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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一种智慧型资源，是企业自主创新

的资本，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利器，在知识

经济时代，“淹没于数据，却饥饿于知识”是

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知识的工作不仅

仅是新兴信息技术公司的特色，而且几乎是所

有领域所有组织的特征 [1]。知识关联是开展知

识活动和进行知识管理的基础。航空技术标准

作为航空工业技术的载体，其中蕴含大量的技

术知识信息，是记录航空工业设计、生产、制

造等过程中所产生知识的重要载体。

【学术探索】

基于关联规则的航空制造业知识管理研究
◎杜江  刘航  白瑀

西安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西安 71002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针对“中国制造 2025”所提出的“强化基础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和“大力发展

面向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服务”这两大强化我国工业基础能力的保障措施，根据工业革命新形势下我国航空

制造业完成产品研发的实际需求，探讨如何为我国航空制造业提供高质、高效的知识管理信息服务。[ 方

法 / 过程 ] 从目前我国航空制造领域已有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文献入手，从显性关联和隐性关联两方面分析

航空制造业中标准文献知识元的关联规则，并基于知识元建立航空技术标准的知识关联网络描述模型。[结

果/结论]为开展航空制造业信息服务、建立知识层面的知识管理系统及进一步推进航空制造业设计、生产、

制造的知识化进程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关联规则  航空技术标准  航空制造业  知识管理

分类号：T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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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33-139[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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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信息化和智能化

已成为现代制造技术的两个重要发展趋势和特

征 [2]。对航空技术标准的知识管理是发展先进航

空制造技术的关键，面向航空工业信息化制造

研究知识管理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工程意义。

航空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对航空

制造业的知识管理是发展先进航空制造技术的

关键。航空工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多

学科集成的高科技产业，具有产业链条长、产

业关联度高和全球一体化发展等特点，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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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活动中往往需要大量可靠的知识和信

息，因此对知识具有更加迫切的需求。

由于航空工业产品结构复杂、零部件种类

繁多数量庞大、制造工艺复杂、材料各异等特

点，因此航空工业设计、制造、生产所利用和

产生的知识涉及众多领域，且分散在各种存储

介质中，航空工业知识的复杂性导致对其进行

知识管理极其困难 [3]。基于知识元关联规则的

航空制造业知识管理模式，为从领域知识层面

构建面向航空工业信息化设计、生产、制造的

航空技术动态管理系统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

基于知识元建立航空技术标准的知识关联网络

描述模型，实现知识有效管理、共享和重用，从

而有效地对航空技术知识进行管理。这不仅可

以使用户快速方便地获取航空技术标准中包含

的知识资源，而且可以为航空领域相关技术资

源的数字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随着工业的发展，在数字化信息化环境

下，用户不仅仅满足于获取单一的知识内容，更

多地要求获取技术解决方案和经过整合分析的

技术知识。知识管理系统不再是简单的文献收

集、储存和传递，而是基于知识的组织和应用，因

此，对于航空技术标准的学习理解，不应停留

在其表面知识，而应由表及里，发现其中的知

识关联，更多地挖掘其中隐藏的知识 [4]。为深

度开发航空技术标准，充分利用其价值，首先

需要基于标准文献知识单元对其中的知识关联

进行分类发掘。

1  航空技术标准关联模型分析

在航空技术标准的知识关联研究中，将标

准文献的关联进一步深入到知识元层面，可以

使各知识元形成系统的知识关联网络，发现其

潜在的逻辑关系，有助于加强对航空技术标准

的利用，便于使用者快速、准确地获取技术标

准中的技术知识。对于开展航空制造业知识管

理与信息增值服务、实现标准文献的知识发现

和知识创新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对于工业制造

生产过程的开展和决策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客观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存在相互

联系的，知识间存在的普遍联系必然会投射到

知识载体上。国内已有学者对知识关联进行研

究，文庭孝等 [5] 研究了知识关联的内涵、特征、类

型及测度等，陈华为等 [6] 提出了基于知识关联

的产品知识聚类集成模型，周和玉等 [7] 从信息

和认知方面对面向知识创新的知识关联系统进

行研究。

标准文献间的知识关联是指各标准文献

知识元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具有相互

性、普遍性、传递性、隐含性、结构性、累积

性等特征 [8]。分析知识体系间的关联关系，有利

于知识体系的管理。通过对标准文献知识关联

的分析与研究，可以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知识

资源，充分利用知识的价值，使工业生产活动

中所运用、积累的技术知识得到充分的利用，有

利于新的技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更有效地实

现了知识创造、知识组织、知识利用的知识链

的过程 [9]。

1.1  显性关联

航空制造企业的技术文件作为工业生产活

动中技术知识的载体，具有可实现性、公开性

和动态性，在标准文献之间中普遍存在相互采

用、相互替代、相互修订、相互引用及与技术

法规、专利的知识关联关系构成标准文献间的

显性关联 [10]。标准文献之间的相互采用、相互

引用及与技术法规、专利的知识关联关系可用

如图 1 所示的引文时序网络表示 [11]。对于标准文

献的显性关联还可以利用共引关系来表示 [12]，两

个不相关的标准文献共同引用（采用）同一个

技术标准或技术法规、专利时，这种共引关系

可以构成共引网络，可以通过该网络反映标准

文献内容的显性关联关系。

1
2

3

5

4

6

7

8

9

10

时间/t

图 1  航空技术标准引文时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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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隐性关联

航空制造业中的标准文献间除了互相引

用、采用等显性关联，还可以通过文献中描述

研究的技术问题等逻辑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

未被发现的隐性关联。通过分析发现标准文献

间的隐性关联，能够获取大量潜在隐藏的知

识，使标准文献创造更大的价值。标准文献间

的隐性关联是标准文献间所隐含的逻辑关联关

系，其主要是技术维度的知识关联，包括聚类

关联、推理关联和技术知识关联。

1.2.1  聚类关联

知识的聚类关联是指将知识对象按其属性

归类进行分析整合，知识聚类与知识分类存在

反方向的关系，与知识分类不同，知识聚类过

程会产生新的知识，文献 [13] 将知识聚类分为

6 种：以学科聚类、以概念聚类、以事聚类、以

用聚类、以人聚类和以时空聚类。标准文献的

知识聚类主要是以学科聚类、以概念聚类、以

用聚类，以此为依据，以某一知识元为基础，围

绕该知识元，形成不同维度的知识群。

首先对航空技术标准文本进行预处理，针

对纯文本的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提取知识元信

息，构造术语矩阵，并建立索引标签。笔者采

用基于 Lingo 聚类算法对航空技术标准进行聚类

关联，可设知识库中有知识元集合 K，这些知

识元可划分 x 类。由于 Lingo 算法是基于知识元

标签的聚类方法，因此首先选取对应的中心为

X，对于每个知识元 j 所对应某一类的隶属度为

uij，基于某一知识元属性特征语义，在空间内针

对各要素进行相似度计算，因此定义目标函数：

 2

1 1

x n
m
ij j i

i j
J u k x

= =

= −∑∑
         公式（1）

定义约束条件：

 

1
1, 1,2, ,

x

ij
i

u j n
=

= ∀ =∑        公式（2）
其语义相关度为：
 ( ) ( )2

1
, x

k

k i j i j
i

b Sim x x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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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约束条件 uij 介于（0,1）间，Xi 为某

一组的聚类中心。将聚类中心 Xi 与某一知识元

看作向量空间内的两点，其在向量空间内的距

离为d =‖ki － xj‖
2。因此，对于知识元集合 K

中所包含的知识元在向量空间内的距离可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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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加权系数 T=（t1,t2,…,tn）, 将约束条件

及加权系数 T 引入目标函数构造新的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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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5）

根据知识元属性的语义标签，将构建的航

空领域知识语义空间模型中扩展类与中心类的

语义距离进行计算，从不同维度、节点深度、节

点处密度等方面考虑其聚类模型构建。其聚类

相关度表达式为：
 ( )

1

2 2

1 1

cos

n

ki kj
k

ij n n

ki kj
k k

x x
c

x x
θ =

= =

⋅
= =

⋅

∑

∑ ∑      公式（6）
因此，对于知识元集合 K 中的知识元的聚

类可依据以下步骤进行：

（1）定义知识元的分类，确定分类数 x；
（2）定义在（0,1）间初始化知识元的隶属

矩阵 U，使其满足公式（2）；

（3）根据约束条件计算知识元的聚类中心

Xij；

（4）定义阈值，根据公式（4）计算目标函数。

如果它小于某个确定的阀值，则停止算法，小

于确定阀值的知识元围绕聚类中心 Xij 形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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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聚类关系，依据聚类中心 Xij 所构成的知识

元集合最终形成关联关系；

（5）若步骤（3）所计算的结果大于所确

定的阀值，则返回步骤（2），再执行迭代计算。

以熔模铸造为例，关键词为“熔模铸造”，以

用途、适用材料、工艺方法为 3 个聚类中心，从

3方面构造 “熔模铸造”的聚类知识关联模型，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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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熔模铸造”聚类知识关联网络结构模型

1.2.2  技术知识关联

在知识经济时代，用户不仅仅满足于获取

标准文献的内容或单一的技术标准，更多地要

求获取经过整合的知识和解决方案。知识的关

联要以问题为核心，由问题延伸出解决方案的

关联模式，为解决该问题，按关系逻辑将解决

该问题的知识逐层进行推理，构成解决方案，每

个方案又关联出新的知识。

航空技术标准建立在航空工业技术的基础

之上，其本身也可视为技术的一部分，是技术

水平的体现，是对工业生产活动中所运用到的

技术知识的总结与归纳，工业生产活动是一个

系统、庞大的工业体系，因此航空技术标准涉

及技术知识极为广泛、种类繁多。技术作为知

识进化的主体，具有隐含性、复杂性、累积性，技

术的运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对于任何一

项技术，它不仅由其技术自身的内在要素有机

地形成技术单元，而且它还与其他技术单元形

成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技术体系 [14]。

航空工业的生产活动从结构上看是一个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其中所包含的技术

互补、新技术与旧技术相兼容、技术之间层层

递进等关系构成了标准文献的技术知识关联。

标准文献间的技术知识关联可以通过一系列连

锁效应由技术单元或某一技术体系的量变或质

变形成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技术体系，促进整

个技术标准文献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航空工业产品的开发设计具有先后顺

序，所需要的知识也具有阶段性，每个阶段

所需的知识相关联结合构成产品开发所需知

识的开发网络，因此要明确需要获取什么样

的知识和进行什么样的知识学习。对于一个

产品的开发设计所必须掌握的知识包括基础

知识、设计研发、工艺装配等。以航空机轮

刹车系统设计为例，其所需知识有：①基础

知识，包括飞机机轮的性能要求指标、技术

条件指标等；②设计研发知识，包括设计规

范、设计方法、附件的选用等；③工艺装配

知识，包括选用材料、材料测试标准及方案

选择、三维模拟装配等。这些不仅涉及知识

选择的问题，还涉及知识运用的问题。通过

对航空机轮刹车系统设计所需知识及能力的

关联归纳构成知识开发网络，便于设计人员

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提高设计能力，使设

计人员可以获取完整的技术知识结构。

2  航空技术标准知识关联网络描述
模型

航空技术标准的知识关联分为显性关联和

隐性关联，显性关联是直接存在，可以由文字、图

像等直接表达出来，容易被发现与表达，便于

编辑整理的具有直观性、系统化的关联关系。

隐性关联主要是标准文献中所隐含的具有逻辑

关系的技术知识，需要对大量标准文献进行分

析归纳整理出来的隐含的、具有抽象性和间接

性的关联关系。

本文首要任务是对航空制造业中的技术标

准文献中所包含的知识进行分析归纳，找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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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关联关系，并直观地表达出其中的关联网

络，以便更好地对知识进行共享与利用，实现

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发展。笔者提出航空技术

标准知识关联描述逻辑模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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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航空技术标准知识关联描述逻辑模型

对于航空技术标准的关联关系描述，可用

描述逻辑来实现面向对象的知识元与知识元层

次结构的知识的形式化表达，从而实现知识的

推理。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知识元（概念）与

关联关系，知识元表示某一领域的知识的子

集，关联关系表示知识元之间的关系。一个描

述逻辑系统可以用六元组来表示：

M=<C,R,EC,RC,Ke,A>
其中，C 表示航空技术标准的分类，即知

识单元的分类；R 表示航空技术标准的属性；EC
表示显性关联集；RC 表示隐性关联集；Ke 表

示知识元，即构成知识结构的最小元素，最基

本的原子概念；A 表示 A ∈（E/R）Ki×（E/R）Kj

表示知识关联集合。

由于航空制造业中标准文献数量庞大、内

容丰富、包含的技术知识众多，因此航空技术

标准的知识关联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模型，其中

包含显性关联和隐性关联，显性关联和隐性关

联之间又相互联系构成航空技术标准关联网络

模型。

航空技术标准的关联网络主要以标准文献

的分类为基础构建，若干个底层的显性关联可

以推出高层的显性关联或隐性关联，其中知识

关联所产生的新知识单元相互关联或与其他知

识关联结合生成更高层的关联关系。由若干线

性结果或树状结构构成网络结构知识关联，反

映了航空技术标准知识结构的逻辑关系。

3  实例描述

3.1  数据获取

以已有航空技术标准为依据，发现其中潜

在的信息知识，包括结构化知识（文本、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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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化知识（多媒体资料），对其进行文本

转换、信息优化及知识单元处理，使其成为计

算机可读取识别的信息源。

3.2  数据优化

对已收集的信息源中的概念、术语进行

抽取，在概念间建立相对应的关联关系，并

对有歧义的概念及其关联关系通过建立标注

进行人工干预。使概念关系集能融合形成关

联网络。

3.3  航空领域知识元关联关系网络构建

由于航空领域知识的密集性导致所构造的

航空技术标准间关系的复杂性，航空技术标准

关联关系网络包含标准中解析的知识元的类、概

念属性、条件约束、描述信息、关系集合、实

例信息等，通过知识元的归纳按照相关逻辑关

系进行关联网络的构建。图 4 是航空制造业领

域内部分航空技术标准按逻辑关系分解、解析

后，以类为中心构建关联关系网络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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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航空领域知识元关联关系网络实例

航空技术标准的知识关联网络不仅仅是显

性关联与隐性关联相互推理构成的网络集合，也

包含不同特性的知识集合相互关联组成新的知

识结构，其中既有知识单元的数量的改变也有

知识结构的质变，两种变化互相促进，形成更

加丰富的知识关联结构。由于技术的动态发展

性，因此该过程也是动态的螺旋上升的过程，随

着技术的改革发展，知识不断增加和变化，知

识关联结构也不断延伸和改变。

4  总结

知识关联网络是建立知识模型要解决的基

础问题。笔者提出基于关联规则的方法和本体

理论，构建一个简单的航空技术标准知识关联

网络模型，并对其进行实例验证，为航空技术

标准领域内的知识建模和知识交互提供统一的

体系，进而为智能检索、知识重用提供了保证。

在知识建模之后构建知识库，为实现知识的共

享和重用提供技术支持。航空技术标准知识关

联的研究在分析航空制造业设计和生产活动所

产生的知识内容、发掘知识价值等方面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挖掘技术标准文件中潜在的知

识关联，不仅可以从技术标准的知识层面形成

良好的信息资源，实现航空资源从数据文本向

知识的转换，为发展面向航空工业活动的信息

技术服务提供基础保障，还有利于促进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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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创新与应用，为开展航空制造业知识管

理服务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而且可以从信息

层面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航空技术标准，推动工

业生产活动向信息化、智能化、服务型制造的

方向发展，对进行快速高效的设计制造生产活

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推进航空制造企业

知识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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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two major measures to strengthen Chinese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capacity, including the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Domain Standards System” and the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Orien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were proposed for “Made 
in China 2025”.Based on this and the actual demand for Chinese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complete product R&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paper try to provid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
dustry in China. [Method/process]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national and industry standards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ssociation rule of standard 
literature knowledge element in aviation manufactu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explicit association and in-
visible association, and based on the knowledge element, i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ssociation network 
description model of aviation technical standards. [Result/conclusion] To develop aviation manufactur-
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establish a knowledge-base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knowledge-based process of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of aviation manufactur-
ing to provide good technical support.
Keywords: association rules    aviation technical standards    aviation manufactur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14

知识管理论坛，2019（3）: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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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当前，微信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移动流量平

台之一。数据显示，2018 年每个月的活跃用户

超 10.8 亿，每天发送信息 450 亿次 [1]。政务微

信公众号是党政机构及行政事业单位在微信公

众平台上申请注册的应用账号，通过文字、图

片、语音、视频等多种传播符号，发布各种政

务性、事务性信息，为公众提供信息公开、政

务互动、实时管理和服务等，是政府机关借助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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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采用微信传播指数和模糊综合评判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进行评价，旨在提升

用户体验和该平台的综合影响力，并为其他 “ 小众性 ” 政务微信公众号的运行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引入微信传播指数（WCI）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进行评价，得出年 WCI=495.10；再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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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实现精准化传播的新媒体 [2]。政务

微信公众号作为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

网站并列的第三种政务公开途径，其影响力与

日俱增，截至 2015 年 8 月底，全国开设的政务

微信公众号8.3万多个，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省

市级部门开通的政务微信总量占比 84.7%[3]。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政务微信公众号达到

51.4 万个 [4]，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增加了约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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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其主动性高、针

对性强、信息传达快，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

务手段，提升服务效率等优势，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和关注。为此，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

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为进一步拓宽

联系博士后的渠道，提升服务博士后群体的能

力，不断提高服务工作的透明度和博士后的参

与度，于 2016 年 3 月开通了“中国博士后”微

信公众号（账号：zg-bsh）。从可查阅到文献资

料来看，只发现王修来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

号的相关栏目进行了简单介绍 [5]。关于政务微

信公众号传播内容、发布方式、发展现状、运

营模式 [6-9] 的研究较多，也有学者通过微信传播

指数（WeChat Communication Index，WCI）或

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BP 神经网络算

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对政务微信公众号的

传播力、影响力 [10-14] 进行评价，进而对政务微

信公众号平台设计、发布内容选择、有效运营、影

响力和服务质量提升等提出建议。笔者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平台建设进行分析，采用 WCI 和模糊综合评判

法对其影响力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关建议，期望

能为提升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有所帮

助，并为其他“小众性”政务微信公众号运行

发展提供参考。

1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平台建设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属于订阅号，每

天可以发布 1 次信息（每次最多可包括 8 篇推

文），截至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关注量已达

到 41 962 人，这与其平台架构（见图 1）有密

切关系。

中国博士后公众号

政策介绍 品牌项目 消息关于我们

进
站
工
作

出
站
工
作

基
金
资
助
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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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计
划

学
术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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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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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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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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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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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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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平台架构

进入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可发现，政策

介绍中的“进站工作”“出站工作”“基金资

助指南”“博新计划”都只有 1 条信息，分别

是《博士后进站办理指南》《博士后出站及落

户办理指南》《2018 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指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阅

读量分别是 14 186 人次、5 853 人次、1 3078 人

次、7 575人次，点赞量分别是25人次、12人次、17
人次、28 人次；品牌项目中的“学术论坛”“科

技服务团”“国际交流计划”“香江学者计划”“出

版资助项目”也都有 1 条信息，分别是《2018

年度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计划》《中国博士后

科技服务团简介》《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实施

细则》《“香江学者计划”实施细则（暂行）》《出

版资助项目（博士后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博士

后文库简介）》，阅读量分别是 6 241 人次、2 
523 人次、7 775 人次、4 620 人次、2 370 人次，点

赞量分别是 11 人次、7 人次、18 人次、10 人次、7
人次；“关于我们”是对该公众号主办单位、发

布内容及目的的简短介绍，阅读和点赞量分别

25 949 人次、76 人次。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的主界面有“消息”栏目，点击“全部信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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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所有历史信息。从所有历史信息来看，该

公众号平台根据信息内容分别标注了“通知”“新

闻”和“论坛速递”，还有少数信息没有标注

类别，个别信息标注了“头条”“公告”“招贤”“群

星璀璨”和“星汉灿烂”，截至 2018 年 12 月

18 日累计推送信息共 240 条（篇）。

关注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后会发现，推

送界面除了“政策介绍”“品牌栏目”“关于

我们”外，还有“互动对话”框，用户可以留言、发

送图片、文件等。但是无论在“互动对话”框

中输入任何内容，平台都自动回复“您好，欢

迎关注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更多内容请访

问中国博士后网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

站！”。另外，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往往不能

得到及时答复或得不到答复。这说明中国博士

后微信公众号还不能实现在线智能问答，平台

运行和服务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由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所有消息

可见，同一类别内容有的标注“通知”，有的

标注“新闻”，甚至标题相同但却标注类别不

同；在 2018 年 6 月之前凡是涉及到内容较多

的“消息”，尤其是包含“附件”的通知，则

会简短说明后在尾部标注“详情请见中国博士

后网站”或类似内容，且没有链接网址；2018
年 6 月“【通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

2018 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获选结果的

通知”中的“附件”则以图片的形式显示；2018
年 10 月“2018 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

目开始申报”可通过点击“查看原文”直接跳

转到相关网页查看详细内容，包括附件。这说

明，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信息发布还不是

很规范和严格，同时也在发展中不断完善，逐

步提升用户体验。

2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影响力

2.1  数据来源

笔者统计了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政策

介绍”“品牌项目”“关于我们”“消息”各

栏目的推文数量、推文总量、推文阅读量、推

文点赞量、图文类推文数量、视频类推文数量、其

他类推文数量以及单篇推文的最高阅读量和点

赞量等。评估时间段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共计 365 天。

2.2  传播指数

目前用 WCI 来评价政府机关微信公号影响

力的学者较少，而采用 WCI 来研究高校及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水平 [15-20] 的学者比较

多，并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这也说明该方法

得到普遍认可。WCI 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WCI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准化方法 说明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阅读指数
(RI)

0.8

日均阅读数（R/d） 0.40 ln(R/d+1)
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推文的阅读总数 / 评估
时间段所含天数

篇均阅读数（R/n） 0.45 ln(R/n+1)
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推文的阅读总数 / 评估
时间段所有推文数量

最高阅读数（Rmax） 0.15 ln(Rmax+1) 评估时间段所有推文的最高阅读数

点赞指数
(ZI)

0.2

日均点赞数（Z/d） 0.40 ln(10×Z/d+1)
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推文的点赞总数 / 评估
时间段所含天数

篇均点赞数（Z/n） 0.45 ln(10×Z /n+1)
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推文的点赞总数 / 评估
时间段所有推文数量

最高点赞数（Zmax） 0.15 ln(10×Z max+1) 评估时间段所有推文的最高点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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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 是评估时间段的天数（一般周取 7
天，月度取 30 天，年度取 365 天，其他自定义

时间段以实际天数计算），R、n、Z、Rmax、Zmax

则分别是评估时间段内的阅读总数、推文总

数、点赞总数、最高阅读数、最高点赞数。

阅读指数（RI）的计算公式为：

 

max

0.40 ln( 1) 0.45 ln( 1)

0.15% ln( 1)

R RRI d n
R

= × + + × + +

× + 公式（1）
点赞指数（ZI）的计算公式为：

 

max

0.40 ln( 1) 0.45

ln( 1) 0.15 ln( 1)

ZZI d
Z Zn

= × + + ×

+ + × +
      公式（2）

WCI 的计算公式为：

 2(0.80 0.20 ) 10WCI RI ZI= × + × ×     公式（3）
整理统计的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WCI 评

价指标相关的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WCI 评价指标相关数据

栏目名称
政策 
介绍

品牌 
项目

关于 
我们

消息

推文量（篇） 4 5 1 114

阅读量（人次） 40 692 23 529 25 949 408 807

点赞量（人次） 82 53 76 1 780

推文总数（篇） 124
阅读总数（人

次）
498 977

日均阅读数
（人次）

1 367.06

篇均阅读数
（人次）

4 024.01

最高阅读数
（人次）

21 792

点赞总数（人
次）

1 991

日均点赞数
（人次）

5.45

篇均点赞数
（人次）

16.06

最高点赞数
（人次）

87

将 表 2 中 的 相 关 数 据 带 入 公 式

（1）、 公 式（2） 和 公 式（3）， 计 算 得 到

RI=8.12，ZI=2.69，WCI=495.10。点赞指数明显

低于阅读指数，WCI 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

闻媒体类政务公众号 1500+ 的 WCI 相比存在较

大差距。因为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面向的是

特定群体，主要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后

合作导师、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及对博士后工

作比较关注的人员等，属于“小众性”公众号，这

也决定了其 WCI 指数不会特别高。为了更好地

了解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笔者选取

关注群体比较特定、发布内容特点与其相似的

政务公众号进行比较。通过清博指数平台发现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21
日的周 WCI 是 577.97，明显高于其年 WCI；科

技部主办的“锐科技”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5 日的周 WCI 是 425.29，“广东科

技”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21 日的

周 WCI 是 555.1，它们的周 WCI 都低于同期的

中国博士后公众号。蔡桂兰等 [10] 研究发现，2016
年 3 月至 7 月“锐科技”的 WCI 在科技类微

信公众号中稳居第一、第二位，其中 2016 年

7 月的 WCI 是 544；“广东科技”微信公众

号 2016 年 7 月的 WCI 是 400，说明科技类微

信公众号的月 WCI 也不是很高。其实，非新

闻媒体类的政务微信公众号影响力都不是很

高，2016 年安徽各省辖市旅游政务微信公众

号影响力最高的年 WCI 是 617.874[10]，2017
年 7 月“985 工程”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影

响力最高的 WCI 是 536.17[18]。这说明在同类

别、职责任务相似的政务微信公众号中，中国

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在全国应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

2.3  模糊综合评判

用 WCI 衡量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得到了

普遍认可，但其评价指标主要考虑“阅读指

数”和“点赞指数”易量化的指标，而没有涉

及到服务质量、运营水平等难以精确量化、评

语较模糊的指标。所以，笔者拟再采用模糊综

合评判法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进

行评价，以便作出更全面的评判。由于模糊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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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判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包含权重，而

曹政等 [14]、诺明扎娅等 [21] 构建的评价指标符合

相关要求，且二者很多三级指标也相同，但曹

政等人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其指标

的可操作性 , 故笔者采用他们提出的评价指标体

系，如表 3 所示：

表 3  模糊综合评判微信公众号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规范力
（U1）

0.10
（W1）

头像易识别性（U11） 0.18（W11） 通过头像识别出账号

名称易识别性（U12） 0.25（W12） 通过名称识别出账号

账号认证性（U13） 0.42（W13） 账号经过腾讯审核并获得认证

功能介绍（U14） 0.15（W14） 包括简介以及所实现的功能

服务力
（U2）

0.40
（W2）

支付力（U21） 0.23（W21） 具有缴费功能

交互服务力（U22） 0.42（W22） 具有办公、信息查询、通知等服务功能

绑定力（U23） 0.23（W23） 帮绑定微博、微信等

主题分类（U24） 0.12（W24） 按发布信息标题、内容进行分类

运营力
（U3）

0.25
（W3）

微信推送次数（U31） 0.32（W31） 评估时间段内公众号推送次数

微信推送篇数（U32） 0.32（W32） 评估时间段内公众号推送篇数

图文类信息占比（U33） 0.18（W33） 评估时间段内发布的含图文内容的推文数占比

视频类信息占比（U34） 0.10（W34） 评估时间段内发布的含视频内容的推文数占比

其他类信息占比（U35） 0.08（W35）
评估时间段内发布的包含其他形式内容的推文
数占比，例如纯文字、语音等形式

传播力
（U4）

0.15
（W4）

平均阅读数（U41） 0.50（W41） 评估时间段内平均每篇推文的阅读数

最高阅读数（U42） 0.17（W42） 评估时间段内单篇推文阅读数的最大值

平均点赞数（U43） 0.18（W43） 评估时间段内平均每篇推文的点赞数

最高点赞数（U44） 0.15（W44） 评估时间段内单篇推文点赞数的最大值

成长力
（U5）

0.10
（W5）

平均阅读数增长率（U51） 0.54（W51） 根据评估时间段可选择天、周、月增长率

平均点赞数增长率（U52） 0.30（W52） 根据评估时间段可选择天、周、月增长率

认证时长（U53） 0.16（W53） 账号开通了多长时间

其 中，U=[ U1  U2  U3  U4  U5]，U1、U2、 
U3、U4、U5 分别是一级评价指标规范力、服

务力、运营力、传播力和成长力；U1=[U11  U12   
U13  U14], U11、U12、U13、U14 分别是二级评价指

标头像易识别性、名称易识别性、账号认证性、功

能介绍；类似的，U2=[U21  U22  U23  U24], U3=[U31  

U32   U33  U34   U35], U4=[U41  U42  U43  U44], U5=[U51  
U52  U53]。一级指标权重 W=[ W1  W2  W3  W4  
W5]=[0.10  0.40  0.25  0.15  0.10]，二级指标权重

分别为 W1=[W11  W12   W13  W14]= [0.18  0.25  0.42  
0.15], W2=[W21  W22  W23  W24]= [0.23  0.42  0.23  
0.12], W3=[W31  W32  W33  W34   W35]= [0.32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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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0.100.08], W4=[W41  U42  W43  W44]= [0.50  
0.17  0.18  0.15], W5=[W51  W52  W53]= [0.54  0.30  
0.16]。

二级指标的评语集设为 4 个等级，即 V=        
[ V1  V2  V3  V4]= [ 优良中差 ]。为了量化模糊综

合评判结果，对各等级分别赋值，即列向量 C=      
[ C1  C2  C3  C4]

 T =[ 100  80 60  40]T。

采用专家打分法对二级指标进行模糊评

价，建立模糊评判矩阵 R=[R1  R2  R3  R4  R5],  
R1、R2、R3、R4、R5 分别是规范力、服务力、运

营力、传播力和成长力的模糊评判矩阵。其

中，U=W  R，U1=W1 
 R1，U2=W2 

 R2，U3=W3 
 

R3，U4=W4 
 R4，U5=W5 

 R5。

将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模糊综合评判相

关的指标数据（见表 4）提供给 20 位专家进行

打分，评价结果见表 5。

表 4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模糊综合评判相关指标数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规范力

头像易识别性 头像为中国博士后网站的 LOGO

名称易识别性 名称：中国博士后，账号：zg-bsh

账号认证性 已通过认证

功能介绍 简介、功能

服务力

支付力 无支付功能

交互服务力 可查看历史信息，不能检索和处理进出站、培训报名、项目申报等业务

绑定力 尚未绑定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账号

主题分类 包括新闻、通知、论坛速递及未分类的相关信息

运营力

微信推送次数 总推次数 93 次

微信推送篇数 总推文数 124 篇

图文类信息占比 27.42%

视频类信息占比 0.81%

其他类信息占比 71.77%

传播力

平均阅读数 4 024.01 人次

最高阅读数 21 792 人次

平均点赞数 16.06 人次

最高点赞数 87 人次

成长力

平均阅读数增长率 月均增长率 24.12%

平均点赞数增长率 月均增长率 44.50%

认证时长 33 个月

注：表 4 中相关推文统计不含“关于我们”，所以最高阅读数为 21 792 人次，而不是 25 949 人次

采用 Cronbach α 系数对专家模糊综合评判

的效度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通过 SPSS21.0 计

算，α=0.798>0.7，说明专家打分结果的总体信

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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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专家单因素评判结果

二级指标
各等级评价专家数量

优 良 中 差

头像易识别性 20 0 0 0

名称易识别性 20 0 0 0

账号认证性 18 1 1 0

功能介绍 14 6 0 0

支付力 1 4 5 10

交互服务力 2 8 7 3

绑定力 1 6 3 10

主题分类 6 12 2 0

微信推送次数 7 8 4 1

微信推送篇数 7 9 3 1

图文类信息占比 6 12 2 0

视频类信息占比 4 7 7 2

其他类信息占比 6 9 5 0

平均阅读数 8 9 3 0

最高阅读数 8 8 4 0

平均点赞数 5 8 6 1

最高点赞数 5 12 2 1

平均阅读数增长率 8 9 3 0

平均点赞数增长率 7 11 2 0

认证时长 6 12 2 0

根据专家的评判结果构建模糊矩阵：

 

1

1 0 0 0
1 0 0 0

0.9 0.05 0.05 0
0.7 0.3 0 0

R

 
 
 =
 
 
 

 

2

0.05 0.2 0.25 0.5
0.1 0.4 0.35 0.15

0.05 0.3 0.15 0.5
0.3 0.6 0.1 0

R

 
 
 =
 
 
 

3

0.35 0.4 0.2 0.05
0.35 0.45 0.15 0.05
0.3 0.6 0.1 0
0.2 0.35 0.35 0.1
0.3 0.45 0.25 0

R

 
 
 
 =
 
 
  

 

4

0.4 0.45 0.15 0
0.4 0.4 0.2 0
0.25 0.4 0.3 0.05
0.25 0.6 0.1 0.05

R

 
 
 =
 
 
 

 

5

0.4 0.45 0.15 0
0.35 0.55 0.1 0
0.3 0.6 0.1 0

R
 
 =  
  

大部分学者通常采用模型Ⅰ (·,+)（加权

平 均 型，  ( ) ( 1, 2, , )j i ijb w r j m= ⋅ =∑  ）、
模 型 Ⅱ（ ∧ , ∨ ）（ 主 因 素 决 定

型， ( ){ },1 ( 1,2, , )j i ijb w r i n j m= ∨ ∧ ≤ ≤ =  ）、
模 型 Ⅲ (·, ∨ )（ 主 因 素 突 出

型，  ( ){ },1 ( 1,2, , )j i ijb w r i n j m= ∨ ⋅ ≤ ≤ =  ）、
模 型 Ⅳ（ ∧ ,+）（ 主 因 素 突 出

型，  ( )( 1, 2, , )j i ijb w r j m= ∧ =∑  ）4 种 模 型
中的一种进行模糊合成运算。其中，模型Ⅰ不

仅考虑了所有因素，而且保留了单因素的评判

信息，在研究工程问题时应用较多；模型Ⅱ突

出了主因素，在运算过程中可能会丢失有用信

息，但比较符合逻辑推理；模型Ⅲ、模型Ⅳ是

模型Ⅱ的改进，可更好地反映单因素的重要程

度，也比较符合逻辑推理。本文为使中国博士

后微信公众号影响力评价结果更全面、可信，则

同时采用 4 种模型进行模糊综合评判。

通过 MATLAB 2016 计算评价结果，相关

代码、模糊矩阵、运行结果如下：

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1）模型Ⅰ (·,+) 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U1=W1 
 R1=W1 · R1=[0.9130  0.0660  0.0210  0]

U2=W2 
 R2=W2 · R2=[0.1010  0.3550  0.2510  

0.2930]
U3=W3 

 R3=W3 · R3=[0.3220  0.4510  0.1850 
0.0420]

U4=W4 
 R4=W4 · R4=[0.3505  0.4550  0.1780 

0.0165]
U5=W5 

 R5=W5 · R5=[0.3690  0.5040  0.1270  0]
U=W  

 R=W  · R=[0.3010  0.3800  0.1882  
0.1302]

对 U 进行量化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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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模糊综合评判的 MATLAB 运行代码和结果

H=U · C=[0.3017  0.3800  0.1882  0.1302] · 
[100  80  60  40]T =77.06

（2）模型Ⅱ（∧ , ∨）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U1=W1 
 R1=[0.6774  0.2419  0.0806  0]

U2=W2 
 R2=[0.1091  0.3636  0.3182  2091]

U3=W3 
 R3=[0.3404  0.3404  0.2128  0.1064]

U4=W4 
 R4=[0.3704  0.4167  0.1666  0.0463]

U5=W5 
 R5=[0.4000  0.4500  0.1500  0]

U=W 
 R=[0.2191  0.3187  0.2789  0.1833]

对 U 进行量化处理 : H=U · C=71.47
（3）模型Ⅲ (•, ∨ ) 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U1=W1 
 R1=[0.8514  0.1014  0.0473  0]

U2=W2 
 R2=[0.0891  0.3559  0.3114  0.2436]

U3=W3 
 R3=[0.3333  0.4289  0.1905  0.0476]

U4=W4 
 R4=[0.3930  0.4420  0.1473  0.0177]

U5=W5 
 R5=[0.4000  0.4500  0.1500  0]

U=W 
 R=[0.1894  0.3167  0.2771  0.2168]

对 U 进行量化处理 : H=U · C=69.57

（4）模型Ⅳ（∧ ,+）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U1=W1 
 R1=[0.8000  0.1600  0.0400  0]

U2=W2 
 R2=[0.1181  0.3505  0.3063  0.225]

U3=W3 
 R3=[0.3534  0.3534  0.2226  0.0706]

U4=W4 
 R4=[0.3529  0.3726  0.2353  0.0392]

U5=W5 
 R5=[0.4057  0.4292  0.1651  0]

U=W 
 R=[0.2548  0.3373  0.2890  0.119]

对 U 进行量化处理 : H=U · C=74.54
根据模型Ⅰ (·,+)、模型Ⅱ（∧ , ∨）、模

型Ⅲ (·, ∨ )、模型Ⅳ（∧ ,+）的模糊综合评判

结果和最大隶属度原则，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

号的影响力属于“良”等级；从量化分值来看，最

高分为 77.06，最低分为 69.57，属于中等偏上

水平。其中，按最大隶属度原则，4 种模型计算

得到的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规范力”都属

于“优”等水平，且隶属度都在 0.6 以上；“服

务力”“运营力”“传播力”和“成长力”都

属于“良”等级，隶属度都在 0.34-0.51 之间，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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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度不高，但在“优”“良”“中”“差”4
个评语集中却是最高的，这与最后的模糊综合

评判结果和综合量化分值都在 70 分左右也比较

吻合。

2.4  影响力分析

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平台头像标识鲜

明；基本功能比较齐全，且在运营中不断完善

发展；信息分类发布，推送及时，且绝大部分

是原创。但信息发布总量偏少，内容相对集中，形

式相对单一，部分信息归类不明确，发布不规

范、不全面；读者阅读偏好明显，单篇阅读量

极差超过 2 万人次，且平均阅读量偏少；推文

最高点赞量不足百人次，甚至还有零点赞的情

况出现。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以信息推送为

主，在线咨询答复不及时或不回复，不能进行

在线业务办理，无智能问答等功能，具体表现为：

（1）平台架构比较规范，服务功能有待

拓展，服务质量有待提高。中国博士后微信公

众号头像特色鲜明，具有代表性。设置的栏目

涵盖了博士后主要日常业务，并进行了相关说

明，用户通过该平台可了解掌握博士后工作的

最新动态。但是，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主要

以信息推送为主，信息互动不足，智能化水平

不高，缺乏在线业务办理等功能。

（2）信息推送及时高效，推送数量有待增

加，信息内容有待丰富。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

号基本上能与中国博士后网、中国博士后基金

会网同步发布相关通知、新闻，信息准确权威。

但是，信息推送量偏少，甚至一个月只发布 4
条信息；发布信息以通知、新闻、论坛速递为

主，且主要以文字或图文的形式展现，相关内

容主要涉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香江学者计

划、国际交流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博

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以及学术交流活动、博

士后科技服务团等。

（3）篇阅读量极差大，点赞数量偏低，宣

传力度有待提高。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中“【新

闻】2018 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开

始申报”的阅读量最高，为 21 792 人次，其他

阅读量较高的推文基本上都与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香江学者计

划、国际交流计划有关，而“【论坛速递】关于

举办‘2018急危重症医学全国博士后高峰论坛’

的通知”的阅读量只有 233 人次，阅读量极差

非常大，达到了 21 559 人次；365 天推文总量

为 124 篇，平均每天 0.34 篇，点赞总量 1 991
人次，其中篇最高点赞量只有 87 人次，还有 55
篇不超过 10 人次，3 篇无人点赞。说明该公众

号推文阅读数量太少，推送内容吸引力相对不

足，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3  提升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影响
力的建议

针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点赞指数偏低

及其在服务力、传播力和运营力等方面存在的

短板，为进一步提高其影响力，提出如下建议：

（1）优化平台设计，拓展系统功能，提高

服务力。结合中国博士后网和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网，优化平台设计，拓展系统功能，可

将博士后办公系统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博

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香江学者计划和国际

交流计划等申报评审系统与中国博士后微信公

众号对接，实现相关业务的在线查询、办理，从

而使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评

审专家等可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填

报相关信息、提交相关材料、查看业务进度等。

另外，增设博士后站查询统计、招收专业查询

统计、博士后科学基金证书查询验证等功能，即

使无博士后办公系统账号的人员，也可通过该

平台了解博士后工作相关的政策信息，确认核

对与博士后的相关信息。结合博士后工作实践

管理经验，整理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后工作

管理人员等经常咨询的政策、技术等问题，并

构建智能 Q&A 模块对“信息对话框”中输入的

相关问题进行在线自动回复，从而进一步提高

服务质量和智能化水平。

（2）提高推文数质量，优化推送时间，提

高传播力。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推送



149

数量可从平均每天 0.34 篇提升至 1 篇及以上，最

好每天至少推送一篇。通常微信公众号更文次

数越频繁，更文时间越有规律，阅读人数就会

越多，点赞量也会增加。其中，信息推送时间

可固定在 21:00 左右，这时大家相对空闲，也

通常被称为“网络黄金时间段”，相关统计也

显示这个时段阅读量 10 万 + 的文章最多；或

者将信息推送时间固定在 7:00-8:00 或 19:00-
20:00，这两个时间段虽然阅读量 10 万 + 的文章

略少，但是“阅读量 10 万 + 的文章数占推文数

的比例”却大于“21:00 左右”[22]。如果中国博

士后微信公众号以较多的推文数量和较高的推

文质量为基础，再加上非常恰当的推文时间，点

赞数应该也会增加，其综合影响力则会得到提

升。

（3）丰富推文内容，完善推文形式，提高

运营力。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除了推送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香

江学者计划、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活动等

品牌或特色项目相关的信息外，还可发布很多

相关内容，如：博士后招收（招聘）信息、博

士后就业需求信息、项目对接供求信息、科研

成果转化信息、创业融资信息等，这为推文发

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内容。除了纯文本、图文

形式的推文外，还可增加语音、视频等形式的

推文数量和比例，从而使用户能够轻松愉快地

了解博士后工作的最新动态、相关政策，获取

有效信息等，并提升用户体验。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由于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和受众

对象具有针对性，其“粉丝”数量相对较少，属

于“小众性”公众号，其综合影响力也不是很高。

采用传播指数与模糊综合评判两套评价指标体

系和评价方法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

力进行评价，其评价结论都是“中等偏上”水平。

通过整理统计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

量、推文阅读量、推文点赞量等相关数据，采

用清博指数（WCI）对其影响力进行评价，求

得年 WCI=495.10。与同时期、职责任务相似的

政务微信公众号 WCI 进行比较，发现其影响力

在全国同类政务微信号中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再同时采用模型Ⅰ (·,+)、模型Ⅱ（∧ , ∨）、模

型Ⅲ (·, ∨ )、模型Ⅳ（∧ ,+）对中国博士后微

信公众号的影响力进行模糊综合评判，得出其

影响力均属于“良”等级，量化分值为 69.57-
77.06，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4.2  展望

笔者虽然通过传播指数与模糊综合评判两

种方法对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进行

了评价，且同时采用了4种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并

得出了基本相同的评价结论，但在以下两方面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方面是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借鉴了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博士后

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进行评价，虽然具有一定

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但其针对性值得商榷。

可结合中国博士后工作的内容、特点、服务对

象等研究构建更有针对性的中国博士后微信公

众号评价指标体系，或者进一步扩展至“小众

性”微信公众号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另一

方面是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

号属于“小众性”政务微信公众号，为进一步

掌握其在该类公众号中的影响力水平，应该扩

大研究对象和范围，通过与更多“小众性”政

务微信号的服务、运营、传播等情况的比较分

析，深入认识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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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以下简称“地学”）是一个数

据科学，但是由于数据采集难度大、空间范

围广、仪器设备价值昂贵等问题，数据共享、获

取和重用一直都是地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
世纪早期，人们采用穿孔卡片的方式来记录

数据。20 世纪 70 年代，为实现地学数据的共

享，多个国际组织先后成立，如世界数据中

心（World Data Center，简称 WDC，2008 年

【学术探索】

数据出版的实践模式对比研究
      ——以地球科学领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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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验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法 / 过程 ] 地球科学从原有的数据共享模式到目前的数据出版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作者将数据出版分为数据期刊出版、数据仓储出版、数据和论文联合出版 3 种模式，对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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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 World Data System 简称 WDS 取代）、地

球 观 测 组 织（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GEO）、地球观测数据网（Data Observation 
Network for Earth）。1988 年中国加入 WDS
并成立了 9 个数据中心，多数为地球科学领

域的数据中心，如地震、地质、地球物理数

据中心 [1]。2002 年度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启动

了“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项目”，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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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球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2]。但是这些数据

中心和共享平台的数据获取往往受到限制，共

享不活跃，甚至形成了数据孤岛。褚云强等 [3]

对科学大数据的共享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缺

乏数据共享的政策和机制是阻碍其发展的主

要原因，而调动科研人员主动共享数据积极

性的重要机制就是自下而上的科学数据出版。

数据出版是近几年由出版界和数据共享界共

同提出的新概念 [4]，在开放科学的趋势下，一

些国家的资助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政策

要求管理和共享研究数据。如美国 NSF 地学

学部要求将完整的数据集、数据产品、软件

和集成整合数据必须在两年内可公开访问 [5]。

由于数据中心要求用户在使用数据时体现数

据作者的贡献，学术期刊要求作者在发表文

章时提供与科学结论相关的数据，这两种机

制最终成为推动数据出版的共同动力。数据

出版的核心是为数据引用提供标准的引用格

式和永久访问地址，使科学数据是可获取、可

理解、可评估、可使用的 [6]，与原有的数据

共享相比，数据出版更加强调了数据重用的

可能性以及数据被科研人员的认可程度。德

国是首个研究科学数据出版的国家，德国国

家科学技术图书馆申请成为国际上首个科学

数据 DOI 代理机构，并为很多原 WDS 数据

中心的数据资源进行了 DOI 注册 [7]，这些数

据中心逐步开展数据出版实践，数据出版已

经成为共享的新的形式。数据引用评价体系

的建立，客观反映了数据贡献者的影响力，改

善了原有的数据共享不活跃的状况。我国的

地学数据出版还在起步阶段，与原有的数据

共享形成了互补的态势，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

开展了数据的 DOI 注册。地学领域的数据出

版由于数据共享起步较早，在数据出版实践中

具有代表性，一些传统的地学期刊论文很早就

有将数据作为附件同时出版的先例，如《岩石

学报》。笔者通过调研地学领域的各类数据出

版模式的实践方法，探讨在地球科学领域数据

出版中存在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地球科学领域数据出版的主要
模式

自从数据出版的概念被提出后，一些 WDS
逐渐将原有的数据共享服务转化为数据的存储

管理和出版服务，注重数据的发现、获取、重

用、回溯等。笔者主要检索了 re3data.org 平台

中注册的数据中心仓储，其中地球科学领域已经

注册的仓储有 647 个，仅次于生物学领域的数

据仓储数量，是数据出版实践为数较多的学科。

笔者利用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对地

球科学下所包含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环

境科学、地理、地球科学与多学科交叉的期刊

进行了查询，同时参照科睿唯安的 DCI（Data 
Citation Index）中地球科学领域的数据条目的出

版源和期刊网站的介绍进行了识别。JCR 收录

的地球科学类数据期刊主要有三种：GeoScience 
Data Journal （ 简 称 GDJ）、Scientific Data 
（ 简 称 SD）、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 简

称 ESSD）。我国于 2014 年发行了地球科学领

域的数据出版平台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

系统（Global Change Research Data Publishing & 
Repository，GCRDPR），2017 年该出版系统推

出了《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一些数据仓储和

声望较好的学术期刊进行合作，以期增加数据

的影响力，实现学术论文和数据的互联。在地

球科学领域的数据仓储中 Pangaea 出版的数据量

较多，Elsevier 的 Science Direct 和 Scopus 均与

Pangaea 仓储进行了联合，实现学术论文和数据

的集成出版。还有一类是将数据作为附件与学

术论文一起出版，但是这类出版的主体依然是

学术论文，本文不做讨论。综上所述，地学领

域主要呈现的数据出版模式包括：

（1）数据期刊：将数据转化为论文的形式

进行描述，发表在数据期刊中，通常与领域内

的数据中心或公共数据仓储联合实现数据集的

存缴，数据论文的出版具有和学术论文相似的

同行评议评审流程。

（2）基于仓储的直接数据出版：通过数据

仓储发布数据，部分由原来的数据共享平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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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来，数据出版作为数据管理和共享的一种

方式。

（3）学术论文和数据的联合出版：数据和

学术论文之间的互联可实现数据和科学发现的

精确关联和验证。与上述两种数据出版本质的

区别是出版的内容不仅仅是数据，还包括来自

于数据的科学性发现等学术论文。目前，大多

建立在出版社与数据仓储平台合作的基础上，通

过增强出版的形式实现论文和数据的关联性出

版与发布。

2  地学数据期刊

数据期刊与传统的科研传播中的学术论文

的出版重点不同，主要是提供和描述数据集本

身，通常不关注结论的科学创新性与否，出版

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数据的影响力，使科学数据

能够更多地被描述、解释、重用。笔者对比了 4
种地球科学领域的数据期刊（见表 1），各期刊

的载文量统计见图 1，其中 SD 只统计了地球与

环境科学主题下的载文量。

表 1  地球科学类数据期刊调查表

数据期刊 GDJ SD ESSD GCRDPR

创刊年   2014    2014    2009 2014

出版者 Wiley Online Library Nature
Copernicus Puli-

cations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
（中英文）》编辑部

主题范围
地球科学领域的跨

学科期刊
综合性期刊，包含地球
科学与环境科学主题 

地球科学领域的
跨学科期刊

地理科学

期刊类型 专业型 综合型 专业型 专业型

同行评议流程
期刊内部的同行评

议流程
期刊内部的同行评议流

程
网络开放的两段
式同行评议方法

内部专家匿名评议

JCR 影响因子
（2016）

2.800 4.836 6.696 无

数据集的访问方法
提交到建议的仓储

中
提交到建议的数据仓储

中
提交到建议的仓

储中
期刊系统提供的数据仓

储

数据集引用标准 DataCite 自定义标准 DataCite 自定义标准

出版方式 在线 在线 在线和纸行 在线

2.1  保证数据的可访问性

在保证数据的可访问性方面，所有的期

刊都需要将数据提交到数据仓储中进行长期保

存，并提供可持续引用的唯一标识符，目前大

多数仓储都采用了 DOI 作为地址解析代理的

标准。GDJ、SD、ESSD 自身都没有保存数据

的仓储，因此刊物列出了可提交数据的仓储列

表，在论文提交的过程中要同时选择一个建议

的仓储保存数据。大部分数据期刊都是利用 re-
3data.org 平台中注册的仓储来选取建议提交的

仓储，或者选取与数据期刊内容相符的国家级

数据中心，这种出版模式需要出版机构和数据

保存管理机构的合作，对数据的管理和数据论

文的出版是由两个独立的系统协作完成的。但

是 GCRDPR 与其他 3 种期刊略有区别，它本身

是一个网络出版的系统，集元数据、实体数据、数

据论文的出版于一体。首次提交数据后该出版

平台会根据元数据的质量和数据描述判断是否

可以接受该数据，如果接受再通知作者参照指

南撰写数据论文并分配 DOI 给数据集，然后进

入数据论文同行评议的流程。

2.2  数据论文的写作规范

数据论文是对数据集内容的增强性描

述，不同学科领域对于数据论文的描述维度各

有差异，笔者将 4 种地学数据期刊对数据集描

述的内容框架进行了汇总，共涉及 9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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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集的有效访问方式，比如提供 DOI 或者

URI；②数据集的覆盖范围，包括时间和空间的

覆盖范围；③数据集的格式信息，如数据本身

的格式、编码方法和编码语言等；④数据集的

授权许可，用于支持数据集的合法使用；⑤项

目信息，提供数据集的生产信息，如生产数据

集的目的和资助来源；⑥来源信息，提供生产

数据集的方法的描述信息，包括采用的工具、处

理方法；⑦质量信息，提供数据质量的描述信

息，如数据集的局限性和异常信息；⑧重用信

息，提供数据集的使用方法描述，促进数据集

重用的可能；⑨对于数据引用的支持与规范。

表 2 对比了 4 种期刊各自的内容框架。ESSD
没有明确规定其描述的内容要素，但是在发表

数据论文的过程中编辑会建议作者去关注决定

数据论文潜在价值的相关内容，给出评议的指

南，指南中包含的内容与表 2 中列出的 9 个方

面基本相同。《全球变化科据学报》没有对数

据论文的内容做统一的规范，而是在元数据中

进行了规范。

图 1  各期刊的载文量统计

表 2  4 类期刊对数据集描述要求的对比

期刊名称 GDJ SD ESSD GCRDPR

数据集可获取性标识（DOI 或 URI） √ √ √ √

数据集的覆盖范围 √ √

数据集格式信息 √ √ √

数据集授权许可信息 √

项目信息 √

数据重用信息 √ √ √

数据质量描述信息 √

数据来源信息 √ √ √

对于数据引用的支持与规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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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行评议与质量控制

在 同 行 评 议 方 面，SD、GDJ 和 GCRD-
PR 采用了与传统学术期刊类似的同行评议流

程，但是评议的内容则更注重数据版权、质量。

GCRDPR 专门提供了一个评议内容的模板，包

含数据集的意义、质量、学术相关性、作者的

知识产权意识、数据的可获取性共 5 个方面的

内容。ESSD 与其他 3 种期刊略有不同，采用

了两段式的开放式同行评议，即作者提交论

文初稿后将在网络平台上作为讨论稿出版，然

后经过专家的评审后，被专业编辑评估，但不

评估其科学内容，仅对数据论文是否符合论文

的撰写要求、是否符合期刊的主题范畴进行评

估，并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论文在这个状

态将保持 8 周，期间可以进行各种同行评价和

讨论等，每篇论文接受至少两个专家的终审。

在公开讨论阶段，作者需要回复各种评论并修

改论文初稿，最后才能决定是否出版。对于数

据论文的同行评议，出版界尚未有统一的标

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两段式的公开评议方式

更有利于真正的数据使用者或学术同行提出较

为准确的意见。

3  基于地学仓储的数据管理和出
版服务

3.1  基于仓储直接出版数据的要素

基于仓储实现数据出版是将原有共享数

据的方式转变为出版后出现的，目前各个领域

没有一个明确标准规定其应具备的要素。J. E. 
Kratz [8] 在对数据出版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

人员更关注以下几点：数据是否有唯一标识、是

否可开放获取、是否存放在一个仓储中、是否

具有正式丰富的元数据。自从 re3data.org 提供

了对世界各国研究数据长期保存和管理的仓储

的注册服务后，仓储的建设得以规范，仓储的

影响力也得到了提升，一些出版商和期刊（如

PeerJ、Springer 和 Nature 的 Scientific Data 等）都

以 re3data.org 作为简单的工具来识别适合的数

据仓储。笔者选取表 1 中的数据期刊推荐的数

据仓储进行了对比，发现在数据出版方面具备

的共同要素包含以下 5 个方面：

（1）为数据提供唯一标识，保证数据具有

一个固有地址可供访问。

（2）提供数据提交编辑工具和进行数

据质量控制。数据提交编辑工具包括对数据

的提交、对数据说明的编辑、对元数据的编

辑。数据质量控制大多数是由数据管理员完

成，保证上述提交和编辑的内容的完整性和

一致性。

（3）提供正式的数据使用许可声明。仓储

不具有像期刊同样的商业版权，数据使用许可

在一个开放的科学环境下对数据创建者和使用

者提供双重保护。为了避免在数据重用过程中

的各类权益纠纷，需要提供一个数据使用许可

声明。

（4）提供正式的数据引用格式。数据的正

式引用是重用数据实现数据定位的机制 [9]，T. E. 
Pronk 等 [10] 在博弈论框架下分析了共享和出版

数据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政策规定相比，降

低成本和增加引用等更具有激励效果，即正式

的引用对于提升科研人员出版的积极性具有促

进作用，引用是保障数据作者与管理者数据权

益的一种有效方式。 
（5）数据仓储可开放获取数据。数据可获

取是实现重用的前提，大部分提供数据出版服

务的仓储都是可开放获取的，少数仓储需要权

限才能获取数据。

作者在 re3data.org 中按照上述 5 个要素进

行了检索，通过统计发现在开放获取方面大部

分仓储都满足，只有少数是分级开放的。在数

据标识符方面，目前有 234 个仓储提供了此服

务，采用较多的标识符为 DOI、ARK、URI。其

中 101 个仓储采用了 DOI，其他未提供此服务

的仓储多数是采用了外部公共仓储的注册服务

来实现自身的数据管理。在数据提交编辑与质

量控制方面，与期刊不同的是，在仓储中数据

质量控制由数据管理人员完成，属于技术性的

审查，不同于科学性的同行评议，这种技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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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①一部分仓储的数据的

专业性较强，且与项目密切相关，在这类仓储

的数据质量控制流程中增加了与项目相关的同

领域专家来验证数据，如美国冰雪数据中心就

采用了这种方式；②一部分仓储支持仓储的认

证标准并通过了认证，其中支持认证比较多的

有 WDS（世界数据中心）[11]、DSA（荷兰的数

据归档和网络服务发布的数据批准印章）[12] 和

CoreTrustSeal[13] ，其中有 48 个仓储属于 WDS。
对于数据使用的声明采用较为广泛的是知识共

享家族的 CC0、CC-BY、CC-BY-SA 许可协

议 [14]。对于正式的数据引用方面，由于数据出

版起步较晚，国内外尚无统一标准，地学数据

出版中较为广泛参考的是 RORCE11 数据引用联

合声明 [15] 和 DataCite 的出版与引用方案 [16]。而

在具体的应用中，一些数据仓储要求在发表学

术论文使用数据的同时采用仓储提供的正式标

引，还有一些数据仓储要求在论文致谢中声明

数据的来源。前者多数为与期刊合作的数据出

版服务仓储，出版的数据大多是经过挑选、处

理后的成果性数据；后者多用于国家级地学研

究机构下的数据中心，如美国的 NOAA（美

国国家海洋气象局），USGS（美国地质调查

局）等，共享的数据多为大规模的原始采集数

据或基础地理数据，共享方式除了数据出版，还

包括 FTP 服务或者 RESTAPI 等。上述统计结果

见图 2，在 re3data 网站注册的仓储仅有 26% 完

全满足上述 5 个要素。

图 2  基于数据出版 5 个关键要素的地学仓储数量统计

3.2  基于科学数据管理过程的对比

数据出版与研究过程中的数据管理息息

相关，因此不存在绝对独立的数据出版或

数据管理平台 [17]。在 re3data.org 的地学领

域数据仓储中，提供数据出版服务较多的

仓储主要有以下 3 类：①公共的数据出版平

台；②地学领域的国际数据共享组织或数据

中心，如 WDS；③国家级的地学研究机构

所建设的数据汇交共享平台。笔者对数据管

理过程中与出版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归纳，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仓储进行了对比，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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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类仓储的数据出版和管理过程对比

仓储类别  公共数据出版平台
国际数据共享组织或数据中心

（WDS）
国家级地学研究机构的数据汇交

共享平台

名称     Pangaea NISDC 冰雪数据中心 英国国家地学数据中心

国家 德国 美国 英国

主题
以地学为主的综合性学

科数据
冰川冻土研究数据 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数据

数据来源

①世界各国科研人员提
交的数据；
②地学科研项目的数据
汇交

① NASA 和 NOAA 所监测或采集
的数据；
②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NSF) 资助项
目的数据；
③其他与冻土研究相关的科研数据

英国自然环境委员会资助的项目
所产生的各类数据

数据提交

①采用 Pangaea ticket 
system 提交数据；
②由作者将数据编辑成
数据表进行提交；
③由数据管理员根据数
据参数定义进行检查保
存到相应的数据库中 

①根据资助方提供不同的提交入
口，利用网页和FTP服务提交数据；
②提交初步数据描述信息后，由数
据编辑进行审核判断是否出版；
③同意出版后要求提交详细的数据
文档和元数据，并通过 FTP 服务
上传数据

①采用英国国家地球科学数据中
心提供的统一数据采集入口；
②根据项目规定，按照元数据规
范编辑元数据并提交数据集；
③经数据管理员审核后为提交的
数据提供 DOI 注册服务

PID 注册标准 DOI DOI DOI

长期保存格式

数据表首选格式是制
表符分隔文本文件
（ASCII），或 Excel 格
式，其他格式的文件要
求以 ZIP 格式提交

支持各类数据格式

对专业数据格式进行了规范，其
中岩土和环境数据为 *.ags 格式，
地球物理数据为 *.las、*.sgy、*.xtf
格式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参数的检查
元数据检查
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检查

元数据检查
数据描述文档
数据集检查（由项目的内部专家进
行数据的评议）

数据格式
数据集检查
元数据检查

元数据标准 Pangaea 自定义的元数据 采用 NASA 的 DIF 标准 [18] 参照 ISO19115 地理信息元数据的
标准自定义的元数据标准

数据引用规范
参照 DataCite 的标准提
供数据的引用

自定义数据引用规范 自定义数据引用规范

开放获取程度 开放 部分开放，部分限制
根据项目的要求进行不同级别的
开放

数据发现工具

具有推荐功能的统一数
据发现工具；高级查
询下载工具 PANGAEA 
Data Warehouse

统一数据发现工具；集成了 NASA 
Earthdata 和 IceBridge 的数据检索
入口

统一数据发现工具

数据互操作服
务

SOAPREST FTP WMS、WFS、INSPIRE Service

4  数据与论文的联合出版

以 Nature、Science 为代表的顶级学术期刊

开始正式提出出版与论文相关数据的要求 , 并制

定了相关的数据存缴和出版政策。但是真正将

数据和学术论文联合进行出版的实践较少，其

中比较多的是出版领域和公共数据仓储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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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如 Elsevier 的 Science Direct 和 Scopus 均

与 Pangaea 仓储进行了联合，在提交学术论文

的过程中要求作者将数据存储在 Pangaea 仓储

中出版并获得一个可访问的链接地址，才能继

续进入到学术论文的出版流程，数据和论文出

版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Elsevier 平台运用

Pangaea 的关联数据工具，可以直接获得出版的

数据。在 Pangaea 的数据平台，数据出版后也提

供了引用此数据的 Elsevier 出版论文的 DOI，形

成互联。联合出版对于论文质量的控制、数据

重用、科学结论的验证都具有重要作用，可提

供学术论文和科学数据双向透明化访问。Y. Gil
等 [19] 对于开放科学环境下的未来地球科学论文

的出版方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未来科学论文

将包括数据、软件和可复制出版物多种形式，同

时具备在开放科学和数字学术环境下的理想特

征 : ①在公共存储库共享数据、软件和其他研究

产品；②可使用开放许可；③元数据可用于描

述数据、软件和其他研究产品；④数据、软件

和其他研究产品都具有唯一的可持续标识符；⑤

可在文章中引用上面所有提及的数字资源。目

前，尚未真正实现 Y. Gil 等人所提到的完全整合

了所有形式学术成果的融合性出版，但是这种

多形态的学术成果（论文、数据、软件、其他

数据产品等）的出版和开放获取已经成为未来

出版领域的趋势。

5  数据出版关键问题探析

5.1  3 种出版模式在数据共享中的作用

上述 3 种出版模式在地学数据共享过程中

所起到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数据期刊的出版

方式在学术传播方面具有优势，数据论文的影

响力较其他出版方式高，但是数据的获取则需

要通过数据仓储实现，这些仓储均为与数据期

刊合作或由期刊建议提交数据的仓储，以这种

方式出版的数据大多数是经过挑选、处理、计

算得到的数据集或者是数据产品，研究人员最

关注的不是数据论文而是数据本身。通过仓储

出版的数据能够直接融入研究数据的管理过

程，缩短了数据发布的周期，有利于数据的获

取和重用，国内外数据政策的出台积极推动了

开放科学和数据监管，研究数据的管理必须要

通过数据仓储来实现，此外大规模基础数据集

（如遥感、基础地理等数据）也可通过仓储平

台的 FTP 服务或接口服务实现互操作。但是，大

多数仓储没有学术性的同行评议，数据质量控

制大多数属于技术性检查与仓储认证。联合出

版集合了上述两种出版的优势，对于验证科学

结论、建立完整的学术研究轨迹非常重要，然

而这需要出版商、图书馆或数据监管部门、科

研机构等协同建立知识生态链。

5.2  数据出版的同行评议问题

同行评议是数据质量控制的关键，对于

数据出版来说同行评议虽然不是必须的，但是

这种方式却是增加数据可信度的黄金标准。然

而目前在数据出版中缺少针对科学数据的同行

评议体系。出版领域对数据论文大多数采用了

与学术论文相似的同行评议方式来控制数据质

量，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利用原有的学术刊物

的影响力带动了研究人员对数据论文可信度的

认可。但是传统的学术论文和数据论文所关注

的重点不同，数据出版更注重数据重用这一特

点，而学术论文更加注重科学发现的创新性。

B. Lawrence[20] 等曾经提出科学数据的同行评议

通常从数据质量、元数据质量、其他通用因素

3 个方面开展评议。ESSD 采用的两段式的开放

式同行评议，利用互联网开放周期让真正的数

据使用者评判其数据集的质量，数据用户的反

馈对于验证数据和论文内容的一致性和数据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数据评议的时间选择也

是非常关键的，屈宝强等提出随着数据量以指

数规模增长，可能更多会选择出版后的同行评

议 [21]。出版后的评议形式包括针对出版数据的

意见征集、数据使用度量和数据修改，可能对

数据使用人员而言，更具可扩展性。此外一些

基于仓储的数据出版也引入了同行评议的理念

和方法，如美国冰雪数据中心，利用项目内部

专家对提交到该中心的数据进行评议，由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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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专家具备相同的专业知识，了解数据重用的

方法，对于数据质量的控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数据的评审应该有别于传统的学术论文，不能

仅从数据论文的学术性的角度来筛选，而更应

该重视数据在参与科研和产生再生性成果的过

程中的重用性、元数据的质量、数据使用描述

是否完整全面等问题。数据同行评议的专家需

要具有相同的专业知识背景和使用同类数据的

经验。

5.3  地学数据出版中分层元数据的重要性

元数据主要用于描述数据，帮助研究者实

现数据重用，笔者调研的数据质量控制都包含

对元数据的检查。在数据的实际应用中，元数

据是需要分层次描述的。首先，对于数据使用需

求可分为数据发现、数据引用、专业数据描述 3
个层次。发现层通常采用DC核心元数据标准，引

用层主要采用或参考 DataCite 的元数据标准，而

专业数据描述较为复杂，地球科学领域元数据

区别于通用元数据的最显著特点是其数据本身

具有的时空特性，地学领域常用的元数据标准

有 NASA 的 DIF、ISO19115、ISO19139、FGDC
等，大多数据仓储在专业元数据的描述上都采

用或参考了以上元数据标准，有的甚至还同时

提供了多种标准的元数据。其次，地学数据的

体量较大，基于数据组织的需求，应该根据数

据集颗粒度的大小提供多层次的元数据。笔者

所调研的数据仓储中，多数规定了单个数据集

的大小不超过 1-2G，而对于原始采集的数据来

说可能远大于这个体量。如地震反射剖面数据

是按照剖面上的接受器进行组织的，遥感数据

按照地球的经纬度进行网格化组织，整个研究

的地理范围可能包含了若干个数据集。Pangaea
在出版大体量的反射地震数据时，将数据集拆

解成若干个数据序列，赋予每个数据序列一个

唯一的标识符，这时既需要给每一个数据序列

提供专业元数据，同时也需要提供整个研究区

域数据集的元数据信息。综上所述在地学数据

出版实践中，元数据的分层描述对于数据的保

存和重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6  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现有地学数据期刊

的载文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数据出版

逐渐被科研人员认可与接受，这对于研究者积

极地共享数据具有促进作用。国内外科学数据

管理政策的出台使得科学数据的保存与管理成

为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数据出版与数据

管理息息相关，任何模式的数据出版都离不开

数据仓储。笔者提取了数据出版必要的 5 个要

素，但是通过调研发现注册在 re3data 中的地学

仓储能够完全满足这 5 要素的为数不多，这意

味着大多数数据仓储尚未具备完善的数据出版

能力。学术论文和数据的联合出版受到开放科

学环境的限制，目前实践较少。综合调研的结

果，笔者对其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这

对于我国地学领域中数据共享模式向数据出版

转变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地学数据出版具有自身的领域特

点，地学研究的过程通常被概括为 3 个阶段：通

过仪器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通

过创建研究方法生成数据产品和研究结论。在

这 3 个阶段中可能产生的数据包含：原始采集

的数据，数据读取、转换、可视化等软件，由

于创建新的数据处理或计算方法而产生的新的

数据产品，融合多种数据及数据衍生物的出版

对于地学领域的数据共享将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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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stive Study of Practical Modes of Data Publishing

——Take the Field of Earth Science as an Example

Han Lu1  DingY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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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Scientific data publishing is the main mode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for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ata reuse and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Method/process] Earth sciences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from the data sharing model to the current 
data publishing. Current practices of data publish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odes: data journal publish-
ing, data warehousing publishing, data and paper joint publishing. The author made statistics and compari-
son on the practice methods and key elements of each mode, and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hree modes, peer data review issu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hierarchical metadata in 
geoscience data publishing. [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research,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warehouse-based 
publishing facilitates integration into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process and facilitates data reuse. Howev-
er, such publishing mode usually lacks peer review. Peer review of data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academic 
papers and should focus on the reusability of data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ing regenerative results. The hierarchical description of metadat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eser-
vation and reuse of geoscience big data.
Keywords: data publication    data repository    data journal    geoscienc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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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健康社区以医疗信息分享和交流为主

要目的，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通过在线健康社区

解决健康相关问题。因此，在线健康社区的发

展正在推动传统医疗改革，以逐步缓解我国医

疗资源供需失衡 [1]。 根据用户的构成，在线健

康社区可以分为 3 类：医疗工作者社区（如丁

香园）、医患社区（如好大夫在线）和病患者

社区（如百度医疗贴吧），分别为医疗工作者、医

患和病患者之间相互发现与相互支持搭建了沟

通与联系的桥梁。近年来，我国慢性病患者持

续增长，以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例，据国际

【学术探索】

在线健康社区中基于用户属性的时序交互
模式研究
◎吴冰  彭彧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线健康社区迅速发展，但缺乏结合网络结点属性与网络结构的动态网络特征的

研究，因而难以揭示基于结点属性的用户动态交互模式的形成机理。[ 方法 / 过程 ] 应用基于节点属性的

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以在线健康社区为研究对象，结合用户节点属性特征，包括用户发文情感倾向、用

户发文文本长度和用户社区等级，构建在线健康社区的用户时序交互模式研究模型，从百度贴吧的糖尿病

吧抓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 2 301 个有效用户，6 045 条主帖和 9 490 条回复，实证用户时序

交互模式特征。[ 结果 / 结论 ] 用户属性特征对互惠性时序模式、k-star 时序模式、传递性时序模式和循环

性时序模式形成有显著影响，并由此为在线健康社区建设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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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尿 病 联 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报告显示，预计到 2045 年，全球糖尿病

患者可能达到 6.29 亿。慢性病群体更倾向于利

用互联网来搜寻疾病信息以及与患者交流 [2]，因

此，以病患者之间互助为中心的病患者社区成

为病患者信息互惠、经验分享与情感支持的重

要平台，尤其需要揭示用户属性与时序交互模

式形成的内在机理，但目前相关研究缺乏。

因此，笔者将从动态集成视角，应用基

于节点属性的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Node 
Attribute-based Temporal Exponential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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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Model ,NATERGM），结合在线病患者社

区的用户节点属性特征，构建在线病患者社区

的用户时序交互模式研究模型，从百度贴吧糖

尿病吧抓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基于用

户节点属性的动态交互模式形成机理。在理论

上，丰富和扩展在线健康社区的用户时序交互

机制研究体系；在实践上，为在线健康社区的

建设与发展提供方向和建议。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在线健康社区的用户交互模式分析

在线健康社区被定义为关注共同健康问

题的用户集合，用户可以被视为行动者，用户

之间的交互可以被视为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

联。目前，关于在线健康社区的用户交互模式

分析，主要有 3 类研究：①从社区网络结构角

度，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描述特定的在线健康

社区中社会网络结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例

如，社会网络分析得到的中心性可以作为挖掘

在线健康社区中关键用户的主要特征之一 [3]。

②从社区网络个体角度，研究关注在线健康社

区中个体属性及其行为模式。例如，在线健康

社区中知识分享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社区成

员最关注他人分享的经验知识，不同用户群体

的知识分享行为和活跃时长有显著差异 [4]；社

会网络分析用户行为，可以探索在线健康社区

网络中不同群组间以及不同角色间的知识分享行

为 [5-6]。③从社区网络形成机理角度，应用指数

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ERGM），研究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交互模式。

例如，利用 ERGM 分析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属

性特征和行为特征对网络连接模式的影响 [7-9]。

由此，目前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交互模式

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①孤立分析网

络结点属性与网络结构，然而网络结点属性是

用户交互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②缺乏网络结

点属性与用户交互网络的动态集成研究，因而

难以揭示网络结点属性与动态网络连接形成的

内在机理。

在 时 序 指 数 随 机 图 模 型（Temporal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TERGM）基

础上，近年来发展的基于节点属性的时序指数

随机图模型将结点属性整合到 TERGM，由此该

模型适用于研究节点属性作用下的用户交互网

络动态形成机理。例如，从知识共享社区收集

实证数据，应用 NATERGM 可以识别和预测节

点属性对网络二元和三元关系动态形成模式的

影响 [10]。因此，笔者将应用 NATERGM 研究在

线健康社区中节点属性对用户动态交互模式的

影响，揭示用户时序交互模式形成机理。

1.2  NATERGM 
给定一个观察网络，指数随机图模型的主

要任务是统计检验网络中哪些节点连接模式的

出现不是偶然，如公式（1）所示 [10]：

 })(exp{)1()( ∑==
A

AA yg
k

yYP η 公式（1）

其中：① P(Y=y) 是一个概率分布，Y 是

一个随机变量矩阵，表示网络连接，y 是 Y 的

实现；② A 是节点连接模式，gA(y) 是与 A 相

对应的网络统计；③ k 是一个比例参数，确保

P(Y=y) 是一个随机分布；④ ηA 是与节点连接模

式 A 相对应的参数，与节点连接模式 A 出现的

可能性正相关，如果参数 ηA 是显著的，表明节

点连接模式 A 更有可能会出现在网络中，由此

说明节点连接模式 A 对网络形成过程有重要的

影响。

TERGM 是 ERGM 向动态网络的延伸，在

公式（1）的基础上，一阶马尔可夫依赖的

TERGM，如公式（2）所示 [10]，TERGM 的主

要目标是检测在时序（t–1 和 t），节点连接时

序模式 A 是否更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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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RGM 是 在 TERGM 中 增 加 节 点 属

性，在公式 (2) 的基础上，NATERGM 的计算如

公式（3）所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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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3）
其中：① A 是要验证的节点连接时序模

式集合；② η=[ηa] 是一个向量参数，表示每个

节点连接时序模式对网络形成的影响；③ ga(y, 
T, X) 是节点连接时序模式 a 的网络统计，参

数为：网络 y、时间戳矩阵 T 和节点属性向

量 X；④参数估计采用马尔可夫蒙特卡罗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方法。

因此，NATERGM 的主要目标是检验具有属性

X 的节点在时序 T，节点连接时序模式 A 是否

更可能出现。

2  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时序交互模
式的 NATERGM 分析框架

NATERGM 通过检查带有时间戳的网络节

点连接截面数据，准确地跟踪网络节点连接时

序，其基本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NATERGM 分析框架

2.1  网络构建

首先，基于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交互关系

构建有向网络连接，用 Yij 表示网络用户节点

i,j 之间的有向连接，如果节点 i 指向节点 j，则

Yij=1；否则 Yij=0。识别用户节点间所有的有向

连接后，具有 N 个节点的有向网络连接可表示

为矩阵 Y=[Yij], (i,j=1,2,…, N)。
其次，基于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交互的有向

网络连接，用 Tij 记录网络用户节点 i,j 之间的有

向连接建立时间，如果节点 i 指向节点 j 的时间

早于节点 j 指向节点 i 的时间，则 Tij<Tji。记录

用户节点间所有的有向连接建立时间后，具有

N 个节点的有向网络连接时间可以表示为矩阵

T=[Tij], (i,j=1,2,…, N)。
第三，基于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节点属性

特征，用 xi 表示每个网络节点 i 的属性值，具有

N 个节点的有向网络节点属性值，可表示为向

量 X=[x1,x2,…,xN], (i,j=1,2,…,N)。根据在线健康

社区的社会支持作用，笔者将用户发文情感倾

向、用户发文文本长度和用户社区等级作为用

户属性向量，原因在于：①在线健康社区中，情

感因素对病患交互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11]；②平均发帖长度更长，具有较高写作能

力的用户有助于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 [12]；③在

线健康社区中，不同的用户行为，如每日签到、发

帖和回复等，都被赋予了大小不等的经验值，通

过累计经验等级，体现了用户的参与度和贡献

度。

2.2  时序交互模式的 NATERGM 拟合

根据在线健康社区的用户属性向量，笔者

着重研究二元关系 [13] 的互惠性以及三元关系 [13]

的 k-star 关系、传递性和循环性，见表 1- 表 4。
其中，白节点代表一般用户，黑节点代表具有

某一属性特征的用户；虚线箭头连接是在实线

箭头连接基础上发展的网络连接；当节点属性

Xi 为分类属性，I(Xi)=0 或 1，当节点属性 Xi 为

连续变量，I(Xi) 为 Xi 属性值。

2.2.1  互惠性时序模式

互惠性（reciprocity）是指在网络中两个

互相连接的节点所构成的子集，可以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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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i), (i → j)}。在线社区的本质是一个基于

社会资本交换和文化互惠性的实体 [14]，在线健

康社区中用户交互具有互惠性 [7-8]。由此，笔者

将结合时序，研究节点属性对互惠性时序连接

产生的影响，时序假设及其网络统计公式，如

表 1 所示 :

表 1  NATERGM 的时序互惠性

互惠模式 图示 时序假设

反馈 (feedback)
i j H1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收到其他用户的反馈

H1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收到其他用户的反馈
H1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收到其他用户的反馈

回复 (Response)
j i H2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回复其他用户

H2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回复其他用户
H2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回复其他用户

2.2.2  k-star 时序模式

k-star 模式指网络中某个节点和其他数个与

其相连的节点所组成的子集，笔者重点研究2-star
模式。在有向图中，k-star 被分为 k-in-start 和
k-out-star。k-in-star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节点在

网络中受欢迎的程度或者聚敛性；k-out-star 在一

定程度上反应了节点在网络中的发散性或者社会

影响力，网络节点的受欢迎程度和社会影响力会

影响网络连接的形成 [15]，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

交互存在k-star连接 [7]。由此，笔者将结合时序，研

究节点属性对 k-star 时序连接产生的影响，时序

假设及其网络统计公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NATERGM 的时序 k-star

交互模式 图示 时序假设

k-in-star
抢先 (Initial) j 

k 
i H3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抢先连接其他用户

H3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抢先连接其他用户
H3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抢先连接其他用户

k-in-star
拖延 (Laziness)

H4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拖延连接其他用户
H4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拖延连接其他用户
H4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拖延连接其他用户

k-out-star
优先 (Priority)

H5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优先连接
H5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优先连接
H5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优先连接

k-out-star
滞后 (DePriority)

H6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滞后连接
H6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滞后连接
H6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滞后连接

2.2.3  传递性时序模式

对 于 网 络 中 i,j,k 三 个 节 点， 传 递 性

（transitivity）可以被描述为边集合：{(i → j), 
(i → k), (j → k)}, 笔者研究传递性桥接、传递性

追随和传递性引用。在社会网络中，人们倾向

于和朋友的朋友建立网络关系 [16]，在线健康社

区中用户交互存在传递性连接关系 [7]。由此，笔

者将结合时序，研究节点属性对传递性时序连

接所产生的影响，时序假设及其网络统计公式

如表 3 所示：

j 
k 

i 

i 

j 
k 

i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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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NATERGM 的传递性时序

交互模式 图示 时序假设

桥接
(bridge)

H7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桥接其他用户
H7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桥接其他用户
H7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桥接其他用户

追随
（followup）

H8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传递追随其他用户
H8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传递追随其他用户
H8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传递追随其他用户

引用
（reference）

H9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传递引用
H9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传递引用
H9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传递引用

i 

k j 

i 

j k 

j k 

i 

2.2.4  循环性时序模式

对 于 网 络 中 i,j,k 三 个 节 点， 循 环 性

（cyclicity）可以被描述为边集合：{(i → j), 
(j → k), (k → i)}，与传递性研究对应，笔者研

究循环性反向桥接、循环性反向追随和循环性

反向引用。在对狒狒族群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的

研究过程中发现，当食物短缺时，个体间表现

出了明显的循环性交互 [17]，在线健康社区中

用户交互存在循环连接关系 [7]。因此，笔者将

结合时序，研究节点属性对循环性时序连接产

生的影响，时序假设及其网络统计公式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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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 j 

i 

j k

j k 

i 

表 4  NATERGM 的时序循环性

交互模式 图示 时序假设

反向桥接
(reversed bridge)

H10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反向桥接其他用户
H10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反向桥接其他用户
H10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反向桥接其他用户

反向追随
（reversed 
followup）

H11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循环追随其他用户
H11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循环追随其他用户
H11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循环追随其他用户

反向引用
（reversed 
reference）

H12a：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循环引用
H12b：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循环引用
H12c：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被其他用户循环引用

2.3  NATERGM 拟合效果比较

比较步骤如下：首先，基于在时间点 t–1 观

测的实际网络，估计 NATERGM 的参数 ηt–1；接

着，基于 NATERGM 仿真生成时间点 t 的 K 个

与实际类似的网络；第三，将仿真生成的 K 个

网络与实际网络比较绝对差异，如公式（4）所示：
 

' ' '0
1

1( ) ( ( )
K

t t t
ka a a

k
AD g y g y

K =

= − ∑        公式（4）

其 中，y0
t 是 时 间 点 t 的 观 测 的 实 际 网

络，yk
t(k=1,2,…,K) 是基于时间点 t 拟合模型的

第 k 个生成网络，ga(yk
t) 是节点连接时序模式 a

的网络；第四，由于 NATERGM 是在 TERGM
时序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节点属性，因而笔者

将 TERGM 作为基线模型 (baseline model)，用

于比较 NATERGM 拟合效果，采用威尔科克森

符号秩检验验证 NATERGM 的拟合误差是否显

著性低于 TERGM 的拟合误差，如公式（5）所

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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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 σµ /)5.0( −−= +        公式（5）

其中：① 
1

( 0)
T

t t
baseline NATERGM i

t
W I AD AD R+

=

= − > ⋅∑ ，

T 是 比 较 周 期，I() 是 基 线 模 型

TERGM 拟 合 误 差 大 于 NATERGM 的

指 示 函 数，Ri 是 第 i 个 比 较 对 的 秩； 

②μW=n(n+1)/4；③ ( 1)(2 1) / 24W n n nσ = + + ；④Z
值越高说明 NATERGM 拟合误差显著性低于

TERGM 拟合误差。

3  百度糖尿病贴吧实证研究

自 2003 年创建以来，尽管百度贴吧并非专

业的在线健康社区，但其以众多优点吸引了大

量的病患，组成了庞大的病患者贴吧群，目前

注册用户超过 10 亿，月活跃用户突破 3 亿，共

拥有 1 900 万个主题吧。笔者选取百度糖尿病贴

吧作为最终的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糖尿

病是一种较常见的疾病，病患人群广，病患更

倾向于寻求情感慰藉和信息支持。

3.1  用户交互网络构建

3.1.1  网络连接

由于百度贴吧会定期清理冗余数据，因此

抓取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6 年 10 月 -2018 年 2
月，共计 66 周。笔者采用 Python 的 Scrapy 框

架，在抓取的时间段内，百度糖尿病吧中共有

23 777个用户、77 970条主帖和80 729条回复，其

中：① 主帖是由用户直接发出在社区中广播，按

照时间顺序出现在社区主页，是建立用户连接

的一种邀请；② 回复是在主帖下的讨论区，通

过自由回复建立用户连接。

数据抓取后，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清洗和预

处理：① 删除没有任何回复的主帖；②删除没

有参与任何交互的用户；③删除只有视频 / 表情

包 / 图片的帖子；④删除时间相近的重复发帖。

预处理后得到 2 301 个有效用户、6 045 条主帖

和 9 490 条回复。

3.1.2  节点属性

(1) 用户发文的情感倾向。基于中文情感极

性词典 NTUSD，第 i 个用户第 j 条发文的情感

评分 senti(pij)，如公式（6）所示 [18]：

 1( ) [ ( ) ( , ( ))]
ij

ij
s p w sij

Senti p s ntusd w pol w
p

δ
∈ ∈

= ×∑ ∑
公式（6）

其中：① |pij| 是第 i 个用户第 j 条发文的句

子数；② s 是第 i 个用户第 j 条发文 pij 中的语

句；③如果语句 s 是情感非中立的，δ(s)=1，如

果语句 s 是情感中立的，δ(s)=0；④ w 是语句 s
中的情感表达词语；⑤ pol(w) 是 w 在语句 s 中

的极性；⑥ ntusd(w, pol(w)) 是 w 基于 pol(w) 的
NTUSD 分值。

由此，第 i 个用户的发文情感倾向 ALeni 为

其在数据抓取期间，所有 n 个发文的情感平均

值，如公式（7）所示。将 ALeni 标准化 [0,1] 后，作

为第 i 个用户的发文情感值。

1

1 ( )
n

i ij
j

ASen senti p
n =

= ∑
           公式 (7)

（2）用户发文的文本长度。第 i 个用户发

文的文本长度 ALeni 为其在数据抓取期间，所有

n 个发文的文本长度平均值，如公式（8）所示：

 
1

1 ( )
n

i ij
j

ALen lenth p
n =

= ∑
         公式 (8)

其中，Length(pij) 为第 i 个用户第 j 条发文

pij 的文本长度。将 ALeni 标准化 [0,1] 后，作为

第 i 个用户发文的文本长度值。

（3）用户的社区等级。百度贴吧的等级

制度是从 2011 年 9 月 20 日开始实行的一项制

度，通过累计在线时长、参与社区讨论和每日

签到等，得到用户的社区等级，在贴吧中，用

户的社区等级分为 1-9，反映了用户的社区参与

程度。第 i 个用户的社区等级分类值，如公式 (9)
所示：

AGrdi=0 或 1               公式（9）
其中：①当用户社区等级在 1-5 区间，由

于所需经验值很少，新注册的用户可以在数天

之内达到，不能确切反映用户的资历，因此，将

第 i 个用户的社区等级分类赋值为 0；②当用户

社区等级在 6-9 区间，需要一段时间累计经验

值，因此，将第 i个用户的社区等级分类赋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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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7）- 公式（9），节点属性的描

述性统计如表 5 所示：

表 5  节点属性的描述性统计（N=2301）

节点属性 均值 标准差

用户发文的情感倾向 0.031 0.136
用户发文的文本长度 0.163 0.190

用户的社区等级 4.429 1.369

3.2  用户时序交互模式的 NATERGM 拟合

3.2.1  用户发文情感倾向的影响

百度糖尿病贴吧中用户发文情感倾向的

NATERGM 拟合结果，见表 6。用户发文情感倾

向的 12 个假设中，有 4 个不成立，这是由于发

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可能抢先连接其他用户，由

此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优先连接、传递引用和循

环引用。

表 6  用户发文情感倾向的 NATERGM 拟合结果

交互模式 参数值 标准差 假设检验

弧 4.228*** 0.056

互惠
性

反馈 1.683*** 0.092 H1a 成立

回复 2.017*** 0.091 H2a 成立

k-in-
star

抢先 0.195*** 0.004 H3a 成立

拖延 0.009 0.034 H4a 不成立

k-out-
star

优先 0.139*** 0.005 H5a 成立

滞后 0.042 0.044 H6a 不成立

传递
性

桥接 0.137 0.090 H7a 不成立

追随 0.473*** 0.071 H8a 成立

引用 0.334*** 0.076 H9a 成立

循环
性

反向桥接 0.268 0.071 H10a 不成立

反向追随 0.339*** 0.045 H11a 成立

反向引用 0.285*** 0.044 H12a 成立

注：*** p<0.001；** p<0.01；* p<0.05

3.2.2  用户发文文本长度的影响

百度糖尿病贴吧中用户发文文本长度的

NATERGM 拟合结果，见表 7。用户发文文本长

度的 12 个假设中，有 4 个不成立，这是由于发

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拖延连接、桥接和反

向桥接其他用户，由此更可能被其他用户传递

引用和循环引用。

 
表 7  用户发文文本长度的 NATERGM 拟合结果

交互模式 参数值 标准差 假设检验

弧 3.241*** 0.050

互惠
性

反馈 1.412*** 0.103 H1b 成立

回复 1.863*** 0.102 H2b 成立

k-in-
star

抢先 0.024 0.001 H3b 不成立

拖延 0.195*** 0.01 H4b 成立

k-out-
star

优先 0.017 0.001 H5b 不成立

滞后 0.231*** 0.001 H6b 成立

传递
性

桥接 0.813*** 0.103 H7b 成立

追随 0.117 0.084 H8b 不成立

引用 0.391*** 0.080 H9b 成立

循环
性

反向桥接 1.079*** 0.073 H10b 成立

反向追随 0.071 0.046 H11b 不成立

反向引用 0.192*** 0.046 H12b 成立

注：*** p<0.001；** p<0.01；* p<0.05

3.2.3  用户社区等级的影响

百 度 糖 尿 病 贴 吧 中 用 户 社 区 等 级 的

NATERGM 拟合结果，见表 8。用户社区等级的

12 个假设中，有 5 个不成立，这是由于社区等

级较高的用户更可能抢先连接、桥接、传递追

随其他用户，由此更可能反向桥接和循环追随

其他用户。

3.3  NATERGM 拟合度检验

拟合度检验采用度分布参数 [19]，包括：标

准入度、标准出度、偏态入度和偏态出度 , 这
是因为在社交媒体网络中，度分布最能体现用

户如何连接以及如何参与交互。首先，对数据

抓取期间的数据，根据公式（4）以周为单位

进行拟合检验，分别针对每种交互模式 a，得

到基于 TERGM 和 NATERGM 的绝对差异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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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66( , , , )a a aAD AD AD ；接着，以 TERGM 为参照
对象，进行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结果见表 9。

NATERGM 拟合误差显著性低于 TERGM 拟合

误差，具有更好的拟合度。

表 8  用户社区等级的 NATERGM 拟合结果

交互模式 参数值 标准差 假设检验

弧 3.390*** 0.050

互惠性
反馈 1.770*** 0.103 H1c 成立

回复 1.490*** 0.102 H2c 成立

k-in-star
抢先 0.110*** 0.001 H3c 成立

拖延 0.015 0.01 H4c 不成立

k-out-star
优先 0.075 0.001 H5c 不成立

滞后 0.051 0.001 H6c 不成立

传递性

桥接 0.562*** 0.103 H7c 成立

追随 0.318** 0.084 H8c 成立

引用 -0.160 0.080 H9c 不成立

循环性

反向桥接 0.341*** 0.071 H10c 成立

反向追随 0.235*** 0.046 H11c 成立

反向引用 0.198 0.050 H12c 不成立

注：*** p<0.001；** p<0.01；* p<0.05

表 9  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结果

统计指标 标准入度 标准出度 偏态入度 偏态出度

统计值 5.98*** 5.67*** 4.45*** 4.89***

注：***p<0.001；**p<0.01；*p<0.05

4  研究结论及社区发展建议

笔 者 基 于 NATERGM， 构 建 在 线 健 康

社区中用户时序交互模式的分析模型，将百

度糖尿病贴吧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验证了应

用 NATERGM 分析用户时序交互模式的有效

性，揭示了用户属性对用户时序交互模式形成

的影响 [19]。

4.1  互惠性时序模式的形成

互 惠 性 时 序 假 设 中

H1a、H1b、H1c、H2a、H2b、H2c 均成立，意

味着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发文文本较长的用

户以及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倾向于互惠性时序

回复与互惠性时序反馈。

由此，建议在线健康社区提供类似于即时

通讯的机制，方便用户直接交流，并且为发帖

用户提供推荐列表，邀请社区内发文情感积极

的用户、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以及社区等级较

高的用户参与话题的讨论，以促进用户之间的

活跃交互。

4.2  k-star 时序模式的形成

k-in-star 时序抢先假设中 H3a 和 H3c 均成

立，H3b 不成立；k-in-star 时序拖延假设中 H4b
成立，H4a 和 H4c 均不成立。这意味着当用户

收到来自贴吧中众多用户的解答时，来自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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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情感积极的用户和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解答

更可能较早，即这两类用户更倾向于及时回复

解答；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倾向于延迟但详尽

地回复解答。

k-out-star 时序优先假设中 H5a 成立，H5b
和 H5c 均不成立；k-out-star 时序滞后假设中

H6b 成立，H6a 和 H6c 均不成立。这意味着当

众多用户寻求解答时，发文情感积极的用户更

可能被优先回答，但对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并

无优先性；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被滞后

回答，这是由于解读长文本需要一定的时间；在

线健康社区用户更加关注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

情感支持有助于构建活跃的社区氛围，信

息支持直接反映了用户的表述水平和投入程

度，由此，建议在线健康社区根据发帖内容的

丰富程度，给予用户一定的回复奖励，以提高

用户回复质量。

4.3  传递性时序模式与循环性时序模式的形成

传递性时序桥接假设中 H7b 和 H7c 均成

立，H7a 不成立；传递性时序追随假设中 H8a
和 H8c 均成立，H8b 不成立；传递性引用假设

中 H9a 和 H9b 均成立，H9c 不成立；循环性时

序桥接假设中 H10b 和 H10c 均成立，H10a 不成

立；循环性时序追随假设中 H11a 和 H11c 均成

立，H11b 不成立；循环性时序引用假设中 H12a
和 H12b 均成立，H12c 不成立。意味着情感积

极的用户更可能通过积极追随其他用户，进而

被其他用户关注引用其发帖，但还不足以成为

桥接中介；发文文本较长的用户更可能担当桥

接并被其他用户引用其发帖，这是由于发文文

本较长的用户发文信息量大，因而在用户交互

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社区等级较高

的用户更可能担当桥接并追随其他用户，这是

由于社区等级较高的用户经验丰富而善于追寻

有效信息源。

信息支持与经验分享在交互网络中很大程

度上发挥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在线健康社

区为用户提供推荐列表，能充分利用发帖文本

较长用户的影响力以及社区等级较高用户的自

身经验为其他用户提供交互契机。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在节点属性构建中，选取了用户

发文情感倾向、发文文本长度和社区等级作为

用户节点属性，未来研究需要提高节点属性的

完备性，例如增加用户发文专业性。在研究节

点属性的影响方面，探讨了单一节点属性对

网络动态形成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在现有

NATERGM 时序模式的基础上，扩展研究多种

节点属性相互影响与作用下的网络动态形成机

理。在实证对象选取中，将百度糖尿病吧作为

实证社区，未来需要在更多的在线健康社区中

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不同社区中用户交互时序

模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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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but it is difficult 
to reveal the inherent mechanism between network node attribute and user dynamic interaction mode, with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node attribute-based dynamic network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model for users temporal interactive mode of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by applying NATERGM
（Node Attribute-based Temporal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taking the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as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feature of the user node properties that including users emotional 
tendency, the post text and the user community level. Then, data from Baidu Diabetes community from 
October 2016 to February 2018, which involves 2301 users, 6045 posts and 9490 replies, was us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conclu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validity of NATERGM in analyzing 
temporal interactive mode, and node attribute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reciprocity temporal mode, k-star 
temporal mode, transitivity temporal mode and cyclicity temporal mode. Consequently,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health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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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国家越发重视知识产权的发展问

题，将发展知识产权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规划

层面。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

识产权强国，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国发〔2008〕18 号）颁布；2012 年底党

的十八大提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知

识产权在推动创新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

支撑“双一流”建设发展过程中，高校是创新

科研发展的第一阵地，更是知识产权创造、保

护、运用、管理、服务的先进阵地。《国务院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5〕71 号）提出“增加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网点，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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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规划》（国发〔2016〕86 号）要求“增加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网点，加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科技信息服务机构、行业组织等的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国发〔2017〕4 号）明确“支

持高校图书馆建设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

促进高校创新提供服务”。2017 年 12 月，国家

知识产权局联合教育部研究制定并下发《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国知

办发规字〔2017〕62 号）（以下简称《办法》），在

全国大学分批次布点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办法》还对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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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建设原则、工作内容、遴选确认、考

核监督做了介绍 [1]。此外，《办法》第一章总

则第五条规定“知识产权信息中心一般设立在

高校图书馆。”基于此办法中的规定，高校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开展多数是由所在高校图书

馆所主导的。

1  研究现状

笔者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中国知网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通过检索（“高校图

书馆”  OR“大学图书馆”）AND （“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OR“专利信息服务”）相

关主题词，检索到与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相关文章数量为 143 篇文章。发

文量趋势见图 1，从横向时间上来看，相

关文献最早可追溯到 1999 年，整体上发文

量是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近 3 年发文量递

增，说明此研究逐渐被更多人所关注。

图 1  发文量趋势分析

发文的主题分布如图 2 所示，从纵向主题

来看，除“高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主题

文献占比较多外，主题为“信息服务”“专利

信息服务”的文献也不在少数，数量均为 34
篇，表明在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专利信

息服务是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

是研究热点之一。具体来看，研究进展主要聚

焦于高校图书馆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的内容、实

践调研、模式研究、发展对策、趋势分析等 [2-7]，还

有基于不同视角下对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

的研究 [8-11]，如“创业创新环境下”“大数据

环境下”“协同创新下”的专利信息服务等；主

题为“智力成果权”“财产权”“知识产权”文

献则主要探讨高校图书馆开展服务过程中的知

识产权问题 [12-15]，还有一部分着重研究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的模式与体系构建 [16-19]。在以上成

果的基础上，笔者运用网络调研法以及案例分

析法来开展研究。

2  调研分析

2.1  数据获取

2018 年底，笔者基于管理政策、机构

设置、职能作用、合作组织、服务内容 5 个

维度对 102 所高校及图书馆网站开展网络调

研，高校名单来源于教育部科技查新服务平台

（http://www.chaxin.edu.cn/templates/index.
xhtml）。2003 年 -2014 年，教育部共发展 7
批工作站，总计 102 所高校。研究对象的选

择主要依据为：①基于《办法》第三章第十条

申报基本条件为具备“团队人员在 10 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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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0 名），其中 5 名以上（含 5 名）具备

科技查新工作经验并接受过系统的知识产权信

息培训”以及第十一条在同等条件下，具备以

下条件的优先考虑：“高校具有科技查新工作

机构，或具有有关部委、全国性行业协会认可

的类似机构”。②科技查新是科学研究、产品

开发和科技管理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

作，同样作为高校知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中重

要的一部分可以为科研立项和科研成果的鉴

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等提供客观依据，从

而促进高校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和服务。

图 2  主题分布

此外，《办法》是对初步建立高校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宏观层面的规定，而对于其建

立后具体“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尚未涉

及，如建设后的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的管理政策、机构设置、职能作用、合作

组织、服务内容等。通过收集整理 2018 -2019
年 102 所高校图书馆网站知识产权服务相关信

息，探究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

发展现状，总结归纳对策措施，以不断加快完

善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实

践发展。

2.2  数据分析

选取 5 个维度分别来揭示我国高校图书馆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发展现状，如表 1 所示：

表 1  分析维度及属性代表

序号 分析维度 属性代表

1 是否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政策 管理政策

2 是否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服务部门 / 馆员；是否为“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机构设置

3 是否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 职能作用

4 是否加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成为首批 22 家理事会单位 合作组织

5 开展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2.2.1  管理政策

判别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管理政

策是通过该高校是否发布了版权声明或者版权

公告以及科技查新站的保密协议和图书馆用户

隐私保护等政策内容入手的。“图书馆的版权

信息服务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相应的图书馆使用

指导，同时也为图书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

供了保障。如果轻视、减小版权保护力度，一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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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容易引发版权争议风险，二则若有意识地恶

意地对抗、挑战法律，容易导致侵权行为的发

生，既不利于尊重创造者的创新劳动，也不利

于保护创造者的知识产权。”[20] 高校图书馆知

识产权管理政策分析见表 2。通过表 2 可知，一

半以上的高校制订了版权公告，尤其是关于数

字电子资源方面的说明和要求，具有一定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但在调研其网站的过程中笔

者发现大多数版权公告存在类名名称不一致甚

至不规范、类目位置不明显、版权公告内容多

寡不一等问题。

表 2  管理政策分析表

序号
是否制定了知识产权

管理政策
数量（所）

百分比
（%）

1 是 57 55.9
2 否 45 44.1

2.2.2  机构设置

高校图书馆是否设立了“高校国家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直接反映了高校图书馆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的机构设置情况。之所以选取国

家“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是因为这是

一个实体机构，不同于一般高校建立的虚体机

构，他们在服务团队、人员支持、经费保障以

及组织管理机制方面相对来说较为完善。

2019 年 2 月 3 日公示的首批 23 所高校国家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名单为：北京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河

北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

京工业大学、宁波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湘潭大学、郑

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山大学 [21]。高校

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设置分析如表 3 所

示，在 102 所高校中，除河北工业大学和湘潭

大学外，总计 21 所高校设有“高校国家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占比 20.6%，约五分之一高

校在积极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支撑高校协同创

新。而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高

校中机构设置较为清晰合理的，如北京大学设

立的“研究支持中心”全新开展专利查新及知

识产权服务，支持北京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同

济大学图书馆于 2017 年 9 月对机构组织架构进

行调整，申请成为为知识产权服务部，后合并

成为“学科与知识产权服务部”，2018 年 2 月，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颁布《办法》的背景

下，同济大学成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挂

靠图书馆，着力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人才

培养等工作。

表 3  机构设置分析表

序号
是否为“高校国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数量（所）
百分比
（%）

1 是 21 20.6

2 否 81 79.4

2.2.3  职能作用

职能作用是指高校图书馆除了对校内用户

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外，还承担加强知识产

权信息公共服务建设、促进专利信息的广泛传

播和有效利用的职能。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

公布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名单的通知》（国

知办函办字〔2017〕531 号）确定了北京市知识

产权信息中心等 120 家单位为全国专利文献服

务网点，其中高校服务网点为 38 所。如表 4 所

示，26 所高校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文献服

务网点”，占比 25.5%，约四分之一的高校不

仅承担校内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还能够主动为

社会公众、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为助力创新创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

表 4  职能作用分析表

序号
是否为“国家知识产权局
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

数量
（所）

百分比
（%）

1 是 26 25.5

2 否 76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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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合作组织

2018 年 6 月，高校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建设

研讨会暨高校知识产权服务中心联盟成立仪式

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召开，会议正式成立“高

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首届理事会

由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

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

京工业大学、深圳大学、广西大学、太原理工

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共 22 家单位组成。同济

大学任联盟首届理事长单位，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副理事长单位。“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受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的业务指

导，由致力于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

的高校图书馆自愿联合成立，旨在进一步贯彻

和落实《办法》，推进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的建设和业务发展 [22]。如表 5 所示，“高

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首批 22 家理事

会单位高校中除深圳大学均涵括在 102 所高校

中，与其在“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

占比相同，同样有约五分之一的高校积极加入

知识产权行业协会与组织，共同寻求发展与合

作，也标志这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从

零散到集群化专业化发展，极大地促进高校科

研成果转移转化，进一步提升“双一流”建设

水平。

表 5  合作组织分析表

序号
是否加入“高校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联盟”，成
为首批 22 家理事会单位

数量
（所）

百分比
（%）

1 是 21 20.6
2 否 81 79.4

2.2.5  服务内容

笔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高校图书馆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内容予以阐述。通过对 102 所高校

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内容的梳理，发现有

73 所高校网站提供了相应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内

容介绍，其余 29 所高校未显示服务内容或仅提

供基础的服务联系方式，故本次内容分析的样

本量为 73 所高校网站。针对此情况，通过内容

分析的预编码，形成编码表（见表 6）。表 6 分

为三级类目，一级两层分为“服务内容”与“服

务对象”，二级类目各为四层，三级类目数量

不一。

表 6  内容分析编码表

1 服务
内容

1.1 知识产权
服务之专利

服务

1.1.1 专利查新

1.1.2 专利检索

1.1.3 专利培训 / 讲座

1.1.4 专利分析

1.1.5 专利咨询

1.1.6 专利预警跟踪

1.1.7 专利布局

1.1.8 专利人才培养

1.1.9 专利资源导航 / 专利索
引

1.1.10 专利代理

1.1.11 专利审查

1.1.12 专利服务月 / 专利宣传

1.2 知识产权
评议

　

1.3 知识产权
咨询

　

1.4 知识产权
培训

　

2 服务
对象

2.1 全校师生 　

2.2 企事业单
位

　

2.3 政府 　

2.4 机构 大学科技园

首先，服务内容主要由知识产权服务中的

专利服务、知识产权评议、知识产权咨询以及

知识产权培训构成。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内容所占比例如图 3 所示，其中专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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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96%，可以看出其服务占据主导型地位；知

识产权评议、咨询与培训占比微乎其微。其实

以上专利服务的各项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贯穿

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形

成良性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内容体系。

图 3  服务内容

如图 4 所示，专利服务中专利查新、专利

检索、专利培训 / 讲座、专利分析以及专利咨询

为主要专利信息服务项目，专利预警跟踪、专

利布局、专利人才培养、专利资源导航 / 专利索

引、专利代理、专利审查、专利服务月 / 专利宣

传也均略有涉及，下面逐一分析各项内容。

首先，占比最多的专利查新，它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实施细则》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委托人提供的专利查新委

托单为依据，依托拥有的文献资源、长期从事

专利检索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高素质的检索人员

条件，通过检索等多种途径，运用综合分析和

对比的方法，重点考察发明技术的新颖性、创

造性，评价科研成果和发明创造的“可专利

性”，并提供文献查证结果，帮助委托人更好

地开展专利申请。其中，科技查新与专利查新

虽然均属于查新范围，但在具体定义、查新程

序以及查新报告格式和检索结果方面都存在一

定差异 [23]。因此，高校图书馆应针对专利查新

的特点更好地开展专利相关服务。

其次，紧随其后的专利服务为专利检索、专

利分析以及专利咨询。专利检索服务具体包含

专利文献预检索、专利定题检索、专利法律状

态检索、新颖性检索、授权专利检索、跟踪检

索等。高校图书馆的专利数据库以及一些专业

性的专利检索平台和网站能够发挥极大作用，帮

助用户检索到需要的内容。专利检索后离不开

对应的分析，专利分析同样也是高校图书馆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重要部分。如针对高校或者

行业的专利竞争力分析、定题专利分析、专利

技术分析、专利态势分析、专利检索分析、核

心专利挖掘、专利情报分析、专利预警与侵权

分析、发明人定题专利分析、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专利分析服务等。专利咨询则涉及到专利基

础知识咨询、专利信息检索咨询以及专利法律

状态咨询等。这些不同层次的服务主要是围绕

用户需求开展，有的是嵌入到用户个人以及团

队，有的是嵌入学科以及专业领域，开展的是

嵌入式科研服务。

第三，相比于专利人才培养，专利培训 / 讲
座的占比更略胜一筹。开展的培训 / 讲座主题包

括专利信息基础及检索分析实践、专利基础知

识与常用检索工具介绍、国内外专利的检索和

分析——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专

利检索与情报应用等，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专

业基础知识以及专利检索系统、方法以及分析

的介绍。而专利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高校开设

知识产权相关课程为主的教学活动展开，并无

其他实践活动或者与基地合作等培养形式。值

得一提的是，有两所高校开展了“专利服务月”活

动，开展专利知识现场咨询，针对师生在专利

申请过程中涉及的专利申请流程、专利电子申

请、专利撰写与答复等问题进行现场咨询，举

办知识产权专题讲座等，建设专利宣传的品牌

活动，不断使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深入人心。其

他，诸如专利预警跟踪、专利布局、专利资源

导航 / 索引、专利代理、专利审查几项内容只有

少数高校提供这方面的专利服务。除专利资源

导航 / 索引服务外，其他几项服务的专业度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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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容小觑，只有在提供知识产权基础信息服

务的前提上进阶发展，才可以提供更深层次的

高端信息服务，也是提升图书馆价值的有效途

径之一。

图 4  专利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所占比例如图 5 所示，89% 的

高校图书馆均以校内用户为服务对象，但不乏

一些高校也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表明自身的

服务对象不限于校内用户，还可以为企事业单

位、政府以及机构服务。这一数据与 2.2.3 职能

作用中具有“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文献服

务网点”高校的数据有偏差，其原因在于有些

高校虽然兼具服务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功能和作用，但并未具体明晰地标注其服务

提供范围或者开展的服务并未十分深入。

图 5  服务对象

3  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基于网络调研法和内容分析法

对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发展现状的揭

示，同样根据 5 个维度提出如下建议：

3.1  管理政策 —— 政策标准双管齐下

对于高校图书馆，首先应在意识上予以重

视，尽快建立版权声明保护自身和读者的知识

产权权益。再者，应建立中心自身的知识产权

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帮助用户申请专利、确

定和评估高校科研成果价值，将管理的知识产

权及时高效地转移转化。对于政府方面，呼吁

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发布的国家标准《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予以更新完善，建立版权公告标准规范并

加强图书馆的版权宣传。政府相关部门应持续

关注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发展现状，出台

有利于其稳步提升的扶持政策，健全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的监管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2  机构设置 —— 中心架构科学合理

未建立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的高校应根据《办法》规定，积极提升自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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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方面的软件和硬件条件，加

快建立服务中心以为更多用户提供专业服务。

已建立服务中心的高校应秉承科学合理的原

则，根据《办法》中的建设原则及其职能作用

设立中心架构。一方面，从人才培养来看，需

要设立知识产权学院，培养综合性知识产权人

才，储备知识产权专家和学者；另一方面，从

知识产权成果角度，可考虑设置知识产权成果

转移转化工作室，通过前期设立完整严禁的转

化程序，配合学校相关部门使知识产权成果得

以及时有效的转化应用。

3.3  职能作用 —— 人才服务缺一不可

机构设置是职能作用发挥的重要体现。机

构设置应考虑两方面原则，即人才培养和知识

产权成果转移转化，这是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作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建设

的两大职能所在。首先，人才培养体现在 3 个

方面：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人才培养

模式、复合型人才储备机制以及评价机制。在

培养模式方面，可联合校内学院校外机构采取

教学理论和实践双轨模式，复合型人才储备机

制以及评价机制则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专

门人才的持续职业发展。其次，除了知识产权

的专利服务外，还要着重强调知识产权成果转

移转化服务。通过在中心内部设立转移转化工

作室来实现知识产权服务的目的——让知识产

权成果及时为其所用。

3.4  合作组织 —— 产学研用共创共赢

除了加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

外，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也应积极联合

产业、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政府，形成知

识产权服务共同体，一同打造沟通交流平台，构

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服务体系，实现共创共赢。

通过打造平台，高校等非营利机构可以面向社

会其他群体开放，提供各种知识产权数据库和

技术信息等，同样也可以选派知识产权管理和

运营专家作为知识产权顾问，为企业提供面对

面的知识产权服务。而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由

政府引导，由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等产业牵

头，由高校主导，从而实现资源对接，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

3.5  服务内容 —— 嵌入渐进打造体系

通过调研，不难发现许多高校现阶段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主要是以专利服务为主的，但后

续应讲求体系化的发展，逐渐纳入版权、商标

等其他服务内容，构建“嵌入渐进打造体系”的

服务内容。具体是指在提供基础服务前提下进

阶，不断深入服务，构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体系。

即在开展知识产权基础信息服务的基础上，为

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也就是嵌入式服务，从

而形成不断升级的立体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体

系。结合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

展现状和《办法》规定，对高校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的工作服务内容进行归纳，涉及以下

6 个方面：知识产权基础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信

息咨询、专利服务等）；知识产权人才培育；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资源平台、分析工具开发；嵌

入式科研团队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决策支持知

识产权服务；高校知识产权成果转移转化服务。

4  结语

研究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的发展现状，不仅可以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实践发展提供借鉴，更能

不断提升高校自身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契

合国家建设“双一流”高校的发展趋势。通过

对国内 102 所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

发展现状进行网络调研，笔者总结归纳高校图

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未来发展需要关注

的 5 个方面。希望未来各个高校图书馆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可以结合当下自身实际发展情

况和需求发展，注重管理政策、机构设置、职

能作用、合作组织、服务内容等方面内容，不

断提升，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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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学是以知识管理实践与理论为基

础，形成的一门专门学科。信息时代，随着大

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等技术环境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国内知识管理领域逐渐引起人们

的重视。2015 年 10 月，中国知识管理联盟在北

京成立 [1]；2016 年，《知识管理论坛》获得国

家正式出版资质，其定位于专注知识管理领域

研究成果发布与交流的学术刊物 [2]；高校也陆

续开设知识管理相关课程。

在知识管理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努力实

现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进行学科建设的探

索，以期知识管理学能得到新发展 [3]。南开

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柯平教授率先采用知识

管理教学模式，通过创新“知识管理”课程

【最佳实践】

知识管理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柯平 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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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知识管理是图书馆学学科的一门重要课程，为促进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需重塑“知识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 方法 / 过程 ] 首先梳理国内外“知识管理”课程教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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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模式，帮助教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相

互促进，为其他高校开展“知识管理”相关

课程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1  “ 知识管理 ” 课程教学的现状

1.1  国内外 “ 知识管理 ” 课程教学成效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国外的知识管理教

育具有依托学科丰富、应用结合广泛、教育层

次齐全、教学形式多样等特点，教学形式以正

规教育为主，远程教育和证书教育为辅 [4]45。

其教学模式如下：①融入现有的课程；②开展

专题讲座；③开设知识管理课程；④创办知识

管理专业。教学方式以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为

主，自主式学习、小组讨论、实践学习等为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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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方法包括头脑风暴法、教学联盟法等 [5]111。

中国大陆地区的“知识管理”课程多为概述性、导

论性的课程，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都有开设

课程 [4]52。

课程教材呈多样化。知识管理教学的

参考书很多，国外的参考教材集中于企业知

识管理方面，如《知识管理战略制胜》（S. 
Barnes，M. Nick，2016）[6] 等，但鉴于国情

不同，书中的案例、知识管理的原理和方法不

能直接运用于国内，所以不宜直接采用国外的

参考教材。中国知识管理教学的教材，集中在

管理学和图书馆情报学方面，包括台湾地区的

《知识管理理论与实务》( 林东清，2005) [7]。

在大陆地区，《知识管理学》（张润彤等，2002）[8]

是较早以“知识管理学”为标题的著作之后，《知

识管理导论》（张润彤，2005）[9]、《知识管

理》（韩经纶，2006）[10]、《知识管理学》（柯

平，2007）[3]、《知识管理学概论》（邱均平

等，2011）[11] 及《知识学研究》（柯平，2017）[12]

等陆续出版。国外的参考教材大多围绕企业管

理的角度展开，不适合国内国情；国内的参考

教材关于案例、方法和经验的描述较多，理论

研究偏少。

国内外知识管理的课程内容有不同的构

建方式，国内的构建方式主要有：五大模块

划分法，即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战略与方

法、过程、实践与应用、关键技术 [13]；四部

分划分法，包含知识、策略、流程与活动、实

施 [14]254。国外高校主要把管理、技术和信息

作为知识管理的基础，专业技术与应用性的

课程较多 [4]52-53。

1.2  国内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策略

我国知识管理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为教学

规模不大、专业定位不明、学科体系不完备、知

识管理教育的层次不齐全、技术和应用方面课

程设置过少等 [15-16]。

面对知识管理教育的现存问题，完善知识

管理教学的策略如下：根据学生的需求确立课

程教学内容体系，丰富知识管理教育形式，明

确知识管理教育目标，编写高水平的教材等；实

现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结合；授课教师除了具

备多学科的理论综合知识，还需摸索实用的知

识管理方法和技术，运用案例教学启发学生的

思维；等等 [4,14,16-17]。

2  基于知识管理方法的 “ 知识管
理 ” 课程教学

柯平教授自 1999 年开始从事知识管理教

学，培养知识管理方向研究生，从而形成了从

本科生到研究生区分层次的知识管理教学体

系，以及本科以知识体系和应用、案例教学为

主，研究生以专题研讨、理论探索为主的知识

管理教学特色 [3]VII。本文以 2018 年南开大学商

学 院 MLIS（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的“知识管理”课程为例，具体从课

程的教学阶段和教学专题介绍基于知识管理方

法的“知识管理”课程教学。

2.1  “ 知识管理 ” 课程教学阶段

采用知识管理方法的目标是通过知识管

理理论的学习，学生掌握知识获取和组织的技

巧，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进行知识共享，学

会知识表达，善于对知识进行评价，实现知识

的转移和转化，形成知识创新 [3]82。教师要求

学生在课堂之外，自学掌握知识获取和知识组

织的技巧和能力，知识获取强调对存在于组

织内部已有知识的整理与外部已有知识的获

取，学生学会掌握主动式和被动式的知识获取

方法，包括知识搜索、购买、分类、编码和整

理 [17]。知识组织指对知识进行合理和有效组织

使其结构化，实现对知识的高效存取、利用和

管理 [18]。知识组织的原理包括知识重组、知识

表示和知识记忆，特别注意的是隐性知识的组

织方法，记忆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知识自组

织等技能 [3]370-375。

“知识管理”课程的课堂教学阶段（见图 
1），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知识共享、知识表达

与评价、知识创新，这三部分都体现学生知识

转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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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课程教学阶段

小组汇报

知识转化

知识转移

知识组织

线上讨论

线下讨论

解决问题

个人知识
管理

小组讨论

小组评价

助教评价

评价主体 评价标准

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

知识表达与评价知识共享 知识创新

量的评价

质的评价

知识表达 知识评价

图 1 “知识管理”课程教学阶段

2.1.1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是通过知识单向、双方或多向传

递，个体、群体以及组织各种形式的交流，实

现知识所有者与他人分享知识以及知识被共知

和共用的过程，知识共享的客体是显性知识和

隐性知识，此过程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

互转化，知识通过共享才能发挥效益，不同知

识的交流能产生新知识，促进个人和组织的知

识增长 [3]79-81。本课程通过小组讨论和个人知识

管理环节来实践该阶段。

2.1.2  知识表达与评价

知识表达与评价会涉及到知识的转化和转

移。良好的知识表达具备效率、易理解性、易管

理性等特征 [19]，通过知识表达实现客体向客体

的知识转化、主体向主体的知识转移；知识评价

蕴涵在整个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无论显性知识与

隐性知识，还是个体知识与集体知识的管理，都

应该包括知识评价的步骤与过程 [20]。本课程通

过小组汇报、自评和互评等环节来实现该阶段。

2.1.3  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新发展，探索新规

律，创立新学说，积累新知识，并应用到产品（服

务）中去。知识的创新重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

识之间的相互转化，野中郁次郎的 SECI 模型提

出通过知识的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及内化 4
种方式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间转化完成知识

创新 [3]92，本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主题研讨来

应用该阶段。

2.2  “ 知识管理 ” 课程教学专题

用知识管理的方法进行知识管理的教学研

究，除了基本教学，本门课还分为 3 个专题，无

领导小组讨论、小组教学、主题研讨。每个专

题又分为 4 个环节，分别由讨论、汇报、提问

互动和评价打分构成（见图 2）。

“知识管理”课程教学专题的主要环节如

下：

2.2.1  基本教学

基本教学即为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应用

的讲授，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知识管理理论

的学习，包括知识管理的产生与发展、知识管

理的特征和知识管理的意义、隐性知识的转移

及其应用等，构成“知识管理”比较完整的知

识体系。另一方面是知识管理应用的学习。首

先，关于个人知识管理方面的应用，教师通过

自我介绍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如何做好个人的知

识管理。第一堂课对学生进行小测验，分成 4
个部分：①测验学生对“企业信息化、信息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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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资本、企业文化等”的了解程度；②自测题，偏

重于对性格的分析；③六顶思考帽，让每位学

生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思维模式的思考帽；    
④客观评价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包括知识方面

和兴趣爱好等非知识方面。此外，撰写“回忆

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作业，希望学生养成“个

人知识管理”意识，运用所学理论对自身的知

识管理进行分析和梳理。其次，关于工具方面

的应用，教师向学生介绍思维导图、可视化、社

会网络分析等软件的使用。

线上讨论

线下讨论

“知识管理”课程教学专题

基本教学 主题研讨

理论学习

应用学习

PPT评价

互动与合
作评价

内容评价

小组教学

小组讨论

提问互动

评价打分

小组汇报

讲解评价

无领导小组讨论

老师 
点评

小组讨论

提问互动

评价打分

小组汇报

全班讨论

提问互动

评价打分

主持人
汇报

助教评价
（质）

管理员评
价（量）

图 2 “知识管理”课程教学专题

在基本教学过程中，综合使用案例教学、讨

论教学和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课程安

排方面，基本教学紧密联结其他 3 个阶段的教

学，力求理论指导实践，及时梳理课堂问题。

基本教学不仅使学生系统学习知识管理相关知

识，而且为学生运用知识共享、知识表达与评

价、知识创新提供理论准备。

2.2.2  无领导小组讨论

无领导小组讨论是指运用松散型群体讨论

的形式，快速诱发人的特定行为，并通过对这

些行为的研究来判断被评价者的个性特征 [21]。

目前把这一方法应用到课堂教学来，有助于活

跃课堂氛围，并用开放式的主题讨论来锻炼学

生的知识共享和表达能力。

本课程上，全班同学自由分成 3 个小组，围

绕“知识就是力量”进行无领导小组讨论，每

个小组配一个助教，助教不参与讨论，只负责

旁听和记录每个小组的发言。第一个环节，每

个小组的成员轮流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虽

然没有选定小组主持人，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

每个小组自然产生话题的领导者，每个学生尝

试把自身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接着把知

识从个人转移到组织，实现知识的共享。第二

个环节，讨论结束后，每个小组推选两名成员

对所在小组的讨论成果进行汇报。各个小组汇

报的形式不同，包括按内容进行分块汇报、讲

解与板书相结合汇报等，小组汇报时通过材料

的组织和呈现完成知识表达。第三个环节，其

他小组与汇报小组就汇报内容进行提问互动，加

深对汇报内容的理解。第四个环节，两位助教

对每个学生的表现进行评分，评分标准为小组

讨论时每个学生的发言次数和发言内容。

2.2.3  小组教学

小组教学是教师提供不同的主题给学生进

行分组教学，接着其他小组对教学小组进行提

问互动，最后通过自评和互评给每个小组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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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上，教师根据 7 个主题把全班分成 7 个

教学小组，每个小组围绕各自的主题进行 45 分

钟的 PPT 展示，展示内容可参考教材，但不局

限于教材。小组教学的 4 个环节如下：每组成

员先开展小组内部讨论，接着按照讨论的结果

制作 PPT 课件在课堂上汇报，汇报结束后进入

互动环节，其他 6 个小组成员按顺序对教学内

容进行提问，同时，教学小组根据问题进行互

动；评价打分环节，助教和 7 个小组在评价表

上撰写评价内容和分值，评价形式分为自评和

互评，评价内容包括对每个教学小组的讲解、内

容、PPT、互动与合作等四部分，因课堂时间限

制，并未细化到个人的评价。

分组的规则如下，每个学生适当参考第一

堂课的测验结果，基于每个人的思考帽颜色进

行自由组合，要求每个小组的成员由不同颜色

的思考帽来构成，并推选出小组组长（具体分

组见表 1）。

表 1  分组情况表

组名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第六组 第七组

教学主题 知识社区 知识管理系统 知识型企业 知识地图 知识产品 知识资本 CKO

小组成员

吕同学
（组长）

边同学
（组长）

阴同学
（组长）

韩同学
（组长）

崔同学
（组长）

龙同学
（组长）

陈同学
（组长）

杜同学 张同学 史同学 陈同学 张同学 陈同学 李同学

田同学 汪同学 高同学 张同学 赵同学 李同学 李同学

杨同学 路同学 陈同学 郭同学 魏同学 李同学

白同学 李同学 张同学 周同学 田同学 庞同学

7 个小组体现出知识管理的两个方面：①集

体智慧。团队默契不代表智慧，表现突出的小

组成员也不代表集体智慧。知识管理解决的问

题就是把每个人的知识或才能发挥出来，实现

集体智慧最大化，而不是单靠个人的突出贡献，7
个小组的分工让同学们感受到集体智慧的力

量，如同CKO 职位的作用就是创建组织架构，把

集体智慧发挥出来，参与到知识创新。②知识

的转化与转移。本课程的 7 个教学小组把书本

知识变成课堂知识展现给全班，实现知识的转

化。转化的过程中，知识从个人到个人或从个

人到组织实现知识的转移。例如，第一小组对“知

识社区”主题进行教学，备课的过程实现了“知

识社区”相关知识的转化，并把书本的知识转

移成自己的知识，同时，其他同学理解了“知

识社区”的知识，实现“知识社区”的知识从

第七小组转移到其他小组和个人。

2.2.4  主题研讨

主题研讨是让全班学生通过线上和线下两

个场合对某个主题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或助

教通过质和量两个标准对每个学生的发言给予

评价打分，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

本课程围绕“华为危机”这一热门事件进行主

题研讨，要求学生运用知识管理的方法来解决

危机和避免危机，此次研讨不分组，每个人表

达自己的观点，研讨主要集中在线上，少量在

线下。主题研讨的具体环节如下：首先，建立

微信群，全班推选一个群主和两个主持人。群

主负责记录和整理每个人的发言，包括发言的

次数和字数。两个主持人组织大家研讨，一个

主持人负责线上讨论，另一个负责线下讨论，讨

论结束后由主持人总结汇报研讨的结果。同

时，两个助教观察每个人的发言，针对发言内

容进行星级评价。这个评价过程中，发言的次

数和字数是以量作为评价标准，发言的具体内

容是以质作为评价标准，然后综合质和量两方

面，给出总的评价分数。从 2018 年 12 月 19 日

至 2019 年 1 月 2 日，29 人参与讨论，共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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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次。

3  知识管理方法教学成效

课程结束时，有学生表示“课程的每一个

环节都印证着知识管理的每一个理论，这学期

刚开始时，还觉得迷茫，学这门课到底追求什

么，又学到了什么？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线上和

线下讨论，已经掌握这门课的精神‘分享、管

理和创新’，发现它们已经融入我的生活，运

用《金刚经》‘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

尚应舍，何况非法’，更好地理解课程的精神。”这

体现出大部分学生从刚接触这门课的生疏感到

课程结束后的受益匪浅。

本课的每一个教学阶段不仅见证着学生的

进步，还增进同学间的沟通，有学生感悟到：“通

过课堂互动和小组协作，增进同学们间的友谊

和了解，通过小组讨论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和

想法的差异，知识创新阶段让自己更加关注国

家大事，而不只是局限在个人的事情上。” 
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核心，知识共享阶段

的小组讨论环节，学生打破知识垄断，促进个人

知识与组织知识的增长，实现知识的增值 [3]81。

围绕同一主题，学生们分享自己的不同观点，但

知识共享的效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个体层

面，如果共享建立在利于他人的动机且双方或

多方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则会取得较好的效

果；组织层面，知识共享的效果更取决于参与

共享的成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10]299。

课堂上，助教通过观察，发现小组成员越愿意

分享知识，且对于他人的分享感兴趣并给予反

馈，所在小组的讨论效果越好。很多学生说“小

组讨论时，大家开始都不积极，但是随着一

人一句的讨论，围绕共同的目标，大家逐渐

找到讨论的方向”；还有学生强调“通过人

生的首次无领导小组讨论，了解自己适合承

担什么角色”。

知识表达阶段锻炼了学生的 3 种能力：    
①知识组织能力。各小组围绕主题进行汇报，汇

报前需要选择材料和组织内容，内容以教材的

权威知识为主，并配以辅助材料；进行材料组

织时需根据汇报时间和汇报人的语速设定 PPT
的数量和内容。小组汇报的过程中学生对于选

择哪些材料和如何选择均进行解释，汇报内容

涵盖视频、漫画等多种新形式。②策划与设计

能力。汇报时知识如何呈现，采用哪些元素以

及 PPT 的形式、内容与风格的契合度都需要考

虑，每个小组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团队的创

新力。如小组教学专题，第三小组和第四小组

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解释理论；第七小组采用

情景剧的方式引入主题；第五小组的“有奖问

答”形式增加了教学的互动和趣味性。③逻辑性。

小组汇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遵循汇报主题的逻

辑体系，体系中缺失任何一块都会影响整体。

此外，受益于知识管理工具的介绍，有学生提

到“通过思维导图和知识图谱的方法让知识更

加系统化地表达出来”。

知识评价阶段有提问讨论和评价打分两个

环节，提问讨论环节，重在对知识的看法和分

析，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有利于知识转化

和转移；评价环节，每个人学会遵循自己的评

价指标体系对完整知识进行评价，不只局限于

评价讲解过程，更多的是对知识的评价，另外

通过自评，学生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互动

式的学习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学习过程像是

一面镜子，对自己的认知更加全面，小组教学

阶段，意识到整个过程都是总结他人的研究成

果，独立性的思考不足，也意识到自己的表达

能力不足，今后学会如何改进”。 
知识创新阶段为本课的主题研讨专题，学

生运用已学知识来讨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体

现知识的创新。运用知识管理的方法，如何把

隐形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是影响知识创新的难

题和重点问题 [13]297。学生普遍反映知识创新阶

段难度较大，但都努力运用课堂所学，希望有

所突破。有的学生认识到此阶段自己的不足：“知

识创新方面，意识到自己的观点都是评价性

的，研究性内容较少”；有的学生感悟到：“知

识创新阶段，对我而言并不容易，只能广泛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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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料，了解事件背景，完成一次全新角度的

思考”；有的学生对他人在这个阶段的表现进

行思索：“知识创新方面，大部分同学是梳理

事件脉络以及搜索相关文献提出建议，即从危

机管理知识的角度和如何运用类似危机管理案

例来看待该事件，其中涉及到知识获取、知识

存储以及知识管理战略等理论”。

学生表示通过“知识管理”课程的学习，对

自己的思维模式、优势及劣势有更全面的理

解，并认识到思维模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譬

如，有学生提到：“在完成作业时，尝试挖掘

和外化自身的隐性知识，同时组织显性知识，用

思维导图的形式与大家分享，最后创新性地用

图片和文字结合的方式来呈现作业”。

4  结语

通过本门课程，同学们真正感受到知识就

是力量，并把本课所学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同学提到：“把知识管理运用到了自己身上，以

前经历了 3 次面试失败，突然意识到失败也能

转化为成功的求职经验，经过经验总结，通过

了面试”；有同学说：“本课所学提高自身思

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在人前讲话的勇

气，学会如何为简历增色，如何管理自己的知

识”；也有同学表示：“明白了知识分享对交

流的意义，对自己也有更清晰的认识，学会利

用自己所学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加明白了团队

合作的意义，成为知识管理本身的受益者”。

知识管理作为国内图书馆学长期关注的领

域，在教学中需要思考如何能更有效地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如何能加强课程学习的有效性，如

何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因而，需要进行课

程教学模式改革，知识管理教学模式便是其中

一项有益探索，以知识管理方法开展教学，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对实践问题的能力，不

仅适用于知识管理的相关课程，也为图书馆学

其他课程教学提供了借鉴。

未来还将在知识管理教学模式基础上进一

步优化知识管理教学方式，强调实践，加强知

识管理的技术、应用和案例教学，开展远程教

学等多元化的教育课程形式，完善教学体系，提

高整体教学成效。正如柯平教授所说“知识学

研究是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将推动着图书

情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整合，也促使科学学、创

新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进一

步走向深化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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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

Ke Ping  Peng Lia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ourse in library scie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the teaching mod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ourse.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combed the status quo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ourse teac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course teaching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based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 from two aspects: teaching stage and teaching topic. [Result/
conclus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 This course 
embodies the spirit of “sharing,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and focuses on training student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bility, planning and design ability and logicality, hoping to guid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knowledge management” course.
Keywo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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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从赋能到智能：提升知识管理的智慧水平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蓝凌副总裁夏敬华博士

◎ 采编：王铮

专家简介

夏敬华：蓝凌软件副总裁，蓝凌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博士后；具有 17 年企业管理

咨询和信息化经验，专注于知识型组织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国知识管理主

要倡导和推动者，中国知识管理国家标准主要参与制订者；北大、清华、复旦、同济、香

港理工大学等国内外高校 CIO/MBA/EMBA 班特约讲师；著有《知识管理》《知识化

生存——知识管理方法论》《领跑企业信息化 CIO 工作手册》《创造智慧工作》等作品。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王铮

文字整理：王铮

采访时间：2019 年 3 月 30 日

采访地点：上海蓝凌研究院

引用格式：从赋能到智能：提升知识管理的智慧水平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蓝凌副总裁夏敬华

博士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9, 4(3): 190-196[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77/.

1  源于实践、面向实践的知识管理
研究

KMF：夏敬华博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

访。蓝凌一直以来都是国内提供企业知识管理

解决方案的一流机构，并且设有知识管理研究

院，发起并推动了国家《知识管理标准》的制定。

那么就请您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蓝凌知识管理研

究与应用的情况。

夏敬华

夏敬华：谢谢。知识管理在企业中有一个

逐步发展的过程。客观地讲，在七八年前，企

业明确的知识管理需求还不明显。蓝凌早期的

产品叫做“基于知识管理的办公自动化平台”

（KOA），满足的主要还是办公管理、文档管

理层面的需求。当然我们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很

早就开始了，但是一开始的确有点“曲高和寡”

的感觉。谈到知识管理时，有时候理念很好，

但是在企业落实还是有偏差。但蓝凌一直在坚

发表日期：2019-06-27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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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做这件事情，现在回顾起来还是特别有意义

和价值。

具体来说，我们蓝凌内部对于知识管理的

研究分为以下 3 个层面：

其一是关于知识管理的方法论研究。尤其

是面向实战层面，由于我们有企业咨询顾问，

他们会面临来自企业的实际问题，比如怎么做

知识管理规划，怎么做知识梳理；还有一些专

项的知识行为，比如怎么做知识收割，怎么做

经验知识的管理等，这些都需要有方法的支持。

我个人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来呈现蓝凌对于知

识管理方法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参与了知识管

理国家标准的制定，贡献了蓝凌的智慧。

其二是通过研究指导我们的产品规划。我

们需要研究知识管理的产品到底有什么应用场

景，这肯定主要来自用户需求和用户现场，我

们会针对调研到的需求进行抽象、提炼，在此

基础上我们研究院会给产品规划部门提供很多

输入。包括为产品规划部门提供最新技术趋势

分析以及产品功能建议等。

其三就是知识管理最佳实践研究。蓝凌

最 早 在 国 内 引 入 和 推 广 了 MAKE 奖（Most 
Admired Knowledge Enterprise，即“最受尊敬

的知识型组织”），现在改为 MIKE 奖（Most 
Innovative Knowledge Enterprise，MIKE，即“最

具创新性的知识型组织”）。蓝凌自身在国内

也服务了很多客户，在国内企业级知识管理市

场上，蓝凌的客户量是排在前列的，我们也培

育和塑造了很多获奖企业。在此基础之上，我

们会做一些最佳实践的研究，提炼总结形成一

些案例。

综合来讲，蓝凌的知识管理研究内容既包

括方法体系，也包括最佳实践，还有配套的支

撑系统工具，使知识管理能够更好地落地。在

这些方面蓝凌一直坚持在做，也取得了一些成

果，比如业界经常看到我们的一些成果模型，

包括早期的“知识之轮”模型、知识管理成熟

度模型等，近期我们又在关注怎样从不同维度

实现知识管理场景化赋能，并形成了一些方法

模型。

2  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管理

KMF：当前在不同领域，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都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尤其是

人工智能和知识管理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于知识管理以及

知识工作者的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本 ”的
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呢？

夏敬华：实际上我本人最早接触知识管理

就是从人工智能角度切入的。记得 2001 年到

2003 年我在同济大学做博士后期间，由于是计

算机工科背景，在关注人工智能的时候，发现

这一领域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知识管理，进而逐

步了解到知识管理的概念。而且我还记得博士

期间的第一个课题就叫做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其核心就是把专家的知识用规则表示出来，将

“故障现象——故障原因——解决方案”匹配

起来，通过输入故障现象，就能通过系统做匹

配推理，自动提供解决方案。不过在那个时候

关注人工智能和知识管理还是比较偏重学术层

面的讨论，真正实践落地的比较少。

而在最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对于知识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大。2013 年麦肯锡

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了 12 个将会对全球经济、

商业和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其中

移动互联网居首位，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知识

工作自动化”。我觉得 AI 和知识管理结合，在

知识管理自动化方面会有很多可能性。我在大

约 3 年前就 AI 和知识管理怎么结合，尤其是在

知识图谱、文本处理等领域的应用做了一些研

究。我们也关注到一些相关的论点，比如李开

复用一个矩阵分析什么样的职业容易被人工智

能取代，矩阵中用到了“人际化程度”和“结

构化程度”两个维度；其中“人际化程度低”

且“结构化程度高”的工作是最容易被机器取

代的，而“人际化程度高”且“结构化程度低”

的工作是最不容易被取代的。

在这种背景下，知识管理会如何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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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越是结构化、标

准化、规则化程度高的知识及其场景越容易被

AI 取代或者辅助。我们以往做知识管理都是梳

理和组织很多文档型的知识，那么在人工智能

背景下，需要把这些文本进行规则化，“喂给”

机器，并使得机器能理解，从而让 AI 更好地实

现知识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人本”价值

的一个体现就是机器需要由人来训练和“喂养”，

让机器具备大家的智慧，让机器模拟人，帮助人；

另一方面，人的价值更在于今后从事创新性、

创意型的工作，对于组织来说，这意味着需要

提供一个更开放的环境。

KMF：那么人工智能环境对于 “ 知识管理工作

者 ” 又有哪些新要求呢？

夏敬华：未来企业中和知识管理相关的工

作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岗位。比如有观点指出

这类新岗位包括了“数字化管理师”，主要是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利用数字化平台进行企

业及组织人员架构梳理、组织运营流程维护、

工作流协同、大数据决策分析等。

另外就是“知识训练师”，因为人工智能

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提高“智商”。我觉得人工

智能系统和传统的信息系统存在很大区别，传

统的信息系统可以做很多前期的系统规划、流

程梳理，把流程固化下来，然后基本上就可以

据此运行很长时间而保持不变；但是人工智能

系统是不断“进化”出来的，你需要不断使用它，

不断训练它，否则它就很难用。

因此现在很多企业在看待人工智能时也存

在一些误区，比如想着人工智能一来，就能够

降低和省去很多人工成本，但是他们没有考虑

到前期的投入成本和训练成本是必须的。

KMF：这让我们想到有一句表述是 “ 流程管

道，知识活水 ”。可能传统的信息系统就是提前

把管道都挖好了，而人工智能则是一个 “ 水到

渠成 ” 的过程，而且自己也不断开拓形成新的

渠道。

夏敬华：对，人工智能系统是不断自我进

化的。这也让我想到一张图表谈到人工智能的

水平什么时候超过我们人类的水平呢，这其中

是有一个阈值的，低于这个阈值时，人的作用

比机器大；高于这个阈值时，机器的作用才能

够被发挥。而这个阈值，要靠数据内容注入量

和知识训练才能达到。因此在未来，企业当中

的知识管理人员可能也会承担起“知识训练师”

的角色，去和人工智能对话和连接。

KMF：那么这对于知识管理工作者的专业背景

和专业技能（比如计算机和编程专业技能）也

有新的要求吧？

夏敬华：其实这也是相对的。人工智能应

用一方面对于知识型员工是挑战，另一方面对

于计算与软件本身也是挑战——需要让普通人

也能够去应用人工智能，去和 AI 对话，这就对

人机交互、操作界面有了更高的要求。

3  如何看待不同类型知识服务业态

KMF：经过多年发展，国内知识管理领域已经

形成了一个巨大市场。尤其是近些年来，新出

现了各种互联网知识付费服务商，您是如何看

待这种知识付费业态的？

夏敬华：刚提到的这种新型互联网知

识付费服务主要是面向“2C”（to C，即 to 
Consumer，面向大众消费者），当然知识服务

也有“2B”（to B，即 to Business，面向企业级

客户），未来也可能有先“2B”再“2C”。其

实咱们在高校做研究，也使用了很多高校图书

馆提供的专业化知识服务，比如检索文献、查新、

查专利等，尽管以前可能还没有知识服务的概

念，但是类似的服务很早就存在了。不过知识

服务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存在于学术专业领域，

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化的概念或形态。

而现在知识服务的确正在“进入寻常百姓

家”，新的互联网业态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

享受到知识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知识

的价值不光可以被专业研究者认同和享受，普

通老百姓也可以。这对于知识管理工作者来说

是好的现象，也是好的方向。

KMF：近年来对于互联网知识付费业态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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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批判的观点，例如带来知识碎片化、浅

薄化等，您是如何看待的？

夏敬华：其实我自己手机上也装了很多这

种知识类的 APP。可能确实会存在知识碎片化

的问题，而且当你的注意力也碎片化之后，可

能会对你知识钻研的深度带来影响，这也有待

进一步研究。尤其在“2C”（面向普通消费者）

端，可能大家由于“知识焦虑”，购买了很多

知识服务产品，但是购买的这些内容到底能够

带来哪些收获，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不过从我的角度，从专业工作需求出发，

有时候现有互联网的知识服务对于专业工作的

帮助有限，反而专业性的知识服务对我更有价

值。举个例子，我在最近的工作中关注“知识

贡献度”的研究，比如一个集团总部怎么考察

和评价下属单位的知识贡献，我觉得这是很值

得专注研究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我需要阅

读专业论文，寻找思路和启发。对于这种研究

需求来说，专业、深入、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可

能更有价值。当然，不同的知识服务类型面向

不同的需求和层次，都有其存在的空间。

KMF：正如您所说，不同的知识服务类型都有

其存在的空间，去满足不同层次的知识需求。

比如互联网知识付费 APP 面向普通消费者，而

高端智库也可以理解为在提供一种知识服务，面

向更高维度的决策需求。 
夏敬华：是的。比如我们参与的一些研究

院所的项目，将老专家的文章、著述集合起来，

然后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利用类似文本处理、

知识图谱等技术，再做一些提炼，提取出专家

核心的思想以及对不同领域的见解看法，从而

形成专家的“外脑”，让专家的思想继续发挥

价值。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服

务。

4  从知识生命周期来看知识管理系
统平台的作用

KMF：您如何理解知识管理实施过程中 “ 软件

工具 ”“ 系统平台 ” 的作用？

夏敬华：知识管理在企业的实施过程中，

我经历过成功的项目，也看到过不太成功的项

目。我觉得不成功的知识管理项目有一个共性

的特征，就是仅仅把知识管理看作是上线一个

工具平台，如果是这种定位，基本上成功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

平台当然很重要，它能够提升知识管理的

效率。从知识的生命周期来理解，我们首先关

注知识怎么来（知识的产生），然后是知识怎

么组织、知识怎么表示、知识怎么存储、知识

怎么应用。事实上知识管理系统本身对于知识

怎么来（知识的产生）的帮助有限，但是对于

知识产生之后的知识表示、存储、学习、应用

有很大的价值。

很多企业其实从一开始没有重视和处理好

知识怎么来、怎么产生的问题，如果仅仅上线

了系统工具，而没有解决知识来源和产生的问

题，那么怎么让大家去学、去用呢？所以知识

怎么来有时候更需要用管理的手段，需要专家

的参与。就像在企业内部，我们要做专家知识

的挖掘，如果要求专家花时间把他的隐性知识

都写出来也不太可行，这时候我们就会采取多

样化的方式，比如我们设立有“专家讲武堂”，

定期请专家讲课并录成系列视频，这种方式专

家就比较容易接受。用这种方式生成知识之后，

再放到平台上，让大家去系统地学习，才能够

让知识管理平台带来价值。

总之，对于知识怎么来这个首要问题，不

仅是靠系统层面来解决，更多的还是需要从管

理和机制层面加以设计和解决。不解决这个问

题，后期系统也很难产生更大的价值。

5  企业中的知识管理岗位和部门设置

KMF：我们知道蓝凌积累了大量知识管理客

户，对于客户的需求和情况也有深入的理解。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当前国内单位对于知识管

理专职岗位与人才都有哪些需求？我们也发

现，很多单位可能并不直接以 “ 知识管理 ” 作
为知识工作者的岗位或部门命名，那么哪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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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知识管理水平比较高呢？

夏敬华：基于我的观察和经验，首先一部

分企业可能设立有专门的“知识管理部”，以

及设立 CKO（首席知识官），这也反映了企业

高层对于知识管理的重视，但可能比例不高。

而大部分是融入到现有的相关具体业务部门中

去。而且你会发现知识管理放在不同部门，也

体现了不同导向。比如几种常见的情况：放在

人力资源体系中做知识管理，就很关注知识管

理和员工培训、发展、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

放在企管部门做知识管理，就很关注通过知识

管理强化制度、流程的落地执行；还有很多企

业在认为重要的业务条线中设立知识管理专岗，

比如在技术、研发、营销体系中做，这种情况

一般没有公司级统筹推动，而是先由业务条线

来施行。

总体上说这也体现出两种基本的知识管理

设置模式，一种是“业务导向”，一种是“顶

层统筹”。而且这两种模式的出现与企业所处

的知识管理发展阶段有关。比如在项目阶段，

各个业务线自发地开展知识管理项目，各自为

战，做到一定阶段之后，发现形成了一个个知

识孤岛，这时候就需要顶层统筹，进行统筹的

部门一般是人力资源系统、企管部门或者总裁

办等。特别是进入长期运营阶段之后，就可能

成立公司层面专门的知识管理部门或专职岗位。

不过无论是哪种模式，从长远趋势看，

未来更可能出现类似 HRBP（Human Resource 
Business Partner，HR 业 务 伙 伴 ） 的 KMBP
（Knowledge Management Business Partner，KM
业务伙伴），每个业务条线上都有结合业务特

征的 KMBP 的角色。

6  知识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KMF：在知识管理领域，有时会存在理论研究

与实践工作 “ 脱节 ” 的问题。蓝凌在进行知识

管理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是如何来平衡、融合

理论模型与实践的？

夏敬华：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个问题。我

想企业的研究不像学术界，我们不停留于纯理

论模型，而是更多地从实践中来，从客户需求

中来，更贴近实务与实战。形象地说，首先就

是看你研究的东西有没有人买单，然后要看你

的研究成果在实施之后管不管用，有没有得到

认同。总之要以客户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而不

仅仅是追求发表论文或发明专利。

当然，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我们也需要

有理论的指导。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流

程管理相比，理论体系的成熟度还不是那么的

高。尤其是我们在服务一些科研院所时，他们

对于理论水平和方法论要求就比较高，会关注

咨询方案中使用的理论、原理及其出处；而民

营企业则主要关注实用、关注能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面向不同客户场景，面对的挑战也

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研究力求贴近实战，以客户

价值为导向，同时也要追求模型化、理论化、

方法化，但主要不是为了发表论文，而是为了

实用、复用，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当前我们的知识管理

研究有几个正在深入的重点，首先面向高层阐

述知识管理的价值，让知识管理与高层战略相

连接；其二是一开始提到的面向运营方法层面

的研究；其三就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关

注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应用场景。我们也发掘

到了一些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例如岗位知识

地图，以往是需要人工来梳理一个岗位需要什

么知识、技能及知识点之间的关联，现在基于

知识图谱的手段可以使这项工作更加智能化，

比如基于岗位标签、岗位画像自动爬取、关联

岗位相关内容，从而进行定位和推荐；此外还

有企业中的流程制度管理，实际上企业中的各

种流程制度之间存在关联，但是以往这种关联

并没有被很好地发现和呈现，现在可以尝试通

过知识图谱的手段来挖掘和显示。

7  知识管理未来趋势：从赋能到智能

KMF：近些年来 “ 智慧 ” 一词成为一个流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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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且有了新的意涵，比如智慧城市、智慧

社区、智慧企业等。那么从您的角度，您是如

何理解 “ 智慧 ” 的内涵的？ 
夏敬华：其实我们蓝凌有一个口号就是“智

慧组织，用蓝凌”。“智慧”也是蓝凌主打的

关键词。我对智慧首先从字面上理解，“智”

强调“知行力”，每天学习多一点，重在经验

复制，从“有”到“优”，从 1 到 100，再到 1 
000，从一个人的成功，到一个团队的成功，再

到一个组织的成功；而“慧”强调“创新力”，

重在创意创造，“无”中生“有”，从 0 到 1，
实现飞跃性的变化。“智”与“慧” 两相循环，

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智慧。

KMF：您对于 “智慧 ”的诠释十分精辟，“智 ”和
“ 慧 ” 代表着复用、创新，这其实也是知识管理

的本质。

夏敬华：刚才讲的是字面的理解，那么在

落地层面，蓝凌提出了通过“四化”实现智慧

组织的目标，分别是“管理在线化”“知识赋

能化”“运营数字化”“人机智能化”。

“管理在线化”包含了组织在线、沟通在

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等各个方面，

其实质是将管理活动从线下扩展到线上。因为

在未来如果没有在线化的数据积累，无论是大

数据还是人工智能都是空中楼阁。

“知识赋能化”包括了给个人、团队、组织、

业务等 4 个维度的赋能，可以概括为“个人赋

能精准化、团队赋能开放化、组织赋能服务化、

业务赋能智能化”。

“运营数字化”主要是指在流程梳理、流

程运营的基础上，构建效率指数、效益指数等。

通过量化企业效率数据，找出问题流程和问题

个人，进行从部门到公司整体的效率优化和提

升，也能逐层解剖，找出流程指数问题原因，

实现精细化效率管控。

最后“人机智能化”是更高的阶段。比如

现在的工作任务有些是机器来做，有些是人来

做，人和机器之间需要协同。我印象很深刻的

一类需求场景，就是一些科研院所员工大量的

时间都在写各类报告，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知识

场景。他们提出需求说能不能在用 Word 写报告

的时候很方便地引用模板，包括引用素材库、

爬取互联网内容等，类似这样的知识服务能力

能够嵌入到编写 Word 的场景中，而不用专门到

知识库去查，根据这种需求我们做了“智能编

写助手”。包括我们企业自己在撰写投标方案时，

内容包括了商务标、技术标等，有很多内容模

块需要不同的部门来准备，我们就把这变成一

个协同的智能写作任务，在写作过程中，可以

随时在后台调用素材库、案例库等，也可以引

用外部互联网内容，并将相关知识内容方便地

插入文档中，这将大幅提升编写报告的效率，

也实现了将以往经验更好地固化。我想这种智

能写作场景是很多知识工作者都需要的。

另外，“人机智能化”的更成熟方式就是

和智能机器人的自然语言人机交互，比如我们

蓝凌内部就在用“小 K 机器人”。以前员工问

制度、问流程等常见问题都需要直接咨询 HR、

IT 部门的同事，现在问机器人就可以了。

KMF：最后，请您为我们描述和展望一下企业

知识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吧。

夏敬华：其实我一直觉得知识管理就像中

国的“武术”。“武术”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里面还可以有很多门派，知识管理也是一样。

这当然有利有弊，一方面让知识管理比较有包

容性，另一方面又比较泛化，在企业落地的时

候容易“眉毛胡子一把抓”、迷失方向或抓不

住重点。现在知识管理整体的趋势是越来越细

分化，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专项的工具和方

法。

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知识管理的发展

进程呈现出“三化”：第一阶段是“资产化”，

过往国内大部分企业都在这个阶段，典型的表

现是建立知识库、知识地图等。在此基础上第

二阶段是“赋能化”，刚才提到我们可以从个人、

团队、组织、业务等四个维度进行赋能。个人

赋能可以基于岗位知识路径图模型，配合多种

多样的知识学习工具，如闯关学习、每日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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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直播等；团队赋能以项目流程为主线，融

合项目 KM 活动，以专业化社区支撑，进而用

知识资产固化精华，促进岗位知识赋能提升。

组织赋能可以从制度流程体系化、知识解读原

子化、知识要点嵌入化、知识服务智能化几个

方面推进。业务赋能面向营销、研发、客服、

市场等不同的工作场景，通过整合内部的结构

化、非结构化、外部和内部数据，建立很多不

同主题的知识图谱，实现知识关联和知识发现，

与具体场景融合，面向场景做智能推送。第三

阶段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智能化”，知识工

作自动化将在企业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其实

前面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叠加一些人工智能的手

段，在每一个阶段知识管理都大有可为。

如果借用禅宗人生三阶段，资产化阶段是

看山是山即有我，赋能化阶段则是看山不是山

即无我，智能化阶段则达到了看山还是山即忘

我。这是企业知识作为“静态资产”、再强调“场

景应用”、进而追求“融会贯通“的不断进化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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