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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信息呈现出

海量性、动态性和多源异构性的特征，这预示

着需要尽快从根本上改善领域信息的获取、分

析、传播和影响方式，从而支撑领域的重大决

策 [1]。V. H. Vroom 等认为有关组织决策所使用

的社会过程都有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问题需要

回答。决策是一个社会过程，过程的要素是根

据人与人之间的事件而不是在个体内部发生的

事件而提出的。这为组织内社会人际互动促进

决策的详述提供了基础。知识晶炼的内涵与此

【学术探索】

基于知识晶炼理论的产品设计过程决策服
务建模
◎吴晓凤 1,2  高峰 1,2

1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兰州  73000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摘要：[目的 /意义 ]旨在服务于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方案决策，同时满足知识检索和重用的需求，

保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方法 / 过程 ] 基于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发现现有 IBIS 模型及其改进模型均存

在问题。因此，用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将研讨对话模型和产品设计过程连接，构建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传统的研讨对话模型在模糊综合决策判断时使用了取大取小算子，由于这种算子会导致某些有

用元素无效的情况，因而将取大取小算子替换为 Einstain 算子。[ 结果 / 结论 ] Einstain 算子吸取了取大取

小算子忽略无用价值数据的思想，并对两端数据进行高度归约。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使产品

设计过程决策服务建模具备基本的模型框架，改进后的研讨对话模型使其核心算法部分具备了可靠的保障。

关键词：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    产品双循环模型    IBIS 表示    Einstain 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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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相对应，是以某种需要回答的问题作为开

始，过程中需要若干人的参与，形成详述 [2]。R. 
Butler 也认为决策过程更多地与决策问题相关 [3]。

因此知识晶炼理论与决策有较大关联，并可以

为决策服务。A. K. Churchland 等从神经生物学

的角度验证了随着处理问题任务难度上升，做

出决策所需要的时间和证据需要增加 [4]。李武

等认为群体决策研究还缺乏较为完整的理论体

系，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5]。因此，为了能够

精简概况决策所需的证据，减少领导的决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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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系统研究了数据、信

息、知识的转变过程，从而为决策进行服务。

很多组织保存的内容往往只有结果，而对

于这项结果的前因后果如何，作为旁观者都会非

常迷茫。以至于若他人接手该项工作，可能无

法完全驾驭，导致工作方向发生偏离甚至背道而

驰，这不仅对于个人，甚至对于集体而言都是非

常不利的。因此，知识的不断积累和产品化非常

重要，如果没有积累，知识就会随着项目的结束

而消失，随着人员流失而消失，将积累的知识进

行产品化表示是知识利用的体现 [6]。

设计理性是对产品设计过程的解释和记

录，它包括设计过程的所有背景知识和信息。

比如具体问题是什么，怎么得到解决问题的想

法，想法是怎么样的等。将设计理性在计算机

中有效地表示出来是处理和重用设计知识的基

础 [7]。一个好的表示模型对于有效处理和重用

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最早开始实施这种设计理

性的是基于问题的信息系统（Issue-based Infor-
mation System，IBIS）[8-9]，原始的 IBIS 经过一

定时间发展，改进为支持自顶而下的产品层次

模型。而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形成一套

具有创新性的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

在此之前，国内外知识晶炼理论的研究

以 F. Sun 和 G. Cai 提 出 的 IBKC（issue-based 
knowledge crystallization）模型 [10] 最为系统完

整，但其 IBKC 模型只包含了蒸发冷凝过程（即

将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无用的信息去除，将有

用的信息保留），并且蒸发冷凝和评估寻找之

间没有相关性，整个过程只有一次作业过程。

而在实际环境中，除了蒸发冷凝过程，还包括

升华凝华、熔化凝固过程，产品是不断更新换代

的。因此，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应运而生 [11]。该

模型与之前理论的重要区别是，知识晶炼双循

环模型运用了物质世界的物理原理，从根本源

头出发，将蒸发冷凝、升华凝华、熔化凝固这

几个物理原理应用于构造冰山双循环模型，并

将冰山双循环模型的各个元素对应于知识晶炼

理论的各个元素，形成了知识晶炼理论双循环

模型。

该模型包含正循环和反循环两个方向。知

识晶炼反循环过程包含以下 5 个步骤：①提取

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所有原始数据；②从原始数

据中筛选出相关信息；③从不同知识结构的人

中抽取若干人，使其对上述信息进行阅读，每

个人产生一份关于所要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的

详述；④若干个参与人员与专家一起通过研讨

对话模型，从所有详述中筛选出接受度最高的

方案，并进一步增删减改，形成解决方案精述； 
⑤通过访谈调研、问卷调查、机器学习等方法

了解该产品用户的知识结构和偏好等，个性化

地形成用户容易理解接受的表述方式。

在此基础之上，当用户接收到精述时，用

户可能会有其使用评论，产生的评论即是升华

或熔化的气态或液态部分，它们成为了新的原

始数据，进而使得信息块、详述、精述产生新

一轮的变化，如此形成知识晶炼反循环。知识

晶炼正循环是表示使用者为了做出是否使用该

解决方案精述的决策，通过评估和寻找解决方

案精述背后的信息与原始数据，决定是否使用

该解决方案精述，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探寻

到原始数据，可以发现原始数据与解决方案的

结合方式，这个结合的过程就是凝华或凝固的

过程，从而直接对解决方案精述进行改变，进

而使解决方案精述相关的详述、信息块与原始

数据也有了相应的改变，如此形成知识晶炼正

循环 [11]。

由此可知，知识不是线性地自顶而下变化

的过程，自顶而下的产品层次模型存在一定缺

陷，本文在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的基础上，结

合产品设计过程，进一步构造了支持产品双循

环模型的 IBIS 表示。正循环过程和反循环过程

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使得产品在不断升级改进

的同时，使用者有更好的使用体验，并且帮助

具有科研等背景的使用者更好地实现其需求。

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除了运用知识

晶炼双循环模型的理论思想，还融合了研讨对

话模型，用于产品各个部件、零件等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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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产生问题的解决方案决策。现有的研讨对

话模型在归约上运用的是取大取小算子，这种

方法可能存在着具有价值的一端数据无效的情

况。因此，本研究将归约过程的取大取小算子

改进成 Einstain 算子，该算子既吸取了取大取小

算子忽略无用价值数据的思想，又使得有价值

的数据都能发挥作用。 

1  IBIS研究现状

原 始 的 IBIS 模 型 是 由 W. Kunz 等 [12] 于

1970 年提出的，IBIS 模型图是设计原理（design 
rationale，简称 DR）表达中的经典模型。DR 是

对人工制品设计缘由的解释，人工制品含义较

为广泛，包括人工参与产生的硬品，如各类制

造产品，也包括软品，如语言等各种形式的结

构等，DR 有助于人工制品的设计推理、设计评

价和设计重用。IBIS 模型包括问题、解决方案、论

证三类元素以及相互之间的有向关系边，如图

1 所示 [13]。解决方案是为回应问题而提出的主

意；论据是支持或反对解决方案的理由。

问题

解决方案1 解决方案2 解决方案3

论据1 论据2 论据3 论据4

响应
响应

响应

支持 支持 反对 反对

图 1  原 IBIS 模型图

K. C. B. Yakemovic 等 认 为 任 何 大 尺 寸 系

统的软件设计都需要做出大量决策 [14]。迄今为

止，大多数决策支持工具都集中在帮助用户选

择现有解决方案。通常，使用 IBIS 的团队在选

择解决方案时没有什么困难，而尝试定义可能

被选择的解决方案时会有更多困难。基于问题

的方法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并帮助用户发现新

的解决方案，为他们提供可以应用其决策的选

项。IBIS 对于“如何”解决问题没有任何限制，但

基于支持和反对的论据，其确实有助于指出哪

些方案没有得到考虑，以及解决方案是强大的还

是薄弱的。因此 IBIS 可以被认为是支持决策工

具中定性的群体决策系统。IBIS 为超文本、群件

以及用技术支持设计过程的前景提供了借鉴 [14]。

在 IBIS 提出之后，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于

IBIS 进行了调整，如 Q. Cao 等 [15] 认为当前的

建筑设计过程是一个社会活动，各方的参与

人员范围都在扩大。参与各方不再仅仅是建筑

师、客户和工程师，还有各种科学技术专家（如

卫生部门、技术专家、特殊领域科学家等）、银

行家、律师、社区代表、环保人士、政府机构、媒

体和普遍公众等。在广泛的社会参与下，对参

与设计和决策过程的信息与知识的有效管理

（表达和沟通）成为现代设计项目最紧迫的任

务之一。为迎接挑战，学术界等各界正在努力

开发更有效的方法和工具，如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CBR（Case-Based Reason-
ing）等，尽管人们正在寻求对这些方法的突破，但

根据许多探索者（如 Schon、Akin 等人）对设

计过程的观察，基于规则（明示和暗示）表示

的知识的逻辑推理似乎是设计师寻求令人满意

的设计的过程中最基本的工具。IBIS 被认为提

供了一个文档的框架，阐明和表示设计和规划

过程中的分析论证和推理决策的逻辑，可以应

对设计的复杂性和广泛参与。

IBIS 的主要元素是问题，即 IBIS 的组织

“原子”。问题可能是不同的类型，如义务型

（X 应当是这样？）、事实描述型（Y 是这样

的？）、事实解释型（为什么为 Z 的情况？）以

及事实工具型（如何达到 W ？）。针对不同类

型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同，对于义务类型，它

们可以是“是”“可能”“不太可能”或“不

是”；对于事实描述类型，它们可以是“是”“不

是”或“是，但是……”；对于事实解释类型，它

们可以是“如果……那么 Z 就是这样”；对于

事实工具类型，它们可以是“如果……则 W 可

以 实 现”。 根 据 不 同 关 系 的 类 型，IBIS 将 问

题、解决方案和论据连接到一个互联的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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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研 究 运 用 模 糊 推 理 系 统（fuzzy reasoning 
system，FRS）增强 IBIS。这样的系统使得设计

分析更加合理化、决策思考更加细致化 [15]。

E. Toktam 等设计和开发了一种基于 IBIS 的

工具——IBISMod，客户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

何平台访问该工具 [16]。此外，该工具还支持同

步协作决策流程。在该工具中，参与者可以添

加、编辑、删除、拖动节点。节点可以由其创

建者编辑或删除。如果数据库中的相同模型已

更改，则通过更新每个参与者的模型来实现同

步。数据库模型更改时，同时处理同一文档的

所有用户都会收到一条消息，指出原始模型已

更改，系统询问用户是否想更新他们的模型。

另外，该工具通过使用 AJAX 方法来改善系统

的响应时间。在处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响

应页面的大型 IBIS 图表时，这是非常有益的 [16]。

李路野等结合需求表示、FBS（function-behav-
ior-structure）模型，对 IBIS 模型的研究提出了

支持自顶而下产品层次模型 [17]。

2  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表示

图 2 是李路野等提出的支持产品层次模

型（产品层次模型是自顶而下的一种表示）的

IBIS 表示。该表示对原来的 IBIS 模型进行了

改进，分为上层决策层和下层结构层两层，上

层的问题包含在下层的产品部件中，响应此上

层问题的若干解决方案分别对应于下层的产品

部件的子部件中，影响子部件的结构，子部件

也可能包含新的问题，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又

对应于子部件的下层部件，如此迭代，最后解

决到最小的零件，从而形成完整的产品层次模

型 [17]。

问题

解决方案1 解决方案2 解决方案3

论证1 论证2 论证3 论证4

产品部件

子部件1 子部件2 子部件3 子部件4 子部件5

子部件6 子部件7 子部件8

响应
响应 响应

支持 支持 反对
反对产生

产生

包

含

产

生

决策层

图 2  支持产品层次模型的 IBIS 表示

由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可知，产品不是按

照自顶而下的过程构建出来就停滞了，例如现

今智能手机等很多产品都会不停地更新换代，这

说明知识可能不仅具有蒸发冷凝过程，还涉及升

华凝华或者熔化凝固的过程。产品双循环模型在

IBIS 中的具体表示如图 3 所示（在图 1 原 IBIS

图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最顶层是需求层，需

求对应于知识晶炼双循环里面的“原始数据”，虚

线框内对应“精致的知识晶体”，整个过程包含

正向和逆向两个循环过程。需求包括效用需求（例

如，产品部件需要包括若干子部件、子部件又可

能包含下一级子部件）和非效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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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效用需求

问题1

解决方

案1
解决方

案2

论证1

解决方

案3

论证2 论证3 论证4

产品部件

子部件1 子部件2 子部件3

非效用

需求

材料 

安全

成本

进度

……

图 3  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

在正向循环过程中，效用需求导致了问题

的产生，效用需求解决了“什么时候要考虑问

题”的疑问，产品部件包含了这一问题，非效

用需求经过阅读和提取之后形成信息块支持论

证。论证在某种模态限定值的支持下响应解决

方案，解决方案响应问题，每个解决方案决定

着产品部件下一层的子部件，子部件也可能包

含着决定其结构的问题，对应的解决方案会决

定子部件下一层部件的结构。按此规律，可以

将产品的设计细化到最小单位即零件，而此过

程中，也可能会产生新的数据形成原始数据（即

需求），如此往复形成正向循环过程。

逆循环过程从虚线内部开始，最小的单

位零件可以通过寻找、提示等追根溯源到子部

件、产品部件、论证、解决方案、问题以及需求，回

到需求（即原始数据）的时候，可能会发现需

求与虚线框内的晶体结构新的或补充的结合方

式。正循环过程和逆循环过程共存，形成支持

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在这个双循环过

程中可能会产生新的组件或者重构原来的产品

部件。

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具有两个

优点：①结合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由粗到细，再

由细到粗，展示循环的动态演进过程，能把设

计过程显性化地保存下来，避免由于人员的流

动造成经验空白，有益于知识的重用；② IBIS
中的每个问题能够跟产品的某个层次产生关

联，将 IBIS 中原本零散的信息片段通过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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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有效地组织起来，可以在大量的 IBIS 信息

中只查看与该层次关联的信息，对 IBIS 信息的

检索起到重要的筛选作用。因此，支持产品双

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能够更好地支持知识的检

索和重用，利于新知识的产生和原知识的重构。

3  支撑 IBIS 表示的研讨对话模型及
其改进

3.1  研讨对话模型

模型架构建立之后，就需要考虑模型架构

内某些元素之间的推导过程与计算方法，由此

引出了“研讨对话模型”，在产品设计过程中

产生问题时，研讨对话模型则能为该问题的解

决提供服务，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将研讨对话

模型和产品设计过程相互连接，形成支持产品

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随着时间的推进，环

境会发生变化，而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则会使得产品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由此可见研讨对话模型的作用非常重要。

研讨对话模型的决策采用模糊定量计算法，对

模糊定量计算得出的结果进行比对，接受度值

最大的一方即为问题的团体决策结果。群体研

讨信息包括参与者和组织者、研讨主题、研讨

过程与研讨结果等基本信息以及发言信息，其

中以研讨参与者的发言信息最为重要。研讨模

型的主要作用是对群体研讨中产生的各类信息

进行组织和管理 [18]，并支持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研讨信息包含各种知识、立场等等。在自然状

态下，研讨发言信息量大、结构复杂，需要结

构化研讨模型，以避免观点分析产生困难，从

而提高研讨效率。研讨对话模型研究是决策研

究的一项理论基础。

“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中涉

及论证过程的部分构成图 4 的研讨对话图。研

讨对话图可视为由多个问题研讨图（Issue-based 
Argumentation Graph，IAG）组成。每个问题研

讨图只包括一个问题节点，并以其为中心，描

述了研讨群体针对一个问题而展开的研讨对话

活动，是研讨分析的基本单位。整个研讨对话

图描述了群体对整个大议题展开的研讨活动。

每个 IAG 的结果综合在一起即时形成整个大议

题的结果 [19]。本文将 IAG 作如下形式化定义：设

与问题 i 相连通的解决方案集合为 Pi，论证关系

集为 Ri，语言评价集为 S，δ 是模态限定值，代

表论证关系集到语言评价集的映射。

I1

P1 P2 P3

a1 a2 a3 …… an

a4 a5

δ 

   ……   ……

I2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P4    ……

图 4  研讨对话图

接下来，介绍 Toulmin 推断模型并阐述研

讨对话模型中的模态限定值。Toulmin 推断模型

是 S. E. Toulmin 于 1958 年提出的“六要素推断

法”[20]，见图 5。素材、声明和依据是 Toulmin
模型中的 3 个基本要素。素材在遵循依据的情

况下推导出声明，支撑是依据的证据，在获得

充分的证据之前，依据只是一种假设。支撑使

得证据得以成立。限定（对应研讨对话模型中

的模态限定值 δ）是表明声明强度的词语，如“非

常好”“较好”“不好”“差”等。在限定范

围以外推断不成立，这种情况被称作反驳 [20]。

例 如： 他 是 一 位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的 资 深

HR，凭他经验，他认为他招聘进公司的人都能

较好地履行岗位职责。

这里，“他招聘进公司的人”是素材，“他

是一位世界 500 强企业的资深 HR”是支撑，“凭

他经验”是依据，“履行岗位职责”是声明，“较

好地”是限定，即：素材“他招聘进公司的人”，由

“他是一位世界 500 强企业的资深 HR”支撑的

“凭他经验”的依据下，产生了限定程度是“较

好地”“履行岗位职责”的声明，但个别情况下，他

招聘的人也可能离任职期望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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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

依据

声明

支撑

限定

反驳

图 5  Toulmin 推断模型

S={Sα|α=-t， …，-1，0，1， …，t} 为 预

先定义的语言评价集 [21]，这里设定 S={s–3=‘强

烈 反 对 (SO，strongly object)’，s–2=‘ 反 对

(O，object)’，s–1=‘轻度反对 (LO，slightly ob-
ject)’，s0=‘不确定 (I，inconclusive)’，s1=‘轻

度 支 持 (LS，slightly support)’，s2=‘ 支 持

(S，support)’，s3=‘ 强 烈 支 持 (SS，strongly 
support)’}。则研讨对话模型的模态限定值 δ 的

值为“s–3、s–2、s–1、s0、s1、s2、s3”这 7 个值中

的任意一个。

要 一 个 解 决 方 案 的 可 接 受 度， 需 要 先

计 算 论 证 节 点 的 可 接 受 度。 假 设 有 一 个 研

讨 图〈P ∪ A，R，δ〉， 且 a ∈ A， 记 R–

（a）={b|b ∈ A，(b，a) ∈ R} 为论证节点 a 的

前 置 节 点 集，R+（a）={b|b ∈ A，(a，b) ∈ R}
为节点 a 的后置节点集。若 R–（a）={b1, b2,…, 
bm}，则称 a 为叶节点。则论证 a 的可接受度设

为 H(a)=s0，表示没有支持或反对论证 a 的发言。

若 R–（a）={b1, b2,…, bm}，则论证 a 的可接受度

为

H(a)= LWA{δ（b1, a），δ（b2, a），…，δ（bm, a）}

1 21 2( ) ( ) ( )
mmw w w sα α α βδ δ δ= ⊕ ⊕ ⊕ =  公式（1）

其中 LWA 是决策语言信息（linguistic）的

加 权（weighted） 平 均（averaging） 算 子 简 称

LWA 算子。

另外， 1( , ),  
m

m
m i i ib a wαδ δ β α== = Σ ，w=(w1， 

w2，…，wm)T 为 iα
δ  (i=1，2，…，m) 的权重向量。

wi 与节点 H(bi) 相关，其计算公式如下：

1

( ( ))
; 1, 2, ,

( ( ))
i

i m
ii

f H b
w i m

f H b
=

= =
∑



     公式（2）
其 中： f(H(bi))=I(H(bi))+t，I(sα)=α， 

2t=|S|-1，|S| 表 示 语 言 术 语 集 S 的 基。wi≥0   

(i=1，2，…，n)， 1
1m

ii
w

=
=∑ 。

除了叶节点无需归约之外，其他论证节点

需进行归约，规则为：

设 α∈A，c∈R–（b）=∅，b∈R+（a）≠∅，且

已知 δ（c, a）=sα，δ（a, b）=sβ，节点归约的规

则如图 6 所示：

图 6  论证节点归约例图

（1）在研讨图中移除有向边（c, a），添

加有向边（c, b），即 b 的前置节点除了 a，还

有 c。

（2）有向边（c, b）的模态限定值为 δ（c, 
a）=I–1(sgn(α)·sgn(β)·(|α|ε

.

|β|))。其中：I–1(α)=sα，sgn()
是符号函数。这个模糊综合决策判断公式的 ε

.

是 Einstain 算子，用它替代了有些学者选择的取

大取小算子，因为取大取小算子是线性的，存

在漏洞，其结果只由一个或几个元素所决定，未

完全将所有元素纳入计算范围，但是 Einstain 却

是非线性的，能充分利用原始数据提供所有信

息。Einstain 算子（ε
.

，ε
+

）定义为：

( ) ( )( )( )
1 [1 ( )][1 ( )]

A u B uA B u
A u B u

ε =
+ − −

 

 



       公式（3）

( ) ( )( )( )
1 ( ) ( )
A u B uA B u

A u B u
ε +

=
+

+  

 

             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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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讨对话模型应用案例分析

假设体系精述结构存在着两套不同的方

案，并定义了专家对论证之间或论证与方案之

间的模态限制值，计算两个方案各自的可接受

度，以最终一套接受度最高的体系精述结构。

本文中，|S|=7。如采用取大取小算子，这

里使用取小算子，则图 6 的归约公式为 δ（c, 
b）=I–1(sgn(α)·sgn(β)·(|α|⋀|β|))，⋀ 是取小算子，案

例使用取小算子对图 7 进行规约之后如图 8 所

示，用 Einstain 算子进行规约后的情况如图 9 所

示。在这里例子中，从局部来看，方案 P1 中两

种算子规约后各个节点到 P1 的语言评价不同的

是 δ（a6，P1），取小算子得出的是 S–3，虽然 δ
（a6，a1）=S3, δ（a1，P1）=S–3，即 a6 强烈支持

a1，而 a1 强烈反对 P1，但这不是意味着 a6 就强

烈反对 P1，因为 δ（a6，a1）只表示了 a6 对 a1

的语言评价，δ（a1，P1）只表示 a1 对 P1 的语言

评价，用 Einstain 算子计算出来 δ（a6，P1）=S–1.8，这

个值就不会像取大取小算子取一端，而把另外

一端具有价值的信息被完全忽视了，把两端

的值运用包含加减乘除的算子进行计算，得

出的值更具有可靠性。方案 P2 中不同的是 δ
（a8，P2），它用 Einstain 算子算出的是 S3，由

于这其中有一端的值是 1，1 属于语言评价集各

个元素取绝对值后最小的值，在模糊计算中最小

的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就吸收了取大取小算

子的优势。所以，Einstain 算子吸收了取大取小

算子的优势，也避免了取大取小算子的劣势。

图 7  体系精述结构研讨图

图 8  采用取小算子规约结果

图 9  采用 Einstain 算子规约结果

在整个研讨对话模型中，算法得到了改

善，整体的结果更加准确。在该例中，使用取

小算子得出方案 1 的可接受度为 H(P1)=S–1.4，方

案 2 的可接受度为 H(P2)=s0.097。采用 Einstain 算

子得出方案 1 的可接受度为 H(P1)=S–1.22，方案 2
的可接受度为 H(P2)=S0.48。由于采用 Einstain 算

子计算结果更加准确，所以以 Einstain 算子算出

来的结果为准，对该结果进行分析，可知方案 2
的可接受度要大于方案 1，由此获得了研讨对话

结果。

4  结语

本研究面向决策服务、知识检索和知识重

用的需求，以及针对支持产品自顶而下模型的

IBIS 表示的缺陷，在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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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下，对支持基于产品层次模型的 IBIS 模型进

行了改进，设计了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的 IBIS
表示，展示了设计的全过程，有效地帮助知识

重用、检索，也体现了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中

的“双循环”内涵，使知识的升华、凝华、熔

化及凝固（即新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重构过

程）可视化，并使得这个过程变得更加有效。

研讨对话模型为产品设计过程的决策提供服

务，而知识晶炼双循环模型融合研讨对话模型

和产品设计过程，建构了支持产品双循环模型

的 IBIS 表示。该方法使产品能够随着环境变化

而变化，能可持续发展。

在论证环节，由于传统模糊综合决策判断

方法采用的取大取小算子是线性的，可能存在

着“顾此失彼”的缺陷，所以将取大取小算子

用非线性 Einstain 算子替代。在研讨对话模型

中，Einstain 算子不但吸收了取大取小算子忽

略相对无用价值数据的思想，也使得具有价值

的两端数据得以高度规约，提升了研讨对话模

型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对建模提供了保障。改

进后的研讨对话算法提升了有关核心算法部分

的可靠性。算子计算涉及非常多的数据，仅靠

人工是不够的，怎样把本文的方法应用到现有

的工具中，以及该方法如何得到更加广泛的应

用，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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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serve the decision-making of solutions to problems in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meet the demand of knowledge retrieval and reuse, and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double-cycle model of knowledge crystallization, 
it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IBIS (issue-based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 and its 
improvement model. Therefore, the knowledge crystallization double cycle model was used to connect the 
discussion dialogue model and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to construct the ‘IBIS representation supporting 
the product double cycle model’. In the original discussion dialogue model, ‘take the large or fetch small 
operators’ was used in fuzzy comprehensive decision making. However, because of this operator, some useful 
elements will be invalid, so ‘take the large or fetch small operators’ was replaced by the Einstain operator. 
[Results/conclusions] The Einstain operator draws on the idea of ‘take the large or fetch small operators’ to 
ignore the useless value data, and highly reducts the data at both ends. The IBIS representation supporting 
the product double cycle model has made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decision service modeling based on the 
knowledge crystallization double cycle theory has a basic model framework, and the improved discussion 
dialogue model makes the core algorithm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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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的关系

科学数据主要包括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科学等领域，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

开发等活动产生的数据，以及通过观测监测、考

察调查、检验检测等方式取得并用于科学研究

活动的原始数据及其衍生数据 [1]。科学的发展

历程表明科学研究结果和科学研究过程同等重

要。如果把一个特定研究阶段的文献产出与发

【学术探索】

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的融合方法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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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关注开放科学运动的发展以及科学数据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介绍科学文献与科学

数据融合的实例，阐述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融合的方法与困难。[ 方法 / 过程 ] 描述文献与数据分离的现

状，说明二者融合的推动因素，通过案例介绍了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融合的 3种呈现方式。[ 结果 /结论 ]

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的融合是科学研究本身的一种需要，同时也是开放科学与大数据对现代科学研究的一

种影响形式。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有“硬关联”“软关联”和“深度融合”三种方式。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

的深度融合需要顶级学术机构的综合性措施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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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看作是科研结果的话，那么科学数据则既可

以看作是科研最终成果，也可以看作是科研过

程产物。论文以总结的角度对事务的背景、目

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介绍和分析；而数据则详

实地记录了科研的每一个过程和结果，形成客

观的数据世界（digital space），是文献内容的

佐证。

当前，科学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

化，从数据产生的渠道来看，包括但不限于观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年 第 2 期（总第 20 期）

70

测数据，如气象数据、天文数据、海洋生态数

据，以及电子病历、穿戴设备采集数据等单体

体量小但总体体量极大的个人数据；实验数

据，如药物数据、基因数据、蛋白质相互作用

数据等；另外，还有在这些一手数据的基础上

产生的分析数据、统计数据、图表数据以及图

片、音频、视频数据。多种类型的数据蕴含了

极为丰富的信息。

17、18 世纪，科学期刊的出现和发展，为

当时科学知识的涌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

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认识和技术等多

种原因，科学文献和科学数据并未能够很好地

关联在一起。科学文献以其较好的可阅读性、可

获得性、可传播性在整个学术交流体系中占据

了重要的位置，而科学数据则仍然“藏在深闺

人不知”。科学实践告诉我们，在“数据密集型”科

研模式之下，科学文献已经无法单独满足科研

人员对科学研究的需要。科学的发展和创新需

要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证的融合。2012 年，英国

皇家学会发布了《科学：开放事业》报告，其

中提到，“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应该包括对实

验的完整描述、结果数据、不确定性评价和确

保数据能被验证和重复使用的元数据”[2]。欧盟

在 2016、2017 年接连发布了 Horizon 2020 框架

下 面 向 FAIR（Findable、Accessible、Interoper-
able、Reusable）原则的期刊论文和研究数据管

理条例与规范。在这些规范中，欧盟明确了基

于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成果的管理路线图 ( 见图

1)[3]，并且将研究数据与期刊论文等文献成果放

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要确保期刊论文的开

放获取，并且积极推动研究数据的开放管理”[4]。

开放科学的目标之一就是文献与数据共存，“所

有文献在线，所有数据在线，二者皆可获得、可

操作”[2]。

发布规划  

研究成果  

数据管理规划 

成果发布/共享 

成果利用/保护 

出版  

提交研究数据  

申请专利或其他
保护方式  

金色OA  

绿色OA  

开放检索
与应用  

限制检索
与应用  

图 1  Horizon 2020 科研成果管理路线图 

基于此，在当前大数据与开放运动的背景

之下，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的融合和相互彰显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需要。在后续内容中，本

文将主要介绍当前出现的一些科学文献与科学

数据融合的实例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说明这

种融合存在的困难。

2  大数据与开放运动下的科学文献与
科学数据

2.1  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随着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据规

模发生了爆炸性增长。人们利用、消费着数据，同

时也在产生着数据，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据悉，2019 年正式投入运行的 LAMOST 光谱

巡天望远镜每晚产生 20 GB 的光谱数据。地面

广角相机阵 GWAC 每天的观测数据量可达 7.4 
TB。“天籁计划”大型射电干涉仪阵列一期 96
面天线的数据流量为 4.8 GB/s，二期 1 000 面天

线的数据流量为 3.2 TB/s[5]。面对蜂拥而来且无

处不在的数据，科学研究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影

响。2007 年，吉姆·格林 (J. Gray) 在学术报告中

将科学分为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模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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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当代的“数据密集型的科学”[6]。2009 年，美

国微软研究院出版了《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

科学发现》。人们认识到数据在科学研究中的

作用已经从近代科学的量化、精准和辅助决策

工具发展到“不确定性”，甚至成为研究许多

复杂现象主要乃至唯一的途径。

2.2  开放运动下科学文献与数据的管理政策与实

践

数据与文献融合的前提是开放。只有文献

和数据都能够充分地开放、方便地获取，使用

者能够“以任何形式，复制、使用、分发、传递、展

示原作品”[7]，二者之间的融合才会发生。鉴于

此，政府、科研、出版等机构纷纷采取行动，意

在推动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的开放。

2003 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
D）提倡所有获得公共财政资金支持的研究数

据应能被公众获取。2007 年，OECD 发表《公

共资助可续数据开放获取的原则和指南》[8]。同

年，《柏林宣言：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的开放

获取》[7] 发布，积极推动“文献”“教育”“科

学数据”三类资源的开放使用，开放获取运动

达到了阶段性的高峰。

政府领域，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

（OSTP）、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

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欧盟、英国研究理

事会等，纷纷发布研究数据共享政策。这些政

策的总体理念都是要求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

项目，所形成的科学数据都应该在不妨碍国家

安全、不泄露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提交、存储并

提供公共访问，让用户能够免费地获取、应用

以及传播。中国政府 2015 年也发布了此类政策。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加快各级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

能力和管理水平”[9]。2018 年 4 月 2 日，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推动科

学数据的汇交与共享。

学术出版领域，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要求

作者在投稿时必须向期刊编辑和同行评审专家

提供相关的科学数据或者提供数据的第三方平

台唯一标识符。在科学文献方面，以 PMD、B-
MD、ArXiv 为代表的开放获取资源在领域内的

影响越来越大。以学术期刊和论文为代表的开

放获取学术信息资源 ( 开放学术资源 ) 已成为学

术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源，正逐步逼近“成为学

术研究主流资源”的转折点 [10]。众多商业出版

社也积极进入开放获取期刊出版领域。美国物

理学会杂志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ference Data)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就开始描

述物理和化学材料的一般特性，目前仍在出版。

2014 年 5 月，自然出版集团推出了旨在帮助科

研人员发布、发现和重用研究数据的期刊《科

学数据》，对研究数据的开放起到了里程碑性

质的推动作用。

在互联网领域内，W3C 的关联数据云图

（Linked Open Data，LOD）从 2007 年的 12 个

数 据 集 发 展 到 2018 年 的 1 205 个 数 据 集 ( 见

图 2)[11]。各类原始数据通过上亿条 RDF 三元

组得以发布出来，已经成为最大规模的开放

数据最佳实践。另外，大量机构知识库的出

现，成为开放获取实现的绿色通道。截至 2018
年 6 月，OpenDOAR 登 记 的 机 构 知 识 库 数 量

已经超过 3 500 个 [12]。在科学文献方面，基于

OAI-PMH、OpenURL、RSS 等协议和各类 API
的开放，众多的基于开放获取资源的集成服务

平台不断涌现，如 BASE。在开放数据方面，开

放数据仓储作为开放数据服务的基础，建立了

规范的提交、存储和发布机制与流程，更好地

将所蕴含的内容充分挖掘与利用。开放科学数

据仓储的产生与发展反映了开放科学数据数量

增长与人们对开放科学数据利用的需求增加。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出 现 了 re3data、Dataverse、-
Datacite、Dryad 等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和研究数

据服务平台的登记系统。

随着各类推动科技资源开放的政策制度的

颁布与运行，越来越多的科技文献与科学数据

为人们所使用。科学发展内在的严谨性以及学

术出版和信息服务领域的拓展，都对科学文献

和科学数据的融合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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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开放关联数据云图 (2018)

3  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融合类型

总体来说，当前文献与数据的融合可以归

纳为 3 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基于形式的硬关联

（hard connection）；一种类型是内容上的软关

联（soft connection）；第三种是细粒度知识的

融合 (deep integration)。
3.1  基于形式的硬关联

研究数据仓储是硬关联的代表。研究数据

仓储与机构仓储类似，是用于登记、发布和存

储科学数据的一种网络平台。通常来说，科研

人员、期刊出版机构是研究数据仓储的两类主

要用户。面向科研人员，数据仓储提供便捷的

个人研究数据管理以及与文献的关联；面向期

刊出版机构，数据仓储提供无缝的数据提交、管

理和存储服务 [13]。研究数据仓储的特点在于开

放性强、有完善的数据管理政策、充裕的存储

空间和强大的技术支持等 [14]。研究数据仓储能

够提供数据（集）的创建、提交、发布、引用、存

储、发现和在线统计等功能。典型的研究数据

仓储包括 Dryad、Figshare、R3Data。

Dryad 最初定位于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数据

存储与发布。近几年业务发展较为迅速，2015
年已经与 80 种期刊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15]。

2017 年，期刊合作伙伴已经达到 120 家。例如

Dryad 已经和 PLoS 全部期刊相连接，将数据存

储与论文提交过程相结合。作者向 PLoS 提交论

文的同时，数据会同步至 Dryad。2015 年，Dryad
发布了近 4 000 个数据包 (data package)。2017
年，Dryad 发布了其第 20 000 个数据包，并且

这些数据关联到了 6 000 多种期刊 [15]。

如图 2 所示，Dryad 以数据集作为主要的描

述对象。在描述数据的时候，同时也提供了文

献的元数据与 URI，让使用者能够方便地跳转。

Dryad 提供的是数据与文献之间一对一的关联 , 
并且这种关系是人为建立的，通常把这种关联

叫做“硬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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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ryad 数据集描述信息

图 4  与 Dryad 数据集关联的论文信息

3.2  基于内容的软关联

基于内容的关联是当前科学文献和科学数

据最为普遍的一种关联形式。以天文学为例，天

文学涉及天体动力、天体物理、天体测量等，是

典型的科研仪器密集型、科学数据密集型领域。

难能可贵的是，天文领域在数据的开放共享、大

数据管理以及综合科研信息化环境建设方面一

直都很积极和规范。天文学领域的诸多数据

库， 如 ADS、CDS、Chandra X-ray Center、X-
MM-Newton Science Archive，都把观测数据与

科学文件作了很好的映射。下面以 XMM-New-
ton 以及 CDS 为例进行说明。

XMM-Newton 是欧洲航天局（ESA）X 射

线多镜任务的建设成果，始于 1999 年。现在

XMM-Newton 是 ESA 地平线计划的科学基石

之一 [16]。如图 5、6 所示，在 XMM-Newton 的

搜索界面输入检索词“Cygnus X-1”，检索结

果包含若干行观测数据。点击其中一条查看详

细信息，就能看到和这条数据图谱、色谱以及

相关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出版年代跨度从

2009 年到 2015 年。点击年代信息，会自动跳

转到 CDS 数据库获取电子版全文。而 CDS 又

提供了这篇文献所包括的 10 种 SIMBAD 对象

信息以及从 1850 年到现在涉及到这些对象的

文献信息 [17]。

从 XMM-Newton 和 ADS 两个数据库的信

息来看，数据和文献的对应关系是一对多、多

对一的关系。这种关联的建立并非是数据出自

某一篇文献，而是这些文献中都论述到了这一

方面的信息。笔者把这种类型的关联叫做“软

关联”。这种软关联能够提供给用户较多的参

考文献，但同时也存在不十分准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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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XMM-Newton 观测数据信息

图 6  XMM-Newton 观测数据出版物信息

3.3  基于语义出版的融合

如果说搜索引擎是第一代互联网的核心技

术，那么语义技术则是第二代互联网的核心。

2009 年， 戴 维· 肖 顿（David Shotton） 提 出 了

“语义出版”（Semantic Publishing）的概念。

他认为语义出版是学术出版的一种增强。它利

用互联网技术与标准（例如知识组织体系、本

体、RDF、可视化、唯一标识符）来增强内容

之间的互操作性，让出版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有

深度 [18]。

当前，大型出版商逐步开始了语义网应用

实验与服务。例如爱思唯尔（Elsevier）的“学

术论文的未来” (Article of the Future) 项目、美

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的 Semantic Enrich-
ing 项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的 Pros-
pect 项目。

如 图 7 所 示， 爱 思 唯 尔 的“Article of the 
Future”语义出版理念包含以下 3 个方面 [19]：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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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呈现形式方面，提供最佳在线浏览及阅读体

验；②整合内容方面，作者可以分享的更多，比

如数据、代码、多媒体信息等；③相关信息方

面，在线文章与来源可靠的科技信息链接，并

在相关信息中呈现出来，提升附加值。如图 8
所示 [20]，整合页面由传统的“中—右”两栏变

成了“左—中—右”三栏式。除了展示题录信

息以外，页面还包括了章节信息、附图信息、表

格信息、相关文献、引用文献甚至还有替代计

量学的数据。摘要部分除了文字摘要外，还有

基于图的摘要 ( 图 9[21])、，甚至是一段 Youtube
的视频 ( 图 10[22])。一篇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都

被分解成为细粒度的知识单元，并且相互关联

形成网络。 图 7  爱思唯尔 Article of the Future

图 8  Science Direct 论文展示界面 

 
图 9  Science Direct 图摘要  

再以英国皇家化学会（RSC）出版平台为

例，来说明语义出版是如何将科学文献与科学数

据相关联的。作为化学领域的资深出版商，RSC
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数据、术语、结构式、图片

等。基于此，RSC 在语义出版方面提出了“生

动的科学”(Science Come Alive) 的概念。

如图 11 所示，在论文正文中有一些单词

以高亮显示，并且添加了超链接。以 HPEPS 为

例，HPEPS 学名为 4- 羟乙基哌嗪乙磺酸，它是

一种氢离子缓冲剂。如果阅读到此处想要了解

这种化学物质的基本特性、物理、化学参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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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阅读方式需要跳出当前阅读环境，通过相关

的工具或网站去查询。而 Rich HTML 则不同，只

要用鼠标点击图中的蓝色文字，在右侧则会出

现有关 HPEPS 的二维、三维分子结构图以及分

子式、分子量、CAS 号等相关参数信息。这样，读

者的阅读过程既有纵向，也有横向，但是思维

始终保持着连贯，并且在一个页面里就能阅读

到通常需要到多个地方才能获取的信息。

图 10  Science Direct 视频摘要 

图 11  RSC Rich HTML 样例

由此可见，语义出版的实质就是知识网络。

网络的最底层是本体、术语、词表，简而言之，是

一个庞大的学术环境。而网络的上层则是论文

中的知识点。语义出版对文献内容进行基于知

识单元的抽取、规范，并把抽取出来的条目与

底层的学术环境进行关联，最后通过代码和特

效将这些成果都呈现在用户的阅读环境中。语

义出版使得出版商提供的不再仅仅是文献的出

版服务，而是一种全新的、生动的学术交流与

知识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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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合的困难与方法

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通过不同的途径产

生，各自的元数据规范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在

不同的语境中存在的方式也不同。科技文献和

科技文献的元数据虽然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

单就科技文献来看也存在多个种类：期刊论

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学位论文等。而科

学数据对于图书情报以及学术出版行业来说则

更为陌生。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对科学数

据的元数据进行介绍。雪城大学秦健教授总结

出科学元数据具有 4 个功能，即数据管理、数

据质量控制、数据再利用和数据发现，其中数

据管理功能是其他功能的基础”[23]。而不同学

科领域的科学数据描述信息则更为独特，并且

有该领域固有的元数据规范。例如地理学科元

数据标准主要分为 FGDC 元数据标准和 ISO/
TC211 元数据标准；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达尔文

核心（Darwin Core）元数据标准，气象领域元

数 据 标 准 CF（Climate Forecast） 等。 科 学 文

献中的内容如何与这些科学数据描述信息进行

匹配是融合的一个难点。因为每个领域的科学

数据描述信息揭示更为充分和细粒度。而目前

对科学文献内容的揭示粒度还是比较粗的。因

此，除了一对一对应的“硬关联”外，要进行

二者准确的关联融合就还需要对内容进行进一

步的处理。

在关联的过程中，被关联的一方，即 Target
的描述更为重要。因为 Target 需要从自己的描

述中找到和关联方即 Source 传来的内容相一致

的内容。但从实际应用来看，从文献到数据和

从数据到文献的情形都存在。因此，从数据这

一部分来看，需要形成科学数据的元数据，对

其内容进行完整的描述。例如数据题名、数据

所包含的标准写法（例如 HPEPS、4- 羟乙基哌

嗪乙磺酸）、别名、分子式、观察地点（经纬

度）等。总之，需要让可关联的点更加丰富一些。

而对于科学文献这一部分来看，需要从文献中

抽取出特定的知识单元。毕竟数据传过来的关

联需求只能是内容片段，不会是一个完整的文

献名称。这些抽取出来的内容会比作者自己形

成的关键词要更为丰富。

再者，对科学文献进行细粒度知识单元的

抽取时，需要借助比较完备的知识组织体系，例

如领域词典、叙词表、本体或者自己建立的实

体（知识）库。一来是将其作为抽取的凭据，再

者可以作为已有内容的规范依据。总之，这些

基础都能让内容的抽取更为准确，从而提高关

联和融合的准确性。

从前面的案例可以看出，目前能够建立

较大规模、揭示程度较深的融合服务的机构都

是站在特定行业或者学科领域顶端的机构。首

先，这些机构有其独立、稳定的信息汇聚渠道。

例如出版商控制学术期刊；而有的行业协会则

拥有行政管理的职责，甚至自己出版学术期

刊。其次，经过多年的积累，这些机构有着深

厚的学术背景和技术能力。他们了解学术发展

的动态，了解科研人员的需要，同时也有能力

在海量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处理，从

而推出更好的服务。以英国皇家学会（RSC）为

例，RSC 利用自建或开放的本体（RXNO、C-
MO、MOP、GO、SO 等）、 化 学 结 构 数 据 库

（ChemSpider），对文章进行细粒度标引，抽

取出其中的专业概念，如化合物名称、分子式、术

语、机构等，从而使 RSC 在线出版的文章极

大地增强了对学科知识的揭示和关联能力。因

此，科学数据与科学文献的融合不仅仅是一个

技术问题，更应该是“资源的积累 + 多种技术

的综合应用 + 新型用户学术服务”的结合体。

5  结论

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的关联与融合既是当

前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也是互联网、计算机、大

数据、智能设备等各项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

也是开放科学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科学数

据与科学文献融合，能够将研究数据在科学事

业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让科学研究的链

条不再缺失，同时也能够深度挖掘文献与数据

的关系，为用户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信息服务。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08

知识管理论坛，2019（2）:69-79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年 第 2 期（总第 20 期）

78

当前文献与数据的融合是大数据时代科研与服

务的一个亮点，同时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期待

在这个领域有更多的精彩案例与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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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我国已步入“大科

学”时代，科学研究的范围、规模、深度和广度，以

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达到了空前水平。

随着学科分类的细化和多维度的交叉融合，科

学的社会问题逐渐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文

化、教育和其他社会领域 [1]。十九大后，科学

家群体研究模式的产生、科学社会问题的不断

出现，使得开展科学家群体新时代人才建设分

析研究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院士作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

【学术探索】

基于中国院士群体特征分析的新时代人
才合理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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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和精英力量，处于科学家群体社会分层结构

的顶端，其在科学、社会、文化领域的贡献具

有高认可度，在经济社会中具有高影响力，对

其成长规律、发展履历等的研究对我国人才发

现、人才培养等有较大的意义。在过去 15 年中，我

国有学者开展了以院士为代表的我国高层次科

技人才群体特征分析研究，其分析对象群体包

括以学部 [1-2]、性别 [3]、所属机构类型 [4] 或国籍 [5-6]

为选择依据的部分院士群体代表，或全体中国

科学院院士 [7]、中国工程院院士 [8]（均不包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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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院士），分析维度包括出生地域、学历结构、留

学状况、年龄构成、行政任职、影响力 [9] 等；分

析方法多采用 CV 分析法（又称履历分析法）[1,5-6]

或问卷调查法 [9]。这类研究主要集中探究院士

群体现状和社会职能，为我国院士制度健全起

到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少量对院士成长

因素分析的研究 [1,10-11]，也是基于部分院士信息

或者年代跨度较短。上述研究中，因分析样本

不全而导致无法全面揭示我国院士的群体特征

及其成长因素，分析结果难以反映我国顶端科

技人才建设策略的时代变迁，也导致无法为我

国高端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依据。本文首次全面

收集中国两院院士群体信息，采用履历深度分

析法，面向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设计群体量化

分析指标，研究院士群体特征，并提出我国新

时期人才建设的合理化建议。

1  我国两院院士群体信息分析方法

1.1  权威数据来源甄别

围绕院士精神、院士学术工作等，我国不

同机构开展建设院士文库、院士馆等线上线下

工作。面向院士群体信息分析的目标，全面、权

威的数据是分析之本。本文数据来源于院士官

方网站，主要参考中国科学院学部 [12] 和中国工

程院 [13] 网站资料，对照《院士思维》《“两弹

一星”元勋传》《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

国工程院院士指南》和《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

略》等文献，共收集整理全部 2412 位我国两院

院士资料数据，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 370 位，中

国工程院院士 1070 位，包含两院院士 28 位（数

据收集时间截至 2018 年 12 月）。

1.2  院士群体信息量化分析指标设计

CV 分析方法是分析人的一般方法，履历深

度分析法是对人员履历中的特征性经历和蛛丝

马迹进行有效地分析比对，发现其中隐藏的深

层次信息，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挖掘”目的 [14]。

利用该方法对院士群体的时空特征和学缘结构

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中

对院士成才起到关键影响的作用因素。

履历深度分析有 3 种常见方法，包括关键

词分析法、职位晋升分析法和关键诱因分析法。

对于院士群体而言，生活与研究工作的地点变

化（关键诱因）、工作经历（职位晋升）的变化，将

展示出该群体主要特征。基于这些分析方法，本

文设计了“院士群体时空特征分析项”、“院

士群体学缘结构特征分析项”等指标，以开展

院士群体特征量化研究。

2  我国两院院士群体基本特征研究

院士群体时空特征分析项，涉及的主要特

征数据包括院士群体的年龄结构、当选年龄、出

生地和工作地等。院士群体学缘结构特征分析

项，涉及的主要特征数据包括院士群体的留学

经历、所属机构等。

2.1  院士群体时空特征

2.1.1  院士总体年龄结构存在老化情况

图 1 展示了我国现有院士（不含外籍院士

和已故院士）年龄结构。院士年龄分布多集中

在 81-90 岁， 占 总 数 的 34%；71-80 岁、61-70
岁和 51-60 岁年龄段的分布比例较均匀；年龄大

于 90 岁的院士占比较少，为 7%；小于 50 岁的

院士仅占 1%。我国当前现有院士（未统计外籍

院士和已故院士）平均年龄 74，低于 60 岁的仅

占 22%，其余 78% 院士均已超过了退休年龄（我

国通常将 60 岁作为男性的退休年龄，女性为 55
岁），院士群体总体年龄偏大。即使当前科学

家的创造力峰值时间段有所延长，但是我国 70
岁以下的院士占比只有 36%，由此可看出院士

群体存在年龄老化情况。

2.1.2  新时期入选院士年龄平均在 54 岁以下

如图 2 和图 3 所示，两院院士当选的平均

年龄大约在 59 岁左右，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当

选的平均年龄约为 57 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

的平均年龄约为 61 岁，略高于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选的平均年龄。从不同时间段来看，中国科

学院院士当选平均年龄和中国工程院当选平均

年龄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20 世纪 50 年

代中国科学院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最低，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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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60 年代、70 年代无增选院士后，80 年代、90
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平均年龄相较 50 年代

高出 10 岁以上。2000 年以后随着国家科技事

业的不断发展，年轻一代的科技人才逐渐成长

起来，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出现下降趋势。而

中国工程院院士从 1994 年才开始评选，其当选

年龄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 90 年代到

200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平均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自 2009 年以后，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

的平均年龄趋于平稳，一直在 56 岁左右。因此，从

总体上来看，90 年代以来，两院院士当选的平

均年龄都呈现总体下降——趋于平稳的趋势，而

中国科学院比中国工程院更早实现了当选院士

的年轻化。

图 1  现有院士年龄结构（数据统计时间：2018 年 12 月） 

图 2  中国科学院不同时期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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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工程院不同时期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

杰出科学家获得最高学术认可的平均年龄

及其管理策略，一直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理论

问题，对实施科技人才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8]。

我国新增院士平均年龄的年轻化表明，我国的

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大批

符合标准和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出现，为

我国高科技人才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创造了有利

的基础条件。

2.1.3  院士群体工作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表 1 为我国院士出生地与工作地的空间

分布状况，如果工作地与出生地人数之比大于

1，为院士输入地区，工作地与出生地人数之比

小于 1，为院士输出地区，工作地与出生地人数

之比等于 1，为持平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出，北

京、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香港 7
个地区为院士输入地区，其他均为院士输出地

区，其中江苏、浙江两省输出人数最多。人才

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优良的工作、学

习环境，因此经济发达、信息资源开放度高的

北京、香港以及沿海地区，院士的聚集度较高。

受历史和政策影响，地处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

宁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

院士在此工作。院士工作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

聚特征，远高于人口的集中性。这说明高级科

技人才成长、工作是需要特定的条件的，越是

高级科技人才，地区集聚程度越高。

2.1.4  院士出生地域从沿海向内陆扩散符合中国

科技发展变化趋势

图 4- 图 7 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院士出生

地分布状况，结合历史因素分析如下：① 1910
年前我国正值洋务运动中后期，江浙一带的经

济文化水平要高于其他地方，能够为当地人口

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当时出生的院士多

集中于江苏省和浙江省；② 1911-1930 年是中

国历史上较为动乱的时期，此时出生的院士

仍然集中在江苏省和浙江省，占出生院士总

数的 33%；北京籍和上海籍的院士占比也较

高， 分 别 为 8.29% 和 7.82%； ③ 1931-1950 年

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一阶段出

生的院士虽仍集中在沿海地区，但江浙所占比

例下降，只有 27%，上海籍院士数量爆发，占

14.34%，院士的出生地逐渐扩展至其他中部地

区；④ 1951 年以后，江浙地区出生的院士占

比进一步下降，只有 21.3%。出生地位于沿海

的福建和广东热度下降，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湖

南热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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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院士出生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分布数量对比

序号 省份 工作地 出生地
工作地与出生

地比值
输入 /
输出

1 北京 967 113 8.56 输入

2 天津 31 45 0.69 输出

3 河北 16 103 0.16 输出

4 山西 4 37 0.11 输出

5 内蒙古 2 13 0.15 输出

6 辽宁 53 80 0.66 输出

7 吉林 36 42 0.86 输出

8 黑龙江 43 34 1.26 输入

9 上海 201 216 0.93 输出

10 江苏 126 398 0.32 输出

11 浙江 49 277 0.18 输出

12 安徽 42 89 0.47 输出

13 福建 15 107 0.14 输出

14 江西 10 59 0.17 输出

15 山东 43 132 0.33 输出

16 河南 14 61 0.23 输出

17 湖北 80 90 0.89 输出

18 湖南 46 134 0.34 输出

19 广东 42 104 0.40 输出

20 广西 3 11 0.27 输出

21 海南 1 4 0.25 输出

22 重庆 20 41 0.49 输出

23 四川 51 88 0.58 输出

24 贵州 1 10 0.10 输出

25 云南 13 18 0.72 输出

26 西藏 1 1 1.00 持平

27 陕西 53 44 1.20 输入

28 甘肃 20 19 1.05 输入

29 青海 1 1 1.00 持平

30 宁夏 1 0 0.00 输入

31 新疆 6 5 1.20 输入

32 台湾 1 1 1.00 持平

33 香港 26 0 0.00 输入

34 澳门 0 0 0.00 持平

院士出生地域从沿海向内陆扩散的变化趋

势，是现代科学在中国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扩散

这一渐进过程的客观反映 [9,15]。大众教育普及、院

士数量增多、院士制度不断完善等诸多因素推

动我国院士出生地向非集中化趋势演变。

图 4  1910 年以前出生的我国院士出生地分布

图 5  1911-1930 年出生的我国院士出生地分布

图 6  1931-1950 年出生的我国院士出生地分布

图 7  1951 年以后出生的我国院士出生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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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院士群体学缘结构

2.2.1  院士群体留学经历比例阶段性变化与国际

形势、国家政策直接相关

表 3 反映了不同时期院士群体拥有国外留

学经历的比例。1921 年以前出生的院士拥有

留学经历的比例较高，其中，1900 年以前及

1971 年以后出生的院士留学比例高达 82.61% 和

100.00%；1921 年以后出生的院士，留学人数

在总人数的 30%-40% 上下浮动；1961-1970 年

出生院士留学比例降至 24.53%。拥有留学经历

的院士比例的阶段性变化与国际形势和国家政

策有直接的联系。国内方面，随着我国科学和

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自主培养大师级

别人才的能力不断增强，科学走向独立自主发

展的道路。国际方面，我国早期留学生多集中

于欧美发达国家，发达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科

研氛围，以及发达国家鼓励优秀人才移民的政

策，一定程度导致了出国留学的人数增长但学

成回国的人数却减少的现象。

表 3  院士出生年份与国外经历

出生年份 有国外经历 无国外经历 备注

1900 年以前 82.61% 17.39%

1901-1910 80.15% 19.85%

1911-1920 71.69% 28.31%

1921-1930 35.56% 64.44%

1931-1940 26.99% 73.01%

1941-1950 31.10% 68.90%

1951-1960 41.16% 58.84%

1961-1970 24.53% 75.47%

1971 年以后 100.00% 0.00% 仅 1 位院士

2.2.2  院士群体所属机构主要分布在科研和教育

领域

表 4 反映了院士所属机构分布状况，院士

所属机构主要分布在科研和教育领域，其中隶

属于科研体系的有 1 545 位，隶属于教育机构的

有 1 511 位，来源于企业、公司、工厂的院士数

量有 311 位（院士所属机构有多重性质时不会

单一取值计算）。

表 4  院士所属机构分布状况

机构类型
中国科学院

院士人数
中国工程院

院士人数
院士总人数

科研 883 662 1 545

教育 998 513 1 511
企业、公司、

工厂
104 207 311

国防军工 80 180 260

医疗卫生 83 102 185

政府 53 90 143

其他 7 63 70

当前我国顶尖科技人才多集中在高校和科

研机构，企业、国防、医疗卫生和政府等部门

也有一定数量的院士分布。可以看出，院士群

体在科教文卫等推动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重要

领域均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分布在企业、公司、工

厂的院士数量有限。考虑到企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建议鼓励

骨干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重点实验

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国家、省级重大

工程项目和重点技术攻关，让更多的院士参与

到企业的科技创新战略中来，提升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和产业竞争能力 [11]，参与全球科技竞争。

3  我国院士成长和成才关键影响因素
分析

院士的成长路径和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诸

如个人天赋、家庭环境、师承关系、学科因素等。

基于以上对院士群体基本特征分析，进一步从

院士成长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环境及留学因素 3
个方面，研究其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关键影响

和制约因素，以期为我国人才培养、院士遴选

提供参考。

3.1  成长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院士的出生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江苏、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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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海、湖南、山东和北京，其数量分别占

总数的 16.5%、11.48%、8.96%、5.56%、5.47%
和 4.68%；院士籍贯或出生地集中在沿海和中部

地区，西部地区占比偏少，很多省份只有零星

几位院士，中国的院士群体分布呈现出较强的

区域不平衡性。

院士出生地集中于江浙一带（江苏、浙江、上

海），总占比达到 36.94%，形成一个院士来源

高度密集的区域。究其原因，有研究认为院士

成长与地区 GDP 呈正相关，与山地面积比例呈

一定的负相关，与水域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 [16]。

而江浙一带属于水域众多区域，提供了良好的

成才环境。并且，自古就有“自古江南出才子”谚

语，说明地方思想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底蕴，让

人才成长过程中不断强化潜意识，利于成才。

3.2  社会政治环境因素分析

国家的发展，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对人才成

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同研究科学家科研

创造峰值的学者将获得重大科学奖项（如诺贝

尔奖）、重要科研成果取得时间（如专利）作

为科学家科研创造峰值的判断 [17]，院士增选年

龄也从侧面反映杰出科学家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的年龄时期。结合前文院士当选年龄和当选时

期的政治、经济和政策环境，可以得出很多院

士重大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

要和国家兴旺的结论。

由数据分析可见：① 50 年代当选的院士平

均年龄最低，其中最年轻的院士仅 35 岁，这批

院士大多具有留学经历，学历高，年富力强，是

一个高起点的科学精英团体。这反映出建国初

期，尽管客观条件很差，以中青年为主的科技

人员在中国科技事业的起步阶段承担着国家科

技发展的重任。② 80 年开始至 90 年代，院士

年龄峰值的出现和持续的原因，除了文革造成

多年未进行院士增选之外，还有特殊时期科技

人才断层现象 [18] 的巨大影响。③进入 21 世纪

以后，院士的平均年龄出现了从下降——低

谷——渐趋平稳的发展趋势，其中除了院士增

选制度调整、强调优化院士年龄结构的政策因

素外，也体现出随着国家科技事业的不断发

展，年轻代的科技人才已逐渐成长起来。

3.3  留学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前对于院士的留学因素进行了

深入分析，数据显示留学院士在院士比例中随

代际更替越来越少，其中尤以 1961-1970 年及

1971 年以后出生院士为最。究其根源，与人才

成长时期所处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有直接关系。

1961-1970 年出生的院士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留学经历，但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拥

有留学经历的院士数量和比例下降趋势较为明

显。本研究统计分析显示，我国两院院士从 90
年代起在国内接受博士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人

数共 179 人，分别占同时期获得博士学位院士

的 80.57%（中国工程院）、62.62%（中国科学

院）。这一部分说明随着我国科学研究和教育

不断发展，正逐步具备本土培养高技术人才的

能力。同时，结合历史和留学规模来看，20 世

纪 90 年代以后正是我国留学的高峰时期，留学

人员数量可观。但由于发达国家良好经济环境

和科研环境对留学人才的吸引，造成学成归国

人数少，影响了这一时期及之后增选院士的留

学数量比例。也有研究指出，当前尚未形成 20
世纪最后 20 年到国外留学学生归国的高潮 [15]。

随着院士队伍的年轻化和受我国科研领域高层

次人才回流趋势 [19] 的影响，相信未来留学人才

当选院士的比例还会有一定的上升。

4  结语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20]，面向新时代

人才培养目标，撷取我国院士制度建设和发展

工作亮点，分析院士群体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

素，将可能为新时代我国人才建设提供一些参

考。结合本文分析结果，对我国人才合理化建

设拟提出以下思考：

（1）院士老龄化问题是摆在我国科技界的

一项重大难题。虽然近些年增选院士的平均年

龄已经降低，使院士当选年龄年轻化。但是由

于每届院士当选的人数并不多，在现有院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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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占比有限，因而导致现有院士整体老龄化

较为严重。现有院士群体在 70 岁以下的院士只

占据当前院士整体的 36%。除了通过调整增选

政策来优化院士队伍的年龄结构，还需要国家

和院士所在机构创造良好环境和保障体制，继

续发挥院士群体在培养青年人才和参与前瞻

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的优势与能力，为

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等方面 [20] 贡献智慧，促进我

国院士释放“第二峰值年龄”的能量。

（2）我国院士的出生地呈现从沿海向内陆

扩展的变化趋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与

对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的统计结果有所

不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与国家的发展呈

正相关的关系）[7]。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较快的江

浙闽粤沪地区，除上海市出生的院士数量保持

上升态势，其他四地均相反。这种非集中化的

变化趋势对我国科学发展来说，其影响应当是

正面和积极的。也揭示了我国科技、教育基础

设施的发展及政策环境变化对科技人才培养的

良好影响。

（3）我国院士留学比例呈波动下降的变

化趋势，过去完全依赖留学生回国传播科学知

识、推动科学进步的局面已经得到改善。考虑

到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与本土人才的互补性和

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 [19]，我国在实施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政策措施的同时，还需不断提升自

主人才培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减少

高科技人才的流失。尤其当前国际贸易战如火

如荼，美国政府通过限制、打击华人高科技人

才向中国流动，扼制中国经济加速，我国在很

多领域的核心人才都需要自行培养，不能够让

其他国家遏制住命门。同时，有研究显示海外

科研经历是促进本土青年人才成长的重要因素
[21]，在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和“造血”的同时，仍

然需要为国内青年骨干创造良好的出国交流条

件，加强多元化学术和科研背景历练。

（4）院士成才路径和影响因素中，地理

和政治经济环境显得较为重要。人才出生和工

作在空间上的集聚显示了文化底蕴、经济和政

治对于院士成长和成才的重要作用。除了继续

保持人才成长所需的繁荣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外，提升我国科技软实力、发挥创新人才的凝

聚力，也将为顶尖科技人才的培育和成长创造

积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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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cademicians are the main and elite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its growth rule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has great signifi-
cance for the discovery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hina. [Method/ process] By the CV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llected information on academicians, and carried out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ademician group. [Re-
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hievement of 
academician group.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rational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alent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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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

个体和组织开展创新实践。而知识经济时代，任

何个体或组织，如果不能实现对知识的有效管

理和应用，就无法实现创新，注定要被时代所

淘汰。专业图书馆应为用户提供动态的、主动

的、增值性的知识服务，因此更应该时刻保持

知识管理的前瞻性，保证学科情报服务对知识

【学术探索】

基于 SECI 模型的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
务模式构建及实践
——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

◎苑亚坤 1,2  吴昊 1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摘要：[目的 /意义 ]研究知识管理理论中的SECI模型在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中的应用及创新实践，

旨在完善学科情报服务中的知识管理，有效提升服务水平，巩固和增强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的竞争力，

并为 SECI 模型在学科情报服务中的有效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 过程 ] 构建基于 SECI 模型的专业图书馆

学科情报服务模式，在此基础上加以实证分析，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基于此模式开展的创新服务实

践进行总结。[ 结果 /结论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蕴含在学科情报服务的多个环节中。将 SECI 模型

引入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中，可以解决学科情报服务中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为专业图书馆开

展学科情报服务创新实践提供思路及方法上的指导，有效促进学科情报服务核心竞争力和整体服务水平的

提升。

关键词：SECI  专业图书馆  学科情报服务  知识管理  模式构建  实践

分类号：G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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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水平利用，从而实现学科情报服务的创新

及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专业图书馆的核心竞

争力。

为了解国内已有的相关图书馆知识管理的

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利用专业检索

式进行检索，检索式为：TI=(“SECI”+“知识

管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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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图书情报”+“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情

报研究”+“学科情报”+“学科服务”)，得到

检索结果 2 380 篇，相关论文数量较多，论文发

表数量于 2007 年前后达到高峰，表明当时有关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研究有较高的热度。2011 年

后，论文发表数量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研究内

容也与往年趋同。总体来看，主要从图书馆知

识管理的理论研究、模式研究、策略研究、评

价研究以及知识管理的应用与展望研究等方面

展开 [1]。

理论研究方面，赵海丽从构建高效的知识

管理团队、知识库系统、知识资源共建共享体

系等多个角度，将知识管理理念引入图书馆的

工作中 [2]，较为全面地对图书馆加强知识管理

的途径进行了介绍；程实借鉴社会学符号互动

理论在网络情境中的应用，分析图书馆情境

中隐性知识的转移问题，为图书馆运用知识

场理论加强隐性知识管理做出探索 [3]。除此

之外，有关理论探索的研究文章还有很多且

研究内容相对成熟。模式研究方面，学者们

致力于利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或结合其他

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合理有效的图书馆知

识管理模式，包括采用 BP 神经网络的知识管

理绩效评价模型 [4]、高校图书馆“三级知识

管理”模式框架 [5]、基于知识协同的知识管

理模式 [6] 等。这些模式或模型为图书馆的知

识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还有一些学

者对图书馆的知识管理策略和原则进行探讨，提

出图书馆加强知识管理的可行性建议 [7-8]。另外

有一些与图书馆知识管理评价相关的文章，主

要通过借助一些现有的模型框架，结合图书馆

的特点，为改善图书馆知识管理平台、提高知

识管理能力提供参考 [9-10]。此外，已有研究还从

图书馆的服务知识的管理和用户知识的管理展

开，为知识管理理念在图书馆不同服务领域中

的应用做出了探索和尝试。

国内有关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研究，研究主

题的范围较广，但围绕 SECI 模型在图书馆中应

用的文章多数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 [11-13]，缺少

模式的提炼总结以及实践应用和成功案例的介

绍，研究对象也多以高校图书馆为主。而国外

有关图书馆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

息行为与检索、信息和通讯技术等方面，较为

重视技术实践探索和实际应用，但也多为尝试

性研究。笔者将 SECI 模型引入专业图书馆的学

科情报服务中，对其具体应用途径和方式进行

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 SECI 模型的专业

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模式，总结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基于此模式开展的服务创新实践。

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方面对图书

馆在知识管理领域的服务实践和学术研究能力

进一步提高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可为今后更

深入的研究提供文献基础和理论参考，并为推

广 SECI 模型在更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中的应

用提供有效思路和启发。

1  理论概述

1.1  知识管理与 SECI 模型

霍顿在其 1979 年的著作中，以资源管理

演化的角度提出知识管理的概念 [14]。自知识

管理概念被提出以来，有关知识管理的定义众

说 纷 纭 [15-17]。1995 年， 日 本 学 者 野 中 郁 次 郎

（I. Nonaka） 和 竹 内 弘 高（H. Takeuchi） 出 版

了《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并在该书中提出

了经典的知识管理理论——SECI 模型 [18]。模型

中包含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相互转换的

4 个阶段——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

（Externalization）、 结 合 化（Combination） 和

内隐化（Internalization），阐述了在知识创造

过程中个人、群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

用 [19]。社会化即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

程，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分享经验转化新的隐性

知识。外显化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过程，这一过程是进行知识创造的关键。在外

显化阶段，隐性知识通过清晰的概念和语言等

被表达，使个体或组织能够更方便地进行知识

分享。结合化是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结

合化将显性知识转变成更加复杂和系统化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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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集合，使知识更加具体、易于理解和使

用。内隐化则是由显性知识转化成隐性知识，通

过内隐化，将显性知识在组织中进行分享，进

而转化为个体内部的隐性知识，这一过程通常

以“从做中学习、从实践中学习”的形式实现。

知识的内隐化使得个体和组织的知识不断积

累，促进下一轮知识转化过程的发生，使“知

识螺旋”得以不断攀升。其图示化过程见图 1。

此后，野中郁次郎等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又

提出了“场”和知识引导、知识资产、知识愿

景等概念，将其知识管理理论进一步完善，本

文即基于此理论展开研究。

图 1  SECI 模型图示化过程

1.2  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

凡图书馆藏书是专业化的，服务对象是专

业群体，工作人员在某一特定学科方面受过专

业训练，并为读者提供专门化服务的图书馆，都

可称之为专业图书馆 [20]。学科情报服务即根据

用户的特定需求，对信息内容及其内在关系进

行深入的分析和知识化表现 [21]。学科情报服务

本质上是知识流动的过程，涉及到多种隐性知

识和显性知识的产生、收集、组织、传播和利

用，立足于特定学科或主题，以学科服务团队

为核心，以学科用户需求为导向，利用一定的

技术和方法来满足用户的需求。随着外界环境

的改变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升级，学科情报服务

不应满足于已有的服务内容和形式，必须积极

应对环境改变，实现知识创新和服务创新。

2  基于SECI模型的专业图书馆学科
情报服务模式

在当前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的知识管

理中，普遍存在知识的交流共享机制不健全、知

识组织和知识管理方法不完善、知识内容创新

性与体系化不足以及知识利用的经济效用低等

问题。将 SECI 模型引入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

务中，能够利用 SECI 模型不同转化阶段的知识

管理理念和手段，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构建基

于 SECI 模型的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模式

（见图 2），可以促进 SECI 模型在学科情报服

务中的应用，帮助提高学科情报服务水平，启

发学科情报服务创新实践。

图 2  基于 SECI 模型的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模式

2.1  利用 SECI 社会化促进知识交流共享

应用 SECI 模型的社会化理论，可促进学科

情报服务中学科馆员与科研人员及学科馆员相

互之间的隐性知识交流共享。

（1）促进学科馆员与科研人员的知识交流。

首先，学科馆员在提供学科情报服务时，要明

确科研人员的服务需求，完成需求分析。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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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需求分析的前提是学科馆员与科研人员之间

有充分的隐性知识交流。学科馆员要主动融入

到科研人员的工作环境中，在熟悉其具体研究

工作的基础上，了解科研人员的真实需求，“融

入一线”提供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双方还要

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需求、疑问应及时沟通，保

证将学科馆员的服务“嵌入”到科研人员课题

研究的全部过程当中。其次，在将学科情报成

果交付给科研人员后，还应主动寻求回访机

会，了解科研人员对服务过程和服务产品的满

意度、建议和意见。这种交流能够为促进双方

形成共通的心智模式、思维模式，为下一次服

务提供参考，也便于双方增强信任，建立长久

的合作关系。面对当今如此激烈的知识服务行

业竞争环境，与服务对象建立长久稳定的合作

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2）促进学科馆员内部的知识共享。学

科馆员相互之间的隐性知识交流共享也是学科

情报服务社会化阶段的重要内容。学科情报服

务团队内部的隐性知识交流是促进团队整体服

务水平提升的关键。在 SECI 模型的社会化阶

段，“师徒制”被看作是隐性知识交流的良好

实践形式。对应在学科情报服务中，可以通过“老

馆 员” 带“ 新 馆 员” 的 方 式， 形 成“ 服 务 小

组”，协同完成服务工作。专业图书馆可定期

开展学科馆员交流会，设定不同的交流主题，鼓

励学科馆员围绕相关主题开展头脑风暴等开放

性讨论，积极营造开放共享的团队氛围，促进

团队内部隐性知识的转化。

2.2  利用 SECI 外显化完善知识管理方法

应用 SECI 模型的外显化理论，能够为知识

组织工具和知识管理技术的应用提供方向，有

助于完善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的知识管理

方法。

（1）结合先进知识工具及先进技术完善知

识管理方法。在明确科研人员的需求后，学科

馆员之间可以通过讨论确定服务方案，包括具

体服务时采取的工作方法、平台、预计完成时

间等。将这些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形成计划性

文档，即为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一种

形式。同时，为使显性化后的知识更加具象且

便于理解，还可以通过基于过去经验产生于头

脑中的认知地图与具有知识导航、知识动态联

系功能的知识地图相结合的方式，将隐性知识

以图示化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加强科研人

员和学科馆员对隐性知识的理解。除知识工具

以外，对云计算、自动分类、机器学习等各种

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应用，同样有助于完善学科

情报服务的知识管理方法。

（2） 建 设 知 识 管 理 系 统， 保 存 服 务 经

验。学科馆员的工作方法、思想灵感、成功或

失败经验等，都可以通过即时通讯、馆员交流

论坛等形式，转化为可查看、可学习的显性知

识。具体操作时，可以通过将知识进行概念化

等手段对经验或方法进行命名，创造出更加形

象的、易于理解掌握的显性化知识。为便于学

科馆员随时随地将工作感想、经验方法上传保

存，应为学科馆员提供相应的知识管理系统，这

种“隐性知识宝库”的显性化存在形式将成为

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区别于他馆及其他类

型知识服务机构的重要指标，也是其建立核心

竞争力的宝贵财富。

2.3  利用 SECI 结合化构建知识服务体系

应用 SECI 模型的结合化，将显性知识变得

具体而系统，有助于拓展学科情报服务中知识

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形成系统的知识内容体系

和服务体系。

（1）搭建基于显性知识库的体系化平台。

学科情报服务的内容创新和知识服务体系建

设，基于学科情报知识服务平台、知识产品研

发与管理服务平台、学科情报知识库等系统的

建设。学科情报服务产生大量的学科情报分析

报告、战略情报规划报告等显性化知识。将这

些知识进一步整理、分类及深层次加工，才能

在此基础上实现内容创新，加强情报产品的全

方位管理，便于知识的留存与体系化建设，有

助于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品牌的确立和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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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服务知识的规范化管理。学科

情报服务的效果也与学科情报服务团队内部的

工作流程规范、学科报告内容规范等程式化内

容体系有关。学科情报服务包括基础性情报研

究、战略性情报研究、科技政策情报研究等多

种不同的类型，每种类型又依据科研人员学科

领域、课题内容的不同存在着多种主题。提升

学科情报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就应尽快完

善相关文档的撰写规范、内容要求、分析方法

的服务规范体系，对知识加以分解提炼，总结

出概念知识和操作知识，供后续的学科情报服

务使用。同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需求

对相关规范进行特色化处理，实现规范化与个

性化相结合。还要注意对内容进行及时的增删

和修改，实现体系内容的动态更新。

2.4  利用 SECI 内隐化提升知识利用价值

应用 SECI 模型的内隐化，有利于挖掘学科

情报服务的深层次价值，拓展学科情报服务的

知识深度，帮助提升知识利用的经济效用。

（1）将知识存量催化为知识增量。服务团

队内部要定期开展培训项目，充分发挥典型案

例、典型人物的作用，促使团队内的成员将优

秀的工作方法、服务流程、精神品质延伸到自

己的工作过程中，将个人的以及团队中的显性

知识内化为个人可借鉴、可应用的隐性知识，为

下一次更好地开展学科情报服务积累知识经

验，将个人与组织的知识存量催化为知识增量。

（2）强化服务主动性，延伸服务链条。在

完成学科情报服务的整个过程中，需要学科馆

员保持服务的积极主动性，主动地从实践过程

中总结问题。以不断创新的知识增量为基础，延

伸服务链条，主动挖掘科研人员服务的完整需

求，为科研成果的创造、评估、孵化、应用及

扩散提供保障，使学科情报服务能够高效运

转，不断创新与发展。

3  应用 SECI 服务模式的学科情报服
务成功实践

基于 SECI 模型的学科情报服务模式在实

践中能够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深入理解 SECI 模型的内涵，基于

SECI 模型的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模式指导

本馆的学科情报服务，在学科情报服务涉及知

识管理的多个环节开展了创新性的服务实践，具

体表现为以下 4 个方面：

3.1  畅通知识沟通渠道，加强知识交流共享（S）
在学科情报服务的知识社会化阶段，应用

SECI 模型的社会化（S），畅通知识沟通渠道，加

强知识交流共享。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

各级省科院之间建立联盟，通过制定一系列战

略合作协议，形成联合服务机制、建立服务保

障体系及协同服务机制，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

资源共享和流通、协作交流和利益互惠。与上

海科学院、江西省科学院、贵州省科学院、山

东省科学院等多家科学院展开战略合作，并

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成立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

情报分会 [22]。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学

科馆员团队以“用户为本、需求驱动、融入科

研、支撑创新”为服务理念，将学科情报服务

融入科研一线，嵌入科研过程。在开展针对中

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学科情报服务时，为各

个研究所配备专业责任馆员，调研其日常科研

服务需求，开展学科馆员“下所”活动，实现

线上线下畅通的沟通交流。面向研究所“创新

2020”“十三五规划”等创新规划，通过学科

馆员到所调研、召开研究所专家座谈等手段，及

时了解科研人员对学科情报服务的新需求，从

战略层面统筹规划，进行前瞻性部署 [23]。学科

馆员向科研用户发放需求调查问卷、走访重点

科研用户、融入课题组组会，对科研需求进行

分析，形成了持续有效的用户需求调研模式，产

出了包括《全院文献情报系统服务现状及需求

调查报告》等产品，畅通了知识沟通的渠道。

学科馆员内部则通过定期开展学科馆员培

训等形式，促进学科馆员之间的学习与交流，提

升学科服务整体实力，培养优秀的新学科馆员。

新学科馆员需要参加资源建设部、学科服务部

等各个主要业务部门的知识培训，包括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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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培训、技能学习培训、岗位知识培训等。同

时通过以“老”带“新”形式开展下所服务实践，使

得新学科馆员能够真正参与到具体的服务实践

当中，在老学科馆员的带领与协助下，完成规

范的上岗三步培训流程：基础培训 + 专题培训

+ 带岗实践，帮助新学科馆员顺利且高效地投入

到学科化服务的正轨行列中。

3.2  健全科学数据管理，开展新型智库服务（E）
在学科情报服务的知识外显化阶段，应用

SECI 模型的外显化（E），实现科学数据的有

效管理，开展新型智库服务。科学数据与知识

管理在复杂的数据知识环境中变得日益重要。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科学数据与知识管

理上明确定位，基于科学与文献大数据的分布

式云存储、云汇聚、云分发及关联融汇展开研

究，实现对大数据的知识化管理，同时面向数

据密集型科研创新的新需求，进行知识分析研

究和知识发现，研究基于大数据的主题抽取、自

动分类、热点揭示、趋势预测等，并致力于建

立数据管理服务系统，开发一系列信息监测服

务平台和科研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官网首页的科技动态栏目，其内

容则来源于网络科技信息自动监测服务云平台

的“重点领域信息门户”和“研究所一线科技

信息监测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最新的科技

报道、重要报告和快报等三种科技信息资源。

在此基础上，还致力于为科研用户提供科技大

数据精准知识服务，全面推动学科服务向智能

化、精准化、即时性的方向转型，新的服务产

品和服务平台也在不断地进行研发并陆续上线。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国家战略 [24]。 
而图书馆与智库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能

够在新型智库建设中发挥作用。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合作，搭

建 NSTL 国家重大战略信息服务平台，开展智

库研究与服务，建设动态跟踪、信息服务、政

策集萃、研究成果、知识地图栏目。具体产品

包括检测快报、专题简报、产业情报、研究报

告，具体服务包括战略决策支撑、产业发展支

撑、企业发展支撑等，同时专门设立丝绸之路

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

协同发展研究专题。其内容丰富、服务深入，紧

跟时代发展和智库建设的要求。

3.3  打造知识服务体系，开展移动互联与在线直

播（C）
在学科情报服务的知识结合化阶段，应用

SECI 模型的结合化（C），可以促进专业图书

馆学科情报服务知识平台和体系的搭建。2017
年 5 月，“中国科讯”正式版在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发布。“中国科讯”是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精心打造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知

识服务平台，同时辅以微信公众号、网页版等

多平台知识服务功能。中国科讯 APP 具备学者

主页、科研题录、科研交流、文献数据资源整

合、论文发现与管理、情报个性化推送等丰富

的学科情报服务功能，并携手百度学术、微软

学术等构建科研人员交流社区，构建移动学术

传播网络，促进学科交流。从资源供应、科研

服务、知识平台等多方面，构建新型科研知识

服务生态，为科研人员提供多功能、多平台的

立体化知识服务。致力于满足技术、产业、社

会、经济等对科技信息的迫切需求，不断拓展

知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打造面向整个创新价

值链的知识服务生态体系，打造基于移动互联

的知识服务品牌。

“互联网 +”背景下，移动互联网的出现

与发展进一步催生了信息和知识的新型传播模

式，其中也包括移动在线直播的发展。移动在

线直播以其内容丰富、交互性强、不受地域和

空间限制的特点，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和科研

人员的追捧。“中国科讯”顺应时代发展的趋

势，举办数场在线直播，涵盖论文写作发表、数

据管理、项目信息、技能培训、成果转化等多

种类型的直播内容，为科研人员提供移动的双

向互动的学术交流平台。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

实践，受到科研人员的广泛欢迎，单场直播的

在线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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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体验。

3.4  延伸服务链条，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I）
在学科情报服务的知识内隐化阶段，应用

SECI 模型的内隐化（I），可以拓展专业图书馆

的知识服务深度，延伸服务链条，助力科技成

果的转移转化。新时期，国家持续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为助力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中国

科学院全面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持续

推进“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加

强科技成果供给侧结构改革 [25]。以此为契机，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通过完善知识转移体

系，总结以往实践中的经验与不足，紧跟时代

发展，将科技信息服务嵌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

具体环节，为科研成果的选题立项、形成成果、中

试孵化、企业化生产、技术扩散及规模化生产

提供市场分析、专利培训、技术评估、成果对

接、技术推广等一系列服务，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2017 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山东

绿色化工发展制定规划研究报告，为产业发展

建言献策，参与“中国科学院 - 山东省绿色化工

技术创新研讨会暨院士专家科技行活动”，来

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院所的 30
余位专家以及山东各地科技局、山东中心及各

分中心、省内重点化工企业负责人共 300 余人

参会，会上专家发布权威观点，并组织相关成

果对接及企业调研。2018 年，与中国科学院过

程工程研究所合作，发布《膜状皮肤护理产品

行业发展报告》，对面膜行业关键核心技术、行

业市场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现已基本形成面向科研人

员、面向政府机构、面向行业企业、面向创客

的全链条式的学科情报服务体系，多层级多角

度入手积极促进科技创新的应用，避免成果变

为“陈果”，最终服务于科技创新和社会的经

济发展。

4  总结

知识管理的 SECI 模型在众多领域的学术

研究和创新实践中得到了有效应用，构建基于

SECI 模型的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模式，对

SECI 模型的应用及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具有理论

价值与实践意义。以图 2 所构建的基于 SECI 模

型的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模式为指导，在

学科情报服务的社会化阶段，组建学科服务联

盟，实施责任馆员制度，深层次开展用户需求

调研，并对馆员实行基础培训 + 专题培训 + 带

岗实践等，促进知识的交流共享；在学科情报

服务的外显化阶段，实施大数据知识化管理、研

究知识分析和知识发现，开展信息监测服务、精

准推荐服务及新型智库服务，完善服务知识的

管理；在学科情报服务的结合化阶段，构建情

报服务体系，发展知识服务品牌，将图书馆服

务系统化体系化；在学科情报服务的内隐化阶

段，进一步开展图书馆科技信息服务及全链条

式学科情报服务，有效拓展知识的深度和利用

价值，如图 3 所示：

图 3  应用 SECI 模型开展专业图书馆创新性服务实践

除理论分析和模式构建以外，本文结合中

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围绕该模式开展的创新服务

成功实践加以实证，丰富了图书馆知识管理领

域的研究内容，弥补了以往研究中一些系统性

总结和实践案例的欠缺，能够启发 SECI 模型在

专业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中的进一步应用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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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更多图书馆开展学科情报服务创新实践

提供参考。为形成更加系统性、体系化的研究，有

待调研更多实践主体及案例，更好地应用知识

管理理论促进学科情报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不

断增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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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ofessional library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aims to improv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level 
in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consolidates and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It hop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SECI model in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Method/process] The professional library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 based on the SECI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i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summarizing the innovative service prac-
tice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sed on this model. [Result/conclu-
s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and explicit knowledge is embedded in multiple links of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s. Introducing the SECI model into the professional library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can solve some shortcoming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 guidance 
and methods for the professional library to carry out innovation practices of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subject inform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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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视作中国新常

态下经济发展“双引擎”之一，它的提出旨在

通过创新推动创业、创业带动创新的模式转换

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如今，随

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获取信息方式的多

样化，使得创业成为每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发

展可能，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可能；在创新驱

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各地区也为实现“双创”做

出大量实践，以提高地区“双创”竞争力。然

而地区之间的发展千差万别，存在的问题也不

尽相同，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双创”评价

【学术探索】

基于机器学习的我国城市“双创”水平的
评价研究
◎史梦怡 1  沈云骢 2  李姣姣 1  张思维 1  徐梦宇 1

1 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  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目的 /意义 ]依托科技创新相关开放数据，针对全国城市“双创”水平建立评价体系与指数。[方

法/过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国内城市的“双创”排名，并通过各项指标和城市集聚特征分析城市“双创”

能力优劣。[ 结果 /结论 ]我国城市的“双创”水平与经济资源、人才储备、政策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京市持续领跑中国“双创”发展，各区域中心城市紧随其后发展，各有优势，发展差距小。各城市的不

足与短板也十分清晰，如何针对各自的不足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扬长补短，是持续发展城市创新力的根本。

关键词：“双创”水平  创新创业能力  评价体系  “双创”指数

分类号：F272.2

引用格式：史梦怡 , 沈云骢 , 李姣姣 , 等 . 基于机器学习的我国城市 “ 双创 ” 水平的评价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9, 4(2): 98-109[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7/.

作者简介：史梦怡（ORCID：0000-0002-8465-8103），硕士研究生，E-mail：17210830021@fudan.edu.cn；沈
云骢（ORCID: 0000-0002-1013-3443），博士研究生；李姣姣（ORCID：0000-0002-9230-6933），硕士研究生；
张思维（ORCID：0000-0002-3645-1693），硕士研究生；徐梦宇（ORCID: 0000-0003-3611-6585），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8-08-13        发表日期：2019-04-19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指标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通过对中国各城市“双创”环境的数

据分析和解读，提出并建立“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指导中国各城市在“双

创”活动的开展，针对活动合理性、科学性进

行评估，发扬优势，弥补不足，促进创新活动

的可持续性发展，为活动增效添质。

1 国内外创业、创新评价体系发展
概况

国内外针对创业、创新评价体系业已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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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的研究，也拥有了相对成熟的体系。

从目前来看，这种评价体系仅针对城市能力的

某一方面建立，创业与创新的评价拆分成两个

相互独立的方面。创业评价体系与创新评价体

系独立发展，各自搭建起完整严密的评价体系。

1.1  创业评价体系概述

1.1.1  国外创业评价体系

从创业评价体系来说，国外相关的评价体

系主要有 3 个：全球创业观察、全球创业与发

展指数、考夫曼创业活动指数 [1-4]。

全 球 创 业 观 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是由英国伦敦学院与美国百

森学院共同发起的国际创业研究项目，通过对

全球各国家创业环境、创业项目、创业成果等

的调查分析，发布《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在

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全球创业观察所建立的

评价体系，是立足于创业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

响，通过对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进行拆分，从

不同的环境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建立基于环境

的创业评价体系；全球创业观察提出的是三层

次环境要素理论，将创业环境拆分成 3 大要素：基

础要求要素、效率提升要素和创新创业要素，其

中包含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

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

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

范等 9 个方面，其创业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广

度与深度，因此《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极具影

响力 [1,5]。

全 球 创 业 与 发 展 指 数（Global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Index，GEDI），其产生主要是为了更加全面立

体地了解在地区发展中，促进企业成立和成长

壮大的典型环境特征，进而对该地区高效率创

业支持程度进行评估。GEDI 指标体系包含了创

业态度、创业活动、创业愿望 3 个子维度，该

指标体系囊括了地区发展体系中促进这 3 个子

维度的 34 个最主要的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能

够预测该地区的创业潜能 [2,5]。

考夫曼创业活动指数（Kauffman Index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KIEA）是美国早期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创业活动指数，其利用人口

指数，计算成人非企业主人口中新创办企业的

人口比例，来确定创业活动指数，对新创企业

的首月商业活动密切关注 [3]。

1.1.2  国内创业评价体系

国内较为综合的创业评估体系 [6-8] 有中关村

指数、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国城市

创业指数等。

中关村指数是由北京市统计局编制的，是

用以观察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的综合

指数，包括经济增长指数、经济效益指数、技

术创新指数、人力资本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 5
个大分类指数，是一个更具宏观角度的综合性

评价体系。

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则侧重创业环

境的优劣，从环境硬指标到环境软指标，即能

源、邮电通讯、市政、制度、管理、人文 6 个

角度评价城市创业环境。

1.2  创新评价体系概述

1.2.1  国外创新评价体系

从创新评价体系来说，目前国际上主要

有 4 个创新评价体系，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 欧 盟 创 新 指 数

（Summary Innovation Index，SII）、硅谷指数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JVSV）和全球知

识 竞 争 力 指 数（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on 
Index，WKCI）[5]。

全球创新指数通过评估制度和政策、创新

驱动、知识创造、企业创新、技术应用与知识

产权等，为企业领袖与政府决策者提供提升综

合竞争力可能面临的缺失与努力方向，对一个

经济体广泛的经济创新能力进行衡量。

欧盟创新指数经过多年的指标调整，从人

力资源、金融支持、企业投资、联系与创业、生

产率、创新、经济效果几个方面，定量表现地

区的创新现状，分析地区之间的现状差异。其

创新指数体系主要包括欧洲创新记分牌、区域

创新记分牌和创新晴雨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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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指数指标体系则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

创新基本条件进行衡量，包括人口、经济、社

会、空间和管理指标。

全球知识竞争力指数主要是针对知识经济

做出的指标体系，主要指标为人力资本、知识

资本、金融资本、经济产出和知识可持续性，但

未对创新产出设立指标。

1.2.2  国内创新评价体系

国内创新评价体系主要集中在有关区域科

技发展层面，在此过程中也借鉴了众多国外相

关经验，建立起将“科技创新能力要素”作为

主要评价标准的一整套评价机制。科技创新能

力要素主要通过对区域科技的投入和产出进行

分析，根据区域科技创新的投入指标和区域科

技创新的产出成果指标来建立评价体系。关于

科技创新投入指标及产出成果，通常根据基础

环境、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成果转化、经

济发展、创新效益等指标来建立科技创新评价

体系。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 [9] 提出从知识

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

境和创新的经济绩效 5 个方面评价区域创新能

力，较早形成了比较权威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

1.3  研究述评

从国内外创新创业体系来看，国外在城市

能力评价体系上的研究更为深入，指标的选取

和建立也更加成熟，国内创新创业评价体系则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内容更多偏向于特定领域。

综合分析各创新创业评价体系后发现，其

指标的建立主要集中在政策环境、经济实力、投

入产出比、人才发展等众多宏观层面，涵盖的

内容较为充足，所以笔者综合国内外创新创业

评价体系，同时结合国务院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实施意见中对创业环境、创业活力、创

新创业政策等方面提出的建设思路，建立“双

创”评估体系，针对政策环境，列举政府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等细分指标；针对经济实力，列举

GDP 增长、公司利润增长等细分指标；针对投

入产出比，列举研发支出与占比、专利产出等

细分指标；针对人才发展，列举高等院校数量、科

研机构数量等细分指标；基于此，对“双创”能

力评价方法进行探讨，意在为我国各地区“双

创”评估提供具有价值性的参考。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局、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发布于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的国信宏数的开放

数据库 [10-13]。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数据库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官方

统计数据库。笔者从这两个数据库中收集了人

口、GDP 等宏观测度以及各项反映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的数据，并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局公布的高校及“双一流”名单和中国人

民银行公开的金融数据作为补充。

Wind 数据库是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的一

流大型金融工程和财经数据仓库。笔者从 Wind
数据库中选取了上市公司财报数据中研发支

出、就业者学历水平、技术人员占比、行业分

布以及利润和营业额水平等指标，作为反映我

国创新创业政府、经济、人才等方面资源实力

的数据支撑。

发布于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的国

信宏数的开放数据库是专注于宏观经济大数据

分析的数据库，涵盖了发改、工商、税务、金

融等领域的大量数据。笔者从中选用了首届

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官方数据空

间 的 多 组 数 据， 包 括“ 地 图 兴 趣 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互联网招聘网站数据”“发

明专利数据”等，开展“双创”水平评价体系

的建设。

2.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清洗、数据预处理等步

骤。数据清洗是指删除、更正数据集中错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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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格式有问题或多余的数据。数据清洗主

要是对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进行处理。对于缺

失数据，采取加权平均法和插值拟合法对数据

空值处进行填充。而后，在对清洗完成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常有极端值、不连续值

等异常数据存在，于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或加权平均，消除异常数据对结果的影响。最

后，将数据正则化，作为“双创”水平评估的

各项指标值。

利 用 Excel 与 MATLAB 等 工 具， 对 各 来

源、各类型的数据进行了处理与分析。“地图

兴趣点 POI 数据”是采自 2017 年夏高德地图

兴趣点的数据。“互联网招聘网站数据”是反

映城市人才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而其中记录

条数、岗位数、各学历人员占比都是重要的小

指标；而又由于互联网招聘网站数据的非权威

性以及城市发展偏差，常常可能出现极端值情

况，需要特别注意。相比之下，“发明专利数

据”的数据可靠性较高，统计处理也相对简单，只

需考虑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3 类专利的

含金量水平的差异。

除 此 之 外， 笔 者 通 过 加 权 平 均 法， 根 据

过去若干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的同一变量

的观测值并以时间顺序数为权数，计算出观测

值的加权算术平均数，以这一数值预测未来该

变量变化趋势，例如，以各省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为基础，首先计算出各地级市国民生

产总值（GDP）占该省的比例，然后再以该比

例为权重计算各省市其他地级市的各项指标值。

其中按照加权平均法计算的指标有：城市道路

面积、电力消耗量、供水总量。

3  “ 双创 ” 指标体系构建

3.1  指标体系建立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2018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库中统计到 GDP 及人口数据的城市及地区，包

括直辖市和自治州等。综合已有文献 [14-16]，系

统考虑政策、经济、人才、基础设施等因素，以

发表专利数表示“双创”产出，笔者最终确定

主体、资源、环境、绩效 4 个层面和“双创”能

力、“双创”信心、政府资源、经济资源、人

才资源、基础设施、经济水平、环境氛围、专

利产出等 12 个因素作为“双创”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双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层面 因素 指标

主体
“双创”能力

高等院校数

万人拥有高等院校数

重点以上高校数量

国家级科研机构数量

“双创”信心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占比

资源

政府资源 上市公司政府投资额

经济资源
社会融资增量

研发支出额

人才资源
上市公司技术人员占比

互联网招聘人才水平

环境

基础设施

供水总量

电力消耗量

城市道路面积

经济水平
GDP 近三年均增长率

上市公司近三年均利润增长

环境氛围

地图 POI 文娱占比量

地图 POI 科研占比量

地图 POI 教育占比量

绩效 专利产出 专利申请授权数

将所收集数据按指标进行整理，最终得

到了城市各分项“双创”指标值。但由于各项

数据量纲不统一，且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偶有

数据两极分化严重，不便于后续操作。故利用

MATLAB，以原数据各列的最大值、中位数和

四分位数为参考点，按照公式：，拟合幂次公

式参数 a,b,c，再对数据进行正则化，提高数据

的平滑性和整齐度。其中，di 为原始数据，di′
为正则化后的数据，a,b,c 为幂次公式模型参数。

最终，得到全国城市的“双创”各项指标得分，如

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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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城市的“双创”各项指标得分

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南京 成都

主体
“双创”能力

高等院校数 100.00 95.74 73.39 93.59 94.21 

万人拥有高等院校数 34.30 21.16 16.48 70.02 39.66 

重点以上高校数量 100.00 80.00 0.00 76.76 66.06 

国家级科研机构数量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双创”信心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占比 17.11 59.89 61.62 65.46 12.50 

资源

政府资源 上市公司政府投资额 100.00 95.34 90.76 85.28 82.01 

经济资源
社会融资增量 95.62 100.00 91.93 84.94 85.96 

研发支出额 100.00 94.51 93.67 84.28 82.87 

人才资源
上市公司技术人员占比 82.12 59.89 61.62 65.46 66.84 

互联网招聘人才水平 100.00 50.68 17.95 22.33 27.05 

环境

基础设施

供水总量 87.23 65.64 69.42 54.96 75.19 

电力消耗量 81.45 59.93 65.66 48.85 72.01 

城市道路面积 78.79 57.98 34.17 74.95 50.66 

经济水平
GDP 近三年均增长率 74.79 74.69 74.88 74.90 74.87 

上市公司近三年均利润增长 71.97 72.89 73.24 73.58 72.70 

环境氛围

地图 POI 文娱占比量 100.00 89.53 81.17 86.47 85.80 

地图 POI 科研占比量 100.00 78.15 69.17 77.30 78.14 

地图 POI 教育占比量 100.00 74.80 66.66 73.18 79.07 

绩效 专利产出 专利申请授权数 100.00 95.31 96.11 89.32 90.27

3.2  指标权重考量

上一节确定的“双创”水平评价体系综合

考虑了主体、资源、环境、绩效 4 个层面、12
项因素，共产生 19 项指标得分。而如何衡量每

项指标的重要性，并综合得到城市“双创”水

平总分，就涉及到了权重和算法的考量。

具体来说，每个城市 i 都有一个指标 xi，它

是一个 19 维的 w 向量，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权重

向量，使得它们的内积 (xi,w) 能反映最后的综合

得分。

现阶段，已有许多组织和机构按照自己的

评价体系，对全国重点城市的“双创”水平进

行了评分和排名，包括《第一财经》《国家治

理周刊》《中国省区、直辖市综合竞争力评价

指标体系》和复旦经济学等，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笔者首先以上述机构所公布的全国重点

城市的排名和指标的得分作为机器学习的训练

集，分别是北京（99.422）、深圳（93.296）、上

海（89.416）、广州（78.565）、苏州（78.518）、武

汉（75.353）、杭州（74.991）、南京（74.893）、天

津（74.319）、成都（70.966）、西安（67.097）、长

沙（63.500）、无锡（63.500）、重庆（61.869）、青

岛（61.673）、合肥（60.241）、宁波（58.683）、济

南（57.953）、厦门（55.567）、大连（54.477）、哈

尔滨（49.722）、沈阳（48.395）和长春（46.792），以

前一节构建的指标体系为因子，在 MATLAB 中

的用支持向量机和最小二乘两种方法进行回归。

其中支持向量机采用的是线性核，这样

训练出来的系数就是权重，据此再对所有的城

市计算得分和排名。但结果与理想情况偏差较

大，因子间权重相差极大，多数情况只有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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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在评分体系中有作用。

另外，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系数并不一定是

正的，由于训练样本都是得分较高城市，如果

出现负的权重，会使得样本外某些该项得分低

的城市排名出现异常上升的情况。因此，对于

所采用的数据，负权重是不合理的。

于是需进一步改进机器学习的优化目标。

首先，限定系数必须是非负的，并根据评价需

求与实际情况，设置一定的上下界。其次，对

目标中每个数据的权重进行调整，分值越高的

权重越大。这样操作之后效果有明显提升，最

终笔者选取如下的优化模型：
2 2

0
min ( )i i iw i T

y x w y
≥

∈

−⋅∑

其中，T 表示训练样本集，yi 表示样本得分。

这是一个二次优化问题，算出权重系数 w，如

表 3 所示：

表 3  “双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各项权重

层面 因素 指标 权重系数

主体

“双创”
能力

高等院校数 8.3687E-23

万人拥有高等院校数 3.9369E-22
重点以上高校数量 7.2628E-20

国家级科研机构数量 6.5246E-02
“双创”

信心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占比 6.3006E-02

资源

政府资源 上市公司政府投资额 5.5049E-22

经济资源
社会融资增量 3.6054E-01

研发支出额 2.3820E-01

人才资源
上市公司技术人员占比 1.1276E-01

互联网招聘人才水平 1.1347E-01

环境

基础设施

供水总量 2.4169E-22
电力消耗量 2.0990E-22

城市道路面积 1.1709E-18

经济水平
GDP 近三年均增长率 4.5566E-23

上市公司近三年均利润
增长

1.1674E-23

环境氛围

地图 POI 文娱占比量 4.7388E-23
地图 POI 科研占比量 1.0000E-01
地图 POI 教育占比量 1.5560E-22

绩效 专利产出 专利申请授权数 2.1675E-22

从权重系数来看，社会融资增量、研发支

出额和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占比作为创新创业经

济资源水平的体现，对城市“双创”水平的提

升具有重要意义，而上市公司技术人员占比和

互联网招聘人才水平也为城市创新创业提供了

人才支撑，国家科研机构数量和地图 POI 科研

机构的占比量反映了城市的“双创”能力和“双

创”氛围，在评价体系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相较而言，从权重角度来看，环境因素中

基础设施、经济水平等对城市“双创”能力的

影响较小；在基础设施中城市道路面积作为交

通指标的代表，相比供水总量和电力消耗量更

能对“双创”能力起到正面影响。

4  分析及结果讨论

4.1 “ 双创 ” 指数评分结果分析

从经济、政治、人才教育、社会环境等多

个角度出发，依据上一章所建立的数据模型，综

合评估中国各大城市的创新创业能力，最终得

出中国城市创新创业能力排名及得分，具体如

表 4 所示：

表 4  中国城市创新创业能力排名及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1 北京市 96.91
2 上海市 86.88
3 深圳市 77.80
4 南京市 77.43
5 成都市 77.26
6 天津市 76.57
7 郑州市 75.30
8 武汉市 73.15
9 杭州市 72.59
10 无锡市 71.16
11 苏州市 69.86
12 广州市 68.75

从“双创”城市区域分布来看，东西部发

展差异明显，沿海地区整体发展也优于内陆地

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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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明显的区域集聚趋势，“双创”的发展区

域化显著。

由此可见，城市之间的辐射作用在“双创”能

力发展中同样十分重要，3 个地区的三足鼎立格

局稳定；长三角地区城市集聚数量最多，具有

十分明显的优势；京津冀地区依托北京市、天

津市形成稳固的发展格局；珠三角地区拥有深

圳市、广州市两大“双创”领头羊，带动珠三

角地区其他城市“双创”发展。围绕成都市、武

汉市、郑州市，中西部区域均形成了小块城市

集聚效应，城市的区域中心地位稳固，辐射作

用明显。

根据综合得分可以看到，北京市、上海市

在“双创”能力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处在“双

创”城市的第一梯队，而紧随其后的深圳、南

京、成都在综合得分上的差距很小，是“双创”城

市的第二梯队，而包含了剩下城市的第三梯队

与第二梯队之间的得分差距不大，在“双创”实

力上同样具有竞争力。

从“双创”能力排名前 5 的城市各指标分

布雷达图来看（见图 1），在政府投资方面，Top5
城市排名与总体排名吻合，可以说政府投资是

“双创”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科研创新

产出在“双创”能力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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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 TOP5 城市“双创”水平雷达图

北京市各方面优势均十分突出，仅在“万

人拥有高等院校数量”“研发占比”上存在短

板，资源分配是北京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海、深

圳、南京、成都在各项指标上的表现差距不

大，各有千秋，上海市发展从总体上来说与北

京相似，各项指标表现均衡，但同样面临教育

资源合理分配的困境；深圳市在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数量上的劣势明显，但在研发支出、专

利产出方面的表现突出，创新投入和成果转化

工作相对完善；南京市的教育资源丰富，万人

拥有高等院校数量排名第一，但国家级科研机

构数量不多，科研实力略逊色，人才引进制度

不够完善；成都市拥有众多国家级科研机构，从

科研产出、占比方面来看具有一定优势，基础

设施建设优于上海、深圳、南京，但其优势不

够突出，整体表现相对均衡。

（1）TOP1 北京市。从整体排名和得分上

可以看到，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创新创

业能力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的表现尤为突出，这

与北京市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强大优势是分不

开的。高级人才资源储备丰富、“双创”人力、财

力投入力度大是北京“双创”能力领先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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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北京市的政府投资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排

名第一，达到 463 亿人民币，强有力的政府资

金支持是北京市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基础；同

时，北京市在人才储备方面的资源十分丰富，各

大高校、科研所的聚集，使得北京市在创新创

业方面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在资源丰富

的基础上，优秀资源整合平台迅速崛起，国家

级众创空间达 125 家，居中国第一，以创新工

场、36 氪、联想之星等为代表的创新型孵化器

是其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然而北京市面临的创新创业困境也十分明

显，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资源分

配成为北京市如今发展的一大掣肘，各项创新

创业活动的成本上升，环境污染严重，政府资

源分配紧张，都成为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阻力。

（2）TOP2 上海市。上海市的创新创业能

力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二，虽与北京之间

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也独具优势。作为中国最

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上海市依托长三角城市

群经济腹地，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优势，在

政策上，除了拥有排名第二的政府投资外，上

海市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支持上海市“双

创”发展，为引进人才，制定发布海外人才引

进、户籍政策以及国际人才试验区和职称制度

改革等政策，创新创业人才环境得到持续优

化，建立了多处“双创”示范基地。

上海的众创空间也蓬勃发展。截至 2017 年

上半年，上海市共有众创空间 500 余家，其中

创业苗圃 100 家，孵化器 159 家，加速器 14 家，创

客空间等新型孵化器 250 余家以及科技型中小

企业 12 000 多家。2016 年举办各类创业辅导活

动 9 800 多场次，覆盖 38 万余名创业者，为创

业者和创业企业打造了低成本、便利化、全要

素、开放式的综合创业网络和载体 [14]。

而上海市在“双创”发展中的问题与北京

市相似，高昂的资源成本、分配不均，本土排

外情绪等都成为“双创”发展的挑战。

（3）TOP3 深圳市。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近些年来呈现

出了迅速发展的势头，世界瞩目；可以说，深

圳市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它在“双创”能力中

的表现也同样表现出了年轻的活力。从基础设

施建设和人才储备来说，深圳市并不具有优

势，反而略显捉襟见肘，教育资源、人才资源

是深圳市发展的主要短板；但深圳市在专利产

出方面，却拥有能与北京市相媲美的实力，专

利产出排名第二，表现亮眼，这主要归功于深

圳市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除了汇集以科技

为主导的高科技公司外，众多国内领先的创投

机构也在深圳市扎根成长。同时，深圳围绕“双

创”需求构建政策链，制定促进创客发展的若

干措施，安排多项“双创”资金，构建了覆盖

不同创新主体和创新创业全过程的政策体系。

从长远来看，深圳市稀缺的教育基础资源

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人才储备量不足，容

易造成城市“双创”发展的后劲不足，同时，建

立更为完善的人才引进制度，也是深圳市“双

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4）TOP4 南京市。南京市是一座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的城市，依托南京的人

才储备优势以及江苏省“双创”政策的出台，建

立了自己的“双创”特色发展道路，同时与无

锡、苏州形成“双创”联动体，共同推进“双创”环

境的建设和完善。

南京市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拥有相当的优

势，人才储备丰富，但从招聘人才数量来看，南

京市人才流失情况严重，在人才保留措施上存

在疏漏，因此，人才保留是南京市“双创”能

力实现进一步突破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

（5）TOP5 成都市。成都市位于中国中西

部，是中西部城市发展的一颗明珠。“新一线

城市”成都力压天津、杭州、广州等，在“双创”能

力排名中一举拿下第五位的名次，这也受惠于

成都当地政府的支持、人才和资金的储备及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而影响成都市“双创”发展的问题也十分

清晰，中西部的地理位置使得成都在人才吸引

方面仍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虽然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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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成都市拥有相当的科研机构资源，但成

果转化的效果并不明显，高新企业的稀缺也是

成都市“双创”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除了以上 5 座城市外，天津、郑州、武汉、杭

州、无锡、苏州、广州都拥有雄厚的“双创”实

力，天津市拥有深厚的人才教育储备以及丰厚

的政府投资支持，综合来看“双创”实力并不

逊色；郑州市拥有良好的科研资源，创新科研

实力有很好的保证，但从综合实力来说，郑州

市的人才储备、政府投入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

的短板；武汉市是除了成都市外的中西部“双

创”发展重点城市，其人才储备方面的实力在

各城市中排名前列，但在科研发展方面略显疲

态；杭州市依托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为杭州创

新创业活动注入了强大动力，使杭州迅速成为

“创业新城”，政府支持力度大，发展活力足；无

锡和苏州是除南京市外，江苏省“双创”发展

的另外两只领头羊，其中苏州市在人才储备方

面较无锡略胜一筹，“双创”青年数量全省排

名第一，无锡夺得第三，在专利创新产出方面，苏

州实力强劲；无锡市则在科研储备方面较苏州

有明显优势，且无锡市更为注重人才引进，人

才招聘数量全国排名第二；无锡市在各项指标

中的表现更为稳定，发展均衡，而苏州在人才

储备、科技创新产出方面的表现突出，其他方

面的表现则相对逊色；广州市作为中国特大城

市之一，其教育资源、政府投入的表现处在全

国前列，但从人才引进、科研支出以及近三年

的 GDP 利润增长的角度来说，广州市表现欠

佳，人才储备充足，但人才流失成为广州市“双

创”能力持续发展的掣肘。

4.2  全国城市 “ 双创 ” 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除了城市自身的经济、人力、环境等水平

有差异之外，不同城市的“双创”水平的空间

关联特征也大有不同。何舜辉等在《中国地级

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分析》一文中研究发现，相邻城市的创新水平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现

象，为了进一步反映局域空间关联特征，将不

同局域的关联模式归纳为 4 类 [15]：① H-H 集聚

区（高效型）城市本身的创新能力水平较高，且

周围相邻城市的创新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中

国的“高效型”创新区域；② H-L 集聚区（极

化型）城市相对于周围城市具有较高的创新能

力水平，但无法带动周边地区创新能力的提

高，从而形成了中间高、周围低的“极化型”的

分化格局；③ L-H 集聚区（空心型）城市自身

创新水平较差，且受周围城市的影响也小，创

新能力明显低于周围城市，形成周围高，中间

低的“空心型”的分化格局；④ L-L 集聚区（低

效型）城市的创新能力属于国内较低水平，且

与周围城市的差异较小，是创新产出的低值集

中区。

利用 MATLAB，根据地理坐标信息，对城

市及其周围城市的“双创”指数进行量化分析，可

以清晰地观察这 4 类城市在全国的地区分布情

况，具体见表 5- 表 8。

表 5  H-H 集聚区（高效型）城市分布

城市 “双创”指数 周边指数

北京市 96.909 32 55.935 53
天津市 76.570 21 59.883 71
苏州市 69.863 76 60.637 02
珠海市 66.498 74 63.399 73
沧州市 50.101 59 65.214 77
南通市 60.567 22 68.506 38
绍兴市 61.524 33 64.708 77
宁波市 63.270 25 61.843 16
上海市 86.876 02 58.883 29
南京市 77.426 06 56.326 1
无锡市 71.159 68 57.359 81
东莞市 58.188 02 66.695 27
保定市 60.693 85 60.148 37
中山市 59.175 89 61.557 11

H-H 集聚区（高效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环

渤海和珠三角地区。不过在同一尺度下，京津

冀地区北京、天津本身的“双创”水平较高，然

而周边仍有廊坊市、承德市、张家口等“双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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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般的城市，拉低了区域创新水平；相比之

下，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本身的“双创”水

平较高，而周边绍兴、无锡、南通等城市的“双

创”水平也均较高，充分发挥了城市集聚的优

势，互通有无，高效合作。

表 6  H-L 集聚区（极化型）城市分布

城市 “双创”指数 周边指数

成都市 77.257 14 40.359 17
武汉市 73.153 71 30.519 84
许昌市 68.160 27 46.768 4

石家庄市 67.914 23 40.976 87
重庆市 67.730 68 30.131 26
西安市 67.514 35 17.406 07
长春市 66.732 44 32.218 25
沈阳市 66.353 39 47.795 92
十堰市 66.172 72 35.939 55
合肥市 65.997 23 42.994 51

H-L 集聚区（极化型）主要分布在内陆地

区和东北地区的省会城市。例如，成都、武汉、重

庆等中西部城市以及长春、沈阳、哈尔滨等东

北省会城市，吸引了来自全省的人才、资金力

量，表现出了不凡的“双创”能力，但对于周

边城市的带动力较弱，还需要加强区域交流与

合作，谋求共赢。

表 7  L-H 集聚区（空心型）城市分布

城市 “双创”指数 周边指数

廊坊市 38.596 03 67.598 19
舟山市 45.532 04 65.390 8
承德市 41.062 91 63.659 77

张家口市 40.523 02 62.229 23
泰州市 47.552 16 61.087 34
淮安市 46.797 54 60.790 99
滁州市 49.747 33 60.549 22
清远市 24.394 53 60.048 08
萍乡市 43.813 33 59.585 83

L-H 集 聚 区（ 空 心 型） 呈 零 星 点 状 分 布

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例如廊坊、衡水、舟

山、黄山等城市。这些城市周边的创新水平整

体较高，但其自身或许出于地理或经济条件的

限制，无法与周围城市形成良好的合作。

表 8  L-L 集聚区（低效型）城市分布

城市 “双创”指数 周边指数

蚌埠市 48.343 41 49.544 47
衡阳市 48.354 01 49.203 29
漯河市 47.034 37 49.724 82
安庆市 47.396 93 49.274 36
开封市 48.220 23 46.631 98
淮北市 47.425 87 46.708 36
德阳市 45.882 58 47.972 55
邢台市 45.209 85 47.692 63
乐山市 47.188 24 45.294 73
丹东市 43.911 98 48.386 72
周口市 47.293 36 44.071 52
淮南市 43.418 02 47.918 4
晋中市 48.522 33 41.985 09

L-L 集聚区（低效型）城市广泛分布于中

国内陆各地，例如四川的乐山市、山西的大同

市和河南的开封市。直观来看，这些城市的“双

创”水平整体低迷，还应从自身的经济、人力、环

境等因素着手改善，提高“双创”能力。

5  结语

笔者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局、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发布于北京大学开

放研究数据平台的国信宏数的开放数据库构建

了“双创”水平评价指标，其中通过对互联网

招聘大数据、城市地图 POI 大数据的应用，评

价指标的真实性、时效性、丰富性相比传统评

价指标有很大提高。在数据库内容持续更新的

情况下，可通过笔者构建的指标对城市“双创”水

平进行即时跟踪研究，加快决策反馈速度。

综合来看，“双创”实力与政府投资、人

才储备、创新产出、政策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

系，政府投资更倾向于中国的特大城市，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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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在投资方面资源更为丰富，具有先天的基础

优势；但各区域中心城市在完善政策环境方面

不遗余力，在人才储备方面，加强人才引进，从

智力资源、科研创新寻找突破口。 
“双创”能力的强弱是一个综合评价的结

果，而“双创”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北京市持续领跑中国“双创”发展，各

区域中心城市紧随其后，各有优势，发展差距小。

与此同时，各城市的不足与短板也十分清晰，如

何针对各自的不足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扬长

补短，是持续发展城市创新力的根本。我们期

待各城市在保持优势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不

足，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全面提高城市创新

创业竞争力，形成更繁荣的百花争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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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citie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gap among them is small. The shortcomings of 
each city are also very clear. How to make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ir respective shortcomings, 
make up for the weaknesses, is the basi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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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信息互通、人机交互、社群分享的数字

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受到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

的影响，图书馆亟需进行功能拓展和转型。科

技博物馆在功能及服务内容上与图书馆有着高

度相似性，以互动展示践行着“公众访问、参

与和分享”宗旨，其发展历程对于对图书馆发

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智能互动式展览契合了

融媒体环境下科学博物馆的阶段性变化，创新

了科学传播方式，增强了对公众的吸引力，日

益得到主流科学博物馆的重视。由中国科学院

【学术探索】

中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比较研究
◎翟宏英 1,2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通过对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促进科学博物馆发挥其社会教育

宣传的职能，对图书馆增强综合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方法 / 过程 ] 首先梳理智能互动式展览的

功能定义、作用，并与其他教育形式进行比较，对互动方式进行总结；之后阐述中外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发

展现状，对中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发展历程、理论研究、功能效果以及创新性办展理念进行对比

分析，发现我国智能互动式展览发展存在的问题。[ 结果 / 结论 ] 在探究科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普及率

不高背后深层次原因后，建议科技博物馆的管理者应考虑观众游览科技类博物馆的完整场景；科学博物馆

的非正规教育必须与正规教育紧密结合，实现联动资源共享；通过优化智能互动式展览的现行模式，最大

限度地鼓励 UGC 的热情，逐步提升优质智能互动式展览原创性和普适性，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科

学素养的提升。

关键词：科技博物馆  智能互动式展览  比较研究  中外比较

分类号：G269

引用格式：翟宏英 . 中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比较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9, 4(2): 110-

120[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72/.

作者简介：翟宏英 (ORCID：0000-0001-7756-163X)，硕士研究生，E-mail: zhaihongying@mail.las.ac.cn。

收稿日期：2019-04-08        发表日期：2019-04-26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院史馆主办的“率先行动·砥砺奋进”创新成

果展综合利用各种先进的科普展示手段和展示

方式，向公众有效传播前沿科学知识和科学思

想，增强全院乃至全国科技界创新跨越的信心

和勇气，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 [1]。“智

能互动式展览”让展品拥有无限的再生潜力，实

现科技馆展品和空间的最大程度上的利用，推

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但

是，伴随着智能互动式展览的蓬勃发展，很多

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关于智能互动式展览

的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和对此开展的对策研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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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足。本文首先梳理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发展

过程，找到智能互动式展览最初被赋予的教育

功能原点，然后对比分析国内外科技博物馆智

能互动式展览的发展现状和可持续性研究成

果，找到影响我国智能互动式展览发展的桎

梏，并据此提出可行性建议，以充分发挥智能

互动式展览的最大科普效能，使其成为科技博

物馆展览教育的有益补充，对于图书馆强化其

综合服务功能、拓展文化服务功能、发挥核心

价值提供良好的支持。

2  文献综述

2.1  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功能定义

互动式展览的广义定义是“学习者的感官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及身心（智力、体

力、情绪）与展览（包括环境）发生交互作用，或

者观众与展品服务人员发生沟通与交流”[2]。K. 
McLean 将互动式展览定义为“在展览中观众可

以执行操作，收集证据，选择选项，形成结论，检

验技能，并且观众的操作行为能够影响观展过

程，观众发出指令或给定输入，展品就会执行

操作和给出反馈”[3]。

“智能互动式展览”指一切运用智能互动

设备（如穿戴式智能设备、智能导览系统、智

能展示设备等），使公众的感官及身心（智力、体

力、情绪）与展览（包括环境）发生交互作用，或

者观众与展品服务人员发生沟通与交流的供公

众参观欣赏交流的方式和方法的集合 [4]。这种“互

动”是贯穿于科学博物馆整个展览教育过程中

的，它通过提供可亲身体验的机会和可供选择

的学习方法，如在观众参观过程中引入问答、触

动等其他具有反馈性的操作体验，相较于传统

的图文和实物展览所展现的填鸭式教育，智能

互动式展览能对科普主题进行更为深入地挖

掘，增进了观众与展品之间的互动交流，加强

了观众对展品背后的科学内涵的深入理解，实

现了“刺激 - 传播 - 反馈”的闭环。

国际上，将“经验”作为智能互动式展览

的功能原点，即在智能互动展览中，通过观众

与设备间的交互形成“经验”，来增进观众的

认知，从而使其领略背后蕴藏的科学原理和科

学内涵。

如今，智能互动式展览成为科学博物馆展

览的主体，这是科学博物馆进行科学教育的一

种有效形式，也是最能代表现代科学博物馆教

育理念的部分 [2]。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发展契合

了融媒体环境下科学博物馆的阶段性变化，通

过为观众提供亲身经验的机会和可供选择的学

习方法，让展品拥有无限的再生潜力，实现科

技馆展品和空间的最大程度上的利用，有助于

观众充分了解藏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内涵、文

化内涵，使观众在其中汲取智能互动式展览所

呈现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

精神后，转换为今后工作和学习中的动力和智

力资源，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科学素养

的提升。

2.2  智能互动式展览的作用

美国新媒体联盟的《地平线报告》（The 
Horizon Report）（博物馆版）预测“微定位技

术、裸眼 3D、全息投影、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体

感互动等新技术会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博物馆

的展示设计中，为观众营造更好的学习情境，带

来身临其境的全新感受和学习体验，并进一步

提升博物馆展览展示效果 [5]。”

（1）增进观众在科学博物馆展览中的学习

认知并融会贯通。杜威提出经验主义教育哲学，强

调“经验”在激励和支撑学习者以往认知理解上

的重要贡献 [6]；皮亚杰则提出建构主义哲学，强

调学习者和物质世界的互动，他认为通过互动可

以调整学习者对以往认知的理解，这种思维碰撞

进一步鼓励学习者将新知识内化到已形成的或正

在形成的认知结构和知识体系中 [7]。

（2）增强展览吸引力并在展览结束后唤

起观众对展览内容和内涵的回顾。国外博物馆

用耳目一新的方式打破“博物馆是历史和传统

的”的刻板印象。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推

出的一个为 7-12 岁儿童定制的博物馆之夜项

目 Dino Snores for Kids 设置了名为 Airbnb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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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 的“露营区”[8]，使得孩子们可以与镇馆

之宝——25 米长的蓝鲸骨架相伴入眠。该展览

不仅吸引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大批观众的参与，还

在参与者心中种下了科学和思考的种子，观众

在宛如“探险”般的体验中，了解了恐龙的生

存环境，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等，对于恐龙的外

形特征、生活习性以及生长繁殖过程等都有了

直观而深入的认识，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将

学到的知识加以巩固，对所掌握到的科学实验

方法和科学工作善加利用。

2.3  科技馆常设展览科普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

比较

美国是“现代科学中心”的诞生地，其标

志是 1969 年旧金山探索馆的成立。美国科学博

物馆呈现几个值得关注的发展态势：①与美国

的正规教育（国家的正规教育、科学教育）紧

密结合；②各个场馆的非正式教育体系完善，与

K-12 的正规课程衔接紧密，开展的学习单、参

观访问、动手课程、科技竞赛、野外考察等教

育活动与各州的课程标准对应；③美国科技博

物 馆 还 与 美 国“ 科 学、 技 术、 工 程、 教 学 计

划”（STEM）、“美国下一代科学标准”等科

技战略计划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其中“承担

了重要角色”。

美国的科学博物馆呈现出与正规教育紧密

结合、高度社会化、高度市场化、科学中心与

传统博物馆相互借鉴相互融合、重视新技术应

用 [7] 的大好发展态势。据此，笔者比较了科技

馆常设展览科普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在性质、内

容、对象、方式和效果等方面的异同，如表 1
所示。

2.4  科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互动样式总结

科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给用户带来多

元化体验，具体来说包括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

考体验、关联体验和行动体验等。常见的互动

样式有：个人电脑交互、按钮交互、触摸交互、感

应交互、沉浸式虚拟现实交互、语音交互、移

动终端交互、幻影成像交互、素模沙盘投影交

互、虚拟现实增强交互、4D 电影交互、知识抢

答交互、透屏触控交互等。除此之外，还包括

一些创新型交互方式，如动态场景复原交互、旋

钮桌面交互、360 度幻象交互、虚拟驾驶交互、滑

轨演示交互、虚拟迎宾交互、手机点播交互等。

表 1  科技馆常设展览科普教育与其它教育形式的比较

项目 学校教育 传统博物馆 科技馆常设展览

性质
正规、系

统性
非正规、非系

统性
非正规、非系统

性

内容
教材、教

具、实验、
理性

实体、感性、
静态历史性

体验性、互动性、
激发兴趣、启发
思维、重视过程

对象
学生、青

少年
全体公众 全体公众

方式 教学 观瞻、讲解
观瞻、培训、演示、

实验、参与

效果表
现

知识体系
的构建

知识体系的延
伸、兴趣的培

养或满足

激发科技意识、
思维，培养科学
理性和科学精神

3  国内外智能互动式展览现状

3.1  我国智能互动式展览现状

3.1.1  我国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功能与运

行状况

国内的科学博物馆里的智能互动式展览

搭建了科学博物馆面向参观者的展示媒体技

术平台，可以从互动形式，应用场景，互动

体验等多方面来进行分析。以下为目前所知

国内的情况：

（1）互动形式方面。智能互动式所涉及的

互动形式鲜活丰富，包括图片、影视、音响、互

动体验设计、触摸屏信息传播、音效环境、舞

台灯光效果、多功能剧院、无线手持式互动装

置（PDA）、互动游戏、导览系统、远程互动

教育和博物馆网络等，这些创新性多样化的展

览互动形式不仅增强了展览的吸引力，而且增

强了其社会影响，促进科学博物馆用户更多地

参与智能互动式展览。

北京植物园的大型多媒体互动展览“花的

世界”[9] 通过嵌入式多媒体演示器来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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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电等多种媒体表现方式，增强了对观

众的吸引力，引导观众自主参与智能互动式展

览的各项互动展项，以多媒体演示、动手操作、多

媒体游戏等方法来对展览主题进行自主探究，在

多样化的科普形式中，全方位地了解展览主题

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如花的结构、功能、类型、进

化轨迹、文化内涵等，不仅开拓科普展示形式

的思路，还促使体验过的用户分享给亲朋好

友，引发口碑效应。

（2）应用场景方面。应用场景分为以下 3
种：模拟演示展项（如轮船驾驶和地震演）；课

件展演；搭建供观众查询和开展问题探讨的平

台。然而国内应用 3D 技术的科技博物馆博物

馆，主要将其应用于观看展品的三维镜像，对

其背后的科学内涵挖掘不深。

上海科技馆的“梦幻剧场”[10] 是一个综

合运用声、电、光等多媒体手段的大型多媒体

主题剧场，其中的幻影成像、真人与虚拟演员

的互动、再现科学经典场景等创新型设备和手

段，让观众在具体展项中，体会现代化媒介手

段的魅力和浸入感，增进了观众对相关领域科

学技术的认识，激发其对科学的热情和兴趣，但

是这种形式的展示仅停留在对科学知识的表层

揭示，对内在的科学内容缺少深入挖掘。

（3）互动体验方面。观众在操作智能设备

的过程中，设备一方占据了实际的主动权，用

户只是被动地在操作界面进行点选，等待终端

进行响应，属于信息的单向传输；国内不少博

物馆都停留在静态化的展览，互动设备处于无

人维护的状态；用户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对操

作步骤不明晰、对智能互动设备所呈现结果理

解不深入、不能较好获悉其背后的科学内涵和

科学精神等问题。

案例一 : 为博物馆量身打造的人工导览类

智能机器人异军突起。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引进

了智能讲解员——穿山甲迎宾机器人 Alice；大

连 自 然 博 物 馆 推 出 智 能 服 务 机 器 人 解 说 员

Amy；南京六朝古都博物馆引入了智能机器人

“小六”……在进行人工导览时，这些智能机

器人除了提供传统语音讲解外，还可以使用面

部的触摸屏来通过图片、视频、互动游戏等与

观众互动，让观众深入了解展品背后的文化内

涵和科学精神；智能机器人还会通过胸前和头

上的摄像头判断识别出观众的性别和年龄，据

此调整自己的讲解风格，并运用方言来与八方

来客进行即时沟通。

案例二：我国首家国家级航海类专题博物

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11] 共设立 70 余项互

动类展项，运用多样化的媒体技术来进行环境

模拟，生动再现中国航海历史发展历程，创造

性地传播了航海科学知识。如将集装箱装卸操

作模拟器以场景化站台的形式进行展示；潜艇

区复原了潜艇剖面主场景，可观测潜望镜，并

可供观众进行对焦模拟、测量距离、模拟战斗

等操作。

以上两个案件均存在诸如观众排队时间过

长、对操作步骤不明晰、对智能互动设备所呈

现结果理解不深入、不能较好获悉展项背后的

科学内涵和科学精神等，也存在智能互动式设

备反馈时间过长、响应不及时、输入信息理解

有误、反馈时间过长、结果单一化以及后期维

护经济和时间成本过高等现实问题。

3.1.2  我国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创新性

办展理念

新式的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创新性办展理

念，使得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发展做到了与社会

协同的多维发展。

（1）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使之萌发对展览

背后的科学领域的兴趣。上海天文馆工程建设

指挥部设计总监、从事科普展览设计工作 18 年

的设计师忻歌表示：“上海天文馆把激发观众

的好奇心和对天文学的兴趣作为核心目标，而

不仅仅局限于把天文学知识传播给观众。我们

的设计理念是创造一段体验，而不是编写一本

教科书 [12]。”上海天文馆注重营造良好观展氛

围的同时，让参观和体验科学博物馆成为观众

的一段印象深刻的记忆，进而让观众萌发出对

展项所在科学领域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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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协同合作的精神融入到互动多媒体

展示形式中。在智能互动式展览中，通过让多

个观众以协作或竞争的关系共同参与进来，实

现多人与展项之间的互动以及人际互动，让观

众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增强协同合作能

力和培育团结合作的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和

谐氛围。

3.2  国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现状

3.2.1  现有展示方式的功能效果

（1）丰富观众体验，增进对展品的认知。

科学博物馆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每个阶段

都有其阶段性特征和时代赋予的鲜明特色。20
世纪 60 年代末，科学博物馆进入其发展的第

二阶段 [13]，科技博物馆积极主动创造条件来鼓

励观众进行亲身操作或实验，在实践中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领略其背后的科学内涵和科学精

神；不再单纯收藏展品，而是结合科技发展阶

段性和科学传播的需要，自行研究开发展品，实

现了科学博物馆对观众真正的开放。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14]2015 年 5 月引进配有

可实时定位功能的“任天堂 3DS”掌上视频游

戏控制导游系统，使观众随时知悉其自己的具

体位置信息，并可依据游客自己的需求直接导

航至想观看的展项的具体位置。卢浮宫还配备

了 700 多条关于艺术作品的音频评论和手语视

频；运用 3D 模拟技术呈现的《胜利女神像》可

供观众裸眼观赏。无论是 3D 模拟成像、自助导

游系统，还是多媒体互动展示，都让观众在和

卢浮宫珍稀展品的互动中，领略展品的魅力和

文化精髓，对其背后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有

了更为深入的认知和理解。

（2） 演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过程。

科学博物馆中的智能互动式展览可以通过结合

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对抽象化的科学概念

进行简明生动的阐释，并将其中的科学发现历

程融入到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多样化的科普样式

中，提升科普效果。

Discovery Point, Dundee 智能互动式展览演

示了货物和压舱物如何达到平衡；亨特博物馆

的电脑互动展品，可以供观众阅读、旋转并且

观赏埃及木乃伊，对其进行多视角的观察；在

基尔马丁博物馆，有一个旋转模型的复制品来

模拟研磨谷物的过程 [2]。通过智能互动式展览

提供的多感官体验，为观众营造富有沉浸性和

感染力的科技博物馆氛围，复原经典场景，使

得观众穿越时光，“看见”古埃及人民的日常

生活，了解科学萌芽的演变历程。

（3）在参观结束后仍能唤起观众对展览的

“延续参与”。博物馆观众不囿于科学博物馆

这一物理空间，当其离开可续博物馆后，若还

能回忆起科学博物馆的见闻，那么其下一次观

展的意愿会进一步增强。

美国旧金山探索馆提出一个最初参与和延

续参与的框架。“最初参与”表明观众能够确

定怎样走进展览和怎样开始。“延续参与”则

表明一个展览能够为观众提供可持续性探索、挑

战和实验的机会 [15]。

在大英博物馆，观众在参观时，可挑选展

品站点或跟随主题性的导览，这些主题导览会

突出展现展品之间的关联，语音导览会记录下

那些观众参观过的展品，并制作出一个属于观

众此次参观的电子纪念品 [16]。观众带着这份

特殊的电子礼物离开科技博物馆，在展览结束

后，仍能回忆起在参观时看到的展品和其中包

蕴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思想，而每次回顾，都像

是一次新的探索，对科学发现有了更为深入的

理解，同时增强了对相关科学领域的好奇心。

3.2.2  国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创新性

办展理念

（1）鼓励大家亲身接触甚至触摸实物来习

得展览背后的科学原理。科学博物馆一大特性

便是“互动性”，通过博物馆观众亲身体验和

操作展品，深入了解展项的探索历程、科学原

理和科学发展前景，进一步领略科学的魅力，对

科学知识记忆地也会更为准确和全面。

1853 年成立的位于慕尼黑德国科技馆率先

允许观众亲身操作以进行各种模拟试验，以此

加强其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观众可以用按钮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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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展品有 4 000 多件，所以该馆又有“按钮博

物馆”的别称。馆内还设有空中实验室，供学

生进行科学实验 [17]。

美国华盛顿航空太空馆陈列有许多逼真的

战时王牌飞行员的蜡像，且展厅内并没有“请

勿动手”的标牌，观众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包

括直接触摸从月亮上取回来的石头，观众和记

者也可以随意拍摄展品 [18]。通过观众的亲身接

触，触觉、听觉等感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调动，展

品不再是静态的、历史性的，而是体验性的、互

动性的、能激发兴趣的、可以启发思维的。

（2）对视力障碍者的人文关怀。科技博物

馆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科技博物馆科普教

育的受众自然也包括一些有生理缺陷的观众。

这些观众由于生理上的缺陷，无法像正常的观

众那样观展，这时候，科技博物馆就可以通过

智能互动式展览，为这些特殊的观众创设无障

碍环境，帮助他们利用听觉、触觉等去“看”展

览，进一步做到思想无障碍，文化无障碍。

英国遗产馆 [19] 为视力障碍者提供语音导游

等免费特殊服务，并且允许其直接触摸多数立

体文物展品，智能互动式展览的运用突破了视

力障碍带来的限制，让他们可以同正常视力的

观众一样感受科技发展带来的进步，尽显人文

关怀。

（3）让观众了解科学成就的实际应用和

社会意义。科学研究不是处在真空环境，科学

成果要想发挥效用，就必须要应用到现实情境

中，发挥它的社会效益，对社会产生一定积极

影响。科技博物馆的观众在参与智能互动式展

览时，不仅要看到随着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科

技领域日新月异的面貌，还要看到科技进步带

来的切实的改变和现实的利好。

美国政府的科学顾问——美国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美国科学促

进会等机构共同参与了国家科学教育计划，进

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如玛利亚·考斯兰特科学

博物馆 [20] 于 2004 年 4 月正式开馆，通过使用

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展示科学的复杂性，让普

通观众容易理解和参与其中，这些展览包括独

特的动态显示、图表、录像和科学计划。玛利亚·考
斯兰特科学博物馆的展览采用“主题展开”式

的展示方式，结合热门话题，针对代表 21 世纪

科技发展方向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综

合性地展示和介绍与这些主题有关的知识 [21]。

如在“全球变暖”的展览主题下，运用动态展

示让观众体验萨皮克湾的洪水，验证所预测的

海平面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生高，通过模仿大

气温室效应的铜制地球仪，让观众亲身感受全

球变暖所产生的影响。

4  中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
发展对比研究

4.1  发展历程比较

国外科学博物馆于 20 世纪 60 年代步入博

物馆发展的第二阶段，他们积极应用智能互动

式展览，消除观众与展品之间的阻碍，以鼓励

观众进行亲身动手操作或实验来探索展品，了

解演示背后的重要科学原理，以身临其境的实

践体验来创设一个富于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科技

馆氛围，延长观众在场馆停留的时间，加深观

众对科学博物馆的记忆和印象。由于国外关于

科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实践较早，理论

发展较国内而言更为成熟一些，因而对国内开

展科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研究具备一定的

参考性。

国内科学博物馆则从生活实践入手，聚焦

社会热点和重要议题，通过观众的亲身体验互

动，对重大科学事件和社会热点作出合理解释

并建立自己的思考认知，从而更好地吸收消化

从科学博物馆习得的科学知识。

4.2  功能效果比较

国内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的互动形

式和应用场景丰富多样，观众可选择范围广，但

是还存在如下问题：在除立体成像、多感官体

验之外的新功用方面开掘甚少；用户在操作过

程中，对智能互动式展览呈现的多感官体验背

后所蕴含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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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理解不透彻；科学博物馆需要承担互

动式展览设备后期维护和更新所需要的巨大财

力消耗和技术支撑等压力。

国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则着重于

丰富观众体验，帮助观众建立“经验”以增进

对展品的认知；科学博物馆通过将智能互动式

展览的展项与实际生活相连接，生动直观阐释

科学原理，在参观结束后仍能唤起观众对展览

的“延续参与”，能够为观众提供可持续性探

索、挑战和实验的机会，激发博物馆观众创造力。

4.3  发展思路比较

国内在智能互动式展览领域发展较迟，缺

少规范和方向，会有些许混乱。但危机亦是转

机，加之经济发展迅猛，这给智能互动式展览

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思路，如展品的说明页上

大多都附带有二维码，观众只须扫一扫就能够

获取展品的信息以及 AR 展示，还能做线上和线

下的互动；不少博物馆还会设计开发出展览的

微信小程序，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解决了空间

限制带来的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中国科学院院

史馆主办的“率先行动·砥砺奋进”创新成果展，每

个展项都配有一个二维码，手机扫码即可打开

载有音频文件和完整讲解词的展项介绍页面，方

便观众深入了解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技术、新装

备、新材料等，从中国科学院众多研究所和广

大科学家“上天入地下海、宏观微观贯通、顶

天立地结合”的创新实践与创新成就中感受其

背后蕴藏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素养，并将其转化

为今后工作和学习中的动力和智力资源。

反观国外的智能互动式展览，已经拥有成

熟的体系和先例，平均水平很高。但努力方向

还是提升展品的丰富度。

4.4  创新性办展理念比较

国内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一方面能

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使之萌发对展览背后的科

学领域的兴趣；另一方面通过让多个观众以协

作或竞争的关系共参与进来，实现多人与展项

之间的互动以及人际互动，让观众在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的同时增强协同合作能力和培育团结

合作的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

国外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有如下创

新性办展理念：①鼓励科学博物馆用户亲身接

触智能互动式展览或参与互动项目；②提供人

性化服务，通过智能互动式展览让生理有缺陷

的博物馆观众也能“观”展；③增添关于科技

成果的应用和社会效益的展览内容，让观众了

解科学成果是如何落地并切实改善我们生活的。

5  我科技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存
在的问题分析

综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互动式展

览，都有相当大的改进的空间。通过对中外科

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的比较研究，提炼分

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5.1  实践成果较于理论革新的滞后性

20 世纪中后期，国际博物馆完成了由“以

物（展品 / 藏品）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

理念转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生了“从

物到事”的重大变化，即将孤独和片断式的

“物”用一个主题和故事线串联成“有意义的

叙述”[22]，在文史类博物馆诞生了“主题展览”，但

许多科学中心仍秉承“以物为中心”的理念，长

期强调“（参与体验型、动态展示型）展品是

科学中心的灵魂”，一直致力于提高展品丰富

度，未能实现展项之间的整体联动，由此带来

的结构问题不利于科学博物馆的信息流畅传输

和接收，传播效果也大打折扣，不能产生激发

公众热爱科学、理解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力量 [18]。

5.2  空间问题

科学博物馆的内容建设存在着有限的展示

空间和繁多的展示内容之间的矛盾。国内外科

学博物馆正在逐步走向宣传教育内容的主题化

或专题化，每个主题将通过知识链、故事线的

方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科学博物馆内容建设

既要考虑实物展品设计，也要考虑观众共建的

场景化设计。

综合性科学博物馆已不再采用以学科分类

的格局，存在主题不突出、内容选择随意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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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问题。要做好融媒体环境下科学博物馆智能

互动式展览的内容建设，必须明确选取的展览

主题，明确采用什么结构来进行呈现，既要保

证内容的衔接性，也要保证其完整性和独创性。

5.3  教育问题

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智能互动式展览，重

体验而轻思考，在传统的展览之上增添了新式

的智能设备，其目的在于用多感官的体验去促

进观众对于展品背后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

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消化吸收，而非单单优化

人们的观展体验。

互动式展览发展了多年，依然不能摆脱

传统的以图文等信息展示为主、其他多感官体

验展览方式为辅的模式，科学博物馆生动的非

正规教育依然受传统的填鸭式的正规教育的影

响，缺乏对科技成果被发掘过程的展现和科学

原理推演证明的展示与宣传。

5.4  社会和谐问题

建 设 科 学 博 物 馆 绝 不 能 加 入 腐 朽、 落

后、消极的内容，但科普科学成果的同时，也

应该让观众看到科技发展面临的困难和诸多

挑战，培育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以此全

面发挥科学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春风化雨般

让公众充分认识到“科技是把双刃剑”，在

追求科技成果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好“滥用”与

“利用”之间的平衡点，构建人与人、人与

自然等多方面的和谐，这是我们永远需要重

视的，也是一大课题。

6  对科技类博物馆智能互动展览应
用规划的建议

信息互通、人机交互、社群分享的时代已

然到来，科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契合了融

媒体环境下科学博物馆的阶段性变化，有利于

科技成果的保存和记忆，其蓬勃发展有利于科

学博物馆增强其非正规教育的功能，对图书馆

强化其综合服务功能也有一定参考意义。针对

我国智能互动式展览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我们在做科技类博物馆陈展设计和规划

时必须要考虑观众游览科技类博物馆的完整过

程和具体情境。在研究科技类博物馆智能互动

终端设备的设计和规划时，要有横向和纵向的

思考，横向思考可以打通周边的资源或模块，纵

向则是对一个场景的深度分析。

6.1  有吸引力

这就要求展览主题生动有趣、外观吸引

人，进而有足够的趣味性和深刻的科学内涵与

文化内涵，吸引观众驻足观赏和互动。

努力方向：科学博物馆是社会文明发展的

重要推手，既要担负知识传播的任务，也要重

视从科学角度来解答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

大课题和热点讨论，促进科技与人文的共融；提

升参展过程的趣味性，在展览内容、表现形式、材

料的搭配和环境的布置上下功夫，抓住公众的

兴趣点，唤起公众的深入思考；做好内容建设，注

重从重大科技成果的探索历程汲取养分，并融

入到展项设计中来。

6.2  导航或操作说明要易于理解

智能互动式展览内的智能导航机器人或人

机界面设计要充分考虑观众的观展需要，界面

设计要符合展览主题和展项特色，所用语言要

准确、通俗、简练，包含的内容要条理清晰，运

用多种科普样式使观众对展项和展览主题有全

面而深刻的认知。

努力方向：运用图文、声音等多媒体手段，使

得观众清晰明确地获悉智能互动设备的操作步

骤和互动形式；根据观众动态需求进行即时响

应；开展多轮形成性测试，并根据结果进行调整。

6.3  鼓励探索

学习往往发生在观众被允许进行自主探究

的情境下，科学博物馆要鼓励观众对可能的结

论进行开放式探究。

努力方向：展项的设计和开发，既要重视

科学文化知识的展现，也要重视对其发明过程

的演示，通过智能互动式展览的强化，使观众

能够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创新思维

也受到启迪，与过往所习得的知识进行融会贯

通，助力创新型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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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鼓励观众之间的互动

在美国华盛顿儿童博物馆的墙上贴着这样

一条格言：“听了，我会忘记；看了，我会记得；做

了，才会理解”，这条格言已经成为许多科技

馆和科学中心开发展项的重要指导原则 [20]。智

能互动式展览鼓励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同龄人之

间以协作或竞争的关系共同参与智能展项，为

观众提供了人际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在合作中

思考和认知科学议题，更好地理解其背后蕴藏

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提高观众参与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培育其协同合作的意识。

努力方向：设计开发以体验、探究为中心

的展品、科普表演剧等。

6.5  内容精确

要做到内容精准就要求展览在呈现宏大主

题的时候，应对主题进行简化，对概念进行精

准阐释。

努力方向：注重设备所体现的科学内涵

和展览主题的契合度，审慎考虑在主题的指导

下，以怎样的结构去建立符合主题的内容体

系，以怎样的形式去呈现丰富的科学内涵并鼓

励观众进行参与互动，以怎样的叙事方法去整

合资源，更好地进行科普宣传。

6.6  支持最初参与和延续参与

这意味着智能互动式展览要帮助观众确定

怎样走进展览和怎样开始与智能互动式设备的

互动，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展览能为观众提

供可持续性主动探索、挑战和实验的机会，要

帮助观众带着要思考的问题离开科学博物馆，便

于观众将科学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和自己生活实

际或过往经历相联系，通过对科学知识和科学

内涵的回顾，形成自己的思考，培育创新型人才。

努力方向：在智能互动式展览开发和设计

时，可以应用反直觉原则来引发观众观展时的

强烈认知冲突，有助于观众对正确科学概念的

记忆和认知。

6.7  与正规教育紧密结合，实现联动资源共享

苏东海认为：“博物馆和学校在对公众进

行科学教育方面，具有殊途同归的作用。科学

博物馆要逐步成为本地区承担公众非正规教育

的主要部门。最好的科学博物馆不在于建筑的

规模和展品的数量，而是体现科学博物馆的功

能，并具有本地特色，受到公众的欢迎。”[23]

可续博物馆作为非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该积极和正规教育相结合，形成合力，推动我

国科普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努力方向：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应该保持

着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协同发力，要加强国

内外科技馆、科学中心的交流与合作，使非正

规教育与正规教育紧密结合，加快科技馆体系

建设；加强科技和工业藏品的征集，提升科学

博物馆的经营能力，不断拓宽科学博物馆现实

与虚拟的展教平台，实现我国科学博物馆事业

的跨越式发展 [13]。

6.8  通过现行模式，最大限度地鼓励用户贡献内容

UGC（即用户贡献内容）帮助公众充分释

放自己的热情和创造性，通过亲身参与平台架

构的搭建过程，如公众对展项的评分、浏览、评

论、收藏、订阅等行为不仅有助于其他观众遴

选内容并加工组织信息最终将信息化为己用，还

客观上促进了科学博物馆优化自身智能互动式

展览的呈现方式。

努力方向：展教内容建设要在对社会公众

进行广泛调查、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展览主

题，并将 UGC 贯穿办展的始终，最大限度地发

挥 UGC 的功用；建立针对优质内容的物质奖励

机制，实现外部驱动；抓住用户的心理以及情

感因素，通过精神激励和情感激励来激发用户

的创造力，实现内部驱动。

7 结论

新媒体环境下，科学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

览这一创新型展览方式，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保

存和记忆，其蓬勃发展有利于科学博物馆增强

其非正规教育的功能，对图书馆强化其综合服

务功能也有一定参考意义。然而，我国智能互

动式展览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可续博

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普及率还不高，普及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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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学博物馆应让公众更加理解和认识科学

博物馆智能互动式展览，以便提升其科普效能。

为此，笔者建议科技博物馆的管理者应考虑观

众游览科技类博物馆的完整场景；科学博物馆

的非正规教育必须与正规教育紧密结合，实现

联动资源共享；通过优化智能互动式展览的现

行模式，最大限度地鼓励 UGC 的热情，逐步

提升优质智能互动式展览原创性和普适性，使

其成为科技博物馆展览教育的有益补充，对于

图书馆强化其综合服务功能，拓展文化服务功

能，发挥核心价值提供良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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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science museum to play its 
role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throug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and to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library to enhance its comprehensive service function.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combed the function definition and effects of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compared it with other education forms and summarized the ways of interaction. Then, we expound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and made a compar-
at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oretical research, functional effect and innovativ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in Chinese and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and fou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in China. [Results/conclusions] 
After exploring the deep-seated reasons behind the low popularity of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s in Sci-
ence Museum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manag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hould consider the 
complete scene that audiences visi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nformal edu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museum must be closely integrate with the formal education, to realize linkage resource sharing; By 
optimizing the current mode of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the enthusiasm of UGC will be encourag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the origina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high-quality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will 
be gradually enhanced,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exhibi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Chi-
nese and foreign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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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  引言

在全球科研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今天，把

【学术探索】

基于ESI数据库研究前沿的国家竞争力分析
——以营养学学科为例

◎史继红 1  魏巍 2  肖丹卉 3  于雪 1  岳卫平 4

1 哈尔滨医科大学图书馆  哈尔滨  150081
2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  哈尔滨  150081
3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哈尔滨  150001
4 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10019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基于 ESI 数据库中的研究前沿模块，结合专家研判对营养学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

遴选，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主要国家在营养学前沿研究中竞的争力结构，揭示中国在全球营养学前

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 方法 / 过程 ] 以 ESI 数据库中 9256 个研究前沿为基础，通过文献检索、专家遴

选等方法筛选出营养学领域研究前沿 129个，经过系统性分类形成 6个研究方向，对各研究方向的核心论文、

施引文献进行分析，计算各国核心论文份额、施引论文份额、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揭示世界主要国家

在这些研究前沿中的活跃度、贡献度和影响力。[ 结果 / 结论 ] 对营养学研究前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美

国在营养学研究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营养学研究成果显著，但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且整体发展不

均衡，但是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本研究提示情报分析人员与学科专业研究人员密切配合，运用科学计量

学方法能够了解各学科领域研究产出的现状和发现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揭示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态势，促

进各学科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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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科研的进展和动态对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者

都至关重要。科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

的特征，交叉学科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科学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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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科研工作者不但要跟踪本学科领域的研究

前沿和研究热点，而且还需要了解相关学科的

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而科研管理者和政策制

定者则需要纵观大局，以有限的资源来支持关

键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和引领性研究，推动科

学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

势，尤其是洞察科研动向和新兴领域的态势显

得尤为关键。

近年来，利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即通过

对全球最重要的学术论文的持续跟踪和分析来

探索研究前沿、发现研究热点已经开始被科研

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所接受，结合领域专家和

战略科学家的综合研判使分析结果更具有说服

力。科学计量学界不乏利用研究前沿进行分析

的文献，例如：①利用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数据库的热点前沿总结部分重要学

科的发展方向以及前沿科学的发展特点，提出

对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启示 [1]。②运用文本分析

与可视化等方法绘制 ESI 研究前沿的科学全景

图谱，分析中国在世界前沿的科研表现 [2]。③

基于 ESI 研究前沿的分析，解读中国具有优势

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团队 [3]。④以 ESI 数据库中

最受关注的研究前沿中的高被引论文为样本，对

其涉及的学科、期刊、作者进行统计分析 [4]。

⑤揭示机构学科研究前沿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布

局，从研究领域的层次上评测机构的学术影响

力，为机构的学科发展规划和科技政策提供支

持 [5]。⑥基于 ESI 数据解读热门和新兴研究前

沿，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研究前沿的相关文

献年度、地区分布进行研究，对这些文献的合

作机构进行挖掘 [6]。⑦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睿唯安共同发布

的年度研究前沿报告，将文献计量学分析和专

家研究深入结合，更是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

关注 [7]。

前述研究和计量指标大多是从期刊、机

构、作者等文献的外部特征入手，缺乏从学科

专业角度对某专业领域研究前沿的整体研究。

本文选取营养学领域，利用 ESI 数据库的研究

前沿模块结合专家研判遴选出营养学的研究前

沿数据，通过专家进一步分析，聚焦营养学研

究方向，并对研究前沿的核心论文和施引文献

进行分析，定量观察全球营养学研究趋势，揭

示主要国家在该领域的竞争力以及中国在营养

学世界科学版图中的地位，助力我国营养学研

究的发展。

2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被引分析为基

础，结合专家的研判，对遴选出的营养学研究

前沿进行深入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科睿唯安 ESI 数据库中的研究前沿模块

基于对近年高被引论文的共被引分析和聚类结

果，提供了 22 个领域的研究前沿数据。研究前

沿是由一组高被引论文和引用这些论文的施引

论文组成，这些高被引论文的共被引相似度强

度位于设定的阈值之上，它们代表了该领域的

奠基工作，被称为核心论文；另外一部分对这

些核心论文进行引用的施引论文，它们中最新

发表的论文反映了该领域的新进展。研究前沿

的名称则是从这些核心论文或施引论文的题名

总结而来的。

本文的分析工作分为两个部分：①研究前

沿的检索、核心论文及施引文献的提供与分析由

哈尔滨医科大学图书馆完成；②研究前沿的遴选

和分类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团

队完成。此次分析基于 ESI 数据库中的研究前沿

数据，其核心论文涵盖 2013-2018 年的数据，而

施引文献的数据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引文数据

库，数据下载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7 日。

2.1  研究前沿的遴选

营养学是指研究机体营养规律以及改善措

施的科学，即研究食物中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及

人体摄取和利用这些成分以维持、促进健康的

规律和机制，主要涉及食物营养、人体营养和

公共营养三大领域，包括基础营养、食物营养、公

共营养、特殊人群营养和临床营养等方面的内

容 [8]。由于营养学的跨学科特性，关于营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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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及论文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中，如临床医

学、基础医学和食品加工等，因而当笔者以 ESI 
数据库全部 9 256 个研究前沿为起点，遴选与营

养学相关的研究前沿时，选择了 ESI 数据库 22
个学科中 13 个可能相关的领域：农业科学、生

物学与生物化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免

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

科学与行为学、药理学与毒理学、植物学与动

物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综

合交叉学科，按照以上学科共检索出 7 463 个

研究前沿。经过营养学领域科研人员的进一步

甄别和研判，遴选出 11 个学科共 154 个研究前

沿，相关核心论文 656 篇。由于各学科研究前

沿有交叉重复，查重后与营养学相关的研究前

沿有 129 个，相关核心论文 567 篇，其中营养

学的研究前沿多数来自于临床医学和农业科学

中的食品学，遴选出的营养学研究前沿的学科

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前沿与核心论文筛选数据

ESI 研究领域 研究前沿 遴选的营养学研究前沿 核心论文

临床医学（Clinical Medicine） 2 157 45 166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Biology & Biochemistry） 902 9 40

植物学与动物学（Plant & Animal Science） 636 0 0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 567 0 0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Neuroscience & Behavior） 493 7 30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540 5 15

农业科学（Agricultural Sciences） 358 66 305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Psychiatry/Psychology） 407 5 21

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428 1 2

药理学与毒理学（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426 11 50

免疫学（Immunology） 266 2 13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238 1 2

综合交叉学科（Multidisciplinary） 45 2 12

合计：13 个学科 7 463 154 656

查重后合计：11 个学科 / 129 567

2.2  研究前沿的分析

首先，将 129 个研究前沿按照研究内容进

行分类，统计各类研究前沿的核心论文、施引

文献、被引频次等数据。其次，借鉴中国科学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和科睿

唯安共同发布的《2018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9]

中 3 个测度指标：国家核心论文份额、国家施

引论文份额、国家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来

揭示世界主要国家在营养学领域研究前沿的研

究活跃程度，探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研究前

沿中的竞争力和布局。

国家核心论文份额 = 国家核心论文数 / 前
沿核心论文总数；

国家施引论文份额 = 国家施引论文数 / 前
沿施引论文总数；

国家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 = 国家核心论

文被引频次 / 前沿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由于研究前沿本身是由一簇共被引的核

心论文和后续引用核心论文的施引论文共同

组成，因而以上指标的设计同时考虑了核心

论文和施引论文。其中国家核心论文份额反

映的是国家在研究前沿中的贡献度；对组成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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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的核心论文的持续引用代表的则是

该前沿的延续和发展；国家施引论文份额代

表的是某国家对该研究前沿的关注和对新进

展的贡献，是活跃度的体现；而某国家核心

论文被引频次份额则体现的是该国家所贡献

的核心论文的引文表现，份额越高反映出其

影响力越大。

3  营养学研究前沿

营养学领域专家们对遴选出的 129 个研究

前沿内容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研判，将研究前

沿分为 6 个类别（有交叉重复），并统计出各

类的前沿数量、核心论文、被引频次（见表 2），其
中“营养素、膳食、行为干预对健康影响”类

别的研究前沿数量最多，核心论文数量最大。

表 2  营养学研究前沿类别、数量及相关指标

研究前沿类别 前沿数量（个） 核心论文（篇） 被引频次

植物化学物的生物利用、生物活性及其对机体健康的作用 36 171 12 156
临床患者的营养支持与管理指南 11 31 3 104
食品加工、提取、保存及稳定化等工艺的技术创新 8 39 2 578
益生菌、膳食干预等对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与其对
健康的影响

14 89 19 727

营养标准、政策、新技术及全球健康 21 119 16 737
营养素、膳食、行为干预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68 332 37 169

利用上述 3 项指标对营养学 129 个研究

前沿进行进一步分析，得出主要国家的贡献

度和影响力。统计结果表明 567 篇核心论文

来自 75 个国家，表 3 显示 3 项指标均位于前

10 位的国家为美国、英国、中国、意大利、加

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

兰，其中美国在营养学研究领域最为活跃，贡

献最多，影响力最大，位居全球首位。英国

与中国的核心论文份额相近，但是核心论文

被引频次份额差距较大，反映出现阶段中国

的核心论文影响力相对较弱。中国施引论文

份额反超英国，表明中国营养学研究正在奋

起直追，紧跟研究热点。德国、法国、荷兰、加

拿大核心论文影响力位次均高于核心论文排

名，反映出其强劲的影响力，而中国、意大

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则反之。

表 3  营养学 129 个研究前沿的指标统计（单位：%）

序号
核心论文 施引论文 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1 美国 44.44 美国 31.66 美国 49.67

2 英国 17.99 中国 15.37 英国 22.61

3 中国 15.34 英国 9.78 加拿大 12.37

4 意大利 13.05 意大利 6.98 法国 12.12

5 加拿大 9.17 澳大利亚 6.09 德国 12.05

6 西班牙 9.17 加拿大 5.96 中国 11.02

7 澳大利亚 8.82 西班牙 5.70 荷兰 10.97

8 德国 8.29 德国 5.49 澳大利亚 10.28

9 法国 7.58 法国 4.64 意大利 9.60

10 荷兰 6.17 荷兰 4.20 西班牙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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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笔者对前沿的 6 个类别分别进行深

入分析，揭示主要国家在营养学前沿的 6 个主

要研究方向上的竞争力，定位中国在全球营养

学前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

3.1  营养素、膳食、行为干预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该方向主要研究营养素（如碳水化合物、脂

类、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以及

膳食模式干预、行为干预等对健康的影响。核

心论文来自 58 个国家，处于前 10 位的国家与

营养学研究总体研究态势相吻合（见表 4）。

其中美国、英国的核心论文份额、施引论文份

额、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均排名前 2 位，而

美国在每个指标上都显示出了绝对的优势。中

国核心论文份额、施引论文份额处于相对领先

的位置，说明比较活跃，但是核心论文影响力

还有待提升。

中国 33 篇核心论文中 9 篇与国外合作，24
篇国内独立完成。中国科学院在施引文献研究

机构中排名第 19 位，与 38 个国家 400 多个机

构合作，施引文献数量处于国内研究机构首位。

表 4  营养素、膳食、行为干预对健康影响（单位：%）

序号
核心论文 施引论文 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1 美国 55.42 美国 35.06 美国 59.69

2 英国 21.99 英国 12.22 英国 26.50

3 意大利 10.84 中国 10.95 加拿大 17.68

4 中国 9.94 澳大利亚 7.53 法国 10.51

5 西班牙 9.64 加拿大 6.98 荷兰 10.45

6 澳大利亚 9.34 意大利 6.94 德国 9.98

7 加拿大 9.34 德国 6.16 意大利 9.36

8 德国 8.13 西班牙 5.76 澳大利亚 9.07

9 法国 6.93 荷兰 5.06 中国 8.57

10 荷兰 6.63 法国 4.89 西班牙 8.20

3.2  植物化学物的生物利用、生物活性及其对机

体健康的作用

植物化学物的抗氧化、抗炎、抗癌、降血

脂等生物活性是此研究方向的核心，其中以酚

类、姜黄素、黄酮类、人参皂苷、白藜芦醇的

相关研究居多。36 个研究前沿的核心论文来自

46 个国家，中国、美国、意大利始终位于前 3
甲的位置（见表 5）。中国核心论文份额、施引

论文份额处于首位，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处

于第 3 位。与营养学总体研究态势相比，法国

与荷兰没有出现在核心论文份额前 10 位的国家

名单中，伊朗、波兰取而代之；同样，在核心

论文被引频次份额中伊朗与土耳其占据相应位

置。施引论文份额中，加拿大、德国、法国、荷

兰被伊朗、印度、巴西、韩国所取代。伊朗在

该方面的发展势头比较强劲，马什哈德医科大

学、八基亚塔拉医科大学核心论文与施引文献

数量突出，在机构排名中均位于前 3 位。

中国有 50 篇核心论文，其中中山大学论文

数最多共 7 篇，是与中国科学院、香港大学、北

京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科学院在施引文献机

构中再一次国内领先，与伊朗马什哈德医科大

学等众多国际机构合作成效显著。南昌大学和

华南理工大学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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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植物化学物的生物利用、生物活性及其对机体健康的作用（单位：%）

序号
核心论文 施引论文 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1 中国 29.24 中国 27.01 意大利 26.01
2 意大利 27.49 美国 15.11 美国 25.61
3 美国 18.13 意大利 11.25 中国 22.74
4 伊朗 14.04 西班牙 8.40 英国 17.96
5 英国 11.70 伊朗 5.71 伊朗 12.31
6 西班牙 10.53 印度 5.46 加拿大 9.34
7 加拿大 8.77 巴西 5.36 西班牙 8.89
8 德国 7.02 英国 4.91 德国 7.56
9 波兰 7.02 韩国 4.62 澳大利亚 4.93
10 澳大利亚 5.85 澳大利亚 3.48 土耳其 4.33

3.3  营养标准、政策、新技术及全球健康

该前沿群主要研究膳食摄入评估新方法，营

养膳食指南，超重、肥胖、糖尿病饮食计划，营

养状况调查以及营养相关疾病的流行特征等。

核心论文来自 43 个国家，其中美国、英国的核

心论文份额、施引论文份额、核心论文被引频

次份额均排名前两位（见表 6），中国是进入前

10 名的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德国核心论文

份额并列第 5 位，施引论文份额有所提升，位

居第 3，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处于第 8 位。与

营养学总体研究态势相比，意大利没有出现在

核心论文份额前 10 位的名单中，但是核心论文

影响力排名第 9 位。西班牙恰恰相反，核心论

文份额排名第 7，被引频次份额跌出前 10 名，两

项空缺都由瑞士取代。研究机构排名前 10 位的

均为美国机构，哈佛大学核心论文数量最多。

在中国 11 篇核心论文中，4 篇论文为中国

学者完成，包括：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与香港

中文大学合作 3 篇，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临沂市人民医院合作 1
篇。其余为国际合作论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山大学、中国科学

院、台北兽医总院与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与美

国等多个国家、机构合作完成。中国 1099 篇施

引文献是与美国等 112 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完成

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施引文献最多的机构。

表 6  营养标准、政策、新技术及全球健康（单位：%）

序号
核心论文 施引论文 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1 美国 63.87 美国 37.30 美国 56.84
2 英国 18.49 英国 12.18 英国 32.44
3 加拿大 12.61 中国 9.78 加拿大 24.52
4 法国 10.08 加拿大 7.11 澳大利亚 14.51
5 德国 9.24 澳大利亚 7.03 法国 13.26
6 中国 9.24 意大利 6.26 德国 12.40
7 西班牙 8.40 德国 5.71 荷兰 11.33
8 瑞士 6.72 西班牙 5.21 中国 9.89
9 澳大利亚 5.88 荷兰 5.04 意大利 9.77
10 荷兰 5.88 法国 4.79 瑞士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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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益生菌、膳食干预等对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

的改变与其对健康的影响

该研究方向近年来一直是营养学研究的热

点，主要研究营养相关疾病的人类肠道微生物

组关联分析，膳食、益生菌、益生元和肠道细

菌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肠道菌群代谢物对机

体免疫调节作用等。68 个研究前沿的核心论文

来自 39 个国家，美国在 3 项指标上均遥遥领先

于其他国家（见表 7）。中国施引论文份额排名

第 2 位，说明中国在此研究方向的后续研究中

积极参与，活跃度比较高。由于中国在核心论

文份额上排名第 9，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核心论文

被引频次份额的排名，位居第 11 位，与美国差

距较大。核心论文份额前 11 名的国家，出现了

丹麦、瑞典和比利时，加拿大和西班牙处于相

对靠后的位置。从核心论文影响力看，丹麦、瑞

典、比利时、芬兰取代了意大利、加拿大和西

班牙的位置。施引论文份额排名中，日本第一

次跻身前十，排在第 10 的位置。从全球研究

机构看，哥本哈根大学具有很强的优势，核心

论文和施引文献数量最多。中国农业大学核心

论文排名第 9 位，中国科学院施引文献量排名

第 2 位。

在中国的 8 篇核心论文中，只有一篇论文

完全由中国学者完成，为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

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合作成果。其他 7 篇为国

际合作论文，2 篇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澳门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

与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德国、比利时、丹麦等国家和机构合作完

成的；3 篇为中国农业大学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合作完成；1 篇是中国科学院与德克萨斯农工大

学合作完成的；1 篇为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与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合作完成。中国科学院

施引文献数量在国内机构中遥遥领先，是与 27
个国家 286 家机构合作完成的。

表 7  益生菌、膳食干预等对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与其对健康的影响（单位：%）

序号
核心论文 施引论文 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1 美国 40.45 美国 36.82 美国 42.70

2 英国 17.98 中国 15.25 法国 22.26

3 法国 15.73 英国 8.92 丹麦 20.38

4 德国 14.61 法国 6.45 德国 19.74

5 澳大利亚 13.48 德国 6.41 荷兰 18.19

6 丹麦 11.24 加拿大 6.25 比利时 14.73

7 荷兰 10.11 意大利 5.43 瑞典 13.90

8 瑞典 10.11 澳大利亚 5.23 英国 13.42

9 中国 8.99 荷兰 5.05 澳大利亚 11.67

10 比利时 7.87 日本 4.73 芬兰 11.56

11 意大利 7.87 西班牙 3.91 中国 10.04

3.5  临床患者的营养支持与管理指南

此方向主要涉及：肥胖、糖尿病患者营养

管理与治疗的核心措施，恶病质、营养不良等患

者的膳食营养推荐，低碳水化合物、生酮饮食的

临床应用，标准高蛋白肠内营养和早期肠内营养

等。31 篇核心论文来自 47 个国家，美国、加拿

大、英国核心论文份额与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

处于前 3 甲（见表 8），美国各项指标遥遥领先

于其他国家，以色列、比利时、波兰取代了德国、西

班牙和中国的位置，中国无核心论文贡献。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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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文份额排名中，中国位列第 3 名，说明中国

在关注和积极参与该方向的后续研究，法国被韩

国超越。以色列、丹麦、瑞典、比利时的核心论

文影响力超过法国、西班牙。

从研究机构看，科罗拉多大学核心论文数

最多，有 4 篇。哥本哈根大学施引文献数量最

多，有 58 篇。中国 182 篇施引论文中约 28.2%
是与 37 个国家合作完成的。北京大学施引文献

数量最多，重庆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

学紧随其后，并驾齐驱。

表 8  临床患者的营养支持与管理指南（单位：%）

序号
核心论文 施引论文 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1 美国 51.61 美国 36.81 美国 54.40

2 加拿大 35.48 英国 11.04 加拿大 32.09

3 英国 29.03 中国 7.73 英国 30.72

4 澳大利亚 16.13 澳大利亚 7.12 以色列 20.21

5 以色列 16.13 加拿大 7.00 德国 18.63

6 意大利 16.13 德国 6.59 丹麦 12.94

7 比利时 12.90 意大利 6.23 瑞典 11.93

8 法国 12.90 西班牙 5.10 澳大利亚 8.55

9 荷兰 12.90 荷兰 4.85 意大利 7.82

10 波兰 12.90 韩国 4.25 比利时 7.06

3.6  食品加工、提取、保存及稳定化等工艺的技

术创新

此方向主要研究花青素、酚类化学物的

超声波辅助提取、萃取优化以及稳定化技术改

良，辅料乳剂对于植物化学物生物利用度提升

的研究，绿色食品加工技术以及生姜的不同干

燥方法等。核心论文来自 20 个国家，中国与美

国的 3 项指标均位居前两名（见表 9），中国以

微弱优势险胜。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核心论

文为 0。沙特阿拉伯、印度在相关研究中异军突

起。巴西、伊朗、韩国、葡萄牙施引论文份额

超过其他大国，跻身前 10 的位置。

表 9  食品加工、提取、保存及稳定化等工艺的技术创新（单位：%）

序号
核心论文 施引论文 核心论文被引频次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1 中国 41.03 中国 30.33 中国 38.10

2 美国 35.90 美国 14.34 美国 36.16

3 沙特阿拉伯 15.38 西班牙 9.00 西班牙 15.20

4 西班牙 15.38 巴西 6.59 法国 12.76

5 法国 7.69 意大利 5.99 沙特阿拉伯 11.78

6 加拿大 5.13 印度 5.68 印度 8.06

7 印度 5.13 伊朗 4.38 瑞典 6.23

8 哥伦比亚 2.56 韩国 3.92 加拿大 4.96

9 德国 2.56 葡萄牙 3.72 波兰 3.21

10 爱尔兰 2.56 沙特阿拉伯 3.62 意大利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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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大学在众多机构中核心论文、施

引论文均独占鳌头。核心论文排名前 10 位的机

构中，中国占据半壁江山，有江南大学、中山

大学、中国科学院、南昌大学、浙江海洋大学。

施引论文入围前10位的中国机构有江南大学、南

昌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江南大学有 5 篇核心论文是与马萨诸塞州

大学、美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罗格斯大学以及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山大学有 5
篇核心论文为独立完成或与中国科学院、北京

大学、香港大学合作完成。浙江海洋大学有 2
篇核心论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成果。南

昌大学有 2 篇核心论文是与马萨诸塞州大学、阿

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合作完成的。从施引文

献看，江南大学持续走国际合作的道路，与 12
个国家 62 家机构进行合作。中山大学继续与国

内机构合作。中国农业大学与国内外 30 家机构

合作，国外机构分属 6 个国家。

4  结论

本研究利用 ESI 研究前沿的数据，情报分

析人员和领域专家合作，遴选出 129 个营养学

研究前沿，进而通过对其核心论文和施引文献

的分析，利用国家核心论文份额、国家施引论

文份额、国家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 3 个指标

揭示主要国家对营养学研究前沿的贡献及其影

响力，得出以下结论：

（1）ESI 揭示的研究前沿分析得到了业界

专家的肯定，反映出了领域专家视角下的营养

学前沿分布情况。

（2）营养学研究群雄并举，美国具有绝对

优势，中国表现良好。美国、英国、中国、意

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法

国、荷兰整体实力较强，瑞典、瑞士、丹麦、沙

特阿拉伯、以色列、比利时、波兰、印度在某

一方面表现突出。美国在营养学研究领域最为

活跃，位居全球首位，处于领跑的位置。中国

各项指标总体表现较好，但与美国还存在比较

大的差距。

（3）中国营养学研究整体发展不均衡。营

养学研究前沿六大类别中，美国在临床营养、肠

道菌群与健康、营养标准及全球健康、营养素

和膳食行为与健康四大类绝对领先。中国在植

物化学物和食品加工技术研究方面贡献显著，但

优势较小。中国在“临床患者的营养支持与管

理指南”领域缺少有较高影响力的重要成果。

（4）各领风骚，合作共赢。从核心论文

看，除“临床营养相关研究”没有中国机构

出现，各领域中国排名第一的研究机构有中

国农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江南大学和中

山大学。从施引文献分析，中国科学院在肠

道菌群与健康、营养素和膳食行为与健康、植

物化学物研究领域国内名列前茅；北京大学

在营养标准及全球健康、临床营养研究方面

紧跟研究前沿；江南大学的食品加工技术研

究独占鳌头。这些机构间以及与国外领先机

构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5  启示

本研究基于 ESI 数据库的研究前沿数据，聚

焦营养学领域，对热点前沿中的主要国家竞争

力进行分析，探索了一个可以广泛应用的情报

分析人员与领域专家合作的遴选和分析方法，也

体现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整个过程包括数

据遴选、数据分类、指标选定、统计分析、结

果探讨 5 个步骤：

5.1  数据遴选

数据的质量是决定分析结果准确与否的

决定因素，数据遴选是研究起步阶段，必须经

历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首先，数据检索力求

全面，情报研究人员将与营养学可能相关的研

究前沿及其核心论文全部检索出来，并进行查

重；然后，营养学专业人员将研究前沿逐一筛

选过滤，遴选出最相关的研究前沿。数据遴选

需要情报研究人员与营养学专业人员密切沟

通，协同配合。这一步骤值得注意的是，研究

前沿的筛选必须通过阅读其核心论文的题录信

息才能判断是否与分析的领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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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据分类

确定营养学相关研究前沿后，需要对研究

前沿进行分类，这一工作由营养学研究专家通

过对核心论文的研读、反复斟酌做出决定。类

别的确定为下一步逐类分析研究奠定基础。需

要指出的是，研究前沿的分类工作是情报分析

人员无法胜任的，必须依靠专业研究人员的分

析判断。

5.3  指标选定

科学计量学中的测度指标有很多，从产出

到引文影响力都有各种指标，根据研究目的选

择相应测度指标也是决定分析结果可靠性的关

键因素。情报分析人员在了解相关测度指标的

含义、计算方法基础上进行选择，与所研究学

科的专业研究人员商讨后确定相关的指标。这

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已

有的测度指标，应因研究学科、研究目的而异。

5.4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需要

统计相关数据，计算测度指标，按照测度指标

进行总体分析以及分类分析。统计数据的准确

与否，关系到结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统计分

析过程中数据挖掘程度决定着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因此，统计分析过程是发现学科领域中深

层次问题的过程，需要情报分析人员做大量细

致的工作。

5.5  结果探讨

最后，情报分析人员需要与领域专家共同

对分析结果进行解读和讨论，并需谨慎得出结论。

客观数据的分析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是对专家主观

评议的支撑和补充，但有时也会揭示出专家未考

虑的某些层面。因此，专业领域的情报研究需要

情报分析人员与领域专业人员共同努力，密切配

合，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在充

分了解各学科领域发展现状、趋势的基础上科学

定位，促进各学科领域的持续发展。

6  局限性

本文是在 ESI 研究前沿数据的基础上对营

养学研究前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ESI 中
的研究前沿是基于高被引论文的共被引分析聚

类而形成，反映的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与

科学家视角中的前沿科学问题可能有所不同。

此外，还可以加大对数据的挖掘力度，研究前

沿中的核心论文是数据基础，与施引论文相比

是不变的，而随时间变化的是对核心论文进行

引用的施引论文，通过对施引文献的分析，可

以发现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未来的

相关研究可以追踪研究前沿的施引论文，并进

行深入的文本分析，追踪研究前沿中所描述的

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力求发现新的突破，并

监测该领域中国家竞争力的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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