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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网络谣言敏感词库的构建研究
            ——以新浪微博谣言为例

◎夏松  林荣蓉  刘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网络谣言严重影响网络正常信息的传播，对网络谣言进行识别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笔者构建一个基于微博的网络谣言敏感词库，以提高网络谣言的识别精度。[ 方法 / 过程 ] 针

对微博类社交平台短文本的特点，首先舍弃传统的分词算法，设计 LBCP 抽词算法，并结合位置信息和

改进的 TF-IDF 权重来提取敏感词库的种子词集，然后通过聚类算法将种子词的近义词补充到词库中，

再将常用的替代词也加入到词库中，从而得到最终的敏感词库。[ 结果 / 结论 ] 利用敏感词特征对谣言

进行判断，在提取微博的内容特征、用户特征、传播特征以及情感分析特征的基础上，新增敏感词特征

以后谣言识别率有明显提升，得到较好的识别效果。

关键词：敏感词库；词向量；特征空间；网络谣言

分类号：G202

引用格式：夏松 , 林荣蓉 , 刘勘 . 网络谣言敏感词库的构建研究 : 以新浪微博谣言为例 [J/OL]. 知识管

理论坛 , 2019, 4(5): 267-275[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8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基于文本挖掘的网络谣言预判研究 ”（项目编号：14BXW033）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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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及时判断

真实或虚假的信息，创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目前网络谣言的识别多是从用户特征、传播特

征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事实上，谣言敏感词是

识别网络谣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谣言敏感词分

析有助于提高对谣言的判别，遏制谣言的蔓延

和传播。

词库是词汇的集合体，通常包括基本词库

以及专业词库，应用较广的专业词库包括流行

词库、专业本体词库、敏感词库，情感词库等。

其中，现有的敏感词库主要有反动敏感词库、暴

恐敏感词库、色情敏感词库、垃圾广告敏感词

库等，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类贴吧、论坛以及垃

圾邮件检测中。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备的网络谣言敏感词

库。本文的谣言敏感词库是应用于微博微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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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平台的，专门用于谣言的识别，包括：①失

实的事件，比如某地发生地震、骚乱等子虚乌

有的事件；②夸大事实真相，比如厂商对自身

产品的过度或虚假宣传、对同行产品的诋毁； 
③过期信息的使用及诈骗，比如将小女孩走失

的消息更改时间地点或者电话号码之后再次发

送，诱导人们拨打有诈骗嫌疑的电话等。这些

谣言会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各领

域人们的关注甚至成为焦点，如果不及时处

理，其潜在的安全威胁也是不可估量的，而对

于这些谣言涉及的敏感词，传统的词库并不能

很好地识别。因此，笔者所构建的敏感词库是

基于微博谣言而建立的，有较强的实用价值，为

社交平台的谣言识别提供速度和质量的保证。

2  相关工作

敏感词库的构建主要在于敏感词汇信息的

识别、敏感词汇的提取以及扩展。其中，敏感

信息的提取目前大多通过人工标记与挑选或者

基于传统权重计算方法 [1] 去衡量与选择，再基

于参考词林，去迭代地识别敏感信息，最后通

过相关算法进行敏感词的扩充 [2]，如刘耕等 [3]

采用基于广义的 jaccard 系数方法来计算得到敏

感词的相关联词汇。

针对敏感事件和热点话题的很多研究从敏

感词库和热点词集入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词库的构建类似于提取文本中的关键字，多以

已有的专业词汇为基础，采用计算特征词权重

的方法。徐琳宏 [4] 根据情感分类现状 , 确定分类

的体系，再综合各种情感词汇的资源来构造情

感词汇的本体，采用了手工分类以及自动获取

结合的方法获取词汇本体；侯丽 [5] 采用 N-Gram
及各种过滤规则结合的术语识别公众日志数

据，能较好地识别发现健康类词集；C. Quan 等
[6] 从情感类别符号、情绪强度、情感词、程度

词、否定词、连词、修辞等识别情感种子词，从

而完成情感词典的构建；F. Peng 等 [7] 利用线性

链条件随机场（CRFs）来进行基于字、词、多

词等形式的领域集成的中文分词，并通过基于

概率的新词检测方法进行新词识别；周强 [8] 提

出一种多资源融合自动构建汉语谓词组合范畴

语法 (CCG) 词库的方法，不同句法语义分布特

征，融合形成 CCG 原型范畴表示，将它们指派

给各资源信息完全重合的谓词形成核心词库；K. 
J. Chen 等 [9] 实现了通过一个未知词提取系统来

在线识别新词，主要通过统计信息以及语法语义

上下文等信息进行新词识别；彭云等 [10] 在商品

情感词的提取过程中，基于商品评论文本，从词

义理解、句法分析等角度获得词语间语义关系，并

将其嵌入到主题模型，提出基于语义关系约束的

主题模型 SRC-LDA，从而实现主题词的提取。

在构造词库时，只是确定了基本词集往往

是不够的，需要对其进行扩充从而得到较为完

整的词库。词汇扩展与关键字扩展相似，通过

词义近似或语义近似展开。H. Chen 等 [11] 从词

典中提取了近似语义信息的词作为扩展。S. Yu
等 [12] 利用 VIPS(VIsion-based Page Segmentation)
算法进行查询扩展，该算法主要是通过调用嵌

入在 Web 浏览器中的分析器来获取 DOM 结

构以及视觉相关信息（所有视觉信息都来自

HTML 元素和属性）进行查询扩展。J. M. Pnote
和 W. B. Croft[13] 提出了将统计语言模型和信息

检索相结合，使用词频和文档频率按综合频率

对词信息进行排序；T. Pedersen 和 A. Kulkarni[14]

通过聚类实现类似的词的识别，然后将它们应

用到语义扩展；P. D. Turney 和 M. L. Litham[15] 通

过计算倾向性基准词与目标词汇间相似度的方法

识别词汇语义倾向性；A. Neviarouskaya 等 [16] 通

过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关系、上下文语义关系、推

导关系以及与已知的词汇单位复合来进行情感

词典的扩展。

但是上述敏感词库的构建方法应用于网

络谣言语料库建设并不完全合适，首先目前谣

言并没有可参考的词林。而且传谣变化形式多

样，扩展和传播方式多种多样。某些词汇出现

在网络谣言中的频率高，同时存在于正常微博

中的频率也高，不能单独用来判定谣言。针对

以上谣言敏感词的特点，笔者设计了一个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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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提取敏感词并进行多级扩充，旨在建立一

个实用的网络谣言敏感词库。

3  谣言敏感词库设计

3.1  谣言敏感词库构建的困难

针对谣言特征所构建的微博谣言敏感词库

是一个专业性偏向性较强的专业词库，需要有

大量的微博谣言语料，同时在构建敏感词库的

过程中会遇到下述困难：

（1）人工干扰。谣言发布者常常会采取多

种方法来逃避关键词的匹配过滤。例如在敏感

组合词汇间夹杂了一些无意义的数字与符号，如

“抵 @ 制！共 &$ 产 &0 党”。然而这类复杂

多变的形式，却并不影响人们正常的阅读，这

种情况直接进行敏感词库匹配是无法解决的。

（2）准确性。部分在谣言微博中出现的敏

感词，很多时候也会出现在正常微博的文本中

致使对文本敏感得分的判定很容易出现偏差。

即大多词汇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会显示出其

谣言的特性。

（3）分词问题。网络用语越来越随意，新

词、未登录词等层出不穷以及谣言具有时效性

等使得传统的分词工具不适用于此类文本，从

而对谣言识别带来影响。

对于第一类人工干扰的谣言文本，即夹杂

符号的敏感词的检测与识别，笔者将通过扩充

停用词解决，对待测文本分词之后进行去停用

词等预处理方法来解决；对于第二类准确性的

问题，笔者引入位置权重以及敏感度权重来抽

取敏感词，将词汇在谣言与正常微博中的词频

比以及位置权重（词汇是否处于标题中）作为

衡量的因素，同时对种子词集进行相似词、关

联词扩展；对于第三类分词问题，笔者提出基

于敏感热度的 L-CPBL 抽词算法摒弃了传统的

分词工具，基于内聚度以及外聚度来提取文本

片段，以更加适用于网络社交文本。

3.2  总体设计

本研究中网络谣言敏感词库构建的基本思

路是：首先收集网络谣言语料，然后利用抽词

算法构建种子词集，进而对种子词集进行扩展

得到完备的谣言敏感词库，其总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谣言语料库 LBCP
抽词算法

种子词集

近似词集

关联词集

替代词集

敏感词库扩展

图 1  敏感词库构建流程

因为目前的分词软件大多具有普适性，用

来针对某一领域发现特定词、敏感词、新词效

果不佳，因此种子词采集没有直接分词，而

是 设 计 了 LBCP(Location- Based Cohesion and 
Polymerization) 算法进行抽词，通过计算词的内

聚度和外聚度，结合词权重和位置权重得到种

子词集；然后对种子词集从近似词、关联词和

替代词等方面进行扩展，最终合并成为谣言敏

感词库。

3.3  LBCP 抽词算法

LBCP 抽词算法是考虑了词语位置和上下文

信息的抽词过程，其提取谣言种子词集的流程

如图 2 所示。

LBCP 抽词算法首先设置一个滑动窗口，从

中提取候选词汇，计算候选词汇的内聚度（表

示该词的聚合程度）、外聚度（描述该词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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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的关联），再考虑该词在文中的位置（标

题中取 2，正文中取 1），利用改进的 TF-IDF
权重计算出该候选词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再

提取排在前面的候选词形成种子词集。

谣言语料

库

滑动窗口

文本

计算内聚

度

计算外聚

度

抽词
候选词汇

列表

计算改进

的TF-IDF值

计算位置

权重

计算LBCP综合

得分值、筛选
种子词集

图 2  种子词集提取的流程

网络谣言文本短小随意，新词、流行词汇

众多，依赖传统词库容易带来较大误差，笔者

采用的方法有效规避了传统分词方法过度依赖

词库的问题。利用改进的 TF-IDF 权重计算较好

地体现了谣言词汇的信息完整性、词汇的领域

相关性，其中的位置权重较好地体现了词汇位

置的重要性（词汇是否处于标题中）。

3.3.1  内聚度

内聚度主要用来分词，一般取某一固定长

度的窗口，依次滑动窗口找到其中的分词。比

如图 3 中的文本，设窗口长度为 6（即每个词不

超过 5 个字），则滑动窗口会包含“央视已经

报道”6个字，从中计算出“央视”内聚度最高，因

此按前 2 个字做划分，提取“央视”这个词。

然后滑动窗口右移，取出“已经报道此事”6 个

字，进而提取“已经”这个词。依此类推，依

次取到文本中的其它词。

具体计算内聚度时，需要先按滑动窗

口中的每一个字划分，得到左右两部分，计

算两部分在语料库中的出现概率乘积 ( 即

p( 左 )*p( 右 ))，取最大作为分词的内聚度。

例如图 3“央视已经报道”6 个字，依次计

算：p( 央 )*p( 视已经报道 )、p( 央视 )*p( 已经

报道 )、p( 央视已 )*p( 经报道 )......p( 央视已经

报 )*p( 道 )，最终 p( 央视 )*p( 已经报道 ) 的乘

积最大，因此提取“央视”这个词，并将该乘

积作为“央视”的内聚度。
央 视 已 经 报 道 此 事 ......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

图 3  计算内聚度使用的滑动窗口

设 滑 动 窗 口 中 的 文 本 X 由 n 个 汉 字

C1C2...Cn 构成（见图 3），内聚度 h(x) 的计算首

先由公式（1）找到应该划分的候选词位置 i，从

而划分出候选词 x=C1C2...Ci。

 1 2 1

1 1 2 1

arg max{ ( ) ( ... ),..., ( ... )
( ... ),..., ( ... ) ( )}

n i

i n n n

i p c p c c p c c
p c c p c c c p c+ −

= ⋅ ⋅
⋅ 公式（1）

进而利用公式（2）记录词 x 和在本窗口

的内聚度 pi(x)，最后利用公式（3）计算该词在

所有窗口中的内聚度之和，作为最终的内聚度

h(x)，公式 (3) 中 k 代表词 x 在整篇文档中出现

的次数。

 1 2 1( ) ( ... ) ( ... )i i i np x p c c c p c c+= ⋅     公式（2）
  

1
( ) ( ) / ( )

k

j j
j

h x p X p x
=

= ∑           公式（3）
3.3.2  外聚度

单看一个候选词汇的内聚度，可能会出现

诸如“的 ...”组合被认为成独立的词。所以笔

者还考虑了词的上下文联系，这里用外聚度表

示。如果某个词能够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词，那

么它应该能和各种词搭配出现在不同的语言环

境中，即具有丰富的“左集合”和“右集合”。

外聚度用左右信息熵来进行衡量。假设词 x 与

左边相邻的词汇组成的短语为 xlx，与右边相邻

的词汇组成的短语为 xxr，则词 x 的外聚度 g(x)
的计算公式如公式（4）所示：

 g( ) min{ ( ) log ( ),

            ( ) log ( )}
l l

r r

x p x x p x x

p xx p xx

= − −∑
∑   公式（4）

因为熵表示不确定性，所以熵越大，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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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越大，也就是这对词左右搭配越丰富，选择

越多。计算一个文本片段的左信息熵和右信息

熵，如果该文本片段的信息熵偏大，就可以把

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可以抽取出来的高频谣言

词汇。

3.3.3  改进的 TF-IDF 权重

通过内聚度和外聚度得到基于谣言语料的

大量新旧词汇，然后可以利用这些词的权重进

行筛选。本文权重基于 TF-IDF 计算，但是做了

如下改进：①由于旧新闻重复散播或者同一条

谣言仅仅修改了人名、地名、手机号码等张冠

李戴型的谣言比较多，因此对文档频率要求较

高，而对于逆文档频率要求并不高，不要求词

语对文档有独特的标识性，因此对于 TF-IDF 公

式中 TF 和 IDF 给予不同的权重（公式（5）中

增加 λ，使得 TF 的权重值大于 IDF 的权重值）； 
②消除了文档长度的不同对词权重的影响（公

式（5）中增加分母，进行余弦归一化处理），同

时通过对词频取对数来消除词频大小差异对权

重计算的影响。词 x 改进的 TF-IDF 权重计算如

公式（5）所示：
 

( )
2 2

1
2

2 2

(log ( 1.0)*log ( ))
(1 )

(log ( 1.0)*log ( ))
(1 )i

i i

Ntf
idfW x

Ntf
idf

λ
λ

λ
λ

+
−=

+
−∑
公式（5）

其中，N 为微博总条数，λ 是词频 TF 的权

重，tf 和 idf 分别表示词 x 的 TF 值和 IDF 值，公

式（5）右边的分母利用谣言微博中出现的每个

词 x 的 TF 值 tfi 和 IDF 值 idfi 进行余弦归一化处

理。

3.3.4  位置权重

针对微博谣言来说，微博标题或者话题中

的词汇比内容词汇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反映出

微博的主题，也就更能反映出微博主题的谣言

敏感度。对微博文本中词 x 的单个位置权重值

定义如公式（6）所示：

 
i

2
1

i title
L

i title
∈

=  ∉           公式（6）
对微博内容进行扫描，如果有“【】”或者“[]”或

者 #，则将其视为微博的标题或者话题，将其单

个位置权重值为 2，否则为 1。词 x 位置权重为

公式（7）所示：

1
2 ( )

D
ii

L
w x

D
== ∑

           公式（7）
其中，w2(x) 为词汇的位置权重。Li 表示某

条微博 i 中词 x 的位置权重值，D 表示包含词 x
的微博总条数。

3.3.5  抽词算法流程

LBCP 抽词算法的步骤如下：

Step 1: 利用公式 (1)、公式 (2)、公式（3）进

行分词（词的长度不大于某个阈值 t），并计算

各分词 x 的内聚度 h(x)；
Step 2: 利用公式（4）计算各分词 x 的外聚

度 g(x)，求得每个词的内聚度和外聚度之和，筛

选出其和大于某阈值 θ 的词汇；

Step 3: 对筛选出的词计算其改进的 TF-IDF
权重 w1(x) 和位置权重 w2(x)，根据公式（8）计

算综合得分值；

LBCP(x)=w1(x)×w2(x)        公式（8）
Step 4：按综合得分 LBCP(x) 进行排序，取

前 M 个词汇作为种子词集。

3.4  扩展词集

为了实现对谣言敏感词的有效扩展，笔者

主要从种子词集的近似词、关联词以及替代词 3
个方面进行词库的扩展。

3.4.1  近似词集 
Word2Vec 方法计算的词向量能反映词的上

下文和语义关系，因而近似词集的扩展主要通

过词向量 Word2Vec 进行计算，再通过聚类找种

子词的相似词，从而得到基于上下文和语义关

系的近似词，其流程如图 4 所示：

种子词集 Word2vec 聚类 近似词集
种子词集词向

量

图 4  种子词集的近似词集扩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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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关联词集

单个敏感种子词可能出现在谣言中，也可

能出现在正常微博中，比如“免费”这个词，它

既可能出现在不良厂商的微博谣言中，也可能

出现在正规商家的微博宣传中，但当“免费”和

“转发”共现时，它就极大可能是谣言。因此，对

于每个种子词计算其高频率共现的词汇，即与

之相关度高的词汇，这些词汇有助于提高谣言

的识别率。

笔者采用互信息的方法来寻找种子词关联

词集。种子词的关联词集的构造流程如图5所示：

互信息

改进的

互信息值
种子词集 关联词集

谣言语料

库

词频

图 5  种子词的关联词集的构造流程

但是谣言中这样产生的成对词互信息较

高，词频却较低，这样对于谣言的识别作用不

大，因此在互信息计算上加入了词频信息，计

算如公式（9）所示：

 ( , )( , ) p( , ) log
( ) ( )
p x yPMI x y x y

p x p y
=

    公式（9）

其中，p(x,y) 为词 x 和 y 的词频。

3.4.3  替代词集

谣言信息发布者通常会采取多种方式来逃

避敏感词匹配过滤，比如把谣言敏感词进行中

英文的转换或者缩写等，因此也需要找出种子

词的替代词集。这样的词处理量并不多，本研

究通过人工来完成，比如：

（1）拼音：拼音代替汉字，如“拐走”——

“guai 走”。

（2）英文：英文代替汉字，为种子词的英

文翻译。

（3）缩写或简写：种子词的常用缩写形

式，如“神州六号”——“神 6”。

经过以上 3 种扩展，最终将种子词集与各

扩展词集合并构建了网络谣言的敏感词库。

4  实验

4.1  数据集

实验爬取了新浪微博社区管理中心、“谣

言粉碎机”以及各地区辟谣平台上发布的 30 034
条谣言。同时爬取了包括中国新闻网、央视新

闻等 35 000 余条正常微博作为正类数据。这些

数据都经过了包括去噪声、去停用词等处理过

程。去噪主要是删除了总长度不足 5 个字的微

博，这类微博多携带信息较少，处理的意义不

大，删除后可提高处理效率。

4.2  提取种子词集

利用第 3.2 节中种子词的抽取思路，将微博

谣言文本中长度不超过阈值 t（本文取值为 9）的

文本都当作潜在的词，通过样例数据实验确定内

聚度和外聚度的阈值，最后提取出所有不大于阈

值 t 的候选词。在处理过程中，把全部微博谣言

语料作为一个整体，利用 LBCP 抽词算法提取候

选词 43 363 个。候选词的内聚度、外聚度及其

在谣言微博和正常微博中的词频如图 6 所示：

图 6  候选词汇的内聚度、外聚度及词频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结合位置权重因

子，根据 LBCP 综合值进行排序，取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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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为谣言种子词集。通过 LBCP 抽词算法 挑选出来的部分种子词集如表 1 所示：

表 1  谣言种子词集

类型 词集示例

种子词集
孩子、拐走、扩散、酬金、紧急、严重、知情、女孩、帮忙、转发、求、找、联系、死、爆炸、死亡、转转、
钱、伤、黑、白血病、救、去世、农药、丢、癌症、偷、救援、专家、卖、滋、食品、导致、真相、死了、批
捕、感染、必须、提醒、杀、禁用、失踪、抢救、证实、罪、打死......

4.3  种子词集的扩展

（1）近似词集扩展。利用 Word2Vec 工具

计算得到 300 个种子词集的词向量，再分别计

算各个词向量维度上的均值，计算得到种子词

集的均值向量。用词集的平均向量利用 KNN 模

型聚类，得到 300 个种子词最相近的词。实验

中共取到与种子词集同属一类的 1 785 个词作为

扩展的近似词，形成的近似词集如表 2 所示：

表 2  近似词集部分示例

类型 词集示例

近似词集

朋友、监控、附近、万分、抱、留意、兄弟、男人、告、姐妹、联系人、双重、关心、婴儿、达、恒天、教
授、主、逸、场合、伤亡、死伤、电视、中伤、保、记、妇女、鬼子、保健、院、日本、含、果断、刷、毒
素、局、发现、天地、血压、此次、余香、喝、引发、插头、真的、兰、版、海域、七、警、接力、唯一、
轻、人数、新闻、消防、天津、牺牲、杭州......

（2）关联词集扩展和替代词集。计算种子

词集与语料库中其他词的互信息的大小，并降

序排列，得到最终有 175 个词汇的关联词集。

如“拐走”的扩展词包括：找到、造谣、逝去、倒

霉、最近、诅咒、资助、真相、折磨等。

种子词替代词集包含了 300 个种子词的拼

音、英文以及缩写简写形式，如帮忙的替代词

有：Help、bangmang、bm 等，酬金的替代词

有：Remuneration、fee、pay、choujin、cj 等。

至此，整个谣言敏感词库构建完成，敏感

词库包含种子词集 300 个，近似词集 1 785 个，关

联词集 175 个，替代词集 300 个，共计 2 260 个。

4.4  微博谣言识别

实验另外爬取了 2018 年 1 月到 2018 年 3
月期间，新浪微博“谣言粉碎机”以及各地区

辟谣平台上发布的 5 000 条谣言数据，同时爬

取了包括中国新闻网、今日头条、央视新闻在

内的微博大 V 账号的正常微博 5 000 条。将这    
10 000 条微博作为测试数据，以验证敏感词库

对谣言识别的提升作用。

从混合的 10 000 条微博数据中提取传统特

征和敏感词特征，将其作为输入数据。传统特

征包括发布该微博的用户信息（用户粉丝数、关

注数、注册事件、已发布微博数量、是否验证

用户）、微博的结构特征（转发数量、微博的

长度、是否包含”@”、是否包含标签、是否

包含 URL、是否含有表情符号、标点符号的使

用情况、是否含有第一人称等）以及每条微博

所有词的词向量加和平均值。敏感词特征包括

敏感词的个数和敏感词得分总和。

利用以上提取的微博特征，通过随机森

林、SVM、GBRT、CNN、BiLSTM、TextCNN
等分类模型构建微博谣言分类器。由于重点在

谣言的识别，因此，本文要求谣言的召回率（本

身是谣言且被正确识别出来的比例）尽量大，准

确率尽量高。实验中采用十折交叉验证，多种

算法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在加入敏感词库特征前

后的对比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敏感词库特征对谣言判别的效果

判别模型
传统特征 传统特征+敏感词特征

准确率 召回率 准确率 召回率
随机森林 79.82% 62.98% 89.29 % 85.10%

GBRT 81.44 % 65.65% 92.65% 86.71%
SVM 80.71 % 66.09% 85.94 % 83.22%
CNN 80.38% 72.66% 91.12 % 83.54%

BiLSTM 82.68 % 73.54% 95.26% 88.67%
TextCNN 81.25 % 77.12% 93.48 % 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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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可知，当敏感词特征和传统特征

融合之后，各种分类方法的准确率和召回率都

有大幅的提升，其中 BiLSTM 的准确率超过

95%，召回率也接近 90%。可以看出，谣言敏

感词库的构建在提升微博谣言的识别率方面达

到了预期的效果。

5  结语

网络谣言敏感词库是谣言识别的重要基

础，笔者旨在构建敏感词库并用辅助实验证明

对谣言微博识别的有效性。利用大量语料库，笔

者构建了一个基于敏感热度 L-CPBL 抽词算法

及其相似词和扩展词的谣言敏感词库。第一步

是种子词集的提取，L-CPBL 抽词算法是一种

无词典参考的快速抽词算法，同时结合改进

的 LTC 权重以及位置权重因子，对谣言敏感词

库的种子词集的提取更准确；然后基于词向量

模型空间优化以及聚类算法对种子词集进行扩

展，综合得到适用于谣言的敏感词库。笔者构

建的敏感词库适用于微博类社交短文本，并且

构建过程不依赖于人工专家的识别挑选，可基

于语料库同步更新，因此节省了时间与费用，提

高了效率。

笔者创建的谣言敏感词库具有时效性，需

要不断收集大量谣言语料，而谣言语料需依赖

官方公布的谣言信息作为标注语料，使得敏感

词库的更新需要消耗较多的时间和资源，可对

敏感词库的更新进行进一步研究，引入时序算

法或者从传播的方面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解

决时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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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ensitive Thesaurus for Network Rumors 
——Taking the Microblog Rumor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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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network rumors seriously influent the spread of norm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struct a sensitive lexicon on microblog 
rumors and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he network rumors. [Method/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log’s short text on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nstruction of 
the microblog sensitive thesaurus, which is built up through LBCP algorithm and extension of multiple level 
words. At first, the method directly extracts words through LBCP algorithm, which considers the cohesion 
and polymerization of rumor words. And then, based on the core words, multiple level words are expanded 
to get sensitive thesaurus. [Result/conclusion] In addition to the features of the text, user characteristics,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emotional analysis, and rumor features based on sensitive thesaurus are exploit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microblog’s rumor recognition can be improved greatly based 
on sensitive thes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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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2000-2018 年国内机构知识库研究可视化
分析
◎陈和  林静

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36100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目前 IR 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对国内 IR 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

可为下一阶段 IR 发展提供参考建议。［方法 / 过程］利用 Excel、VOSviewer、CiteSpace 等软件和编

程处理数据方法，对 2000 － 2018 年 CNKI 收录的 1 362 篇 IR 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 结

论］国内 IR 发文经历了迅速增长期、相对平稳期以及快速下滑期，预示目前国内 IR 研究进入新阶段，

出现新的研究点；国内研究 IR 的高频作者（群）以中国科学院系统群体和高校系统群体为主，前者的

研究比后者更为前沿和深入；《图书情报工作》《现代情报》《图书馆学研究》等是刊载 IR 研究论文

最多的期刊，是国内 IR 研究领域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国内 IR 研究热点包括系统构建、资源建设、学术

交流、知识管理与服务、版权保护等；IR 未来的可能研究热点包括科研数据、科研服务、辅助科研决策、

数据增值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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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末，机构知识库（Institu-
tional Repository，IR）概念在国外开始萌芽。

2001 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和首席信

息官办公室联合推出了知识库服务（Knowledge 
Bank Service），员工、教师和学生可以将自己

的作品上传到知识库中，并长期保存，这是实

际意义上 IR 的早期雏形 [1]。2002 年，惠普公司

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合作，研发了 IR 的构建软

件——DSpace[2]，并建立麻省理工大学 IR——

DSpace@MIT[3]，成为第一个正式建立 IR 的学

术机构。2004 年，浙江大学图书馆基于 DSpace
构建了国内第一家实验性的 IR。2006 年 8 月，厦

门大学图书馆正式对外公开并发布基于 DSpace
构建的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 [4]，成为我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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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第一个正式运行 IR 的高校。中国科学院（以

下简称“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于 2006 年基于 DSpace 进行主题学科的 IR 平台

建设，并在不断完善后，在中科院系统内推广

运用 [5]。此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和研究 IR，IR 也成为各重要图情学术会议的交

流讨论主题之一 [6]，并且从 2013 年开始，中国

IR 学术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交流和讨论 IR 最

新研究成果，以推进 IR 在中国的发展 [7]。时至

今日，IR 在国内发展将近 20 年，笔者通过对国

内有关 IR 的期刊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和数据可视

化，对 IR 研究人员、IR 研究热点等相关主题

进行梳理和分析，为研究 IR 的相关人员提供参

考，为今后 IR 的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笔者选用 CNKI（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

为数据源。在期刊论文检索页面，选择检索方

式为“主题”，检索词为“机构知识库”“机

构典藏库”“机构库”“机构仓储”“机构存

储”，检索词之间的关系为逻辑或，检索期限

为 2000 年到 2018 年，其他为默认选项，获得

1 648 篇文章（检索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15 日）。

通过人工剔除与本研究无关的结果，如物流仓

储、dSPACE 仿真系统、IR 会议通知、征稿

等，最终得到有效文章篇数为 1 362 篇。由于

受到 CNKI 单次下载元数据条目的限制，以上

元数据是通过多个时间段检索多次汇总而来。

为方便数据分析和利用数据可视化软件，数据

导出格式包括了 Refworks、EndNote 和自定义

格式。

2  论文发表时间分布分析

对检索获得的 1 362 篇文献的发表年份元数

据字段进行统计，利用 Excel 绘制成逐年发文数

量曲线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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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逐年发文数量曲线图

国外在2002年左右开始报导有关IR研究 [8]，从

图 1 可以看出，国内从 2004 年开始第一次出现

IR 研究的文章 [9]，反映了我国学者的研究紧跟

国外研究步伐的特点，虽然有些时滞，但很短。

从发文趋势情况来看，2004 年算是中国大陆研

究 IR的元年，从此国内 IR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从 2004 年到 2018 年，有关 IR 的发文情况大概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04 年到 2009 年。该阶段

是 IR 发文的快速增长阶段，2009 年达到第一

个高峰，发文量达 133 篇。在该阶段，IR 作为

新的学术课题被引入国内，引起国内图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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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学者极大的关注和研究热情，纷纷发表了大

量的关于 IR 的学术论文。纵览这时期的论文内

容，主要是介绍域外 IR 的研究进展或成果，包

括 IR 的出现背景、概念内涵、学术交流功能意

义等，以及 IR 作为“泊来品”对我国图书馆建

设与学术研究的启示等。

第二阶段，从 2009 年到 2017 年。该阶段

是 IR 发文相对稳定阶段。经过第一个阶段的

学习积累，国内图书情报界对 IR 有了比较充

分的理论认识，开始进入 IR 实践发展阶段，这

阶段的发文涉及 IR 构建实践、IR 资源建设探

索、文献计量分析、开放获取政策、学科服务、科

研管理等。该阶段是 IR 在国内真正落地生根

发展阶段，研究方向多样化，实现 IR 研究百

花齐放式的发展，每年的发文量几乎都是百篇

以上。

第三阶段，2018 年。从发文曲线来看，2018
年的总发文量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下滑（原文检

索时间于 2 月份，由于 CNKI 上线论文存在时

滞，2019 年 6 月份本文修改时 2018 年的发文量

已增至 88篇），从趋势来看，可能还将继续下滑。

该现象直观地表明，题名、关键词、摘要等字

段含有“机构知识库”及相近概念的期刊论文

开始减少，但是否意味着国内 IR 研究开始停滞

不前或进展缓慢？笔者以 IR 当前热门话题“科

研数据”为检索词在 CNKI 进行检索，其中篇

名含有该词并且检索时间为 2018 年的检索结果

是 78 篇，这些被检索出的期刊论文在相关字段

中多数没有出现“机构知识库”及相近概念词

语，但是此类论文仍然属于 IR 范畴。因此，进

入 2018 年，国内 IR 研究并没有停滞，只是以“机

构知识库”及相近概念作为发文主题的论文开

始减少，预示国内 IR 的研究开始进入新阶段，出

现新的研究热点，仅用“机构知识库”及相近

概念已不能满足检索该领域的全部论文要求，关

于新研究热点将在下文“研究热点分析”部分

继续分析。

3  主要刊发期刊分析

经统计，1 362 篇文献刊载于 224 种期刊，依

据发文量由多到少排序，并根据“二八定律”，取

前 20%（45 本）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如图

2 所示的比例示意图（低于 4% 的期刊作了归并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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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刊发期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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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图书情报工作》《现代

情报》《图书馆学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情

报探索》《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7 年更

名为《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情报杂

志》《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农业图书情

报学刊》《图书馆杂志》10 种期刊刊载的有

关 IR 文章达到所有 IR 发文量的 50%，也就

是说国内研究 IR 的作者将大部分文章投向

了这些期刊。从统计结果来看，上述刊物可

以视为国内 IR 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期刊，若

有需要了解国内 IR 具体研究情况的用户，可

以把这些刊物发表的 IR 论文作为重点关注

论文。

4  论文作者分析

4.1  高频作者

对 1 362 篇论文的作者进行统计和排序，其中

发文量大于等于 8 篇的作者共有 21 位，可以认为

这些作者是国内 IR研究领域的高频作者，见图 3。
其中，发文频率最多的作者是祝忠明，以 34 篇高

居榜首，是排在第二位作者发文量的 2 倍还多，是

国内 IR 研究领域发文量超高频作者。从作者对应

的工作单位来看，中科院系统的作者约占高频作者

数的一半，而其他的高频作者主要来自高校系统，这

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科院系统对 IR 的研究比高校

系统更加活跃，从他们的发文内容来看，中科院系

统作者对 IR 的研究也比较系统、深入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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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发文高频作者

4.2  作者合作网络

对原始检索结果数据的作者字段进行 Py-
thon 编程转换处理成 ris 文件，再利用可视化软

件 VOSviewer 创建作者合作网络图（作者最少

发文量阈值设定为 3 篇），如图 4 所示。

图 4 显示，合作成员超过 5 名的研究团队

共有 4 个：①祝忠明研究团队。该团队成员

基本来自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通过他们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该团队是中科

院 IR 系统的技术开发和维护团队，他们在多

个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完成了多项有关 IR 的

研究。在 DSpace 作为原型系统的基础上，开

发了适合中科院实际需求的新的 IR 系统——

CSpace，并在全院推广使用。根据用户需求，该

团队对系统持续了进行开发、更新和维护，目

前已经开始将其推广到中科院系统外的国内

高校系统 [10]。该团队对 IR 研究最深入、最全

面、最前沿，是国内研究 IR 领域的权威团队。

②顾立平研究团队。团队成员主要来自中科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通过他们发表的文章可以发

现，他们和祝忠明团队同属于中科院机构知识

团队，两者相辅相成，但前者主要侧重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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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 IR 系统的推广与服务、开放获取政策研

究、辅助系统支持等。③聂华研究团队。成

员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过他们发表

的文章可以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很早就已

经介入 IR 的建设，作为 Calis-IR 项目的主要

负责单位，担负了 CALIS 成员馆的 IR 建设

与推广工作，现在正在推动中国高校 IR 联盟

建设 [11-12]。④李国俊研究团队。团队成员主要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他们主要以北京科

技大学 IR 为基础 [13]，讨论了 IR 系统构建、数

字资源建设、基于 IR 的文献收录引用及计量

服务研究等。

图 4  作者合作网络图

另外，从图 4 中还可以看到，孙坦、肖明

在作者合作网络中起到了联结桥梁作用，联结

了中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等之间的校际 IR 研究合作。

5  研究热点分析

论文关键词是作者选用的最能体现论文研

究内容或主题的简短词语，通过对国内有关 IR
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可以了解国内 IR
的主要研究热点。

由于关键词并不是规范的主题词，对关键

词进行统计分析前，需要对关键词进行必要的

归并处理，比如“开放存取”统一为“开放获

取”，“机构库”“机构仓储”“机构仓储库”“机

构存储”“机构存储库”“机构典藏库”“机

构知识库”等统一为“机构知识库”，“大学”统

一为“高校”。

5.1  高频关键词

通过对规范后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获得

高频关键词列表，如表 1 所示（只截取前 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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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频关键词列表（前 30）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机构知识库 1 057 知识服务 28 著作权 16

开放获取 367 资源建设 28 策略 15

图书馆 236 版权 23 数据管理 15

高校 214 自存储 22 学科服务 15

DSpace 59 质量控制 20 元数据 15

学术交流 38 资源共享 20 知识产权 15

数字图书馆 31 可持续发展 18 知识图谱 15

知识管理 29 美国 17 开源软件 14

IR联盟 28 内容建设 17 日本 14

如表 1 所示，由于本次研究对象是机构知

识库，所以该词出现频率最高，而且远高于其

他关键词。接着出现的高频关键词是“开放获

取”“图书馆”“高校”，这 3 个词的出现频次

也是远高于其他高频关键词。IR 是在开放获取

运动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是后者的一种具

体实践方式。讨论开放获取时也会讨论 IR，而

讨论 IR 时也往往会提及开放获取相关内容和背

景。因此，“开放获取”成为 IR 之后的次超高

频关键词。“图书馆”和“高校”关键词说明

目前国内研究 IR 的主要是图书馆，而且以高

校图书馆为主。IR 的一个重要使命是长期保存

本机构的知识成果，与图书馆保存人类知识之

使命相契合，可以说图书馆积极研究 IR、构建

IR、推广 IR服务是一项职业使命，也是历史使命。

构建 IR 系统的开源软件 DSpace，在推动 IR 在

世界范围内广泛普及与发展方面贡献巨大，国

内学者研究 IR 往往是从研究 DSpace 开始，因

此，DSpace 也出现在高频关键词的前列。

对于其他的高频关键词，笔者将结合下面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进行分析。

5.2  关键词共现网络

参照作者合作网络，利用 VOSviewer 创建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见图 5）。由于“机构知

识库”“开放获取”“图书馆”“高校”在该

网络中属于超高频关键词，在共现网络图中覆

盖了其他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因此未把它们并

入共现网络图。在参数设置上，关键词出现的

最小频率（mininum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a 
keywords）是 8。

图 5  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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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 和图 5，并结合具体文献进行综合

分析，可以概括出国内 IR 领域研究的几个热点

研究领域：

（1）IR 系统构建研究。该研究热点主要出

现在 IR 研究早期。构建 IR 有多款软件系统，其

中 DSpace 软件因其源代码开放、无偿免费使

用、功能丰富、社区支持等特点吸引了无数 IR
关注者的兴趣，它实现了 IR 从理论到落地实践

的过程。从发表的文献来看，内容涉及 DSpace
软件的功能架构介绍、与其他 IR 构建软件对

比研究、DSpace 本地化与具体应用实践等。与

之共现的主要关键词除了之前的超高频关键词

外，还有数据模型、模式、元数据、互操作、关

联数据、开源软件等。

（2）IR 资源建设研究。开展 IR 服务，其

最根本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资源的收集和管理。

机构的学术成果或学术产出形式多样，包括但

不限于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演示

文稿、专利、软件、影像视频、科学数据等。

如何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有效的收集、组织和

整理，是国内 IR 研究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IR 资源建设相关的关键词有内容建设、质量控

制、学术资源、开放获取资源、知识产权、自

存储、服务模式、策略、文献计量学、建设模式、可

持续发展、DSpace 等。

（3）IR 促进学术交流功能研究。随着信

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学术研究

活动观念与方法的改变，传统的耗时、耗力与

耗钱的学术交流模式已经不适应自由快速学术

交流的趋势。开放获取的理念是让用户通过

公共网络快速无障碍地获取所需要的学术资

源，改变了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 [14]，IR 作为开

放获取模式下的学术产物，实现了学术自由快

速交流的作用，受到科研人员和普通用户极大

的关注和认可。与学术交流共现的关键词有知

识管理、信息资源、资源共享、IR 联盟、学术

IR、DSpace、模式、日本等。

（4）IR 知识管理与服务研究。IR 的本质

是对机构的知识产出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并

在网络上开放这些知识产品，实现学术自由交

流。要开展 IR 服务，除了对原始学术资源进行

收集和积累，图书馆还需要联合机构相关组织

部门，如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人事管理部门等，对

IR 的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为不同

科研人员或实体提供高效的服务 [15]。这是对 IR
更高层级的研究。与 IR 知识管理与服务相关的

关键词有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科研管理、科

研成果、数据管理、大数据、资源共享、学科

馆员、关联数据、IR 联盟、可持续发展等。

（5）版权保护研究。IR 是在开放获取运

动的背景下产生，旨在提供学术自由交流的平

台，为用户提供学术资源的无障碍访问和获取

服务，但并不意味着学术资源可以不受保护地

被任意使用。如何在收集机构学术成果和对外

提供服务时，保护作品和作者的版权权益，同

时为用户提供最大的使用便利，也是国内 IR 研

究的一个研究热点。与版权保护相关的关键词

有知识产权、著作权、自存储、自存档、质量

控制、知识共享、合理使用、数字图书馆、对

策等。

总体上，上述研究热点之间的区隔并不太

明显，而是互相渗透和交融，研究热点整体上

比较平均，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研究热点。

5.3  关键词时间线视图

利 用 CiteSpace（5.3.R4.8.31.2018） 对

从 CNKI 下载的以 Refworks 格式保存的元数

据中的关键词节点进行时间线视图（Timeline 
View）分析，得到图 6。同样，为避免超高频关

键词对其他关键词造成覆盖，“机构知识库”“开

放获取”“图书馆”“高校”等未并入分析。

如图 6 所示，CiteSpace 根据自带算法，把

关键词自动归为 9 个类别，其中 #0 机构知识库

类的时间轴线（实线部分）起源最早，较完整

地展示了 IR 在国内的发展过程，从 2004 年介

绍引入构建 IR 系统的开源软件 DSpace 开始，到

对 DSpace 进行本地化处理，以适应国内的应用

环境，再到学习参考较早介入 IR 建设而且又与

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高校 IR 建设经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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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IR 的推广普及，IR 建设策略、建设模式、服

务模式等主题相继被学者们探讨。在这个过程

中，域外比较先进的 IR 建设实践（如日本、美

国等）继续被介绍和引入。

图 6  关键词时间线视图

纵观 9 个类别的时间轴线，只有 #3 和 #4
的时间轴线（实线部分）延续至 2018 年，说明

这两类属于当前的研究热点。结合其他时间轴

上新出现的关键词，可以概括出国内 IR 研究新

出现的研究倾向，这些倾向可能预示着新的研

究热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科研数据。新出现的关键词中“数

据”出现的频率最高，说明国内 IR 研究已经开

始关注科研数据领域。科研数据属于 IR 资源建

设范畴，在过去的有关 IR 资源建设研究中，主

要关注点是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演示文稿、学

位论文点等比较有“成果”性质的显性学术资源。

科研数据在科研活动中往往只是“中间产品”，或

者只是学术成果的附属资料，常常被科研工作

者忽略，随着科研活动的结束而被放弃。然而

随着科研活动进入第四范式，以及计算科学领

域的进步，特别是在大数据研究背景下，数据

重用已经被认可和重视，促使人们开始注重科

研活动中有价值数据的保存与重用 [16]。

（2）科研服务。IR 因科研而生，并终将为

科研服务。科研活动是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并

且随着开放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

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调整。同样地，为科研服

务的 IR 也将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也是今后 IR
研究中的一个持续热点问题。

（3）辅助科研决策。随着大数据科学的发

展，以及 IR 在内容和功能上的不断完善，IR 在

机构科研决策方面的辅助决策权重上的占比将

越来越高，将扮演重要的“智库”角色。当然，辅

助科研决策并不单单基于单个机构的知识库，而

可能在多个机构的“IR 联盟”之上。IR 参与辅

助决策是国内 IR 研究和建设者一个不断追求的

目标，需要长期的不断努力与争取。

（4）数据增值服务。IR 经过多年发展，在

内容上几乎囊括了本机构的所有公开发表的学

术成果以及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并开

始涉及科研数据。因此，IR 将在学术数据上占

有优势，除了提供常规的基础服务，还将在高

校“双一流”的建设热潮中，发挥数据优势，提

供数据增值服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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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CSpace 作为中科院图书馆兰州分馆

推出的中国本土化的 IR 构建软件系统，在中

科院系统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使用。随着软

件与时俱进的更新与完善，并不断拓展用户群

体，今后有关 CSpace 的发文可能会保持一定的

频率。

6  分析与探讨

通过前文对 1 362 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可视化

分析后，可以基本了解我国目前 IR 研究的基本

态势，即我国的 IR 研究与建设已经取得了不俗

的成就，现在正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关口。笔

者针对国内 IR 研究与建设的当前现状，提出 4
点建议为 IR 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6.1  再接再厉，持续推进机构知识库建设

据统计 [17]，大陆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建

与在建 IR 共有 325 个，资源类型包括期刊论

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图书、专利、研究

报告、演示课件、实验数据等。换句话说，目

前我国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正在建设一个规模

比较庞大的学术成果资源库，是学术“大数

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对数据越来越重

视，已经把大数据提升为国家基础战略资源，并

认为大数据是信息社会的“石油”[18]，在此背

景下，继续推进 IR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

展和应用前景广阔。

另一方面，IR 作为持续收集、管理机构教

学科研活动中产生的智力成果平台，只要教学

科研活动不停止，IR 建设也不应该停歇，应该

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持续推进 IR 建设。

6.2  整合优化，定位成为 “ 国家基础战略资源 ”
的组成部分

目前国内 IR 建设成绩斐然，构建了一大批

以机构学术成果为主要内容的 IR 系统，资源总

量也达到相当规模，并出现了以资源共享为主

要目的两大 IR 资源联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知识库”和“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应该顺应国家发展形势，将这些数量规模可观

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 IR 资源，定位为“国家基

础战略资源”的组成部分，从国家的层面和高

度来推动 IR 资源的建设与开发。然而，目前这

些资源还不能实现真正的互联和共享，仍分散

在不同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资源主体还是掌

握在各个实体机构手中。

资源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产生其价值，因此

需要对当前 IR 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使其互联

共享。然而，对全国性的 IR 资源进行彻底的整

合优化，必然涉及不同教育科研机构之间的各

种机制冲突和利益调整，而且这个过程不可能

由某一个机构来完成，而是需要从国家层面，对

现有的 IR 政策、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创

新，对多方利益进行协调与平衡。而 IR 建设者

需要从大局出发，解放“各自为战”思想，拓

宽目前对 IR 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思路和视域。只

有对 IR 资源进行比较彻底的整合与优化，才能

成为真正的“国家基础战略资源”。

6.3  统筹协作，促进机构知识库向纵深发展

从前文的热点研究分析中可知，相当多的

来自不同单位的作者进行着相同或相似的 IR 主

题研究，两大 IR 研究群体（中科院群体和高校

群体）也在进行相类似的 IR研究和 IR联盟建设。

由于 IR 研究人员或团体相对分散，缺少统一规

划和统筹，导致 IR 研究热点广泛，但又不能形

成真正的“热点”，同时造成重复投入、重复

研究、重复产出、重复劳动、重复构建等现象，浪

费了人员、精力，甚至财力。这些问题在 IR 早

期自发的、粗犷式、“无政府主义”发展模式中，难

以避免。

IR 发展到今天，必须对此前的发展模式进

行改革，对全国 IR 研究团体和个人及其研究项

目进行全面统筹、分工协作，避免重复研究。

各 IR 研究团体和个人应结合各自特点和优势有

针对性地对 IR 发展趋势中的热点问题展开研

究，例如科研数据热点研究、科研辅助热点研

究等，形成有一定特色的 IR 热点研究。同时，从

国家层面，组织一批有实力的 IR 研究团队对 IR
发展趋势中的热点问题进行预研攻关性研究，例

如，IR 资源作为“国家基础战略资源”，探索



285

如何利用大数据的技术方法对其进行深度开发

与利用，从而使我国 IR 研究具有一定特色，又

形成一定梯度的 IR 研究队伍。

通过全面统筹和规划协调，能够节约、经

济、高效地实现 IR 研究与建设的突破与创新，促

使国内 IR 向纵深发展。

6.4  以评促建，提升机构知识库构建质量和水平

如前所述，国内早期 IR 建设较为粗犷，缺

少指导和统一规划，IR 资源种类繁多以及机构

对 IR 建设投入多寡不一，致使 IR 普遍存在系

统功能较单一、资源种类不一、资源著录不规

范、不详细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对后续的 IR 系

统升级和资源建设与利用造成影响。

为了使 IR 更好更快地发展，使 IR 资源更

好地互联共享，建立 IR 建设质量评价体系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从文献调研来看，国内外

已经有学者提出有关 IR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R. 
Serrano-Vicente 等提出从技术、规程、内容、营

销和人员角度对西班牙的 IR 进行评价 [19]，郭

清蓉提出并建立 IR 评价体系的思路和具体指标
[20]，郭翊提出由 9 项原则及其所包含的绩效指

标构成的 IR 评价体系 [21]，唐奇提出基于平衡计

分卡的 IR 评价指标体系 [22]。

然而，IR 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对其进行

评价也需要灵活的动态的评价体系。因此，需

要从国家战略目标高度，对 IR 建设的不同阶段

采用不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及时评估，确保 IR
向高质量、高水平建设迈进。

7  结语

由于本研究数据来源仅限于 CNKI 收录的

期刊论文，检索用词是“机构知识库”及其相

近概念词语，并且未包括博硕士学位论文在内

的其他学术研究数据，研究结果可能会与实际

情况有所偏差。另外，其他具有一定计量分析

意义的元数据字段（如基金资助、作者单位、参

考文献等），由于来源数据不规范在本研究中

未被纳入，希望在后续研究中将其纳入并分析。

笔者对 IR 未来发展的建议是立足于宏观的

国家层面而提出，期望国家相关部门出面引领

统筹国内 IR未来发展，组织国内 IR研究专家、IR
核心刊物编辑和审稿专家，以及相关大数据应

用专家等人员，成立 IR 顾问决策小组，在总结

梳理过去 IR 建设经验基础上，对 IR 未来发展

作顶层规划和设计，确定发展战略，配套出台

相关政策等。前文所述的 IR 发展建议可能带有

一定的理想性，仅借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国

内 IR 研究同仁对 IR 未来发展作更多讨论与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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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Domest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n 20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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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t present, IR has reached a relatively mature stage. This article 
combs, analyzes and summarie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I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ext stage of 
IR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Using the software of Excel, VOSviewer, CiteSpace and programming, 
1 362 articles of IR were collected from CNKI in 2000-2018 year for visual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IR articles publishing had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the relative stationary period, and downturn period, which mean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domestic IR 
has reached a new stage, and have new research hotspots; the high-frequency authors (group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he autho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ormer’s research is more 
advanced and deeper than the latte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etc. are the most published journals with IR research papers, and are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field of IR research in China; research hotspots of domestic IR include system construc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cademic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copyright protection, 
etc.; future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research data, scientific research services, auxiliary research decisions, 
and data value-add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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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大学生知识付费 APP 使用行为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
            ——以流利阅读为例

◎张佳迎  袁玉勤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郑州 45000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以英语付费类 APP 流利阅读为例，探索影响用户知识付费 APP 使用行为的

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对知识付费平台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建议。[ 方法 / 过程 ] 基于 UTAUT

模型并结合相关文献构建模型、提出假设，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通过

SPSS22.0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最后对模型进行修改。[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期望确认程

度和社会影响对用户的使用意愿和行为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建议知识付费平台在外营造良好媒介形象、

在内提高信息质量，以提高用户期望确认值；同时发掘用户网络社交资源，利用社会影响激发用户使用

意愿、促进其使用行为。此外，研究还证明期望确认程度的引入，实现对 UTAUT 模型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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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付费是一种通过对知识信息的共享来

获得一定收益的传播模式 [1]。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

示 [2]，2018 年我国在知识技能领域的共享经济

交易规模发展非常迅速，较 2017 年增长高达

70.3%。从 2011 年开始，用户逐步从寻找免费

的资源转向寻求付费的专业知识，到 2016 年，知

识付费产业更是进入了井喷式发展，各类付费

APP 均于同一年上线 [1]。在社会受教育水平提

高、信息技术发展以及用户求知欲逐渐提升的

背景下，知识付费产业逐渐衍生出网络授课、语

音授课、问答和自主学习等线上学习形式，类

似知乎 Live、得到 APP、分答 APP、喜马拉雅

FM 等产品也在不断完善其知识变现的技术，但

是获取和留住用户依旧是知识付费这种非标产

品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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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知识付费领域学者的研究热点集

中于探讨影响用户知识付费意愿的因素，以及

知识付费平台的模式构建两个方面。笔者将着

眼于大学生对知识付费 APP 的使用行为，对

其相关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探索，并以付

费课程流利阅读作为实例展开研究。流利阅读

是一款学习英语的付费 APP，2018 年刚上线

就在高校大学生朋友圈刷屏，其特别之处在于

通过“打卡返学费”的社群机制（朋友圈分享

学习打卡满 80 天可全额返学费）进行病毒式

传播，获得了更多的用户。笔者将以技术采纳

与利用整合理论为基础，以流利阅读的大学生

用户为研究对象，揭示知识付费用户的使用与

接受行为，以期对知识付费平台的发展提供指

导性意见。

2  文献综述

2.1  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

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是专门用于解

释计算机信息系统用户的接受使用行为的理

论，前身是由学者 F. D. Davis 提出的技术接受

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3]。

TAM 模型指出，用户接受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

为会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即感知的有用性与

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指的是用户在使用某个系

统时能够获得的帮助程度；而感知易用性指的

是用户使用系统时的方便程度。不过影响用户

使用行为的因素远不止有用性和易用性两点，学

者 M. T. Dishaw、P. Legris 将主观规范纳入理

论，而 F. D. Davis 等人也在进一步研究后决定

将社会因素纳入 TAM 模型，以弥补理论缺陷 [4]。

从不同角度解释用户系统接受行为的有关理论

非常多，学者 E. M. Rogers 在《创新扩散》一

书中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从用户接受创新的

角度探讨其使用系统的动因 [5]；学者 I. Ajzen 和

M. Fishbein 从“人是理性的”的角度出发，提

出态度与主观规范 (subjective norm) 决定人的

行为意向的理性行为理论等 [6]，其他理论还包

括技术适配模型、规划行为理论、动机模型、复

合 的 TAM 与 TPB（Theory of Planned Behav-
ior）模型、电脑利用模型（Model of PC Utili-
zation, MPCU）以及社会认知理论等。学者 V. 
Venkatesh 等对上述 8 种理论模型进行整合，形

成了一套新的解释用户使用行为的理论 [7]，即

现在广泛使用的 UTAUT（Unified Theory of Ac-
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模型，提高了

TAM 模型的解释力。

整合形成的 UTAUT 模型主要从 4 个方面

来解释用户的接受使用行为，即绩效期望、努

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促成因素 , 此外模型还引入

了性别、 年龄、经验和自愿性作为调节变量。

根据 UTAUT 模型，用户的绩效期望、努力期

望、社会影响对用户的使用态度（即行为意向）均

具有直接影响，它们和促成因素一起影响个体

的具体使用行为。这里的促成因素与技术条件

的支持有重要的关系，如网络和计算机同时存

在，才能给用户使用计算机进行上网提供技术

支持。UTAUT 模型如图 1 所示：

 

 

 

 

 

 

 

行为意向 

使用行为 社会影响 促成使用因素 

用户努力期望 

用户绩效期望 

性别、年龄、经验及自愿性 

图 1  UTAUT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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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知识付费

知识不同于信息 , 知识是结构性经验、价

值观念、关联信息及专家见识的流动组合，而

知识服务则是以知识为主导要素的经济社会中

的一种快速发展的服务形式 [8]。简单来说，知

识付费就是一种用户通过付费来获得专业知识

的服务形式。根据《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

体发展报告（2018）》，我国知识付费用户在

2017 年底已达到 1.88 亿人，呈高速增长趋势，而

关于知识付费的研究从 2017 年开始也越来越受

到国内学者关注。用户即市场，知识付费的发

展不仅借力于知识付费平台的演进、移动在线

付费方式的便利，更得益于中产及准中产阶层

（非）学历教育社会需求的爆发 [9]。但是知识

付费产业的高速发展的痛点在于，知识作为一

种特殊的产品，如何吸引用户进行持续使用。

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总结出影响知识付费

用户使用行为的因素，有学者认为个体需求、信

息质量、个体认知、主观规范、便利条件和替

代品等因素对用户使用行为有影响，而经济因

素影响则最弱 [10]；也有学者提出个人知识管理

需求、绩效期望、感知趣味性和社会影响等因

素对用户作用较大 [11]。总的来说，用户行为影

响因素均与用户自身、外在环境和提供平台 3
个方面有关系。

随着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强势发展，社交

成为了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内也有

研究者将受到社交环境和社交关系影响的知识

行为归纳概括为“社交知识行为”来进行探讨 [12]。

利用社交来进行知识付费服务是知识付费产业

待开发的领域，流利阅读团队则是这个新领域

的领军者，它充分利用朋友圈的社交传播实现

了对用户的获取。不过，领军者的尝试是否满

足了知识付费产业对增长用户群体的期待还需

要研究者进行研究讨论。笔者将以流利阅读采

取的朋友圈打卡的社交知识行为为切入点，结

合 UTAUT 理论以及影响用户持续使用的相关理

论，对整个知识付费用户使用行为机制进行探

索。

3  研究模型与假设提出

UTAUT 模型是专门用于解释计算机信息系

统用户的接受使用行为的理论，且具有整合性

和更高的解释力。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可以

分为两个方向：①对该理论模型的介绍、与其

他相似理论的分析比较以及 UTAUT 等技术接受

理论的最新进展；②以 UTAUT 为理论基础的

实证研究，以揭示某个特定群体在手机移动学

习、移动支付、网络团购、移动旅游 APP、移

动图书馆等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接受与采用过

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13]。知识付费

APP 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而产生的

一种学习方式，用户对这种新型学习方式的接

受和采纳过程作用机制是典型的技术接受问题。

笔者基于 UTAUT 模型，结合过往学者的相

关研究结论、知识付费 APP 的特性以及大学生

群体的特征，对现有模型的变量做出了调整，构

建本研究的研究模型（见图 2）并提出研究假设。

行为意向

使用行为社会影响

用户努力期望

用户绩效期望

期望确认程度

图 2  本研究模型

用户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及社会影响 3 个

变量来自 UTAUT 模型。绩效期望是指用户对使

用信息技术系统能够提高其学习、工作的相信

程度。努力期望是指用户认为信息技术系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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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难易程度。有研究基于 UTAUT 模型对用户

使用移动应用商店的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发

现绩效期望、努力期望这两个核心变量均对用

户的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4]。社会影响

是指用户使用信息技术系统所受到周围群体思

想、感觉和行为的影响程度。有学者通过研究

发现社会影响对于用户参与网络社群的意愿和

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13]。在 UTAUT 模型中，用

户对所使用的信息技术系统的绩效期望、努力

期望越高，受到的社会影响更大，那么用户的

行为意向则更强烈。用户绩效期望、努力期望

和社会影响 3 个变量在本研究环境中的含义

为：用户相信使用流利阅读 APP 能提高其学

习效率的程度越高、流利阅读 APP 使用起来

越便利友好、用户受到周围人的推荐影响越

大，则使用流利阅读的行为意向就更强烈。

本研究还增加了期望确认程度这一新的

变量。期望确认理论是用于研究消费者重新

购买意愿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商品和服

务的重复购买行为是基于消费者对商品满意

度高低的评价，即消费者购前期望与购后绩

效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以此判断消费者对

产品或服务是否满意，而满意度是消费者再

次购买和使用的参考 [15]。学者 A. Bhattacher-
jee 基于该理论提出了期望确认模型，引入期

望确认程度、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和持续使

用意向 4 个概念作为其核心变量 [16]，该模型

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系统的用户持续使用意向

的研究中。知识付费作为新兴产业，用户的

持续购买使用是其避免泡沫化、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而用户对信息技术系统初次使

用的满意程度会直接影响下次的使用行为。

基于此，笔者引入期望确认模型中的核心变

量期望确认程度，作为衡量用户使用产品满

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的指标，并直接作用于

用户的使用行为。在本研究中，用户对流利

阅读 APP 的购前期望和购后绩效比较的结果

即为期望确认程度，期望确认值的高低作为

衡量用户对流利阅读的持续使用行为的指标。

此外，笔者所构建的模型去掉了 UTAUT
原始模型中的促成使用因素和年龄、性别、经

验、自愿性 4 个调节变量。促成使用因素是

指用户认为客观条件（技术、相关组织机构

等）能支持其使用的程度。在本研究中，智

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支

付手段的完善、专业内容领域创作者的兴起

等都是促成用户使用知识付费 APP 的因素，高

校大学生作为一个年轻的群体，对于这些客

观条件的感受和接受能力内部差异性不大，且

从前人研究的经验来看，促成因素对用户参

与行为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 [12]，因

此本次研究不再考虑促成使用因素的影响。

UTAUT 模型中还存在年龄、性别、经验、自

愿性 4 个变量，对模型中路径具有调节作用。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就绩效期望对行

为意向的影响而言，仅考虑性别，男性比女

性显著，加入年龄因素后，年轻男性比其他

群体显著；就努力期望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而

言，经验少的女性比男性显著；就社会影响

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而言，经验少的年长女性

比男性显著，特别是在非自愿情况下 [17]。

本研究的对象是使用过流利阅读的高校大学

生，年龄、经历等方面差异较小，基本都具

有使用信息技术系统的经验，且对流利阅读

的使用属于自愿性行为，因此本研究不再考

虑调节变量对模型路径的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模型的建立以及对相关变量

的探讨，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绩效期望对大学生使用流利阅读的行

为意向有正向影响。

H2：努力期望对大学生使用流利阅读的行

为意向有正向影响。

H3：社会影响对大学生使用流利阅读的行

为意向有正向影响。

H4：期望确认程度对大学生使用流利阅读

的使用行为有正向影响。

H5：行为意向对大学生使用流利阅读的使

用行为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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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问卷调查

法，以使用过流利阅读的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在设计调查问卷前，首先对 10 名不同高校

的大学生用户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结合访谈结

果和 UTAUT 理论相关文献进行问卷设计。由于

国外对 UTAUT 模型的应用已经较为成熟，本研

究中对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期望

确认程度、行为意向、使用行为的测量均引用

现成的量表，以确保其信、效度。问卷初步完

成后，在郑州大学内部进行前测，以完善问卷

内容。研究采用发放线上电子问卷的形式，问

卷发放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10 日，共

计发放问卷 753 份，满足“使用过流利阅读”“是

大学生”且填写完整的有效问卷为 315 份。

为保证本研究测量量表的信度、效度，测

量问项基本上借鉴已有文献（见表 1），问卷

中对变量的测量采用 Likert 量表（1= 完全不

符合，5= 完全符合）。对所有测量变量进行

信度检验后，发现测量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48，且各测量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在 0.759 到

0.931 之间，问卷的内部信度非常理想。

表 1  变量、测量题项、来源及信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题项来源 克隆巴赫系数

绩效期望
1.使用流利阅读能帮助我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2.使用流利阅读能帮助我提升学习的能力
3.使用流利阅读能帮助我扩大社交圈

V. Venkatesh, 
et al(2003)[7] 0.759

努力期望
1.流利阅读界面设计简单，容易操作
2.流利阅读授课形式让我感觉容易学习
3.流利阅读学习流程非常简单

V. Venkatesh, 
et al(2003)[7] 0.879

社会影响

1.朋友推荐我使用流利阅读，我会尝试使用
2.朋友圈打卡刷屏会促使我使用流利阅读
3.使用流利阅读会使我获得成就感
4.学习英语的大环境促使我使用流利阅读

V. Venkatesh, 
et al(2003)[7] 0.820

行为意向
1.我愿意坚持每天使用流利阅读
2.我愿意坚持每天打卡
3.如果使用效果好，我愿意继续使用流利阅读

V. Venkatesh,
 et al(2003)[7] 0.865

期望确认程度 
1.我在使用流利阅读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超过了我的预期
2.流利阅读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超过我的预期
3.我对流利阅读的大多数期望在使用过程中都得到了满足

Y. Yi (1990)[18],
A. Bhattacherjee (2001)[16] 0.931

使用行为

1.我会经常使用流利阅读
2.我时常关注社群动态或参与社群讨论
3、我会在学习时记笔记
4、我会将流利阅读推荐给朋友使用

V. Venkatesh, 
et al(2003)[7] 0.829

4.2  数据分析

在 315 位被调查者中，女性使用人数远远

高于男性，占比 73.65%；学历上以本科生为主， 
占比 92.7%，专科生与研究生占比较少；在地域

分布上，样本来自河南、北京、四川等 25 个省

市，由于本研究于郑州大学内开展，所以来自

河南省的被调查者最多，占比达 47.62%；在使

用流利阅读之前有 55.87% 的被调查者使用过知

识付费产品。

采用 SPSS22.0 对变量进行测量，所计算的

努力期望（3.71）和社会影响（3.55）的均值较高。

进行两变量相关分析后发现，各变量之间均存

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 2）。

4.3  模型检验与修正

笔者使用 SPSS 中多元逐步线性回归的方

法，该方法常用于探索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的

因果关系，运用十分广泛。研究基于以上提出的

模型，分别以行为意向与使用行为作为因变量进

行逐步回归分析，通过实测数据判断回归模型拟

合度是否符合标准，再进一步验证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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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核心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及基本描述统计数据

变量 1 2 3 6 7 均值 标准差

1.绩效期望 1.00 3.14 0.75

2.努力期望 .596** 1.00 3.71 0.76

3.社会影响 .554** .710** 1.00 3.55 0.76

4.行为意向 .494** .575** .632** 1.00 3.63 0.87

5.期望确认程度 .648** .579** .667** .656** 1.00 3.27 0.88

6.使用行为 .599** .559** .592** .691** .756** 3.24 0.85

注 : ** p<0. 01

首先以行为意向为因变量，以绩效期望、努

力期望和社会影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根

据回归分析结果选取拟合度最高的模型即模

型 3（见表 3），其多元相关系数调整后 R 方

为 0.440，容差在 0.437 至 0.610 之间，VIF 值

最大为 2.289，可认为该模型的拟合度在可接

受范围内。分析结果显示，行为意向与各自

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行为意向 =0.467× 社会

影 响 +0.219× 努 力 期 望 +0.174× 绩 效 期 望

+0.610。

表 3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错误 Beta

（常数） .610 .198 3.082 .002

7.绩效期望 .174 .063 .150 2.782 .006

8.努力期望 .219 .073 .193 3.020 .003

9.社会影响 .467 .070 .412 6.693 .000

注：a 为应变数（行为意向）

继而以用户使用行为为因变量，以用户绩

效期望、用户努力期望、社会影响、行为意向以

及期望确认程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同

样选取拟合度最高的模型即模型 3（见表 4），其

多元相关系数调整后 R 方为 0.648，容差在 0.431
到 0.571 间，VIF 值最大为 2.322，可认为该模型

的拟合度可以接受。该模型剔除了不能引入回归

方程的变量——社会影响和努力期望，并且与初

始模型相比增加了一条由用户绩效期望指向用户

使用行为的路径（修正模型见图 3）。所得变量

之间的关系为：使用行为 =0.430× 期望确认程

度 +0.317× 行为意向 +0.170× 绩效期望。

表 4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错误 Beta

（常数）

期望确认程度

行为意向

绩效期望

.147

.430

.317

.170

.141

.049

.044

.050

.446

.324

.150

1.044

8.737

7.256

3.392

.297

.000

.000

.001
注：a 为应变数（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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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意向 使用行为

社会影响

用户努力期望

用户绩效期望

期望确认程度

图 3  本研究的修正模型

5  研究结果与讨论

5.1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假设 H1、H2、H3、H4、H5
都成立，同时又增加了一条路径，即用户绩效

期望直接影响其使用行为。根据研究结果，大

学生对流利阅读的使用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其中社会影响、用户努力期望以及绩效

期望通过影响行为意向间接作用于用户使用行

为，且影响程度递减；而期望确认程度、行为

意向和用户绩效期望对其直接影响较大，且影

响程度递减。

5.2  讨论与建议

流利阅读作为一款知识付费产品，通过其

打卡返费机制，在高校大学生的朋友圈被“疯

狂转发”并形成了现象级传播。研究表明，期

望确认程度和社会影响对大学生的使用意愿和

行为影响最大，因此知识付费平台可以从提高

用户期望确认值和利用社会影响两方面入手，激

发用户对知识付费产品的使用意愿，促进其使

用行为。

5.2.1  知识付费平台应重视媒介形象的塑造，同

时打造高质量的内容

根据研究结果，期望确认程度是影响用户

使用行为的最重要因素。用户对知识付费产品

的购前期望与购后绩效的对比结果，即期望确

认值，反映了产品是否达到用户的期望以及使

用产品后的满意度，这直接影响了用户的使用

行为。尤其是流利阅读这类“首单免费”的产

品，在免费使用过程中，若期望确认值过低，极

有可能降低用户的积极性，甚至会有用户弃

用，造成用户的流失。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对流利阅读的期望确

认程度并不高（3.27），这说明流利阅读提供的

服务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一方面，英语学

习是一个逐渐积累的漫长过程，短期内无法快

速提升。流利阅读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向用户讲

解知识，用户注意力容易分散，难以达到传统

英语学习的沉浸效果。此外，平台没有督促用

户进行复习巩固的机制，容易造成用户走马观

花式的学习，并没有真正积累知识，最终使得“听

音频”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任务。另一方面，打

卡返费机制虽然成功地吸引新用户加入，但也

可能会造成部分用户的反感。朋友圈作为一个

印象管理的平台，所发出的每条信息都是经过

精心制作和选择的，流利阅读强迫用户进行朋

友圈打卡并且“所有人可见”，一定程度上会

破坏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而且频繁打卡

还会造成他人的反感，甚至导致用户被拉黑，这

使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体验大打折扣，影

响用户对流利阅读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其使用

行为。

基于此，笔者认为知识付费平台应该有针

对性地激发用户的购前期望以及提高购后绩效。

首先，针对用户需求进行精准宣传。数据分析

结果表明大学生对流利阅读的绩效期望集中于

提高学习质量、效率（均值 3.50）和提高学习

能力（均值 3.42）两方面，因此平台在进行宣

传时，应突出展示产品在英语学习上的专业性

和实用性，以激发潜在用户的使用意愿；其次，通

过口碑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等策略，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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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形象，提高用户对产品的信任度；最后，通

过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优化用户体验等提高用

户的期望确认程度，进而提升其对产品的忠诚

度和黏着度。知识付费产品作为一种信息产

品，口碑好坏依赖于用户的评价，评价又取决

于期望确认程度，因此打造高质量的内容是塑

造产品媒介形象的关键。

5.2.2  合理有效地激发、利用用户的网络关系，以

维护用户黏性以及进行品牌传播与营销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因素是影响用户行为

意图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朋友的推荐、朋

友圈刷屏现象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超过了想要

学习英语的内在因素。流利阅读 APP 通过返学

费激励用户打卡到朋友圈的机制，实际上是利

用用户的社交关系网络进行产品宣传的一种营

销策略。大学生的朋友圈中有很多流利阅读的

潜在用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打卡在朋友圈形

成了一种意见气候，促进了潜在用户的使用意

愿。但数据表明流利阅读的策略并不成功（题

项均值 2.52），流利阅读虽然借助打卡机制在

社交媒体平台疯狂生长，但并未真正调动起用

户利用社交关系进行传播的积极性，一旦完成

打卡任务，这种社交传播就会减弱或消失。

在社交媒体时代，微信、微博等社交媒

体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知识付费平

台应该充分发掘用户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精准

营销、病毒性营销。有学者也指出，线上知识

付费的未来走向是内容、社交与场景的三位一

体，通过社交关系进行知识付费平台的推广和

商业变现 [19]。此外，依托知识付费产品所建立

的社群，也能起到提高用户使用体验、增强用

户黏着度的作用。

首先，知识付费平台可以在产品内部设置

社交板块，允许用户在产品内部进行打卡、互

动和原创知识分享，帮助用户建立新的关系

链，根据使用时长建立等级制度，以增强用户

的忠诚度和黏着度。其次，促进用户与平台、用

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例如，建立学习社群，鼓

励成员分享知识、提出疑惑、与授课老师进行

互动；经营官方微博，通过树立拟人化的形象，与

用户保持亲密互动；建立微信公众号，定期发

送高质量内容，激发用户转发、分享。最后，为

用户提供个性化、奖励性的分享机制，如用户

可以自己制作打卡内容，或分享至社交媒体账

号可以获得积分、增加账号等级等。

此外，根据研究结果，绩效期望和努力

期望虽未对用户的使用意愿和行为产生显著影

响，但知识付费平台仍需加强其质量，在凸显

期望确认程度和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对相关影响

因素加以综合考量。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笔者基于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模型，引

入了期望确认程度重要指标，以流利阅读为

例，探讨大学生在使用知识付费产品过程中的

使用行为机制。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首先，采

用的是非概率抽样，调查对象以来自河南省的

大学生为主，调查区域未遍及全国，且部分用

户使用时间不够长，所以回收数据的全面性还

有待加强；其次，由于知识类产品难以运用实

际指标来检验效果，所以对期望确认程度的衡

量可能出现被调查者的认知偏差；最后，研究

者认为知识付费产品的社交功能，例如朋友圈

打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心理，从众

心理、群体压力是否存在，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深度研

究，进一步完善和拓展模型，以更好地解释知

识付费用户使用行为及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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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可视
化分析
◎刘焕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西安  71004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全景式认知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状况，为国内网络舆论研究和网络舆论

治理实践奠定重要基础。[ 方法 / 过程 ] 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近 17 年来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期刊

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 Space V 可视化知识网络分析工具和文献计量法，定量分析国外网络舆论的

研究现状、研究基础和研究热点等。[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近 17 年来，国外网络舆论研究呈现稳步

上升趋势，呈现多学科交叉趋势，地域合作广泛；研究基础聚焦在舆论的 “ 前因 ”（议程设置、框架分析）、

大众舆论的形成 “ 过程 ”（沉默的螺旋、RAS 模型）、网络舆论的 “ 后果 ”（政治参与、政府信任）等方面；

研究热点为网络舆论的影响因素、网络舆论的监测分析、网络舆论对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后，

基于国外网络舆论的研究给出国内网络舆论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网络舆论；研究基础；文献计量分析；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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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新媒体等多元化传播平台的发

展，在拓展公众意见表达空间和政治参与渠道

的同时，亦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如网络政治谣

言、网络暴力等，威胁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使

得网络舆论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

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生态演变是政治、技术、社

会三方力量博弈的动态过程 [1]，这使得中国各

级政府引导和治理网络舆情面临巨大挑战。政

府回应时限、发布信息真实性、现实问题解决

情况、官员问责的情况等会直接影响政府治理

网络舆情的效果 [2]；媒体责任的缺失和媒介问

责机制的不健全致使部分媒体出现失实报道的

行为，导致网络舆情发生重大偏差 [3]；部分网

民在网络空间发表非理性言论的同时，却较少

关注政府的官方回应，导致网络舆情偏差时有

发生，威胁了社会稳定，误导了公共决策方向，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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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的核心合集。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3 日，以

“online public opinion” 或“network public 
opinion”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型设定为

期刊论文（Article），时间跨度为 2000-2017年，经

对检索到的文献数据进行整理和清除，最终得

到 940 条有效文献。

1.2  研究方法

笔者针对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时空分

布与高被引文献的分析采用了文献计量分析

方法，对网络舆论研究的分布结构、数量关

系和变化规律进行整体分析。针对国外网络

舆论的研究基础采用样本所引用文献 (Cited 
Reference) 的共被引网络分析法。针对国外网

络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分布采用共词分析法

（Co-word Analysis）。本文分析数据运用的

软件是 Cite Space V，C. Chen 认为该软件能

够绘制基于被引文献、关键词共词分析的聚类

图谱和时区视图，进而通过对前沿专业术语的

算法运算，动态识别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基础

和热点主题等 [5]。

2  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现状

2.1  文献年代分布

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

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研究现状和变化趋

势。2000-2017 年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文献量统

计和发文量增长趋势如图 1 所示：

减了公众的文化认同。在政府实践中，美国、英

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通过立法、行

政和行业自律等途径进行网络舆论治理并加强

相互间的合作，以使网络舆论在可控范围内发

展；国内网络舆情治理举措的焦点集中在如何

应对网民对民生问题的诉求、维护网民合法权

益、引导网民理性思考、凝聚不同阶层共识等

方面 [4]，但网络舆情治理举措和治理效果亟待

改进和提升。在学界中，国内学者对于国外网

络舆论的研究多是结合国内网络舆论的研究进

行定性分析，鲜有针对国外网络舆论的研究基

础和研究热点等进行深入研究。

对某一主题的研究现状、研究基础与热点

主题的分析可以采用可视化知识图谱（knowledge 
mapping）的分析方法，即通过该主题领域内

的文献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使得读者能够直

观快速地了解该主题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及

经典文献。笔者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

法，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揭

示出自 2000-2017 年国外网络舆论的研究现

状、研究基础和热点主题，以使学者能够及时

知晓当前的网络舆论国际研究状况，并为未来

的网络舆论研究和提升国内网络舆情治理的效

果奠定重要基础。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文献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

2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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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72 77

111

141

178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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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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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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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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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国外关于网络舆论研究的载

文数量在近 17 年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2005-
2008 年，国外网络舆论的研究文献数量出现

了第一个小高峰，可能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

2005 年成立了开放源中心，该中心能够监控全

球网站、聊天室、社交网络中的英语、汉语等

语种的网络舆论，吸引了国外学者对网络舆论

的关注。2009-2011 年，研究文献的数量又出现

了一个小高峰，可能因为 2009 年美国政府数据

门户网站 data.gov 的上线与《开放政府指导意

见》的出台标志着数据公开政策框架的大体形

成，提高了网络舆论数据获取的合法性和可能

性。2012-2017 年，国外网络舆论研究达到了爆

发阶段，研究文献数量从 2011 年的 37 篇陡然

增加到 72 篇，可能因为“大数据”自 2012 年

开始成为热门话题——上过《纽约时报》《华

尔街日报》的专栏封面，出现在美国白宫官方

网站的新闻中，出现在国际上互联网主题的讲

座沙龙中，大数据的出现为网络舆论数据的获

取奠定了重要基础。

2.2  共被引期刊分布

网络舆论研究的国际期刊共被引网络见图

2，表 1 列举出在网络舆论领域共被引频次前 10
的国际期刊，其中多数期刊都是传播学领域的

国际顶尖期刊，这说明传播学领域的相关理论

与研究方法是支撑网络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

图 2  载文期刊共被引网络

表 1  共被引频次前 10 的国际期刊

排名 期刊名称 共被引频次

1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6
2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6
3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0
4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69
5 New Media & Society 168
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3
7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2
8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1
9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
10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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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来，表 1 中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1、4、5
的分别是《传播学报》《传播研究》《新媒体

与社会》，它们均是来自传播学领域一区的顶

尖期刊，排名第二的《公共舆论季刊》既是传

播学领域一区又是政治学领域二区和社会学与

交叉学科领域一区的顶尖期刊，排名第三的《政

治传播》既是传播学领域一区又是政治学领域

一区的顶尖期刊，排名第 6、7 的《美国政治学

评论》和《美国政治学学报》均是政治学领域

一区的顶尖期刊，排名第 8 的《计算机媒介传

播学报》是传播学领域一区且排名第一的国际

顶尖期刊，排名第 9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报》是

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一区的顶尖期刊，排名第

10 的《新闻和大众传播季刊》是来自传播学领

域二区的顶尖期刊。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外网

络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和政治学两大

学科，社会学、心理学和交叉学科也对网络舆

论开展了深入探索。

2.3  科研机构与区域的合作网络

从 科 研 机 构 的 合 作 网 络（ 见 图 3） 来

看，美国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德

克 萨 斯 大 学 奥 斯 汀 分 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密 歇 根 大 学（Michigan 
University）、 斯 坦 福 大 学（Sanford 
University）、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英国的哥伦比

亚大学（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奥地

利的维也纳大学（Vienna University），中国

的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香港城

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

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是主

要的科研合作机构。从区域的合作网络（见图

4）来看，美国、英国、中国、澳大利亚、韩

国等是主要的合作国家。

 

图 3  科研机构的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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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国家或地区的合作网络

3  研究基础

知识基础是由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的，而

研究前沿是由引用这些知识基础的施引文献组

成的，知识基础具有相对稳定性，有助于发现

研究动态趋势和预测研究前沿。运用 CiteSpace 
V 软件对有效文献进行分析，其中 Node type 选

择 Cited Reference，最后绘制成共被引文献的知

识图谱（见图 5）。同时，整理出共被引频次排

在前 10 位的高被引文献（见表 2）。

图 5  共被引文献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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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文献

排名 篇名 频次 作者 时间

1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40 M. E. McComb 1972

2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38 E. Noelle-Neumann 1974

3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fractured paradigma 32 R. M. Entman 1993

4 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29 D. C. Mutz 2006

5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27 J. R. Zaller 1992

6 Opinion min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21 B. Pang 2008

7 A new era of minimal effects? 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W. Lance Bennett 2008

8 Red media, blue media: evidence of ideological selectivity in media use 19 S. Iyengar & K. S.  Hahn 2009

9 Democracy online: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groups 19 Z. Papacharissi 2004

10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do online discussion spaces 
facilitate exposur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18 M. E. Wojcieszak & D. C. Mutz 2009

表 2 显示了 2000-2017 年间，网络舆论研

究领域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文献、作者及文

献发表的时间。共被引频次最多的文章是 M. E. 
Mccomb、D. L. Shaw 教 授 于 1972 年 在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上 发 表 的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

能》）一文，该研究认为在公众认知社会公共

事务中重要问题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

在着一种显著的影响关系，即传播媒介以赋予

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

众关注的焦点及公众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6]。

共 被 引 次 数 排 名 第 2 的 是 E. Noelle-
Neumann 教 授 于 1974 年 在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发表的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沉默的螺旋：舆论》）一

文。该研究认为对于一个有争议的议题，人们

会形成对该议题“意见气候”的认知并判断自

身的意见是否属于“多数”，当人们感觉自己

的意见属于“多数”时会倾向于发表自己的意

见，反之则为了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该

研究试图揭示大众传播媒介在舆论形成或引导

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舆论的形成机制 [7]。但网

络传播给大众传播媒介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得

沉默的螺旋发生了重要变化。

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3 的是 R. M. Entman 教

授 于 1993 年 发 表 在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 的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fractured 
paradigma 一文。该研究认为框架分析是阐释信

息传播对人类意识影响的精确方式，并指出框

架是在信息传播中选择客观现实的某些方面并

使其更加突出，从而促进对现实问题的界定、因

果解释、道德评价和处理意见的一种方式，同

时提出尝试利用新技术和新的管理体系去解决

公共危机 [8]。

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4 的是 D. C. Mutz 教

授 于 2006 年 出 版 的 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倾

听另一方：协商与参与式民主》）一书。该书

主要研究了公众对政治分歧的日常讨论如何影

响舆论的形成和公众的政治参与，协商式民

主要求具备较高忍耐度和参与度的理想政治环

境，进而促进公民有效参与网络政治讨论，促

进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 [9]。

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5 的是加州大学学者 J. 
R. Zaller 教授于 1992 年出版的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大众舆论的性质与起

源》）一书。该书提出了公共舆论形成过程的

Receive-Accept-Sample（RAS）模型，即对信息

的接收—接受—抽样的模型，研究认为主流媒

体具有“煽情”性的政治言论报道提高了公众

的政治意识，即精英驱动（elite-driven）的传播

会影响公众舆论，政治意识在此过程中起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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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作用；同时，J. R. Zaller 运用 RAS 模型针对

国内和外交政策、政府信任、民族平等、总统

选举等领域的公众舆论动态变化开展了诸多实

证研究 [10]。

高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6 的文献主要研究情

感分析和意见挖掘，排名第 7 到第 10 的文献

均涉及到网络舆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高共被

引频次排名第 8 的文献来自 S. Iyengar 与 K. S. 
Hahn 教授，他们发现新闻媒体能够感知受众

的政治偏好差异带来的新闻需求的变化，而新

媒体的扩散和媒体的增强型选择有助于进一步

细化新闻受众 [11]。高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10 的

文献是 M. E. Wojcieszak 与 D. C. Mutz 教授对

网民在网络空间的政治言论及网络舆论对跨领

域政治交流影响 [12] 的研究。

总之，上述高共被引文献分别从舆论的“前

因”（议程设置、框架分析）、大众舆论的形

成“过程”（沉默的螺旋、RAS 模型）、网

络舆论的“后果”（政治参与、政府信任）等

视角开展了深入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研究基础。

4  研究热点

4.1  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呈现

4.1.1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的 主 要 议 题（Major 
Topics）分析

运 用 CiteSpace+Carrot2 将 2000-2017 年

国外网络舆论的文献进行聚类和可视化分析

可知（见图 6），网络舆论研究的 Foam Tree 
Visualization 可视化具有以下特点：

图 6  网络舆论研究的 Foam Tree Visualization 可视化

首先，处于核心位置的议题是公众的发

展（development of public），围绕其周围的相

关议题有公众回应（public response）、用户

的舆论（opinion of users）、传播与公众舆论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新闻舆

论（news opinions）、公众健康（public health）、态度

和舆论（attitudes and opinions）。

其次，较多研究议题涉及网络舆论的监

测、评估和分析，围绕该议题的子议题有实施

调查（survey conducted）、焦点小组讨论法（focus 
groups）、数据展示（data show）、分析结果展

示（analysis shows）、调查网络舆论的效果和

影响（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再次，议题中多次提到网络舆论与公众政

治参与，主要研究聚类有政治对网络舆论的影

响效果（effects of political）、网络舆论如何

影响政治（influence political）、媒体和政治

（media and political）、网络舆论中的政治讨论

（political discussion）、网络舆论对政府政策的

影响（government policy）、促进公众网络参与

（increase participation）。

最后，议题中有较多研究涉及网络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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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与启示，主要研究聚类有讨论与启示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讨 论 研 究 发 现

（findings are discussed）、讨论分析结果（results 
are discussed）、结果表明对社会的影响（suggest 
that social）、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报

告研究发现（reported findings）。

另外，笔者还发现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主要

载体是推特（Twitter）和微博（Tweets），主要

研究聚类有推特讨论区（Twitter discussions）、公

共 微 博（public Tweets）、 微 博 收 集（Tweets 
collected）；学生群体也是国外网络舆论的重要研

究对象，主要研究聚类有学生的态度（students’ 

attitudes）、学生的意见（students’ opinions），尤

其关注大学生（university students）的观点、意见

与网络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

4.1.2  网络舆论研究的关键词知识图谱分析

表 3 是根据词频分析软件分析结果整理的

排名前 40 的高频关键词列表，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网络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其中“网

络舆论”（public opinion）的词频达到 205次，“互

联网”（internet）、“在线”（online）的词频

达到 100次以上，“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媒

体”（media）、“传播”（communication）的

词频也达到 90 次以上。

表 3  排名前 40 的高频关键词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1 public opinion 205 15 perception 45 29 public sphere 25

2 internet 126 16 policy 42 30 China 21

3 online 100 17 model 40 31 deliberation 20

4 social media 99 18 knowledge 34 32 network 20

5 media 95 19 Facebook 34 33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7

6 communication 94 20 election 33 34 support 17

7 news 76 21 risk 32 35 survey 16

8 information 71 22 health 31 36 climate change 16

9 opinion 71 23 United States 31 37 management 15

10 attitude 67 24 mass media 30 38 selective exposure 15

11 Twitter 53 25 social network 29 39 framing 14

12 participation 53 26 coverage 21 40 politics 14

13 impact 48 27 sentiment analysis 25

14 behavior 48 28 democracy 25

基于关键词共词分析，运用 Cite Space 软

件分析形成网络舆论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词知

识图谱（见图 7），从图谱的整体结构看，影响

力较大的节点与表 6 中词频较高的关键词一一

对应。同时，结合高共被引作者的研究成果可

以发现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

对图 7 的关键词知识图谱进行聚类后，文

献会被划分到不同的聚类中，通过从施引文献

的标题中提取名词性术语对聚类进行命名（见

图 7），其中网络节点有 397 个，连线数量为 1 
078 条，网络模块化的值 Modularity=0.6757 ＞

0.3，说明网络聚类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

的。Silhouette=0.4204，说明聚类内部的同质性

合理，聚类结果是合理的。为对聚类进行合理

解释，笔者又从施引文献的关键词中提取名词

性术语对聚类进行命名（见图 8），聚类的相关

参数值与图 3 一致，说明该命名方式得到的网

络社团结构亦是显著的。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30

知识管理论坛，2019（5）:296-309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年 第 5 期（总第 23 期）

304

图 7  关键词知识图谱（2000-2017 年）

图 8  网络舆论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聚类（TF*IDF）

基于此，笔者结合网络舆论研究的主要

议题分析和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分析结果，以

图 8 为基准，同时结合图 9 的聚类命名，笔

者确定了网络舆论偏差研究的聚类，进而归

纳总结出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 3 大热点研究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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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舆论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聚类（LLR）

4.2  研究热点可视化结果分析

4.2.1  网络舆论的影响因素（“前因”）

该研究主题的高频关键词（频次）有互

联 网（internet）（126）、 社 交 媒 体（social 
media）（99）、 推 特（Twitter）（53）、 脸

书（Facebook）（34）、 大 众 媒 体

（mass media）（30）、 社 会 网 络（social 
network）（29）、 框 架（framing）（14）。

涉 及 的 网 络 聚 类 有： 聚 类 2 议 程 设 置

（agenda setting）、 聚 类 3 网 络 社 区（online 
community）、 聚 类 8 开 放 空 间（open 
space ｜ attitude）、聚类 12 新技术发展（new 
technology）。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

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大众媒体等的转

型和发展，促进了个人意见的网络表达，社交

网络的形成加速了网络表达的传播和网络舆论

的形成。从中选取重要的节点文献分析如下：

（1）议程设置会影响网络舆论，J. K. 
Han、S. Lee 与 M. Mccombs 研究发现，网络社

区会显著影响新闻门户网站的议程设置，虽然

两者在危机爆发之初会关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和事件的不同属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

的议程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13]；Y. J. Son 认为，不

同来源的新闻议程设置的效应是累积的，会对

总统候选人的投票排名产生不同程度和方向的

政治影响 [14]，即不同媒介的议程设置会影响公

众舆论的趋向。

（2）新闻框架会影响网络舆论，D. Chong
与 J. N. Druckman 研究发现新闻框架会影响受众

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片面化的新闻报道框架

会产生刻板印象，容易使受众忽略“新闻框架

外”的世界，进而影响公众舆论 [15]。

（3）信息化媒体的使用会影响网络舆论，D. 
V. Shah 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丰富了

政治信息来源，拓展了公共表达的空间，无论

是传统的新闻来源还是网络公共事务，信息化

媒体的使用都将促进人际间的政治讨论和网络

信息传播，进而促进公民参与；网络媒体的新

闻框架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网络舆论的传

播 [16]。

4.2.2  网络舆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后果”）

该 研 究 主 题 的 高 频 关 键 词 有 态 度

（attitude）（67）、影响（impact）（48）、感

知（perception）（45）、民主（democracy）（25）、政
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17）、选择性

披露（selective exposure）（15）； 该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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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聚类有：网络聚类 1 利益相关者对政府

信任（stakeholder ｜ trust in government）、聚类

10 舆论信息与影响分析（information ｜ impact 
analysis）。从中选取重要的节点文献分析如下：

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影响同时发生在

实际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的网络空间。R. Cropf 研
究发现，互联网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为公民网络

政治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为政治导向

的对话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促进了网络舆论

的形成；另一方面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和新的媒

介素养损害了虚拟领域的代表性，基于互联网

的技术使得人们能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行讨

论，但也加速了受众的分化，常常使得政治话

语变得支离破碎 [17]。D. Mutz 与 P. Martin 研究

发现，个人选择性呈现（selective exposure）的

能力和意愿是决定网络舆论的关键因素，与通

过人际政治讨论相比，通过新媒体形成的政治

观点远远不同，网络舆论影响了个人的政治观

点和政治参与的程度 [18]。

网络信息是影响公众舆论和公民行为的关

键因素，T. Im 等研究发现，个人在互联网上花

费的时间越多，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他

们的依从性程度也越低，但互联网的这种负面

影响可以通过公民更多地使用电子政务得以缓

和 [19]。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网民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的评论（网络舆论“大数据”）可以被

用来获取有意义的信息，A. Ceron 与 F. Negri 研
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网络舆论的数据可以帮助

政策制定者根据市民的偏好对可用的政策选择

进行等级划分，帮助政策制定者在实施政策过

程中实时监测市民反馈的意见，并捕捉到利益

相关者的动员行为和动员过程，即网络舆论能

够有效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20]。

4.2.3  网络舆论的监测分析（“过程”）

该研究主题的高频关键词（频数）有风

险（risk）（32）、 敏 感 性 分 析（sentiment 
analysis）（25）、 调 查（survey）（16）， 该

研究主题尚未形成研究聚类，可能与舆论监测

的难度和数据获取的不易导致网络舆论监测的

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从中选取重要的节点文献

分析如下：

对用户个人信息的监测和记录引发网民对

网络隐私的担忧，M. J. Metzger 与 S. Docter 运
用艾德尔曼的政治象征理论来评估公众对网络

隐私的关注、网络隐私安全立法与互联网行业

努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尽管人们对网络

隐私的担忧程度很高，但几乎没有人提出全面

的保护网络隐私安全的政策选择，立法甚至更

少；即使拟议中的方案对消费者的隐私保护程

度仍较低，艾德尔曼的政治象征理论进一步揭

示了忽视对公众网络隐私关注将可能会导致两

种潜在后果：公众行动或政治沉默 [21]。国外网

络舆论监测分析的方式主要有：

（1）基于调查（survey）数据的监测分析，V. 
Luoma-Aho 与 M.Vos 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

谈、面对面访谈等形式进行，如通过内容分析、调

查和访谈研究发现，芬兰的政客、电力公司和

监管机构是讨论核能问题的主要参与者，但几

乎没有听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的声音，而

公关人员的角色应该是维护公民的话语权 [22]。

M. A. Tarusin 与 V. V. Fedorov 阐述了俄罗斯每 6
年会对 1 500 名 18 岁以上的居民进行居住地问

卷调查以监督居民对俄罗斯社会现状的舆论状

况，以及时掌握公共舆论和更好地进行社会治

理 [23]。

（2）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舆论监测分

析，通过分析利益相关主体间的网络结构和联

系，获取网络舆论演变的动态。A. W. Baur 研究

发现，透明、参与和协作是开放政府的核心支

柱，要让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系统地参与公

共政策制定、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必须要考

虑他们的期望、抱怨和舆论状况 [24]。S. Stieglitz
与 D. Li 借助文本挖掘和情绪分析的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监测网络社区中政治言论以发现“意见

领袖”或有影响力的用户，通过情绪分析获取

两极化争议性的政治沟通状况和各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而分析他们对特定政治议

题的政治偏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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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网络大数据的舆论监测分析，F. 
Neresini 与 A. Lorenzet 借助网络新闻、社交媒体

等媒介获取相关数据进行舆论监测，如通过对

1992-2012 年意大利媒体对核电问题报道的内容

分析并与纵向民意调查相比较，同时结合基于

大量文本数据的处理和用“风险词汇”出现的

概率来替代测量舆论风险的创新方法，发现通

过观察媒体如何讨论有争议性的公共问题能够

推断出公众舆论的状况，经由媒体和公众对核

电问题的话语分析，进而采取控制舆论风险的

措施 [26]。

5  结语

笔 者 利 用 Cite Space V 软 件 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2000-2017 年网络舆论研究领

域的 940 篇文献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分析，分析

了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现状，挖掘了国外网络

舆论的研究基础，凝练了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

热点主题，具体分析结果：①国外网络舆论研

究现状表明，该领域的文献数量呈现出稳步增

加的趋势，研究热度持续上升；②国外网络舆

论的研究基础主要有舆论的“前因”（议程设

置、框架分析）、大众舆论的形成“过程”（沉

默的螺旋、RAS 模型）、网络舆论的“后果”（政

治参与、政府信任）等；③国外网络舆论研究

的主要热点有网络舆论的影响因素（议程设

置、新闻框架、信息化媒体的使用）、网络舆

论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政治观点、政府信

任、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网络舆论

的监测分析（调查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网络

大数据）等。本研究对我国未来网络舆论研究

和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主要体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是“网

络舆论的影响因素”，其研究了议程设置、新

闻框架、信息化媒体的使用对网络舆论形成的

影响，重点聚焦媒体因素对网络舆论的影响；针

对我国特殊的国情，开展网络舆论研究时需要

关注公众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认知水平、意见

领袖等）、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回应、监管、问

责等）、互联网立法的状况等因素对网络舆论

的影响。在治理实践中，针对议程设置、新闻

框架对网络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应

不断建立健全媒介问责机制，提高媒体的社会

责任感和政策认同感；使得媒体通过合理的议

程设置和新闻框架参与网络舆情治理，扮演好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角色，降低网络舆情偏

差。

其次，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热点之二是“网

络舆论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其研究发现

网络舆论会影响公众的政治观念、政府信任及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重点剖析国外网络舆

论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机理和治理举措，对

我国开展网络舆论的公共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在治理实践中，针对网络舆论对公众政

治参与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做好网络舆情治理

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机

制，实现政府与公众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公众

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最后，国外网络舆论研究的热点之三是

“网络舆论的监测分析”，主要是通过调查研

究、社会网络分析和网络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来获取网络舆论的相关数据，进而进行网络

舆论的分析和研究。上述获取网络舆论数据

的方法在国内网络舆论研究领域已有使用，未

来研究应借助上述方法深入挖掘获取网络舆

论的面板数据，针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因素（前

因）—监测分析（过程）—政治参与（后果）”开

展相应的实证研究，从而为全面理解网络舆

论的形成机理和提高政府网络舆论治理能力

提供经验证据。在治理实践中，针对纷繁复

杂和演变迅速的网络舆论，政府部门应在原

有的网络舆情监测平台的基础上，构建不同

类型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案例库，同时借助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的数据监测和处理技

术，实时监测、评估和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促

进网民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提高网络舆情

的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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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Foreig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Liu Hu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o realize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status of foreig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nd to la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omestic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n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practic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taking 
the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related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recent 17 years as the sampl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bibliometrics method and Cite Space V, a visualized knowledge network analysis tool, 
to mak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base, hot topics, etc. of foreign studies 
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during the past seventeen years, the 
number of academic papers 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a sharp upward tren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focuses on the “antecedents” of public opinion (agenda setting, framework analysis),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process” (silent spiral, RAS model),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 trust); hot topics include the determinant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foreign research of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study online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base    bibliometric analysis    visualiz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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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程序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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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通过对国内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梳理和对图书馆小程序的发展研究，发现

微信小程序推动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潜力，从而给现阶段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方向。[方

法 / 过程 ] 首先梳理国内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涵义、发展现状和趋势，然后分析小程序在图书馆个性

化服务的案例。最后，探讨小程序如何促进深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并给出合理化的建议。[结果/结论]

小程序能够在图书馆基础业务提升、原有业务整合集成、新业务拓展等方面为读者提供精准的靶向服务，

提升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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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小程序指微信平台 2017 年 1 月上线的不需

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其上线之后大受

欢迎。经过几年的沉淀，小程序已经覆盖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程序具有“即点即用、

用完即走”的轻便特色，改变了很多人的应用

使用体验。很多企业都利用小程序提供更方便

快捷的服务，一个开放而生机勃勃的移动互联

网新生态正在形成。

图书馆是文献知识的组织者和提供者，致

力于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服务。每一次信

息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在图书馆领域产生涟

漪。小程序爆发的浪潮中，图书馆的一些传统

服务模式也有所变革。随着小程序包容的场景

越来越多，功能业务的智慧升级，小程序即将

在图书馆场景中承担更多角色，组织更多应用，

起到促进基础业务升级、阅读推广、图书社群、

读者社交、空间再造、商业价值、品牌化发展

等作用。这个背景下，小程序端的业务延伸，

可以为高校图书馆读者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服务，

提升文献服务质量。

现阶段图书馆利用小程序开展的个性化业

务案例越来越多，但是对图书馆小程序如何促

进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笔

者回顾了国内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变革，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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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图书馆小程序快速发展的现状，指出了图书

馆小程序是促进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新亮点和

重要平台，最后从不同维度分析了图书馆小程

序对个性化业务创新的影响，并提出了建议。

本研究较早地关注了小程序促进图书馆个性化

服务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国内外图书馆开展个性化服务综述

2.1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涵义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是在 2000 年前后被提出

的，是图书馆应对互联网时代读者个性化信息

需求的一个新的服务模式。1999 年 10 位美国国

会图书馆与信息技术联合会 (LITA) 的图书馆专

家将“个性化服务”列为图书馆发展的第一大

趋势。此后，国内外图书馆界也围绕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在图书馆个性化

服务涵义方面，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美国学者 E. L. Morgan 较早给图书馆个性

化服务下了定义，即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是一种

用户驱动的、可定制的信息服务 , 每个用户可以

创建私人的图书馆信息网页 , 并获得信息资源列

表 [1]。此后，美国图书馆协会也一度采用此说法。

后续国内学者赵继海认为，个性化定制服

务技术是按用户要求定制特殊用户界面的技术，

是用户组织数字化信息资源的理想方法，是适

应数字图书馆用户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手段 [2]。

夏年军认为图书馆网站个性化信息服务是根据

用户的特性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信息内容和系统

功能 [3]。周青认为个性化的服务也叫定制服务，

它是根据每个读者 ( 用户 ) 的需求而特别定制的

服务……所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千篇一律 , 而是各

取所需 , 各得其所 [4]。罗春荣、马利霞在分析了

国内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涵义后认为，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是指图书馆在数字信息环境下，

主要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获取并分析各个用

户的信息使用习惯、偏好、背景和要求，从而

为用户提供充分满足其个体信息需要的一种集

成性信息服务 [5]。

由上可见，各家定义角度不同，学界也没

有统一的界定和定论。从大体上看，都脱离不

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在技术变化中越来越能保

障用户个性化需求。笔者认为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是图书馆基于用户需求，随着技术的进步，

为读者提供指向性强、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具

体到本研究，则是指轻便多元的图书馆小程序，

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提供不同层次的个性化信息

服务。

2.2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发展情况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在图书馆服务模式、技术变革及应用、用户信

息挖掘推送 3 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2.2.1  图书馆服务模式方面

国外初期研究强调技术推动与人性推广相

兼顾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模式，到后来接受并

利用技术的更新，回归以人为本的精品服务模

式。例如，2000 年前后强调在各种技术冲击下

的个性化服务应不忘人性服务，面临互联网信

息介入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学者 S. B. Archer 和 
M. Cast 强调图书馆服务中保持个性化联系的重

要性，强调个性化服务中的人性化接触，个人

元素与技术创新并存 [6]。同样，德克萨斯州圣爱

德华兹大学提出了人性化沟通模式——在机器个

性化服务前提下，保持馆员与读者的沟通 [7]。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迭代，人们开始意识到

无论什么技术推动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发展，服

务的核心都应该回归到读者需求上来，以读者

为中心，利用技术为读者提供精品的服务才是

更值得选择的模式。所以 2010 年后，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的精品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这一模式重视精准掌控读者需求以及馆员技术

协作。澳洲学者 W. Frerichs 提出以用户为中心

的精品路线是图书馆应对当下困难的模式，

他认为图书馆服务可以利用“精品方法”应

对全球技术快速变化、预算收紧以及用户的

高期待 [8]。英国剑桥学者 E. Tilley 甚至认为个

性化精品服务是学术图书馆成功的关键 [9]。

国内学者在个性化服务方面，更关注图书

馆信息流动模式及具体业务开展模式。杜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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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新将服务模式分为用户定制服务、图书馆

主动推送服务、图书馆与用户互动 3 个方面 [10]；

冯新民认为我国高校移动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分为：预约服务模式、信息检索个性化服务

模式、课题协助服务模式、远程教育课程服务

模式、为高校导师及学科带头人建立个人网页

模式 5 种途径 [11]。

从国内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模式可以看

出，无论是国外的不断强调满足用户需求，还

是国内的多种形式的实现模式，都落脚在技术

发展要围绕着用户需求。

2.2.2  技术变革及应用方面

国外研究较为具体，偏向于某一框架或者

技术的运用。以引领潮流的 Web 层面的服务框

架为例，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引领下各大学都相

继开展的“MyLibrary”就是图书馆个性化服务

初期最好的服务框架 [12]。基于 MyLibrary 的图

书资源服务社区建设 [13]、多种形式的互联网读

书社群建设（如耶鲁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实验

室维护的“书虫介绍”、哈佛文化观察站创建

的“构建书虫”）[14]，都是基于“MyLibrary”
及其衍生社交的框架产生的。

另外，国外研究也极其关注移动通信技术

对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影响。如研究移动设备

中不同出版商的内容服务 [15]，开通无线电子设

备（如黑莓、PDA 等）对应的无线个性化信息

服务 [16] 等。

国内学者研究相对宏观，涵盖了近十几年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影响

和推动。杜妍洁、吕建新认为影响图书馆个性

化服务的技术包括：①支撑技术，如数据推送

技术、智能搜索引擎技术、网页动态生成技术、

智能代理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信息过滤技术、

Web数据库技术、数据加密技术、门户技术过程、

过程跟踪技术、安全身份认证技术、智能搜索

引擎技术等；② Web2.0，如 Blog、Pordcast、
Wiki、RSS、Tag、SNS 等重视用户参与体验的

互联网模式；③云计算，一是利用相关技术对

图书馆资源设备进行重组和整合，二是运用它

的商业应用模式推动图书馆服务理念的实现 [10]。

赵文嘉总结个性化服务发展主要有 Web 数据挖

掘、建模等方式 [17]。互联网各个时代的技术都

曾运用在图书馆领域。近年来，学者多研究面

向大数据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深化，如刘海

鸥等的《面向大数据的移动数字图书馆情境化

推荐系统研究》[18]、张俊本的《基于大数据的

图书馆个性化推送系统研究》[19] 等。值得注意

的是，随着微信平台成为越来越多人沟通的第

一选择，基于微信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也是近

年来研究与实践的重点，例如陈锦波的《基于

微信的图书馆信息资源推送研究》[20]、郭军的《基

于微信公众平台的“985”高校图书馆服务现状

调查与分析》[21]、彭春林的《公共图书馆信息

化服务中微信的应用》[22] 等。

国内外学者对技术的研究探索角度各有不

同，但是都在 PC 端互联网服务和移动通信设备

服务两个大方向上进行了探索，移动端的各种

个性化定制服务逐渐受到重视。

2.2.3  用户信息挖掘方面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一直

都是用户的需求。在业务上，无论是学科馆员

服务的发展，还是各种技术对用户需求的挖掘，

用户需求一直是服务的核心，也是技术挖掘的

方向。国外学者较为关注如下几个方面：大数

据背景下的信息挖掘和利用情况，如大数据背

景下的信息挖掘、文本处理技术的运用 [23]；个

性化服务推动的学校业务整合，如奖学金与图

书馆业务挂钩机制的设计 [24]；大数据驱动下的

文献数据购买实践，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
槟分校的大学图书馆在 2010 年建立了数据购买

计划，为购买学生和教师要求的数据库提供资

金来源，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整个校园以供未

来使用 [25]。

在国内研究方面，杜妍洁、吕建新认为在

2000-2012 年，用户需求的满足主要体现在数字

参考咨询的发展层面 [10]。近年来，用户的数据

挖掘越来越细致，陈丹提出，应用机器学习等

智能技术分析和挖掘用户大数据，构建用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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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用户画像关联用户和资源，为用户提供

个性化智慧服务 [26]。 2018 年 10 月 24-25 日，

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

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术研讨

会”[27]，将用户导向作为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

最大发展方向。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都很重视大数据下

的用户信息挖掘。国外研究将分析数据和具体

的校园服务结合落地，更具有实践性；国内学

者起步较晚，早期偏重人工的参考咨询，近年来，

大数据背景下的分析挖掘逐渐受到重视。

2.3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趋势

从上述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图书馆个性

化服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每一次

技术革新都能促进其发展。国内外高校图书馆

个性化服务在不同技术的支持下，服务模式随

之变化，服务内容也在不断地发展升级。近年

来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新的热点是大数据背景下

的数据分析挖掘和微信促进图书馆个性化服务

的发展。图书馆投入了大量新技术到用户需求

分析中。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发展，应该立足

在读者需求的前提下，发展移动端的用户数据

挖掘和针对性服务。李艳指出“大数据 + 微服务”

模式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是未来高校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发展的趋势 [28]。

小程序天然嵌合在用户微信之中，符合移

动端服务的随时随地要求。微信强大的用户基

础和数据整合呈现功能，也能够让图书馆小程

序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需求。只要有良好的数

据挖掘和服务设计，小程序具备满足更富有个

人特色的读者需求的能力。同时，小程序也是

高校大数据和微服务最好的结合点，符合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在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要求。

3  小程序提升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
类型及案例

3.1  小程序提升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创新类型

从上面研究可知，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从诞

生到发展，都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小程

序作为新出现的强势技术，在现阶段对图书馆

个性化服务产生的影响，可以套用化柏林的“知

识基因理论与创新层次的对应关系”[29] 来揭示。

化柏林认为知识基因不仅仅有遗传继承，在创

新上还有“基因突变对应着知识的颠覆性创新，

即原始创新；基因重组对应着知识的集成创新；

基因进化对应着知识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改

进创新）”[29]。

在这个框架下，小程序这一技术成为了图

书馆个性化服务这个知识基因的催化剂。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在知识基因创新实践中，所产生

的案例可以分为 3 个层次，即改进创新、集成

创新与原始创新。小程序的出现升级了图书馆

原有的个性化服务平台，是改进创新；小程序

整合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原有内容，并提供新

的服务，就是集成创新；小程序平台上出现图

书馆个性化服务从未开展的领域，是原始创新。

小程序促进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都属于这 3 个

不同的创新类型。

3.2  微信小程序促进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改进及

集成创新案例

微信平台已提供图书馆大多数业务的随身

服务。近年来，微信在移动图书馆实践中角色

有目共睹，大多数图书馆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为

读者提供服务。王迪的《江苏省 48 所本科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调查与分析》一文显示，

微信公众号的服务使用情况如下：馆藏查询是

最为普遍的功能，48 个公众号中有 44 个设有馆

藏查询功能，占 92%；40 个设有绑定 / 解绑读

者证功能，占 83%；39 个设有在借 / 续借功能，

占 81%；通知公告 / 讲座培训和好书新书 / 热门

图书功能均有 38 个公众号设置，占 79%。另外，

常见问题 / 联系我们、新生专栏、座位预约 / 自
助文印、活动专区、读者荐购等功能也是较为

常见的基本服务功能 [30]。此外，张倩在《“微

服务”对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分析》一文中认为，

微服务有效提升学生对图书馆的关注度 [31]。 赵
发珍的《高校图书馆移动服务平台的差异、互

补与融合》针对图书馆移动服务的研究表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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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对不同类型的移动服务平台的运营存在

差异，主要以微信运营为主，微博活跃度在下降，

QQ 仅用作用户咨询，APP 基本由其他开发商运

营。陈东玲在《基于 SPSS 的高校图书馆微信公

众平台运营效果》一文中指出：2018 年 6 月期

间“985”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影响力的平

均值为 366.12，有 18 家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

台的 WCI（WeChat Communication Index，微信

传播指数）值超过了平均值，说明“985”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影响力水平呈现上升趋

势 [33]。 综上可知，图书馆基础的业务如馆藏查

询、个人用户登录续借、到书提醒、在线阅读、

线上课程、信息发布活动宣传、参考咨询、VR
体验等功能，微信公众号几乎都能够提供。从

发展趋势上看，图书馆微信端的服务总体呈上

升趋势，能够提升图书馆业务的服务效果。

小程序延续微信优势，是提升图书馆个性

化服务的新窗口。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号绑定

小程序，很多图书馆也开通了小程序服务。严

栋在《我国图书馆微信小程序使用现状分析》

中总结 [34]：小程序在图书馆应用场景能起到“阅

读推广、空间预约和座位系统、图书搜索、活

动展示、交流、游戏”作用，由此可见，除了

游戏功能，小程序的大多功能都是原有业务平

台提升的改进创新，少数集成了各种业务的小

程序，具有集成创新的特点。

3.3  小程序促进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原始创新

案例

图书馆引入小程序后，也涌现出了原来没

有的个性化业务形式。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小程序主要提供研修室

的预约服务，湘警职院图书馆小程序提供了留

言 BBS 功能，哈工大威海校区小程序提供四六

级成绩查询以及课程查询等。高校图书馆小程

序加入了选座、选研究室等个性化服务，同时

兼顾了教务系统中的选课、成绩查询等跨部门

学生服务。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利用小程序平台，呈现

出了前所未有的原创业务。一些图书馆基于本

馆技术和资源优势，开发出特色鲜明、针对性

强的新型精准化服务的小程序。例如，上海图

书馆在数字人文实践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开发

了基于馆藏丰富资源的个性化可视化的知识分

析工具，将本馆资源和小程序靶向服务结合在

一起。如基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与互联网数

据集实现了 inBooks 微信小程序 [35]；借助 in-
Books，读者使用手机对着书本拍照就能获取相

应的数字资源，同时构建个性化知识网络，帮

助读者形成知识体系。上海图书馆一直走在数

字人文实践的前端，inBooks 小程序的开发就是

将数字人文的实践用小程序为的载体提供服务。

再如，朱玉强利用小程序排架游戏，促成

图书馆业务培训的娱乐化，简易化。使用微信

官方 Web 开发者工具编制小程序，设计并实现

索书号排架游戏，以提升图书馆用户培训工作

的娱乐性，进而探讨微信小程序在图书馆移动

服务中的应用前景 [36]。另外，朱玉强还用图书

漂流小程序，解决了漂流中的图书不能入库借

阅等问题 [37]。

此外，南京鼓楼医院图书馆利用小程序进

行用户信息分析，将图书馆信息服务与小程序

结合，以南京鼓楼医院图书馆微信小程序为例，

分析微信小程序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优势 [38]，

将图书馆产生的大量信息，通过小程序进行了

处理，并用之于服务。

还有，尹明章等撰文论述了“基于微信小

程序的高校 O2O 图书共享平台” [39]，用社会图

书共享的案例，借鉴到高校层面，开发出高校

O2O 图书共享平台，实现了图书共享的绿色文

化服务。芦晓红也针对图书馆小程序 O2O，以

及社交分享助力图书服务做了阐释 [40]。2019 年

4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广

州某生物研究院联合研建的“干细胞科研助手”

微信 APP 发布试运行，在干细胞知识发现领域

集成了科研信息浏览、智能检索与个性化服务，

在细胞生物学领域做了专业化、细致化的小程

序。该程序从实验仪器、实验试剂、实验步骤

等实验细节，到论文、专利、期刊、项目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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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成果，覆盖了全方位的科研信息与个性化

服务，是文献资源服务在具体学科中垂直化深

入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小程序冲破既有服务模

式，在原始创新方面深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

案例。在图书馆领域，小程序创造新的服务增

长点的势头正在慢慢凸显。然而，有研究表明，

小程序在高校图书馆领域发挥的作用还不高。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34], 我国有 2 914 所高校、    
3 153 家公共图书馆。但在本次调研中仅有 19
家图书馆开通了微信小程序，占总数的 0.31%，

可见微信小程序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比例极低。

高校图书馆应该提高对小程序的重视，加强对

小程序无限可能性的开发，多维度提升资源服

务水平。

综上可见，在小程序促进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这一知识基因中，基因的进化、重组和突变

都有所体现。排架游戏、知识分析工具、室内

导航功能等一系列图书馆前所未有的业务因为

小程序的催化而诞生，新的服务被创造出来，

原始创新更好地为读者提供了服务。改进创新

和集成创新也都有所体现，图书馆基本业务在

小程序平台变得贴身快捷轻便，深化了个性化

服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重新整合，在小程序

平台上的表现暂时不明显，在未来发展中，可

以期待小程序对个性化服务的整合作用。

4  小程序延伸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的方案

小程序实践中的案例表明，小程序延伸图

书馆个性化服务 3 个创新类型的现状为：在改

进创新方面，小程序介入图书馆业务的发展势

头良好，下一步可以继续推进业务的移动化贴

身化程度；在集成创新方面，小程序对图书馆

资源集成稍有帮助，下一步可以利用小程序整

合各类资源，提供多层次、多主题的移动资源

集成平台；在原始创新方面，已经有前所未见

之先例，下一步可以在读者分众、需求细化、

职能区分等不同维度，利用小程序进行业务创

新。这 3 种创新的形式，都可以在不同方面极

大地提高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水平。从图书馆

个性化服务的发展趋势和图书馆小程序的发展

现状看，高校图书馆利用小程序发展个性化服

务还具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还可以在改进、集成、

创新 3 个方面提出更多的实践方案。

4.1  利用小程序继续进行原有业务的移动化，改

进出更轻便随身的个性化服务平台

从已有的图书馆小程序案例中可以看到，

原有业务移动化是小程序进入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领域所做的最多的实践活动。在未来的图书

馆小程序发展中，高校图书馆可以继续利用小

程序的平台优势，推进更多原有业务移动化。

与此同时，小程序还可以改进已有的移动服务，

提供更轻便、更友好的服务体验。

例如，在参考咨询、文献检索课程中引入

小程序的移动服务，可以推进这一业务随身化，

提高咨询效率，提升教学效果。小程序可以提

供随身化的文献检索课程与咨询服务。高校图

书馆开设文献检索课程有公共课、慕课线上课

堂、微信公众号等不同形式。在小程序时代，

图书馆的讲座与检索课程，也可以单独设置或

者利用直播平台提供服务。小程序端的咨询服

务与文献检索课程，具有简单轻便，交互性强

的优势，馆员在小程序上有针对性地智能化回

复，也可以优化咨询部门的工作流程，更好地

为读者提供靶向服务。

再如，传统网页版“我的图书馆”中书评

分享，以及图书馆读书会等学术社交活动，可

以通过小程序进行功能整合，放大并团结读者

社群，提升个性化学术社交功能。

传统图书馆通过官网或者线下做读者调查、

投票，是一项十分费力的工作，周期较长，互

动性不好。现在通过小程序，实现读者组群线

上投票，实时出结果，加快了调查效率。而设

定特定的小程序在图书馆校内网范围里聚合同

样爱好的同学，进行有针对性的资源推送，既

能加强活动资源宣传的力度，又可以借助微信

便捷登录的优势，扩大社群。再具体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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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登录本地 OPAC，可以实时评论，也

避免了以前评价 OPAC 图书必须登录微博或者

豆瓣的尴尬。读者之间也可以通过对某书的评

价、某事的投票、某阅读推广活动，增进图书

馆线上社交的功能。在电子资源比重增大，入

馆人数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巩固图书馆的校内

社交属性。再回馈到基于社交的阅读推广、读

书会、读书群的活动中来，扩大图书馆影响和

品牌形象。

另外，小程序平台可以优化已经移动化

的图书馆业务的用户使用体验，解决功能相似

APP 空间占用、功能重叠的使用困扰，提供更

友好更轻便的升级服务。

例如，小程序可以减轻图书馆原有移动个

性化服务 APP 对读者手机的负担。如今读者常

用的与图书馆 APP 有：移动图书馆 APP、移动

选课 APP、读书 APP、CNKI 全球学术快报、学

习通等，每一个场景都需要下载 APP，占用手

机的空间与流量。为了达到移动获取文献资源

的目的，读者需要不断地在这些APP之间切换。

小程序可以减轻手机空间占用的属性，提供更

便捷、更无痕的访问模式，对读者无疑是一种

解放。高校学生面临文献、电子书、数字资源

都不在一个系统里的复杂阅读环境，小程序有

即用即走、不占空间的优势，又不会像公众号

一样随时推送很多不需要的信息，可以减轻用

户注意力的占用，是一个提高图书馆用户使用

体验的权宜之计。

4.2  利用小程序搭建文献资源数据平台，集成不

同领域的文献资源

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小程序做搭建多种多

样的资源发现平台的集成服务。例如高校文献

资源的统一发现平台的小程序版，可以让读者

一站式完成随时键入关键词，在微信端实现跨

库检索、移动存储、随时阅读以及社交分享全

过程。大数据海量文献集成检索，加上微信的

社交属性，小程序技术可以为高校图书馆实现

更为强大的移动资源发现整合平台。

现有成型的例子如上述上海图书馆的 in-

Books 小程序工具的开发。再如适合小程序化的

PC 小插件，科睿唯安的 Kopernio 作为全网追踪

全文文献的集成化检索工具，如果实现小程序

化，也将转换科研人员日常搜索文献的场景，

从电脑专用转向了可移动。另外还增加了快速

分享、随用随走等更好的使用体验。

另外，高校图书馆可以整合 OA 资源，集

成到一个小程序平台。各个高校强势学科不同，

资源建设经费也多寡不一，在数据资源的配置

和使用上，一定有倾斜考虑，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利用好互联网上的 OA 资源，合理筛选、

整合、呈现，也是各个图书馆的一个工作方向。

小程序的介入，让图书馆OA资源整合有了平台。

通过整合诸如 PMC（Pubmed Cenral)、OALib 
（Open Access Library）、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等 OA 平台上的学术资源，

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缺口进行合理的补充。OA 资

源不同于传统数据库 IP、账户等限制形式，在

资源整合、分享、获取和传播上具有开源的优点，

不同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整合本校所需

OA 资源，建立小程序平台，实现开放数据的集

成化、资源获取的随手化，进而助力教学科研。

小程序还可以集成高校特色、优势文献资

源，助力数字人文实践。近些年图书馆数字人

文项目十分热门，数字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知识图谱、数据分析、可视化呈现、GIS 等方面。

但是促成文史学科数字人文的技术，却是每家

各有不同。文本分析、基于一定数据的知识图

谱描绘、数据分析模型、基于 GIS 技术的空间

导航技术等一系列分析工具都还没有特别成熟

完善，还不能主导市场的产品。所以现阶段，

通过小程序开发出包容性强的分析呈现工具，

为学者提供相应的服务，可以是图书馆数字人

文小程序开发的一个方向。在 GIS 技术层面，

图书馆空间导航也是可以帮助读者迅速定位所

需资源的实用技术。在图书馆中，许多高校开

始利用 GIS 定位系统以及 RFID 系统给资源定

位，并提供导航服务。图书馆可以开发图书馆

指路小程序，指导读者在各种馆舍里寻找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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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图书报刊区域，甚至精细化到目标纸本资

源的收藏地。此外，小程序还有附近小程序这

一功能，在读者不熟悉馆舍，寻找资源需要导

航时，可以直接通过小程序找到图书馆导航，

既能够完善资源导航服务的体验，让图书馆服

务随时随地、更精准地满足读者需求，又可以

随时不用，避免读者更多的手机空间占用。

综上，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小程序的特色，

进行平台整合、资源集成，进行文献数据的再

组织，促进资源的更好地被读者利用。

4.3  利用小程序细分读者需求，针对不同需求提

供创新型服务

传统高校图书馆的网页或者微信公众号，

偏重体现传统资源和服务，常常将各种资源

服务杂陈于网上，让不同需求的读者根据判

断一步步地去找资源。在小程序时代，高校

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小程序的多样性、轻便

性，细分读者群体，细分读者需求，提供更

有针对性，更有创新性的新型服务，服务周

全到每一种需求。

（1）小程序可以区分读者群体，为特色院

校特定群体创新开展个性化服务提供平台。我

国高校繁多，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学校的特色，

学校中亦有不同读者群体，这两种情况都需要

分校、分众的特色个性服务。在图书馆传统的

采编阅览基础业务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开展基

于本校特色的个性化业务和特色资源的建设，

是各个馆工作的重点。小程序可以在此类院校

的个性化服务中，提供平台和可能性。例如，

民族类院校可以开发推广特定的民族文字图像

识别、民族文字文本分析、民族文字翻译等有

特色的小程序，通过读者对民族语言的掌握和

技术的理解，开发出适合本馆的民族版小程序，

提供针对性服务；法政类院校的学生普遍苦于

法律条文的熟悉和背诵，图书馆可以在小程序

平台开发法律条文的快速查询、征引系统，便

于师生快速使用；财经类院校可以提供常用的

数学分析工具，帮助师生随手练习基础的算法，

如此原创小程序，更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贴近读

者的个性化需求。

（2）小程序可以在图书馆内细分场景和需

求，提供创新型应用服务，促进高校图书馆空

间再造。读者在图书馆中开展的活动，主要是

获取文献资源和进行文本创作。在文本创作中，

运用最多的是格式编辑、文本分析、图像识别、

OCR 取词等基础的数据处理技术以及 Endnote、
NoteExpress 等论文处理工具，但是移动端可能

性众多，这些技术本身也可以成为图书馆提供

的技术服务。高校图书馆可以购买此类的文本

处理小程序，为读者创造更细致的文本技术型

服务。在实践中可以将图文转换工具定位在图

书馆，或者将其二维码在图书馆中宣传。图书

馆可以在阅览或者自习区域，将图文识别助手、

文本翻译、文本分析、图片加工、Ai 语音助手、

语音输入、语音查询、文本分析等辅助工具和

教程在馆内推荐，方便读者在馆内查资料和写

作。小程序的开放性使图书馆工具性更强，用

户粘性更大。

（3）小程序可以让图书馆角色重塑，打通

原本不具备的业务。如在读者需求基础上新增

创业孵化业务。传统图书馆提供文献资源的解

决方案，小程序时代图书馆可以成为技术中介，

提供平台孵化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的小程序创业。

例如，鼓励学生根据读者需求，自己编写文本

格式图片处理小程序，基于自身需求，深度参

与个性化服务模式建构。在具体操作上，高校

图书馆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开展图文

编辑小程序的征集活动，鼓励和促进学生技术

创业，如果产品质量足够好，高校图书馆还可

以通过自身的影响，推广学生开发的小程序，

为学生提供创业平台。在这个情形下，高校图

书馆既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为读者提供更多

元更贴心的细化服务，又能拓展职能，改变传

统的空间提供，在个性化服务的基础上，兼具

孵化器功能，鼓励推动学生创业实践，并着力

于项目落地。在原创小程序的提出推广使用方

面，为图书馆再造业务，创造更多的价值。

（4）小程序可以让高校图书馆更具有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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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成为高校文化整体包装的一部分。例如，

高校图书馆可以成为校园文化的传承者、包装

者、传播者、引领者。2018 年故宫文创销售额

达到 15 亿元，富有文化内涵的商品焕发了生机。

高校图书馆有着自己的特色馆藏，更是学校重

要的文化标志，开展文创设计与商业化的尝试，

小程序就可以成为文创展示销售的线上平台。

小程序商业不同于传统商业广告的大面积推广，

而是在学生搜索或扫二维码需要的时候，弹出

提供文创产品的线上销售服务，既不打搅读者，

又能发掘文创需求，这一项服务也可以促进高

校图书馆品牌文化的发展。

综上，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小程序进行读

者区分、需求区分、业务创新升级以及文化创新，

完全改变图书馆原有的业务服务格局，建立起

前所未有的新的服务生态。

5  结语

小程序既满足图书馆个性化发展的趋势和

要求，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又

可以适应现阶段的网络和社会背景，是高校图

书馆个性化服务深化发展最有潜力的技术平台。

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可以借助小程序的影响，

让更多的读者从上述方面获取量身定做的信息

服务。5G 网络即将到来，“5G 以‘数据’为

核心处理对象所带来的变革影响，即 5G 时代图

书馆信息传播的核心资源将进一步从内容、渠

道转变为数据，且将通过多个服务、应用场景

来实现‘数据’价值的转化”[41]。手机将承载

更大规模的数据流动交互，小程序即用即走的

轻便优势将进一步呈现，图书馆小程序轻便的

贴身化服务，必将是图书馆个性化业务深化提

升的方向。在信息服务泛在化的大趋势中，小

程序在新的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必会占据重要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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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数据驱动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高校图书馆面向“十四五”战略规划学术研讨会暨 
    论文写作研修班邀请函

各高校图书馆及相关机构负责人：

面向 “ 十四五 ” 规划，高校图书馆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建

设什么样的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不仅关系到图书馆自身的定位、功能和角色，更关系到图书馆的创新发展

能力，而且将对高校 “ 双一流 ” 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此，《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主办，上海高校

图工委、江苏高校图工委承办，EPS 数据平台支持，以 “ 数据驱动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 为主题的 “ 高

校图书馆面向 ‘ 十四五 ’ 战略规划学术研讨会暨论文写作研修班 ”，将于 2020 年 4 月 15-19 日在上海举办，同期

举办华东高校图书馆馆长论坛。届时，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与高校图书馆负责人就相关主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现面向全国开展征文活动，各高校专家、学者采取自愿参加的方式，提交原创研究论文，主题自选，建议

侧重于 “ 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 ”。参会论文将邀请专家现场点评。优秀论文经专家组评审后将颁发优秀证书，部

分获奖论文会择优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等多家参会媒体期刊。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承办单位：上海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支持单位：北京搜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二、会议报名

本次会议，面向参加 16 日 -17 日研讨交流的专家、学者免收会务费，交通、住宿费用自理，食宿统一安排；对

参加 18 日培训课程的人员收取课程培训费（发培训证书），培训费每人 880 元，交通、住宿费用自理，食宿统

一安排；可以选择只参加 16 日 -17 日的会议，也可同时报名参加 18 日研修班。参会名额有限，请参会人员扫描

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

请参加征文活动相关人员务必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前将参会论文稿件发至会务组联系人邮箱，邮件中注明作

者姓名、单位及联系方式 , 稿件格式见《图书情报工作》投稿指南：www.lis.ac.cn。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于婧     联系电话：13911795950      邮箱：jing.yu@epsnet.com.cn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江苏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北京搜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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