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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就在知识管理跟其他学科一样——热火朝天地探索，脚踏实地地应用，稳健创新地发展之际，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产生

深远影响。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一些组织机构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建立起来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

运转失灵，对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同时，一些部门却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一如既往

地令行禁止，使命必达。林林总总的现象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作为从事知识管理研究的广大科研

工作者，我们对致力于所研究领域的方向、内涵和意义认识更清晰、深刻和深远，面临的任务更艰巨、

责任更重大。我们必须深思并行动。

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知识管理的目的意义。我们知道知识管理是提升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方法，

可以优化机构内部知识的产生和传递，从而改变机构的业务过程和管理方式，帮助机构及时调整策略，

增加机构价值。现在看来，我们还需“顶天立地”重新思考知识管理的重要性。“顶天”就是我们

要以共同体意识、全局意识，从更高的层面去关注组织机构之间的知识管理问题，进而创新知识管

理理论，提升知识管理效能；“立地”即深入组织机构内部，从微、全、精、深层面开展知识的创

造和发现、知识的识别和组织、知识的建模与改进及知识的分享和应用，激发组织机构的内生活力，

让知识管理给机构带来切实回报。

然后，要创新知识管理模式和方法。知识管理涉及社会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组织科学等。

在模式方法上，除了从侧重人的组织、个体、文化和产权知识管理，到侧重技术的平台、工具等知

识管理，我们还必须重视面向事件的知识管理。社会的运转是由事件驱动的，事件之间在时间、地域、

网络和实体空间上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这种事件之间的演化规律和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知识。

面向事件的知识管理必须明晰事件的事理关系，借助对以事件为核心的新一代动态知识图谱——事理

图谱这一研究方法，创新知识管理模式，如知识管理的有效途径、成功要素、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等。

最后，要丰富知识管理的应用场景。一门科学只有应用于生产实际，才能被广大民众所认识，

才会体现其价值，并将得到长远的发展。以往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应用，大多集中在科研院所和企业，

政府部门对智库有强烈需求，但参与知识管理研究的少。因此，我们不仅要以问题为导向，把知识

管理研究成果落地开花，而且还要设计更多、更具针对性的应用场景，构建相应的知识管理系统，

逐步形成知识管理的良好生态。

《知识管理论坛》期刊是广大知识管理工作者的学术阵地，从创刊之日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6 个

年头。6 年来，在各位编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读者的呵护下，办刊理念和学术影响越来越得到大

家的认同。习总书记曾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本期刊就是

祖国大地上的一块试验田，虽然今天她还没有那么出名，但我们坚信，随着知识管理的普及和学术

本位的回归，她成为“学术网红”的日子不会太远。

李玉海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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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县域电商共生利益 
关系研究
◎肖丽平 1,2  娄策群 1,2  雷兵 3

1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省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武汉 430000
2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00
3 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针对目前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 小县域、大生态 ” 现象，探讨县域电

商共生的一些问题，为构建平衡健康的县域电商生态系统提供理论依据，拓宽信息生态理论的应用范围。

[ 方法 / 过程 ] 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从共生的角度探讨县域电商共生利益的形成条件和共生利益主

体、特征等，并在此基础上对县域电商发展过程共生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性与持久性进行研

究。[ 结果 /结论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包括偏利共生、偏害共生、互利共生、互害共生 4 种利益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互利共生中的对称性互利共生是一种最持久和稳定的关系类型，也是县域电商从业者应

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关键词：县域电商；信息生态系统；共生；利益主体；利益关系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肖丽平 , 娄策群 , 雷兵 .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研究 [J/OL]. 知识管理

论坛 , 2020, 5(1): 2-9[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9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农村电商生态系统中农产品上行的阻滞与疏通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18BGL26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肖丽平（ORCID: 0000-0002-4336-9698），副教授，博士研究生，E-mail：568716520@qq.com；娄
策群（ORCID: 0000-0003-3926-3441），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雷兵（ORCID: 0000-0002-1073-4724），教授，
博士，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9-06-18        发表日期：2020-02-07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1  引言

2016 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提出推动电子

商务进农村工作。此后，电子商务发展逐渐向

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转移，县域电商正在成为

电商企业抢夺的“新蓝海”。目前县域电商虽

然尚在初级阶段和探索阶段，但是在一些成功

的县域电商发展案例中，已经呈现出了某些规

律性和一些共性特征。因此本文以信息生态系

统理论为基础，从共生的角度对县域电商共生

利益关系进行研究。以期为县域电商的发展提

供一些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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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生态理论及其相关研究

德国学者 R. Capurro 在《信息生态进展》

一文中最早正是提出了“信息生态”这一术语，

讨论了信息污染、信息平衡、数字鸿沟等问题，

对信息生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1995 年，A. L. 
Eryomin 在《生态与社会发展》一文中认为，信

息生态理论不仅是知识研究的特殊分支，也是信

息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其核心研究内容是

借鉴自然生态原理，探讨个人、组织和社会及其

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人类的身心状态和社会公

共福利等来探寻优化信息环境的方法 [2]。1998年，

美国学者 B. A. Nardi 在“信息生态学”一文中指

出，信息生态是由某一环境下的人、行为以及价

值和技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3]。

我国的信息生态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至今已有 20 余年历史，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

学科。张新时院士于 1990 年在《90 年代生态

学的新分支——信息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信

息生态的概念 [4]。卢剑波等在《信息生态学》

一书中也探讨了信息生态学定义 [5]。陈曙是国

内较为系统地研究信息生态问题的学者。他在

1995 年至 1996 年，发表了《信息生态的失调

与平衡》[6]、《信息生态失调的剖析》[7]、《信

息生态研究》[8]3 篇论文，研究的对象不再局

限于生态学当中的单一的个体而是信息、人以

及信息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李美媂在论

文《信息生态系统的剖析》中研究了信息生态

系统的基本要素、系统功能和结构等问题 [9]。

此外，这 4 篇论文可以说是国内较早对信息生

态的研究。王伟赟 [10]、田春虎 [11]、胡运清 [12] 等

人均认为信息生态是关于信息、人、信息环境

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王晰巍等 [13] 认为信息生

态学是一门以生态学理论为工具，对信息管理

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学科。娄策群等 [14] 认为早期

“信息生态学”相关研究实际上属于“生态信

息学”范畴，而“信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主

要是信息生态系统。娄策群及其科研团队对信

息生态很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信息生

态链、信息生态平衡、信息流转等，发表了大

量的学术论文 [15-20]。吉林大学的张向先 [21-25] 和

靖继鹏团队 [26-30] 也在信息生态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也有学者引入其他学科理论对信息生

态进行研究。傅荣贤 [31]、丛敬军等 [32] 从哲学角

度，对信息生态学学科构建与研究方法和原则

进行了研究；刘志峰等 [33] 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

信息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李北伟团队 [34-36] 把博

弈论用于网络信息生态链演化过程和演化机理

的研究。陈为东 [37] 和马捷 [38] 等利用系统动力

学对网络信息生态系统和社会网络信息生态链

的机理和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推动信息生态

学科的发展和细分，完善信息生态学理论体系。

娄策群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对信息生态系统中信

息人共生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39]，分析

了信息人共生现象产生的原因、模式、效益等。

有一少部分学者分析了县域电商的共生模式，

如白彦壮等提出了县域电商共生发展的模式类

型 [39]；杨世龙从价值共创理论角度，对我国县

域电商“大生态系统”运作机理进行了研究 [40]；

张滢指出了农村电商共生模式特征和共生系统

结构的共生关系 [41]；雷兵和钟镇 [42] 提出了农村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概念模型以及共生关系；杨

加盟和张智光 [43] 基于共生单元交易频率和共生

利益关系的二维视角对共生模式进行了探讨；

张苗苗 [44-45] 等从警务情报共享着手对其共生利

益的形成机制及其优化对策进行了研究，对于

研究共生结构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

参考意义。但是目前鲜有学者对共生个体之间

的相互利益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尤其针对某个

行业和区域。本文借鉴信息生态理论对目前农

村电商、县域电商共生系统中各个主体因为共

生所产生的利益关系、该利益关系能不能长久、

这些共生利益关系的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分析

和探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3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主体及形
成条件

娄策群教授在《信息生态系统理论及其

应用》一书中认为信息人共生的必要条件是具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01

知识管理论坛，2020（1）:2-9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年 第 1 期（总第 25 期）

4

有共同的界面、具有可供交流和共享的资源、

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生存需求 [9]。那么，县域

电商共生利益关系的形成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共同的界面。县域电商利益主体同处于县域

发展环境中。他们拥有共同的时空条件、物质

基础、政策条件等。②可供交流和共享的资源。

县域电商由于其自身的地域环境限制，他们大

多只能依靠当地的资源，依据当地的农特产和

优势产业进行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形成一个

电商产业链条。③相同或者相近的生存需求。

县域电商中的利益主体拥有共同的利益需求，

即生存和发展县域经济的需求。

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利益主体是由信息生

产者、信息传递者、信息消费者和信息监管

者构成 [9]。其中信息生产者包括两类：第一

类是电商企业和第三方平台、物流金融等第

三方机构；第二类是信息消费者其本身也是

信息的生产者，他们是信息产生的核心单元。

信息传递者是电商培训部门、电商信息收集

部门等，他们是电商共生发展的信息辅助单

元。信息消费者是广大信息用户，他们是电

商共生结构的积极参与者，是县域电商的信

息消费单元。信息监管者是政府、电商协会等，

他们是县域电商正常运营的保障机构，主要

提供政策、资金等支持，他们是县域电商的

信息支持单元。当然这些利益主体都必须在

一定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下开展

活动。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结构模型 

4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类型

在有关信息生态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普

遍认为共生利益关系类型有寄生利益、偏利共

生、互利共生等，但是本文认为寄生利益也是

只对一方有利的，所以也可以归为偏利共生的

范畴。另外除了这些共生关系，还有一种共生

关系是相互之间存在危害的，但是学者们却鲜

有提及。所以笔者综合目前县域电商中的一些

模式，如“遂昌模式”“陕西武功模式”“成

县模式”“吉林通榆模式”等，在此基础上提

出在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信息人主体之间共

生利益存在以下 4 种利益关系类型，即：偏利

共生、偏害共生、互利共生、互害共生。

4.1  偏利共生利益关系     
偏利共生利益关系对一方企业有利，而对

另一方企业没有影响。偏利共生利益关系分为

寄生关系和单利共生利益关系。由于寄生关系

只对寄生企业有利而对寄主企业没有太大影响，

所以本文认为寄生关系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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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利共生。

4.1.1  寄生利益关系

县域电商中有一些信息主体是依附在另一

些信息主体上存活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取

决于寄主的发展。所以寄生关系大多数对寄生

企业有利而对寄主企业没有影响，在县域电商

中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在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

由于某种产业发展态势明显，在当地形成主导

地位，从而导致当地一个产业链的形成。那么

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寄生企业都是为大型寄主

企业服务的。比如全国闻名的“淘宝村”——

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共拥有网商 1 万多

户，截至 2016 年 9 月底，全村通过网上销售家

具，带动了相关配套企业物流快递公司 73 家、

摄影企业 24 家、电商运营机构 3 家、原材料供

应商 70 家、五金配件 36 家、床垫加工厂 42 家、

纸箱厂 12 家、会计服务公司 14 家。那么这个

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企业都是寄生企业，他们

全是为这些网商寄主尤其是大型网商寄主企业

服务的。

4.1.2  单利共生利益关系

单利共生利益关系是只对一方有利的共生

利益关系。这个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县域电商生

态系统中，某些线下做得不错的当地知名本土

企业，受互联网 + 大环境的影响，也开通了线

上销售渠道，线上与线下共同进行。但是在线

上渠道开辟初期，可能会处于亏损状态，由线

下强劲的资金实力来支持线上的发展，形成一

个对一方有利的互利共生模式。

4.2  偏害共生利益关系

偏害共生利益关系是对一方有害，而对另

一方企业没有影响。这种关系主要是源于企业

专业化分工以及企业自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

地位，使得在分工后所创造的价值受益不均衡，

导致获利相对较少的企业显得“有害”。比如

政府为促进县域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很

多资金贷款、税收、奖励等优惠政策。但这些

优惠政策是有一定条件的，达不到条件的企业

无法享受，那相关政策对他来说属于偏害一方，

而对其他企业不造成影响。

4.3  互利共生利益关系

互利共生利益关系是企业间相互促进、相

互发展的“共赢”关系，两个或者多个企业都

可以从中获得好处。该关系是县域电商应该追

求的方向。这种关系从利益分配的均衡性来说

可以分为“非对称互利共生模式”和“对称性

互利共生模式”。

4.3.1  非对称性互利共生利益关系

非对称性互利共生利益关系是指在信息人

在县域电商生态系统中由于专业分工不同存在

着多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会产生新的价

值增值，它对共生单元中各个利益主体都是有

利的。但是由于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名誉、地位、

契约关系等不同，会造成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这种互利关系可能更倾向于某一方。比如县域

电商产业园中不同规模、地位、类型的企业可

能享受的利益也不太一样，但是在入驻初期，

县域电商产业园为其长期发展提供了很多房租、

物业等上面的优惠，对大家都是有益的。

4.3.2  对称性互利共生利益关系

对称性互利共生利益关系又可叫做一体化

共生利益关系，是指各种信息人利益主体之间

不仅互利共生，而且还能在互利共生中获得均

衡的利益。绝对的对称性互利共生利益关系是

不存在的，因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关系。这是

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有一些关系比

较接近例如产销一体化共生、物流企业产销一

体化、共享仓储物流等，这些利益主体都是通

过产业链的延伸实现经营范围的延伸和生产规

模的扩大，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4.4  互害共生利益关系

互害共生利益关系是对利益主体双方都有

害的一种利益关系，也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相互

消耗，存在负利情况。当然这是我们最不愿意

看到的一种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在整个信

息人共生结构中具有杀伤力，具有破坏性。比

如两个网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双方拼命降价，

甚至降到了成本以下，结果两败俱伤，对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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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害。

5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持久性与
稳定性分析

县域电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持久

性和稳定性是动态变化的，并且会随着自身发

展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

不同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类型的持久性和稳

定性进行分析，也有必要对县域电商主体相互

之间存在的利益或者冲突关系做进一步的说明。

5.1  不同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类型持久性稳定

性分析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的持久性与稳定性与县

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密切相关，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共生利益关系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类别 寄生 单利共生 偏害共生 非对称性共生 对称性共生 互害共生

持久性 较不持久 较持久 不持久 持久 最持久 最不持久

稳定性 较不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稳定 最稳定 最不稳定

县域电商各种共生利益关系类型总体上是

不持久和不稳定的，可以相互转移和改变。例

如偏利共生利益关系可以通过努力变成互利共

生利益关系，偏害共生利益关系通过发展也可

以变成偏利共生利益关系，寄生利益关系也可

以演变为互利共生利益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相互转化

5.1.1  偏利共生关系持久性与稳定性分析

偏利共生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相对于偏

害共生和互害共生关系来说较高，但是由于寄

生关系和单利共生关系都只对一方有利，所以

从平衡性来说，这种关系不会太稳定和持久，

随着时间的变化，会逐渐被打破。

（1） 寄生关系。寄生关系是一方的生存和

发展需要依附于另一方，这种关系从长远来说

较不稳定，也自然不会持久。寄主企业随时可

以寻找新的合作方来代替寄生企业，而新生的

有竞争力的寄生企业也不断涌现出来取代原有

的寄生企业。所以这些寄生企业想要长远地生

存和发展，必须确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让寄

主方比较依赖，难于寻找新的替代者，从而转

化成互利共生的利益关系。

（2）单利共生关系。单利共生的利益关

系是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没有影响的利益关

系，相对于寄生关系而言较稳定，关系也较持

久。但是在两个利益主体之间只有一方是受益

的，长期来看也不能持久，需要演变成对双方

都有利，方可持久。比如传统企业开辟线上销

售渠道，刚开始线上销售处于亏损状态，要靠

线下的销售去弥补线上的亏损，但是企业不会

让线上一直亏损下去，必然会向盈利的方向发

展，而线上销售一旦盈利就会和线下的销售相

互支撑，互利共赢，这样才会有利于企业的长

远发展。

5.1.2  偏害共生利益关系的持久性与稳定性分析

偏害共生利益关系是对一方有害而对另一

方没有影响，这个是最不稳定的共生利益关系。

但偏害共生利益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促使

有害的利益一方努力进取，积极发展壮大，可

以在资源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利益，使“有

害”变成“无害”，甚至“有利”，从而获得

更持久的发展。

5.1.3  互利共生利益关系的持久性与稳定性分析

互利共生的利益关系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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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关系，一般来说是我们所追求的方向，也相

对较为稳定、持久。但是非对称互利共生和对

称性互利共生的持久和稳定程度又有所不同。

其中非对称性互利共生的持久和稳定程度要明

显弱于对称性互利共生。因为非对称性互利共

生的关系虽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利益的分配

仍旧是不均衡的，所以其稳定性和持久性虽然

要比上面的利益关系强，但仍弱于对称性互利

共生。从长远来说，县域电商的信息人共生利

益关系的理想状态就是对称性互利共生。这是

所有关系中最持久和最稳定的，也是县域电商

生态系统发展到成熟的一种标志，是我们所要

提倡和努力的方向。

5.1.4  互害共生利益关系持久性与稳定性分析

互害共生的利益关系是最不提倡的一种利

益关系，因为利益主体双方存在对立和冲突，

所以也是最不稳定和最不持久的一种利益关系。

双方互相消耗、互相伤害到一定程度则会终止，

要么是双方认识到这样下去没有任何好处自觉

终止，进而寻求合作共赢转为互利共生利益关

系，要么是在第三方（政府或者协会）的介入

下终止相互伤害进而寻求合作，从而转为互利

共生利益关系。

5.2  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矩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列出县域电商共

生利益矩阵表，如表 2 所示。在这些利益主体

当中，有些利益一致，有些具有利益冲突，有

些利益一致和冲突并存。

表 2  县域电商信息人共生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矩阵表

利益主体
电商企业
（网商）

网民（网
购用户）

物流金
融机构

政府 协会

电商企业
（网商）

X VX V VX VX

网民（网
购用户）

VX X V V

物流、金
融机构

V X VX

政府 VX V V VX

协会 VX V VX VX

注：V 表示利益一致，X 表示利益有冲突

县域电商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应尽量避免

利益冲突，向利益一致方向去转移。比如网商

和网商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其利益相冲突，

但是网商之间也可以实现合作共赢。沙集镇东

风村的网商共同采购原材料，共同加工木材，

共同发货，实现规模效益，节约了成本，反而

结成了合作共赢体，趋利避害。网商和网购用

户之间的利益一致表现为卖出商品既对网商有

利同时又满足了网购用户的需求，对网购者也

有利；但他们的冲突是网商想把商品价格卖得

越高越好，而网购用户希望商品越便宜越好，

这个矛盾是一直存在的。而网商通过直接生产

销售，没有库存，避免了中间渠道，节省了成本，

就可以在有利可赚的前提下把产品卖得比市面

上便宜一些，网购用户也得到了实惠，大家达

成了利益一致。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县域

电商共生利益关系主体及形成条件、利益关系

类型、利益关系持久性和稳定性等，为县域电

商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提供理论参

考。笔者认为县域电商共生利益关系是动态的、

发展变化的，随着县域电商生态系统的发展，

各利益主体之间必定会趋利避害，利益关系之

间也必定会向好的方向转移。经过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对称性互利共生利益关系是一种应该

追求的理想化的利益关系，也是一种可以实现

长期和稳定的利益关系。县域电商的健康发展、

必然要向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一体化共生方向去

发展。唯有此才可以实现县域电商的长期、稳

定发展。基于此，对县域电商生态系统健康发

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充分依托当地资源优势，

纵横联合各个共生单元，鼓励协同发展、产业

链条式发展，避免单打独斗；第二，鼓励农民

和返乡大学生创业，加大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

培养不同规模的农村电商团体，倡导多元化发

展；第三，倡导公平、文明、健康的发展理念，

制定完善的电子商务发展政策和制度，避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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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恶性竞争；第四，在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

要重视政府和电商协会、服务企业等因素的作

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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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信息行为框架下的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 
研究：以超星移动阅读 APP 为例
◎赵文军 1,2  孙金玉 1,2

1 湖南工商大学新零售虚拟现实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205
2 湖南工商大学湖南省移动电子商务协同创新中心 长沙 410205

1  引言

随着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

飞速发展，人们迫切希望能够随时随地乃至在

移动过程中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服务。

为适应这一需求，我国高校图书馆逐步将图书

馆服务延伸至移动终端，纷纷开展移动图书馆

服务。据笔者统计，以湖南地区为例，截至

2018 年 10 月，90% 以上的高校图书馆都已开通

移动图书馆服务。伴随着移动图书馆的发展与

兴起，移动阅读服务已成为目前高校图书馆开

展信息服务工作的重点。然而，相关研究显示，

当前高校图书馆开通的移动阅读平台普遍存在

用户活跃度低、数字资源利用率不足等问题 [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以超星移动阅读 APP 作为研究平台，从信息行为的视角探索高校大学生移动

阅读的行为规律，为移动阅读服务提供商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参考和建议。[ 方法 / 过程 ] 以高校本科生

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研究数据，运用 Excel、SPSS 等统计工具对调查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结论 ] 当前，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移动阅读服务存在使用率偏低、资源内容难

以满足用户需求、交互体验有待提升等问题，基于调查分析结论，提出有针对性改进移动阅读服务质量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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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移动阅读服务不能有

效满足用户需求。大学生是移动阅读服务的主

要使用群体，其阅读行为是移动阅读服务的出

发点和依据，准确把握大学生移动阅读的行为

规律，将有助于为各高校图书馆开展移动阅读

服务推广、提升移动阅读服务质量提供理论支

持与实践指导。

移动阅读行为领域的研究受到学界较多关

注，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移动设备的认知和体验、移动阅读习惯

与偏好、移动阅读动机以及移动阅读采纳与使

用行为等方面。在移动设备认知和体验方面，Y. J. 
Lan 等 [2-3] 分析了移动技术和系统对英语学习效

果的影响；Y. C. Hsieh[4]、吴丹 [5-6] 等研究了大

学生使用不同尺寸的手机屏幕和阅读类 APP 对
学术文献阅读效率的影响，并对不同移动阅读

应用的用户体验进行比较等；李宁等 [7] 分析了

移动阅读 APP 用户对其设备权限获取和调用的

情况。在移动阅读习惯与偏好方面，人口统计

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专业背景、

职业特征等是了解不同群体阅读行为差异性的

主要切入点，如 Z. Liu[8]、N. S. A. Karim[9] 等分

析了性别在阅读行为的差异，高春玲等 [10] 对移

动环境下大学师生的阅读需求以及阅读行为进

行个体特征的差异分析，茆意宏等 [11-13] 则从信

息寻求、信息利用以及信息交流 3 个角度系统

地分析了移动互联网用户的阅读行为。在移动

阅读动机方面，蔡少辉 [14]、汤明祥 [15] 分别分析

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大学生数字阅读的阅读

动机；李武等 [16] 从使用与满足角度分析了大学

生手机阅读的动机，并进一步以上海初高中生

为例，分析了青少年的微信阅读动机及行为之

间的关系。在移动阅读采纳与使用行为方面，

李武等 [17] 借鉴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分析了社

会化阅读 APP 持续使用意愿及其发生机理；陈

娟 [18] 、郑德俊 [19] 等分析了移动阅读 APP 用户

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刘鲁川 [20]、赵文军 [21] 等

分析了感知价值对移动阅读用户行为的影响；

茆意宏等 [22] 则探索了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移

动阅读沉迷问题。

综观上述研究，相关成果研究情境主要局

限在移动互联网的日常阅读情境，目前还比较

缺乏基于国内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移动阅读服务

开展对大学移动阅读行为的调查研究。另一方

面，对移动阅读行为的基础理论分析不足。移

动阅读行为涉及信息寻求、信息利用、信息交

流等信息行为，对移动阅读行为的研究应植根

于用户信息需求、信息行为特征以及使用情景，

从信息行为的不同维度对移动阅读行为进行分

层或分类，使移动阅读行为细化至操作层次，

才能更加全面系统地掌握用户的移动阅读行为

特征和规律。鉴于此，本文拟针对高校图书馆

大学生的移动阅读行为展开调查研究，在信息

行为理论的支撑下提出移动阅读行为的理论框

架，并对行为进行细化，设计调查问卷，对我

国各大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用户展开抽样调查，

总结其移动阅读行为的特征和规律。

2  信息行为框架下的大学生移动阅
读行为

根据国外学者 T. D. Wilson[23] 对信息行为的

阐释，信息行为是指个人在识别自己的信息需

求并以某种方式搜寻、使用和传递信息时所参

与的活动。大学生基于移动图书馆服务的移动

阅读行为从情报学视角来讲本质上是一种信息

行为，其过程涉及信息需求、信息搜索、信息

获取、信息利用等多个环节，因此可以借鉴信

息行为过程模型对移动阅读行为进行分层或分

类，使大学生的移动阅读行为细化至操作层次。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构建了不同的

信息行为过程模型，较具代表的有埃利斯（D. 
Ellis）[24] 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型、库尔斯奥（C. C. 
Kuhlthau）[25]的信息寻求过程模型、威尔逊 （T. D. 
Wilson）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型，其中 D. Ellis 将

信息寻求过程分为开始、链接、浏览、区分、跟踪、

采集、证实、结束 9 个阶段；C. C. Kuhlthau 将

信息寻求简化为开始、选择、探索、形成、收

集和结束阶段 6 个阶段，并对信息检索过程的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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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赋予了新的内涵；T. D. Wilson 在借鉴

D. Ellis 的信息寻求九阶段过程模型基础上，对

信息行为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国内学

者叶凤云等 [26] 从学术数据库、Web 搜索引擎和

专业学术网站等 3 种途径分别构建出网络学术

信息查询行为过程模型，如针对学术数据库的

九阶段模型、Web 搜索引擎七过程模型、专业

学术网站八过程模型；甘利人等 [27] 针对科技数

据库网站及其用户的特征，将搜索过程提炼为

启动、搜索、获取 3 个阶段，提出了科技数据

库网站用户信息搜索行为三阶段分析模型。

本研究基于上述理论，从信息行为的视角

观察大学生的移动阅读行为，结合用户使用超

星移动阅读系统的特点，将移动阅读行为分解

为三阶段五过程模型，其中三阶段包括启动阶

段、获取阶段和利用阶段，其行为过程包括信

息需求、信息检索、信息获取、信息交互以及

信息利用，具体的行为表现如表 1 所示：

表 1 信息行为框架下的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

行为阶段 行为过程 具体行为表现

启动阶段 信息需求 阅读目的（打发时间、满足科研需求等）；读物查找（没有困难、存在部分困难、困难很大等）；
需求满足（非常满意、满意、一般等）

获取阶段 信息检索 检索关键词（书名、作者、主题词）；检索词个数（1、2、3 等）；检索结果排序（逐一选择、二
次检索等）；检索无相关结果的反应（换库检索、重新关键词检索、放弃查找等）

信息获取 扫一扫，摇一摇，本地导入，添加 OPDS 地址，订阅，WIFI 传书

利用阶段 信息交互 划线、批注、收藏、分类、评论、交流；
共享标注或笔记；转发或共享读物；撰写图书评论

信息利用 阅读的方法（快速浏览、仔细读、听）；阅读时的网络（校园网、移动通信网）；阅读载体形式（视
频、音频、纯文本、纯图等）；
内容形式分类（电子书、期刊、杂志、报纸等）；内容属性（社会新闻、行业信息、生活常识等）；
阅读的篇幅（长篇，短篇）；阅读的时间（交通途中等候时、睡觉前、家中无聊时、排队时、上厕所时、
办公室无聊时、课间休息、会议间隙）；阅读时长（5-10 分钟、11-20 分钟、21-30 分钟等）；阅读
频率（不到 1 次 / 周、1-5 次 / 周、5-10 次 / 周等）；阅读个性化设置（排版方式、书签等）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观察、访

谈方法，通过实地和在线发放调查问卷征集样

本数据，同时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对部分样本用

户进行观察、访谈，了解大学生利用超星移动

阅读系统进行阅读的行为特征。

根据表 1 所示的理论框架设计调查问卷，

问卷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

受访对象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

年级以及所学专业；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

包括信息需求、信息检索、信息获取、信息

交互以及信息利用 5 个阶段的阅读行为表现，

并设置相应的问卷题项。同时邀请部分专家

对问卷语句、措辞等进行反复修改，然后进

行小范围的预调研，研究结果表明调查问卷

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值为 0.810，问卷的

信度良好。

正式问卷调查阶段在 2019 年 3-4 月，为期

2 个月。调查范围主要选取使用超星移动阅读服

务的高校，调查对象为本科生群体，调查地区

选择武汉和长沙 2 个中部省会城市。在线调查

通过问卷星发布调查问卷，经各高校学生会、

社团等学生机构进行推广，共回收 1 186 份，纸

质问卷主要由课题组成员在校区实地发放，并

开展部分访谈，共回收问卷 189 份。然后对数

据有效性进行初步筛选，删除无效问卷 151 份，

剔除的原因主要包括：①问卷回答不完整，出

现漏题情况；②所有条款选同一选项等。最终

得到 1 224 份有效样本数据，基本信息见表 2。
对照调研校区的人口统计特征，样本特征与调

研校区的实际情况较为相符，表明样本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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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样本特征分布

基本信息 题项 数量（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586 47.9

女 638 52.1

年级 大一 352 28.8

大二 336 27.4

大三 276 22.6

大四 260 21.2

专业 文史财经类 514 42.0

理工农医类 614 50.2

艺术体育类 96 7.8

4  数据分析

4.1  是否使用过超星移动阅读系统

统计数据显示（见图 1），使用过超星移

动图书馆进行阅读的大学生占全部调查对象的

58.17%，没有使用过超星移动图书馆进行阅读

的大学生人数占比达到 41.83%，可见大学生对

高校图  书馆提供的超星移动阅读服务使用率处

于较低水平。根据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对

调查数据进行交叉统计分析，卡方检验显示不

同年级在对超星移动阅读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

异，年级越高，使用过超星移动阅读 APP 的人

数比例越大。

58.17%

41.83%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使用过 没有使用过

比例

行为

图 1  是否使用过超星移动图书馆阅读

4.2  移动阅读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分析

在有使用经验的大学生群体中，统计数据

显示（见图 2），67.7% 的大学生使用超星移动

阅读 APP 的主要目的是查询借阅服务或馆藏信

息；其次是利用碎片时间学习（45.9%）和及时

了解新闻资讯等实时信息（42.42%）；再次是

打发无聊时间（21.35%）；只有少部分调查者

是为了满足科研需求（17.98%）。根据调查对

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对调查数据进行交叉统计分

析，卡方检验显示不同性别、不同专业、不同

年级的调查对象在信息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男性选择“及时了解新闻资讯等实时信息”

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而女性选择“查阅借阅

服务或馆藏服务”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大三、

大四学生选择“满足科研需求”的比例高于大一、

大二的大学生群体。

42.42%

21.35%

67.70%

45.79%

17.98%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比例

目的

及
时
了
解
新
闻
资
讯
等
实
时
信
息

打
发
无
聊

查
阅
借
阅
服
务
或
馆
藏
信
息

利
用
碎
片
时
间
阅
读
学
习

满
足
科
研
需
求

图 2  使用超星移动阅读服务的目的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02

知识管理论坛，2020（1）:10-23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年 第 1 期（总第 25 期）

14

图 3- 图 4 的数据统计显示，在资源查找方

面，73.03% 的受访用户利用超星移动图书馆查

找读物存在部分困难，5.34% 的用户存在很大困

难，只有 19.38% 的用户认为查找读物没有困难。

在资源需求满足程度方面，12.92% 的用户感到

非常满意，43.54% 的用户感到满意，感到一般

的用户占 40.45%，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

为 2.25% 和 0.84%。这两项统计数据表明有近

八成的用户在使用超星移动阅读服务的过程中

存在读物查找问题，也反映出超星移动阅读平

台的数字资源难以满足相当一部分用户的信息

需求。

19.38%

73.03%

5.34% 2.25%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没有困难 存在部分困难 困难很大 根本不会用

比例

困难程度

图 3  查找读物的困难程度

12.92%

43.54%
40.45%

2.25% 0.8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比例

满意程度

图 4  读物需求的满足程度

4.3  移动阅读过程中的信息检索行为

4.3.1  信息检索的方式及关键词

在信息检索方式方面，根据图 5- 图 6 的统

计数据显示，移动阅读过程中用户最常采用书

名进行检索，占比 59.83%，其次是利用主题词

进行检索（26.97%），采用作者检索的方式最

少（13.20%）；在检索过程中，输入关键词的

个数一般为 2 个，占 45.79%，输入 1 个关键词

的占 27.53%，输入 3 个及 4 个以上的占比分别

为 15.45% 和 11.24%。

59.83%

13.20%
26.97%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书名 作者 主题词

比例

检索方式

图 5 信息检索的方式

27.53%

45.79%

15.45% 11.2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1个 2个 3个 4个及以上

比例

词数

图 6  信息检索词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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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信息检索结果的处理

图 7- 图 9 的数据统计显示，如果系统检索

结果未按所期望的排序方式输出，44.94% 的用

户会选择系统的筛选功能进一步对检索结果进行

排序，26.97% 的用户会对结果进行“逐一选择”，

25.28% 的用户会进行“二次检索”；如果系统

输出结果较多，用户常采用的排序方式包括按主

题排序（41.01%）、按作者排序（42.13%）、

按书名排序（48.60%）、按相关度排序（47.47%），

较少的用户按时间排序（24.16%）和按中文资料

排序（10.39%）。如果检索结果中没有查找的所

需信息，57.87% 的用户会选择“重输关键词检

索”，居首位；其次 24.72% 的用户选择“换库

检索”，15.45% 的选择放弃查找。

26.97%

44.94%

25.28%

2.8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逐一进行选择 使用“筛选”功能 二次检索 其他

比例

处理方式

图 7  信息检索结果未按用户期望排序的处理

41.01% 42.13%
48.60% 47.47%

24.16%

10.3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比例

按
主
题
排
序

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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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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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序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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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度
排
序

按
时
间
排
序

按
中
外
文
资
料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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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

图 8  对信息检索结果的排序处理

24.72%

57.87%

15.45%

1.97%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换库检索 重输关键词检索 放弃查找 其他

比例

处理方式

图 9  没有检索到相关结果的处理

4.4  移动阅读过程中的信息获取行为

超星移动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获取方式

有 6 种，主要包括扫一扫、摇一摇、本地

导入、添加 OPDS 地址、订阅以及 WIFI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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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图 10 的数据显示，不知道这些功能的

用 户 分 别 占 40.37%、44.94%、29.78%、

42.70%、29.78%、31.18%，未使用过这些功

能的用户分别占 31.74%、40.17%、40.17%、

35.39%、37.36%、41.85%， 偶 尔 使 用 和 经

常使用的用户比例分布在 12.36%-26.12%、

2.53%-6.74% 区间。可见，有相当一部分的

用户对超星移动阅读系统提供的信息获取功

能完全不知情，这一方面反映大多数用户对

超星移动阅读系统提供的辅助阅读功能不熟

悉，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了超星移动阅读使

用率处于较低水平的事实。

40.73%

31.74%
24.16%

3.37%

44.94%

40.17%

12.36%

2.53%

29.78%

40.17%

25.84%

4.21%

42.70%

35.39%

17.98%

3.93%

29.78%

37.36%

26.12%

6.74%

31.18%

41.85%

21.07%

5.9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不知道有此功能 未使用过 偶尔使用 经常使用

比例

获取方式

扫一扫

摇一摇

本地导入

添加OPDS

添加应用

WIFI传书

图 10  移动阅读中的信息获取行为

4.5  移动阅读过程中的信息交互行为

图 11 的数据显示，在移动阅读过程中，

62.64% 的用户常采用“收藏、分类”的操作行

为，其次是“划线、标注”（31.46%），再次

是“评论和交流”（25.28%），不做任何操作

的占 23.31%。根据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对

调查数据进行交叉统计分析，卡方检验显示不

同性别在具体操作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相较

于女生，男生更倾向在阅读过程中进行“评论、

交流”。

31.46%

62.64%

25.28% 23.3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划线、批注 收藏、分类 评论、交流 不做任何操作

比例

操作行为

图 11  移动阅读中常采用的操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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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移动图书馆还提供包括“共享标注或

笔记”“转发或共享读物”“撰写图书评论”

等交互功能，针对这些交互功能，图 12 的数据

显示，只有 24.44% 的用户表示会偶尔使用“共

享标注或笔记”功能，4.49% 的用户会经常使

用该功能，而 23.60% 的调查者不知道有此功

能，47.47% 的调查者表示不会使用该功能；

针对“转发或分享读物”功能，47.19% 的调

查者表示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此功能的用户占

19.38%，偶尔使用的占 28.65%，经常使用的

占 4.78%；针对“图书评论”功能，50.28% 的

用户表示不会撰写图书评论，16.01% 的用户

不知道该功能，29.49% 的用户偶尔撰写，4.21%
的用户经常撰写。

23.60%

47.47%

24.44%

4.49%

19.38%

47.19%

28.65%

4.78%

16.01%

50.28%

29.49%

4.2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比例

使用情况

不
会

偶
尔

经
常

不
知
道
有
此
功
能

共享笔记

转发读物

写图书评论

图 12  移动阅读中的信息交互行为

4.6  移动阅读过程中的信息利用行为

4.6.1  移动阅读的网络 
图 13 的数据显示，大学生当前主要使

用移动通信网络访问超星移动阅读 APP，占

55.62%，使用无线 WIFI 的占比 44.38%。

4.6.2  移动阅读的方法 
图 14 的数据显示，在利用超星移动 APP

进行阅读的过程中，62.36% 的用户是选择“快

速浏览、随意看”，33.15%的用户选择“仔细读”，

还有 4.49% 的用户选择“听”。可见，浅阅读、

碎片化阅读仍然是当前移动阅读的主流，以“仔

细读”的方式进行深度阅读的用户相对还比较

少。

55.62%
44.38%

0.00%
20.00%
40.00%
60.00%

移动通信网络 无线WIFI

比例

连接方式

图 13  移动阅读的网络

 

62.36%

33.15%

4.49%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快速浏览、随意看 仔细读 听

比例

阅读方式

图 14  移动阅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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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移动阅读的时间

图 15- 图 17 的数据显示，用户每次利用超

星移动 APP 阅读的时间主要分布在 11-20 分钟

（31.18%）、21-30 分 钟（22.47%）、5-10 分

钟（21.91%），其次是 31-40 分钟（13.2%）、

41-50 分钟（5.62%），50 分钟以上的占比更

少；阅读的时间地点主要分布在家中无聊时

（49.16%）、等候时（42.98%）、睡觉前（33.71%）

以及交通途中（33.15%）；从频次来讲，每周

使用频次主要分布在 3-5 次（35.11%）、1 次

（24.44%）以及不到 1 次（29.21%），5-10 次

（7.58%）以及 10 次以上（3.65%）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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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每次进行移动阅读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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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移动阅读时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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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每周移动阅读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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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移动阅读的内容

从移动内容篇幅来看，图 18- 图 21 的数据

显示，44.94% 的用户以短篇阅读为主，11.8%
的用户以长篇阅读为主，两者差不多的阅读用

户占 43.26%；从移动内容的载体形式来看，最

主要的载体形式是纯文本（65.17%）和文本 +
图（51.69%），其次是视频（28.65%）、音频

（19.94%）、纯图（7.87%）；从移动阅读内容

的形式来看，用户选择的主要内容形式包括电

子书（71.91%）、期刊（44.66%）、杂志（36.24%），

其次是报纸（25.56%）、新闻资讯（27.81%）

以及学位论文（26.97%）；从移动阅读的内容

属性来看，用户移动阅读的主要内容有社会新

闻（50.84%）、文学 /历史 /军事 /艺术等（49.16%）、

行业信息（40.45%）、生活常识（36.25%）、

职业发展 / 专业知识（32.3%），其次是时尚消

费（25.84%）、流行文化（28.65%）、情感两

性（16.57%）、家庭婚姻两性（7.3%）。

根据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对调查数据进

行交叉统计分析，卡方检验显示不同性别、不同

年级的调查对象在移动阅读内容的利用上存在显

著差异，男生选择视频类、报纸类的读物明显高

于女生，女生则对纯文本、电子书的选择比例明

显高于男生，大一、大二的学生选择杂志类的读

物高于大三及大四的学生，而大三、大四的学生

选择学位论文的比例明显高于大一和大二的学生。

44.94% 43.26%

11.80%

0.00%

20.00%

40.00%

60.00%

短篇阅读居多 差不多 长篇阅读居多

比例

阅读篇幅

图 18  移动阅读内容的篇幅

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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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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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60.00%

80.00%

视频 纯文本 音频 纯文本+图 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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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载体

图 19  移动阅读内容的载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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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移动阅读内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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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移动阅读内容的属性

进一步对移动用户阅读文本内容的排版方

式进行调查，从图 22- 图 23 可以看出，用户

阅读文本内容时，有 50.84% 的用户选择直接

使用原文排版，27.25% 的用户选择自设置排

版，还有 21.91% 的用户两者都有选择；在少数

自设置排版的用户中，其排版形式主要有字体

（58.25%）、亮度（62.96%）、字号（59.26%）、

背景（41.41%）、横竖排（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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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的移动
阅读服务提升策略分析

5.1  加强移动阅读推广，吸引用户群体

调查结果表明，在各大高校超星移动阅读

服务的普及率和资源利用率都还比较低，仅有

58.17% 的大学生群体使用过本校图书馆提供的

超星移动阅读服务。在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的访

谈调研中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反映对图书

馆提供的超星移动阅读服务完全不知晓。为此，

高校图书馆应首先加强移动阅读服务的推广，

具体措施如下：

（1）完善组织保障，多方合作联动。图书

馆可成立专门组织机构，集中馆内外专业人员，

联合移动阅读服务商、学校学生处、宣传部等，

组织跨部门专业团队，全面负责移动阅读推广

活动的策划、宣传、组织与实施，从组织和制

度上保障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性。 
（2）线上线下协同，推进移动阅读推广。

线下应积极开展各类移动阅读推广活动，包括

读书沙龙、专题讲座等，还应特别重视对大一

新生开展移动阅读的宣传与培训。此外，还可

以在校内宣传栏张贴海报、印发传单；线上增

设互动性、个性化网络活动，利用图书馆官网、

微信平台、微博等社交网络工具进行宣传。

（3）搭建智能技术平台，深化移动阅读推

广。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为基础，基于用户行为进行大数据分析、

情境感知、偏好发现、个性化推荐／定制，掌

握用户偏好和兴趣，对用户动态需求做出智能

响应，形成系统、高效的阅读推广应用模式。

5.2  加强资源内容建设，满足用户需求

资源内容是驱动用户采纳并使用移动阅读

系统的关键，移动阅读系统要吸引用户参与，

必须坚持内容至上，提供对读者“开卷有益”

的高质量的阅读内容。针对用户的调查结果，

提出以下改进资源内容建设措施：

（1）创新资源建设新思路，与出版社、图

书供应商融合协同。任何移动图书馆都面临经

费有限、资源更新不及时等问题，移动图书馆

可以通过优化与整合资源配置的方式，与出版

社、图书供应商、移动阅读服务商等共建平台，

共享资源，扩大服务资源的来源，丰富服务资

源数量。

（2）根据用户阅读需求和习惯，重点提供

新闻资讯、行业信息等内容，辅以经典的文学、

历史、军事等作品，积极提供学习性阅读、专

业性阅读等深度阅读内容；根据用户选择内容

的载体形式，最受欢迎的是纯文本，其次是纯

文本 + 图片，故应以纯文本为主要载体形式，

辅以音频、视频、纯图片形式；针对移动用户，

选择最多的出版形式是电子书，其次是期刊，

故应以电子书、期刊为主要出版形式，辅以学

年论文、报纸等形式。

（3）针对大部分用户选择“短篇阅读更多”

的现状，移动阅读作品的篇幅应以短篇为主，

多开发制作微知识库、微学习课件等，兼顾长篇；

针对长篇内容，可以根据用户每次阅读的时间

长度，对长篇内容进行分组或者分段落，便于

用户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时长从中选

择可以一次性阅读完的内容 [12]。

5.3  优化移动阅读系统，提升用户体验

根据对部分有长期使用经验用户的访谈调

研结果，就交互体验而言，超星移动阅读系统

总体上不如QQ阅读、熊猫看书等移动阅读平台。

移动阅读主要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接受终

端，其交互体验受到网络环境、交互界面、检

索系统、需求响应等众多方面的影响。鉴于此，

根据访谈及前述数据分析的结果，建议采取以

下措施：

（1）针对大学生查找读物困难，应升级信

息检索工具。首先应设置高级检索，在基本的

简单检索基础上增加检索方式，提高检索效率，

精确检索结果；其次，检索入口可以设置借阅

大数据、新图书推荐排行等，为用户资源选择

提供可参考的大数据信息；再次，应用智能检

索技术，基于用户的画像特征和行为偏好，为

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检索服务。

（2）优化移动系统界面设计，包括用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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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彩、图形、图像、布局和文字等方面，为

用户提供界面清晰、结构简单、系统便捷的界面；

同时还应提供“私人订制”服务，用户可以根

据自身的偏好选择界面的颜色和主题，设置常

用的信息链接和数据库以及定制界面的风格、

功能等 [28]。

（3）针对大部分学生主要使用移动通信网

络访问阅读平台，图书馆应与网络运营商密切

联系，免费为在校学生提供无线 WIFI 网络，降

低网络资费，保证移动网络的稳定性和覆盖范

围；另一方面，移动阅读服务提供商应优化系

统规划和设计，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和升级，

保证系统稳定和系统响应时间。

（4）根据大学生使用移动阅读服务的目的，

移动阅读服务提供商应拓展系统功能，可进一

步将传统的线下图书馆服务，包括自习室位置

查询、罚款与赔书业务、读者投诉等，转移至

移动终端，以提升用户感知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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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Reading Behavio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Taking the Superstar Mobile Reading APP Platform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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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aking the Superstar mobile reading APP as the research plat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ehavioral rules of mobile read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So that, w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and advice for mobile reading service providers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Method/process]
Taking undergradu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ed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
depth interview to obtain the research data, used Excel, SPSS and other statistical tool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Result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mobile reading service provided by university 
libraries has such problems as low utilization rate, difficulty in meeting users’ demands for resource content, 
and improvement i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en,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obile reading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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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高校科研项目周期中数据质量控制模式 
探究
◎唐晶 1 屈文建 2

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61
2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南昌 330031

1  引言

随着第四科研范式环境即数据密集型科研

环境的形成，科研数据量成指数型迅猛增长，

数据表现形式多样，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其所

需存储、处理的数据量惊人，数据来源和数据

结构繁多复杂，为推动科研项目的进程带来了

很大的阻碍 [1]。且科研项目中充斥的数据资源

来源复杂、存储结构多样，各个科研项目团队

的数据共享技术兼容性差、数据管理意识不足，

导致科研数据质量低下、利用率不高。而高校

具有得天独厚的科研数据资源优势，是产生、

利用科研数据从事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因此，

高校更需要加强数据密集型科研环境下数据质

量控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构建、完善国内

高校在数字化科研背景下的科研数据管理架构

与体系。

回顾国内外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的研究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为高校科研项目周期中数据质量控制提供一种有效控制途径与方法。[ 方

法/过程 ]围绕科研项目周期和数据质量控制周期构建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并在此体系之下从认知、

管理、流程 3 个视角分别实施数据质量控制，引入质量差距模型、企业架构模型和流程分析等控制方法，

剖析高校科研项目周期中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机理。[ 结果 / 结论 ] 构建了适用于科研项目周期中高校科

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及其数据质量控制模式，为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数据质量    科研项目周期    科研环境    质量差距模型    企业架构模型

分类号：G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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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 , 研究成果集中于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实践

应用。在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理论体系构建

方面，DAMA 将数据质量控制分为 10 个职能域，

成为当前较为被认可的数据管理知识体系 [1]；

包冬梅等创新性地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

框架——CALib 框架，促进了高校图书馆数据

资源有效利用 [2]；屈文建等基于 Krantz 理论建

立了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并剖析其作用

机制，为高校科研团队控制科研数据提供了有

效理论支撑 [3]。在实践应用方面，马波等通过

借鉴和总结欧美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实

践经验，提出了加强数据治理意识与基础设施

构建、人才培养等策略，以期提高国内高校科

研数据治理水平 [4]；徐慧芳等通过调研国内科

研数据管理实践并进行 SWOT 分析，从多个视

角提出了国内高校图书馆有效实施科研数据服

务与质量控制的途径 [5]。然而通过对已有研究

的梳理可以发现，在数字化科研背景下，科研

数据管理作为高校图书馆及科研机构新的业务

生长点，其数据质量控制模式在应付海量的数

据规模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此，本文围绕科研项目周期构建高校

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并从认知、管理、

流程 3个视角提出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模式，

为促进我国科研机构、图书馆等开展科研数据

质量工程提供理论参考。

2  科研项目周期中实行数据质量控
制的必要性

2.1  科研项目周期内涵及其相关数据活动

科研项目生命周期是一种管理学意义上的

项目生命周期，描述科研项目“计划—立项—

实施—结题”的发展阶段和历程。为便于后续

研究，本文采用陆玉泉提出的科研项目生命周

期划分方法，将科研项目周期划分为科研构思、

科研实施、成果整理和成果发表 4 个阶段 [6]，

如图 1 所示，基于此来研究科研项目周期中的

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

成果
发表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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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实施

高校科
研项目

周期

文献资料
阅读

研究动
态跟踪

技术可行
性分析

数据资源采集

数据生产、
发现

数据整理、
分析

数据存档、
分享

数据提取 数据整合 数据挖掘

科研活动

原始科研
数据

数据预处
理

论文成型

审核、评
议

数据共享
平台

基本前提

科研核心重要来源

共享联盟

图 1  高校科研项目周期中相关数据活动

（1）科研构思阶段。科研构思阶段是科研

项目选题和申报立项的基础，它体现了科研项

目团队的研究能力和科研项目的新颖性、前沿

性。这一阶段的数据活动主要是数据资源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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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需要进行大量科研数据搜集、确定项

目干系人、科研项目选题及数据质量规划等前

期研究相关工作，其中数据搜集来源主要依靠

共享联盟、主动上传和直接获取等方式 [7]，采

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科研文献资料阅读、

国内外发展方向与研究动态跟踪、技术可行性

分析、市场调研等。

（2）科研实施阶段。在科研实施阶段，项

目团队需要根据科研构思阶段完成的科研规划

来进行学术论文撰写、科学实验开展等相关科

研活动。这一阶段是科研数据生产、发现的黄

金时期，需要按照前期行动中得到的数据准则

严格规范新建数据，采取合适的数据处理工具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尽可能在早期获得较高质

量的数据。

（3）成果整理阶段。得到原始科研数据后，

需借助数据挖掘、数据库、数据质量检测识别

等技术工具对数据进行提取、整合和挖掘，得

到更精准的实验结果，并以此为根据撰写科研

成果。对科研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与可视化，

使其更直观地反映事物之间的真实联系是成果

整理阶段的工作重心。

（4）成果发表阶段。经过前期的努力与锤

炼，项目团队的科研成果成形，经修改、调整

后进入评议、审查和发表阶段。这一阶段主要

由项目评审小组对科研成果质量进行评议，审

核通过后将科研数据上传至共享联盟等科研数

据共享平台，进行数据的存档和分享，同时科

研项目团队在经短暂休整后着手下一个科研项

目的开展。

2.2  科研项目周期中高校科研数据质量问题及原因

科研数据作为高校科研项目周期中的重要

组成，尽管其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不断被学者强

调，但在高校科研项目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数据错误、不完整、不一致、不及时是高校科

研数据质量的主要问题（见表 1），其原因分为

以下几种：①科研数据来源复杂且类型多样 [6]。

科研项目团队成员大多来自不同学科，拥有不

同学科背景，由此而生的科研数据来源复杂且

未能有统一数据规范，数据孤岛现象加剧，给

数据的采集和整理带来不小挑战。②科研数据

规模偏小。高校科研项目团队产生的科研数据

规模不大，但项目团队数量众多，使得项目团

队在数据发现中很难检索到高质量数据。③科

研数据质量控制意识不足。项目团队成员的数

据质量管理的习惯尚未养成，在科研数据搜集

能力、数据共享意识、数据安全意识等方面还

存在一定欠缺。

表 1  科研项目周期中主要数据质量问题

科研项目周期 主要数据活动
主要数据质量问题

原始数据 次级数据

科研构思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不及时，丧失时效性； 
数据记载存在遗漏情况； 
数据采集格式不正确； 
……

检索数据结果时效性差； 
数据采集内容不符主题或错误； 
检索数据结果不全面、不完整； 
……

科研实施 数据生产、发现
实验数据记录与实际不符； 
数据存储格式不规范； 
……

数据录入错误或更新失败； 
数据存储格式不规范； 
……

成果整理 数据整理、分析
实验数据因更新不及时而呈现数据冗余；
实验数据分析错误；
……

数据报告内容不完整； 
分布式数据内容不一致； 
数据处理错误； 
……

成果发表 数据存档、分享
共享数据内容不一致； 
数据归档错误；
……

共享数据内容不一致； 
数据归档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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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科研项目周期中数据质量问题剖析和

原因分析可知，要将无序、信息混乱的科研数

据序化整合以供高校科研项目团队重复利用，

就必须针对存在的质量问题提出一套基于准确

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及时性的可靠数据质量

评估标准，构建数据质量工程的实践架构体系，

实现科研数据的创新增值、科研项目管理的效

率提升和项目团队质量控制意识的提高。

2.3  实施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的意义

结合高校科研数据自身特点、科研数据需

求及科研环境等多方面情况，本文认为在高校

科研项目周期中实施数据质量控制的意义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跨学科科研数据的组织与融合。

由于科研项目研究的需要和项目成员自身学科

背景的异质性，科研数据普遍具有学科交叉和

关联的特点，这一特征使得数据管理相关标准

难以制定或缺乏普适性，造成科研数据利用率

低下。在科研项目周期中实施数据质量控制有

助于实施数据多维度组织，从不同维度对科研

项目周期中不同阶段的科研数据进行组织与分

类，提高科研数据利用率。

（2）满足高校科研项目团队对高质量数据

的需求。对于高校科研项目团队人员而言，有

缺陷的、不完整的或误导性的数据极有可能造

成科学实验的失败，造成科研成本急剧上升，

甚至项目无法结题。而准确、完整的科研数据

在推动科研项目进程方面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用，缓解项目团队的科研压力，提高数据的研

究和使用价值。

（3）融入第四科研范式环境的必然要求。

全新的科研范式下科研数据成为科学研究的基

础性资源 [8]。已有的科研数据是新研究的宝贵

资产，对已有数据的整合、挖掘和再利用为学

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源 [9]。由此而生的高

密集科研大数据对传统的科研数据管理造成了

巨大冲击，因此在科研项目周期中构建高校科

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提高科研数据质量

是融入第四科研范式环境的必然要求。

3  科研项目周期中高校科研数据质
量控制架构体系

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是一项时间跨度长、

过程复杂的项目，在科研项目周期的不同阶段，

科研数据的来源、质量要求和控制方法也不同。

本研究从科研项目周期和质量控制阶段两个角

度构建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如图 2
所示。高校科研项目周期中的相关数据活动涉

及项目规划者、数据采集者等5类数据质量角色，

他们在促进科研项目顺利开展的同时，从评估、

认知和行动 3 个阶段开展数据质量控制活动，

根据评估阶段产生的科研数据质量评估结果确

定数据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认知、

管理、流程3个视角制定科研数据质量提高方案，

从而形成科研数据质量控制周期，不断提高科

研数据质量。 
3.1  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过程中相关角色

科研项目周期中主要涉及项目规划者、

数据采集者、技术支持者、数据分析者和记

录管理人员这 5 类角色，他们与科研项目和

质量控制周期紧密相连，影响着科研数据的

质量和价值。

（1）项目规划者。规划者一般包括科研项

目中的项目主持人、数据架构师等人，主要在

科研构思阶段收集科研项目数据需求，拟定科

研项目数据管理规划，将数据质量提高融入项

目设计和体系架构中，以便减少风险、抓住机

遇和合理地分配资源。

（2）数据采集者。主要是指科研项目团

队中实施科研实验或搜集数据的人员，他们

掌握着数据的最初来源，作为数据质量角色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捕获、创建或维护数据

的职责。

（3）技术支持者。主要指项目团队中数据

库管理员、IT 支持者等人员，开发科研数据存

储平台，实施元数据管理并建立数据有效性规

则，在逻辑上形成完整的资源体系，使科研数

据在物理存储上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在空间

上具有较强的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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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科研项目周期中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

（4）数据分析者。知识工作者在成果整理

阶段运用数据挖掘、数据建模等数据分析技术，

对原始科研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识别、检测并

清洗错误、无效等低质量数据，对高质量的数

据进行整理、分析，挖掘科研数据背后事物之

间的潜在联系，得出理想的科研成果。

（5）记录管理人员。记录管理人员在整个

科研项目周期和质量控制周期中负责采集科研

数据与规范存档记录，并明确其在生命周期各

阶段的状态。由于数据通常分散在项目团队不

同成员手中，因此建立科研数据在每个周期阶

段的状态、操作、环境信息等完整的文档记录

更为重要，以便减少科研数据在项目周期中的

流失，加强了科研数据的管理与控制 [10]。

3.2  数据质量控制周期

数据质量控制周期通过评估、溯因和行动

3 个高层步骤，为讨论和着手思考“控制”提供

一种简单的方法 [11]。在评估阶段，需要评判当

前科研项目环境和数据，并将其与需求和预期

相比较；在溯因阶段，了解数据和信息的真实

状态、对科研的影响和根本原因是重点；前两

个阶段的顺利进行为行动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数据质量管理人员在这一阶段除了纠正当前科

研数据错误之外，还需预防未来信息和科研数

据质量问题。评估是溯因的关键，溯因将引起

行动，行动又由定期评估来核实，由此，科研

数据质量控制得以良性循环。

3.2.1  评估阶段

评估阶段是整个质量控制周期的基础，也

是高校科研项目周期得以持续的前提。在这一

阶段主要包括科研数据的需求和环境分析、定义

数据质量维度和数据质量评估 3 个方面。有效的

规划是确保任何科研项目成功实施必不可少的要

素，对科研数据的需求和环境进行全面分析将使

科研项目实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和更有针对性；

根据科研项目周期中的数据质量问题并结合以往

研究，定义科研数据质量维度包括正确性、完整

性、一致性和及时性 4 个维度，统一规范科研项

目周期中数据质量控制的标准和测量方法，以

便后续数据质量评估的顺利开展。

3.2.2  溯因阶段

找出科研数据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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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制定提高方案是溯因阶段的重中之重。

数据管理人员收集所有与低数据质量相关的背

景信息，追踪和回溯科研数据在科研项目周期

里流通的路径并进行捕获和比较，对质量问题

进行优先级分类，最终确定数据质量问题的根

本原因。若根本原因引起的质量问题超出了预

先的数据质量评估维度，则需返回评估阶段重

新对数据需求和环境进行分析；若根本原因在

预计质量问题范围内，需要确定根本原因发生

的阶段，提出解决根本原因的具体建议，并对

若干建议划分优先等级，确定质量提高方案。

3.2.3  行动阶段

行动阶段的目的是纠正当前科研数据错误，

同时采取手段预防未来科研数据错误。由溯因

阶段输入至行动阶段的质量提高方案主要包括

质量差距模型、企业架构模型和流程分析 3 种

模式。从认知视角来看，引入质量差距模型，

认知并分析期望的科研数据质量和实际感知的

科研数据质量之间的差距，对于正确把握质量

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具有关键作用；从管理视

角来看，随着跨学科趋势的增强，高校科研项

目更强调跨部门性的协同合作，在企业架构的

模型上实施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能从科研团

队层面为数据质量控制活动提供保障；从流程

视角来看，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水平还与项目周

期中各个环节息息相关，因此本研究还引入流

程分析，从微观角度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控高

校科研数据质量。这 3 个视角提出的科研数据

质量改进流程和数据纠正方法，为科研项目周

期中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提供了理论思路和

实践基础。

4  科研项目周期中高校科研数据质
量控制模式分析

为确保数据管理方可以自始至终控制科研

项目周期中的科研数据质量，在产生实质影响

前尽早识别、排序和修复数据缺陷，本文基于

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的三大阶段，

提出了科研项目周期中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

总模式，如图 3 所示。该模式阐述了在高校科

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下数据质量控制的具

体模式及流程。评估阶段和溯因阶段是在全项

目周期中实时监测科研活动中的数据质量，依

据科研数据质量规则及维度对数据质量进行评

估后，找出数据质量问题并根据问题的性质、

出现的阶段进行分类编号。在行动阶段，数据

管理人员将从认知视角出发，引入质量差距分

析模型，将实际的数据质量与项目团队期望的

数据质量进行比较，进行质量差距分析，从而

深入测量、严密评判各类数据质量问题并找到

根本原因，为科研团队制定数据质量控制决策

提供关键依据；从管理视角来看，数据管理人

员根据基于质量差距模型的科研数据质量控制

模式排查出来的质量问题根本原因，将数据质

量控制整合为企业架构的固有组件，从宏观上

提出解决科研项目中跨学科、跨部门的数据质

量控制和协同监管问题的方法，为科研项目周

期中的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活动提供理论支

撑和数据治理规范；最后，数据管理人员从流

程视角上对整个科研项目周期进行数据质量问

题监测与跟踪，从微观层面确保问题能得到及

时有效的处置，并提高项目流程管理效率。现

对各视角下数据质量控制模式进行剖析。

4.1  基于质量差距模型的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

模式

营销学家 A. Parasuraman 和 L. Berry 等人

提出服务质量差距模型，通过对顾客感知的实

际服务质量与期望服务质量的差距比较来分析

存在的质量问题 [12]，J. R. Evans 提出“客户驱

动质量”方法，主张从需求的角度提升数据质

量 [13]。在高校科研项目周期中，对科研数据管

理人员和项目团队进行数据质量差距分析是发

现数据质量根本原因、实现数据质量有效提高

的关键前提。质量差距分析模型主要是通过项

目团队期望的数据质量和其实际感知的数据质

量的差距，进行根本原因分析，从而精准修复

数据质量问题，实现提高科研数据质量的目的，

具体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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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质量控

制模式

质量差距
原因分析

数据质量
评估

认知视角

科研
构思

科研
实施

成果
整理

成果
发表

数据
采集

数据生
产、发现

数据整
理、分析

数据存
档、共享 正确性 准确性 完整性 一致性

找出数据质量问题，编号
Q1/Q2等并分类

Q1 Q2

Q1 ...

团队期望数据质量

项目实际数据质量 质量根本原因

管理视角
基于企业架构模型
的质量控制模式

业务层

应用层

数据层

技术层

流程视角
基于流程分析的
质量控制模式

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

比较

科研项目周期

质量控制周期

全周期监控评估阶段

溯因阶段

行动阶段

提供质量评估结果

制定质量提高方案

提供质量控
制决策依据

提供数据质
量控制规范

图 3  高校科研项目周期数据质量控制总模式

历史数据
的可靠性

科研数据
需求程度

科研机构
宣传力度

……

期望的数据质
量

数据采集质量
可靠性

科研数据分析
能力

数据质量标准
科学性

团队成员数据
素养

实际感知的数
据质量

质量差距分析

列出不满意点

质量根本原因分
析

原因按优先
级分类

问题原因超出预计
范围？

修复数据质
量

改进质量控制体系

否

是

提高科研数据质
量

识别错误源

理解错误的引入

数据纠正与清理

根本原因消除

监测和预防

数据质量标准差距

沟通质量差距

整体感知质量差距

数据质量传递差距

数据质量期望差距

图 4  基于质量差距模型的质量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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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项目团队成员期望的数据质量因素一

般包括历史数据的可靠性、科研机构的宣传力

度以及科研数据的需求程度等，这些因素的相

互作用构成了科研项目周期中项目团队对科研

数据质量的期望指数；而项目团队实际感知到

的数据质量的形成来源于数据采集质量的可靠

性、数据质量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对科研数据

的分析能力和团队成员的数据素养。数据质量

控制人员通过用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多种方

式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根据调查结果进

行质量差距分析。质量差距分析内容由数据质

量期望差距、数据质量标准差距、数据质量传

递差距、沟通质量差距和整体感知质量差距构

成，其中整体感知质量差距是整个模型分析的

关键，前 4 个差距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科研项目

团队感知的科研数据质量差距的大小，因而在

进行质量控制时应尽量缩小前 4 个差距。数据

控制人员通过质量差距分析列出来的差距清单，

进行快速配置测试或查询，记录下可能需要纠

正的数据集，进行质量根本原因分析。识别错

误源和理解错误的引入是根本原因分析的重点，

主要通过在整个科研项目周期中重复识别数据

“进时有效、出时无效”的处理阶段，精准定

位数据活动中数据错误源的位置，在此基础上

更进一步分析数据质量缺陷造成的原因，了解

引入错误的方式。将数据质量原因按优先级分

类，有助于将业务价值与高质量数据关联起来，

同时还能发现少量在评估阶段疏漏的质量问题，

促进数据质量控制体系的改进。若问题原因在

预计范围内，则需要采取数据纠正与清理、根

本原因消除、监测和预防等修复质量方法，以

提高科研数据质量。

4.2  基于企业架构模型的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

模式

高校科研项目团队成员大多来自于不同院

系，学科背景的异质性使得科研数据内容综合

性强、跨学科性强，数据难以分类、有序储存；

同时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需要多个部门共同

协作，具有跨部门性，因此从管理角度来说还

需要构建一套适应高校科研数据特征的数据质量

控制模式。企业架构是一种按照一定系统设计原

则进行组织的理论框架，在信息资源集成 [14]、

数据治理 [15] 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可将企

业架构模型引入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模式。

企业架构的内容一般包括业务架构、应用架构、

数据架构和技术架构 4 层 [16]，将其应用于科研

数据质量工程实践中，具体如图 5 所示。

技术层是整个企业架构模式的基础，涉及

到网络传输基本服务、IT 基础设施设备、大数

据处理技术和智力支持等要素。其中网络传输

和 IT 基础设施设备为支撑整个科研数据活动和

质量控制活动提供了保障，大数据处理技术是

数据密集型科研环境下获取高质量数据不可或

缺的支撑点，为数据质量控制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持，包括数据关联分析、用户行为智能预测、

知识图谱分析、聚类分析等，可实现对原始科

研数据的有效处理。

数据层具体可分为数据采集、数据质量控

制和数据存储 3 个方面，该层面主要是为科研

项目提供多维化的科研数据来源，并运用数据

处理工具和技术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和规范化存

储。数据采集方面，凡是能满足项目团队科研

需要的资源都成为数据采集的对象，这些多维

化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共享联盟资源、网络资源

和项目历史资源，项目团队根据科研需要从中

提取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科研活动之中。

但鉴于数据质量的良莠不齐，应当按照数据质

量控制周期的循环步骤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质量

控制，经评估后确定数据质量根本原因、确定

质量提高方案，从而预防和纠正数据错误，完

成数据预处理工作。同时，还应设置必要的数

据存储规范，对数据进行统一格式化后再存档

至科研数据存储平台。

应用层主要是根据业务层和数据层提供的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即对

科研数据进行提取、整合和深入挖掘。其中数

据提取是指对科研数据进行选择和清洗，保证

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数据整合是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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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过滤和合并，降低数据的冗余性；数

据挖掘是通过挖掘模式和算法应用对科研数据

下的潜在知识内容进行挖掘和分析，最终得到

理想的科研数据成果。

共享联盟资源

数据存档

数据预处理

科研数据存
储

数据存储规
范

需求和环境
分析

业
务
层

科研知识库

文献知识库

资源导航库商业知识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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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认知 行动

确定质量
提高方案

预防和纠
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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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信息库 ……

馆藏资源 馆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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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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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数据需求；

• 制定数据规范；

• 数据管理规划；

• 

业务准则

科研数据标
准

评估体系

IT基础设施

大数据
处理技术

网络传输

智力支持

应
用
层

数
据
层

技术层

图 5  基于企业架构模型的数据质量控制模式

业务层则是为提高科研项目周期中的数

据质量而形成的集成视窗，对整个项目中的

数据活动进行实时监测和维护。除此之外，

还需在科研构思阶段进行需求和环境分析，

如收集数据需求、制定数据规范和数据管理

规划等，同时制定适用于整个架构的科研数

据标准，为科研数据质量的评估、控制提供

有效且统一的尺度。

4.3  基于流程分析的高校数据质量控制模式

科研数据质量包括过程数据质量和结果

数据质量，结果质量的好坏反映在科研项目

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只有改善过程数据质量

才能促使结果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对科

研项目周期中的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进行

流程分析，从微观的角度有计划、有组织、

持续地进行质量改进，达到期望数据质量的

要求，如图 6 所示。

在科研构思阶段，数据资源采集、需求环

境分析和质量评估标准的确定是规划者和记录

管理人员的重点工作。数据资源的采集来源于

科研数据共享平台，采集过程中从源头上保证

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是数据质量控制的重点；

需求环境分析中主要是了解项目团队的科研数

据质量需求、前沿性分析等，此时科研数据的

准确性和及时性是规划者的主要需求；在制定

数据质量评估标准时，规划者和记录管理人员

需要充分考虑数据质量需求，确保标准的可靠

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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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流程分析的数据质量控制模式

在科研实施阶段，生产者通过科研活动产

生原始实验数据，由技术支持者根据数据质量

评估结果，运用大数据处理技术进行数据预处

理，包括科研数据去重、纠正错误数据、统一

存储格式等内容，得到符合科研数据标准规范

的结构化数据。这一阶段中严谨科学的科研活

动是影响后续数据质量的根本要素，数据预处

理的正确操作是提高科研数据质量的基本前提。

在成果整理阶段，从数据发现上升到知识

发现、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创造是这一阶段的主

旋律。数据的提取、整合和挖掘依赖于技术支

持者对数据处理技术的娴熟掌控和知识工作者

的数据素养，两者的协同作用才能得到更精准

的科研实验结果，才能更深入地揭示事物间潜

在关联和规律。

在成果发表阶段，知识工作者对成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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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阶段的科研数据进行知识整合与挖掘，得

到论文报告基本雏形。剔除部分偏离正常值

的数据，对科研成果进行适度修改调整后存

入科研数据存储库中。科研数据存储库将数

据结构化，保证关联数据的一致性，并实时

更新数据，将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存档、共享

至科研数据共享平台。

5  结论

大数据时代下，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归根结

底是对海量数据的挖掘与控制 [6]，科研数据的

质量控制也就成了科研人员根据科研数据进行

深入研究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从科研项目周期

内涵及相关数据活动阐述了引入数据质量控制

的必要性，并从科研项目周期和质量控制阶段

两个角度构建高校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架构体系，

在深入剖析体系中各部分的功能和特点基础上，

从认知、管理和流程三大视角构建了各有侧重

又综合协同的数据质量控制模式及流程，为高

校科研项目周期中的科研数据质量控制提供了

理论支撑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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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control approach and method 
for the data quality control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ycle of universities. [Method/process] It built a 
data quality and quality control architecture system arou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ycle and the data 
quality control cycle, and implemented data quality 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management, 
and process under this system, and introduced quality gap models and companies. Control methods such as 
architecture model and process analysis analyzed the data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ycle of universities. [Result/conclusion] A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quality control architecture 
system and a data quality control model suitable fo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ycle were established, 
which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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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个人智能连接服务研究
◎郭露 范炜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0064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机共生

的信息环境在急剧演变——从固定的桌面计算

环境扩展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泛在智能环

境。万物感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已经开启，

智能终端上丰富多样的 APP 和智能硬件正在潜

移默化地改变着个人获取日常生活信息的方式。

日常生活信息获取（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又称日常生活信息查询，是指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与工作任务没有直接

关系的信息，用于自我定位、解决问题的活动 [1]。

吴丹等总结出 26 类日常生活信息的主题类

型，对应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获取行为，

包括社交、阅读新闻、导航、购物、查询学术

信息、查看天气等，涵盖个人日常生活场景的

方方面面 [2]。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场景对于个

人信息行为的重要作用，任何信息行为都发生

在场景中，场景决定个人对信息系统的使用目

的和行为 [3]。获取日常生活信息的场景称为日

常生活场景。互联网场景实验室发布的《2018
年场景白皮书》显示 [4]，个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日常生活场景中丰富多样的 APP 和智能硬件为个人带来了新的连接体验，以

自动化、主动化和个性化为特征的个人智能连接服务分析，有助于信息服务的新场景融入与手段丰富

化。[ 方法 / 过程 ] 首先，归纳日常生活场景的主要类型，剖析场景内涵与要素、场景要素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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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PP和智能硬件读书、学习编程、记录社交、

诊断健康、消费休闲等。垂直领域的 APP 和智

能硬件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各类细分的日常

生活信息，但过多的 APP 安装和使用也为用户

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同时还有许多需求和任务，

需要跨应用才能实现，比如，希望将邮箱中收

到的大量附件保存到云盘，用户每次收到附件

时，都需要手动保存附件再上传到云盘，过程

繁琐且重复性高。

打造跨应用的连接服务在学术研究领域和

行业应用中均已有涉及。最耳熟能详的连接服

务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 其以互联

网为基础，将连接的对象扩展到任何物品，形

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实现智能识别与管理 [5]。

近年图书情报领域兴起的嵌入式服务，旨在连

接图书馆员与用户、用户与资源、用户与环境

设备等，在连接基础上，为用户的图书馆场景

提供全方位、主动化的知识服务 [6]。连接理念在

行业中的应用也不胜枚举，比如 Siri、Cortana、
Google Assistant、Alexa 等智能语音助手，其技

术原理主要为语音识别和底层应用连接，将用

户的语音输入识别为计算机可读的命令，在连

接已有服务的基础上，调用相应的网页、APP、
智能硬件等，提供用户在某一智能终端上所需

的服务。智能家居服务，旨在解决家庭场景的

连接问题。物联网、5G 等技术解决了基础的“硬

连接”问题，泛在信息环境下全方位、全时段

的“软连接”问题还有巨大的潜在研究空间。

用户在日常生活场景里需要频繁切换软件

应用，跨应用操作的界面切换带来的繁琐与跳

脱，使得连接服务的流畅感缺失，这是一个普

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如何协调与调用多个 APP
和智能硬件，提供更加高效、无缝衔接的智能

连接服务体验？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了解个人用

户和审视他们的行为过程，以“场景—连接—

体验”切入智能连接服务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

2  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连接分析

日常生活信息获取行为不是处于真空环境

的，而是与所处的日常生活场景紧密相关。要

实现日常生活场景的个人智能连接服务，首先

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场景。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连

接包括场景要素的连接和场景之间的连接。因

此，首先分析场景类型的划分，了解日常生活

场景的内涵；其次，根据场景的内涵识别日常

生活场景的要素；之后，从个人需求驱动的信

息行为过程，分析场景要素的连接以及场景之

间的连接和切换。

2.1  日常生活场景的类型划分

日常生活场景类型的划分与信息环境相关。

早期个人主要利用 PC 获取信息服务，由于 PC
不能移动，场景相对单一且不易变化，因此场

景相关的研究较少。掌上电脑（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出现后，其内嵌的条码扫描器、

RFID 等传感器，使感知的场景增多。G. Chen
和 D. Kotz 将场景划分为 4 类：物理场景、计算

场景、用户场景、时间场景 [7]。

智能手机出现和普及后，APP 不断丰富，

加上智能硬件的发展，获取日常生活信息的场

景也不断增加。H. Ko 和 C. Ramos[8] 将场景划分

为：家庭场景、医院场景、药房场景、公司场景、

餐厅场景、会议场景，但这些不是标准场景，

只是系统识别的部分场景。吴声 [9] 将场景划分

为重度场景和轻度场景。重度场景指的是消耗

量大、使用人多、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场景；

轻度场景与重度场景相对，具有一定稀缺性。

人工智能兴起后，其应用的场景极为广泛，

目前主要集中在交通、个人助手、医疗健康、

金融、安防、教育以及电商零售等场景，包括

无人驾驶、语音助手、智能家居等具体应用，

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10]。人工智能应用

中提及的场景是根据行业划分的，每个场景范

围较大，还可以细分为多个子场景。以米家智

能家居生态链中的家庭场景为例，将家庭场景

细分为回家场景、离家场景、家庭办公场景等

子场景。其中子场景的定义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米家预定义使用频率高、使用人数多的重度

场景，供个人直接选择使用，比如回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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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场景；另一种是使用人数较少的场景，个

人根据个性化需求自定义，比如宠物喂养场景。

参考 H. Ko 和 C. Ramos 的地点罗列式场景

划分方法和吴声的重度场景识别思想，结合《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1] 显示

的接入互联网最多的 4 个场所（家里、单位、

公共场所、学校），以此为依据，识别出 4 个

主要的日常生活场景：家庭场景、办公场景、

出行场景、学校场景。其中需要对办公场景做

出如下说明：办公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没有被

绝对地区分开来，有一定的重合度，本研究的

办公场景涉及的是一些辅助工作的行为，比如

上下班签到、开会提醒、文件管理等。

虽然在不同信息环境下，场景的类型划分

有所不同，且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但可以看出，

场景的内涵是相对稳定的，核心是人，关注人

周围的事与物。场景是客观存在的，信息通信

技术所能做的是优化感知场景的方式，提高感

知的方便度以及覆盖更多的场景类型，具体的

方式是通过软件、硬件和集成化信息系统来全

面感知场景，继而产生计算、判断和应用。

2.2  日常生活场景要素识别

从信息服务设计的角度看日常生活场景的

内涵，识别出的日常生活场景要素，包括个人

用户、APP、智能硬件和数据。人即个人用户，

事与物即为 APP 和智能硬件，连接个人用户、

APP 和智能硬件的是数据。

个人用户根据需求选择 APP 和智能硬件；

APP 可以直接为个人提供服务内容数据，也可

以采集场景中的数据，还可以远程连接控制智

能硬件；智能硬件可以直接为个人提供服务，

也可以被 APP 远程控制，还可以通过传感器采

集场景中的数据；数据包含个人数据、物理环

境数据和服务内容数据。以下分别对 4 个要素

进行论述：

（1）个人用户。日常生活信息获取研究中

的用户包括儿童和青少年、退休女性、孕期女

性、老年人、移民人士、留学生、低收入者、

高校师生等 [12]。本文的用户在现研究阶段没有

被细分，指代日常生活中可以正常使用计算机、

智能终端、APP 及各类服务的个人用户。下一

步研究会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不同类型人群的专

门研究。

（2）APP。软件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形态

和具体指代也有不同。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环境下，移动终端上的APP成为软件的代名词，

APP 种类覆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用户

在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和依赖 APP。
APP 可以通过个人用户的输入数据、行为

日志来识别场景，比如查询空闲教室，将其识

别为学校场景；也可以控制智能硬件，比如通

过米家 APP 控制空气净化器、智能冰箱；还可

以获取个人需要的服务内容数据。

（3）智能硬件。智能硬件包括传感设备（如

RFID、iBeacon）、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

VR眼镜）、智能家居（如智能冰箱、智能门锁等）。

智能硬件在场景中的作用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一是直接为个人提供服务，比如智能空调降温；

二是嵌入的传感器采集场景中的个人生理数据、

行为数据和物理环境数据，传输给 APP，实现

主动感知场景，比如智能空调中的温度传感器

采集室温，传输给米家APP，根据室温判断场景；

三是由 APP 连接控制。

（4）数据。场景中的数据包括个人数据、

物理环境数据、服务内容数据。个人数据分为

智能硬件采集的个人生理数据和行为数据，APP
采集的个人输入数据和行为日志。物理环境数

据是通过智能硬件采集的环境数据，比如位置、

气温。服务内容数据是指通过个人用户输入或

其他方式感知场景，APP 从网络获取的场景相

对应的服务内容数据，比如个人用户输入“课

表查询”，感知为学校场景，APP 从网络上获

取学校课程安排相关内容。

2.3  日常生活场景要素连接与场景切换分析

为了使个人用户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使用

APP 和智能硬件，更加贴合个人需求，符合个

人用户的行为过程，应对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需

求和行为过程进行分析，结合场景要素的使用



39

方式，探究需要场景中的要素如何配合。

个人用户实现一个完整的需求可能需要多

个 APP 和智能硬件，因此在实现个人需求的行

为过程中，需要点击多个 APP，操作多个智能

硬件。比如想了解多个新闻 APP 的头条新闻，

需要分别打开各个 APP 阅读。

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个人需求作为原始驱

动力，图 1 展示了场景要素之间的连接。连接

的要素有个人用户和 APP、个人用户和智能硬

件、APP 和 APP、APP 和智能硬件、智能硬件

和智能硬件，其中智能硬件和智能硬件的连接

可以通过连接控制智能硬件的 APP 来实现。连

接分为现实场景中已经完成的非数据连接和未

完成的数据连接。

图 1  场景要素连接图

（1）个人用户和 APP 连接。APP 根据场

景情况，给个人用户提供通过网络获取的服务

内容数据；APP 也可以采集个人输入的数据和

行为日志，实现场景感知。

（2）个人用户和智能硬件连接。智能硬件

可以直接为个人提供服务（图 1 最左侧虚线），

比如智能空调为个人用户提供降温服务。智能

硬件也可以感知个人的生理数据和行为数据，

传输给 APP 以实现场景切换。

（3）APP 和 APP 连接。APP 之间的连接

通过数据流通实现，数据可以是个人数据，比

如行为日志；也可以是由智能硬件感知的个人

生理数据、行为数据和物理环境数据，比如位置；

还可以是通过网络获取的场景相关服务内容数

据。通过连接控制不同智能硬件的不同 APP，
可以实现多个智能硬件的连接。

（4）APP 和智能硬件连接。智能硬件采集

个人生理数据、行为数据和物理环境数据，传

输给 APP，用于感知场景；智能硬件也可以由

APP 通过命令远程连接控制（图 1 最下方虚线）。

整个场景是在个人需求的驱动下运行的。

图 1 虚线代表的非数据连接在现实生活场景中

已经实现，因此场景连接需要关注的是图 1 实

线代表的数据连接，需要建立底层数据通道，

实现数据流通，连接场景要素。个人用户和

APP 之间、APP 和 APP 之间的数据是双向流通

的，个人用户和智能硬件之间、APP 和智能硬

件之间的数据是单向流通的。

每个场景都有场景要素，不同的 APP、智

能硬件和数据构成不同的场景。通过场景要素

的连接可以实现单个场景的连接，但要使个人

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获得更加无缝流畅的信息服

务体验，除了实现单个场景的连接，还要实现

场景之间的连接和自由切换。场景切换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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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中的要素发生变化，比如个人位置移动、

温度升降。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使用不同的

APP 和智能硬件，产生不同的数据，因此要实

现场景之间的自由切换，场景要素的连接和数

据流通是基础性架构，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

关注实现场景切换的数据是什么，数据在哪些

APP 和智能硬件之间流通，然后快速调用相应

的 APP 和智能硬件，即可实现场景之间连接和

无缝切换。

场景要素连接、场景之间的连接与无缝切

换，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自由地连接组合 APP
和智能硬件提供了基础，为个人提供更加流畅

无缝的信息服务创造了可能性。接下来在场景

要素连接和场景切换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需

求和行为过程，探索连接逻辑与实现途径，推

进流畅无缝的日常生活场景的个人智能连接服

务实现。

3 “IF-THEN”逻辑分析

实现场景要素连接与场景之间连接的逻辑

有很多，为了选择更符合个人需求的逻辑，需

要考虑个人的行为习惯。通过 M. J. Bates 提出

的 Berry Picking 模型 [13] 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场

景中的个人需求与行为是动态变化的，不是单

一线性的，个人的信息行为大多是有选择、分

阶段、有顺序的。A. K. Dey 等通过可视化编程

系统 iCAP 发现 [14]，当个人被要求使用场景感

知应用程序时，他们经常以类似“IF-THEN”

的逻辑指定操作。“IF-THEN”是一个条件判

断逻辑，包含了“IF 条件”和“THEN 之后的

动作”。“IF-THEN”逻辑中有触发条件和动

作的选择、“触发”与“动作”阶段和先后顺序，

符合Berry Picking模型中提到的信息行为方式。

因此，笔者选择以“IF-THEN”逻辑连接场景

要素。

3.1 “IF-THEN”逻辑构成

使 用“IF-THEN” 逻 辑 配 置 的“IF this 
THEN that”语句，是一条完整的“IF-THEN”

逻辑连接（Connection）。它有 3 个必不可少的

要素，分别是触发器（Trigger）、动作（Action）、

服务（Service）[15]，如图 2 所示：

IF this THEN that

触发服务 动作服务

触发器 动作

图 2 “IF-THEN”逻辑要素图

（1）触发器。“IF-THEN”逻辑中的触发

器对应“IF this THEN that”中的“this”，是“触

发条件”。当个人所处场景中的某个要素达到

触发条件时，就会自动触发相应“IF-THEN”

逻辑连接。触发器可以是任何场景要素。触发

器可以避免手动操作，实现自动化、主动化服务。

智能硬件中的传感器部件可以作为触发器，

而多个智能硬件和软件组成的系统可以实现触

发器解决方案，典型的就是苹果的 iBeacon 和

谷歌的 Eddystone，它们都是基于位置的服务

（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当对应的平

台靠近 iBeacon 或 Eddystone 时，就会触发相应

的服务。比如在图书馆设置 iBeacon，当个人用

户进入图书馆，向其推送可能感兴趣的图书；

APP 也可以作为触发器，比如 IF 收到会议通知

邮件 THEN 添加到行程表，邮箱就是触发器。

触发器也可以分为主动触发器和被动触发

器。主动触发器是实时监测，达到触发条件就

执行动作，比如 IF 室温超过 30 度 THEN 启动

空调，会实时监测室温。被动触发器是指当个

人执行了某个操作后触发，比如 IF 收藏网页

THEN 保存到 Evernote，收藏网页的操作就是被

动触发器。

（2）动作。动作对应“IF this THEN that”
中的“that”，是达到触发条件时由其他服务完

成的事情。“THEN”之后一切满足触发条件引

发的行为都是动作，动作与触发器是多对多的

关系，触发器和动作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根据

个人需求的设置来判定的。动作原本是需要个

人用户自行判断条件并手动执行的任务，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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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配置一条完整的“IF-THEN”逻辑连接，在

适当的场景下由平台调用服务的 API 主动执行

这个动作，避免繁琐的操作，实现无缝的、自

动化的服务，可以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

（3）服务。不管是触发器还是动作，都需

要 APP 或智能硬件作为载体，这些载体统称为

服务。触发器和动作是服务中的某些参数指标

的具体数据和功能，比如“接收邮件”是邮箱

的一个功能，此时邮箱就是一个服务。利用服

务可以创建无数个“IF-THEN”逻辑连接，通过

设置执行频率，实现个人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触

发器 - 动作”智能服务。

通过“IF-THEN”逻辑，可以实现场景要

素中数据的流通，APP 和智能硬件的连接。而

通过配置“IF-THEN”逻辑连接，可以连接个

人用户与 APP、智能硬件。“IF-THEN”逻辑

在连接场景要素的基础上，还可以实现场景之

间的切换。

3.2  基于“IF-THEN”逻辑的场景切换

“IF-THEN”逻辑可以帮助个人用户自由

进入场景、离开场景、切换场景。自由进入场

景是指当进入场景时，场景中某个要素满足触

发条件，启动该场景中的任务；自由离开场景

是指当离开场景时，自动结束该场景中的任务；

自由切换场景是一条“IF-THEN”逻辑连接中

触发器和动作的服务分别属于不同场景，实现

场景之间的自由切换。

在个人进入场景、离开场景和切换场景的

过程中，实现协同APP和智能硬件、自动化任务、

主动化服务，从而提供无缝流畅、简单方便的

日常生活信息服务。协同 APP 和智能硬件是指

在连接 APP 和智能硬件的基础上，通过“触发

器 - 动作”编程协同 APP 和智能硬件完成任务，

包括协同 APP 和 APP、APP 和智能硬件、智能

硬件和智能硬件。通过达到触发条件后自动执

行动作，避免手动操作，实现任务自动化完成；

通过主动触发器实时监测，达到触发条件就提

供主动化服务。

例如，根据个人用户一天的基本行为路线，

即早上购买家中物品、从家出发、开车上班、

下班接孩子，分别列举与行为对应的家庭场景、

出行场景、办公场景、学校场景中的部分“IF-
THEN”逻辑连接，来说明如何根据个人日常生

活中的需求，在场景中和场景之间，自由地连

接个人用户、APP 和智能硬件，实现以上几个

方面的智能连接服务，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IF-THEN”逻辑的个人智能连接服务

场景 “IF-THEN”逻辑连接举例 智能连接服务

家庭场景
IF冰箱中牛奶不足THEN购买牛奶 APP和智能硬件协同完成需求：协同冰箱和购物APP

IF下雨THEN提醒带伞 自动化任务：不需要手动查看天气

出行场景

IF启动车THEN同步行车记录到云盘 自由进入场景：当车启动时进入出行场景，触发服务

IF启动车THEN播报路况 主动化服务：主动播报路况而不需要手动查询

IF停车THEN记录停车位置 自由离开场景：当车关闭时离开出行场景

办公场景

IF进入公司THEN签到 自由切换场景：从出行场景流畅地切换到办公场景

IF收到开会通知邮件THEN创建日程表 APP和APP协同完成需求：协同邮件和日程表APP，地图和签到

APPIF离开公司THEN下班签到

学校场景 IF开车到幼儿园THEN发信息通知家人 智能硬件和智能硬件协同完成需求：协同汽车和手机

3.3 “IF-THEN”逻辑的“触发器 - 动作”编程

式实现

个人通过设置“IF-THEN”逻辑连接，将

触发器与动作相关联，实现在具体的场景中达

到触发条件就自动执行动作，实现“IF trigger, 
THEN action”形式的编程模型，我们称之为“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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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器 - 动作”编程（trigger-action programming，
TAP）[16-17]。B. Ur 等的一项研究发现，“触发器 -
动作”编程可以表达大部分的行为 [18]。“触发器 -
动作”编程是一个简单的编程模型，该模型使

个人能够轻松地创建规则来实现智能连接服务。

“触发器 - 动作”编程是最终用户编程

（end-user programming，EUP）的一种，最终

用户编程是指允许终端用户（非专业软件开发

人员）对计算机进行编程的活动和工具，最常

用的最终用户编程是电子表格 [19]。电子表格的

宏为个人提供了自定义批处理的接口，可以通

过“录制宏”将要执行的一系列操作录制为一

个宏，在需要的时候执行这个宏，可以达到一

键重复多个操作的效果，简单方便。“触发器 -
动作”编程允许个人通过触摸控制界面进行编

程，轻松创建复杂的任务，没有经验的个人也

可以快速学习使用。

“触发器 - 动作”编程允许在独立的技术 /
品牌之间定义抽象“IF-THEN”逻辑，触发器和

动作按层次结构组织，以允许在不同抽象级别之

间进行选择，“触发器 - 动作”编程支持多个触

发器和动作，触发器可以通过“OR”逻辑运算

符连接，动作可以使用“AND”逻辑运算符连

接 [20]。实际上，“OR”和“AND”逻辑连接运

算符的选择没有硬性规定，需要根据具体场景决

定。此外，G. Desolda 等在对类似触发器和动作

的定义中，说明最多可指定 3 个附加限制：是谁

（Who），在哪里（Where）和是什么（What）[21]。

基于“IF-THEN”逻辑的“触发器 - 动作”

编程利用 RESTful API 在各个服务之间创建数

据管道，再通过 OAuth 2.0（开放授权）获取服

务的权限，为个人自由地连接服务创造基础。

RESTful API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 http 协议的、面

向资源的软件架构，设计时将网络上的所有内

容都抽象为一个资源，每个资源有唯一的标识

符（URI），对资源的操作其实是通过 GET、
POST、PUT、DELETE 等命令操作 URI 实现。

通过 RESTful API 就可以实现不同生态产品间的

数据格式连接，解决不同生态系统中不同 APP

和智能硬件之间的数据兼容问题。

OAuth 2.0（开放授权）的机制能对用户的

隐私安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OAuth 2.0 通过

生成一个短期的令牌（token），允许第三方在

有限的权限范围下，访问用户数据，令牌是短

期的，到期会自动失效，用户还可以随时撤销

令牌使其失效 [22]。在后端配置“IF-THEN”逻辑，

让各个服务的数据和功能成为触发器和动作。

在用户界面，只需要执行简单的触发器、动作、

服务的选择来自定义场景，就可以利用已经编

写好的“IF-THEN”逻辑，实现“触发器 - 动作”

编程。

在通过“IF-THEN”逻辑连接场景要素的

基础上，采用“触发器 - 动作”编程来实现信息

服务的，就是“触发器 - 动作”编程式智能连

接服务。基于“IF-THEN”逻辑的“触发器 - 动
作”编程式智能服务已有不少，其代表有 Yahoo 
Pipes、Microsoft Flow、Zapier、IFTTT，下面进

行实例分析，总结各个服务的优点。

4 “触发器 - 动作”编程式个人智能
连接服务实例分析

国外已有一些“触发器 - 动作”编程式个人

智能连接服务的应用实现，并且形成了良好的

生态。相对国外，国内目前没有成功的应用案

例，笔者将对国外的相关服务进行分析，总结

其优缺点，可用作国内信息服务商进行个人智

能连接服务设计的参考。Yahoo Pipes 是 Web2.0
时代，根据个性化需求，利用 RSS 连接聚合不

同信息源内容，并在特定时间推送给个人的先

驱。而以 IFTTT 为首的“触发器 - 动作”编程

式智能连接服务，给了个人更多的 APP 选择、

更简单的操作界面、更自由的连接方式，其中

Zapier 是最早出现的办公场景的“触发器 - 动作”

编程式智能连接服务；同样专注于办公场景的

Microsoft Flow 作为 Microsoft 旗下产品，拥有

连接 Microsoft 办公软件的优势；IFTTT 除了支

持办公场景，还支持家庭场景、出行场景、学

校场景等，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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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服务的出现背景、适用场景、支持连接的场

景要素、支持的“IF-THEN”逻辑扩展等方面

进行介绍和对比分析，总结各个实例的优点。

4.1  Yahoo Pipes
2007 年，雅虎推出一个名为 Yahoo Pipes 的

微管道聚合工具，实现各种 Feed 聚合。Yahoo 
Pipes 提供图形化界面，允许个人根据需求设置

规则，来聚合不同来源的信息，并进行发布。

科技专家 T. O’Reilly 称“Yahoo Pipes 是互联

网史上的里程碑”[23]。

尽管 Yahoo Pipes 已经提供了图形化界面，

但使用难度仍然较高，这也是导致 Yahoo Pipes
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Yahoo Pipes 自动

化获取 Web 资源、聚合 Web 服务、重复使用规

则的思想却影响了后来的“触发器 - 动作”编程

式智能连接服务设计。

4.2  Zapier
办公场景中的 APP 迅速增多但彼此数

据不流通，而个人在工作中又经常需要在不

同 APP 间做重复的工作。为了使工作人员的

重复任务得以自动化，节约工作时间，2012
年 Wade Foster 等推出了应用于办公场景的

Zapier。不同于 Yahoo Pipes 复杂的操作界面，

用户只需要简单的点击，就可以连接两个或多

个 APP，构建自己的 APP 工作流程，自动执

行重复性任务 [24]。

在 Zapier 中服务被称为 Apps，一条完整的

“IF-THEN”逻辑连接被称为 Zap，一条 Zap 中

动作扩展为一个或多个动作或搜索。Zapier 中有

一个要素称为任务，通过 Zap 运行的每条数据

都算作任务，比如 Zap 自动向 Dropbox 添加 100
封电子邮件，就执行了 100 个任务。Zap 执行的

每项任务都是原本需要个人手动执行的。

4.3  Microsoft Flow
Microsoft 利用自身旗下有大量办公软件的

优势，在 2016 年推出同样适用于办公场景的

Microsoft Flow。在这之前，Microsoft 下的大部

分服务以及一些其他的办公软件，都在自己的

孤岛中运行，如果需要使用多个服务，数据传

输是一项挑战 [25]。Microsoft Flow 提供自动化平

台来解决数据传输难题，它允许个人连接不同

的在线服务和本地平台，比如 Office 365 和 SQL 
Server。Microsoft Flow 允许个人在 APP 之间创

建自动化工作流，实现自动化进程 + 任务，以

获取通知、同步文件、收集数据等服务 [26]。

服 务 在 Microsoft Flow 中 被 称 为

Connector。一条完整的“IF-THEN”逻辑连接

被称为 Flow，将动作扩展为一个或多个。另外

除了“IF-THEN”，Flow 还提供“IF NOT”逻辑。

4.4  IFTTT
IFTTT 是一个典型的应用于日常生活场景

的“触发器 - 动作”编程式服务。它打破互联网

中 APP 和智能硬件之间孤立的局面，通过 API
统一了连接方式，让个人可以像在现实中一样

随意组合 APP 和智能硬件，更加符合人们的使

用习惯。IFTTT 对“IF-THEN”逻辑进行了扩展，

将原本的“IF this THEN That”更改为“IF this, 
THEN that, AND that”或者“IF this, AND that, 
THEN that”，个人用户可以选择多个触发器和

多个动作。

在 IFTTT 中还有成分（ingredient）概念，

成分是指每次小程序运行时从触发器返回的

单个数据片段。小程序可以采集由触发器提

供的各种元素，并使用它们执行动作。IFTTT
得到了广泛应用，在 Google Play 2017 年度

的最佳应用获奖中，IFTTT 获得最佳无障碍

体验奖项 [27]。

4.5 “触发器 - 动作”编程式服务对比分析

由于 Yahoo Pipes 已经关闭服务，此处对

Microsoft Flow、Zapier、IFTTT 进行对比分析。

这三者都属于“触发器 - 动作”编程，其共同的

目标都是为非开发人员提供一种简单的连接方

法，连接 APP 和智能硬件，实现跨平台自动化

服务。这三者拥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都有支

持的服务、触发器、动作，并允许个人通过配

置触发器和动作来组合完成任务 [28]。接下来从

出现背景、服务定位、适用场景、场景连接和

逻辑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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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icrosoft Flow、Zapier、IFTTT 对比分析

产品

概况 场景连接 “IF-THEN”逻辑

出现背景
服务
定位

适用
场景

服务
数量

智能
硬件

自定义
任务

共享和使用
共享任务

规则要素
IF NOT
逻辑

Zapier
工作中在APP
间有很多繁琐
重复的操作

自动化
工作

办公
场景

1 000+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一个触发器，一
个或多个动作或
搜索

不支持

Microsoft
Flow

云服务之间的
信息孤岛

联机工作流
云服务

办公
场景

206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一个触发器，一
个或多个动作

支持

IFTTT
个人对APP和
智能硬件的控
制不够流畅

让所有APP
和设备自由

互连

日常生活
场景的各
个子场景

600+ 支持 支持 支持
一个或多个触发
器，一个或多个
动作

不支持

注：表格数据调查整理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

基于以上分析，在连接逻辑上，除了 IF-
THEN，还可以扩展 IF NOT、IF-AND-THEN、

IF-THEN-AND 等逻辑；在支持的 APP 和智能

硬件上，要尽可能丰富，覆盖个人用户日常生

活中的多个场景，提供无缝化、个性化、主动

化的信息服务，实现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个人智

能连接服务；在用户操作界面上，Yahoo Pipes
较高的使用难度是导致其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进行服务设计时，应尽量简化个人用户

的操作界面。

5  总结

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个人智能连接服务主

要由场景要素连接、场景之间的连接与切换、

“IF-THEN”逻辑连接以及“触发器 - 动作”编

程实现 4 个主要部分组成，具体概括总结如下：

5.1  场景要素连接

首先，确定详细的个人用户的日常生活场

景类型，要有具体的使用场景，产品和服务才

可能吸引用户。笔者提出了 4 种常见的类型，

具体的其他类型还需要根据个人用户的情况进

行详细分析。然后，提出了场景中的 4 个要素，

分别是个人用户、APP、智能硬件和数据，并分

析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其中数据连接需要注

意数据的流动方向。

5.2  场景之间的连接与切换

在场景要素连接的基础架构上，还需要实

现场景之间的连接。不同的场景由不同的 APP

和智能硬件构成，需分析同时调用哪些 APP 和

智能硬件，能实现场景之间的连接与切换。

5.3  定义“IF-THEN”逻辑连接

连接场景要素的逻辑有很多种，“IF-THEN”

逻辑是其中最直观的一种。定义“IF-THEN”

逻辑连接时，可以根据个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

的常用任务，预定义一部分“IF-THEN”逻辑

连接，供个人直接选择使用。另外也提供个人

自定义功能。逻辑支持多个触发器、多个动作

和 IF NOT 逻辑。

5.4  设计“触发器 - 动作”编程

“触发器 - 动作”编程是“IF-THEN”逻辑

的一种简单有效实现途径。利用 RESTful API 连
接各个服务，并通过 OAuth 获取服务授权，实

现服务之间的数据流通。将复杂的“IF-THEN”

逻辑隐藏在后端，只给个人用户提供简单的操

作界面，用户只需要点击选择触发器和动作，

就可实现自动配置完成“IF-THEN”逻辑连接，

实现日常生活场景的个人智能连接服务。

为推进日常生活信息服务研究的新场景融

入与深化，笔者总结了日常生活场景的个人智

能连接服务设计时需要连接的几个层次和实现

途径。主要的研究贡献是厘清了进行个人智能

连接服务设计的思路，包括划分日常生活场景；

识别日常生活场景的要素，即个人用户、APP、
智能硬件和数据；分析场景中的要素连接、场

景之间的连接与切换；从技术方法上实现场景

要素连接与场景之间的连接，提出了符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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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信息行为的“IF-THEN”逻辑来构筑

连接；在“IF-THEN”逻辑基础上提出了简单

易用的“触发器 - 动作”编程实现途径。

笔者从理论方法上探讨了个人智能连接服

务的设计，还有待进一步的服务实践检验。日

常生活场景中的个人智能连接服务实现，需要

进一步明确许多细节问题，比如细分日常生活

场景的类型、获取 APP 和智能硬件的权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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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ife scenario,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ay App and hardware provide smart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users with automation, initiative and 
personalization. [Method/process]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and elements of the context and 
classified the main personal context types according to user’s everyday life scenarios. Then, it analyz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user, APP, and smart hardware, and the data flow in the context and studied the design 
of “IF-THEN” logic rul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e of trigger-action programming. Finally, this paper 
compared typical examples of smart services based on trigger-action programming.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flow design based on “IF-THEN” logic and trigger-action programming for smart 
information service in personal everyday life, which could create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 desig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new 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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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社会学习与知识共享视角下在线实践社区
研究综述
◎张薇薇  蒋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南京 210044

1   引言

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oP）
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共享、组织学习和非正式

学习工具 [1]，成为近 20 年来教育、知识管理领

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2]。而在线实践社区（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OCoP）是传统 CoP 在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产物，也是一种全新的社

会学习方式，吸引了大量来自组织行为学、用

户信息行为等领域研究人员的兴趣。企业要增

强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注重员工学习能力尤其

是非正式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学习从根本上说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线实践社区（OCoP）是促进社会学习与知识共享的有效工具，对其相关研

究进展进行回顾和评述，可为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方法 / 过程 ] 首先从概念辨析

角度剖析 OCoP 的内涵、要素及其特征，然后从理论基础、社区管理、用户知识行为和用户持续参与 4

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系统详实的论述，最后对现有研究进展进行综合评述，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

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结果 / 结论 ] OCoP 学习环境的技术设计对其发展至关重要；近期研究关注知识

搜寻与知识重用等需求侧行为，以及将供给与需求结合的双向行为，同时知识贡献研究更加关注实践活

动、社群互动以及人造物设计的影响和作用；持续使用是持续知识共享的前提，后者包含持续贡献、搜

寻与重用等，这些持续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探寻；此外，社会学习与知识管理相结合的研究视

角是提升 OCoP 知识共享效果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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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社会过程，在线 CoP 正是一种有效的、

非正式的社会学习系统 [3-5]。近年来随着社会化

媒体日益兴盛，一些面向特定知识领域的在线

CoP 纷纷兴起，并且越来越引起相关职业人员、

专业领域爱好者以及求知者、学习者的强烈兴

趣和积极参与。一些企业组织、政府部门与教

育机构等纷纷建立面向特定职业领域的在线

CoP，诸如知乎、果壳、罗辑思维等知识分享平

台以及开源中国、Logclub 物流沙龙、Spark 技

术社区、ITPub、阿里巴巴商人社区等在线实践

社区，由于专注于向特定群体传递有价值的知

识与见解，越来越受到推崇。

近年来，在线实践社区的相关研究一直是

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普遍认

为 CoP 是提高知识共享水平的有效工具。但是，

用户持续参与意愿低、成员流失严重等问题凸

显。此外，现有大量知识管理项目的失败，归

结于组织员工使用知识管理系统的意愿较低，

更多倾向于非正式网络 [6]。据估计仅有 5% 的新

知识是通过组织培训获得，人们在工作中的绝

大多数知识是通过非正式 过程获取 [7]。因为隐

性知识是内嵌于个体的技能、智慧和经验，难

于表露，只能通过交互活动和非正式学习才能

有效共享 [8]。因此，深入探索在线实践社区的

管理机制以及用户行为特征、规律，对提高在

线社区知识共享水平和专业人员非正式学习能

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笔者综合利用各种文献检索工具（如期

刊文献全文检索系统、文献摘要检索系统、

Google Scholar 等）、主要文献数据库（如 Web 
of Science、CNKI、EBSCO、Elsevier 等）以及

网络上免费开放的学术信息资源。此外，通过

来源文献中引文追溯的方法，进一步扩大文献

调研的范围和丰富检索结果。中文文献检索的

关键词使用“在线实践社区”“虚拟实践社区”“专

业虚拟社区”；英文文献检索的关键词采用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virtual 
communities of practice”“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ies”。 同 时 以“ 社 会 学 习”(social 
learning) 或 者“ 知 识 管 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主题词为进一步筛选条件，检索时

间段为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2019 年 1 月 5 日。

本次检索文献以及追溯文献合计 183 篇，其中

中文文献 48 篇，英文文献 135 篇。通过逐篇阅

读摘要和关键词的方式，筛选出符合主题的文

献 86 篇。

2  在线实践社区的内涵解析

实践社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早作为社会学习理论应用

于教育情境下 [3]，后逐渐应用于组织学习、

知识管理、职业继续教育等领域。作为一种

社会学习和知识管理工具，在线实践社区既

继承了社会化媒体和网络社区的社会交互功

能，又弱化了其他社交软件的娱乐性 [9]。这

一概念在不同文献中表述略有差异，为了明

确在线实践社区的内涵，笔者进行了大量的

文献调研。根据对文献内容的仔细审查以及

从各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可以推断，在线实

践 社 区（OCoP） 与 虚 拟 实 践 社 区（virtual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VCoP）、 电 子 实

践 网 络（electronic networks of practice, 
ENoP）、专业虚拟社区（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ies, PVC）等概念的内涵接近或基

本一致。基于文献调研结果，笔者选取了部

分代表性文献并采取内容编码、数据抽取的

方式，将部分结果汇总成表 1。表 1 中“社群

成员”和“知识领域”两列数据抽取自代表

性文献中的实证研究或案例研究对象。OCoP
是传统线下实践社区和在线实践网络或在线

社区之间的有机结合；OCoP 既继承了传统实

践社区专注于解决问题、共享领域知识的特

征，又不像传统 CoP 那样具有紧密的成员联

系和频繁的面对面交流；OCoP 具有电子网络

或在线社区那样松散的成员关系、庞大的自

组织规模以及基于计算机媒介在线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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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在线实践社区相似概念解析及要素特征示例

相似概念 代表性解释 社群成员 知识领域

电子实践网络
（ENoP）[10-15]

ENoP 是一组具有类似问题和共同兴趣的网络
用户，以计算机为媒介，分享职业实践经验、
知识、观点的自组织社会空间 [10] 。
ENoP 成员参与的自组织与自愿性、社群开放
性、基于实践活动的知识交换、在线交流方式
是电子实践网络的 4 个显著特征 [11]。
ENoP分享的绝大多数知识归属于“实践经验”，
即从项目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教训 [12]

组织成员或企业员工 [10,12-13] 企业实践经验 [10, 12-13] 

法律职业人员 [11] 法律 [11]

软件开发职业人员 [14-15] 信息技术（软件开发 [14-15]）

专业虚拟社区
（PVC）[16-23] 

PVC 是实践社区（CoP）的一种扩展类型，或
者说是一种有利于在传统组织之外，通过知识
共享工具分享技能、经验的虚拟社区 [17]。
PVC 成员出于学习的目的，通过互联网进行
交流、信息交换和知识共享活动 [17]。
PVC 方便了知识工作者搜寻、收集、贡献知识，
从而提升能力、吸纳先进见解并解决工作中的
具体问题 [16]

IT 职业人员 [16-21] 信息技术（程序设计与编程语
言 [16, 18]、数据库与操作系统 [19]、
多媒体设计 [17, 20]、信息安全 [21]）

教师职业人员 [22] 教育 [22]

健康护理职业人员 [23] 健康 [23]

在线实践社区
（OCoP）[24-32]

OCoP 是具有传统实践社区特征的在线社区，
支持成员与社群的身份发展。社区用户实践与
身份的耦合使得 OCoP 不仅支持信息与知识共
享，也支持知识创造 [24]

OCoP 为成员提供一个协作、创造、贡献知识
技能的虚拟互联网平台。用户基于共同的兴
趣，采用论坛、邮件列表、电子公告板、博客、
Wiki 等社会化媒体工具，发布疑问 , 提供解答
和讨论问题，从而实现知识共享 [25] 
OCoP 有助于那些地理分布松散的组织成员进
行知识共享 [26] 

组织成员或企业员工 [26-27] 企业实践经验 [26-27]

游客、旅游爱好者 [24] 旅游 [24]

健康护理职业人员 [28-29] 健康 [28-29]

学术职业人员 [30] 学术 [30]

教师职业人员 [25, 31- 32] 教育 [25, 31-32]

虚拟实践社区
（VCoP）[24-32]

VCoP 是知识管理系统的一种重要形式，与传
统实践社区特征一致，用户通过社会性交互发
展各种社群身份（如共同的兴趣、主题或组织
背景）和成员身份（如专家、主持者）[33]。
VCoP 是由地理分布松散、具有相似兴趣的个
体组成的在线社区 [34]。
VCoP 是某个领域职业人员为了分享、搜寻与
实践有关的知识而兴起的在线社区 [35]

组织成员或企业员工 [36] 企业实践经验 [36]

物流职业人员 [33] 物流（第三方物流、供应链）[33]

IT 职业人员 [34] 信息技术（Java编程、数据库）[34]

健康护理职业人员 [37-39] 健康（预防肥胖症 [38]、社会关
爱 [39]）

学术职业人员 [40] 学术 [40]

医疗职业人员 [41-42] 医疗（癌症研究成果转化 [41]、
儿科康复 [42]）

基于表 1 的文献调研成果，笔者认为在

线实践社区属于 Web2.0 环境下虚拟社区的一

种，可以被定义为：基于在线技术的、面向特

定知识领域并共享实践经验的非正式学习系统

和开放式活动系统。经过总结和归纳，在线实

践社区具有以下三大要素：在线社群（online 
communities）、知识领域（knowledge domain）
和实践活动（practical activities）。从表 1 可知，

在线社群成员既可以是传统线下组织成员或企

业员工以计算机为媒介形成的相对较为紧密的

在线社会结构，也可以是各领域职业人员和普

通网络用户通过互联网平台以及各种社会化媒

体工具联结形成的相对松散的自组织社会空间；

知识领域是在线社群共同关注的主题和兴趣，

涉及企业实践经验、信息技术、医疗健康、教育、

法律、旅游等多个领域。而知识被定义为与事实、

程序、概念、解释、观念、观察和判断相关的

个性化或主观性信息 [43]；实践活动是在线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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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交换的基础，常见类型有解决问题、信息

请求、相似经验搜寻、资源重用、协调与协作、

文档创建、知识映射、差距识别等 [4]。 

3  在线实践社区的理论基础——社
会学习

社会学习起源于情境学习理论，是实践社

区知识共享的理论基础。 J. Lave 等 [3] 在研究

实践社区时提出情境学习，指出学习从根本上

是一个社会过程，学习的本质特征是个体在实

践社区进行合理外围参与的过程。实践社区不

同于传统学习环境的地方在于学习情境的真实

性和社会性。从学习的个体认知转向对学习情

境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 A. Bandura [44] 的社

会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发生在社会情境下的

认知过程，强调社会变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和

制约作用，并提出观察起源于学习、交互决定

论、自我效能等有益的结论。E. Wenger [4] 进

一步给出学习的社会化定义，提出了社会学习

系统的概念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学习的社会过

程。社会学习系统有 3 个核心概念：学习社群

（community）、社区边界（boundary）、用户

身份（identity）。边界是社会学习系统的重要

概念，能够提供不同于社区内部的学习机会，

并且社区边界是动态变化的，边界学习能使个

体效益最大化。用户身份是实践社区社会学习

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身份的塑造是学习的

重要组成部分，身份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别人

如何看你）和个体属性（自己如何看自己）[45]。

C. M. Johnson [46] 强调个体在实践中学习，

通过参与活动进行社会学习，通过学习加深成

员的相互承诺，也进一步推进了实践活动。社

会学习建立在协作学习的基础上，是集体学习

的一部分，然而并非所有的集体学习都有社会

性 [7]。基于实践社区的社会学习具有阶段性，学

习在理论上被视为是进入社区的轨迹，强调参

与实践活动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社会性参与塑

造了成员身份，知识技能的显著转变带来身份

的相应转变 [47]。成员通过社会学习进行知识交

换、知识获取与评价 [48]。近期学术界重点关注

对社会学习能力的分析与发展。例如 E. Vrieling
等 [49] 提出了针对教师职业社群的社会学习评估

框架，M. D. Laat 等 [50] 应用该评估框架分析具

体实践项目案例，探索与学习目标有关的小组

行为。

近年来，社会学习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组

织行为 [51-52]、技术创新 [53-54]、电子商务与消费

者行为 [55] 等领域。虽然社会学习理论出现在社

会化媒体之前，但是社会化媒体及其他在线技

术丰富和提升了社会学习 [7]。隐性知识及其转移、

共享一直以来是知识管理关注的焦点。隐性知

识只有通过组织化、社会化学习过程才能得以

表征和获取 [56]。隐性知识的许多属性不能通

过个体单独体现，而是通过组织的社会化方式，

如成员在情景实践活动中的交互作用才能充分

体现。这种特性意味着必须让拥有隐性知识的

专家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57]。因此，基

于实践社区的社会学习是隐性知识传递的有效

途径 [2]。

社会学习是在线 CoP 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社会学习相关理论可以有效指导社群知

识共享实践活动。近期研究表明，将社会学习

与知识管理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是提升实践社区

知识共享效果的有效途径。

4 在线实践社区的管理研究

4.1  在线实践社区的结构设计

社区结构是实践社区区别于传统学习情境

的地方 [46]，如果没有经过规划设计与组织，用

实践社区进行知识管理的目标会失败 [58]。社区

设计应包含领导层、交互联结、成员、项目、

人造物（artifacts）等诸多要素 [4]，其中人造物

是社区技术设计的重要组成 [46]，包含社群产生

的内容、工具、媒介和流程等。C. M. Johnson [46]

指出从新手进化到专家、从外围到核心的社区

流动机制设计尤为重要；M. Corso 等 [59] 通过个

案分析提出一个实践社区演化路径的模型，同

时指出创建实践社区需要企业组织和个体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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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参与； C. J. Chen 等 [19] 研究认为实践社区应

当包含知识库以及便于收集、管理和利用知识

的有效机制，如果缺少多样性、可重用、持续

的知识供给，社区的价值就会受到限制；冯涛 [31]

在研究教师在线实践社区时构建了知识共享系

统框架结构，并且提出与之相适应的 5 种策略；

Y. Pan 等 [33] 从技术设计的角度提出，社会网络

功能设计能够促进知识分享者与知识搜寻者的

双向知识交换。

4.2  在线实践社区的治理模式

围绕活动的组织模式是在线实践社区区别

于其他社区的显著标志 [46]。核心人物的培养对

OCoP 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人物的存在会引导和

带动社群知识共享行为 [40]。V. P. Dennen [60] 通过

案例分析探讨了新成员从外围参与向社区核心

层转换的路径，肯定了新成员通过观察社区规

范进行合理外围参与的价值。OCoP 模糊了个体

学习的界限，而突出了成员间的交互联结，促

进社区用户通过相互协作达成目标和解决问题
[1]。同时，实践社区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成员持续

参与的价值感和目标的可延续性，即使在初始

目标达成以后仍能留在社区内 [61]。虽然实践社

区是一个自组织网络，没有正式委任的领导角

色。然而研究者认为社群成员结构应包含领导

层，以便对知识共享活动进行调节 [62]。交互联结、

参与和安全信任是社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素 [5]。

4.3  在线实践社区的效果评价

实践社区最受认可的功能是允许隐性知识

的生成和传播 [26]。通过实践社区交换隐性知识，

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工作任务，减少新成

员的学习时间 [2]。J. F. Harvey 等 [57] 认为实践社

区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工具，具有共享领域观点、

信任、长期关系、彼此认同和创建实践活动的

功能。近年来，在线实践社区在一些职业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教育和公共医疗方面。

利用实践社区能够提升跨学科教学水平，能使

成员整合多学科视角，开展协作式教学 [48]。T. 
Kwong 等 [63] 采用用户调查和访谈法对教师实践

社区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然而，大多数社区

用户只是进行阅读活动，较少参与内容贡献和

知识分享 [38]，关于隐私、信任以及如何通过社

区技术设计、活动开发以提高成员参与度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 [39]。

5  在线实践社区的用户知识行为研究

知识本身并不是最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

是组织成员利用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 [46]。而知

识创新的基础是知识分享与知识重用 [64]。同时，

知识贡献与知识搜寻是知识行为的不同类型，

两者紧密关联共同促进知识共享 [65]。社区用户

既是知识供给主体也是知识需求主体 [19]。知识

共享活动是多个知识行为的复合概念，既包含

了知识供给方的知识贡献或分享行为 [10]，也包

含了知识需求方的知识搜寻 [15, 66]、知识重用 [67]

等行为。

经过广泛的文献调研、内容解析和概念抽

取，从知识供给侧、知识需求侧以及双向行为 3
个视角，总结形成如表 2 所示的在线社区用户

表 2  OCoP 用户知识行为类型及相应研究文献

知识行为

划分视角

知识行为

类型
研究文献

知识供给

侧行为

知识分享 [11] [16-17] [21-23] [26-27] [31-32] 
[34-35] [39-40] [68][70]

知识贡献 [6] [12] [14] [19-20] [37] [39] [68] 
[72]

知识供给 [13]

知识收集 [20]

知识创造 [27] [32] [40]

知识需求

侧行为

知识搜寻 [13-16] [19-20] [34] [39] [71]

知识评估 [15-16]

知识过滤 [15]

知识采纳 [16] [30]

知识利用 [37]

知识重用 [39] [64] [67] [72]

双向行为 知识交换 [13-14] [34]

知识转化 [23] [32] [37-39][41-43]

知识转移 [37] [4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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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行为分类体系。供给主体的知识行为主要

包括知识分享、知识贡献、知识供给、知识收集、

知识创造等，其中研究知识分享的文献最多，

其次是知识贡献；知识需求主体的知识行为包

括知识搜寻、知识评估、知识过滤、知识采纳、

知识利用、知识重用等，其中研究知识搜寻的

文献居多，而知识评估、知识过滤、知识采纳

和知识利用可视为知识搜寻过程的系列行为，

近年来知识重用方面的研究开始引发关注；双

向行为是知识需求方和知识供给方两者之间的

交互结合，包括知识交换、知识转移、知识转

化等，强调知识共享活动的效果。

5.1  知识供给侧研究

在线社区知识分享或知识贡献是学术界认

可的越来越重要的研究主题 [25]。国内外研究主

要围绕影响用户知识贡献或知识分享的前导因

素展开，例如从内外部动机、社会资本、社会

认知、组织氛围等角度 [19]。M. M. Wasko 等 [10]

应用集体行动理论验证个体动机和社会资本如

何影响知识贡献，发现影响效应最显著的是结

构资本；A. Kankanhalli 等 [6] 采用社会交换理论

解释知识贡献行为，发现知识自我效能、乐于

助人对知识贡献有显著影响；C. M. Chiu 等 [69]

综合社会资本和社会认知理论，验证了社会交

互、信任、互惠、身份认同、产出期望等对知

识分享意愿的影响；M. H. Hsu 等 [35] 基于社会

认知理论，将知识分享影响因素分为个体和环

境两类，个体因素包括自我效能、结果预期，

环境因素包括多维信任；M. Ma 等 [68] 从理论和

实证角度揭示了诸如评级系统和用户介绍的技

术设计能够驱动知识贡献；S. A. Brown 等 [70] 强

调实践活动和社会网络在知识分享中的作用，

实践任务复杂性会增加成员交互次数。此外，

动机和信任对实践社区知识共享过程有正向影

响。

5.2  知识需求侧研究

W. Zhang 等 [29] 应用信息加工双过程理论解

释社区成员的知识采纳行为，在启发式线索和

详尽可能性基础上，增加了类型一致性和信息

一致性线索；A. Majchrzak 等 [64] 通过案例分析

把创新型知识重用过程分为 6 个阶段，并识别

出 3 种主要行动，包括对问题与方法的再定义、

对其他可重用观念的搜寻与评价、对选定观念

的继续开发；P. H. Gray 等 [71] 在研究用户知识

搜寻的动机时发现用户从知识库搜索的主要目

的是解决问题；H. Kyriakou 等 [67] 研究了开放设

计社区内的知识重用，提出不同于复制型重用、

创新型重用的第三种类型——定制型重用。

5.3  双向行为的综合研究 
S. Watson 等 [72] 在组织情境下探讨了知识贡

献、知识获取与重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

分析，出于互惠动机，用户知识获取与重用行

为会激发用户知识贡献意图。而且随着知识贡

献量的增加，用户会从持续知识搜寻者演变为

持续知识贡献者 [73]。另一项研究恰好相反，用

户贡献行为会正向促进知识获取，而知识获取

与利用对社区推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Y. 
Pan 等 [33]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交互记忆系统研

究了在线实践社区成员的知识分享与知识搜寻

行为，验证了社会网络对知识交换的影响效应。

K. Behfar 等 [74] 研究了开源社区不同开发小组间

的知识转移，发现密集型小组内部的知识转移

对稀疏型小组之间的知识转移有正向影响。

6  在线实践社区的用户持续参与研究

用户知识行为的持续意愿相比初始参与要

复杂很多，为了更深入了解持续行为的机理，

需要仔细审视用户行为随着经验增长是如何演

化的 [75]。在线实践社区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成员发起并持续贡献知识的意愿 [25, 76]。

虽然在线社区在数量上显著增长，但只有少数

在线社区能保留用户并刺激用户进行持续的知

识共享 [68, 77]。持续知识共享是在线社区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同 [76]。

目前，国内外对信息系统、社会化媒体、在线

社区、网络服务等用户持续行为的研究日益增

多，研究主题主要有：采纳后行为、持续使用、

持续知识共享、持续参与、持续知识搜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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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知识贡献等。依据用户知识行为的类型研究，

持续知识共享包含了持续知识搜寻、持续知识

贡献等，而采纳后行为、持续参与可以并入持

续使用。

6.1  在线实践社区用户的持续使用研究

初始的采纳行为和使用后的持续行为有

着显著区别，大多数采纳后行为的研究使用了

ISC-ECM 模型 [78]。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由信息

系统使用的满意度和持续使用的感知有用性决

定。S. S. Kim 等 [75] 建立了一个纵向模型，以

解释用户采纳后行为的各种机制，包括前一次

评价会影响下一次评价、过去的使用会影响用

户评价、过去使用和将来使用的关联性；I. Y. L. 
Chen[18] 将专业虚拟社区用户持续参与意愿分为

情境驱动和技术驱动两类因素，前者主要变量

为社会性交互联结，后者为知识质量和系统质

量；V. Venkatesh 等 [79] 拓展了 IS 持续使用的两

阶段期望 - 确认理论，将努力预期、社会影响

和便利条件作为感知有用性的预测变量，同时

将信任作为交易类系统情境下的一个关键因素。

近期研究大都是在不同情境下对 ISC-ECM 的衍

生与发展。例如，李武等 [80] 将 ECM 模型应用

于社会化阅读 APP 持续使用意愿，并将感知有

用性细化为阅读有用性感知和社交有用性感知，

同时增加了主观规范；X. Lin 等 [81] 基于 ISC-
ECM 研究了 SNS 用户持续使用模型，增加了

SNS情境下的持续使用变量（如感知隐私风险、

感知娱乐性、感知声誉、社区认同等）对满意

度的影响。

6.2  在线实践社区用户的持续知识共享研究

知识共享是个体利用信息系统（在线社区）

知识的采纳行为，而持续知识共享行为被视为

采纳后行为。W. He 等 [82] 从知识贡献和知识搜

寻两个视角研究持续知识共享意愿，提出用户

信念具有情境差异，因此需要在两种行为情境

下构建驱动因素模型；Y. H. Fang 等 [34] 检验了

公正、信任和组织公民行为对用户持续知识分

享意愿的影响；X. L. Jin 等 [83] 研究了在线知识

问答社区用户的持续贡献行为（回答问题），

发现用户持续知识贡献意愿受到满意度、知识

自我效能的直接影响；T. Guan 等 [84] 发现基于

身份的信任、来自先前知识贡献的反馈、社会

曝光的机会、口碑营销以及来自互惠规范的压

力对问答社区用户的持续知识贡献行为有积极

作用。K. F. Hashim 等 [76] 验证了信任和情感承

诺对成员持续知识分享意愿的调节作用；社会

资本、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知识共享满

意度有正向影响，而满意度影响持续知识共享

意愿 [85]。此外，知识共享氛围、价值感以及交

流互动也对持续意愿有显著影响 [86]；李力 [77] 构

建了用户持续知识贡献意愿与持续知识搜寻意

愿的关系模型，前者通过乐于助人和互惠对后

者产生正向影响。

7  总结与评述

7.1  在线实践社区管理

现有研究主要从组织情境展开，主张将在

线实践社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知识管理工具。

社区治理强调社群交互、信任、价值对成员持

续参与的影响，同时实践活动、非正式网络、

领导角色以及核心成员的培养对于在线实践社

区知识管理与学习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目

前研究对 OCoP 作为知识管理工具的有效性上

存在不同结果，但是普遍认同 OCoP 是传递和

共享隐性知识的有效途径。此外，学术界普遍

认同 OCoP 是培养和促进学习过程的有效工具，

学习环境设计对于社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如

何从社区技术设计方面实现这些社会学习所需

的工具以及开展相应的实证调查研究，是未来

的研究方向。

7.2  社区用户知识行为

虽然有大量研究文献以知识共享为主题，

仔细考察其研究内容后发现，大多实质上是探

讨知识贡献行为。早期研究较多针对知识供给

侧行为，多从内外部动机出发，探寻影响知识

贡献或知识分享的各种驱动因素。社会认知理

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是早期研究

常用的理论基础。近期研究逐渐开始关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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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行为，如知识搜寻与知识重用以及将供

给侧与需求侧结合的双向行为。这些研究验证

了知识贡献与知识获取是密不可分、互相影响

的有机整体。此外，知识贡献行为方面的研究

也更加关注实践活动、社群互动、技术设计以

及各种工具媒介等人造物的影响和作用。

7.3  社区用户持续参与意愿

在线实践社区可以视为信息系统的一种特

殊类型与应用方式，用户持续知识共享与社会

学习的前提是对在线技术和社区的持续使用、

持续参与，因此可以采用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的

相关理论来分析在线社区用户的持续知识行为

与社会学习活动。相比大量而成熟的持续使用

研究文献，持续知识共享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

且大都以探讨持续知识贡献或知识分享为主。

持续使用的研究证实了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这

两个核心变量对持续意愿的显著效应，而具体

模型的变量构造取决于不同的研究情境，这对

持续知识行为研究有借鉴意义。此外，持续知

识共享涉及持续知识贡献、持续知识搜寻与重

用多个行为，这些持续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仍

是有待探寻的研究方向。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见，在线实践社区相关

研究横跨知识管理、用户信息行为与信息系统

使用等多个研究领域。社会学习与知识共享是

在线实践社区最主要的两类实践活动，二者相

生相伴、相互促进并相互影响，同是社区价值

的重要体现，也是社区发展的两大基石。基于

传统 CoP 环境下的知识共享理论已经无法适应

新技术、新环境的发展，未来的研究要更加强

调社会化、协作化知识行为及知识共享理论的

建构、验证和发展。此外，在线实践社区参与

者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特点、核心成员、参

与者的异质性等因素对知识共享和持续参与意

愿的影响机理，用户知识贡献、搜寻与重用行

为随着时间演化的相互融合和影响机理，以及

如何从机制设计角度促进在线实践社区持续知

识共享效果，都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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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erspective of Soci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Zhang Weiwei   Jiang Xue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OCoP) are effective tools to 

promote soci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is review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d 
OCoPs from 4 aspects of concept analysis, structure design, governance model and effect evaluation. Then 
it review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knowledge behaviors in OCoPs from 3 aspects of theoretical basis, 
taxonomy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Finally,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wa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deficienci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summarized. [Result/conclusion]
Technical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OCoPs;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on knowledge behavior of demand side, such as knowledge search and reuse, and two-way behavior of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Meantime, study of knowledge contribution behavior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effect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design of various artifacts; continuous usage is the 
premise of continuous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latter includes continuous contribution, search and reu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continuous behaviors remain to be explored. Furthermore, integrating soci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in resear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knowledge 
sharing.

Keyword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users’ knowledge behavior    knowledge sharing    soc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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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挖掘的“红色记忆” 
知识图谱构建
◎郭嘉欣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1  引言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人

在对真理追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使得其历史

发展的周期性较长，从而导致红色文化资源在

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存在着分布广、来源多、

类型杂、内容有限、组织程度低等问题，阻碍

了用户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利用。2012年，

谷歌公司首先提出知识图谱的概念 [1]，意在从

语义角度组织网络数据，构建大型知识库，进

而提供智能搜索服务。国内外各公司和研究机

构也纷纷开始构建知识图谱，如德国马普所的

YAGO[2]、谷歌的 Knowledge Vault[3]、复旦大学

的 CN-DBpedia[4] 及清华大学的 XLore[5] 等。知

识图谱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表示方式，逐渐成

为各行各业从网络化向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重要

一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追求的过程形成红色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知识

组织和挖掘构建 “ 红色记忆 ”，不仅能够提升民族自信与凝聚力，更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针对

红色文化资源所存在的分布广、来源多、类型杂、内容有限、组织程度低等问题，构建基于多源异构数

据挖掘的 “ 红色记忆 ” 知识图谱，以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方法 / 过程 ] 首先通过设计概念、关系及

属性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本体库，完成 “ 红色记忆 ” 的知识建模工作；其次通过多渠道采集红色文化资源，

具体分析红色文化资源的构成和特点，针对这些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实体、属性、关系识别采取；最后

通过图数据库存储构建 “ 红色记忆 ” 知识图谱。[ 结果 / 结论 ] 通过构建 “ 红色记忆 ” 知识图谱，能够对

多源异构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进行深层关系挖掘，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组织水平，为实现红色文化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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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  知识图谱构建  知识建模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郭嘉欣 .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挖掘的 “ 红色记忆 ” 知识图谱构建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20, 

5(1): 59-68[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200/.

作者简介：郭嘉欣 (ORCID：0000-0002-7243-0291)，硕士研究生，E-mail：jxguo718@163.com。

收稿日期：2019-12-10        发表日期：2020-02-25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年 第 1 期（总第 25 期）

60

构成部分，蕴涵着十分丰富的革命和历史价

值，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支撑 [6]。受电子

技术迅速发展的影响，许多地区提出了建立

红色文资源数据库，如四川特色文化资源数

据库 [7]、西柏坡红色教育资源基础数据库 [8] 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红色文化资源的组织程

度得到了提升，但也还仅仅停留在数据存储

的阶段，其组织程度还不够高。知识图谱这

一新的资源组织方式并没有在红色文化资源

的研究利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笔者

通过采集结构各异、来源不同的红色文化资

源数据，对其进行知识组织和挖掘，进而构

建“红色记忆”知识图谱，提升红色文化资

源组织程度，把红色文化资源以更直观、动态、

关联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2 “红色记忆”知识图谱的构建流程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

设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称 [9]，

它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发展于当下，其内涵

将伴随历史进程和实践需要而不断深化。对红

色文化资源进行组织和挖掘，可以重现蕴涵在

其中的“红色记忆”。知识图谱本质上是结构化、

语义化的知识库，它以图的结构表示现实世界

中的实体、属性及其关联，其中图的节点代表

实体，而实体之间存在的语义关联则用图中的

边来描述 [10]。构建知识图谱的方式主要有以下

两种：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 [11]。自顶向下的方

式是指事先细化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完成

本体库设计，形成知识图谱的 Schema 层，然

后将实体匹配填充到预定义好的本体 Schema
层中。自底向上的方法则是先从语料库或数据

集中抽取出实体、属性和关系，并把同类型的

实体重新进行组织，将其抽象为概念，最后构

建得到 Schema 层。

笔者将综合应用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这两

种不同的方式来构建“红色记忆”知识图谱。

首先，通过观察比较红色文化资源的各个数据

源，确定“红色记忆”知识图谱所需要的具体

数据，通过编写网络爬虫、手动采集等方式从

红色图书、网站、开放数据集、百科等多种数

据源中获取构建“红色记忆”知识图谱所需要

的数据，其中，开放数据集是结构化数据的主

要来源，百科是半结构化数据的来源，从红色

图书和红色文化垂直站点获取的则是非结构化

文本；其次，通过剖析红色文化资源数据的构

成及特征来设计概念、关系及属性，运用工具

Protégé 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本体库，从而完成“红

色记忆”知识建模；然后，基于设计好的本体库，

根据所获取的不同形式的数据采取不同的方法

进行实体、关系、属性的抽取；最后，将识别

得到的红色文化资源知识进行整合处理，并将

其存入图数据库 Neo4j 中，通过 Neo4j 完成知

识的可视化呈现，实现“红色记忆”知识图谱

的构建，整体过程如图 1 所示。

3  基于“红色记忆”本体构建的知
识建模

知识建模是知识图谱构建的一项重要任

务，它是对知识进行逻辑化和体系化的过程。

通过本体构建来进行知识建模能够充分描述知

识图谱中所涉及到事物的属性及联系。本体

作为一种抽象化的表示模型，可以清楚明了

地定义和描述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确定知

识图谱的数据形态，说明知识图谱中存在哪些

数据，例如实体的类别、不同实体所拥有的属

性、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联 [12]。本体的构建过

程较为复杂，为了确保规范性，构建本体时必

须要遵循相应的原则。目前被广泛认同的本体

建模规范是 T. R. Gruber 提出的 5 条准则：明

确性、一致性、可扩展性、最小编码偏差和最

小本体承诺 [13]。对于本体构建方法而言，目

前已有一些较为成熟的方式，如 IDEF-5 法、

Methontology 法、七步法和基于叙词表构建本

体法等，其中，七步法相比其他方法而言具有

一定的通用性 [14]，所以笔者选用七步法，并综

合考虑红色文化资源自身的特点，构建“红色

记忆”本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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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色记忆”知识图谱整体构建流程

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

不仅具有资源的属性也具有文化的属性，还具

有二者深度融合所衍生出来的特殊属性 [15]，这

也导致了其分类标准的多样性。根据渠长根等
[16] 的归纳，目前学术界针对红色文化资源所采

用的最基本的分类法是将其划分为物质和精神

两大类，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将红色文化资源

划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类型，或是根据一般、

特殊的两分法来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在

实际的研究中，除了将红色文化资源按照简单

的二分法标准来划分外，通常还会根据不同的

学科需要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划分，张泰城 [17]

依据“以主题分类为主、兼顾学科的原则”，

并遵循中文的语言习惯将红色文化资源划分为

红色旧址、器物、文献、人物、事件、文艺、

建筑、精神、研究、创作 10 个大类；张克伟 [18]

按照国家旅游资源的分类方法首先把红色文化

资源细分为三大主类：遗址遗迹、建筑和设施、

人文活动，再将其细分为 10 种基本类型，其中

遗址遗迹包含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军事遗址与

古战场两类，建筑和设施分为文化活动场所、

展示演示的场馆、碑碣（林）、名人故居和历

史纪念建筑、陵区陵园 5 类，人文活动包含人物、

事件和文艺作品 3 类。

构建“红色记忆”本体库通常需要对概念、

属性及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设计考量。对于“红

色记忆”来说，其核心是人，因此首先确定的

是“人物”这一重要概念，与之密切联系的必

然是人物所经历或参与的事件，因此也加入“事

件”概念。根据“人物”和“事件”这两个主

题概念对“红色记忆”相关的信息进行浏览，

发现人物所加入的组织与人物和事件的联系也

非常密切，故将“组织”加入本体列表。除此

之外，人物故居、纪念馆、陵园等信息也是比

较重要的概念，而这些信息都可以看作是建筑，

因此，新增“建筑”这一概念。针对“红色记

忆”，其所具有的文化属性也必然会涉及到红

色文学艺术作品，所以增加“资源”这一概念。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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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5 个概念确定之后，参考前文提到的分类标

准以及实际搜集到的数据来辅助划分子概念。

其中，人物作为独立概念不再进行划分；由于

搜集到的事件相关数据基本为会议和战争两类，

所以将事件划分为会议、战争及其他 3 类，同

样地将组织划分为学校、军团、政党和其他，

将建筑分为名人故居、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塔、

遗址（旧址）、陵园、陵墓；资源则按照载体

形态的不同分为书籍、电影、画作、诗词和歌

曲。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概念，发现事件、建筑、

组织的细分概念存在一些模糊的边界问题难以

确定，并且直接使用子类概念进行构建会降低

本体的可扩展性，所以将事件、建筑、组织的

子类概念取消，转而新增“类型”这一概念，

并将类型划分为事件类型、建筑类型和组织类

型 3 类，并在各类型中添加“其他”这一选项，

从而保证了所构建本体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

扩展性。

综上所述，“红色记忆”本体中的概念主

要分为以下 6 个类别：建筑（Architecture）、

事件（Event）、类型（Genre）、组织（Organization）、
人物（Person）、资源（Resource），其中类型

与资源两个概念下又划分了多个子概念，类别

分为建筑类型、事件类型和组织类型。对每个

类别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每个概念具有的特征

不同，故根据不同类别的特征对属性进行定义，

这里选取了“红色记忆”本体模型部分概念和

属性进行展示，如表 1 所示：

表 1 “红色记忆”本体模型部分概念和属性

序号 概念 子概念 属性

1 建筑（Architecture） 建筑 建筑ID、名称、所在地、图片、类别、描述

2 事件（Event） 事件 事件ID、名称、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发生地、参与人员、描述

类型（Genre） 组织类型 组织类型ID、组织具体类型

3 建筑类型 建筑类型ID、建筑具体类型

事件类型 事件类型ID、事件具体类型

4 组织（Organization） 组织 组织ID、组织名称

5 人物（Person） 人物 人物ID、姓名、出生时间、死亡时间、性别、职位、别名、国籍、民族、
出生地、所著作品、描述

资源（Resource） 图书 图书ID、题名、出版时间、责任者、出版社、ISBN、描述

6 诗词 诗词ID、题目、作者、具体内容、描述

电影 电影ID、名称、类型、上映时间、参演演员、导演、编剧、描述

上述所设计的本体库中，概念和子概念之

间是上下位关系，子概念具有不同的属性，子

概念所包含的实体和实体之间则存在不同的语

义关联，如人物与人物之间存在“配偶”、“子

女”等多种关系，建筑与人物 / 事件之间存在“纪

念”关系，基于前文所述概念设计，最终确定“红

色记忆”中所涉及的部分关系。通过本体构建

工具 Protégé 添加“红色记忆”定义好的概念及

关系，完成“红色记忆”知识建模，设计的部

分本体概念如图 2 所示：

表 2 “红色记忆”部分关系

关系名称 关系说明

配偶（hasMate） 人物与人物之间

子女（hasChild/isChildOf） 人物与人物之间

纪念（commemorateFor） 人物/事件与建筑

成员（hasMember） 组织与人物

事件类型（hasEventGenre） 事件与事件类型

参与（particaipateIn） 人物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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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色记忆”部分概念本体

4 “红色记忆”数据源与知识获取

红色文化资源见证了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到

逐渐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 [19]，其历史发展的周

期较长，所以其资源采集、处理和存储方式也

不尽相同，这也使得与红色文化资源有关的数

据也呈现出明显的多源异构性。全国各地的图

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各类纪念馆、陈列馆、

红色旅游景点等都是获取红色文化资源的来源，

除此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使得各种 Web 资

源变成获取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来源。所以，

从这些来源采集到的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

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就是构建“红色记忆”知识

图谱的数据基础。

结构化数据能够用数字或文字来描述或表

达 , 具有相同的层次或网络结构，通常存储在

关系型数据库中。“红色记忆”的结构化数据

主要来源于开放数据集，具体方法是利用 API
接口将数据下载到本地并存储为关系型数据。

“红色记忆”知识图谱的构建便是基于结构化

数据，并搜集其他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数据

进行补充。

非结构化数据通常是利用自然语言形式保

存的文本资源 [20]，是最丰富的知识来源，在红

色文化网页、红色旅游网页、图书等非结构化

的数据源中均存在大量文本。实体识别作为自

然语言文本处理的基础 [21]，是知识图谱构建的

重要步骤。实体识别即命名实体识别，是指从

语料中抽取出具有特定含义的命名性指称项，

如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等 [22]。对“红色记忆”

知识图谱而言，要识别的实体即是在模式层的

“红色记忆”本体模型中所定义的概念。对于

实体识别，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机器学习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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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可以利用网络爬虫等相关工具从网页

中获取“红色记忆”语料，再利用分词工具对

语料进行分词、标注等预处理工作，之后将标

注好的语料进行词向量转换。最后选取训练集

语料，并通过机器学习训练出抽取模型 [23]，利

用实体识别模型来从文本中提取出“红色记忆”

的实体。实体识别完成后，可继续进行属性获取。

“红色记忆”知识图谱实体属性获取的来

源是各类百科网站词条的 infobox，infbox 中的

信息通常为半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这使得在获取“红色记忆”

中人物信息时，只需利用爬虫爬取百科词条中

相应的 infobox 标签即可获取关于人物的一些基

本信息。例如图 3 展示的是“杨至成”这一人

物词条的 360 百科的 infobox 信息，选取其中的

中文名称、外文名称、别名、国籍 4 个属性，

通过浏览网页源代码可以得到这些属性的信息

（见图 4）。通过解析网页源代码，发现根据

“class”标签找到人物所对应的属性，那么可

以利用 python 的 BeautifulSoup 库来对 html 元
素进行操作，从而获取“杨至成”的属性信息，

得到 < 实体，属性，属性值 > 三元组。

图 3  人物词条 infobox

图 4  网页源码

实体间关系的识别抽取则与实体识别

的原理类似，再获取得到“红色记忆”实

体后，结合所获得的“红色记忆”实体，

选取含实体对象较多的语句，对其进行实

体关系的抽取。通过对实体、属性、关系

的识别抽取，最终获取到构建“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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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所需要的实体、属性和关系。最后，

把从不同来源获取的数据进行整理归类，

并将其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部分数据示

例如图 5 所示：

图 5 “红色记忆”部分数据示例

5 “红色记忆”知识存储

目前，知识图谱的存储工作主要是通过图

数据库完成的。通过图数据库存储知识图谱，

能够实现图数据的可视化，并能通过图数据库

所提供的各种工具对知识图谱进行集成管理，

能高效迅速地满足用户的各类需求。当前，

Neo4j 以其优良的性能和简单的操作等优点，

在各种图数据库中使用最为广泛。笔者将“红

色记忆”知识图谱存储在 Neo4j 中，Neo4j 中
的标签代表“红色记忆”中的概念，节点代表

了“红色记忆”中的实体，而边则描述的是关

系。Neo4j 通过执行 Cypher 命令能够管理和

操作知识图谱中的数据。由于 Cypher 命令提

供批量导入 CSV 格式数据的 Load 语句，所以

将关系型数据库中的“红色记忆”知识转化为

CSV 格式的文件进行存储，并按照以下语句

批量导入。

批量导入概念 /实体（以导入“建筑”为例）：

LOAD CSV WITH HEADERS  FROM 
“file:///Architecture.csv” AS line

M E R G E ( p :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 A r c h I D : l i n
e .ArchID,nameS: l ine .nameS,address : l ine .
a d d r e s s , p l a c e : l i n e . p l a c e , f i r s t I m g : l i n e .
firstImg,type:line.type,desc:line.desc})

批量导入关系（以导入人物与事件之间的

关系“ParticiPateIn”为例）：

LOAD CSV WITH HEADERS FROM “file:///
PersonToEvent.csv” AS line 

Match(from:Person{PersonID:line.PersonID})
,(to:Event{EventID:line.EventID})  

merge(from)-[r:participateIn{PersonID:line.
PersonID,EventID:line.EventID}]->(to)）

将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的“红色记忆”

知识批量导入 Neo4j 后形成“红色记忆”知识

图谱，结果如图 6 所示，蓝色的圆点表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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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圆点表示组织，红色圆点表示建筑，棕

色圆点表示红色资源，橙色原点代表事件，通

过箭头指示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知识图谱所

具有的开放互联的特性，后续还可运用 Cypher

命令增加新的数据 [24]，形成大规模“红色记忆”

知识图谱，从而实现红色文化智能搜索、知识

问答、知识推理等应用，为实现红色文化资源

的智能化服务奠定基础。

图 6 “红色记忆”知识图谱

6  结语

将知识图谱这一新的组织技术应用于红色

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是红色文化资源学科发

展的必然抉择，也是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要

求。笔者通过定义概念、属性、关系设计了“红

色记忆”本体库，完成“红色记忆”知识建模，

并从结构不同、来源各异的红色文化数据源获

取数据，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命名实体的识别、

关系及属性抽取来获取知识，进而得到“红色

记忆”三元组，并将其存储于Neo4j中，构建了“红

色记忆”知识图谱 , 从而更进一步地提升红色文

化资源的组织程度，将红色文化资源以更直观、

更现代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分布于各处的碎

片化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重组 [25]，重现了蕴涵

在书籍、歌曲、遗址中的“红色记忆”。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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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工作中，笔者将进一步对“红色记忆”知

识图谱的智能问答、知识推理等应用进行研究，

满足用户对于红色文化的智能化服务的需求，

更大程度上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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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ed Memory” Knowledge Graph Based on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Mining

Guo Jiax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ursuit of truth. Constructing “red memory” by organizing and mining 
knowledge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an not only enhance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and cohesiveness, 
but als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re may be many problems when us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wide distribution, multiple sources and types, limited content and low degree 
of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d memory” 
knowledge graph based on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red cultural resource ontology library for knowledge modeling of “red memory”. Secondly, it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ollected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extract 
entities, attributes,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e “red memory” knowledge graph was constructed through 
knowledge fusion and storage. [Result/conclusion] By constructing the “red memory” knowledge graph, it 
is possible to mine deep relationship on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red cultural resource data,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degree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alize of intelligent services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Key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knowledge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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