。

为了避免因为输入输出数据各维属性数量

级差别较大影响网络预测误差，在训练前对输

入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是一种常用处理方法 [24]。

在用神经网络算法训练前，采用公式（3）最大

最小法把输入数据变换为 [0，1] 之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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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加权后样本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Y 表示

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

3.4  参数选择

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参数选择包括激活函

数、初始权值以及学习率的选择几方面。一般

情况下，选择常用的激活函数 S 型函数作为控

制网络最终输出的重要函数。关于初始权值的

选择也是影响网络收敛精度的重要因素，所以

笔者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并结合前人的研究经

验，将权值初始值的范围限制在 ±0.5 左右 [25]。

因为前馈 BP 神经网络算法的学习率决定权重大

小，并且贯穿于整个学习当中，甚至决定网络

的稳定以及结果的收敛程度，所以笔者将学习

率的范围设置在 [0.1,0.7] 之间。

3.5  计算步骤及流程

选取 30 所财经高校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多

维数据为训练样本，在确定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

结构设计和参数选择后，对样本进行处理和训

练。具体评价分为以下 5 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
评价流程

第一阶段：样本选择和数据预处理。利用

微信公众号平台、清博指数、西瓜数据结合专

家预测法获取训练样本和期望输出数据，并采

用 MATLAB 对数据赋予权重和归一化 [26]。

第二阶段：明确前馈 BP 神经网络各输入变

量、期望输出变量以及期望误差以及对应的参

数，构建初始网络。选取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16 个指标为输入层节点

数，样本处理后的输入数据为 X1、X2、X3……

X16；输出层即为传播效果评价大小，输出节点

为 1 个，样本处理后的输出数据为 Y。隐层节

点确定的方法是采用公式（1），利用逐级增加

试凑的方法进行隐层节点确定，选取误差最小

时的节点数为隐层节点个数。

第三阶段：在输入层输入单个指标数据以

后，数据会在前馈 BP 神经网络中正向传播，数

据经过隐层处理在输出层输出评价结果 y，y 就

是这个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实际的

输出值。

第四阶段：将实际输出评价效果和期望输

出效果进行比较，并根据相关公式计算出误差，

将误差信号按照原来的路径进行反向传输，输

入不同的样本数据进行学习和训练，分别得到

输入层和隐层、隐层和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系数，

从而使得误差值越来越小。输入不同的样本数

据，重复以上步骤，一直到误差小于设定的阈

值才停止学习和训练。

第五阶段：前馈 BP 神经网络经过训练和学

习后得到的网络模型的权值和阈值、结构和隐

层节点个数，形成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就可

以进行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在输入层输入相

应的评价指标数据，输出层会输出实际效用值，

再利用反归一化函数还原成真实值，对照表 2
划定的效用等级，完成效果评价。

4  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财经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评价
应用研究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预处理

笔者选取 30 所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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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数据

作为采集对象，通过微信公众号后台、清博

指数大数据平台、西瓜数据公众号大数据服

务商的相关信息量化样本指标，利用 MAT-

LAB 软件进行神经网络效用评价方法进行仿

真程序设计。采用 3.1 小节介绍的方法对输入

数据 T 检验特征加权和归一化处理后的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2  30 所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数据量化及传播效果期望结果（局部）

样例 X1 X2 X3 X4
1 0.357 594 937 0.315 789 474 0.573 333 333 0.102 272 727
2 0.629 746 835 0.684 210 526 0.053 333 333 0.227 272 727
3 0.528 481 013 0.631 578 947 0.48  0.061 688 312
4 0.702 531 646 0.631 578 947 0.453 333 333 0.647 727 273
5 0.335 443 038 0  0.093 333 333 0.241 883 117
6 1  1  0.146 666 667 0.836 038 961
7 0.816 455 696 0.789 473 684 0.08  0.720 779 221
8 0.246 835 443 0.578 947 368 0.426 666 667 0.980 519 481

4.2  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传播效果评价结果

4.2.1  初始化参数和函数设定

在利用 Matlab 工具箱中的函数进行权值和

阈值的初始化，学习函数为 learngdm 函数，训

练函数为 trainglm 函数，性能函数为 MSE 函数，

动量项系数设置为 0.8，学习率设置为 0.01，最

大训练次数为 1 000 次，目标误差为 0.000 1，
其他参数都设置为默认项缺省值。

笔者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进行信息传播效

果评价时，隐层节点个数的确定根据公式（1），

借助实验试凑法选取隐层节点的数目以及隐含

层与输出层的传递函数，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

况下，实验对比输出训练数据集的 MSE 值，发

现当隐层节点个数为 17、隐含层与输出层的传

递函数分别为 logsig 与 tansig 时，MSE 值最小，

所以将隐层节点个数设置为 17, 隐含层与输出层

的传递函数分别设为 logsig 与 tansig。
4.2.2  模型训练和仿真结果

首先利用 MATLAB 编程实现输入数据的 T
检验特征加权和归一化处理，核心代码如下：

   w=abs(mean(X,1))./sqrt(var(X,1)/size(X,1));
    w=w/sum(w);
 for i=1:16
    X(:,i)=X(:,i)*w(i);
 end

for i=1:16
X(:,i)=(X(:,i)-min(X(:,i))*ones(30,1))/(max(X(:,i))-
min(X(:,i)));
end

随后，利用 Matlab 工具箱中的函数进行

权值和阈值的初始化，允许最大的迭代训练次

数为 1 000 次，学习率设置为 0.05，设定网络

收敛的误差性能指标为平均相对百分比误差

MAPE，网络的学习精度为 0.000 1，Sigmoid 参

数为 0.9。

为了数据的保密性，将样本编号为 1-30，
将 30 组样本随机选取 90% 的样本为训练集，

10% 的样本为测试集，重复 10 次操作，得到 10
组训练集与测试集（每组测试集样本指标如表 2
所示）。针对每组训练集，将实际输出与期望

输出进行对比，经过最多 1 000 次训练达到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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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误差 0.0001，接着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评价

测试样本的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得到的测

试样本的预测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测试样本

预测值和期望值的误差采用平均相对百分比误差

MAPE 值，即先计算出测试集里三个样本预测值

与期望值的绝对误差除以期望输出值，再取平均

值，10 组数据的 MAPE 值如表 2 所示。一般情

况下，MAPE 值控制在 6% 以内，属于实际应用

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从表 3 可看出，10 组实

验的 MAPE 值均小于 3%，说明笔者设计的基于

前馈 BP 神经网络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评价

模型具有较强的仿真性和实用性。

表 3  30 组测试样本随机选取情况和预测值

测试次
数

测试样本
序号

测试样本预测
值

测试样本
序号

测试样本预测值
测试样本

序号
测试样本预测值 误差（MAPE）

1 12 7.158 649 3 13 7.914 281 4 8 8.288 514 2 0.026 500 5

2 3 7.825 477 7 20 6.914 179 9 10 7.607 672 0.025 852 2

3 22 6.263 445 3 2 8.282 479 6 14 6.666 609 2 0.026 340 1

4 23 6.272 053 6 3 7.751 446 7 19 7.141 374 6 0.019 131 5

5 12 7.689 539 15 7.586 537 8 2 8.273 975 1 0.017 878 1

6 17 7.314 469 4 2 8.295 920 3 1 7.999 615 4 0.017 505 8

7 17 7.257 102 7 6 8.088 888 4 29 2.789 322 9 0.016 260 4

8 14 6.978 104 9 16 6.831 815 5 24 3.668 698 5 0.025 240 9

9 25 4.012 526 1 17 6.732 246 8 14 7.094 246 8 0.027 187

10 3 7.937 323 3 16 7.236 116 1 19 6.695 394 4 0.027 781 2

因为误差差异性不大，所以笔者随机选取

测试集指标平均分布在 30 个样本区间的 4 组测

试集，分别是第 2 组、第 3 组、第 4 组和第 7

次测试集，其中包含来自专家评价结果非常高、

高、一般、低的样本，将 4 组测试样本的结果

进行对比，如表 4 所示：

表 4  测试样本结果对比

次数 预测样本序号 期望值 实际值 测试集误差 评价结果等级

2

3 7.8 7.825 477 724

0.025 852 185

高

20 6.9 6.914 179 892 高

10 8.2 7.607 671 982 非常高

3

22 6.3 6.263 445 27

0.026 340 077

高

2 8.5 8.282 479 573 非常高

14 7 6.666 609 224 高

4

23 6 6.272 053 6

0.019 131 483

一般

3 7.8 7.751 446 717 高

19 7.1 7.141 374 561 高

7

17 7.2 7.257 102 692

0.016 260 382

高

6 7.8 8.088 888 383 高

29 2.8 2.789 322 917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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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评价结果分析

笔者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模型构建的财经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方法

将训练结果的误差值控制在了实际应用允许的

范围之内，符合实际评价要求，说明基于信息

传播过程的要素和环节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的

合理性，以及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评价方法

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财经高校微信公众号信息

传播的实际效果，甚至比专家打分更加全面准

确合理地反映实际情况。为了提高财经高校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效果，优化图书馆

新媒体服务质量，笔者针对财经高校图书馆的

特点及优势依据评价结果提出以下 5 个方面的

对策和建议：

（1）提高传播主体信息素养，组建运营推

广团队。由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指标权重无法

进行比较，但是从实际结果中可以看出 X1、X2
等传播主体指标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了重要影

响。有相关调查也显示，图书馆微信平台的使

用率与馆员的年龄以及对新鲜事物的创新精神

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结合财经高校的学科

优势和特点，注重提升传播主体的信息素养以

及运营推广的能力，组建一支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融合的，包含管理、文案、技术的专业化团

队 [27]。

（2）丰富传播内容和形式，开展系列微服

务。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样本 2、3、23、29
的评价等级分别为非常高、高、一般、低。通

过对比这 4 个样本的 16 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差距，

发现样本 2的各个指标数据明显高于其他样本，

说明样本 2 发布的推文的形式丰富性和内容有

用性都较高，能够较好地提升用户信息素养水

平，对于用户利用图书馆具有一定的帮助。尤

其是样本 2 中的一系列品牌微服务，突出财经

高校学科优势，贴近读者学习和生活，深受广

大读者欢迎，同时适当插入音频和视频，起到

了锦上添花的效果 [28]。所以丰富传播内容和形

式，提供多元化的系列微服务是提升微信公众

平台信息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

（3）拓展讯息载体功能，增加特色服务模

块。从评价结果发现样本 17 的传播效果为高，

其中功能设置（X7）指标数据很高，说明该微

信公众号有丰富的服务功能以及完善的菜单设

置，其中“我的图书馆”体现财经高校图书馆

以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为主体、兼有人文及自

然科学等多种类型、多种载体的馆藏文献体系，

更是整合了图书馆的各项资源服务和功能，方

便读者一站式获取。

（4）合理运用传播技巧，提高读者参与度。

根据评价结果发现样本 3 的评价等级为高，其

中评论互动性（X10）指标特别突出，说明该样

本的微信公众号注重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通

过互动提高读者阅读的积极性，进而有效提高

信息传播效果。另外标题的新颖性以及合理恰

当的推送时间和频率都会提高读者的参与度 [29]，

提升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效果。样本 3 更是

运用财经高校敏锐的洞察力和商业头脑成立新

媒体工作室，并结合统计方法开展相关讨论 [30]。

（5）加强传播对象活跃度，提升平台宣传

推广。根据评价结果发现样本 29 的评价等级为

低，各个指标的数据都明显小于其他样本，说

明样本 29 的微信公众号发文数量不多，不能给

关注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致使传播对象活

跃度不够，影响平台的信息传播效果。样本 29
的财经高校图书馆成立时间比较短，应该加强

传播对象的登录和使用微信平台的频次，从而

吸引更多传播对象的阅读数量和转发次数，进

一步提高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5  结语

笔者针对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

传播的特点，从信息传播过程的要素和环节构

成入手，构建以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

传播技巧、传播对象 5 个维度的 16 个二级评价

指标作为财经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一种基于前馈 BP
神经网络的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方法，通过采集

30 所财经高校数据训练前馈 BP 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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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发现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方法具有一定

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但是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

比如选取的样本数量不是很多，没有对前馈 BP
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改进等，希望在后续的研究

中加大训练样本的数量以及寻找合适的方法改

进前馈 BP 神经网络模型，进一步扩大基于前

馈 BP 神经网络对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评价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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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Evaluation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Feed Forward Back-Propagati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Duan Dan  Zhang Lu  Sun Xi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Library, Dalian 11602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feedforward back-propagati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library,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per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of financial university library. [Method/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 financial university library, starting from the 
elements and links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
tem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ffect from five dimensions: dissemination subject, dissemination content, 
information carrier, dissemination skill and dissemination object. By collect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Wechat 
public number of 30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based on the 
feedforward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the feedforward BP Neural network,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ffect in 
financial university library. Then,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t was proved that the evaluation method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effect of WeChat, an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the WeChat Offi-
cial Account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library.
Keyword: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library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propagation effect    feed-
forward back-propagati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uti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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