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管理论坛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CONTENTS

创刊时间：2007 年 12 月 （双月刊）

2019 年第 4 卷  第 4 期（总第 22 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出版  

主        管：中国科学院

主        办：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出        版：《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地        址：北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 33 号

 （100190）

电        话：（010）82626611-6614, 6638

传        真：（010）82621460

网        址：http://www.kmf.ac.cn

邮        箱：kmf@mail.las.ac.cn

微        博：weibo.com/zsgllt

微        信：zsgllt

Q   Q   群：492197414

主        编：初景利

常务副主编：张玲玲

副  主  编：吴庆海  董小英  陆   伟

编辑部主任：杜杏叶

编  辑  部：杜杏叶  刘远颖  易   飞  王   铮

王传清  徐   健  谢梦竹

英文编辑：段美珍

本期责编：刘远颖

                 

排版单位：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刊        号：ISSN 2095-5472

CN11-6036/C

本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龙源期刊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SSD）

国家科技学术期刊开放平台

本刊遵循 CC-BY 许可方式

目
次

学术探索

战锐 

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模型研究 ......................197

吴冰  卢彦君 

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205

杨燕  阮建海

基于科研过程的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研究 .........................................218

李彦霖

基于藏书印记信息的特藏信息挖掘初探：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232

陆文婷

社会媒体情境下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研究 ................246



最佳实践

崔超 

基于企业微信的移动知识库实践研究

        —— 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为例 ...........................................256

《知识管理论坛》编委会（按姓名汉语拼音字顺排序）

潘亚男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安小米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陈雪玲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深知识管理专家

陈永隆 台湾交通大学、世新大学兼任副教授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教授

戴秋芸 利百加管理顾问团执行长

董小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高建华 北京洋为中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高峻岩 中国电信高级工程师

葛新红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葛新权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知识

 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顾新建 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黄水清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院长、教授

黄   微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焦   豪 北京师范大学战略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柯   平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乐小虬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

李   丰 顺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知识管理总监

李广建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李   峻 我知科技公司 CEO

李立民 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教授、原 IBM 高管
（Martin Lee）

李荣彬 香港理工大学知识管理及创新研究总监、

 中心教授

李玉海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刘   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信息

 系主任、副教授

陆   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乔晓东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员

邱昭良 捷库动力首席学习官

阮   炼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伊州消防服务培训学院

 图书馆馆长、教授

盛小平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宋姬芳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

隋国发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军民融合研究院副院长

孙建军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汪新红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副编审

王宝明 企明创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王继民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峻岭 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猛 原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投知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晓光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   馨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王永吉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

吴   晨 《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国知网）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吴庆海 行者互联科技创始人兼总裁

武   悦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夏敬华 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研究院院长

夏立新 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咸奎桐 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肖冬梅 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润昌 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东亚区研究及发展部董事
（Ricky Tsui）

杨秋皓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技术发展部知识管理处

   处长

杨思洛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姚乐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于建荣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主任、

 研究馆员

张   斌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张玲玲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张   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

赵蓉英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左美云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Bimonthly)
This is A Peer Reviewed Journal

Vol.4, No.4, Aug., 2019

Published by: LIS Press
Editor-in-Chief: Chu Jingli
Address: 33 Beisihuan Xilu, Zhongguancun, Beijing(100190), China
Website: http://www.kmf.ac.cn
E-mail: kmf@mail.las.ac.cn

CONTENTS

Zhan Rui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Teachers (TPACK) /197

Wu Bing  Lu Yanjun

The Impact of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05

Yang Yan  Ruan Jianhai

Research on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Behavior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218

Li Yanlin

Research on Special Collection information Mining based on Collection Mark Information: Taking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232

Lu Wenting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Region Emergenc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under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246

Cui Chao

Practical Research of Mobile Knowledge Platform Based on Enterprise WeChat —— A Case Study of CAICT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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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1  TPACK 理论框架的发展概述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

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CK） 理

论框架由 P. Mishara 和 M. J. Koehler 于 2006 年

提出 [1]，该理论揭示了信息时代的教师应具备

怎样的知识以及怎样的知识形式可以最有效地

支持教学，这为教师知识框架中的知识成分作

出了解释，也提供了教师知识研究的思路。P. 
Mishara 和 M. J. Koehler 认为整合技术的学科教

学知识是支持教师教学活动的最有效的知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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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 TPCK 应成为教师教育极为重要的目

标。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TPACK 框架是一个

系统。技术知识（TK）、学科知识（CK）和教

学知识（PK）构成了系统整体，它们两两交叉

构成3个二联交互知识：学科教学知识（PCK）、技

术学科知识（TCK）、技术教学知识（TPK），以

及一个三联互动知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

识（TPCK）。这 3 种知识类型不是简单叠加，而

是通过相互间的联系和动态交互，形成新的知

识结构。为便于拼读记忆，全美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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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将“TPCK”改为“TPACK”，更加强调其

整体性 [2]。TPACK 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TPACK 理论框架

TPACK 框架关注其中所有的知识要素，但

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各种概念边界模糊，各

类知识的关系不清晰，知识间的作用及整合

的机理不明确。C. Angeli 和 N. Valanides[3] 在

TPACK 的基础上，用信息传播技术（ICT）代

替技术（T），加入了学习者知识和学习情境

知识，提出网络化课目教育学知识（ICT －

TPCK）框架。该模型关心整合技术的学科教

学知识这种综合的知识形式，并不关心由部分

基本知识相结合形成的知识 [4]，而且融合了 5
种知识成分，使框架的构成更为复杂，要素之

间的关系更难以分析。闫志明等 [5] 提出了整合

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网络模型（TCPNet），区

分了知识成分及成分间的关系，将教师知识

研究的关注点从局部转向了整体，进一步丰

富了 TPACK 理论框架的解释力。刘喆 [2] 通

过对路径分析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得

出一维、二维整合知识和 TPACK 之间的关

系：TPACK 框架中的一维核心知识对二维交

互知识有正向影响，但对 TPCK 不产生直接影

响；二维交互知识对 TPCK 有正向影响，且影

响最为显著。

但是，当前的 TPACK 框架只能算是教师

知识的一个顶层示意图，它表示了教师知识的

组成，阐述了知识的类型及二维关系，没有对

知识的层次作出描述，对 TPACK 发展的认知过

程转变也没有说明。如果不对 TK、PK、CK3
种知识的融合机制做深入研究，宽泛而模糊地

使用 TPACK 这一概念，将使 TPACK 的理论意

义弱化，进而影响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6]。为

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将构建 TCP 教师知识系

统模型，对 TPACK 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影响

作用进行更细致的拆解，分析 TK、PK、CK 对

PCK、TPK、TCK 及 TPCK 的影响关系，试图

更加全面地描述教师 TPACK 结构；在 TPACK
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域、知识层次和知识

关联度 3 个维度，使得教师知识系统中 3 种知

识的相互关系和融合机制更加清晰。

2  知识的逻辑层次及创生机理

2.1  对知识的认识

知识是复合现象，具有多面性，因而 TCP
教师知识系统模型用三维图代替 TPACK 原来的

二维框架，使得知识的描述展现为立体层面。

知识还具有逻辑层次，知识的创生和发展是由

数据转化为信息以及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逻辑

过程，是螺旋上升的统一体 [7]。因此，在 TCP
教师知识系统模型中体现知识的逻辑层次变

化，更进一步揭示事实原貌。

2.2  知识的逻辑层次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知识的生成、转化、传

播和利用等过程发生在若干个不同的层面上。

下层是上层的基础和素材，上层是下层的组

合和升华，越往上层知识难度越高，内容越

复杂。知识的逻辑层次是由数据—信息—知

识—智慧构成了“认知连续统一体”，由低

到高，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形成一个复杂

的递归体系。各层次之间具有递进关系，但

并非线性排列，而是互相重叠、交叉、多维

藕合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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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知识的逻辑层次

知识学的理论对 TPACK 模型的启示是：知

识是在长时间内建立和积累起来的，不仅有量

的积累，还有质的提升。因此，知识并不是平

面的元素，而是具有逻辑层次的多维立体结构。

3  TPACK 知识框架的系统特征

系统是物质普遍存在的形式。相互作用、相

互依存的两个以上事物（或变量）组成的具有

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称为系统。TPACK 知识

框架具备系统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3.1  整体性

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但不是

这些要素的胡乱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结构组

合。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变化，会引起其它要素

的变化，同时任何要素的变化也依存于其它要

素的变化。TPACK 中的 3 个核心要素之间是动

态交互、相互影响的关系。若这些要素中有任

何一个发生改变，那么就由另两个要素发生改

变来进行“补偿”[1]。

3.2  开放性

知识存在并产生于一定的语义环境之

中，这一过程赖以进行的环境和条件就是知识

场。知识通过与知识场（环境条件）的相互作

用实现信息的获取、聚合、转化。TPACK 是

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构建良性信息丰富的环境

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系统的输入，内部转化

与输出。

3.3  动态性

知识是有一定范围的经验、价值观、背景

信息、专家观点和基本直觉的动态混合 [7]，其

空间结构随时间变化不断发生改变。教师的知

识范畴、知识的层次、知识的关联度总是持续

地发展变化并影响着知识的结构，在不同的境

脉下，TK、PK、CK3 种要素发挥不同的作用，使

得教育与技术的整合具有广泛的可变性，对系

统的输出产生多样的结果。

3.4  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结构是系统的根本性质。知

识的层次如金字塔，从下往上，知识空间逐渐

缩小，知识的复杂性水平逐渐提高。下层是上

层的基础，而上层是其下层的提升。TK、P-
K、CK 是具有层次的知识。例如，TK 包含了

两层含义 : 物化形态的技术和智能形态的方法和

技能 [8]。当 TK 与 PK、CK 整合时，同样也具

有层次性。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的最低层次就

是教学媒体的更新。技术只是作为一种物化形

态的工具，在整合时产生了新的教学媒体。

3.5  自组织性

“自组织”过程是指自发地从无序到有

序，从一种有序状态到更高的有序状态转化的

过程。有序和无序都是系统的某种结构。例如

学生听不懂老师讲课，说明知识在学生脑海中

是无序的。知识组织的实质是针对客观知识的

无序化状态所实施的一系列有序化组织活动 [9]。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1

知识管理论坛，2019（4）:19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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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整合过程也是经过混沌—有序—混沌—

有序的螺旋式推进。我们期望教师的知识结构

是有序程度更高的自组织系统，当系统内部要

素达到一定的阈值条件（如知识量积累、知识

层次提高），能够自发地向有序或更有序转化。

图 3  TCP 教师知识系统模型

综合以上知识的逻辑层次以及 TPACK 知识

框架的系统特征，本研究提出具有系统结构的

TCP 教师知识系统模型，能可视化表征知识的

立体空间和层次结构。由图 3 可见，TPACK 产

生于开放的语义环境之中，从环境中实现信息

的获取、聚合，并转化为知识；TPACK 由 3 种

知识多重交互整合而来；知识具有层次性，从

下往上，知识空间逐渐缩小，知识复杂性水平

逐渐提高；不同知识间相互影响，动态交互；当

TPACK 的要素和外部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

条件时，会引起“自组织”，促进知识向有序

或更有序转化。

4  TCP 教师知识系统变量及关系

本研究用立体几何的形式定义 TCP 教师知

识系统的要素，并将要素间的关系可视化。要

素组成系统后所产生的效果为组织效应，它受

到要素属性的性质、系统结构及系统内部协同

作用的强弱影响。因此，本研究将知识分解成

知识属性（类型与范畴）、知识的结构（组织

层次）和知识间的作用（关联作用）3 个要素。

用 3 个圆锥体来代表 TK、PK 和 CK3 种不同类

型的知识本体；圆锥的底面积代表知识域，表

现知识的范畴；圆锥的高代表知识的深度，表

现知识的逻辑层次；圆锥之间的距离代表知识

的聚拢程度，表现知识的关联度。TCP 教师知

识系统是 TPACK 理论框架的三维表示，见图 4。

图 4  TCP 教师知识系统的几何分析

4.1  主要变量的定义

模型中涉及的因素都是动态变化的，本研

究假设这些因素（知识失效率、知识获取效率

等）短时间内不变。为强调 3 个核心要素的平

等性和统一性，假设 3 个核心要素相等（即 3
个圆锥体大小相同）。

（1）知识是不稳定的，视为变量。用圆

锥体表示一联知识 TK、PK、CK3 个变量，它

们两两整合生成二联交互知识 PCK、TCK 和

TPK；中心处整合生成三联互动知识 TPCK。

（2）每个知识本体都对应着知识域，用圆

锥底面积 S 表示。S 越大，知识域的范围越广，横

向性知识数量越多。

（3）圆锥体由不同的层级构成，表示知识

的逻辑层次。从下往上，层级逐渐提高，知识

复杂性水平也逐渐提高。圆锥体的高 h 表示纵

向性知识的深度。h 越大，知识的层级越高，知

识的结构越优化，组织越有序，知识的难度越高。

（4）圆锥体的体积 V 表示知识空间，V 越

大，知识空间越大，知识量越丰富。V=sh。
（5）圆锥体之间的距离 d 表示知识间的关

联度，d 一联 越小，圆锥体越靠近，知识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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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度越高，知识间越容易建立联系，知识越容

易融合。

4.2  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思维演绎和立体几何来推导变量之间的

关系是：

（1）当知识域发生变化，例如横向知识积

累到一定程度时，知识的层次会提高，即知识

的深度提高。由几何分析得出，当 S一联 增大时，S

二联 和 STPCK 增大，h 二联 和 hTPCK 也增大，从而 V 二

联和 VTPCK 也增大。说明 TK、PK、CK 的知识域

增大，得到的二联和 TPCK 知识空间也增大，整

合 TPACK 的程度提高。

（2）随着 TK、PK、CK 深度的提高，整

合得到的二联知识深度也会提高，进而影响

TPCK 的深度；知识的层次提高，进而促进知

识的升华，生成更大的知识空间，整合得到的

二联和 TPCK 知识空间也增大，从而提高整合

TPACK 的水平。由几何分析得出，当 h 一联 增大

时，h二联 和 hTPCK 增大，从而V二联 和VTPCK 也增大。

（3）知识间的联系越紧密，知识就越容易

发生融合，使之更有序化发展。知识间的关联

度提高，促进知识生成发展，进而提升知识的

深度和层次。由几何分析得出，当d一联 变小时，圆

锥体间越聚拢，S 二联 和 STPCK 增大，h 二联 和 hTPCK

也增大，从而 V 二联 和 VTPCK 增大。说明知识越

聚拢，关联度越高，整合的知识空间越大，整

合 TPACK 的程度越高。

总的规律是：① TPACK 是动态变化的知

识，它的生成受组成要素的知识域、知识层次、知

识关联度的影响而变化，二联知识直接受一联

知识影响，TPCK 受二联知识的影响。②知识域

增大，知识的层次提高，知识间的关联度提高，知

识整合的程度就提高，它们对整合 TPACK 起到

促进作用。③虽然知识域、知识层次、知识关

联度与知识整合程度不是成比例的线性关系，但

在总体互动中，是呈正相关的关系。

5  促进教师 TPACK 整合的途径

整合，即将零散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最终

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本研究把知识

整合的过程视作为知识的创新，这是一个必须

包含人的自我建构才能完成的。上述 TCP 教师

知识系统分析得出：知识域增大，知识的层次

提高，知识的关联度提高，知识整合的程度就

提高，整合的效果更优化。因此，可得出促进

TPACK 整合的 4 个关键途径： 
（1）广泛摄取信息，挖掘知识，扩大

TK、PK、CK 的知识域，并均衡自身知识的发展。

知识域增大，知识整合的程度就越高。必须要

有足够的数据和信息的量的积累，才能有效生

成知识。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内部要素只

有达到一定的阈值条件，才能形成自组织，促

进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这就要求教师要广泛地

学习各类知识，扩大知识域，完成原始知识的

积累，还要加强自身知识挖掘的能力，能从海

量的数据中提取足够有效的信息。在 TPACK 的

3 个核心要素中，变化最大的是 TK。如今技术

更迭迅速，它已成为现代教育中十分显著而活

跃的要素。技术不再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而

是作为认知工具，用以增加学生的高级认知和

延伸使用者的思维过程 [10]。从传统的黑板粉笔

到如今的智能终端、交互白板、电子书包，技

术已成为新时代的强势知识。TPACK 实质是教

师“将技术与科目教学（PCK）有效整合的能力”。

因此，对于技术知识，教师要持续关注并及时

更新；对于学科内容，教师不仅要精通学生正

在学习的课程材料，还要熟知学生同时正在学

习的其它科目。此外，系统的部分缺陷会影响

整体功能，“木桶效应”中短板会影响木桶的

蓄水功能。因此，教师要均衡自身知识的发展，对

缺乏的知识内容及时查漏补缺。

（2）提高 TK、PK、CK 知识的层次，不

断总结规律、提取策略，促进知识向智慧转变。

知识的层次提高，知识整合的程度就提高。知

识的创生经历了“信息—知识—智慧—创造”的

过程 , 这要求教师要将提取的信息进行分类、赋

义，建立关联，并与特定的情境相对应，还要

提升知识的层次，从“知”上升到“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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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总结规律，提取策略，将“知识”转变为“能

力”应用到“行动”中。对于技术的层次，R. R. 
Puentedura 提出了关注技术整合深度的 SAMR
模型，将技术应用的层次分为“替代—增强—

改良—重新定义” [11]。技术使用的最低水平是

作为直接的工具替代品，没有功能上的变化；其

次是作为改进、增强功能的工具；然后是重新

进行改良设计；最高层次是创造性地发挥它的

功能。技术工具首先要用好它的常态功能，将

技术频繁地应用并成为习惯；其次，再根据技

术的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s），创造性地应

用技术，打破它原有的“功能固着”。重新配

置和规划技术已有的功能，并为教学所用，是

提高技术知识层次的途径。在数字时代，教师

要努力提升自己技术知识的层次水平，追求技

术的浸润式体验和创新应用的智慧，成为数字

化时代的智者。

（3）建立 TK、PK、CK 知识间的联结，提

高知识关联度，提升知识融合、契合能力。知

识间的关联度提高，知识整合的程度就提高。

知识整合的关键在于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结。

TPACK 不仅是一种知识形式，更是一种思维策

略和高层次能力。教师要实现TPACK的整合，就

必须深刻理解 CK、PK、TK 以及它们之间的张

力，并能不断地根据3个元素的变化建立联结，重

新获得平衡。知识创生的原理告诉我们，教师

要将新知识融入已有的知识，将不同的知识融

为一体，必须让知识成为相互联系的知识块，再

通过契合把融合后的知识块串接起来，使之有

序化和系统化，才能促进知识的发展。TCP 教

师知识系统中 TPACK 的整合程度受知识关联

度的影响，而知识关联度与知识的融合程度有

关，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知识融合和契合的能力。

另外，教师还要增加学科内容、教学法和技术

知识的情境关联，加强所在学科与社会实践、与

其它学科内容的联系。

（4）通过自主探究、自我建构和反复训练

来获得整合经验，提高自身的知识整合能力。

TPACK 属于“非良构”知识，这种知识要解决

的问题是“劣性问题”（Wicked Problem），因

此，只能依赖教师的认知灵活性在 3 种知识的

结合与交叉中去寻找解决方案 [12]，提高教师自

身的知识整合能力，是解决 TK、CK、PK 多变

组合问题的根本途径。整合知识需要依靠教师

亲历实施整合的完整过程，通过自主探究、自

我建构和多次反复训练来建立和强化知识的联

结，从而获得整合 TPACK 的经验。因此，教

师教育中的内容材料应该是有“缺失”的，需

要被“整合”的，而不是已经“整合”加工好

的，否则教师就失去了想象各种“可能性”、开

放思想和训练自身整合知识的机会。所谓“建

构”针对的正是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缺失”问题。

TPACK 系统中要素的缺失能够让教师意识到这

种缺失所带来的缺陷，然后根据这个“缺陷”来

重新思考和建立新的联结；还使建立联结的知

识具有广泛的多样性，不会被固定的对象所限

制，有利于脱离常规，进行探索式学习。要素“缺

失”实际是重设了系统中的变量，如图 5 所示：

图 5  TPACK 系统中要素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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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的一个要素发生改变时，为保持系

统整体的动态平衡，另两个要素也会发生改变

来 “补偿”。要素“缺失”导致了系统内要素

间的关系成为弱联结，这种关系结构有利于获

取信息，因为弱联结所联系的是两个不同类别

的知识，它们有不同的信息源，有利于传递新

鲜或异质性信息和知识。图 5（a）是缺失了 TK
的内容材料，因此 TK 与 PK、TK 与 CK 构成了

弱联结的关系。教师需要获取新的信息来补充

缺失的部分，重新建立和强化联结。在这个系

统中，原有的 3 个知识变量就变为了 PK、CK
为 已 知 和 自 变 量，TK 变 为 因 变 量（ 随 着

PK、CK 的组合变化而变化）。教师需要根据

已知的内容设计“缺失”的部分——即具体的

技术解决方法以适应具体的内容目标和情境，根

据教学的目的来重设技术的功能，从而提高

技术应用的层次。图 5（b）中缺失了 CK，当

PK、TK 为自变量时，CK 可根据 PK 和 TK 的

不同组合变化出多个结果。同样的教学内容，当

技术分别作为演示呈现、表达交流、信息加工、认

知、协作、研发等工具时，相应地可使用不同

的教学方法。图 5（c）中，当缺失的要素有两

项时，可变因素更多，整合方法更复杂，整合

难度更高，可作为教师的高阶训练材料。通过

补充“缺失”的部分，教师在自我建构的过程

中不断挖掘知识、建立知识间的联系、融合、契

合知识，从而提高知识整合能力。

6  结语

当前数字技术已深入到人们学习生活的方

方面面，离开技术就是寸步难行，而在教师专

业知识这个特定领域，技术大多是被当作外在

工具，没有真正被深层“整合”进来。TPACK
是教师专业知识的金字塔，是教师资格认证和

培养向度的核心成分，将其进行“解码”，有

助于更好地揭示实践中的事实原貌。TCP 教师

知识系统模型使 TPACK 的系统结构更加可视

化，为教师如何将技术有意义地整合到具体学

科领域的教学之中提供了方向指引，为教师教

育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支持与启示。接下

来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整合 TPACK 的方法策略

中，尤其是整合技术与学科知识（TCK），即

如何在现代教学环境中用技术解决教学问题

（T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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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Teachers 
(TPACK)

Zhan Rui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Maoming 525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PACK framework doesn’t describe the level of knowledge, and the gen-
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TCP teacher knowledge system 
model to describe the TPACK structure of teachers more comprehensively.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PACK, this research constructed a three-dimensional TCP teacher knowledge system model, added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knowledge domain, knowledge level and knowledge related degree. Then, it drew on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science and knowledge science for thinking deduction and deduction,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variables in the form of solid geometry. [Result/conclusion] It was conclud-
ed that knowledge domain, knowledge level and knowledge related degree of TK, PK and CK can influence 
integration of TPACK, and the influence is positive. Besides, four ways to improve teachers’ TPACK integra-
tion ability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eacher knowled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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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

络化的发展，创新模式和发展趋势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开放式创新”正在逐渐成为企业创

新的主导模式。自开放式创新提出以来 [1]，国

内外开放式创新社区的实践活动方兴未艾，相

应地，对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理论研究不断深

入，但目前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开放式创新的外部技术有效性、开放式创新商

业模式、开放式创新企业与知识产权、开放式

创新环境资源研究以及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客

【学术探索】

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吴冰  卢彦君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力图构建基于开放式创新相关理论的模型框架，用于评价开放式创新平台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为开放式平台社区的建设者和使用者提供发展建议。[ 方法 / 过程 ] 基于开

放式创新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建立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模型，提出研究假设；使用

Python 编程抓取小米开放式创新社区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研究假设。[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

表明：①社区组织机制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网络结构；②社区技术机制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网络结

构；③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获取；④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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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研究等，但关于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尚缺乏 [2]。

因此，笔者结合开放式创新社区理论与知

识管理理论，以企业创新绩效为导向，构建开

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提

出研究假设，应用 Web 挖掘开放式创新社区数

据进行实证，验证研究假设。本研究在理论上，为

开放式创新社区的定性分析提供可操作的理论

方法和分析工具；在实践上，为有效激发群体

智慧，最大化开放式创新社区协同效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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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指导。

1  文献综述

1.1  开放式创新社区

在开放式创新理论中，开放式创新是指企

业均衡协调内部和外部的资源进行协同创新，通

过开放式创新社区，用户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

与企业产品的创意、研发和推广等与创新相关

的活动 [3]。开放式创新社区通常可以分为开放

式用户创新社区和开放源代码社区。

开放式用户创新社区是通过在线社区，将产

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组织起来，组成分布式合作

小组，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社区成员可以自愿地、自

由地积极讨论各种想法，通过知识分享与知识创

新，解决共同问题或改进新的方案 [4-5]。开放源

代码社区是所有参与开发和改进开放源代码软件

的，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所组成的社区 [6-7]，对

于计算机程序编码不设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

利用、修改编码并可对修改后的编码进行传播而

不需要付费 [8]。相对于用户创新社区的内涵特征，开

放源代码社区模式则更强调用户完全参与度和在

线共同开发软件产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开放式用户创新社区，目

前开放式用户创新社区的研究方向较为集中在

社区用户的参与动机、领先用户行为、用户之

间的互动质量、开放式创新社区的定义和管理

模式、如何创建在线社区以及用户参与激励方

式等。文献 [9] 和文献 [10] 提出开放式创新社区

的建立应重点考虑用户的行为分类以及用户的

参与规则，根据用户的参与倾向对社区用户的

参与态度进行分类研究，由此提出用户参与的

动机模型来解释用户参与行为，研究新产品研

发过程中领先用户在社区中的互动作用，提出

需合理规划社区建设和加强用户管理。文献 [11]
提出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此

基础上，研究开放式创新社区成功运营的关键

影响因素。

1.2  知识管理过程

知识管理可以定义为在组织中的知识系

统，让组织中的信息与知识，通过获得、创造、分

享、整合、记录、存取和更新等过程，达到知

识不断创新的最终目的，并回馈到组织知识系

统 [12]。知识已成为组织中最主要的财富来源，组

织中最重要任务就是对知识进行管理，使组织

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知识管理的主要过程可以

分为知识获取、知识转化和知识应用。

知识获取过程 [13] 标志着知识开始真正进

入组织视野，知识不仅产生和存在于公司的内

部，也能在公司的外部开发产生，当知识可以

被组织获取并为之所用，知识才成为公司的宝

贵资产。知识的获取过程包括：知识的搜索、过

滤与集成，即从组织的内外部知识源中捕获对

企业现在和未来发展有用的各种知识，根据分

类框架或标准将知识存储到组织知识库中。

知识转化是指知识形态的变迁和知识客体

的自我更新，知识转化是企业管理活动中隐性

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过程 [13]。在企业的

诸多知识管理活动中，知识转化是最重要的活

动形式。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知识资本质量得

到改进，核心能力得以形成，因此，知识转化

过程是知识资本的量与质的优化统一过程。

知识的应用过程是将所得到的知识与工作

结合起来，从而解决问题和提高效率。知识的

应用通常分为两种情况：①知识需求者认识到

问题之后有意识地寻求和应用知识；②管理者

认识到某种知识可以在多个部门或环节得到推

广应用从而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但相关的部门

并没有认识到或了解到，这时，就必须通过管

理层有意识地进行知识推广，并且辅以直接指

导和定期培训等手段来促进知识应用的实现。

从技术角度，企业内部的专家系统或人工智能

技术可以辅助决策 [14-15]，实现知识应用过程的

自动化。

1.3  社区网络管理机制

社区网络是指网民聚集起来进行沟通和交

流的场所，社区网络的媒介是网络，网民之间

的互动通常是围绕着某一主题进行的。社区网

络的存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 主要包括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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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讨论组、朋友圈、官方贴吧、论坛、空间、博

客以及其他具有分享及交流属性的社交网络形

式等。社区网络的一个主要优势是用户之间的

沟通是及时的、双向的，沟通的过程也变得更

加高效。然而社区网络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

如社区网络是不确定的，它会带来一些潜在的

风险，因此社区网络需要一定的监管或者管理

的机制，来维护整个网络社区的健康发展 [16]。 
通过制定社区管理规范，比如成员身份认

证、发帖的规范等，进而构建一个健康稳定的

精品社区。作为网民网上交流的空间，社区网

络承担着信息传播、知识传递、社交网络建立

以及交易实现等功能，网民可以在此基础之上

进行特定主题的沟通和交流。通过此平台，各

参与方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同时，社区

网络环境的优劣对于其价值实现来说也是相当

重要的。在良好的、秩序井然的社区网络环境

中，参与各方可以明确各自的需求、定位以及

价值导向，社区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融

洽，信任感增强，凝聚力增加，进而吸引更多

的新成员加入，社区网络的价值自然也就变得

越来越高。相反，在一个相对杂乱无章、组织

混乱的社区网络环境中，参与者的素质良莠不

齐，参与者的精力也难以集中，从而使得社区

公信力变差，社区价值变低，难以发挥社区网

络该有的积极作用。因此，社区网络管理能力

的加强就变得异常重要。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总结

首先，开放式创新理论侧重于研究外部知

识资源的获取与应用，但如何将外部知识资源

与企业内部知识资源有效融合，需要结合企业

知识管理理论，但目前融合开放式创新理论与

企业知识管理理论的开放式创新社区研究较少。

其次，目前大多开放式创新社区研究未能

有效整合企业创新绩效，但开放式创新社区的

运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环节密切相关，因此，应

以企业创新绩效为导向探索开放式创新社区的

运行机理。

最后，目前开放式创新社区的实证研究大

多采用模拟仿真以及问卷调查，但模拟仿真以

及问卷调查数据的主观性较强，而开放式创新

社区已积累大量客观数据，可以通过 Web 挖掘

开放式创新社区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  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
的影响模型

笔者从开放式创新理论出发，整合知识管

理理论，提出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

影响模型。如图 1 所示，建立开放式创新社区

机制影响社区社会网络结构，社区社会网络结

构影响知识管理过程和社区创新源，以及知识

管理过程与社区创新源，分别影响企业创新绩

效的基本假设。

2.1  社区组织机制和技术机制相关假设

社区组织机制就是社区管理者运用组织的手

段，维护社区正常运作与活跃度的一种方式 [18]，例

如：创新社区官方的发帖、创新社区资源的分

享和创新社区组织的活动。当社区网络处于无

组织混乱状态时，高素质参与者难以投入足够

的精力及资源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导致社区信

誉低下，传播的信息与知识价值偏低，社交圈

层次偏低；当社区组织存在明确的治理主体，社

区定位及价值导向明确，社区成员相互信任，社

区凝聚力就会增强，从而提高社区网络价值。

社区组织机制可以直接影响社区社会网络形

成，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绩效 [19]。因此，笔者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社区组织机制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网络

结构。

社区技术机制是指社区的管理者运用一

系列的技术手段，维护社区网络秩序及稳定

性 [20]，例如：①在所有帖子发布前都会进行审

查，不允许违规言语发布；②将已发布而在内

容和形式上存在有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帖文，予

以删除；③对发布不健康、不文明，含有歧视

性或攻击性等内容信息的用户，需要及时处罚

公示；④对于一些严重违反论坛条例的成员，网

站管理者可以封杀其注册的 ID。技术机制的干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3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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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有利于社区网络的发展，社区技术机制可以

直接影响社区社会网络形成及其结构特征，从

而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绩效 [21]。因此，笔者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H2：社区技术机制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网络

结构。

开放式创新理论

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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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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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创新源

开放式创新理论

图 1  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模型

2.2  社区社会网络结构相关假设

社区社会网络结构研究是以关系为主线，把

个体、微观网络与宏观结构结合起来，通过网

络信息技术为社区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协同提供

组织保障 [22]。开放式创新社区依托于互联网技

术，将节点用户、节点用户关系和整体社区 3
个要素集成，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社区社

会网络，其核心是要充分发挥社区用户的社会

网络结构优势 [23]，例如：网络连接度、网络密

度和网络凝聚子群，为社区协同发展提供驱动。

社会网络可以通过促进组织或者个体间的

行动而创造价值，影响组织的知识管理能力，网

络关系强度与知识共享存在正相关关系 [24]，因

此，与外部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不仅可以为

组织带来大量异质的信息与知识，还可以为企

业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

能力。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3：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知识

获取。

社会网络结构会影响社区中知识转化，特

别是隐性知识的转化。使隐性知识显性化是知

识创新的关键，隐性知识转化发生于社区成员

间的知识互动，成员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和声

望影响成员间知识互动的开展，位势越高表明

成员的影响力越大，对其信任度也就越高 [25]。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4：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知识

转化。

当社会网络的关系广度增加时，组织的联

结范围增加，边际成本下降，边际收益増加，外

部创新源的特征会发生变化，组织网络关系越

广，资源的丰富程度越高，越影响社区创新源

的规模和活跃度 [26]。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5：社会网络正向影响社区创新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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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社会网络正向影响社区创新源活跃度。

2.3  知识管理过程相关假设

企业的知识属于无形资源，是企业维持

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知识差距是知识管理的

前提，当组织或个体发现自身的知识存量无法

满足需求时，便会根据知识目标差距去寻求知

识，通过知识获取和知识转化等环节，来填补

知识差距。在知识获取和转化过程中，新一轮

的知识协同将被开启 [27]，因此知识管理过程是

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由于知识应用的效果直

接体现在企业创新绩效，因此，笔者关注知识

获取与知识转化，将知识应用融合到企业创新

绩效。获取所需知识是社区成员间知识协同的

动机，知识获取是知识在协同成员间的传递过

程，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从外部获取的资源以知

识最为重要 [28]。知识获取是企业主动与外部进

行沟通交流以获得多样化的知识，知识获取能

力主要表现在本企业对技术行业发展动态具有

很高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 [29]，如新功能建议、产

品 Bug 反馈和处理产品 Bug 反馈，利用外部知

识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从而有利于组

织技术的创新，如专利申请数量和软件发布数

量可用来衡量创新绩效 [30]。因此，笔者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H7：企业知识获取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对知

识获取能力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提

升知识获取能力的策略。知识获取増加了成员

间相互学习与合作的机率，通过指派专人、专

门团队研究合作创新中涉及的先进技术和方法
[31]，对组织合作创新过程中涉及到的诀窍和知

识进行编码，以供他人参考 [32,33]，例如：解决

产品 Bug、回复产品 Bug 和开发者交流，激发

知识创新能力，提升组织创新绩效。隐性知识

对于组织创新更为重要，隐性知识转化的程度

越大，组织创新能力也就越强，创新绩效也就

越高。知识转化是知识创新的重要驱动，有效

的知识转化是提升组织创新绩效的关键 [34,35]。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8：企业知识获取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转化。

H9：企业知识转化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2.4  社区创新源相关假设

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与开放社区中

众多创新源进行协作 [36,37]，社区创新源规模和

社区创新源活跃度是社区创新源的重要特征。

其中，社区创新源规模是指与社区创新源有直

接关联的行为主体数量，如发帖用户数、回帖

用户数和帖子浏览量；社区创新源活跃度是指

社区创新源的参与积极性，如用户的发帖量、回

帖量和精品帖量。

社区创新源的规模和活跃度都从一定程度

上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38,39]。因此，笔者

提出以下假设：

H10：社区创新源规模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

效。

H11：社区创新源活跃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绩效。

与社区创新源的合作是企业获得社区异质

知识资源的有效途径，社区创新源规模越大，企

业需要转化的异质知识资源越多 [40]，创新源的

规模决定了企业知识转化的广度。社区创新源

规模会影响知识转化的螺旋上升，从而影响企

业创新绩效 [41-42]。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2：社区创新源规模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转

化。

开放式创新社区是一个无边界的动态协同

社区，社区创新源的活跃度体现了用户参与社

区的积极性，社区创新源的活跃性有利于降低

协作创新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社区创新源

规模 [43]。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3：社区创新源活跃度正向影响社区创新

源规模。

3  研究模型的实证研究

3.1  实证对象选取

笔者选取小米开放式创新社区作为实证研

究对象，原因在于：①平台创建于 2013 年，论

坛发展迅速，用户数量和帖子规模一直处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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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增长，尤其与同样创建于 2013 年的海尔

Hope 社区相比，小米社区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该

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 5 000 万，日均在线用户超

过 1 万；②研究所需的各类数据，如小米社区

用户数据、小米社区帖子数据、小米新产品数

据以及小米专利数据，均可以通过 Python 软件

编程抓取。

3.2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笔者采用 Python 软件编程抓取小米开放式

创新社区相关数据，由于小米开放式创新平台

的设置，只保留近 1 年的论坛数据，故获取到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8 月共 543 天的原始数

据，通过以下的步骤进行清洗和预处理：①剔

除乱码、错误或重复的帖子；②剔除一年内发

帖 5 次以下的用户。经过处理，共获得 352 147
个用户数据，帖子记录 4 881 764 条。为了进

一步衡量小米企业创新绩效指标，从小米官方

账号获取软件发布数；考虑到专利申请的滞后

性，因此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进行专利检索

获取小米公司在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的

专利数 3 954 条。获取的指标数据均按天进行汇

总。

3.3  测量指标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研究变量以及小米

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特点，结合小米开放式创新

社区所能提供的数据，提出以下测量指标，如

表 1 第 1-3 列所示；测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

表 1 第 4-5 列所示：

表 1  模型变量的测量指标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测量指标 平均数 标准差

社区组织机制[18-19]

社区官方的发帖 官方团队发帖数 41.295 20.677 9

社区资源的分享 资源分享帖子数 2 018.600 940.849 6

社区组织的活动 俱乐部活动帖子数 46.514 22.744 3

社区技术机制[20-21]  

投诉处罚公示 处罚公示帖数 59.989 29.323 5

投诉处理发帖 投诉处理发帖数 11.166 6.093 8

投诉处理回帖 投诉处理回帖数 17.602 9.449 6

社区社会网络[23-27]

社会网络中心势 社区日均网络中心势 34.672 14.451 3

社会网络密度 社区日均网络密度 0.3759 0.180 36

社会网络凝聚子群 社区日均凝聚子群数 65.991 48.010 0

企业知识获取[28-30] 

新功能建议 新功能讨论帖数 1 935.785 1 042.647

产品Bug反馈 产品Bug反馈数 64.357 30.101 8

处理Bug反馈 处理Bug反馈数 20.950 8.749 7

企业知识转化[31-35]

解决产品Bug 解决产品Bug数 1.855 3.074 0

回复产品Bug 回复产品Bug数 31.381 16.990 7

开发者交流 开发者交流帖数 230.442 113.919 3

社区创新源规模
[36-37]

发帖用户数 社区日均发帖用户数 117.107 56.220 9

回帖用户数 社区日均回帖用户数 821.352 437.467 4

览帖用户数 社区日均览帖用户数 127 366.3 44 040.86

社区创新源活跃度
[23-24]

用户发帖量 社区日均发帖量 5 242.444 2 417.628 9

用户回帖量 社区日均回帖量 281.851 134.502 9

用户精品帖量 社区日均精华帖量 22.182 11.119 2

企业创新绩效[17,25]
软件发布数量 小米软件发布数量 8.571 4.247 2

专利申请数量 小米专利申请数量 7.287 11.37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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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

4.1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由于采用客观数据，指标量级相差较大，因

此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的信度测量方法采用

Cronbach 系数，效度测量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避免 Cronbach 系数产生的一些问题，如信

度膨胀、测量变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等问题，这

里通过组合信度（CR>0.6）和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0.5）来加强判定 [44]。

通过 SPSS 分析各指标变量 Cronbach 系数

（可靠性分析）、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

抽取量（AVE）及各变量因子负荷表（见表 2）。

8个变量的Cronbach系数均大于临界值 0.70，CR
系数均大于临界值 0.6，AVE 系数均大于临界值

0.5，各变量的因子负荷值均大于 0.5，因而可以

进行路径分析 [44]。

表 2  指标变量及各变量因子负荷表

指标变量 因子负荷 AVE C.R. Cronbach系数

社区组织机制 0.979 0.999 0.990
社区官方的发帖 0.988

社区资源的分享 0.986

社区组织的活动 0.995

社区技术机制 0.926 0.989 0.960
投诉处罚公示 0.978

投诉处理发帖 0.944

投诉处理回帖 0.964

社区社会网络 0.801 0.903 0.901
网络连接度 0.972

网络密度 0.906

网络凝聚子群 0.798

企业知识获取 0.820 0.946 0.906
新功能建议 0.879

产品Bug反馈 0.903

处理Bug反馈 0.934

企业知识转化 0.727 0.886 0.719
解决产品Bug 0.964

回复产品Bug 0.772

开发者交流 0.810

社区创新源规模 0.819 0.894 0.913
发帖用户数 0.984

回帖用户数 0.903

帖子浏览量 0.820

社区创新源活跃度 0.959 0.989 0.993
用户发帖量 0.982

用户回帖量 0.983

用户精品帖量 0.973

创新绩效 0.651 0.843 0.779
软件发布数量 0.741

专利数量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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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假设检验 

笔者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中的最大

似然法，对提出的 13 个假设进行验证，模型的

路径分析如图 2 所示，路径上的系数估值反映了

潜变量之间影响的方向和影响的程度，变量下方

括号中的值表示潜变量能被解释的程度，也反映

了模型的预测能力。其中，社区组织机制和社区

技术机制的组合效用对社区社会网络结构的解释

力度高达 97.3%；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对企业知识

获取和创新源活跃度的解释力度分别为 46.7% 和

99.5%，由此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对创新源活跃度

有更强的解释力度；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和创新源

规模的组合效用对企业知识转化的解释力度高达

97.5%；创新源活跃度对创新源规模的解释力度

高达 99.4%；创新源活跃度和企业知识转化的组

合效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解释力度为 56.8%。

开放式创新理论 - 0.383

- 0.608
- 0.135

0.953***
社区组织机制

0.325***

企业知识获取

(0.467)

企业知识转化

(0.975)

社区社会网络结构

(0.973)

企业创新绩效

(0.568)0.90

知

识

管

理

理

论

知识管理过程

0.727***

0.683***

0.351***

创新源规模
(0.994)0.660***

0.811**0.184***社区技术机制 0.997***

创新源活跃度

（0.995 ）

社区机制

社区创新源

开放式创新理论

图 2  模型路径分析

通过对假设检验结果的分析可知，13 个研

究假设中有9个成立。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包括：每

个假设、标准路径系数以及路径显著性，如表 3
所示。

4.2.1  社区组织机制、技术机制与社区社会网络

之间的关系

与研究假设一致，社区组织机制和技术机

制都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并且社

区技术机制的影响（路径系数 0.660）要大于社

区组织机制的影响（路径系数 0.325）。这说

明社区的组织机制（如官方发帖、资源分享和

俱乐部活动）和技术机制（如处理问题帖和处

罚问题用户）对于开放式创新社区社会网络形

成、稳定和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尤其技术机

制是社区社会网络平稳发展的保障。

4.2.2  社区社会网络与企业知识管理和社区创新

源之间的关系

与研究假设一致，社区社会网络对企业知

识获取和企业知识转化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

且对知识获取的影响（路径系数 0.683）要大于

对知识转化的影响（路径系数 0.351）。这说明

企业知识获取和企业知识转化的效果，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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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取决于社区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如网络中 心势、网络密度和凝聚子群。

表 3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系数 P值 成立

H1：社区组织机制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网络结构 0.325 P<0.001*** 成立 

H2：社区技术机制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网络结构 0.660 P<0.001*** 成立

H3：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获取 0.683 P<0.001*** 成立

H4：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转化 0.351 P<0.001*** 成立

H5：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正向影响社区创新源规模 0.90 P>0.05 不成立

H6：社区社会网络结构正向影响社区创新源活跃度 0.997 P<0.001*** 成立

H7：企业知识获取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0.608 P>0.05 不成立

H8：企业知识获取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转化 -0.135 P>0.05 不成立

H9：企业知识转化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0.953 P<0.001*** 成立

H10：社区创新源规模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0.383 P>0.05 不成立

H11：社区创新源活跃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0.811 P<0.01** 成立

H12：社区创新源规模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转化 0.727 P<0.001*** 成立

H13：社区创新源活跃度正向影响社区创新源规模 0.184 P<0.001*** 成立

与研究假设一致，社区社会网络对社区

创新源活跃度有很强的正向影响 ( 路径系数为

0.997)，创新源活跃度对创新源规模有显著正向

影响（路径系数为 0.184）。与研究假设不一致，社

区社会网络对社区创新源规模无显著正向影响。

这说明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有助于创新源活跃度

的提升，但对于创新源规模的影响是通过创新

源活跃度产生的间接影响。

4.2.3  企业知识管理和社区创新源对企业创新绩

效之间的关系

与研究假设一致，企业知识转化对企业创

新绩效有很强的正向影响 ( 路径系数为 0.953)。
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企业知识获取对企业知识

转化无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知识获取对企业创

新绩效无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企业知识获

取，如新功能建议、产品 Bug 反馈和处理 Bug
反馈，虽然有助于企业知识资产增量的直接增

加，但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是企业知

识转化，如解决产品 Bug、回复产品 Bug 以及

开发者交流。                    

与研究假设一致，创新源活跃度对企业创

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路径系数为0.811)；创

新源规模对企业知识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路

径系数为 0.727）。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创新源

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

创新源的活跃度，如用户发帖量、用户回帖量

和用户精品贴量，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

过创新源规模，如发帖用户数、回帖用户数和

览帖用户数，产生的知识集聚效应，必须通过

企业知识转化才能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5  研究模型的实证研究

5.1  开放式创新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

因素为企业知识转化与创新源活跃度，并且相

对于创新源活跃度，企业知识转化对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更大。这是由于社区组织机制和社

区技术机制共同作用下的社区社会网络结构一

方面会直接作用于企业知识转化，另一方面会

通过作用于创新源活跃度和创新源规模间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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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企业知识转化，由此通过两方面共同作用

于企业知识转化，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与此

同时，社会网络结构会通过创新源活跃度而间

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因此，社区组织机制和

技术机制对社区的发展以及企业的绩效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而单纯的企业知识获取以及脱

离知识转化的创新源规模扩大，对企业创新绩

效均无显著影响。由此，分别从宏观角度和微

观角度，对开放式创新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提出

建议。

从宏观角度，企业应当根据发展目标特点

有规划地发展和利用开放式创新社区。开放式

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不

同指标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维度和影响力度

不同。因此，企业应当分析自身优势和现阶段

发展目标，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利用开放式创新

社区有影响的指标，实现企业创新绩效导向的

开放式创新社区发展。

从微观角度，一系列的开放式创新社区组

织机制和技术机制，可以通过影响开放式创新

社区社会网络结构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因此，有必要制定与完善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组

织机制和技术机制，促进开放式创新社区稳定

和发展，提升社区创新源活跃度，由此实现创

新源规模扩大而产生知识聚集效应，提升企业

创新绩效。

5.2  社区组织机制和技术机制相关假设

目前结合开放式创新理论与知识管理理

论，探索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

的研究很少。因此，笔者从以下 4 个方面对社

区组织机制和技术机制展开研究：

首先，笔者将开放式创新社区组织机制（包

括官方发帖、资源分享和组织活动）和开放式

创新社区技术机制 ( 包括投诉处罚公示、投诉处

理发帖和投诉处理回帖 )，作为影响社区社会网

络结构的独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

社区的组织机制和技术机制通过社区社会网络

结构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因此，开放式

创新社区建设者应有效地规划与提升社区组织

机制和技术机制的有效性。

其次，笔者提出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包括

中心势、密度和凝聚子群）分别影响企业知识

管理过程和社区创新源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

表明，社会网络结构作为社区组织结构直接影

响企业知识获取、企业知识转化和创新源活跃

度；通过创新源活跃度间接影响创新源规模，并

且还会通过创新源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知识转化。

因此，开放式创新社区应注重提升创新源活跃

度。

最后，笔者强调通过企业知识管理过程和

社区创新源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性。研究

结果表明知识转化和创新源活跃度对企业创新

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而创新源规模需要通过企

业知识转化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因

此，加强企业知识转化是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

重要途径。

6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笔者构建模型测量指标，并且采取

数据挖掘方式获取变量测量数据，应用结构方

程模型进行开放式创新社区对企业创新绩效影

响的假设检验，虽然测量数据及其权重客观，但

测量指标的合理性及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其次，采取时间横截面研究，但开放式创

新社区特征以及用户社交行为具有动态性，纵

向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社区网络结构的动态

发展。因此，纵向研究设计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可

以加深对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因果关

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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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u Bing  Lu Yan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mode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pen innovation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builders and users of open platform communities. [Method/pro-
ces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open innovation theor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First, it estab-
lishes the model of the impact of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ie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poses research hypotheses. Then, Python is used to capture the data of an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y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validate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Result/conclusion] Research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in that ①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mechanism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② the community technical mechanism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③ th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positively 
influences corporate knowledge acquisition; ④ th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⑤ th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activity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ource; ⑥ the activity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ource posi-
tively affects the scale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ource; ⑦ the scale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ource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⑧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⑨ the activity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ource 
positively affects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nsequently, the strategic guida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ies is provided.
Keywords: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y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communit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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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是科研观测、科学研究活动的成

果，是科技创新和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 [1-2]。鉴

于科学数据共享对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整体水

平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3]，全球范围

内掀起了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热潮，不少国际

组织、国家、机构建立起了数据管理中心，如

世界数据中心 [4]、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中心
[5]、英国数字管理中心 [6] 以及以国外高校图书

馆（如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7]、普林斯顿大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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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 [8] 等）为首建立的数据管理中心。科学数

据开放共享在促进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造成了“数据获取”和“数据安全及隐私保

护”之间的不平衡，以致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

数据安全问题。科学数据安全不仅关乎个人

信息安全，同时还关乎国家安全 [9]。为了保护

科学数据安全，各国从宏观层面制定了相关政

策，比如英国 1998 年颁布的数据保护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10]，欧盟委员会（EC）发布的《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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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访问与保存科学信息的建议》[11]，美国颁布的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12]。

在微观层面，相关科研项目基金会要求他们所

资助的研究者提交可以为科研成果提供佐证的

科研数据，同时对数据的存储和保存以及科学

数据的处理方式都做了相应规定 [13]。

根据 2018 全球信息安全调查显示，绝大多

数安全事故均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引发的 [14]。

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指出潜在的科学数据安全风险通常

不是由所采取的技术造成的，而是由于研究人

员不恰当的行为导致 [15]。例如，2018 年引起全

球关注的 Facebook 数据泄露事件，其缘由是剑

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教授将从 Facebook 收集的

用于性格分析的用户数据泄露给了剑桥分析公

司 [16]。目前，对科学数据安全的探讨主要集中

在政策和技术层面，而科研人员对政策的遵循

和技术的采纳程度还受到个人主观意愿的影响。

所以学者开始关注从行为学的视角，探究如何

让科研人员能主动、有意识地保护科学数据安

全。

鉴于此，为了规范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安

全管理方式，让科学数据更好地为国家科技创

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支撑 [17]，笔

者从现实需求出发，提出科学数据安全行为这

一概念。在科研过程中，科学数据安全主要受

到科研人员行为的影响。在科学数据生命周期

中，科研人员同时扮演着数据的生产者、使用

者、管理者和监管者等多重角色 [18]。科研人员

的多重身份与科学数据形式的动态变化特征为

科学数据安全管理增加了难度，规范科研人员

的行为有利于实现科学数据的有效管理。所以

笔者基于科研过程阐述不同阶段存在哪些科学

数据安全风险，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可以规范

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安全行为，进一步丰富科

学数据安全管理的研究内容，促进科学数据管

理与共享的发展，并为科学数据安全管理提供

指导和建议，为科学数据管理的政策制定奠定

理论基础。

1  科学数据安全行为概念的界定

科学数据安全行为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从

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科学数据安全行为方面

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针对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的

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从科学数据安

全行为产生、发展的脉络看，科学数据安全行

为主要涉及信息安全行为和科学数据安全管理

两个主题领域。就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的体系构

成而言，科学数据安全行为是信息安全行为与

科学数据安全管理二者的组合体，同时隶属于

信息安全行为与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研究范畴。

从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的理论渊源看，科学数据

安全行为的概念是由信息安全行为和科学数据

安全管理两个概念有机整合而引申出来的一个

复合型概念。因此，明晰信息安全行为与科学

数据安全管理两个基本概念是提出科学数据安

全行为的基础和前提。

1.1  信息安全行为的定义

有关人为因素对计算机运行可靠性的影响

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 [19]，直

到 20 世纪 90 年代系统科学的兴起，对信息安

全行为的研究才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 [20]。

以 C. Wood 等为代表的学者最早指出人为因素

对信息系统安全具有潜在影响 [21]。90 年代中后

期，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维系信息系

统运转的软件、硬件变得更加复杂，学者开始

致力于探讨如何充分利用技术的有用性减少人

为差错带来的安全风险 [22]。21 世纪初，随着信

息系统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研究发现技术的应

用并不能完全保证信息的安全 [23]，人为因素是

导致信息安全问题的最根本的因素 [24]，对信息

安全的研究重心开始向个体行为转移。从国内

外的研究成果看，信息安全行为的研究已经形

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关于信息安全的定

义有如下解释：J. M. Stanton 等从个人行为角

度出发认为信息安全行为是指维护信息系统有

效性、机密性和完整性的人的行为集合 [2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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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azali 等从组织角度出发认为信息安全行为是

企业员工为避免组织财产遭遇损失及机密信息

被曝光的行为 [26]；H. Liang 等认为信息威胁规

避行为，是指当用户感知到信息存在安全威胁

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的行为 [27]；J. Wirtz 等提

出网络隐私保护行为，指的是用户通过技术手

段，确定网络安全性来保护自己的信息及隐私

免受侵犯的行为 [28]。可以看出，信息安全行为

主要从行为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调动个体

的主观能动性，以消除信息安全威胁、保障信

息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相关有效措施的行为

集合。

1.2  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含义

随着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的兴起，数

据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 [29]。其共享和再利

用被认为是科技创新和知识发现的重要驱动因

素之一。随着国内外科学共享工程的开展，如

何有效地对科学数据进行管理和完善，成为高

校及科研机构迫切关心的问题 [30]。科学数据的

综合管理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系统，包括技术基

础设施的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政策框

架、商务计划、人员布局等 [31]。通过相关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学者提出数据监管，即为确

保数据当前使用目的，并能用于未来再发现及

再利用，从数据产生开始对其进行管理和完善

的活动 [32-33]。在科学数据监管体系中，科学数

据安全管理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数据安全管理

是对科学数据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管理

的过程 [34]。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主要管理活

动包括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计划、安全隐患识

别、安全问题的定性定量评估、安全威胁的应

对措施以及安全威胁控制等 [34]。学者通过调研

国内外的科学数据安全政策发现，科学数据安

全管理具体包括数据的分类规则、数据共享的

限制（对数据保密级别、共享方式进行说明）、数

据处理、对涉及人类参与者隐私安全保护等几

个方面 [35-37] 。在技术层面，现有的科学数据管

理平台主要采用分布式系统架构，也有学者提

出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交互数据描述、安全管

理等功能 [38]。总体来说，科学数据安全问题已

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针对科学数据

安全管理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政策和技术层面。

1.3  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的定义

虽然相关政策和技术都在逐步完善，但是

在缺乏行为规范的环境下，仍然无法完全保证

科学数据的安全。在科学数据生命周期中，科

学数据在共享之前由科研人员直接管理为主，机

构或科学数据管理平台协助管理为辅。所以在

这个过程中科学数据的安全与科研人员的行为

密不可分。信息安全行为的相关研究证明，个

体行为是造成信息安全的根本因素。与信息有

所区别的是，科学数据是指在科技活动（实验、观

察、探测、调查等）或通过其他方式所获取的

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等的原

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需要，进

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集 [39]。在形式上，科

学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其数据形式呈动态变

化的状态；在时效性上，科学数据具有重复利

用的价值，不仅是数据创建者形成研究成果的

重要数据支撑，同时还可以为后续的研究者提

供参考；在内容上，科学数据安全不仅包含数

据本身的安全，还包括相关利益主体的安全 [40]。

鉴于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

上文对信息安全行为和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介

绍，笔者把科学数据安全行为定义为：科研工

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为了保证科学

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机密性、完

整性而采取的相关有效措施的行为集合。由于

科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以团队的形式开展，科

学数据安全行为不仅包含科研人员的个人行

为，还包括团队行为。具体来说，科学数据安

全行为是科研人员在开展科研活动时，在已有

的安全知识储备基础之上，主动采取有利于科

学数据安全、规避潜在风险的行为。

2  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研究现状

科学数据安全行为是信息安全行为的重要

分支，通过类比信息安全行为的研究结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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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为因素是导致信息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科学数据生命周期中，科学数据在共享发布

之前，主要由其拥有者进行管理，在此期间，科

学数据安全主要受到个体行为的影响。因此，如

何规范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安全行为，促进科

学数据安全政策的制定，让科研人员在科研过

程中对科学数据的安全管理有章可循，对保证

科学数据安全，建立科学数据安全管理体系，促

进科学数据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关于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的探讨，嵌

入在对数据管理员（data librarian）的角色定

位问题中。随着科研模式的变革，图书馆界开

始探索数据管理员在科学数据管理过程中应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数据管理员的职责主要围

绕数据管理问题展开，以用户为中心搜集信息

资源，保证在多用户环境下信息资源的安全性

和可访问性 [41]。国外学者如 A. Cremer、R. H. 
Khan、R. E. Martin 等对数据馆员所需要的职业

素养进行了归纳，包括数据的保存与评估、数

据监管、开发元数据标准、数据分析与服务、数

据安全等 [42-44]。国内主要以介绍国外数据管理

员的职责为主 [45]。在科研活动中，从科学数据

的创建到最终利用共享，整个过程都需要科研

人员的参与，其中保证科学数据的安全是进行

数据分析、利用、共享的基础。虽然相关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以数据管理员的职业素养

为切入点探讨科学数据管理，为科学数据安全

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从国外高校（如哈佛大学 [46]、普林斯顿大

学 [47]、斯坦福大学 [48] 等）制定的科学数据管理

政策可以看出，科学数据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广泛

关注。虽然不同学校对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规定

有所差异，但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①要求

研究人员遵守相关协议中的规定；②要求研究

人员使用最佳的存储设备和技术，在不给研究

人员带来过多负担的情况下安全地保护科学数

据；③保护研究对象免受意外披露或不当使用

机密数据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些政策从宏观上

指明了科学数据安全管理的方向，但为了让科

学数据安全管理政策落到实处，则需要科研人

员的配合。

在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的实践中也会涉及

科学数据安全管理问题，如司莉等在研究科学

数据管理与共享的需求时对科研人员科学数据

管理方式、保存方式等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科

研是否发生过重要科学数据丢失 / 损毁的现象

和重要科学数据丢失 / 损毁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研

究，研究结果显示有 70% 的科研人员发生过重

要科学数据丢失 / 损毁的现象，造成重要科学数

据丢失 / 损毁的原因主要是误操作或误删除 [49]。

这也说明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安全意识还有待

加强，规范科研人员行为以保证科学数据安全

至关重要。

3  基于科研过程的科学数据安全行
为分析

目前，集科学数据管理、共享、服务于一

体的科学数据管理平台主要采用生命周期模型

对科学数据进行管理 [50]。尹春晓在调研国外高

校科学数据管理服务之后总结出，无论是社会

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数据管理生命周期都可

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制定数据管理计划、数

据收集与选择、数据描述与组织、数据分析与

利用、数据保存与发布、数据发现与获取 [51]。

可以看出，在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科

研人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存在差异，这与科研过

程具有阶段性息息相关。杨传汶等通过访谈总

结了科研过程包括以下 7 个步骤：制定计划、进

行试验、收集数据、解释与分析、得出结论、表

达与交流、评价与改进 [52]。鉴于在科研活动

中，科研人员作为主要行为主体，其科研过程

的阶段性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划分具有紧密

联系。笔者结合科学数据管理政策及相关科学

数据管理模型总结了科研过程的一般过程。如

图 1 所示。

根据图 1 可以看出，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

并不像科学数据生命周期模型呈线性，其中，数

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描述处于并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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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在科研过程中一直处于动态变换的状

态，这种动态变换让科学数据实现了从数据到

知识的跃迁，即原始的科学数据属于数据，处

于分析过程中的科学数据属于信息，作为结果

的科学数据经过科研人员的解释和说明具有知

识的属性。

图 1  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

由于在科研过程中，科研人员的行为对科

学数据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笔者将从制定数据

管理计划、数据生成与采集、数据存储、数据

描述、数据分析、数据利用与汇交几个阶段进

行详细阐述，分析在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的安全

风险，以明确从个人行为角度进行科学数据管

理的重点，并提出如何从行为学视角出发加以

防范。

3.1  制定数据管理计划

2011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要

求所有基金申请者必须提交对所申请的项目开

展的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s，D-
MP）[53]。随后相关科学数据管理政策也对此做

了明确的要求，制定科学数据管理计划已经成

了开展科研活动必不可少的工作。科学数据管

理计划是科研人员用来描述研究项目中期待获

取或生成的数据，对这些数据如何管理、描述、分

析、存储，项目结束后采用什么机制来共享和

保存数据的书面文件 [54]。完备的数据管理计划

是科研人员获取科研资助单位支持的前提，也

是其有效管理科研项目所生产科学数据，规避

或应对可能产生的各类问题的重要保障 [55]。也

就是说，科学数据管理计划有利于科研人员对

所从事的科研项目有全局意识，使其更有可能

规避科研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问题。爱丁堡大学

科学数据管理政策规定：科学数据管理计划要

明确数据采集、管理、完整性、机密性、保留、共

享和发布等内容 [56]。目前，科研资助机构主要

通过两种方式对科学数据管理计划的撰写提供

指导：①提供政策指导，如斯坦福大学提出的

数据管理计划指南 [50]；②提供技术服务，如

英国数据监管中心（DCC）提供了支持标准化

的工具 DMPOnline[57]，美国加州福尼亚数字图

书馆提供支持和服务的数据管理计划制定工具

DMPTool[58]。笔者通过调研国内外相关科学数

据管理计划的政策文献 [59-61]，归纳了科学数据

管理计划包含的主要内容：①对科研项目进行

描述；②数据的组织和存储；③数据的获取、分

享和重用说明；④数据存档说明。其每个部分

包含的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3.2  科学数据生成与采集

科学数据生成与采集过程是建立在系统的

数据收集方法之上，针对设计的研究变量收集

数据，为证明研究问题、验证假设和评估结果

服务。虽然数据收集方法因学科差异而有所不

同，但对数据质量都同样重视。由科学数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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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为的定义可知，保证科学数据的真实性、合

法性是数据收集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收集不合

适的数据可能带来以下影响：无法准确回答研

究问题；无法进行重复验证；造成资源浪费；对

其他研究人员形成误导；对人类研究者或动物

主体造成伤害。除此之外，如果将由这种不合

适的数据用于建立公共政策的数据支撑，则可

能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完整性，G. L. Knatterud 提出可

以从质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和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两方面入手 [62]。质量保证

是指在数据收集之前进行的活动，可以通过以

下方法对科学数据的收集提供保障：①编写数

据收集程序手册；②提前了解收集数据需要了

解的领域知识；③掌握该领域现有的政策和标

准；④学习数据收集工具的使用方法。质量控

制是指在数据收集期间和数据收集之后进行的

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数据收集者明确其

职责，严格按照数据收集步骤进行，并建立反

馈机制对其进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后，及

时进行修正调整。针对质性研究，为了验证数

据质量，可以采用三角互证的研究方法 [63]，利

用社会期望量表来减小应答偏差对实验数据效

度的影响 [64]。

表 1  数据管理计划应包含的内容

描述项目 内容

科研项目 研究目的；数据的来源；如何获取数据；数据的类型；数据管理的权责划分

数据的组织和
存储

元数据的创建、管理、存储说明；文件命名规则说明；本地存储和备份过程说明；数据读取说
明（查看数据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和软件）

数据的获取、
分享和重用

谁有权访问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获取；数据共享说明（是否涉及隐私、道德或保密问
题）；这项研究的知识产权说明；是否允许数据重用；数据的授权（是否允许商业用途）

数据存档
数据长期保存说明（是否会存储在数据存储中心，如果不是，将如何存储数据）；数据的保存
时间

3.3  存储数据

科学数据的存储与维护是实现科学数据共

享利用、发挥其最大价值的重要基础 [65]。存

储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科学数据是独

一无二的，一旦被毁坏将可能永远丢失 [66]。

在我国，由于项目资助机构对科学数据提交没

有强制要求，导致大部分数据分散在课题组或

个人手中，使科学数据面临损坏或永远丢失的

危险 [67]。对于数据的存储，笔者通过调研国内

外科学数据保存政策，总结出科学数据存储时

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的命名规则。文件名是文件的主

体标识符，规范的文件名可以为文件的内容、状

态和版本提供有用的提示，有助于对文献进行分

类和排序。南安普顿大学和英国数据服务中心制

定了数据文件命名规则可供参考 [68-69]：①文件名

应该做到简洁且意义明确；②整个科研项目的

文件应该按照同一个命名规则，保证文件的一致

性；③避免使用特殊符号（如 & ？！）；④避

免文件名过长；⑤借助连字符“-”或下划线

“_”分隔文件名中的元素，使其具有更好的

可读性；⑥为针对特定应用程序的代码文件保

留文件扩展名（如 .doc、.xls、.tif 等）；⑦在文

件名中包含文件的版本控制。

（2）数据的存储位置。选择合适的存储

位置对科学数据管理和利用带来很大的便利。

通常可以用来存储科学数据的有以下 5 类 [70]： 
①机构存储，一般指学校或科研机构的数据存

储中心；②本地存储，如个人电脑；③云存储，如

DropBox、Google Drive等；④便携式存储设备，如

USB 存储器、DVD 等；⑤纸质存储。每一种存

储方式都有优缺点，科研人员在选择存储时，还

应该参照项目中产生科学数据的大小、数据的

保密级别、访问需求（是否提供远程访问）等

因素选择合适的存储方式选择合适的数据存储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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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文件存储的格式。恰当的文件存

储格式可以避免数据失效并便于数据重用 [71]。

在选择文件格式时，必须考虑：数据的分析方

法、相关标准、软件和硬件的兼容性、是专属

软件还是开源软件等问题 [72]。在数据收集和分

析过程中，研究人员可能会选择比较方便的通

用格式，但为了使数据能长期存储，便于未来

进行数据访问，建议将数据存储为开放格式。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建议的数据存储格式 [73] 如表

2 所示。

（4）备份策略。备份数据可以确保原始文

件因一些意外原因（如硬件故障、计算机病毒

感染等）而丢失时，可以从备份的副本中恢复

原始数据文件，从而减少损失。选择备份策略

时要考虑本地存储情况、数据的价值以及环境

的风险级别。英国数据服务中心提出的在制定

数据备份策略时应该考虑的问题及建议 [74] 如表

3 所示。

表 2  科学数据存储格式

文件类型 建议的存储格式

文本文件 XML、PDF/A、HTML、ASCII、 
UTF-8

音频文件 WAVA、AIFF、MP3、MXF

压缩文件 TAR、GZIP、ZIP

数据库文件 XML、CSV

地理空间数据 SHP、DBF、GeoTIFF、NetCDF

运动图像 MOV、MPEG、AVI、MXF

统计数据 ASCII、DTA、POR、SAS、SAV

静态图像 TIFF、JPEG2000、PDF、PNG、
GIF、BMP

表格数据 CSV

网页 WARC

表 3  制定数据备份策略

备份项目 具体内容

备份的内容
根据机构是否可以恢复系统的具体情况，考虑是备份特定的数据还是备份整个系统。
如果可以恢复系统，则只需要备份数据文件即可

是否包含敏感信息
如果数据文件涉及个人敏感信息，应该只创建所需的最少的备份副本，并对数据进行
加密

备份的频次
建议在每次更改数据后进行备份，或定期备份，或者借助工具对关键数据文件进行自
动备份

可实现自动备份的工具 微软的synctoy、苹果Mac的Time Machine等

备份存储介质的选择
少量的数据文件可以使用CD/DVD等，如果是大量的数据文件，则建议使用移动硬盘
驱动器等

备份数据的保存格式 采用适合长期保存的文件格式，可参照表2

增量备份还是差异备份
增量备份是指备份自上一次备份之后有变化的数据，建议使用可移动设备进行备份。
差异备份是指备份上一次完全备份之后有差异的数据，建议使用固定介质（如硬盘驱
动器）进行备份

如何组织备份数据
通过建立标签体系，定期验证备份的文件，通过与原始文件进行比较，检查其完整
性。

备份数据的存储位置 一般数据可以存储在网络云盘上，对于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建议脱机存储

（5）数据存储的安全性。科学数据的安

全不仅包括科学数据本身的安全，还包括相关

利益主体的安全。为了确保数据本身的存储安

全性，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控制访问权限。

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密来控制访问权限。除

了对数据进行加密之外，同时还要对存储有科

学数据的存储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和

移动设备）进行加密，降低未经授权的访问导

致存储科学数据的设备暴露的风险 [75]。②对

数据进行分级。对于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科学数

据，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分级。哈佛大学科学

数据管理中心 [76] 提出将科学数据分成 5 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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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并对不同级别的数据提出了存储方案，如 表 4 所示：

表 4  哈佛大学的数据分级制度

级别 描述

Level5：极其敏感的数据 如果泄露会对个人或学校造成严重伤害的数据，如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医疗信息、
遗传信息

Level4：非常敏感的数据 如果泄露可能会对个人或学校造成严重伤害的数据，如可识别的财务信息、国家
安全信息、可获取机密信息的密码

Level3：敏感或机密额数据 如果泄露可能会对个人或学校造成重大风险的数据，包括机构人事记录，财务记
录，个人捐助信息，除第四、五等级之外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

Level2：保密的良性数据 泄露不会造成重大损害，学校还是会选择保密的数据，包括未发表的科研成果以
及第三、四等级之外的知识产权、论文初稿、专利申请文件

Level1：非保密的数据 公共信息，包括没有身份标识的科研数据、已发表的研究数据、学校公开信息等

3.4  数据描述

司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 50% 以上的科研

人员表示科学数据管理中的问题有不知道如何为

数据创建索引以及不记得数据的存储位置 [77]。对

科学数据进行描述可以使科研人员更容易对数据

进行定位，方便对数据的理解和重用 [78]。数据描

述是指利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术语对数据进行描

述 [79]。通常使用元数据对科学数据进行描述。M. 
Wilkinson 等从 4 个维度提出了科学数据元数据的

准则，即易发现、易获取、可操作、可重用 [80]。

从具体应用层面来看，国外一些机构和大学图书

馆制定了元数据的标准 [81]，如表 5 所示：

表 5  数据描述的基本要素

描述项目 描述

题名 数据集或科研项目的名字

作者 创建数据的机构或研究人员的名字

标识符 用于标识数据的编号

主题 描述数据的关键词或短语

资助者 资助研究项目的组织或机构

权限 其他研究者如何获取数据的说明

语言 研究成果所包含数据资源的语言

日期 与数据有关的关键信息，包括项目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发布日期、所经历的时间周期。其他的
日期如数据更新日期、维护周期等

地址 记录与数据有关的物理空间信息

方法 数据的收集方法，包括所使用的设备和软件、实验协议等

数据处理 关于数据处理的过程和步骤

资源 引用的其它数据资源，记录其数据来源和获取方法

文件列表 与该科研项目有关的所有数据文件名单

文件格式 对数据格式的说明

文件结构 数据文件的层级

变量列表 数据文件中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列表

代码清单 对文件名或数据文件中的变量使用的代码或缩写的解释

版本 每个文件发布的时间

校验 参照备份的文件，测试文件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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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学科，也有相应的元数据标

准 [82-83] 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学科的元数据标准

学科 元数据标准

社会科学
数据

社会科学标准（DDI）

地理空间
数据

数字地理元数据内容标准（CSDGM）
地理信息国际标准（ISO19115:2003）

人文数据 都柏林核心集（DC）

多媒体数据
数字图像的元数据标准（NISO 
Z39.87-2002）

天文数据 天文可视化元数据标准（AVM）

3.5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科研人员利用科学的数据分

析方法把原始的科学数据转化为科研成果的阶

段，是科研人员对科学数据操作最频繁的阶段，最

容易出现的科学数据安全风险包括误操作或误删

除、存储设备故障等。由图 1 可以看出，在科研

活动中，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组织三者是

相互交织的过程，具体来说数据存储和数据组织

是为了数据分析做准备，数据分析和数据组织之

后必须要对数据进行存储，数据组织是为了更好

地进行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在进行数据分析

时，科学数据的形式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为了

保证数据分析的顺利进行，应该根据数据描述和

数据存储规则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存储。

3.6  数据利用与汇交

关于科学数据共享的实证研究数据显

示，42.82% 的科研人员表示在科研项目结束

后，科学数据分散在项目组成员手中 [84]。这表

明一部分科学数据并没有被利用起来，科研人员

汇交科学数据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对科学数据

进行汇交是科学数据从个人管理层面进入数据流

通系统的重要环节，按照相关标准对科学数据进

行整理，提交到数据共享中心。数据汇交是科研

人员对自己在科研过程中产生的科学数据的集中

整理，确保科学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根据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的第十三条规定，由政府

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所形成的科学

数据，应由项目牵头单位汇交到相关科学数据中

心 [9]。从科研人员的角度来看，要考虑的问题是

把数据交到什么地方去？以及交什么？如何交？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国外科研项目管理机构、学

术期刊及数据机构制定了科学数据汇交政策 [85]。

我国于 2008 年 3 月首次由科技部颁布了《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

交暂行办法》[86]。要求把科学数据汇交到相应的

数据汇交中心。鉴于科学数据的复杂性，不同学

科领域建立了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部分领域

的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见表 4，同时，部分领

域如气象、测绘、水文的数据共享管理办法也包

含数据汇交细则。这些管理办法对数据汇交的组

织管理、汇交内容、数据汇交计划、数据汇交流

程、数据管理、权益保护、监督与信用管理等都

做了规定。数据汇交的内容包括科研项目生成或

采集的原始数据以及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加工

后形成的数据。为了保证科学数据汇交工作的顺

利进行，科学数据管理中心引入流程管理思想来

规范数据汇交与管理 [87]。及时汇交和共享科学数

据资源，既是国家科技投入的直接效益体现，也

是促进这些数据更好地被归档、存储、共享和开

发利用的重要途径 [79]。所以科研人员在科研项目

结束后，应该充分了解相关数据汇交管理办法，并

以此为基础对科学数据进行整理和筛选，形成统

一规范的数据格式，及时地提交到数据共享中心。

表 7  部分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及其数据汇交管理办法

科学数据共享中心 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

国家人口与健康科
学数据共享中心

《中医药科研课题数据汇交管
理办法》[88]

国家农业科学数据
共享中心

《农业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
法》[89]

地震科学数据共
享中心

《人工地震科学数据汇交与共
享管理办法（试行）》[90]

资源环境数据云
平台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暂
行办法》[86]

南海海洋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数据汇交管理暂行办法》[91]

国家材料科学数据
共享中心

《材料科学数据提交格式规
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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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科学数据安全不仅涉及科学数据本身的安

全，也包括相关利益主体（个人、组织、国家）的

安全。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时代，科学数据

安全管理是实现科学数据共享的基础。虽然相

关政策对科学数据管理平台、组织机构（如个

高校图书馆、科研资助机构）以及科研工作者

划定了他们的职责和义务。但总体而言，国家

法律的条例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如何将其

分别具体细化到各类行为主体并实施于科学数

据安全管理实践，则亟需科学数据安全行为的

及时跟进。根据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科学数

据在共享之前，其安全主要受到科研人员行为

的影响，所以笔者探讨的科学数据安全行为主

要针对科研人员。根据上述分析，为保障科学

数据安全，在科研过程的不同阶段，由于科研

工作者的工作内容的差异导致其所采取的措施

也不同。在制定科学数据管理计划阶段，需要

研究者对科研项目所产生的数据有大致了解，并

对如何管理科学数据做出规划，才能在后续阶

段对科学数据安全管理有一个宏观的把控；在

数据收集与采集阶段，为保障科学数据质量，研

究者需要在数据收集前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在

数据收集过程中采取相关措施对数据质量进行

控制；在数据存储阶段，可以从数据的命名规

则、存储位置、数据文件存储格式、数据备份

策略等几个方面保障科学数据安全；在数据组

织阶段，可以参照相关学科元数据标准对数据

进行描述；在数据分析阶段，则应该选择科学

的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参照数

据存储和数据组织的相关准则对数据进行操

作；在数据利用与汇交阶段，需要对数据进行

整理筛选，按照相关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汇

交到科学数据管理中心，实现科学数据的共享。

科学数据安全行为是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

中为保证科学数据及相关利益主体安全而采取

的主动防御措施，是基于个人行为从微观层面

对科学数据提供的保障。规范科研人员的安全

行为是构建科学数据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步骤。

笔者根据现实需求，整合信息安全行为、科学

数据安全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基于科研过

程不同阶段的工作内容的差异分析了可能存在

的安全风险及应该如何加以防范，以期为科研

人员在科研过程中实现对科学数据安全管理提

供指导和建议，同时为科研管理机构制定科学

数据安全管理计划提供参考。本文不足之处在

于，现阶段关于科学数据安全的研究成果主要

针对科学数据管理中心，这些政策及建议对科

学数据安全行为的适用性还有待实证检验，这

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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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behavior, and 
combines different stages of research activities to analyze how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cientific data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andardize the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behavior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promote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formulate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poli-
cies,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Method/process] The network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to integrate the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behavior and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then,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behavior was proposed. On this basis,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to explained that way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scientific data through personal behavior. [Result/conclusion] 
At this stage,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is aimed at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Research 
on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re-
search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standardize the behavior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scientific data from two aspects. First, in the stage which existence of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risk, 
combined with the policy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targeted improvement strategy. 
Second, for the stage where there is no obvious security risk,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which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scientific data security behavior    scientific data    information security behavior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4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1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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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1  背景与意义

参考国外业界的界定和分级，图书馆馆藏

根据其自身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五级：①第一级

即不再适合流通的旧书；②第二级是具有一定

保留价值的旧书；③从第三级开始注重书本身

信息价值以外的价值，如特别的作者、特定的

时代、特殊的装帧与印刷等；④第四级则是符

合各馆独特的收藏特色和定位的书籍，如服务

人群的研究倾向、固有特藏的扩充；⑤第五级

被称作镇馆之宝（the library’s collections of re-
cord），但凡有学者需要进行相关研究都必须参

考的馆藏。由以上定义可知，二级以上的馆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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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馆员去挖掘每本书除了出版时自带的内容

信息以外的价值 [1]。

而对于诸多图书馆来说，对非古籍类特藏

的信息揭示基本与普通馆藏无异，甚至由于这些

特藏相较于新书年代更为久远，在原有编目信息

中，所著录内容甚至比普通图书更为简略，无论

是单册的来源、状态、外表、纸张、印刷、扉页

是否有题注、是否有原主的藏书章或藏书票等珍

贵的历史信息，数据均缺失，无法将特藏图书信

息全面揭示，也即未能将第三级及之后的馆藏价

值予以挖掘，明珠蒙尘着实可惜。

笔者将聚焦反映特藏图书流转信息的藏书

印记数据，通过对印章数据的挖掘，发掘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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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故事，还原特藏图书的收藏历史，进而

为评估其价值奠定基础。

2  进行馆藏印章信息挖掘的可行性

馆藏章是一种特殊的鉴藏章，鉴藏章的价

值在古籍字画领域被广泛认可，馆藏章同理也

可用作特藏回溯流传历史、评估价值的依据。

我国鉴藏印的传统始于隋唐，时人鉴定书

法真迹后在所鉴定字迹或副页上签章，以示负

责，相较于其他章具有独特的传统和功能 [2]。

在西方也有在所收藏的书籍上贴上藏书票的传

统，藏书票的历史始于 15 世纪，远没有我国藏

书章的历史悠久，但做工精美、寓意丰富的藏

书票也有“版画珍珠”“纸上宝石”等美称。

这些二次创作出现在批量印刷的书籍上，使每

一册书变成独一无二的存在 [3]。对古籍而言，整

理研究藏书章工作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认可，且

古籍上的藏书章可以参照书画鉴赏章的研究方

法记录整理，用于鉴别古籍的刻板年代、了解

古籍的收藏和流传过程、了解藏书者以及丰富

馆藏等图书馆学的研究 [4]。针对非古籍类特藏，虽

然也有关于藏书印记的研究，却并未得到相同

程度的重视，一方面图书馆的馆藏章因其机构

性质往往设计庄重保守，以容易辨识的楷体或

古朴端正的大篆为主流，相较其他鉴藏章艺术

价值不高；另一方面，这部分馆藏多是近百年

出版收藏的，早期制度虽然并不完备，但还是

有丰富的档案资料留存，对于单册书籍来源和

流传过程的研究来说，相较馆藏章，查询档案

更方便快捷。但这并不代表馆藏章完全没有研

究价值，就如同存世官印对考辨古官职印制的

价值更多用于考证礼坏乐崩，无法通过文献考

证的两周时期 [5]，特藏中的馆藏章对于近代史

的研究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3  特藏信息挖掘

就目前国内图书馆，特别是有一定创办历

史的高校图书馆来说，早期馆藏经历了数次动

荡，在特藏类信息的揭示上存在一些缺失，有

如下几种类型：

（1）早期登录簿记载信息缺失。早期档案

记载用词暧昧、不规范，常常无法提供准确的

数据，计算标准时常变化，又多有缺失。

（2）捐赠书籍的登记信息缺失。系统中之

前很少有关于藏书来源的记载，即使有具体捐赠

书目的情况下，现在要重新找回已经按照索书号

上架的书，很多时候也只能靠签章判断；无捐赠

书目的更是只能在茫茫书海中逐本翻看有无签章

来寻找；有些有记录的书，找不到了；反之也有

些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却找不到记录的存在。

（3）战争、动乱所造成的馆藏遗失及信息

缺失。由于百年间的数次战争、动乱，以及工

作人员不足、工作量太大而没有余力详细著录

等原因，现在很多书籍的来源单靠现存的编目

记录和登录簿并不可考。

（4）院系调整馆藏调拨导致信息揭示不完

整甚至记录缺失。

（5）卡片目录转换为自动化系统后回溯编

目数据简化。

4  藏书印记在特藏信息挖掘中的应用

4.1  通过藏书印记研究单本书籍流转历史

研究整理鉴赏章，可以用于鉴别书籍的年

代、了解书籍的收藏和流传过程、了解藏书者

以及丰富馆藏等图书馆学的研究 [5]。包括藏书

章、藏书票、财产号、借阅信息等在内的流传

印记在特藏建设中作为重要依据在很多高校图

书馆都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如云南师范大学图

书馆整理西南联大文献时的依据便是“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 [6]，兰州大学图书馆 [7]

和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8] 也利用相似研究方法

对自身的馆史进行研究。

然而在诸多利用馆藏章研究单本流传历史

的案例中，现有研究方法过分依赖研究者对单

个章来历的了解，缺乏单册上多个印记间相互

印证等考证步骤，或利用单册信息反推印章来

历的研究。而对有一定创办历史的高校图书馆来

说，特藏馆藏中出现的很多章是没有可供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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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档案文件来了解其来历的，现有资料中又

多有缺失或模糊等造成的不够可信的部分需要多

个印记相互佐证来达到信息挖掘的目的。

通过整理书籍上的印章手记等信息来建立

数据库，考证印章来历，重建起流传历史记录，可

以帮助梳理馆藏来源的脉络，窥见更多书籍经

历过的故事。

4.2  通过藏书印记发现馆藏价值

通过数次调拨，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

藏书中现存有大量民国时期并且现在已经不复存

在的学校、机构馆藏章、公章，如大夏大学、震

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又如各级中小学、简易

师范学校、国民政府陆军等（见表 1），这些学

校和机构的档案已经不易找到，他们的历史也已

表 1  部分特藏部现存校外馆藏章

序号 馆藏章 释文

1
大夏大学史地社

会学研究室

2
震旦大学图书

馆藏

3
复旦大夏第二联
合大学图书馆

4
国立安徽大学图

书馆藏书

5
大夏大学圕藏书

之章

经不会再延续，关于他们的史料每一个都是珍贵

的，他们的藏书又和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息息

相关，这些外来书籍上的印记（如残留的章、手

记、登录号甚至借书卡等）经过回溯整理后将能

成为民国时期教育体系的重要研究资源。

4.3  通过藏书印记汇集信息还原馆藏发展史

馆藏章的服役年代很多时候并无档案可

寻，但通过多本馆藏的比对分析可以大概率

恢复这个记录。很多馆藏上的印章除了图书

馆印章外，还包括全校回溯编目汇集的各个

院系、部、组资料室印章，虽然各院系资料

室、图书室也可以通过调阅相关档案来判断

馆藏来源，但如果档案缺失则无法进行馆藏

发展历史的追踪。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藏书

印记的汇集数据，通过整理书籍相关信息来

推测书籍印章的年代、来历，可以还原整个

馆藏发展的历史。

5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书籍印章数
据挖掘的实践

复旦大学图书馆建成已有百年，其中从

1918 年同学发起戊午阅书社到 1953 年藏书建

设转以订购为主这 35 年间，藏书来源多为捐

赠或从他校调拨而来。根据档案数据计算的图

书馆馆藏册数年平均增长率见图 1，1924 年到

1979 年间，每一次馆藏数量的爆发性增长都能

对应上馆史中的一段关于捐献或调拨的记载，例

如：1925 年“刘大白寄存图书二〇〇〇册，杜

定友寄存图书八〇〇册”；1928 年“文科阅书

室近得谢六逸移赠书籍二〇〇册，并获其长期

赠送《新女性》《语丝》《文学周刊》杂志”；1930
年 1 月“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教授洪深、余

楠秋、李权时、蔡尚思等捐赠名著一千数百册” 
……又有战后接收伪上海大学藏书，解放后全

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先后接收校外调入图书 55 万

余册 [9]。这些书在被捐或调入复旦图书馆前，可

能本来就是二手书，也可能是某位校友赠给恩

师的大作。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故

事，而故事需要馆员整理其痕迹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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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24-1979 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图书册数年均增长率

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例（见图 2），封

面右上角写有索书号，封底缺失，现存部分没

有任何馆藏章或私章、登录号等信息，左上角

的小楷留言字体风格和封面题字一致但在别的

副本上没有出现过，是否为梁启超亲笔，现在

几乎无从考证。

综上所述，目前的特藏信息揭示的元数据

量远没有达到特藏所需要求，无法满足特藏读

者的检索需求，其馆藏的价值仍处于待发掘状

态。为此，笔者与所在团队对非线装特藏书籍

进行全面的数据采集，并基于印章数据进行系

统性的价值挖掘。

5.1  样本

初期样本为复旦大学图书馆 10 余万册民国

书籍中的 3 万册，对这 3 万册书籍的藏书印章

进行初步整理。在实际的整理过程中，整理和

收集的范围又拓展出了历史人物手记一项，但

事实上本研究所遇到的有趣但不在此次整理范

围之内的小印记不知凡几。今后将以特藏印章

为切入点，逐步完整揭示特藏信息，使这些珍

贵宝藏的价值能为人所知，为人所用。

在目前已经整理的 3 万册左右书籍中，共

找到不重复签章 550 个，其中各种机构印章 428
个，个人或机构的藏书章、捐赠签章 363 个，暂

时无从考证的姓名章、闲章近百。本次对书章

的分析研究主要针对复旦相关的签章馆藏章，目

前找到的复旦相关的不重复签章共有 117 个，其

中馆藏章 71 个。

图 2  《先秦政治思想史》封面

5.2  整理和挖掘印章信息存在的困难

虽然馆藏章从建馆之初至今一直在被使

用，但是从来没有被存档过，因此整理本馆的

签章存在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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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捐赠、调拨等非购买来源图书的障碍。

由于民国书中捐赠和调入书占比很大，这些二

手书的入藏时间和出版年份关系不是很大，可

查的登录簿中存档的入藏时间也可能和馆藏章

的加盖日期存在一定错位，而在入藏之后的数

次清点中也会用印，任何独立的信息在这次工

作当中都不足以独立成为可信的依据。如此一

来，每个馆藏章的大致服役时间范围的判定推

理大多从章自身文本信息入手，然后通过多个

其他信息互相佐证，最终判定。可以预见，等

到特藏馆藏章数据库建立之后，通过统计计算

大数据的结果可能会推翻很多本研究目前的结

论，可是现在又不能一步到位建立一个数据

库，只能尽可能整理出一份特藏部的印谱。

（2）印章信息甄别的准确率问题。首先，如

之前本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在没有一个印谱参

考的情况下，多个人分头同时整理会出现大量

重复，又会因为“很像”“见过”等主观的感

觉而出现遗漏 ( 如多枚设计相似的“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印，见表 2)，还有因为篆体字难认，导

致同一个章两个人登记成了两个等诸多问题。

虽然本团队现在只是粗略整理了复旦大学图书

馆特藏书籍的冰山一角，但初步建立一个较完

整的印谱让工作得以标准化，再在之后的回溯

工作中查缺补漏，在目前看来是最好的方案。

5.3  藏书印记信息挖掘案例

5.3.1  通过馆藏章研究书籍流传历史案例

复旦大学图书馆 1953 年以前的馆藏来源多

为捐赠，著名教授们更是多次捐书，可以透过

书上的印章、手记等看到很多有趣的故事，补

全一些没有记录的历史 [9]。以下为各种应用的

典型案例：

（1）甄别同一捐赠人的多次捐赠。例如，陈

望道校长所捐的 4 本书，其中两本扉页盖有三

枚章（见图 3- 图 6）：一枚 2.7 厘米的大篆朱文

方印“望道藏书”，一枚 1.3*6.6cm 九叠篆朱文

长方印“陈望道校长赠”和一枚 4.1*1.5 朱文简

繁混杂的楷体字朱文长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

藏书之章”，查询登录号确定入藏时间为 1974-

1979 年之间，应为 1977 年 12 月，在陈望道校

长去世后家人捐赠的其全部藏书中的两本，可

以用于补全 MARC 记录捐赠信息。另外还有两

本 40 年代出版的书，登录号分别为 279310 和

269059，并没有上述两枚陈望道校长的印，但一

本上有手写的“陈望道先生赠书”（见图 5），另

一本上有著者赠言“望道教务长道正”并落款和

私印（见图 7），这两个登录号都属于 1955 年的

登录簿，这一年复旦大学图书馆曾经清理编目 30
万册书，但是查阅现有陈望道校长的多次捐书档

案却没有20世纪40年代到1955年间的捐书记录。

虽然不能判定这两本书的具体年份，但是可以为

陈校长已经非常长的捐赠记录略作补充。

表 2  复旦大学图书馆部分馆藏章

编号 印文 图例

章1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书

章2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书

章3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

章4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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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印文 图例

章5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

章6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书

章7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书

之章

章8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

章9
复旦大学图
书馆藏书

之章

章10 复旦图书馆

章11 复旦大学圕

编号 印文 图例

章12
复旦大学图
书馆登录

号数

章13
复旦大学图
书馆登录

号数

章14
旦大学图
书馆登录

号数

章15
复旦大学图
书馆登录

号数

图 3 《教育心理学概论》扉页

图 4 《理性与民主》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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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论学习问题》扉页

图 6 《中国社会简史》扉页

（2）判断捐赠时间

《社会进化论》封二右上角有“孙寒冰先

生藏书”楷体章一枚（见图 7），又有“孙氏图

书馆登录号数”并手写登录号“1387”和“国

立复旦大学图书馆登录号数”并手写登录号

“027216”各一枚，再有“注意·借供参考 务惜

爱护”楷体章一枚（见图 8）。一开始本团队推

断，此书最初为孙寒冰先生为自己家族的“孙

氏图书馆”藏书所购，为家族共有，后来在“国

立复旦大学”时期，也就是 1942 年春到 1949
年秋期间入藏复旦图书馆 [10]。但查询登录号记

载，020001-030000 是在民国 27 年也就是 1938
年入藏。1938 年复旦大学因为抗战爆发刚迁至重

庆，一同迁至重庆的书籍却只有五分之一，于是

在当年 12月 23日到 29日展开了“献书运动”，次

年 1 月又有“献书周”活动，师生捐书 3 000 余

册 [9]。据此推理，孙先生在献书运动中再次带头

献书时捐出此书，但直到 1945 年清点馆藏回迁

上海时才盖上了登录号印章并写上登录号。但也

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这本书是在之前的数次捐书

活动中捐出，到了 1938 年迁至北培时因为种种

原因又重新分配过登录号数，因为光看民国 27
年的登录簿，有从 01001-050000 这么多书，而

随迁图书总共只有 12 593 册，显然这时可能是

为了迁校，有很大一部分藏书被重新清册并分配

了登录号。希望在今后的整理工作中能收集到更

多的数据和信息来确认这本书的入藏时间。

图 7 《社会进化论》封二                                                图 8 《社会进化论》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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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北碚的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很有意

思的发现。有 4 本书（见图 9- 图 13），同无法

考证陈望道校长具体捐献年份的两本书一样，这

4 本书的出版时间为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

代初，登录号记录为 1955 年，其中 3 本加盖

有楷体繁体字，长方形 4*2.8m 印“国立复旦

大学新闻系新闻馆图书室图书登记”并写有登

录号，这 3 本书又同时盖有 2.9cm 九叠篆朱文

粗边方印“国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馆图书

室”，且其中 2 本此印在封二和内页第一页接

缝处再次出现。唯一没有新闻馆图书室登录号

数的一本《古代社会史》，封面有周谷城先生

亲笔“谨赠此于复旦新闻馆图书室”并落款，加

盖有 1.4cm 碧落篆朱文粗边方形姓名章，旁边

有一个蓝色的 2.9cm 九叠篆朱文粗边方印“国

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馆图书室”。可以推

测，这 4 本书是在 1944 年，北碚校区在嘉陵江

畔建成新闻系新闻馆至 1946 年学校迁回上海这

两年间捐赠给新闻馆内设的图书室，而非图书

馆。新闻系学生异常活跃，新闻馆的性质也不

单单是一个学校组织，同时兼具了出版社和学

术活动中心的功能 [10]。也许是和这个特殊的性

质和新闻学的一些特点有关，这 4 本书中的 3
本，或在封面，或在扉页，都盖有一枚特殊的

印章，未见于其他捐赠书籍。这是一枚 1.1*7.1cm
长方形印章，底部写有楷体繁体字“赠书”上

方空格填写有捐赠人姓名，分别是“周谷城先

生”（一级教授）、“孙问章”（新闻系 1938
级本科生）和“易鼎”，唯一没有此印的一本

书在封面右侧写有“曾德镇会友捐赠”（新闻

系 1941 级本科生）[11]。现在不管是新闻馆还是

图书室都已经不存在了，图书室的藏书很可能

是在迁回上海的过程中就并入了图书馆馆藏。

但这些书上的印记，让本团队又重新考证到当

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教授和已毕业的校友对母

校的感情和贡献。

图 9  《俄国怎样打败了拿破仑》扉页          图 10 《古代社会史》封面             图 11 《古代社会史》扉页

5.3.2  发现馆藏价值

《留英须知》（见图 14），是目前所知

的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最早的藏书之一，它的

出版信息中没有出版年份，登录号为 1200，判

断其入藏年份在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登录簿之

前，也就是民国 15 年以前。封面印有长方形

2*4.2cm 楷体“复旦大学 / 戊午阅书社”印佐证

确实是非常早入藏的书籍，右下角又有一枚含

有复旦校徽的圆形直径 3cm 繁体字“图书馆”和

威妥玛式拼写的“FuhTan University Library”图

章，这枚圆形图章又在内页中反复使用了 3 次。

扉页上贴着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期限表（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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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和封底的借书卡（见图 16）对应，左上角

有长方形 3.4*1.5cm 繁体“复旦大学图书馆登

录号数”印，应为 1924 年之后图书委员会成立

后所制，沿用时间暂时没有足够数据。正文第

一页（见图 18）左下角有一枚繁体字圆形直径

3.3cm“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图章，中心为缪

篆“图书馆”，圆形上方正楷“复旦大学”，下

方正楷“藏书”，这枚章多见于 1962 年清点过

的书籍，和此页页眉处的一个红色无边简体字

小印“62 点”通常成对出现，经过简单的相关

性分析和年份数据比对，目前认为是 1962-1963
年使用的馆藏章（详见后文：5.3.3 通过书籍研

究馆藏章服役年代方法）。根据这些信息推理，这

本书在戊午阅书社时期入藏，在 20 世纪 30 年

代非常受读者欢迎，后来可能因为信息过期了

无人问津，但是又在后来每次清点中被留了下

来，现在成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自身历史珍贵资

料，也是研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留学生情

况的珍贵史料。这些出版信息以外的重要信息

在 MARC 记录中都无法呈现出来。

 

        
 

图 12 《青年学习指南》封面                        图 13 《欧洲战线》封面                  图 14 《留英须知》封面

图 15 《留英须知》封二                          图 16 《留英须知》借书卡                 图 17 《留英须知》绪言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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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通过书籍研究馆藏章服役年代方法

馆藏章的服役年代很多时候并无档案可

寻，但通过多本馆藏的比对分析可以恢复很多

馆藏章的服役时间记录。虽然通过章的文本已

经能挖掘出很多特藏的附加信息，如带有“国

立复旦大学”这个名称的就基本可以推定是抗

战后期到建国前；带有各个院系、部、组等组

织名称的，可以通过调阅各院系资料室、图书

室的相关档案来判断。然而还有很多章只能通

过收集的数据来反向研究，即通过整理书籍相

关信息来推测书上章的年代、来历。如已发现

的多枚“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印（见表 2），有

朱文、白文、方的、长方的等，各式各样，楷

体章还能大概通过是繁体还是简体字或是掺杂

了两者来先大致判断其使用时期，篆体章则无

法从文本判断。相对于正向的研究，个案分析

工作比较枯燥，并且需要长期地大量收集数据

进行分析。

将现阶段收集到的 71 个馆藏章和今后补全

的每一个章逐一通过章自身文本与加盖此章的每

一册书籍所有可以用于判断该印章年代的数据

进行整理统计对比，科学严谨地分析它的服役年

限，从而得到可以在正向研究中使用的信息。

但是这次的数据样本不是随机抽样的：首

先抽取出的书都是文科 7 楼书库中前 11 排书架

上的，且集中在第 5-6 排书架，而排架又是根据

索书号，也就是主题排的；其次，选择抽出的

书也不是随机抽样，而是抱着“为备百年馆庆

展收集展品”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加以选

择的。在现阶段这些结论可能非常符合数据的

描述，但是随着数据库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完

善，现在的这些结论很有可能会被推翻，此处

只是讲述一个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刚开始时，研究人员以为只需要抽

样收集有本次初步尝试所要研究的 15 枚章所在

单册的登录号并找到对应记录的年份，便可以

轻易得到章的使用年代。实际操作后发现情况

非常复杂，具体包括：①通常，每本馆藏图书

都至少会加盖一枚复旦馆藏章，然而，想要短

时间内在10万馆藏中收集馆藏章的使用数据，即

使仅收集已知的 15 枚，也是非常困难的——有

些章使用量大，有些使用量小。②馆藏章的加

盖可能出现在入藏后的任何时间点。③登录号

对应的年份并不完全可信。多次出现过一个登

录号对应多个登录簿（也就是对应多个登录年

份）的事件。

对于这些情况，研究者只能先无差别计算

所有数据的相关性（见表 2）。相关性普遍非常

之低，但即便如此还是有所发现。

表 3  本次使用图书数据样本综合分析

登录号年 册数 出版年 册数 索书号段 册数

-1926 2 1921 1 100 1
1934-39 4 1922 1 110 1

1938 15 1924 2 120 1
1939-43 6 1926 2 140 2

1951 17 1927 1 150 1
1952 3 1929 4 170 2
1953 1 1930 4 240 1
1955 19 1931 4 280 1
1956 5 1932 1 300 1
1959 6 1933 4 500 2
1963 9 1934 5 520 8
1971 1 1935 5 530 3

1974/75/79 2 1936 4 540 12
1980 1 1937 5 550 25

1938 4 570 21
　 　 1939 2 590 1
　 　 1940 5 600 2
　 　 1941 2 610 1
　 　 1942 5 620 1
　 　 1944 1 710 1
　 　 1945 3 730 2
　 　 1946 1 740 3
　 　 1947 4 780 1
　 　 1949 12 H30 2
　 　 1950 4
　 　 1956 1
　 　 1962 1
　 　 1979 1

总册数 110
有馆藏章出

现册数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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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的这枚“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圆

章（见表 1 中的章 10），在第一批 110 册书中

共有 58 本出现过，它们的登录号对应的入藏年

份非常广泛——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初

（见图 19），。在全部 110 册书中有 78% 的书

都盖有“62 点”小印，反过来，所有有“62 点”小

印的书上有 68% 都有这枚圆章。初步认定此章

可能是 1962 年大清点时用于加盖在所有没有加

盖本馆藏书章的藏书上，沿用至 1963 年。之所

以认为 1962 年才有此章，是因为这枚圆章年代

分布很广，但有其他馆藏章的登录号对应年份

却在某时段很集中，且都在 1962 年以前——在

全部有这枚圆章的 58 本书中，所有 1962 年以

前入藏的书几乎都可以找到 1962 年被清点过的

痕迹，但在 1963 年入藏书籍中就寥寥无几了，此

后入藏的更是没有。计算两特征相关性，达

0.37，是目前所有印章中和 1962 年清点痕迹相

关性最高的一枚（见表 3）。样本扩大一倍后（依

然不随机抽取），关系系数数值变化不大，变

为 0.4，隐隐有上升趋势，是现在所有数据分析

结果中最可信的，但依然不排除未来被推翻的

可能。

y = -0.2471x + 8.01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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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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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40

无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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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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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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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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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6

19
59

19
64

19
70

1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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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
5/

79

19
76

19
78

19
80

19
82

19
84

19
86

该
章
出
现
次
数

登录号对应登录簿年份

图 18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圆章出现书籍之登录号年份分布

表 4   相关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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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藏书印记全面著录方案

本团队对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藏书印记的

数据挖掘和分析尝试历时不到一年，也仅针对

当前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总结，基于

当前实践得出的结论也很可能随后续更多数据

的加入而被推翻，但从方法上来看，基于藏书

印记进行信息挖掘与分析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例如通过统计得到每枚馆藏章的使用年限

在多数章上是可行的，并且可以通过计算多枚

章的相关系数相互验证年份、传承关系等。

但是，如果此工作在样本数据基础上全面

展开，需要对特藏印记全面回溯，构建完整的

数据框架，并建立起合理的分析模型。如此可

以为正向的分析研究提供数据基础，获得更可

信的印鉴使用信息用以进行特藏信息的挖掘和

著录，从而对其信息、历史、艺术等价值进行

正确的分级，使得馆藏价值得以从各个侧面被

揭示，也可以使馆员在日常保护、服务、扩充

馆藏等工作中拥有足够的信息以做出更正确的

判断。

如果要对鉴藏章进行描述控制，使之成为

一个可统计的数据，需要尽快补齐和电子化所

有特藏描述元数据。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

部在编目馆藏上的鉴藏章时所使用的细则，馆

藏章 MARC 著录规则建议如下：

（1）藏书印记的著录顺序

线装书左开从第一页右下角第一个章开始

向上向左编目；西式装帧图书右开从第一页左

上角第一个章开始向下向右编目。

（2）著录字段定义

● 305 字段：登录鉴藏章命名。以释文 +
朱 / 白……+ 方 / 长……等描述命名。

如馆藏上仅有一枚章7的情况则登录为：305 
$a 有“復旦 / 大學 / 圖書 / 館藏”朱方印。

如同时有章 7 和章 9 的情况则登录为：305
有“復旦 / 大學 / 圖書 / 館藏”朱方、“復旦大

學 / 圖書館 / 藏書”阳圆印。

● 317 字段：陈述流传历史。

● 702 字段：记录鉴藏章涉及的过往收藏

者（检索点）

与古籍相比，特藏书籍印记不完全适用，也

不可直接照搬此细则，还应额外考虑以下若干

问题：

（1）设计相近、印文相同的章如何区分？

例如，按上述细则编目则会导致章 6 和章 7 描

述相同，无法区分。

（2）305 字段无法作为检索点，并且由于

每个章并不分开记录，如何确保数据可分析？

（3）如何加入每次流传时间的元数据？

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规则，以

期对全面回溯实践加以指导。

（1）全面收集并创建藏书印记数据库：赋

予每个印章唯一 ID 号，用于后期区分以及数据

抓取、分析。此数据库必备字段包括： ID 号（主

键）、图例、释文、设计描述、档案记载该章 /
收藏者 / 机构活跃年限、数据分析年限（动态）。

（2）建立独立的特藏数据库，或在全馆统

一的馆藏书目数据库中，记录单册印记信息并

在所有回溯过的特藏 MARC 数据中添加有更多

信息及获取提示。①在特藏数据库中为每个复

本的印记逐条著录，并使用条码号作为与统一

书目系统的链接点（主键）。②鉴藏章仅使用

ID 号登记，一方面减少数据量，方便检索；另

一方面保证同一个章不会因为编目人员的主观

原因被登记成为不同的两个章，提高工作容错

率。③手记等印记如实转录全文，并描述其字

体、位置。④描述每个单册品相（细则根据需

要制定）。⑤设立记录根据单一馆藏自身档案

记载 / 全部印记推测的每一个章的加盖时间，但

并不展示数据，仅用于分析。

相关数据库关联关系如图 19 所示。

7  结语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面临的历史信息缺失问

题在国内高校图书馆中普遍存在，而这些缺失

的信息将造成特藏价值的误判，导致读者无法

利用、错失国际交流的机会，甚至造成误剔除

等重大损失，如有情况相仿的机构笔者所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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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号（主键）

条码号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

条码号（主键）

印章 ID 号

印记文本及描述

单册品相

印章时间

……

特藏信息库印记信息库

ID 号（主键）

图例

释文

描述

印章 / 收藏者 / 机

构活跃年限

数据分析年限

书目信息总库

图 19  相关数据库关联关系示意图

法未尝不可一试。在各校建设“双一流”的大

潮之下，各校特藏中的这些宝贵历史烙印是建

设世界一流图书馆的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认识到回溯历史信息的紧

迫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可以先从本馆历史着

手，梳理、补充所有确定的线索，发掘馆藏章

等其他可能但不确定的线索并收集数据用于分

析。在合理的工作规划下，较小规模的特藏完

全可以利用本馆现有管理系统配合 Excel 或 Ac-
cess 等常用办公软件实现前期甚至全部数据的

收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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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ecial Collection information Mining based on Collection Mark Information: 
Taking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Li Yanlin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n essential par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department’s work is to routinely 
update metadata that is unique to special collections: Paper, Printing, Genre, Binding and Provenance Ev-
idence, etc. Librarians can frequently encounter books with an only vague recording of its history before 
collected into the repository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ase of 
collecting, analyzing and utilizing the stamp and signature information of single volume and books in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In addition, the data mining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stamp and signature without records. 
[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small sample tests, the researcher has proved the attempt successful using sam-
ple data. The basic designing of the database and work process is also illustrated. 
Keywords: special collections building    provenance information retrieving    ownership stamps    library 
stamps    data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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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气候持续恶化导致近年来人类生存

环境面临巨大威胁，同时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

【学术探索】

社会媒体情境下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
支持体系研究
◎陆文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社交网络、微博等社会媒体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给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带来了全

新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媒体情境下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的构建与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和发

展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理论，而且能为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方法 /过程 ]

针对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所面临的数据多源而信息挖掘利用不充分的问题，结合社会媒体数据的特

点 , 从多源信息融合的视角充分考虑多种信息源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关系，并基于此

构建一套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探讨建立健全该体系所面临的五大关键问题，提出简要的

应对措施。[ 结果 / 结论 ] 将动态的 Web 社会媒体信息引入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并将其与已有应急信息

进行快速、有效的融合并加以综合利用，有助于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使其在突发

事件决策分析和应急管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社会媒体；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多源信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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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能诱发突发事件的社会风险因素也持

续增多。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频繁爆发，世界上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饱受恐怖袭击、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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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疫病以及飓风、地震、暴雨暴雪等各种自

然灾害及其带来的次生灾害之苦。我国地域辽

阔、人口众多、天气变化万千，是世界上遭遇

突发公共事件和遭受自然灾害侵袭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从 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的

全面爆发，到 2008 年初南方大范围低温冰雪灾

害；从“5·12”汶川发生 8.0 级特大地震，到

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从

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到 2016 年

初南方多省遭遇暴雨洪水灾害……这些触目惊

心的大规模突发事件频繁爆发，破坏力极强，给

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和伤害。据不完全统计，近 50 年来，我国每年

由地震、地质、旱涝、海洋、疫病等灾害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1]，突

发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

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大量的突发事件案例表明，突发事

件不仅具有突发性、公共威胁性和紧急性，其

不确定性和扩散性使得突发事件错综复杂，关

联程度增强，易演变为跨域公共问题 , 单区域应

对难度大、效果不显著，因此跨区域应急合作

成为大势所趋。同时，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网

络论坛等 Web 社会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

大众的交互式信息沟通能力及参与社会事务的

热情达到空前程度。每当突发事件爆发，社会

媒体的灾情探测、传播与反馈都非常及时，网

络空间的灾情呈现几乎与实际灾情同步，这些

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海量社会媒体数据蕴含了突

发事件各类构成要素的时空分布、活动及相互

关系等极其丰富的知识内涵，正成为应急决策

的重要参考信息。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利用

上述社会媒体的关键信息，使其在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之一。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仍处于

起步阶段，虽然网络上有一些平台利用 Web 社

会媒体进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但是大多规模

较小且专用于某次事件的临时救急，缺乏长效

运营机制，实时危机信息的计算分析能力较弱

且缺乏预警能力，所能提供的辅助决策支持信

息较为有限 [2]。实际上，如果能够研究“社会

媒体情境”下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问题，即将

上述社会媒体的动态信息与已有应急信息（如

关键基础设施、应急资源分布、现场 GIS 地图

等）进行快速、有效的融合并加以综合利用，使

其在突发事件决策分析和应急管理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将会为制定更有效的跨区域突发事件

应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

2  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概述

2.1  跨域突发事件应急合作现状

伴随着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近年来人们

的社会活动日益增加并日趋多样化，使得突发

事件变得错综复杂，呈现跨城市、跨区域特点。

实际上，城市和区域往往是为了便于管理而被

人为划定的行政管理边界，此划定依据并未考

虑致灾因子作用的范围，因此真实发生的突发

事件所涉及的范围很可能会跨越人为划定的边

界 [3]。鉴于此，本文的“跨域突发事件”主要

是指危及范围跨越了行政地理边界或社会功能

边界的突发事件。

针对单区域应对跨域突发事件难度大、效

果不显著的问题，国内外学者纷纷对跨域突发

事件应急合作进行研究，将协作性公共管理作

为跨域应急管理的趋势，强调构建多主体、多

层次的合作框架，重视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性。

刘丹 [4] 认为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是一种典型的分

布式组织决策，通过组织和协调地理上分散的

多个部门，使其相互协作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N. Bharosa[5] 认为缺乏协作将会导致灾害应对的

失败，强调了灾害应急管理中信息共享与协作

的重要性。谭小群 [6] 给出了跨区域应急管理的

内涵，剖析了美国应急合作模式的运行机制，为

我国地方政府跨区域应急体系的建设提供有益

的借鉴。王庆明 [7] 提出在环渤海地区建立区域

应急协调联动系统，提供了整合应急资源平台

的对策。严蓉 [8] 研究了如何通过沟通参与和信

息分享的中介作用有效调节应急合作中组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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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差异对应急合作关系的负向影响，从而提升

应急合作效率。王宏伟 [3] 探讨了制约跨域突发

事件应急联动机制的障碍，并基于此分析构建

京津冀跨域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的关键环节。

蒋勋 [9] 将应急知识库的用户划分为社会公众、决

策人员和救援人员 3 类，并从这 3 个方面对应

急知识库的功能进行梳理，基于此设计了一套

能够适应情景演化的应急响应知识库协同框架

体系。目前，针对突发事件应急合作的研究已

涉及海洋污染、水污染、溢油、境外旅游、大

气污染等多个领域。

2.2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研究

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事发突然、事态复杂、高

度不确定性、涉及范围广等特点，使其应急决

策过程存在决策时间短、应急预案少、决策复

杂度高等问题。因此传统的仅基于预案的应急

决策方法无法较好地满足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

策的需求。在信息化理论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新

时期，邹逸江教授基于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发

展现状，强调我国应当进行现代应急理论和应

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充分发挥科技在应

急工作中的作用，提高应急管理的科技含量 [10]。

与此同时，国内外研究者们也纷纷将人工智能

理论和数据挖掘技术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融

合，为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目前，针对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的研究

主要可以划分为突发事件引发及演化规律、应

急措施及效果评估两大方向。其中，突发事件

的引发及演化规律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突发事

件的发生、发展及其次生和衍生事件等，旨在

通过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某一种

突发事件本身的规律性。例如学者 R. Tsay[11] 在

对时间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预测突

发事件的演化趋势，评价突发事件的演化状态。

李红艳 [12] 分析和总结了近年来关于突发事件演

化的相关研究，并将其划分为基于生命周期的

演化阶段研究、演化模式及演化分析方法研究

三大类。

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及效果评估的研究主

要是基于对历史案例和数据的分析提出相应的

预防或应急措施和方案，包括突发事件爆发后

的人员撤离、救助方案以及救灾规划方案等，从

而防止或降低由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各种损失。

例如学者S. Brink[13]、W. Hsu[14]、李霖 [15]、李群 [16]、张

欣 [17] 分别使用数学模型、仿真技术以及风险评

估等技术方法，给出应急决策问题的参考应急

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此外，考虑到突发

事件的时空特性，GPS、GIS 等现代技术和设备

的产生和发展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突发事件应

急决策领域的研究，尤其是资源调度、人员搜

救和灾情评估方面 [18]。

2.3  多源信息融合理论

突发事件相关的信息搜集、分析和综合利

用是应急管理中非常关键的部分。从数据来源

的角度，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涉及的数据大致划

分为以下 3 类：①政府业务数据，包括关键基

础设施，人口、经济等相关行业、部门的社会

运转数据以及各部门积累的历史突发事件的处

置信息，这类数据大多是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

数据；②应急现场传感设备数据，包括环境物

理参数、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应急现场

相关的非结构化、多模态数据；③ Web 社会媒

体数据，包括应急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论坛

帖子、博客文章等网络搜集的蕴含着突发事件

各类构成要素的时空分布、活动及相互关系的

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

上述数据的形式与内容多样化、获取方式

与来源多元化，不仅是多模态、异构的，而且

部分网络数据还具有混杂性和个体倾向性等特

点，给突发事件数据的实时分析和综合利用带

来了巨大挑战。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多种信

息源的角度研究多视角的学习算法，即通过融

合来自不同信息源的特征丰富信息空间，进而

提高应急决策方案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从信息

融合的角度，目前已有的多视角学习算法按照

不同信息源的使用方式可分为特征级融合、语

义级融合、内核级融合 [19]3 类。然而上述 3 类

方法都是首先独立地处理多个信息源的数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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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在特征级、语义级或者内核级这 3 个不

同层级上对多个信息源进行融合，均没有考虑

多种信息源之间的相关性。

综上，前人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大多

基于某个单一区域，对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合

作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在为数不多的有关跨

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合作的研究中也仅考虑某种

单一来源或结构的信息源。此外，对突发事件

涉及的多源数据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层次分析和

挖掘，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没有被考虑或者被湮

没在海量数据中。如何基于跨区域的突发事件

及其所涉及的多源异构数据，研究和预测突发

事件的演化趋势和规律，为快速准确制定应急

方案并实施救援提供技术支持，是跨区域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

拟结合突发事件“跨区域”的特性，从多源信

息融合的视角，充分考虑多种信息源之间的相

关性及其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关系，并基于此

构建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探讨

建立健全该体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简要

的应对措施。

3  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
的构建

3.1  构建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的必

要性

信息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对时空产生了严重的“挤压效应”。同时，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人员的频繁流动，使

得突发事件的影响很难被控制在某个局部区

域，从而形成跨越行政管理边界的跨区域突发

事件。与局部突发事件相比，跨区域突发事件

具有跨界性，危及范围往往涉及到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行政区域，因此单一政府部门难以有效

处置，这使得跨区域应急管理的复杂性更高，处

理难度更大，具体表现为对救援物资、信息、人

员等方面的整合要求更高。因此，目前已有的

针对局部突发事件构建的应急决策支持体系无

法较好地应对跨区域突发事件，亟需构建一套

专门针对跨区域突发事件特性的应急决策支持

体系，使其能够在应急信息沟通、应急资源共

享、应急预案协调、应急响应协同以及未来演

化趋势分析和预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2  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

策支持体系

针对多源异构数据实时分析难度大、综

合利用率低的问题，本文在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所涉及的传统数据（政府业务数据和现场

传感设备数据）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动态

的 Web 社会媒体数据，构建了一套基于多源

信息融合理论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

持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跨区域突发事件可

视化、跨区域突发事件识别与预警、应急处

理对策和建议、未来演化趋势分析和预测 4
个层级，如图 1 所示。

3.2.1  跨区域突发事件可视化

跨区域突发事件可视化是利用已有的监测

设备及网络爬虫、结合数据处理技术实时收集

并深入分析跨区域突发事件相关的多源异构数

据，并通过可视化技术将复杂的跨区域突发事

件的起源、发展、扩散程度等演化趋势和规律

以直观形象的图表等方式准确、全面、立体地

呈现出来，具体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可

视化 3 个主要步骤，见图 2。跨区域突发事件可

视化的主要目的是使管理者能够及时发现跨区

域突发事件，准确掌握跨区域突发事件的影响

范围、在不同区域的破坏程度及演化趋势等信

息，为不同区域的相关部门采取有效的预警、及

时救援等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3.2.2  跨区域突发事件识别与预警

利用上述可视化结果使管理者准确识别正

在发生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并根据突发事件预

警需求，研究预警各个指标及其获取方法，实

现多级别突发事件预警，建立跨区域突发事件

预警级别评估指标体系。将跨区域突发事件预

警这一复杂问题分解成为多个相互联系的层

次，选取重要指标并设定不同指标的权重，分

别得出对跨区域突发事件危及到的各个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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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及演化态势的评价结果。如图3所示，依

据跨区域突发事件在不同区域可能造成的危害

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将预警级别划分为 4
个级别：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

级（较重）、Ⅳ级（一般），并依次用红色、橙

色、黄色和蓝色表示，然后按照不同区域的预

警级别分别进行预警，并依据演化态势实时调

整各区域的预警级别。跨区域突发事件识别与

预警的主要目的是对已经出现的跨区域突发事

件在各个区域的未来趋势和待出现的苗头形成

分级别且有区域针对性的预警，从而能够及时

发现并有效处置跨区域突发事件。

图 1  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

图 2  跨区域突发事件数据可视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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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级别跨区域突发事件预警评估指标体系

3.2.3  应急处理对策和建议

跨区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对策和建议

是指依据跨区域突发事件在各区域的预警级

别，调取专家库中类似的历史突发事件应急决

策的领域知识，辅助各区域应急管理人员制定

实时、准确、有区域针对性的应急对策，并给

出适用于不同区域的救援建议。近年来，由传

统的“预测—应对”向“情景—应对”的转变

是应急管理决策范式的发展趋势，利用跨区域

突发事件相关的海量社会媒体数据能够实现跨

区域突发事件的“情景—应对”型决策支持，如

图 4 所示：

图 4 “情景—应对”型决策支持体系

3.2.4  未来演化趋势分析和预测

跨区域突发事件在各区域未来演化趋势

的智能分析和预测旨在给出前瞻性且有针对

性的决策支持。近年来，情景推演方法越来

越多地应用到突发事件的未来演化趋势的预

测中，尤其是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推演是

一种进行未来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事物发

展的多种可能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建立描

述其未来发展态势的推演方法和模型。应急

决策者对跨区域突发事件进行快速、准确的

情景推演，能够认识、判别和分析跨区域突

发事件在不同阶段（即时间）、不同区域（即

空间）的态势变化，据此做出及时、有针对

性的应对决策，进行科学的应急处置。此外，本

文构建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

还将对应急处理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对各区

域的处理绩效进行综合评定，从而不断优化

处理流程，提升处理效果。

4  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
关键问题探讨

4.1 多源异构数据分析与处理问题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快速准确地

从大量相关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对灾

前应急准备和灾后救援恢复都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因此这对数据处理工具和分析方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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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20] 曾

做过一个关于信息技术在灾难管理领域中作用

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灾难管理领域中信

息的独特性使该领域中的信息管理、处理和分

析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些独特性包括数据形式

与内容多样化、获取方式与来源多元化，不仅

是多模态、异构的，而且部分实时的网络数据

还存在噪声、可信度低和个体倾向性等问题，这

些都加大了数据获取、分析和处理的难度。基

于上述数据的特点，合理有效地进行数据获

取、存储、融合和分析，是构建突发事件应急

决策支持体系的关键所在。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用户最关心的就

是关于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状态等信

息。因此，本文提出通过使用关键信息抽取、语

义分析等数据挖掘技术，找出多源异构数据中

包含的实体名称、时间和地点等信息，从而将

社交网站、博客等社会媒体的异构和多源数据

信息转换为结构化数据库记录。此外，为解决

社会媒体数据可信度低和个体倾向性等问题，本

研究通过筛选出一组与突发事件高度相关的网

站链接作为可靠信息源，将这些链接作为种子

注入到突发事件信息爬虫中，用于自动从互联

网上下载相关信息。这些链接资源包括行政、媒

体、非政府和私营部门 4 个类别，并以层级结

构进行管理。

4.2  不同数据源的权重问题

各地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运转数据和最

权威的突发事件信息，但这些数据大多以原始

数据的形态零散地分布在各个政府部门中，没

有进行充分整合共享以发挥其价值。Web 社会

媒体数据的出现，给这些“沉睡的数据”注入

了“新的活力”。将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等

Web 社交媒体的信息引入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探

索其与政府业务数据、现场传感设备数据等其

他信息源的融合方式，成为应急决策支持研究

的新热点。此外，上述 3 类不同来源的数据在

量上极不平衡，如果简单地将所有信息“一视

同仁”，那么权威的政府业务数据很可能会因

为数量较少而被淹没在爆发式增长的海量 Web
社会媒体数据之中。因此本文在研究不同信息

源融合方式时，努力探索不同信息源之间的相

关性及其可能存在的交互关系，以弥补现有多

源信息融合理论的不足。同时，在制定应急决

策时充分考虑不同数据源的权重问题，使不同

数据源在决策支持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依据不

同来源的数据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重要程

度不同，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动态地为各信息源

赋予不同权重，信息对应急决策越重要，被赋

予的权重就越大，其对应急决策的影响也就越

大。

4.3  跨区域突发事件可视化问题

近年来突发事件带来的威胁日趋严峻，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需要

对各种随机的、意外的突发事件及其次生灾害

引起的人员伤亡、房屋损坏、道路封堵、水电

通讯中断、旅客滞留等的状况和分布区域有宏

观、全面的了解，及时发现跨区域突发事件，准

确掌握事件的影响范围、在不同区域的破坏程

度及演化趋势等信息，为各区域相关部门采取

有效预警、及时救援等措施提供依据，最大程

度地减少跨区域突发事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

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上述需求对跨区域突发

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需要准确地分析和处理数据，而且要将数

据分析的结果以可视化的方式全面、直观、准

确地呈现出来。跨区域突发事件的可视化需要

以多源异构数据为基础建立分析模型，描述跨

区域突发事件所涉及的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

析、构建、绘制和显示跨区域突发事件的危及

范围、各个区域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通过

透视表和透视图等方式将复杂的跨区域突发事

件的起源、发展、扩散程度等演化趋势与规

律，甚至将在各个区域所采用的不同的应对措

施的处置结果以直观形象的图表等方式准确、全

面地呈现出来，实现从信息优势到决策优势的

转变，提升多地协同应对各类跨区域突发事件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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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跨区域应急资源调度的最优路径问题

最优路径选择问题是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

中的经典问题之一，在应急管理、交通运输、供

应链设计、通信网路由、项目运筹管理、能源

优化调度以及智力游戏设计等领域有广泛的应

用。由于问题特征和网络特征纷繁复杂，求

解技术多种多样，最优路径选择算法也各不相

同。其中，关于单目标下的最优路径选择的研

究相对较多且较为成熟，通常是基于时间最短

的考虑设计的。然而，在跨区域突发事件中，由

于应急资源分散，受灾点相对较多且分布范围

广，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时间、成本、风险、安

全性等多种影响因素，这就拓展出了跨区域应

急资源调度中多目标下的最优路径问题。在应

对跨区域突发事件时，需要依照前期数据分析

及可视化结果，结合 GPS 信号和 GIS 地图信息

等，在跨区域突发事件危及的若干区域中多个

“出救点”和“应急点”已知的情况下，研究

多目标下应急资源调度的最优路径问题。一般

来讲，多目标下应急资源调度的最优路径以时

间最短、费用最小，且兼顾安全性的路径选择

为宜，必要时可在制定一种最优路径方案的同

时，提供备选的次优路径方案，一旦最优路径

临时受阻，也可保证及时有效的资源调度。

4.5 突发事件决策主体的构成问题

突发事件决策主体，是指为有效应对突

发事件、实现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目标，从而发

挥应急决策职能且具有相应决策权的组织和个

人。社会媒体的作用已深入到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的各个环节，如灾情速报、寻亲救人、募

捐、呼吁理性、监督等，有些官方媒体甚至通

过微博或微信客户端向民众传递重要消息。将

来自 Web 社会媒体的海量动态数据引入突发事

件的应急决策支持，将会改变应急决策主体的

构成，从传统单一的政府部门统一决策过渡到

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决策，在这

个过程中政府逐渐开放突发事件相关的业务数

据，鼓励公众和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决策。决

策主体多元化是大数据成功应用的结果，其中

企业参与突发事件决策最著名的案例是谷歌。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爆发的几周前，谷歌

通过汇总用户网上检索词条的数据，并利用大

数据分析和处理，其预测与官方数据的相似度

高达 97%[21]，并且与滞后的官方数据相比，谷

歌预测数据成为一个更有效、更及时的指示

标，该案例的成功可以为我国的多元主体决策

提供有益借鉴。随着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

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频

繁爆发，政府的决策负担越来越重，通过广泛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决策，能更好地保证决策的

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5  结语及建议

根据当前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所面临

的难题，本文将动态的 Web 社交媒体信息引入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构建了一套基于多源信息

融合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并

对建立健全该体系所面临的五大关键问题进行

探讨，提出简要的应对措施。本文的主要结论

如下：

(1) 针对跨区域突发事件单独应对难度

大、效果不显著的问题，有必要跨区域联合应对。

不确定性与扩散性使得突发事件错综复杂，关

联性加大，易成为跨域公共问题，跨区域应急

合作成为趋势，因此对跨域突发事件联合应对

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以多源信息融合的视角构建社会媒体情

境下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提

高应急决策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跨域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涉及的数据具有多源性、异构性、混

杂性和个体倾向性等特点，使得数据实时分析

难度大、综合利用率低，因此从多源信息融合

的视角出发，将社会媒体引入突发事件应急决

策，构建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体系，能

够有效提高政府及相关应急管理部门的应急决

策水平。

(3) 不同来源的信息对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

重要性不同，应动态地为各信息源赋予不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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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信息越重要，权重就越大，其对应急决策

的影响也越大。本文认为不同类别的信息对于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政府

业务数据虽然在数据量上让位于现场传感设备

数据和 Web 社会媒体数据，但其权威性和准确

性决定了其价值应居于首位。利用数据挖掘方

法动态地确定各个信息源的权重，对应急决策

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赋予较大的权重，从而使其

在应急决策制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为跨区域突发事

件决策分析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的研究成果将

为地方政府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对跨区域突

发事件的应急决策分析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

导，使应急决策从“理论层面”转向“实证阶

段”，从“谋而后动”转向“随动而谋”，从“预

测—应对”型转向“情景—应对”型决策支持，最

终实现从信息优势到决策优势的转变，提高突

发事件应急决策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最大程度

地减少由突发事件带来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对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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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Region Emergenc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under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Lu Wenting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social network, micro-blog and 
other social media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emergency management. Related 
works will not only fulfill and extend present theories in field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but als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guidance for the cross-region emergency decision. [Method/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he 
careful consider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edia data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faced by cross-
region emergency decision, a novel cross-region emergency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 based on multiple 
information sources fusion is proposed and constructed. Then five key issues for the perfection of the cross-
region emergenc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re probed,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briefly presented. [Results/
conclusion] Introducing dynamic web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into cross-region emergency decision 
and integrating it with other emergency information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decision, which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mergency decision analy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Keywords: social media    emergent events    emergency decision support    multiple information sources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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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9 年 2 月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

国网民规模达 8.29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 8.17
亿，比例高达 98.6%，网络覆盖范围逐步扩大，

入网门槛进一步降低，使得这一比例持续走高。

报告还指出，在手机网民对各类手机互联网应

用的使用方面，手机即时通信使用率最高，用

户达 7.80 亿，占手机网民的 95.5%[1]。手机即时

通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习惯，成为人际

交往、信息获取、服务运营的重要手段。企业

微信、钉钉等企业级手机即时通信应用为组织

机构内部人员提供重要的在线交流、信息发布

【最佳实践】

基于企业微信的移动知识库实践研究
            ——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为例

◎崔超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北京 10019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期望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知识服务，移动知识平台是重

要的载体和渠道。企业微信作为企业内部沟通办公工具，逐步融入微信生态圈，为更多单位和组织所应用。

[ 方法 / 过程 ] 以中国信通院移动知识库建设为例，分析应用需求，提出“企业微信 +Web APP”相结合

的建设模式，详细介绍系统设计与主要功能的实现过程，并分析系统成效，总结相关经验。[结果/结论]

从个体的实践出发，探索采用“企业微信 +Web APP”模式建设移动知识库，该模式发布快、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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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空间，通过其 API 接口集成第三方或自

建 Web 知识库平台，可提供既开放又可控的知

识服务途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

通院”）是信息通信领域的国家高端专业智库，

已于 2016 年建设了“统一认证、统一展示、统

一检索、统一获取”的 PC 端知识库平台，通过

内网为全院员工提供服务，可查找和利用软科

学成果、全球 ICT 监测资讯、品牌数据报告、

学术文献等知识内容。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用户知识需求进一步多样化，对服务场所、服

务时间、接入方式有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要求，

希望获得知识服务时不受网络环境、使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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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原有的内网知识平台已不能满足移动

化办公与学习需求。在一项内部调查中，超过

85%的用户希望通过手机移动端获取知识服务，

因此，建设移动知识平台，为用户提供入口便捷、

不受时空限制、使用高效的知识服务，迫在眉睫。

1  机构知识库与企业微信概述

1.1  机构知识库（IR）概述

近年来，机构知识库在全球各行业、机构

蓬勃发展，相关研究、建设实践及创新应用如

火如荼。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源于开放获取运动（Open Access），是一

个机构对内外部知识成果进行统一收集、集中

管理、长期保存并挖掘利用的成果管理与发展

创新的工具与平台 [2]。截至 2018 年 4 月，在

Open Doar 上注册的 IR 数量超过 3 500 家，其中，

美国、英国、日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

法国等国家 IR 注册机构数最多，虽然我国注册

IR 数量不多，但很多机构都搭建了 IR 平台，将

本机构产生的知识成果进行固化和序化，推动

知识成果利用与增值，促进成果转化与科技创

新 [3]。经过十余年发展，我国机构知识库实践

应用向多行业纵深方向发展，涉及行业领域有

教育、科研、交通、航天、医疗、软件、电子、

化工、能源、地质、农业、反恐、装备制造、

编辑出版等。在建设技术手段方面，dSpace、
CRIS、文本分析挖掘、全文检索、关联数据、智

能推荐、容器虚拟化、大数据、区块链、机器爬虫、

数据可视化等技术与工具被大量应用 [4-5]。在服

务利用方面，通过对系统的集成和内容的整合，

向用户提供实时成果获取、统计分析、知识地图、

大数据分析、替代计量等开放式在线服务 [6]。

1.2  微信生态圈及企业微信概述

微信生态圈是腾讯公司基于其良好用户体

验和庞大市场占有率的社交软件——微信所打

造的一种运营模式，参与各方包括平台提供者、

应用开发者、商家、消费者、社交用户等，这

些主体在业务运行、意见表达、商业价值呈现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环形的生态体系，就

是微信生态圈，它是一个开放的封闭系统。微

信生态圈主要包括基本社交、朋友圈、公众号、

小程序、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基本社交功

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特定群体间的意思表达与

信息传递；朋友圈是在人脉链的基础上的信息

分享；拥有庞大创作群和粉丝量的公众号从单

纯内容输出向商业化、专业化的流量变现方向

转变；微信小程序凭借轻应用的优势迅猛增长

成为重要的商业流量入口 [7]；微信支付已渗透

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延伸的支付场景和向

企业端深耕使其成为庞大社交用户与金融链接

的不可或缺的中介。随着软件版本的更新迭代，

腾讯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圈，一张更广博的

价值网，并愈加成熟与稳定。

企业微信是腾讯公司在 2016 年 4 月发布的

为企业打造的通讯与办公工具，与微信一致的

沟通体验、丰富的 OA 应用以及链接微信生态

的能力，助力企业高效沟通与管理，该软件可

在 IOS、Android、Windows、Mac 系 统 运 行。

作为一款办公沟通工具，企业微信除了具有类

似微信的聊天功能之外，还集成了网络电话和

邮件功能。同时，公告、考勤、请假、报销等

功能都可在软件内实现。2017 年 6 月，企业微

信 2.0 上线，原企业号的数据及应用迁移至企业

微信，并使用企业微信的管理后台进行统一管

理，其微信插件功能融合了企业号所有能力，

员工扫码关注后，即可在微信中接收企业通知，

使用办公应用。

1.3  微信生态圈在知识库服务中的应用概述

微信生态圈中的公众号、小程序，一经推

出便被各行各业广泛关注，在图情机构、科研

院所的应用主要是利用公众号、小程序进行阅

读推广、空间预约与座位系统、知识搜索与推

送、活动展示、交流与娱乐。山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开发了索书号排架游戏小程序和图书漂流

小程序，前者增加了图书馆用户培训工作的娱

乐性，后者对推进全民阅读具有积极意义；西

南林业大学图书馆开发了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图

书推荐平台，为师生读者推送热门图书及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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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清单，对阅读推广活动进行了有意义探索 [8]；

厦门大学图书馆通过开发微信小程序“Lib 小助

手”，助推图书馆内部办公从“自动化”向“移

动化”演进，提升了办公效率 [9]；苏州科技大

学图书馆从用户需求视角出发，调查分析微信

平台运营及功能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用户关

系维护、功能设计完善、合理安排推送频率与

内容、加强交流互动与反馈等措施 [10]；山西农

业大学图书馆提出新时期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信息服务新模式 , 多方宣传微信公众号 , 做好

做深咨询服务 , 做好做精推送服务 , 在信息服务

的互动性上下功夫 , 创建虚拟交流学习空间 [11]。

经查询，企业微信已被应用到公安、供电、

教育、水利、卫生等行业机构的业务运营系统、

行政办公系统、业务考核系统、党务思政系统，

尚未发现将企业微信应用到机构知识服务及知

识库建设的先例。笔者将探讨运用企业微信构

建机构移动知识库系统，提供一种新的建设思

路和模式，以期为国内机构知识库建设同行提

供有益参考。

2  系统需求分析与设计实现

作为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量的调研、

试验、测试、会议、出差等工作任务使其没有

大段时间系统阅读和掌握外部科研进展与最新

动态，手机等移动终端已成为其随时随地获取

知识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2.1  需求分析

就中国信通院而言，移动知识库是 PC 端知

识平台的移动模块，是知识内容与服务功能向

移动端的扩展和延伸。总体来说，在网络上，

对现有网络、基础设施架构加以改造，打破 PC
端知识平台只能内网访问的限制；在用户群上，

初期以单位内部员工为主，适时向上级支撑单

位及社会用户开放，因此需要考虑用户管理及

认证体系的扩展性；在内容方面，以提供院内

研究成果、权威数据、行业动态等科研支撑知

识为主，经过编辑的精华部分短小精准、适于

快速阅读；在功能上，除了基础的发布、浏览、

查询、获取功能之外，增加推荐、关注、订阅

和频道管理等功能，将普遍服务与个性化服务

相结合；在操作上，提供多入口，支持列表页

的滚动加载、短文本的瀑布流阅读、附件的在

线浏览，注重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具体来说，

有如下 4 个主要需求：

2.1.1  多入口、易获取

PC 端知识平台是内网访问的系统，用户

在外部只能通过 VPN 访问，操作复杂，网速受

限，移动知识库平台将打破这一限制，用户可

在多个入口通过多种终端随时随地访问，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网络架构上，建立

单独的 Web 应用服务器作为互联网出口，通过

防火墙访问内部网络，调用服务层应用与数据；    
②在访问入口上，除了通过移动浏览器输入地

址访问外，在企业移动协同（OA）、企业微信、

微信企业号等应用中增加入口，整合用户与认

证体系，实现单点登录或授权访问，消除每次

访问都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困扰；③支持

多终端、跨平台访问，移动知识库平台需支持

安卓与 IOS 操作系统设备，支持主流的移动浏

览器，支持常见的屏幕尺寸与分辨率，对不同

品牌终端定制的浏览器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2.1.2  数据的安全使用

由于移动知识库平台上有大量研究成果、

专报、客户数据等敏感信息，因此，在数据安

全与使用限制方面有较高要求，主要包括如下

几个方面：①慎重选择可供移动端访问的数据，

在源头上对敏感数据进行物理隔离；②采用严

格的认证体系，统一用户管理，不同入口进入

的用户数据通过主键进行关联、判断，确保全

部用户必须通过认证方可登录应用系统；③对

移动端页面做转发限制，判断点击转发链接的

用户是否具有访问权限，提示登录或拒绝访问；

④对重要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仅提供在线浏

览，无法对原文件直接读取或下载。

2.1.3  个性化知识服务

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主动服务，是创

新知识服务的新选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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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注，用户可以主动提交所关注的兴趣点，

通过一组关键词来表达，可限定知识类型，系

统通过全文检索实时呈现相关知识文档；②推

荐，可由知识管理员在后台为某一部门或某一

团队定制其业务最需要的知识，也可通过用户

在系统中的浏览、检索、关注等行为偏好，分

析其所关注的主题，主动推荐最新知识；③频

道管理，受移动终端屏幕限制，不可能将全部频

道一一展开，用户可根据喜好设置菜单，对多个

知识频道进行增加、删减、排序，将最需要的频

道展示出来，减少冗余信息干扰，提高工作效率；

④订阅，系统将所能提供的知识内容以期刊产品

形式呈现，供用户订阅，订阅成功后，系统按照

约定的接收方式进行周期性推送。

2.1.4  与第三方应用的融合

移动知识库平台虽然提供独立的移动 APP
服务，但基于宣传、推广以及用户使用习惯等

方面的考虑，还需将其与单位已有或主流的互

联网 APP 融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与

企业移动协同（OA）的融合，在移动协同中增

加移动端入口，双方基于相同的用户群，可以

单点登录的形式访问；也可通过接口调用，将

移动知识库平台最新的知识资讯推送到 OA 中，

移动知识库平台也可调用 OA 的工作流；②与

微信 / 企业微信的融合，利用开放 API 接口，

整合二者认证体系，可为组织内部用户提供知

识产品（以电子期刊形式呈现的各类资讯监测

报告、数据报告的统称）的订阅与分组推送、

消息交互等服务，避开微信公众号对推送内容

与次数的限制；③与企业邮件系统的融合，通

过邮件系统 SMTP 协议，将知识产品的内容以

静态代码的形式注入邮件正文，可编辑和维护

不同的邮件用户组，实现产品的定向推送。

2.2  建设模式选择

是采购市场上成熟的标准化产品还是自主

开发，要看实际场景与业务需求 [12]。2.1 节描述

了中国信通院对移动知识库平台的总体需求与

典型应用场景，通过市场调研，发现没有能够

完全满足需求的产品，因此，自主开发是必由

选择。建设模式的选择，需遵循适用性、可靠性、

标准化、扩展性与安全性原则，在满足实际需

求的基础上对比各种模式的优缺点，综合分析

而慎重确立 [13]。

2.2.1  移动端开发模式对比

目前主流的移动应用有 4 种：Native APP、
Web App、Hybrid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Native 
APP 指的是原生程序，一般依托于特定操作系

统，有较强的交互性、可拓展性，是一个完整

的 App，所有的 UI 元素、数据内容、逻辑框架

均需安装在手机终端上才能使用；Web App 是

指采用 Html5+APP 框架开发的应用，本质上

是为移动浏览器设计的基于 Web 的应用，无需

安装即可在各种智能手机上跨平台运行，每次

打开 APP 去云端读取数据；Hybrid APP 指的

是部分原生、部分 Web 的混合类 App，采用将

HTML5 应用程序嵌入到原生容器中的开发模

式，需要下载安装，部分在设备上运行，部分

在 Web 上运行 [14]；微信小程序是在微信中运行

的移动应用，在开发上类似 Web APP，由服务

端和客户端组成，服务端通过 API 提供数据，

客户端由微信统一提供的框架、组件和 API 组
成，秉承“用完即走”的理念，无需安装。[15]

以上四者在开发维护、发布获取、友好度、

跨平台、硬件调用等方面，各自存在优点与缺点 ,
详见表 1 所示：

表 1  4 种移动开发模式优缺点对比

对比项
Native 
APP

Web APP
Hybrid 

APP
小程序

开发维护成本 高 低 中 低

发布周期 长 短 长 中

下载安装 是 否 是 否

实时更新 否 是 部分 是

调用设备 API 支持 较少 支持 依赖微信

是否跨平台 否 是 否 依赖微信

搜索引擎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消息推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用户体验 优 中 优 优

网络依赖 低 高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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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 企业微信 +Web APP” 模式的确定

APP承载着提供者的服务理念与价值传递。

通过上一节的需求分析可知，中国信通院在移动

知识库平台的建设上，有独特的业务与功能需求，

经调研，市面上没有能够完全符合需求的产品，

需在 PC 端现有产品与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定制开

发，其建设模式需根据功能需求、用户群、数据

量、开发部署、成本投入等因素综合考虑。

从功能需求上看，以知识数据的及时发布、

展示、查询、浏览、获取为基本功能，辅以推荐、

订阅、关注等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从功能设计

和实现的角度来说不复杂，无需调用摄像头、

GPS 等硬件设备，因此无需 Native APP 模式和

Hybrid APP 模式；从用户群上看，当前系统仅

面向内部用户使用，不适合采用小程序这种开

放模式，总用户量约 4 千人，访问频次和访问

量较互联网应用较少，因而对性能要求不高，

Web APP 模式可满足；从数据量上看，中国信

通院 PC 端知识平台现有数十万条数据，所占存

储超过 6T，如此规模数据量的存取，不适合采

用 Native APP 模式建设；从开发部署上看，为

满足内部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相应定制开发的

内容需要快速部署和上线运行，而在兼顾用户

移动端适配和体验方面，HTML5 技术开发的移

动Web网页可较好满足需求；从成本投入上看，

由于利用自有资金、公开招标第三方厂商协助

建设，在成本控制上要求较为严格，Web APP
模式相对更低。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Web APP 开发模式能

够较好地满足中国信通院的移动知识库平台建

设所需。而为了弥补 Web APP 在用户发现、消

息交互等方面的短板，拟将 Web APP 知识库与

已有的企业微信集成。采用 PC 端身份认证系统

与企业微信认证相结合的双重认证方式，在企

业微信工作台中增加移动知识库平台入口，利

用企业微信消息接口进行知识内容的推送与服

务信息交互。而随着企业微信、微信企业号与

微信的融合互通，应将移动知识库平台融入微

信生态圈，实现随时随地的知识服务。

2.3  系统功能设计

通过对业务需求的分析与开发模式的对比，

确定了“企业微信 +Web APP”的建设模式，将

企业微信机构内部沟通传播优势与 Web APP 快

速开发部署优势相结合，弥补 Web APP 交互性

差的劣势，设计了便于查询、获取、订阅、推

送的移动知识库系统 [16]。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移动知识库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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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知识库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简述如下：

（1）内容管理。进行全站栏目、模板、内

容的新建、修改、发布、撤销管理，是整个平

台的知识仓库。

（2）登录认证。采用 PC 端身份认证与企

业微信双重认证，使不同入口进入的合法用户

得到快速、有效认证。

（3）文本挖掘。通过自然语言抽取、分析、

处理，建立行业标签词库，实现自动分类、自

动标引，提高检索效率。

（4）内容组版。将内容管理系统中的知识

数据，按照一定的模板和标准组织起来，通过

企业微信 / 邮件接口推送给特定用户。

（5）版权保护。对原文件进行加密处理，

提供在线浏览与加密下载，防止重要知识的扩

散与流失。

（6）全文检索（我能找到什么）。分为全

站检索和频道检索，在首页检索框可以通过标

题、正文、附件等内容检索全站数据，当定位

到某一频道时，可检索当前频道数据，检索结

果分类展示，按照相关度排序，命中词高亮显示。

（7）知识推荐（系统给我什么）。该模块

默认推荐最新全球 ICT 资讯、热点领域监测分

析与品牌数据报告、院内软科学研究成果等，

用户可对不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删除操作，系统

记录用户操作，不再推荐该类内容，逐渐形成

符合用户习惯的知识列表。

（8）热点关注（我主动关注什么）。用户

可根据自身需要添加“关注点”，并设置关注

内容范围，系统向用户提供符合条件的内容。

（9）订阅与推送（我还想收到什么）。提

供知识产品列表供用户选择，用户可选择微信 /
企业微信或者邮件接收最新的知识产品。

（10）频道管理（我想要与众不同）。

由于知识库资源门类众多、领域广泛、产品

丰富，用户并不一定对所有内容都感兴趣，

因此提供频道管理功能，用户可对频道菜单

进行个性化设置，只将感兴趣频道展示出来

并进行排序。

2.4  系统实现

在平台的开发中，Web APP 部分利用 HT-
ML5+JAVA 开发，具有开发部署快、成本低、

响应迅速等特点；企业微信部分，腾讯云提供

了比较简洁的开发框架、基础组件和 API 应用，

能够运用多元化的语言工具进行程序设计与开

发。根据需求场景及总体设计，移动知识库需

建设的内容涵盖网络与基础架构、数据整合、

功能模块、UI 设计、系统安全等方面，限于篇幅，

本章仅介绍基于企业微信的用户认证与消息推

送，以及最能体现本移动知识库特色的几个功

能模块的实现过程。

2.4.1  用户认证

PC 端知识平台采用统一身份服务系统

（Identity Server，IDS）进行用户管理与认证，

可实现各种应用系统间跨域的单点登录和统一的

身份管理功能，提供与第三方协作应用系统集成

的框架以及非常便捷的二次开发接口 [17]。移动

端采取 IDS 与企业微信双重认证，二者有机结

合，确保数据安全与限制扩散，为用户提供域名

访问、企业微信工作台入口和微信微工作台入口

等多种访问渠道，具体如下：①用户通过微信 /
企业微信访问应用时，调用企业微信 API 获取

访问令牌（access_token），判断用户是否存在，

请求用户信息，获取授权 code 值完成认证（企

业微信授权见图 2）；②用户通过移动浏览器直

接访问首页时，直接通过 IDS 进行身份校验，

通过后跳转到系统首页（IDS 登录界面见图 3）；   
③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非首页的其他页面（分享

链接），应用端验证访问来源，然后将访问请求

重定向，在企业微信后台验证参数的合法性，通

过后定向客户端页面并呈现给用户。

2.4.2  知识订阅与推送

企业微信提供“消息推送 - 发送应用消

息”API 接口，支持第三方应用发送文本消息、

图文消息、音视频消息、文件消息等多种类型 [18]。

Web APP 模式在消息交互上有先天不足，通过

集成企业微信的消息推送模块实现移动知识库

的知识推送。分 3 个步骤：①将可供订阅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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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品统一编码，列表展示给用户，用户订阅

成功后，其个人信息进入相应产品的群组中，

系统发送订阅成功提示，退订则从群组中删除，

实时生效（产品订阅界面见图 4）；②开发组版

模块，组织图文知识内容，将需要发送的数据

排列成可供推送的内容模板；③内容组版完成

后，下一步选择推送群组或个人，调用消息发

送接口，将组版内容发送至企业微信后台，进

而推送给指定用户，完成知识产品的推送服务

（消息接收界面见图 5）。

                     
                            图 2  企业微信授权界面                                           图 3  IDS 登录界面

  

                     
                                   图 4  知识产品订阅                                            图 5  消息接收界面



263

2.4.3  热点关注

系统设立“关注”模块，由用户个性化操

作配置。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关注点，关注点

由名称和一组描述关键词来定义，每位用户可

设置多个关注点，并选定关注的知识范围（添

加关注点见图 6），可对关注点进行增加、删除

和修改操作。已经添加的关注点以标签形式呈

现，点击任一标签，通过组合检索获取关注点

最新数据列表（关注点知识列表见图 7），长按

该标签则可删除该标签。

     

                        
                               图 6  添加关注点                                                       图 7  关注点知识列表

2.4.5  频道管理

点击菜单栏的右侧“+”按钮，可进入“频道管理”

界面（见图 8），“我的频道”中的频道将显示在

菜单栏中。点击“维护”按钮或者长按频道标签，

进入频道维护界面，可拖动、添加、移除、排序“我

的频道”，为了系统推广，“推荐”“关注”和“订阅”3
个频道设置为锁定状态。新添加的频道自动进入“更

多频道”中，最新添加到“我的频道”中的内容会

用不同颜色和“new”图标区分（频道维护操作界面

见图 9）。系统会给出默认的频道，并记录每位用

户的自定义选择及排序，显示在菜单栏中。

3  系统成效与经验总结

3.1  系统成效

中国信通院基于企业微信的移动知识库系

统项目，2018 年 6 月完成公开招标，11 月上线

试运行，并于 2019 年 6 月取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证书。系统访问方便，资源丰富，操作简洁，

运行稳定，获得用户较高评价，取得的成效如下：

第一，提供有用好用的知识库。将 Web 
APP 融入企业微信中，入口多样，访问便捷。

通过整合 IDS 认证与企业微信认证，在保证

数据可控的情况下给用户提供无感化的访问体

验，将原本孤立的系统融入微信生态圈，用户

既可通过手机浏览器访问，也可通过微信或企

业微信访问，利用其社交属性大大降低系统推

广的成本。同时，还提供个性化关注点定制、

频道管理，给用户主动表达知识需求以及与系

统互动的机会，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提高系统

的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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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频道管理界面                                                图 9  频道维护操作界面

第二，促进知识服务创新。移动知识库的

建成与使用是内网 PC 端知识平台向移动端和外

网延伸，用户在任何有互联网接入的地方皆可

访问知识库，不受时空限制，避免 VPN 操作不

便和网速限制，随时随地获取业务和科研活动

所需的知识“炮弹”，进一步促进知识成果的

共享与利用，给分院、驻地和出差同事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利用消息推送功能，将知识主动

推送到用户手上，节省了用户查找和获取的时

间，并可利用碎片时间阅读。

第三，实际用户数量显著提高。自 2018 年

11 月上线试运行至 2019 年 5 月底，总访问量超

3万次，整个知识平台用户访问人次有明显提升，

除去2月份春节及休假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见

图 10）。推送知识产品 11 个 150 余期（见表 2），

知识产品邮件订阅量累计 6 563 人次，微信 / 企
业微信订阅量累计 6 518 人次，接收人员分布涵

盖全部业务部门。

图 10  上线前后知识平台月登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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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知识产品订阅列表

产品名称
邮件订阅

人数
企业微信订阅人数

全球 ICT 洞察 593 580

全球智库跟踪 553 555

品牌数据报告 643 631

每周科研参考 684 677

人工智能全球监测 667 658

工业互联网全球监测 633 634

区块链全球监测 612 614

安全领域全球监测 471 470

金融科技全球监测 673 673

车联网全球监测 479 467

数字经济智库专刊 555 559

合计 6 563 6 518

3.2  经验总结

中国信通院 PC 端与移动端知识库平台分多

期建设，有明确的建设目标和实施步骤，经过

多年摸索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模式，收

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如下：

（1）在建设思路上，移动知识库平台建设

不能仓促上马，应从用户实际需求出发，要有

一定的用户和数据的积累，以及一段时间的使

用习惯的培养，同时，要与 PC 端有延续性，移

动知识库的建设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服务途径，

但在一些功能与操作上移动端无法替代 PC 端。

（2）在建设模式上，选择产品时，不能迷

信厂商宣传的成熟产品，照单全收；自主开发时，

不能盲目选择单一开发模式。最贵的、最新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要从单位实际业务出发，综

合考虑，大胆创新建设模式。中国信通院的“企

业微信 +Web APP”建设模式，经实践检验，能

够为本单位用户提供较为优质的移动知识服务，

对其他类似机构也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3）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现今，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是一条红线，如何在开放的网络环境

下为特定范围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知识服务，

要在网络架构、软件国产化、应用系统、权限

认证等方面下大力气，处理好“保存”与“利用”

的关系。在系统建设与运营中，做到“涉密不

上网”，对敏感数据进行数据加密、版本保护、

防转发、防拷屏等技术处理，必要时可申请有

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4）系统兼容性很重要。Web APP 实际是

为移动浏览器而生，在智能终端迅猛发展的今

天，手机、PAD 型号多样，屏幕尺寸、比例、

分辨率不一，基于 Android 平台定制的操作系统

自带浏览器的版本，内核五花八门，想要完美

兼容所有浏览器、设备是做不到的，在开发时

要支持市场占有率高的主流大厂设备，尽可能

在更多设备上做测试，这关系到最终的用户体

验。

4  结语

中国信通院以 PC 端知识平台为基础，综合

分析对比，确立“企业微信 +Web APP”的模式

来建设移动知识库系统，服务于科研及科研管

理，将机构知识库融入微信生态圈，进行了有

意义的探索实践，对“封闭”机构开放知识服

务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类似科研机构的

知识库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由于业务场景、内容开发以及系统建设模

式等方面的不足，移动端只能是 PC 端知识平台

的有益补充，在功能、稳定性、交互性、内容拓展、

用户体验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此抛

砖引玉，希望与业界同仁交流探讨，共同提升

机构移动知识库的建设与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 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2019-03-10].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hlwtjbg/201902/P020190318523029756345.pdf.

[2] 龚亦农 , 朱茗 . 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调查 [J]. 数字

图书馆论坛 , 2018(9): 20-28.

[3] 赵国荣 . 我国机构知识库研究 (2004-2018) 的知识图谱

分析 [J]. 晋图学刊 , 2019(1): 68-73.

[4] 龚晓阳 , 刘啸 , 邵波 . CRIS 技术发展及应用对中国高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2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56-266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年 第 4 期（总第 22 期）

266

校机构知识库建设启示 [J]. 图书馆学研究 , 2019(10): 

38-44,67.

[5] 魏志琴 , 涂艳 .“知识管理 + 区块链”企业机构知识库

构建研究 [J].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9, 35(1): 

68-72.

[6] 麻思蓓 . 机构知识库 : 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平台 [J]. 图书

馆学研究 , 2017(2): 58-63.

[7] 网经社 . 即速应用：《2018 年小程序生态进化报

告 》[EB/OL]. [2019-06-10]．http://www.100ec.cn/

detail--6460453.html.

[8] 朱玉强 . 微信小程序在图书馆移动服务中的应用实

践——以图书漂流小程序为例 [J]. 新世纪图书馆 , 

2018(9): 66-70.

[9] 陈俊杰 , 吴明杰 , 张晓静 , 等 . 微信小程序赋予图书馆

内部办公自动化的新可能性及实践重点——以厦门大

学为例 [J]. 图书馆学研究 , 2018(4): 30-39.

[10] 胡安琪 , 吉顺权 . 基于用户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微信公

众平台运营策略和功能设计研究——以苏州科技大学

图书馆为例 [J]. 图书馆学研究 , 2018(8): 27-32.

[11] 杨丽兵 , 曹瑞琴 . 微信公众号服务在大学图书馆中的

应用研究 [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 2018, 30(5): 175-179.

[12] 庞欣婷 , 黄华林 . 企业知识库系统的设计 [J]. 现代计算

机 ( 专业版 ), 2017(18): 61-66.

[13] 林纳 . 企业知识库建设模式探索 [J]. 科技资讯 , 2017, 

15(18): 130-131,133.

[14] 赵晓丹 , 陶然 . 四种移动应用开发模式比较与分析 [J].

智能计算机与应用 , 2018, 8(1): 72-75.

[15] 龙政 .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图书推荐前台设计与实现 [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 2018(8): 71-73.

[16] 陈和 , 周绍彬 , 林静 , 等 . 微信小程序在机构知识库服

务中的应用实践与分析——以厦门大学机构知识库为

例 [J/OL].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19[2019-06-14]. http://

kns.cnki.net/kcms/detail/11.1762.G3.20190610.0905.002.

html.

[17] 企 业 微 信 . 内 部 开 发 身 份 验 证 API[EB/OL]. 

[2019-04-03] .  h t tps : / /work .weixin .qq .com/api /

doc#90000/90135/91020.

[18] 企 业 微 信 . 内 部 开 发 消 息 推 送 API[EB/OL]. 

[2019-04-03] .  h t tps : / /work .weixin .qq .com/api /

doc#90000/90135/90235.

Practical Research of Mobile Knowledge Platform Based on Enterprise WeChat  
—— A Case Study of CA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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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people expect to acquire knowledge services 
through mobile terminals, and the mobil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channel. As an 
office tool for internal communication, enterprise Wechat gradually integrates into the Wechat ecosystem and 
is applied by more units and organizations. [Method/proces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bil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AI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d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Enterprise Wechat + Web APP”,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process of system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main 
functions, and analysed the system effect and experience summary. [Result/conclusion] Starting from indivi-
dual prac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de of “Enterprise Wechat + Web APP” to build Mobil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which is fast release, easy to use, high efficiency, low cost, universal and replicable, and has cer-
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knowledge service organizations.
Keywords: mobil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enterprise WeChat    construction model    CA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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