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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产业链视角下结合 K-means 和 LDA 的专
利技术主题挖掘与趋势分析
           ——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例

陈玲 1  林平 1  段尧清 1,2

1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2 湖北省数据治理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9

1  引言

专利是衡量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指标，专

利内容挖掘是提高科学技术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产业链视角下，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例，构建 VR 专利产业链语料库，挖掘中

国 VR 专利的技术主题、研发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方法 / 过程 ] 首先，利用 Python 爬取 VR 领域的

专利文本，通过数据清洗得到有效语料库；然后，结合 IPC 分类号和 K-means 聚类算法，构建并验证

VR 专利产业链；最后，基于 TF-IDF 算法和 LDA 主题模型，识别出产业链视角下中国 VR 专利的核心

技术主题及其综合强度、技术研发热点和未来趋势。[ 结果 / 结论 ] 当前中国 VR 产业链各环节的专利

比例不均衡，上游研发最热门，其次是下游应用，最薄弱的是中游制作。主题挖掘方面，上游热点为软

件研发，中游热点为影视制作，下游热点为医疗、教育、娱乐应用。未来趋势方面，产业链上游将以电

数字数据处理、光学元件、图像通信等技术为主流，中游将以车辆部件、动力装置、减振装置等技术为

主流，下游将以室内游戏、医学诊断、鉴定等技术为主流。

关键词：K-means 聚类算法   LDA 主题模型  技术主题演化  文本挖掘  VR（虚拟现实）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3

引用格式：陈玲 , 林平 , 段尧清 . 产业链视角下结合 K-means 和 LDA 的专利技术主题挖掘与趋势分析 

—— 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例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20, 5(3): 135-146[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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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专利内容挖掘涉及专利分类、专利聚类、

主题识别、技术趋势分析等方面，其中专利技

术主题分析是其研究的核心所在。专利技术主

题分析聚焦于识别专利文本的主题（如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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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构建主题间的相互关系、预测主题

的发展趋势等），对技术研发内容具有高度的

概括性和代表性 [1]。随着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

的兴起，文本挖掘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技术

专利主题分析中，其中以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尤为突出。专利技术主题

分析方法主要是抽取专利文献标题、摘要及技

术要点中的技术特征词，利用文本挖掘方法选

择获得主题词，建立主题词之间的共现关联关

系，从而聚类获得技术主题 [2]。专利技术主题

分析常用的方法包括：①利用专利的分类属性

作为其技术主题；②通过专利共现网络和引用

关系为专利聚类；③使用 SAO（subject -action 
-object）结构语义相似度识别、主题模型或主题

聚类等方式从专利等科技文献中挖掘技术主题；

④借助技术主题的时间信息，使用时间序列分

析等方式预测技术主题演化趋势 [3]。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虚

拟现实作为战略新兴技术的代表，涉及通信、

互联网、新媒体等多个领域，具有突出的跨界

融合性与技术交叉性，有望引领新一轮技术的

变革。众多科技新兴企业均在VR领域积极布局，

主要科技大国也均把 VR 列为战略新兴领域，中

国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G20 工商峰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发展人工智能和虚拟现

实等技术，大力支持虚拟现实（VR）等新兴前

沿领域创新和产业化，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 [4-8]。

在产业链视角下，深度挖掘中国 VR 领域的专利

技术主题、技术热点与发展趋势，可以分别从

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的角度对政府、产业和

企业提供不同的情报服务，在此基础上制定相

应的竞争战略；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VR 科研

机构和企业等主体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更好地

进行专利布局，为中国 VR 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建议，最终提高中国VR领域的整体产业竞争力。

2  相关研究

2.1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生成与

现实环境在视、听、触感等方面高度近似的数

字化环境。用户借助相关设备与虚拟环境中的

对象进行交互，从而产生真实环境的感受和体

验。目前关于虚拟现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

研究 [4-5]、系统研究 [6-7]、应用研究 [8]3 个方面：

①虚拟现实技术研究。学者主要从立体显示技

术 [9]、传感器技术 [10]、三维图形生成技术 [11] 等

方面将虚拟和现实环境进行混合、实时交互、

三维注册。②虚拟现实系统研究。主要分为硬

件研究和软件研究，硬件研究包括三维跟踪定

位设备、人体运动捕捉设备、触觉力觉反馈设

备等的研究 [12]；软件研究包括数据库研究 [13]，

三维动画、网络场景等应用软件研究 [14]，基于

Vizard 软件、Virtools 软件、EON 软件等的虚拟

现实开发平台研究 [15]。③虚拟现实应用研究。

随着技术不断地进步与成熟，虚拟现实技术逐

渐被应用到教育 [16]、医疗 [17]、图书馆 [18]、博物

馆 [19] 等不同场合，从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

学习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2.2  基于文本挖掘的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技术主题分析是文本挖掘在专利分析中的

重要应用之一。目前已有较多利用文本挖掘方

法进行专利技术主题分析的研究成果，依次包

括词频统计分析、共词分析、文本聚类分析、

文本挖掘技术与引文聚类相结合的技术主题分

析 [20]。①基于词频统计的技术主题研究。主要

是通过 IPC 分类号、高频词等的统计分析，研

究某技术领域的主题分布情况 [21]。②基于共词

分析的技术主题研究。主要包括共词网络分析、

共词聚类分析和战略图分析 3 种方法，可以比

较客观地揭示技术领域中的各技术主题及技术

主题之间的相互关联 [22-23]。③基于文本聚类的

技术主题研究。主要是对专利进行聚类，形成

代表技术主题的多个聚簇；为每个聚簇生成主

题词，从而直观有效地表示技术主题的分布情

况 [24]。④基于文本挖掘与引文聚类相结合的技

术主题研究。主要从文本信息与引用信息的底

层融合角度，分析技术研究热点、识别新兴技

术主题、预测技术主题的发展趋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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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 LDA 主题模型的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基于 LDA 模型的专利技术主题分析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采用传统的 LDA 模型分

析专利文本构成的语料库，如对专利领域技术

信息进行主题划分、测量与分析专利丛林 [26]，

挖掘专利领域的技术及其继承关系 [27]。另一类

是根据特定的分析目的或专利信息的结构特征

对 LDA 模型进行改进或拓展，如构建基于 SAO
结构、P&S 模式的 LDA 主题模型 [1]，提出结合

LDA 和 HMM 的组合方法 [3]，构建基于 IPC 和

WI 结构的 WI-LDA 模型 [28] 等，分析某一专利

领域的技术主题分布，识别和预测专利领域的

核心技术、演化规律及未来趋势。

2.4  文献述评

已有文献中，关于专利技术主题的分析，

多将专利文本视为统一整体进行文本挖掘，

或者按照专利标题、专利关键词、专利正文

等不同视角，进行主题挖掘，较少结合专利

的产业链特性进行技术主题分析。而关于产

业链视角下的相关专利分析，在产业链构建

方面均是通过经验判断等定性研究方法进行

专利挖掘，且多从专利数量、专利类型、地

域分布、核心申请主体等角度出发，进行专

利分布研究，未结合专利文本进行技术主题

的深度挖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产业链

视角出发，以 VR 技术为例，利用专利的 IPC
分类号构建专利产业链，并通过 K-means 聚

类验证产业链，能够为专利领域产业链研究

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基于产业链语料库，采

用 TF-IDF 算法和 LDA 主题模型，深度挖掘

中国 VR 领域的专利技术主题、技术热点与发

展趋势，能够为专利领域技术研究提供新的

研究思路、为 VR 领域扩展研究内容。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

以中国 VR 专利的相关数据为原始语料库，

在归并处理、噪音清除、加工分组等数据清洗

的基础上，得到有效专利语料库。基于有效语

料库，进行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利用专利的

IPC 分类号和 K-means 聚类算法，构建并验证

VR 专利产业链，得到基于 IPC 编码和聚类的产

业链语料库。基于产业链语料库，进行文本分析，

利用 TF-IDF 算法计算关键词权重，利用 LDA
主题模型挖掘各环节的技术主题及主题词权重，

识别产业链视角下的核心技术主题及其主题强

度，分析中国 VR 专利的技术研发热点和未来

趋势。具体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数据采集与
预处理

产业链构建与
验证

技术主题挖掘
与趋势分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
专利检索系统

原始语料库 归并
分词

去停用词

有效专利语料库

产业链语料库
基于产业链划分
VR专利文本

通过K-means聚类
验证专利产业链

基于IPC分类号
构建专利产业链

基于TF-IDF算法
挖掘技术关键词

基于LDA模型
挖掘技术主题词

通过权重计算识别
主题综合强度与热点

专利-技术-主题的
发展趋势分析

图 1  研究框架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3

知识管理论坛，2020（3）:135-146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年 第 3 期（总第 27 期）

138

3.2  数据采集

本文的目标数据库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官方专利检索系统，检索式设定为：发明名

称 =( 虚拟现实 OR VR OR virtual reality) OR 摘
要 =( 虚拟现实 OR VR OR virtual reality) OR 关
键词 =( 虚拟现实 OR VR OR virtual reality)，检

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 , 在过滤条件中勾选

“有效专利”复选框，获得有效专利 14 372 件。

目前中国常用的专利信息源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专利检索系统、国

家知识产权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知识产权网的专

利检索系统、中国专利信息网专利检索系统、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易信网的专利检索系统等
[29]。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专利检索系

统是检索中国专利的官方网站，最具有权威性，

其数据收录主体范围涵盖广泛，收录数据信息

类别全面，数据更新频率较高且更新时间具有

周期性和规范性。

3.3  数据清洗

对检索得到的专利数据进行去重、筛选和

加工，简要说明如下：①归并处理。对同一专

利权人在不同的专利记录中可能登记有不完全

相同的名称，进行归并处理。②噪音清除。阅

读并删除与所检主题不相关的专利数据，对语

料库依次进行大小写转换、去标点、去数词等

去噪处理。③加工分组。根据专利固有格式与

领域特点，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加工、分组，建

立符合研究需要的专题子数据库 [30]。最终确定

12 380 件专利数据用于构建 VR（虚拟现实）领

域有效专利语料库。

其中，去噪是尤为关键的环节，主要包括

分词和去停用词两部分。据此，本文将专利摘

要内容整合在 TXT 文档中作为文本信息，在

Python 语言环境下，对每一条摘要数据进行分

词、去除停用词。分词使用 Python 中的专业分

词模块 jieba，选择精准模式将句子尽可能精确

切分，并将“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发明

专利”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词组添加到自定义

词典，避免关键词汇被拆分，影响后续文本分析。

分词完成后利用停用词表将分词后的数据进行

进一步的清洗，过滤分词结果中的噪声。自定

义的主要停用词包括“ 虚拟现实”“VR”（因

本文研究虚拟现实领域专利，为避免“虚拟现

实”“VR”出现频率过高影响其他高频词的凸显，

故将其停用）、“所述”“提供”“包括”“用于”“省

略”“涉及”“获取”“建立”“选择”“要点”“特

征”“连接”“之间”“步骤”等，表 1 随机

列举了 4条专利摘要原文及其对应的分词结果。

表 1  随机列举 4 条专利摘要原文及其对应的分词结果

专利摘要原文 分词结果

在灯罩未与灯杆叠合时,做台灯使用,叠合后灯罩的透明窗（A）部位
又可做夜灯使用

灯罩 未 灯杆 叠合 时 做 台灯 叠合 灯罩 透明 窗 部位 
做 夜灯

本外观设计产品是一种卡通玩偶台灯,在灯罩未与灯杆叠合时,做台灯
使用；叠合后灯罩的透明窗又可做夜灯使用

外观设计 产品 卡通 玩偶 台灯 灯罩 未 灯杆 叠合 时 
做 台灯 叠合 灯罩 透明 窗 做 夜灯

虚拟现实头盔的前端与图像显示眼镜连接 头盔 前端 图像 显示 眼镜 连接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视点平移的虚拟空间实景视频图像生成装置,属
于多媒体虚拟现实技术领域

实用新型 涉及 视点 平移 虚拟空间 实景 视频 图像 生
成 装置 多媒体 虚拟现实 技术 领域

3.4   研究指标

专利情报分析是在对专利情报进行筛选、

整理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方法和手段，对其中

所含的各种情报要素进行统计、排序、对比、

分析和研究，从而了解技术发展的过去和现状。

通常来说，专利情报分析主要有两种：定量分

析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是指对专利文献的外

部特征按照指定的指标进行统计，再对收集到

的数据进行解释和分析；定性分析则是通过对

专利的内容进行技术归纳，得出有效的分类和

结论 [31]。本文的专利研究指标及其作用具体如

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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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业链视角下的专利指标分析表

专利分析 类型 专利分析指标 专利分析目的

技术主题挖掘与
趋势分析

定性+定量

技术关键词挖掘 识别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关键词

技术主题词挖掘 掌握该行业和竞争对手的技术研发侧重点

技术主题强度分析 通过综合主题强度和各主题的强度分布，识别研发热点

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识别产业链各环节的专利-主题-技术领域的未来趋势

4  结合 IPC 分类号和 K-means 算法
的 VR 专利产业链分析

已有文献在构建产业链方面均是基于人为

定义、解读，划分上中下游各个环节。本文则

是将 VR 相关的全部专利检索获得后进行数据

清洗（保证了专利产业链的检全率），基于 IPC
分类号划分上中下游，并基于 K-means 算法进

行上中下游的二次验证（保证了专利产业链的

准确率）。

4.1  基于 IPC 分类号的专利产业链构建

依据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和专利的 IPC 分

类号，将虚拟现实产业链分为工具 / 设备设计、

内容制作、行业应用。在此基础上，选取专利

的 IPC 分类号作为语义情景的限定，为所有专

利赋予产业链语义。在提取 IPC 分类号时，不

同的 IPC 层级会产生不同的聚类效果。基于 IPC
大类的划分过于粗泛，聚类效果不明显；基于

IPC 大组的划分过于密集，同样不适合聚类；而

基于 IPC 小类的划分，能够在区分度明显的基

础上保证规模不过于巨大，因而最终选定以主

IPC 分类号小类作为语言情景的限定。为了研究

过程的简易性及结果展示的直观性，将专利数

据涉及的产业链与 IPC 小类进行编码，部分编

码分布情况如表 3所示。其中，产业链上游为“工

具 / 设备设计”，产业链中游为“内容制作”，

产业链下游为“行业应用”。

表 3  中国虚拟现实领域产业链与 IPC 小编码分布情况（部分）

产业端 产业链
产业链
编码

IPC
小类

技术领域含义
小类
编码

上游
工具/设备

设计
01

G06K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 152

G02B 光学元件、系统或仪器 141

H04J 多路复用通信 194

H05K 电设备的外壳或结构零部件；电气元件组件的制造 204

中游 内容制作 02

A47C 椅子 15

B43L 书写或绘图用品；书写或绘图辅助用品 53

C12C 啤酒的酿造 83

D03D 机织织物；织造方法；织机 86

F16P 一般安全装置 115

下游 行业应用 03

A61C 牙科；口腔或牙齿卫生的装置或方法 20

A63B 体育锻炼、体操、游泳、爬山或击剑用的器械；球类；训练器械 30

E04B 一般建筑物构造；墙，例如：间壁墙；屋顶；楼板；顶棚；建筑物
的隔绝或其他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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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关键词聚类的专利产业链验证

研究采用 K-means 算法验证已构建的专利

产业链。首先，合并“同类关键词”。通过人

工观察，将包含“本发明”“本发明专利”“本

专利”等数据的关键词，统一合并为“发明专

利”。其次，采用 K-means 算法中的欧氏距离

来计算数据对象间的距离。根据相似性原则，

将具有较高相似度的数据对象划分至同一类簇，

将具有较高相异度的数据对象划分至不同类簇。

VR 专利摘要文本的 K-means 聚类效果如图

2 所示。依据产业链的分类特性和已有关于产业

链划分的研究文献可知，专利产业链通常划分

为上、中、下 3 类 [32] 或基础、技术、应用 3 类
[33-34]。据此，研究将类簇个数 K 值设定为 3，将

专利文本聚集成 3 类主题。从图 2 中可以看到 3
个类簇有效地分隔开来，相似主题的文献聚集

在一起，文本聚类效果较好。其中黄色表示“工

具 /设备设计”主题，紫色表示“行业应用”主题，

绿色表示“内容制作”主题；且“工具 / 设备设

计”专利聚类数量＞“行业应用”专利聚类数

量＞“内容制作”专利聚类数量。观察聚类结

果可知，“工具”“设备”等关键词聚为一类，

划分至“工具 / 设备设计”专利类别；“游戏生

产”“声音生产”“视频生产”等关键词聚为一类，

划分至“内容制作”专利类别；“医疗应用”“教

育应用”“旅游应用”等关键词聚为一类，划

分至“行业应用”专利类别。基于关键词聚类

的 VR 专利产业链验证结果，与上文中基于 IPC
分类号的 VR 专利产业链构建结果具有一致性。

据此，根据产业链的构建和验证结果，对中国

VR 专利进行分类，构建产业链语料库。

图 2  K-means 专利文本聚类图

5  产业链视角下中国 VR 专利的技
术主题与趋势分析

5.1  基于 TF-IDF 算法的技术关键词挖掘

为了避免 LDA 主题分析抽取出的特征词汇

不具主题代表性，研究首先使用 TF-IDF 算法对

所得词汇赋予不同权重，有效过滤常见词汇，

保留重要词汇，进而提高主题特征词的抽取准

确率。TF-IDF 是一种计算词语权重的经典统计

方法，由词频 (term frequency，TF) 和逆向文档

频率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IDF) 两部分

数据组成。TF-IDF的计算如公式（1）所示，其中，

tfi,j 代表词语 wi 在文档 dj 中出现频率，idfi 代表

词语 wi 在文本库 d 中的逆向文档频率。通过公

式可以看出，词语 wi 对文档 dj 的重要程度和它

在文档 dj 中出现的频率成正比，和它在整个文

本库 dj 中包含词语 wi 的文档数成反比。

 
[ ]

,
,

2
,

i j i
i j

i j i j i

tf idftf idf
w d tf idf

×
− =

∈ ×∑  公式（1）
依照产业链语料库数据和编码分词，在

Python 中提取摘要文本关键词；整合相似的文

本数据，删除无实际作用的字段，根据 TF-IDF
算法计算关键词权重。TF-IDF 算法是通过计算

特征词在整个文本库中出现的总频率，从而标

记出关键词的重要程度。产业链各环节中国 VR
专利摘要文本的高频关键词及权重计算结果如

表4所示，可以看出“发明专利”类型在产业链上、

中、下游的比重均较大。此外，产业链上游“工

具 / 设备设计”中“发明专利”类型占比较大，

产业链中游“内容制作”中“外观设计”类型

专利占比较大，产业链下游“行业应用”中“实

用新型”类型专利占比较大。

5.2  基于 LDA 模型的技术主题词挖掘

在基于 LDA 模型的主题挖掘中，最佳主题

数目的确定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本文使用 Gibbs
采样的方法推断LDA模型中所涉及的多个分布。

首先，充分参考虚拟现实产业链环节数量后 , 将
各个环节的输出主题数目初步确定为 3-10 个，

对 LDA 模型进行训练。其次，通过计算模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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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度 Perplexity 来判断模型的好坏，从而确定该

模型的最佳参数，即使用不同数量的主题分别

建模，随机将语料库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

训练集和测试集比例为 8:2。最后，通过计算困

惑度 10 次结果的平均值将产业链上游的最佳主

题数目确定为 4 个，将产业链中游的最佳主题

数目确定为 3 个，将产业链下游的最佳主题数

目确定为 7 个。

表 4  产业链各环节专利摘要高频关键词及其权重

上游关键词 TF-IDF权重 中游关键词 TF-IDF权重 下游关键词 TF-IDF权重

发明专利 0.433 685 602 外观设计 0.154 538 305 实用新型 0.146 471 830

视图 0.298 644 789 模块 0.105 986 349 设备 0.101 432 055

装置 0.193 443 350 图像 0.096 887 133 发明专利 0.096 677 809

设备 0.104 926 572 场景 0.082 635 769 模块 0.093 789 460

工具 0.090 669 127 系统 0.076 838 141 连接 0.089 111 996

灯罩 0.090 018 305 用户 0.072 846 204 眼镜 0.085 453 807

俯视图 0.083 199 331 发明专利 0.069 709 442 用户 0.085 028 156

连接 0.081 526 927 内容 0.065 064 784 图像 0.073 168 758

游戏 0.081 252 223 装置 0.064 204 349 装置 0.073 157 422

仰视 0.079 616 895 显示 0.060 203 497 场景 0.070 251 633

软件系统 0.075 799 232 仿真 0.059 405 618 设置 0.064 731 162

显示器 0.074 215 894 现实 0.057 281 859 固定 0.052 306 909

通过充分了解该领域的技术知识，对中国

虚拟现实领域专利进行技术主题标注，确定主题

名称。某种程度上，使用 LDA 主题模型挖掘到

的主题可视为从技术链角度对虚拟现实技术进行

细分，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以看出，每个主题

之间的区分非常明显。产业链上游——“工具 /
设备设计”的 4 个主题分别为输入设备、显示设

备、拍摄设备、软件；产业链中游——“内容制

作”的 3 个主题分别为影视、声音、游戏；产业

链下游——“行业应用”的 7 个主题分别为房地

产、旅游、工业、军事、医疗、教育、娱乐。

5.3  产业链视角下的技术主题强度与热点分析

经文献研究与小组讨论认为，产业链视角

下技术主题强度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产业链各

环节的专利数量权重与专利文档概率。其中，产

业链各环节的专利权重为上、中、下游专利数量

在总专利数量中的占比，文档概率为上、中、下

游产业链视角下各主题的隶属概率值。产业链视

角下各技术主题的综合强度计算如公式（2）所示：

   

15

* *i 3 3
1

1 1
n n

ip ip
i i

ip ipi
p p

n nTI LDA LDA
=

= =

  =      
   

∑
∑ ∑

公式（2） 

TIi 为第 i 个主题的综合强度。其中，i 为专

利的 15 个主题（i=1，2，3，……，14），p 为

这 14 个主题分别对应的三个产业链环节（p=1，
2，3）。LDAi 为第 i 个主题的 LDA 权重值，nip

为第 i 个主题所对应的第 p 个产业链环节的专利

数量， i
3

i
p 1

p

p

n
n

=∑
为第 p 个产业链环节的专利数量

权重值；

 
i 3

p 1

n*
n

ip

ip
LDA

=∑ 为第 i 个主题的 LDA 权
重值与其所对应的第 p 个产业链环节的专利数

量权重值之乘积。

根据 LDA 模型提取的权重值，结合产业

链各环节的专利数量，计算出产业链视角下

各技术主题的综合强度分布，结果如表 6 所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3

知识管理论坛，2020（3）:135-146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年 第 3 期（总第 27 期）

142

表 5  LDA 模型主题词识别结果

产业链 主题 主题词（隶属概率值）

上游

设计

工具

/ 设
备设

计

输入设备
输入（0.072）、主机（0.062）、游戏（0.037）、显示器（0.032）、穿戴（0.029）、应用（ 0.028）、

姿态（0.028）、头部（0.027）……

显示设备
图像（ 0.015）、显示（0.014）、模块（0.014）、数据（0.011）、信息（0.012）、用户（0.011）、

场景（0.013）、设备（ 0.015）……

拍摄设备 对象（0.067）、交互（0.041）、配置（0.036）、影像（0.021）、视频（0.019）、图像处理（0.017）……

软件
通信（0.072）、光学（0.123）、处理器（0.106）、本体（0.047）、存储（0.044）、识别（0.024）、

无线连接（0.019）……

中游

生产

内容

制作

影视
电影（0.036）、装置（0.031）、场景（0.029）、图像（0.028）、显示（0.026）、影视（0.025）、

屏幕（0.023）……

声音 拍摄（0.027）、声音（0.017）、物体（0.016）、传感器（0.014）……

游戏 外观设计（0.063）、游戏（0.013）、眼镜（0.028）、手柄（0.026）、体验（0.014）、立体图（0.056）……

下游

应用

行业

应用

房地产 房地产（0.034）、房地产楼盘展示（0.028）、房地产三维仿真展示（0.027）……

旅游 文化旅游（0.075）、旅游系统（0.041）、模拟旅游（0.035）、智能旅游（0.033）、智能导游（0.023）……

工业 工业设备（0.021）、工业自动化（0.015）、工业制造（0.014）、喷涂工业机器人（0.013）……

军事 虚拟军事训练（0.033）、军事演习（0.033）、仿真枪（0.032）、仿真飞机驾驶舱（0.028）……

医疗 医疗手术模拟（0.072）、医疗教学（0.054）、远程医疗（0.054）、医疗辅助（0.042）……

教育 教育模拟（0.134）、预测教育（0.077）、远程教育（0.053）、安全教育（0.047）、智慧教育（0.042）……

娱乐 互动娱乐（0.065）、健身（0.046）、虚拟朋友（0.042）、飞行影院（0.035）……

表 6  VR 产业链各环节技术主题的强度分布

产业链 主题编号 主题 LDA权重*专利数量权重 综合主题强度

上游-工具/设备设计 Topic1 输入设备 0.339 469 444 0.242 395 259

Topic2 显示设备 0.123 443 434 0.088 143 730

Topic3 拍摄设备 0.241 743 392 0.172 614 805

Topic4 软件 0.419 193 329 0.299 321 418

中游-内容制作 Topic5 影视 0.012 320 067 0.008 797 039

Topic6 声音 0.006 726 474 0.004 802 981

Topic7 游戏 0.008 956 831 0.006 395 548

下游-行业应用 Topic8 房地产 0.028 126 076 0.020 083 185

Topic9 旅游 0.039 397 977 0.028 131 789

Topic10 工业 0.015 136 552 0.010 808 126

Topic11 军事 0.030 380 456 0.021 692 906

Topic12 医疗 0.040 149 437 0.028 668 363

Topic13 教育 0.053 890 421 0.038 479 995

Topic14 娱乐 0.041 545 006 0.029 664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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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表 6 的综合主题强度可知，上游“工

具 / 设备设计”产业链的强度最大，是当前最

热门的研究领域；其次是下游“行业应用”，

也是中国 VR 领域研发的共同关注焦点；最后

是中游“内容制作”产业链，是中国 VR 领域

研发的薄弱环节。从表 6 所示的各技术主题

强度分布来看，在“工具 / 设备设计”环节，

研发热点集中在 Topic4 软件研发和 Topic1 输

入设备；在“内容制作”环节，研发热点集

中在 Topic5 影视；在“行业应用”环节，研

发热点集中在 Topic12 医疗、Topic13 教育、

Topic14 娱乐。

5.4  产业链视角下的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基于产业链语料库中的 IPC 编码，统计分

析了中国 VR 专利的热点技术领域，部分统计

结果如表 7 所示。结合表 7 的专利热点技术领

域以及表 6 的 VR 产业链各环节技术主题的强

度分布，可以分析出未来 5-10 年中国 VR 专利

的发展趋势。具体体现在：①中国 VR 专利研

发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均会呈上升趋势，且上游

研发与中、下游研发之间的增长幅度会渐渐趋

于一致，三者之间的专利数量差距会缓慢减小。

②热点研发环节仍会集中在上游的“工具 / 设
备设计”，且以 G06（计算；推算；计数）、

G02（光学）、H04（电通信技术）等技术领域

为主流。③产业链下游的“行业应用”研发环

节将会呈迅猛增长态势，且以 A63（运动；游戏；

娱乐活动）、A61（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E04（建筑物）等技术领域为主流。④产业链中

游的“内容制作”作为薄弱研发环节会保持缓

慢上升，且以 B60（一般车辆）、F16（工程元

件或部件；为产生和保持机器或设备的有效运

行的一般措施）、B64（飞行器；航空；宇宙航行）

等技术领域为主流。

表 7  中国 VR 专利热点技术领域

IPC大类 技术领域含义 对应产业链 专利数量/件 比例/%

G06 计算；推算；计数 上游 3 991 38.61

G02 光学 上游 1 720 16.64

H04 电通信技术 上游 1 129 10.92

A63 运动；游戏；娱乐活动 下游 675 6.53

A61 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下游 319 3.08

E04 建筑物 下游 74 0.02

B60 一般车辆 中游 120 1.16

F16 工程元件或部件；为产生和保持机器或设备的有
效运行的一般措施

中游 103 0.99

B64 飞行器；航空；宇宙航行 中游 77 0.03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在产业链的构建与验证方面，结合

IPC 分类号、K-means 聚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可

知，中国 VR 专利的上游材料端为“工具 / 设备

设计”，中游生产端为“内容制作”，下游应

用端为“行业应用”；且上游材料端专利聚类

数量＞下游应用端专利聚类数量＞中游生产端

专利聚类数量。此外，不仅在专利数量方面，

而且在专利文本挖掘方面，目前中国 VR 行业

更加注重上游产业端专利，且上游专利和中、

下游专利之间的差距较大，产业链各环节的专

利比例不均衡。

（2）在研发主题分布方面，结合 VR 产业

链语料库的 TF-IDF 关键词权重值、LDA 概率

权重值可知，“发明专利”类型在产业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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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的比重均较大。此外，上游研发主题

包括输入设备、显示设备、拍摄设备、软件等

工具 / 设备，其中“发明专利”类型占比较大；

中游研发主题包括影视、声音、游戏等内容制作，

其中“外观设计”类型占比较大；下游研发主

题包括房地产、旅游、工业、军事、医疗、教育、

娱乐等行业应用，其中“实用新型”类型占比

较大。

（3）在主题强度与研发热点挖掘方面，结

合产业链视角下各主题的研发强度可知：综合

主题强度中，上游是当前最热门的研究链，其

次是下游产业链，最薄弱的是中游产业链，这

与 IPC 分类号、K-means 聚类结果相一致，进一

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此外，从各技术

主题的强度分布来看，上游研发热点为输入设

备和软件，诸如“信息输入设备”“数据输入

设备”“客户端输入设备”等；中游研发热点

为影视，诸如“VR高清立体影视柔性传输线”“用

于虚拟现实影视制作的稳拍系统”“VR 影视拍

摄履带车”“用于播放 3D 影视的 VR 眼镜”等；

下游研发热点为医疗、教育、娱乐，医疗诸如“基

于 VR 技术的医疗手术模拟仿真系统”“基于虚

拟现实的医疗设备操控系统”“基于虚拟现实

的医疗设备演示系统”等，教育诸如“基于 VR
技术的小学生科技教育系统”“基于 VR 和动作

捕捉的远程教育系统”“VR 安全教育动感座椅”

等，娱乐诸如“三自由度虚拟现实游乐设备”“基

于真实球拍的协同式增强现实乒乓球系统”“虚

拟与现实有机结合的开心农场及实现方法”等。

（4）在技术发展趋势方面，中国 VR 专利

研发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均会呈上升趋势，且上

游研发与中、下游研发之间的专利差距会缓慢

减小。通过进一步细分的 IPC 分类号可知，产

业链上游“工具 / 设备设计”的具体技术研发

趋势为 G06F（计算；推算；计数——电数字数

据处理）、G02B（光学——光学元件、系统或

仪器）、H04N（电通信技术——图像通信，如

电视）等领域；产业链下游“行业应用”的具

体技术研发趋势为 A63F（运动；游戏；娱乐活

动——利用小型运动物体的室内游戏）、A61B
（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诊断；外科；鉴

定）、E04H（建筑物——专门用途的建筑物或

类似的构筑物）等领域；产业链中游“内容制

作”的具体技术研发趋势为B60R（一般车辆——

不包含在其他类目中的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

部件）、B64D（飞行器；航空；宇宙航行——

用于与飞机配合或装到飞机上的设备；飞行衣；

降落伞；动力装置或推进传动装置的配置或安

装）、F16F（工程元件或部件——弹簧；减震器；

减振装置）等领域。

（5）研究虽然是以 VR 专利领域为例进行

实证分析，但相关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

方法可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行专利分析应用。在

数据采集与清洗的基础上，基于 IPC 分类号构

建专利产业链，并通过 K-means 聚类进行产业

链验证，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而

不仅仅是通过单一的定性方法，进行专利产业

链的构建，为专利领域产业链研究提供新的研

究视角。在产业链视角下，通过计算上、中、

下游专利文本的关键词权重、主题词权重，进

而结合二者衡量专利的综合强度，以此挖掘专

利的技术主题强度与热点，预测专利的技术发

展趋势，为专利文本挖掘和技术主题分析提供

新的研究思路。

6.2  对策建议

中国 VR 正处于产业爆发的前夕，即将进

入持续高速发展的窗口期。可以预见，在未来

的五年内，VR 消费市场将迅速爆发，行业应用

有望全面展开，文化内容将日趋繁荣，技术体

系和产业格局也将初步形成。为推动我国 VR
产业发展，建议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①进一

步加强虚拟现实技术的研发。政府应支持设立

重大相关研发项目，为产业发展提供共性技术、

关键技术甚至颠覆性技术的供给；围绕虚拟现

实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

引导企业与科研单位投入虚拟现实研究，在关

键技术上开展深度合作。②大力促进虚拟现实

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以虚拟现实技术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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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教育、娱乐和医疗等领域带来的广

阔前景为契机，明确产业政策支持的方向。    
③尽快建立虚拟现实技术的行业标准。形成我

国虚拟现实技术标准体系，巩固自主技术布局

占位，提高产业自主话语权。

6.3  研究展望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选取的检索数据库为“中

国专利数据库”，数据仅限于在华申请的专

利，且数据库没有相应的引文数据，无法做到

与引文指标的对比分析。因此，在下一阶段的

研究中，可以选择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 Index，DII）作为检索数据库，德温

特数据库及其专利引文索引涵盖 100多个国家、

40 多个专利机构，数据最早可追溯至 1963 年，

为大规模的专利文献研究提供了规范可靠的数

据来源，而它的及时更新又为专利技术前沿的

研究提供了可能，是企业和相关研究人员分析

专利情报必不可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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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opic Mining and Trend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Combined with K-Means and LDA 

——Taki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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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chain, this paper takes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constructs VR patent industry chain corpus, and explores the technical them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otspo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VR patent. [Method/proces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used Python to crawl the patent text in VR field and got effective corpus through data 
cleaning. Secondly, combining IPC classification number and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d validates VR patent industry chain. In addition, based on TF-IDF algorithm and LDA theme 
model, we identified the core technology them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otspot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 VR pat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chain. [Result/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proportion of patents in each link of China VR industry chain is unbalanced. The 
upstream link is the most popular, followed by the downstream link, and the weakest link is the midstream 
link. In terms of theme mining, the upstream hot spot is software development, the midstream hot spot 
is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and the downstream hot spot is medical, educ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s. In terms of future trends, the upstrea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will be dominated by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onic digital data processing, optical components, image communication, etc., the midstream will 
be dominated by technologies such as vehicle components, power devices, damping devices, etc., and the 
downstream will be dominated by technologies such as indoor games, medical diagnosis, identific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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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数字化转型对档案管理各方面产生日益深刻而强烈的影响，探究该背景下的企

业档案创新管理能够为企业开拓与数字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档案管理新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方法 /过程 ] 

结合数字化转型下企业档案管理创新的特征，选取知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为基础，解读这一理论构念

的四大创新维度，并进一步梳理各创新维度的相关研究以明确其核心要义。鉴于制度创新的约束性与流

程创新的必要性，本研究在保留 “ 观念创新 ”“ 管理创新 ” 及 “ 技术创新 ” 等 3 个原有维度的基础上，

增加 “ 流程创新 ” 的维度，并依托该框架挖掘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活动的具体实现路径。

[ 结果 / 结论 ]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可通过从传统管理走向绿色管理、从绝对管控走

向员工赋能、从传统技术走向新兴技术、从串行式流程走向一体化流程等路径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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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家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

企业纷纷增强对自主创新的关注与投入，正式

拉开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序幕 [1]。对于企业来说，

档案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企业

创新发展的催化剂。企业档案乃企业在各项生

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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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文件材料 [2]。它不仅记

录了企业发展的历史，也为企业积累了大量的

信息资产，是企业工作创新不可或缺的“智库

资源”。在新常态下，企业档案工作与创新的

交互程度不断深化，创新所产生的新思维、新

手段、新技术冲击着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基

于此，创新被视作开创企业档案工作新局面的

重要推力，逐渐成为企业档案部门关注的一大

焦点。伴随着创新思维的浪潮，数字经济也同

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以人工智能、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

速了数字经济的落地与实质性发展，“数字化

转型”成为企业变革主旋律的关键节点 [3]。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形势、新要求同样不可避免

地推动着企业档案工作逐步向数字化转型，这

对档案管理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刻而强烈，实

现创新管理需要的不只是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技

术创新，更是一场由数字化转型主导的认知、

战略和领导力的全面变革。在此情境下，探究

创新驱动发展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企业档案

管理对把握数字化时代企业档案领域的变革，

促进企业档案工作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综述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档案新的内涵，拓

宽了企业档案管理新的外延，但同时也给企业

档案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4]。在数字化转型

的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所处的业务技术环境更为多样，体量大、类型多、

处理速度快且蕴含价值高的非结构化档案信息

的收集、鉴定、著录及保管等各项工作均变得

更为繁琐。为应对新业态、新技术带来的冲击，

企业档案部门迫切需要将创新思维融入管理变

革，探索与数字化转型环境相适应的档案工作

发展模式。

2.1  数字化转型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的特征

在企业档案创新管理进程中，数字化转型

促使创新的环境、条件及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赋予其一些区别于传统档案创新管理的特征，对

这些特征的识别与解读有助于把握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的走向。部分研究以数字

化转型下创新管理或档案创新管理的特征为切入

点，从创新环境、创新条件及创新方式等不同角

度对一些关键特征进行识别（见表 1）。

表 1  数字化转型下企业创新管理特征梳理

特征 角度 提出者

创新进入革命性颠覆式创新阶段 创新环境 陈劲[5]

创新呈现集合化、综合化的发展趋势 创新环境 尹西明、陈劲和海本禄[6]

技术发展优化档案创新管理条件 创新条件 成雪东[7]

创新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提升 创新条件 宋雪雁、李溪萌和邓君[8]

依赖于自下而上的理论准备和新技术革新 创新方式 钱毅[9]

强调多方位推进，实现系统性变革 创新方式 冯惠玲、刘越男和马林青[10]

对上述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数字化

转型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①从创新环境看，呈现出创新格局复杂化、创

新活动集合化的特点。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

变革促使创新管理进入颠覆式创新阶段，创新

不再是对传统技术的修复或是聚焦于某个业务

环节，而是对整个档案管理链的重构；创新也

不单是技术更新迭代的过程，而是多种创新的

“集合”和“综合”，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协同

作用显著增强。②从创新条件看，呈现出技术

条件持续优化、相应要求不断提升的特征。大

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

为企业档案创新管理提供更为优越的技术条件



149

与更为广阔的技术图景。与之相应的人员能力

要求也同步提升，如对企业档案人员的创新意

识及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等要求，都要更高于

传统环境下的档案管理。③从创新方式看，呈

现出创新路径多元化、重点路径突出化的特点。

受创新环境特征的影响，数字化转型下企业创

新管理在实现方式上更加注重多路径共同推进、

多要素共同支撑，突破了以单一路径推进为核

心的传统创新方法，通过系统性变革实现创新

管理；同时强调数字技术对档案管理纵深发展

的重要性，数字时代下新兴技术与企业档案管

理业务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大新兴技术成为创

新的主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无论创新环境、创新条件抑

或是创新方式均呈现出了企业档案创新管理

的革命性与综合性，体现出了“全方位启动、

多要素支撑”的基本特征，即企业档案创新

管理的最终成效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在创新过程中应考量多要素推进，发挥其协

同作用。

2.2  数字化转型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的要素

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业务发展迅速，产生

的档案数量激增，致使档案的长期保存存在巨

大的问题，而新旧系统集成和档案数据融合等

问题，使得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日趋紧迫 [4]。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

统建档案业务系统为例，其生产数据达到近

12PB，巨大的数据体量和复杂多样的数据类型

使得档案鉴定和归档在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上均

远超传统环境下的企业档案工作 [11]。

为走出这样的“业务”困境，不少学者就

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档案管理创新与变革进行

探索，主要集中于对数字化转型下企业档案创

新管理各大要素的探析。技术要素上，薛洪敏

和宋桂玲 [12] 对数字化时代档案管理技术创新发

展措施进行探析，提出企业应通过数字化、电

子文档处理等技术的有效应用提升数字化档案

管理的价值与作用；李春艳和乔超 [13] 以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为例，从区块链技术平台的选择与设计、存证

方案设计以及技术架构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利用

区块链技术证明电子文件的真实可信；朱进等 [14]

从物联网与档案库房建设的角度出发，对国家

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江

苏电力”）档案库房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提

出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实体档案管理有

效整合和档案库房安全管理等业务功能；张海

剑 [15] 强调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企业档案创新管

理的重要性，探讨科大讯飞的人工智能技术在

档案数字化加工和音、视频档案整理利用等方

面的应用。理念要素上，徐玲丽 [16] 提出数字时

代档案管理面临空间变革，应通过理念的革新

实现从平面管理到立体发展的转变，即改变内

向封闭的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引入多

元化的发展思路；倪代川 [17] 认为档案创新管理

要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落实档案“十三五”

规划的具体要求。管理要素上，于建平 [18] 指出

人员管理的创新尤为重要，从意识、观念、思维、

方法和能力等不同创新维度提高企业档案人员

的创新能力是当前企业档案管理非常重要的工

作；杨鹏 [19] 则认为在企业档案创新管理工作中，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管理模式加以创新，企业

档案部门应勇于把握时代赋予的新契机，以“集

中”为主线进一步充实“条块结合”，追求企

业档案集约化、高效化管理。

现阶段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对数字转型

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要素的重要性加以论述，

从组织机构角度对各大要素及其实现路径进行

探究，尤其关注企业档案管理的技术创新要素，

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档案创新管理提供了一

定的研究基础，为构建档案创新管理与数字化

转型的桥梁提供了借鉴的方向。但是，已有研

究仅仅关注和强调某一创新管理活动或要素的

重要性，而忽略了各活动与要素间的联系，尚

未形成一套适用于数字化转型的档案管理创新

体系。课题组在调研中也发现，企业在档案创

新管理中常采取“割裂式创新”，即仅对有迫

切需求的部分进行单独创新，而缺乏整体性创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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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的引领，致使企业档案部门所实施的创

新变革因思路混乱而引发资源错配，催生“没

有灵魂”的技术改进和“没有意义”的创新产

品 [5]。此外，企业档案部门常将“数字化转型

下的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等同于“数字技术驱

动下的技术创新”，导致企业档案工作创新走

入“技术创新至上”的误区，由此引发企业档

案管理各方面之间的“创新鸿沟”[10]。

综上，无论从理论或实践视角出发，企业

档案创新管理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涉及

观念、管理、制度及技术等多个维度，这要求

企业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构建科学合理、切实可

行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创新体系，从某一要

素创新向全方位创新的方向转型。因此，企业

在档案创新管理中应充分整合创新要素，构建

实现创新战略目标的有机整体。对创新要素的

选择则要基于现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其中

观念创新指引方向，管理创新加强保障，制度

创新提供支撑，技术创新形成推力，它们始终

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重中之重。

3  研究设计

对企业档案部门而言，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的档案创新管理被赋予特殊且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数字转型下的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特征与要

求，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的实现有赖于档案管理

创新体系的有效构建，而这一活动受到诸多外

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时代背景、发展理

念、信息技术、现有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的

制约作用最为突出 [20]。基于此，知识型档案管

理创新体系从多元创新维度融合的角度，提供

一种新的理性认知，将档案管理全流程中的“观

念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与“技术

创新”4 个创新维度相统一，形成完整的创新框

架 [21]。企业档案创新的四维度具有相互依赖、

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观念创新为人员、制度、

技术创新指引总体方向，管理创新是观念、制度、

技术创新实现的必要保障，制度创新能够为人

员、技术、观念创新提供支撑，而技术创新则

又将反向激发观念、管理、制度的创新活力，

如图 1 所示 :

图 1  知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

相较其他创新体系研究，知识型档案管理

创新体系尤其关注创新主体、创新领域与创新

视角的独特性和应用性，即从创新视角审视档

案工作现实问题的解决与实际需求的满足。该

创新体系初步构想了档案创新管理的理论概念

和框架，为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创新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基础与可供借鉴的探究方向。

3.1  观念创新

档案工作者的观念转型与思维创新决定了

档案全过程管理中的基本价值遵循，是实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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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档案创新管理的直接体现与内在要求。在知

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中，观念创新直接影响

着人员、制度、技术创新的总体方向。它强调

以全新的管理观念指导企业档案管理实务，坚

持将所提倡的价值导向融入档案管理工作的各

个环节，进而改变传统观念所固化的一般管理

形式，强化创新在档案资源全程管理与整体发

展中的实际价值 [21]。

黄惠珍 [22] 指出档案管理观念创新的重点在

于解放思想，其基本实现方式为总结企业档案

工作的经验并借鉴行业内具有创新性、探索性、

引领性的前瞻性研究。李凤芹和张继民 [23] 也主

张观念创新的关键在于档案工作者掌握行业的

发展趋势，树立与之相符的管理观念。同时，

在观念创新中，还应注重发挥档案的潜在生产

力效能。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

观念创新意味着许多陈旧观念的更新换代。例

如，企业档案管理所遵循的有纸化管理、纯手

工管理等传统观念，因为无法契合以“五大发

展理念”引领档案事业科学发展、“把绿色作

为档案事业永续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的目标

而不再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绿色管理等新

兴观念正逐步影响着企业档案管理领域，成为

数字时代档案管理的新选择 [17]。

3.2  管理创新

作为提升效益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管理创

新是实现企业档案全面创新的关键一环。在知

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中，管理创新是整个创

新体系的核心层，是观念、制度、技术创新得

以实现的必要保障 [23]。它以企业档案工作者充

分了解本企业档案管理现状及需求为基础，通

过将新的管理要素引入档案管理体系来开展创

新实践，从而推动管理效能的稳步上升。

冯丽丽 [24] 认为培育出符合创新战略目标与

时代要求的新型档案人才始终是管理创新的基

本目标之一，因此管理创新需以人员管理创新

为重。通过创新人员管理模式来确保档案人员

具备提出或应用档案工作新制度、新技术、新

观念的能力，是实现企业档案管理创新的有效

途径。张皖盈 [25] 则主张企业档案部门应依据时

代和实践的创新性需求进行管理创新，发挥档

案人员在管理创新效果方面的积极影响。数字

时代下人员管理创新更是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大数据、大信息环境下面临的业务转型倒逼

企业档案人员管理的创新。档案人员不再只是传

统档案业务的操作者，更是档案创新意识的培育

者和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者。而目前企业档案管

理人员普遍存在知识结构不合理、创新意识不突

出、信息化技术不精通等诸多问题 [8]。

3.3  制度创新

根据知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制度创新

是企业档案管理创新体系的最高层，能够为人

员、技术、观念创新提供一定支撑，夯实管理

架构的基础。制度创新是指针对企业创新的内

生动力与档案管理需求，设计出兼具新颖性与

可行性的制度规范，用以指导档案管理八大环

节的有序进行。通过制度创新，各类抽象的创

新要素能够转化为具体直观的制度规划，从而

将创新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3]。

查满林 [21] 强调档案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与企

业制度的创新相匹配的，内容上包括对档案管

理环节、管理环境、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创新。

李溢 [26] 认为数字转型时代下，我国企业管理机

制已进入转型深化期，迈入了整体战略管理创

新的阶段，其档案管理制度自然也仍待更新，

不断创新档案管理制度是企业档案工作发展的

重要基石。不过，制度创新对于企业档案部门

来说存在着重重障碍。章燕华 [27] 就指出了，制

度创新实践探索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触

及深层次、结构性瓶颈，而此时需要行业或国

家层面的体制创新，才能为实践纵深发展进一

步扫除障碍。传统的管理制度制定主要以纸质

档案管理为基础，而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档

案工作的管理主体逐渐以原生状态的数字档案

为主，管理重点也向增量电子化转移。因此，

企业应在行业或国家层面制度的指导下，全面

梳理企业增量档案电子化现状，按照轻重缓急，

或是业务信息化的需求，健全相关档案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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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保业务系统产生的原生电子文件归档到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实现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 [4]。

3.4  技术创新

作为衡量企业档案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

一，技术创新始终贯穿于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

全过程，是实现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的关键手段。

技术创新是实现档案创新管理的基本性活动，

可以倒逼观念、管理、制度创新以进一步解放

技术生产力。以新兴技术为先导，将技术型创

新产物灵活应用于档案收集、整理、保管与利

用等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带动档案管理效率的

稳步提升，支撑档案管理工作的持续发展，使

企业档案管理逐步实现科学化、现代化 [20]。

对于企业档案部门而言，技术创新是档案

管理工作创新的引擎。王文亮 [28] 指出，对于档

案管理来说，不论是缩微技术、计算机技术或

网络技术，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种新

技术加快实现档案的有效保管和保护。成雪东
[7] 研究发现，在个性化管理中，档案管理中技术

创新的重点是将新型技术形式的突出优势充分发

挥，以档案本身的四性保障作为基础，发挥新技

术在档案信息化、系统的优化处理、档案修复、

档案检索与合理化应用等方面的最大化作用，满

足档案创新要求。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档案

管理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的浪潮之中。为适应新时代档案管

理工作的技术需要，企业亟需打破传统档案管理

中的技术瓶颈，拓展档案管理中的技术图景 [16]。

例如，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字档案真实性维护，

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档案安全性保障，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档案智能化管理，等等。但目前企

业档案管理仍以传统技术的应用为主，对新兴技

术应用场景的探索和应用方向的探析不足。

4  数字化转型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
的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档案管理创新的场景

和具体内涵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维度尚未发生

显著变化。参照知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企

业档案创新管理实现路径的探究，仍保留以“观

念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切入

点进行分析。由于历史及体制原因，企业档案

管理规章制度一贯以《档案法》、行业标准等

基本制度为主要依据，而此类基本制度的修订

又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并遵循特定的程序，进

而使企业档案制度层面的创新受到了一定的制

约。且企业档案管理制度的创新需与其企业制

度创新相匹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创新成

果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制度创新”的维

度并不适用于本主题的研究。然而，数字环境

的二位一体、主导力量的去中心化以及管理对

象的数据化，使得传统的档案业务流程越来越

不适应新时代档案工作发展。作为档案管理运

转的重要支撑，档案业务流程的创新成为题中

之义 [10]。鉴于制度创新的约束性与流程创新的

必要性，本研究在保留 3 个原有维度的基础上，

增加“流程创新”的维度，即考察档案业务流

程的优化要素，将观念、管理、技术及流程方

面的创新嵌入特定的时代背景并赋予与之相应

的实现路径，具体如图 2 所示。

4.1  倡导观念创新：从传统管理走向绿色管理

从知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来看，观念

创新是实现档案创新管理的内在要求，需具有

行业与时代发展的前瞻性。习近平主席在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了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特殊意义，为企业档案管理观念推

陈出新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档案的数字化形态也为企业档案管理观念

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一种新兴管理观念，

绿色管理观念主张档案管理的集约化，突出档

案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既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

生态化趋势，也能够满足数字化转型下档案管

理的实际需求 [29]。相比传统管理观念，绿色管

理观念主张管理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及环境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秉承绿色管理

观念与坚持绿色价值导向将会为档案创新管理

提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价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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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档案创新管理实现路径

在企业档案管理实务中，贯彻绿色管理观

念需要从数字档案的绿色收集、保管与利用等

三方面进行。从绿色收集层面来看，企业档案

部门的首要任务是强化档案收集制度建设，尤

其是档案收集手段、收集途径、收集内容等方

面的绿色管理与控制。例如，积极探索企业档

案的在线收集、自动收集、智能收集等绿色收

集手段；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共享平台现代

技术拓展低能耗的企业档案收集途径；围绕“节

能低碳、以人为本”的绿色档案收集目标，有

针对性地强化档案收集的绿色评价与监控 [17]。

企业档案部门将绿色管理观念融入档案收集环

节，既能有效提高企业档案的收集效率，还能

有效避免企业数字档案剧增所带来的“信息泛

滥”“信息污染”，实现档案收集的现代化、

环保化。

从绿色保管层面来看，企业档案部门则应

强调档案的保管方式与保管环境符合绿色管理

观念的基本要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绿色保

管的实现得益于档案数字化形态特征及其数字

化存储方式。对于企业档案部门而言，同纸质

档案相比，存储密度高的数字档案能够节省大

量存储空间，既节约管理成本，也能充分节约

自然资源。而且档案的数字化形态特征使其能

够借助数字备份、数字迁移和数字拷贝等信息

技术手段实现长期保存，从而大大降低管理能

耗 [29]。档案保管环境满足绿色管理观念则意味

着以生态环保的理念作为环境建设标准，以绿

色建筑的要求作为建筑设计标准。例如苏州工

业园区所建设的绿色智能档案馆，自规划设计

之初就将注重节能生态作为重要原则之一，设

计中更是进一步落实了生态环保理念和绿色建

筑要求。其档案大厦的绿色看点主要包括呼吸

式幕墙、绿色自循环屋顶微环境、太阳能发电、

自然光照明、地源热泵空调系统以及遮阳系统

等。这些绿色要点除实现档案库房环境的环保

节能外，还能确保库房的恒温恒湿，满足档案

保管需要。

从绿色利用层面来看，企业档案部门的核

心目标是将节约、环保的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档

案的开发利用环节。为此，亟需消解传统档案

利用中存在的“高能量、高消耗、高成本”的

非低碳行为，确保企业档案资源经济效益与生

态效益双面一体。在此过程中，企业档案部门

可借助节能低碳、环保高效的档案信息化平台

实现前端业务的信息化，采取一系列措施深化

绿色档案资源的共享，如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整合数字档案资源内容，开放企业数字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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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检索、在线阅览、在线传递、在线下载的

功能，提高绿色档案的利用效率与效益 [17]。

4.2  聚焦管理创新：从绝对管控走向员工赋能

知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中，管理创新的

范围相对广泛，其中人员管理创新为焦点所在。

人员管理创新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观念创

新、技术创新、流程创新所产生的新理念、新

技术、新体制只有借助档案人员的力量才能发

挥实效。在企业档案部门普遍沿用的管控式管

理下，档案人员常常按照传统的套路开展管理

工作，应对新问题表现乏力 [30]。因此，当数字

时代档案工作较以往产生了快速且显著的变化

时，绝对管控下的档案人员以其原有的意识、

能力已难以满足工作要求。在此情境下，企业

需要赋能员工 [31] 以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

落实在实践中，即“人才驱动，培训赋能”，

即企业档案部门突破传统的培训方式，赋予企

业档案人员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能力。

一是赋“心”能。在培训赋能中，赋“心”

能主要指激活员工的活力，赋予员工自主感，

使其在意识形态上与企业战略达成高度一致 [32]。

就档案创新管理而言，赋“心”能有益于促进

档案人员实现意识转型，主动迎合企业创新与

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需求。为此，企业档案部门

应在传统培训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寻求突破，逐

步改变重复单调、内容简单的培训，通过建立

知识共享平台、开展会议及讲座等方式不断赋

予档案人员对档案管理观念、技术、模式等方

面创新发展的前瞻意识，从而激发其自身的创

新意识 [33]。数字时代，档案工作中的新事物、

新问题、新技术层出不穷，通过赋“心”能使

得档案人员可从根本上树立创新意识，并将其

应用于档案管理全过程中，以此助力档案管理

不断创新。

二是赋“技”能。赋“技”能指通过一系

列的培训授予学员一种或多种能直接应用于工

作场境的技能 [32]。从档案创新管理的视角来看，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档案人员的定位随着信息技

术而不断变化，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逐渐成为

档案人员所必备的业务技能之一。在此情境下，

企业档案部门应围绕档案数字化设置专门的实

践培训，突显“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和前瞻性。通过开设实践性强的实操课（含在

线培训），进一步引导档案人员对新型数字化

技术加以摸索和研究，如档案管理系统、OA 系

统、计算机技术、RFID 技术、NAS 技术等 [34]。

在掌握新型技能的基础上，档案人员可运用数

字化新技术来指导和改进档案工作，从而实现

由单一专业型向多样复合型转变。

4.3  加快技术创新：从传统技术走向新兴技术

知识型档案管理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被

视为实现档案创新管理的关键手段。在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尤其需要对技

术创新予以充分重视。因为新兴信息技术的应

用已经对包括档案管理在内的各行各业都产生

了强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传统的档案管理

技术和方法不再完全适应新时代档案管理工作

的技术需要 [12]。具体而言，技术创新的重点已

由纯纸质档案管理向多种载体档案管理转移，

诸如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将成为企业档

案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创新引擎。

已有研究 [28] 提出档案管理中技术创新的重

中之重就是保障档案信息的真实性，而区块链

信息不易篡改的特点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区

块链并非单一的技术，而是分布式数据存储、

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多重技术

的创新集成，具有多个节点的安全保障机制 [35]。

因此，它能够有效降低档案被篡改和破坏的风

险，在档案真实性保护方面展现显著优势。通

过应用区块链技术，企业档案信息的处理可借

助于非对称加密机制签名、时间戳、哈希值计

算以及链式结构的特点防止档案信息被事后篡

改。这种链条式结构的原理是将前一个区块链

的哈希值放入其后的区块链中，从而实现了区

块链的“块块相扣”，对任一档案信息的非法

修改，都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其他所有数据块中

哈希值的改变 [36]。把区块链作为档案信息处理

的新手段，将颠覆传统档案管理思维，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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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档案的“生命力”。实际上，一些大型企

业集团已对区块链技术在档案真实性保障方面

的实践应用进行了探索。以中国石化为例，其

运用区块链记录业务的关键环节，对文件的特

征信息和相关元数据的 Hash 值上链，从而有效

证明数字档案在接收、保管、利用各阶段文件

的真实性。Hash 值上链的范围包括归档源上链

存证、归档档案接收上链存证、日常巡检记录

上链存证以及借阅利用记录上链存证。当档案

人员进行档案真伪验证时，可以通过档案管理

系统调用区块链验证服务，将本地对档案计算

的 Hash 值与存证链上存储的 Hash 值进行对比，

从而达到可信验证的目的 [13]。

档案的安全保障在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也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联网技术所支撑的智

能化追踪管理和防盗报警系统等应用很大程度

上契合这一需求。在档案整理阶段，企业档案

人员可将档案数据库中的编目信息通过读写器

写入 RFID 标签，并将标签与档案一一对应，以

此建立起档案实体与数据库信息的关联 [37-38]。

即便档案被借阅出库，通过识别标签信息就能

对档案进行实时跟踪监控，实现档案智能化追

踪管理。除定位档案本身外，对于具有专门档

案室（库）的企业而言，物联网技术还能够发

挥防盗报警的作用。例如，已应用于实践的无

线电波防盗探测门禁系统，可以通过整合电子

防盗功能与阅读设备，使档案室防盗系统变得

更易处理，一旦档案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带

离档案室（库），将触发报警系统 [39]。这类应

用物联网技术的档案跟踪、防盗系统为档案的

安全保管提供了基础保障，在企业档案技术创

新过程中值得积极探索与发掘。例如，国网江

苏电力基于智能化、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兴技

术构建的智能管理多元化库房便是“泛在电力

物联网”的典型实践案例。该档案智能库房以

现代化库房硬件设备为基础，引入智能档案密

集架、RFID 电子标签（库位标签、档案盒标签、

文件标签）、RFID电子标签打印机、安全通道门、

防盗报警系统等基础设备，实现档案的智能定

位、实体档案自动上架、安防智能化管理等功能，

实现了档案领域的泛在物联与档案库房业务的

管理模式创新 [14]。

4.4  推进流程创新：从串行式流程走向一体化流

程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档案管理显现出一大

必然趋势：档案形态由纸质转向数字，档案管

理由实体管理转向数据管理，档案利用由实体

传递转向信息化传递。当档案管理的对象从传

统物质形态转向数字形态，管理业务也将随之

逐步转移至管理系统，“系统”成为数字档案

在各个阶段的管理平台 [40]。“系统”这个管理

要素的介入，不仅将各种信息技术引入档案管

理，同时推动着档案业务流程的创新。流程创

新较为实际的作法是改变以往的串行式流程，

推行文档一体化流程。

在纸质档案时代，档案业务管理流程受限

于固定的工作环节、岗位和步骤，各档案业务

活动被视作孤立的串行节点，串接成链条结构，

按照“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

用”的固定顺序进行逐步操作，由此形成了串

行式流程 [41]。串行式流程依据分工将档案管理

过程割裂成工作碎片，且流程中的前行工序直

接制约着后行工序，致使档案管理的效率与协

调性较为低下 [42]。数字转型时代下，为克服串

行式流程固有的弊端，文档一体化流程依托信

息管理系统，对文件与档案管理工作流程进行

重组、再造。它强调运用文件连续体理论和档

案全生命周期理论对文件和档案管理实行全过

程管理和前端控制，尤其注重过程的连续性、

有效性、流畅性。将其应用到企业档案管理之中，

意味着企业档案部门不再因循守旧，主动改变

串行式流程，在其信息系统中建立协调联动的

新流程。新流程中，档案业务被视为流程中的

单个节点，工作任务项可选择以任一节点为起

点，以辐射、闭环、分支等形式，同时发送给

多个对象进行处理，突破了串行式流程中先后

环节间的时间限制，提高了流程中任务处理的

并行程度与合作程度。同时，文档一体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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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业务环节、由不同部门分别完成的档案工

作内容进行集成管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统一

优化、改进，从而提升档案业务运作效率 [43]。

以中石油文档一体化管理为例，它利用自

主建设的 SOA 服务架构，实现了文档一体、无

缝衔接。中石油文档一体化将拟稿、审核、领

导签发、盖章、发送、归档、著录与审核以及

保管等业务环节进行整合，通过集成管理的方

式将业务系统的文件映射到档案管理系统之中。

其中，拟稿步骤体现了档案管理中的前端控制；

领导签发中，采用数字证书等信息安全技术保

障电子文件系统的安全性；归档时，待归档系

统中文件按照既定的分类方案自动流入相应门

类；进入档案保管阶段的文件将被赋予唯一的

档号，用于在档案系统中进行文件的检索、统

计及在线利用等功能 [11]。文档一体化流程兼具

灵活性和完整性，在数字时代也具有较强的稳

定性和适应性，企业部门可针对档案工作的现

实差异予以灵活应用。

5  结论与展望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

创新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更加关注实践落

地与具体成效。在数字时代，创新唯有契合数

字化转型需求并随之不断演化才能更好地发挥

实际作用。对企业档案管理而言，这意味着应

以反映数字时代需求的创新驱动企业档案工作

的有益发展。档案管理创新并非企业档案管理

部门的局部调整，而是观念、管理、技术和流

程创新等整体性、全方位的整合。鉴于此，企

业档案部门可以考虑从以下 4 个维度出发，挖

掘档案创新管理的实现路径，采取一系列“有

意义”的创新活动：①以绿色管理观念为指导，

通过“绿色”档案载体的收集手段智能化、保

管环境低碳化、前端业务信息化等实现档案资

源绿色收集、保管及利用；②以创新人才赋能

方式为手段，通过建立前沿知识共享平台和开

展业务实践培训等提升人员档案管理创新意识

与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③以区块链、物联网

等新兴技术为引擎，通过档案信息上链存证、

RFID 电子标签应用、安防智能化管理等保障企

业档案的真实性与安全性；④以企业档案业务

流程创新为依托，通过文档一体、无缝衔接实

现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流程再造。

本研究希望能够为企业档案管理构建科学

合理的创新体系、开拓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提

供具有借鉴性的思路，从而更进一步激发企业

档案创新管理的内生动力，助力企业档案管理

工作更好地与数字时代相适应。本研究只是对

企业档案创新管理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

一些可供企业参考且符合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创

新方向，但真正推动企业档案创新体系及措施

落地生效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需要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深化。在未来，需要给予

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研究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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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Archiv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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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n increasingly deep and strong impact on 
all aspects of archives management, exploring innovativ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archives in such context 
w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to open up a new path of archive management in line with the digital age. In the 
context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loring innovativ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archive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open up a new path of archive management 
in line with the digital age and to achiev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ir archives work. [Method/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archives innovative management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regarded the knowledge-based archive management innovation system as a basis, interpreting the 
4 innovation dimensions comprised in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 and further summarizing the related studies 
to clarify the core points of each innovation dimension. In view of the constrain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process innovation, this paper added the dimension of “process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retaining the three original dimensions, including “concept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lying on this framework, it explored the concrete practical path of enterprise 
archives innovation management activ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ult/
co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innovativ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archives can be achieved by four way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amely moving from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o green management, 
from absolute control to employee empowerment, from traditional technology 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from serial processes to integrated processe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archive    knowledge-based archive management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ve management    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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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的 
技术框架构建
黄微 1  刘熠 1  郭苏琳 1,2

1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130022
2 吉林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长春 13011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网络舆情受众的失范行为是舆情出现剧烈变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研究失范

行为靶向引导技术框架的构建，为失范行为实施引导提供技术手段。[ 方法 / 过程 ] 在网络舆情受众失范

行为靶向引导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框架模型，并对框架模型的各个模块进行具体描述；梳理各模块功能

实现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并以微博舆情为例对框架进行了验证。[ 结果 / 结论 ] 靶向

引导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方法，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的靶向引导技术框架模型，能够从技术层面解

决目前引导策略过于宏观失之具体的缺陷，增强了靶向引导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网络舆情   失范行为   靶向引导

分类号：G206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5

引用格式：黄微 , 刘熠 , 郭苏琳 .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的技术框架构建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20, 5(3): 159-174[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2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构建及调控策略研究 ”（项
目编号：18ZDA310）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微 (ORCID：0000-0003-0448-9563)，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huangwei@jlu.edu.cn；
刘熠 (ORCID：0000-0002-7360-2091)，博士研究生；郭苏琳（ORCID:0000-0002-9941-4988)，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0-03-30        发表日期：2020-06-24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1  前言

目前，自媒体的准入门槛不高，活跃度已

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缺乏“守门人”

对信息内容和行为的把关，一部分网络舆情信

息受众在参与舆情事件的过程中发生的信息行

为不够规范，对网络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因此，对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的发现与靶向

引导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当前，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技

术的研究以高校引导和政府引导等多种方式并

存。在高校引导方面，由于青年学子思想活跃，

但未经历广泛的社会实践，因而具有行为冲动、

易受他人影响、思维逻辑简单等特点 [1]。作为

网络舆情受众中的重要群体，高校大学生又较

易形成网络舆论 [2]。因此提高高校舆论引导力，

稳固高校思想阵地的高校引导研究 [3] 是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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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引导研究的重点。在政府引导方面，政府

舆情引导策略更为复杂，舆情引导机制规制需

要具有长效性、协调性和互动性，不仅需要政府、

媒体和公众的同时作为，还要制定相应的法律

法规 [4]。在政府舆情引导研究中，罗潇潇等人

认为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 , 需及时发布权

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 , 以正确控制

和引导舆论 [5]。王晰巍等认为政府在引导舆情

的过程中应当对移动端平台与非移动端平台用

户之间的差异性予以重视 [6]。 赵晓航等认为政

府对舆情的回应须在危机发生初期及时发声，

以防疑惑心理转化为负面情绪；同时应注重与

舆论的互动，防止次生舆情的产生，以完成舆

情引导工作 [7]。

现有网络舆情引导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

面，多以逐条梳理网络舆情应对、治理、善后

策略为主，引导方略在与实际接轨、开展实施

方面略显单薄。在本文研究中，以网络舆情事

件为背景，以研究网络舆情受众在不同事件中

的失范行为为核心，针对不同失范行为，提出

了靶向引导的技术框架，试图以信息技术为基

础，增强更有效、更精准的技术型引导功能，

从而弥补现阶段网络舆情引导操作性不强的问

题，为网络舆情引导提供新的思路。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的理论

基础，是基于托尔曼的 S-O-R（刺激 - 机体 -
反应）理论，也吸纳了较为成熟的情境理论 [8]、

AVP 情感维度理论 [9]、曾盛泉的网络舆情应

对理论 [10]、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语义识别方

法等。通过对以上理论与方法的整合与利用，

最终构建了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

的技术框架模型。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失范行为的概念界定

鱼震海认为，网络媒体的失范行为是违背

社会规范不适当的使用互联网从而背离主流社

会要求的行为偏差 [11]。谢晖认为，失范行为包

括了舆论暴力、舆论绑架、舆论极端与舆论失

真 [12]。杨祺认为，失范行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13]。综合上

述各类关于失范行为的定义，本文认为网络舆

情受众失范行为是指所有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产

生负面影响、引领舆情错误走向、导致舆情危

机的网络舆情受众行为。

2.2  靶向引导的概念界定

面向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的靶向引导，

是以网络舆情受众、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情

受众失范行为 3 个维度为靶向的，靶向引导是

在3个维度层层递进，层层聚焦的基础上实施的。

其分析过程是，通过分析网络舆情事件的背景，

获取事件独立特征，判断具有独立特征的受众

是否具备参与到网络舆情事件的潜质，而后根

据受众的独立特征，对其参与该网络舆情事件

的参与行为进行拟合预测，从而根据拟合预测

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靶向引导策略。靶向引

导是以机器学习算法为基础的，自动根据各维

度特征提出对应引导策略的技术方法，其显著

特点是实现舆情处置准确化与自动化。

3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
技术框架模型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3.1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技术框架模

型构建的目标

面向网络舆情信息受众靶向引导的技术框

架模型构建的重点是达成网络舆情信息受众拟

合、事件拟合与受众行为预测从而实施靶向引

导，包括实现网络舆情信息受众靶向引导的构

成要素、实施流程与技术支持 3 个重要方面。

构建面向网络舆情靶向引导的技术框架模型需

要遵循数据实时获取、数据并行处理、靶向匹配、

全自动输出 4 个基本步骤和目标流程。

（1）数据实时获取，即在整个框架模型下，

任何模块的数据都在不断地更新与丰富，因此

数据需要实时获取以达到靶向引导的时效性。

（2）数据并行处理，即在框架模型下，个

体分型模块、事件匹配模块、行为匹配模块与

触发点发现模块遵循分布式并行处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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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众画像、舆情事件感知，均按照多线程

分布式计算，并不存在时间的先后顺序。

（3）靶向匹配，即该框架需要根据网络舆

情信息受众、事件情境与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在

事件情境下发生的失范行为，匹配出更合理的

引导策略与引导路径，达到靶向引导的目的。

（4）自动输出，即整个系统在框架中的运

行，不需要借助人工，从数据获取、数据处理

到受众画像、舆情事件感知与失范行为拟合再

到靶向引导是一个自动的过程。

3.2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技术框架模

型构建的原则

面向网络舆情靶向引导的技术框架模型的

构建，是按照网络舆情信息受众、网络舆情事

件与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三个核心概念

组成的统计集合体。在整个框架的构建过程中，

需要以数据存储智能化、模型衔接紧密化、运

行流程集约化为构建原则。

数据存储智能化指在整个框架结构中，数

据通过抓取后的优化存储问题。在数据获取后，

大部分数据属于原始数据，经过数据清理与语

义识别的过程转化为可用数据，而后再通过网

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画像与网络舆情事件

感知，形成统一的标签体系。这些标签数据需

要以表的形式存储在数据库中。同时网络舆情

信息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策略也需要以标签

数据的形式存储在数据库中。该数据库包括受

众画像库、事件感知库与靶向引导策略库 3 个

数据库。数据库之间具有互联互通和数据互操

作的功能。

模型衔接紧密化指在整个框架中，包括网

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拟合与网络舆情信息

受众靶向引导，存在多种数理模型，例如数据

获取模型、语义识别模型、行为预测模型、事

件匹配引导模型、受众分型引导模型、失范行

为匹配引导模型等，各模型之间需要通过网络

舆情靶向引导的技术框架模型进行衔接，形成

统一的数据接口，达到从前序模型的输出到后

续模型的输入的无缝衔接。

运行流程集约化指在整个框架中，模块的

运行存在先后顺序的情况，也存在并行处理的

情况，哪些模块可以并行处理，哪些模块必须

遵从先后顺序，从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

拟合与靶向引导的数据输入到数据输出要经过

哪些步骤等。整体流程的合理化，不仅能够理

清框架模型运行的流程，而且能够通过数据、

模型的并行计算与处理提高框架的运行效率。

4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
的技术框架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的技术框

架模型是根据网络舆情受众、网络舆情事件与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三维体系构建而成，其

中包含了数据获取模块、靶向引导策略库、网

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拟合模块、受众画像

库、事件感知库、个体分型引导模块、行为匹

配引导模块、事件匹配引导模块、触发点发现

模块等要素。

框架的流程是从数据获取到行为拟合再到

靶向引导策略输出等各模块相互衔接的运行过

程。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框架

结构见图 1。下面分别从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

行为拟合与靶向引导的框架模型要素及流程进

行分析。

4.1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技术框架的

模块构成分析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技术框架

的模块构成包含了 7 个部分，分别是数据获取

模块、失范行为拟合模块、数据库模块、个体

分型引导模块、行为匹配引导模块、事件匹配

引导模块、触发点发现模块等。具体模块的位

置见图 1。
（1）数据获取模块。数据获取模块包括受

众数据获取与事件数据获取两个部分。其中，

受众发现模块，是对网络舆情信息受众的主页、

发文、评论等信息进行摘取、收集与处理的过程；

舆情监控模块是对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参与的网

络舆情事件的博文、评论信息摘取、收集与处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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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过程；数据获取模块是整个网络舆情信息

受众失范行为拟合与靶向引导框架的信息输入

单元，通过网络爬虫工具进行实施，是无间断

处理的过程。

 

事件感知

受众画像

失范行为拟合模块

受众定位

行为预测

受 众 行 为 预 测 模 型

受众数据获取

事件数据获取

靶向

引导

策略

输出

受众画像库

事件感知库

..

受众特征

输出

靶向引导策略库

受众

事件

行为

个体分型引导模块

行为匹配引导模块

事件匹配引导模块

触发点发现模块

数
据
获
取
模

块

图 1  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框架结构

（2）失范行为拟合模块。该模块包含网络

舆情信息受众画像、网络舆情事件情境感知与

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拟合 3 个部分，分

别对应了受众画像模型、事件情境感知模型与

受众失范行为预测模型。其中画像与情境感知

的作用是针对网络舆情信息受众与网络舆情事

件的二次处理数据进行分型匹配，并将加工后

的数据存入数据库；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

为预测的作用是结合改进的 S-O-R( 刺激 - 机体 -
反应 ) 模型，将网络舆情受众画像库中的多类受

众作为机体群，令每一类机体分别被事件情境

刺激，对其发生的行为进行预测，并发现失范

行为的过程；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拟合

模块是数据处理单元，为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

范行为靶向引导做出铺垫。

（3）数据库模块。数据库模块包含受众画

像库、事件感知库与靶向引导策略库。其中受

众画像库与事件感知库建立在网络舆情信息受

众画像与网络舆情事件情境感知的基础之上，

在对应的标签体系下构建而成的用户分类集合

与事件分类集合；靶向引导策略库是靶向引导

策略的集合，包含了引导策略集合与引导路径

集合；引导策略集合与引导路径集合均是按照

受众、行为与事件三大要素进行标注。针对不

同的受众、不同的行为与不同的事件均有不同

的特定引导策略与引导路径；数据库模块是面

向网络舆情靶向引导的技术框架模型的数据存

储单元，是实施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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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引导的数据基础。

（4）个体分型引导模块。个体分型引导模

块是连接网络舆情信息受众画像与网络舆情受

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策略的接口模块，具有针

对网络舆情信息受众个体的独有特征，从靶向

引导策略库中自动匹配引导策略与引导路径的

功能。

（5）行为匹配引导模块。行为匹配引导模

块是连接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拟合与网

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策略的接口模块，

具有针对不同的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从

靶向引导策略库中自动匹配引导策略的功能。

（6）事件匹配引导模块。事件匹配引导模

块是连接网络舆情事件情境感知与网络舆情受

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策略的接口模块，具有针

对不同的网络舆情事件从靶向引导策略库中自

动匹配引导策略的功能。

（7）触发点发现模块。触发点发现模块是

实施靶向引导的启动器，不同的网络舆情事件

与不同的网络舆情受众所启动靶向引导的条件

也不尽相同，根据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

预测拟合的结果，自动计算触发条件。

4.2  面向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技术框

架的运行流程分析

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拟合与靶向引

导流程的基本步骤是数据更新、行为拟合、受

众定位、策略匹配、引导触发与靶向引导 6 步。

（1）数据更新。数据更新即受众数据获取

与事件数据获取两部分不断收集与更新数据的

过程。数据更新的过程以抓取模型为基础，按

照从热点舆情事件内容抓取到热点舆情事件受

众抓取的方式展开。数据更新的过程是按照时

间进程不间断进行。由于微博具有反爬虫机制，

会进行封号操作，因此数据抓取的频率略微降

低，并且每隔一个时间间隔进行下一次事件抓

取。数据更新后，网络舆情事件数据通过情境

感知模型进入情境感知库。在情境感知库中，

若存在该舆情事件，则对该事件进行数据更新；

若不存在，则添加事件并初始化。网络舆情信

息受众数据通过受众画像存入受众画像库。在

受众画像库中若已存在该受众，则进行数据更

新；若不存在该受众则添加受众并初始化。

（2）行为拟合。通过数据获取模块的不断

执行，新的网络舆情信息受众不断通过受众画

像存入受众画像库；新的舆情事件也不断通过

情境感知进入事件感知库。与网络舆情信息受

众进入受众画像库不同，新的舆情事件经过筛

选之后，危机等级高的事件会作为 S-O-R 模型

中的刺激部分，对画像库中的对应网络舆情信

息受众产生影响，调用合适的网络舆情信息受

众失范行为预测模型对受众可能发生的行为进

行预测，形成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拟合

结果。行为拟合的结果表现为输出事件信息与

行为预测信息。

（3）受众定位。根据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

范行为拟合结果，发现可能产生极端行为或者

造成恶劣影响行为的网络舆情信息受众个体，

在受众画像库中进行受众定位，输出受众信息。

在受众定位的基础上，将受众与策略库中的策

略进行匹配，有针对性地进行靶向策略引导。

不同受众的行为发生时间与规律也不同，同时

针对不同事件，触发引导与否或者触发引导的

时机也不同，因此针对特定受众判断最佳的靶

向引导触发时间也极为重要。

（4）策略匹配。利用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

范行为靶向引导模型，针对之前输出的受众信

息、网络舆情事件信息与行为预测信息在靶向

引导策略库中进行策略匹配，将匹配结果整合

并准备输出。策略匹配的目的在于靶向引导，

是对网络舆情信息受众特征、网络舆情事件特

征与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特征进一步挖

掘而产生的具有靶向性的机制。能够在最佳时

机，以最准确的策略对事件、对受众进而对受

众失范行为进行引导与管控。

（5）引导触发。在策略匹配与策略准备输

出的过程中，利用触发点发现模型计算合理的

引导触发时机，当时机达标后触发引导策略输

出与引导路径输出。策略输出是对网络舆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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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网络舆情信息受众与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

范行为全局把控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针对不

同的情况，靶向引导需要考虑与准确判断触发

与触发时间的条件。这样才能够精准地实施引

导，避免盲目引导、引导不及时、引导过激、

引导不准等问题的发生。

（6）靶向引导。将靶向引导策略与靶向引

导路径输出给网络舆情控制专业人员提供指导。

通过靶向引导达到适时、适当、适度、精准地

完成对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的引导目的。

适时指能够在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发生之前，

采取措施引导受众发声；适当指采取准确的引

导措施，不盲目进行引导；适度指采取的引导

措施需要得当，不能过激，也不能不痛不痒；

精准是指引导要精确锁定受众个体，根据受众

个体的具体特征实施靶向引导。

在框架模型的运行过程中，行为拟合中的

受众画像与情境感知、策略匹配与引导触发属

于并行运行模块，各模块分别由不同的控制单

元控制，并行计算。其他歩骤均有时间先后顺序，

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流程如图 2
所示： 

数据更新

策略匹配

靶向引导

受众类型选择

受众定位事件刺激 行为预测

行为拟合

引导触发

图 2  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流程

5  面向网络舆情靶向引导的核心技
术分析

5.1  数据处理技术

5.1.1  数据获取

首先，根据某事件为背景的所有微博进行

筛选，选出事件转折点的典型微博，根据事件

状态、当事人状态与微博评论量进行筛选，选

出事件爆发阶段，当事人原创的评论最多、情

感最为丰富的微博作为研究对象；其次，遍历

该微博下的所有微博评论并进行抓取，在抓取

的过程中，提取每个舆情信息受众的主页链接，

采集舆情信息受众主页资料；再次，遍历舆情

信息受众所发布的微博，并进行抓取；最后，

在遍历的过程中，若发现其参与到其他网络舆

情事件当中，则返回抓取的第一步，选取该事

件为背景的所有微博进行筛选，由此形成一个

环状的舆情信息抓取流程。

数据抓取应该以 S-O-R 理论为核心，仅抓

取必要的数据进行研究。舆情事件与关键微博

环节属于事件情境，是 S-O-R 理论中刺激的部

分。受众资料与受众微博属于受众机体，是S-O-R
理论中机体的部分。受众微博与微博评论属于

机体反应，是 S-O-R 理论中的反应部分。整个

微博数据抓取过程以舆情信息抓取流程环为框

架，以 S-O-R 理论为核心，形成如图 3 所示的

数据抓取模块。

总体来说，网络舆情信息数据抓取模块可

以分为舆情事件、关键微博、微博评论、受众

资料与受众微博等子模块，集中体现为刺激、

机体与反应三部分。作为数据建模与数据分析

的基础，有效的数据清洗、数据筛选与数据预

处理等操作十分必要。

5.1.2  数据清洗

在数据抓取的过程中，由于数据来源问题、

数据格式问题、数据抓取中的网络波动问题等，

往往会造成抓取的数据形式混乱、格式不统一、

数据重复、含有缺失值等情况 [14]。因此需要进

行数据清洗的工作，使得数据完整并且具有统

一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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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事件

关
键
微
博

受
众
微
博

受
众
资
料 微

博
评
论

搜索事件相关微博

遍历微博评论

评论受众主页链接

遍历受众所有微博

发现微博中其他事件

事件情境（S）

机体反应（R）

受众机体（O）

机体反应（R）

数据支持

数据支持

数据支持

数据

支持

数据支持

数据

支持

刺激

反应

反应

图 3  数据抓取模块示意图

笔者在数据清洗过程中，首先将舆情事件、

关键微博、微博评论、受众资料与受众微博的

不同抓取形式，分别以人为中心、以事件为中

心与以文本为中心进行编号，形成人 - 文本 - 事
件一一对应的数据集。

针对不同的数据集，将其中文本格式的部

分统一为 UTF-8 格式；将含有数字的部分统一

定义为 Double 格式；将含有时间的部分，统一

按照 yyyy/mm/dd 的格式整理；将所有数据单元

格应用 Strip 函数，去除多余的空格。

由于抓取中网络时延的问题与数据来源的

问题，出现了大量缺失值。一般的缺失值处理

办法有全局常量填充、中心度量填充、同组均

值填充、最有可能值填充等。笔者针对缺失值

问题，做如下处理：由于缺失值既含有文本数

据也含有数字数据，因此统一将含有缺失值的

行删除，方便后续处理。

5.1.3  分词

笔者采用 Python 编程技术，应用中文分词

工具 jieba 分词，针对文本内容实现中文分词。

考虑到如代词、介词、语气词等一系列对推文

本身语义无关的特殊词语，笔者采用 jieba 中的

停用词工具，定向分词。在此次实验中只采用

分词结果中的一般名词、人名、音译人名、地名、

音译地名、机构团体名、其他专名、名词性惯

用语、名词性语素、新词、处所词、一般动词、

副动词、动名词、动词性语素、形容词、副形词、

名形词、副词、区别词这20类词。并添加“有”“没

有”“还”“是”“也”等未滤出的停用词 [15]。

5.1.4  词向量

在分词的基础上，将人类可以理解的文

本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能够理解的信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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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最初的词向

量模型是将不同词语的存在与否以（1,0）的

方式展示在矩阵中，但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词

向量矩阵过于稀疏，并且缺乏字词之间的相似

关系描述。因此 2013 年 T. Mikolov 等提出了

Word2vec 模型 [16] 可以快速而高效地训练词向

量，体现词与词之间的关联度关系。Word2vec
模型包含两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训练模型，一是

CBOW（Continue bag of word）模型，另一种是

Skip-gram 模型。CBOW 模型是通过上下文来预

测当前词，而 Skip-gram 模型则是通过当前词来

预测其上下文。两种相反的训练方法对应了不

同的数据需求。CBOW 在小型语料库中表现良

好，而 Skip-gram 则在大型语料库表现更为出色。

由于两种算法在针对大量数据的时候，参数训

练的规模都空前的巨大，极其耗费时间。因此

T. Mokolov 引入了两种优化算法 Hierarchical 
Softmax 和 Negative Sampling。两种训练算法与

两种优化算法相结合可以得到 4 种框架。

笔者采用腾讯 AI 实验室训练的 200 维词向

量模型 [17]。该模型是Skip-gram模型的优化版本，

称为 Directional skip-gram。Directional skip-gram
算法是在文本窗口中词对的共现关系基础上，

额外考虑词对的相对位置，从而提高词向量语

义表示的准确性，具有训练样本丰富、语料新鲜、

准确度高的特点。但是应用大规模数据训练，

包含体量巨大的关键词序列和 200 维的词向量

表示，在提升准确率情况下，无法满足应用词

向量过程的提高效率问题，使得运用词向量模

型进行语义识别的运算速度缓慢。而应用神经

网络模型只需要进行一次模型的训练即可得到

神经网络的训练参数，之后进行语义识别的过

程中，只需要调用训练参数即可，并不会影响

识别的效率。

5.2  行为拟合与匹配技术

5.2.1  基于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语义识别算法

网络舆情信息受众语义识别模型从宏观上

来说，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将网络舆情信

息受众发布的中文语料进行分类的过程。从微观

上讲，是将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发布的评论、原创

微博通过词向量处理封装成计算机可读的数字化

信息，之后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的语义识别与分类

功能将其按照情感强度分为：特低、低、中、高、

特高 5 个等级；按照情感极性分为消极、中立与

积极 3 个类别；按照话题类别分为：社会民生、

政治经济、文化娱乐、教育科技、自然灾害、意

识形态、公共安全、司法警务与其他。由于自然

语言在经过词向量模型加工后，词向量之间的距

离具有远近关系，因此分析一句话的语义不单单

要考虑单个词语的含义，还需要将多个词语联系

起来进行综合考虑。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卷积核具

有按步长扫描的作用，可以通过控制卷积核的大

小达到多个词语综合分析的效果。本文在 X. Yang
与 K. Shrivastava 提出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18-19] 的

基础上，利用不同的卷积核尺寸，构建了多尺度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如图 4 所示：

词向量模型 卷积层 池化层 全连接层

卷积核

200维词向量

0.0x 0.0x 全连接层全连接层

图 4  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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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基于用户画像与情境感知模型的网络舆情

受众建模与事件建模

用户画像与情境感知实质上具有相似性，

用户画像即对网络舆情受众个体的特征进行结

构化的标签描述，解析该舆情受众的基本特征、

行为特点、爱好偏好等。情境感知即对网络舆

情受众所处的环境进行解析，实质上是对网络

舆情受众所面对的舆情事件进行标签化描述，

分析事件的类别、属性与其对舆情受众的影响

等。用户画像与情境感知离不开语义识别算法，

在网络上无论是网络舆情受众或是网络舆情事

件，均是由文字、图像、视频等异构多媒体数

据组成 [20]，这就需要特定的语义识别算法对这

些数据进行解读。笔者研究以文字数据处理为

主，应用前一节提及的语义识别模型来进行处

理。用户画像与情境感知建模如图 5 所示：

受众类别 事件类别行为预测结果

受众行

为表现

受众情

感极性

受众情

感强度

受众偏

好表现
事件类型

事件群体

情感极性

事件群体

情感强度

图 6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网络舆情受众信息行为预测模型

网络舆情受众

数据获取

预处理
数据清理、数理统

计、分词、词向量...

受众统计学特征/
事件情境属性

（受众）/（事件）热

度特征

受众互动特征

（受众）/（事件）情

感特征

（受众）/（事件）态

度特征

受众偏好特征/
事件类型

语义识别

CNN

网络舆情

（受众画像）/
（情境感知）

数据获取与处理
（受众画像）/

（情境感知）标签体系
（受众画像）/

（情境感知）建模

个性化词云

图 5  用户画像与情境感知建模

5.2.3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网络舆情受众信息行为

预测算法

贝叶斯网络是基于贝叶斯定理的一类概率

模型，可以用来解决分类问题，它能够用图像

的方式体现出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能够给

予事件概率化的描述。在网络舆情受众信息行

为预测的研究当中，利用贝叶斯网络可以将网

络舆情信息受众与网络舆情事件结合在一起进

行分析，即利用前一节提及的用户画像模型与

情境感知模型，得出具体网络舆情信息受众在

特定网络舆情事件下表现出情感强度、情感极

性、行为偏好、行为表现的类型，从而计算出

该网络舆情受众产生特定失范行为的概率。具

体贝叶斯网络模型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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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据库技术

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的技术框

架模型中，包含 3 种类别的数据库，分别是受众

画像库、事件感知库与靶向引导策略库。其中受

众画像库与事件感知库，均是对具体网络舆情受

众与事件的标签化描述。靶向引导策略库是按照

网络舆情受众、网络舆情事件与网络舆情受众失

范行为的历史记录提出的引导策略集合。

数据库的设计按照从抽象到具体可以分为

数据库的概念设计、数据库的逻辑设计与数据

库的物理结构设计 [21]。下面以网络舆情受众画

像库为例简述数据库的概念设计、逻辑设计与

物理设计。

5.3.1  数据库概念设计

数据库的概念设计是应对数据库需求的概

念设计模式。在数据库的概念设计中，需要在

数据库的需求分析基础上，构建数据库概念模

型，即 E-R 图。在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

引导技术框架模型中，需要设计 3 类数据库，

笔者将在微博平台上，以网络舆情受众画像库

为例，简述数据库概念设计。

在网络舆情受众画像库中，需要整合网络

舆情受众的历史记录，包括受众主页、受众评

论、受众微博与网络舆情受众。其中网络舆情

受众与受众主页是 1 对 1 对应的实体，受众通

过编辑主页，可以自主修改受众昵称、所在地、

性别等基本信息，这些信息均通过受众主页抓

取获得。网络舆情受众通过发布行为，如发布

或者转发微博，网络舆情受众与微博是 1 对 n
对应的实体，一个网络舆情受众会发布或转发

多个微博，而微博包含了微博 ID、微博内容、

转发数等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数据抓取模型。

网络舆情受众通过评论行为，对特定微博进行

评论，评论与网络舆情受众存在 n 对 1 的实体

对应关系，一个网络舆情受众会发布多条评论

信息，评论信息的采集来源于微博评论信息采

集过程。微博与其评论也存在 1 对 n 的实体对

应关系，一条微博往往包含多条评论。通过上

述概念分析，可以得出如图 7 所示的网络舆情

受众画像数据库概念设计 E-R 图：

微博舆情受众 微博

受众主页

评论

微博

内容

点赞

数

评论

数

转发

数

微博ID评论ID

评论

情感

评论

态度

评论

类型

评论

内容

受众ID
受众

昵称

受众

性别

受众所

在地

受众注

册时间

热度

特征

互动

特征

情感

特征
态度

特征

偏好

特征

1

1

n
1

1 n1n
评论行为

编辑

发布行为

包含

图 7  网络舆情受众画像库数据库概念设计 E-R 图

5.3.2  数据库逻辑设计

数据库的逻辑设计，是将概念关系转变为

逻辑关系的过程。数据库的逻辑设计过程中，

要满足 3 种范式，才能达到消除数据冗余、提

高数据库效率的作用。

第一范式：数据库表是字段只含有基本数

据类型的单一属性的二维表。即数据库表中的

所有字段，不能含有多层含义与多个属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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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个字段均能够通过 CHAR、VARCHAR、

INT 等基础属性表示。

第二范式：每个表只存在一个主键。任

何一个数据库表的主键，不能重复，只含有

唯一值。

第三范式：消除对主键的传递依赖。例如

C 列与 B 列具有依赖关系，B 列又与 A 列具有

依赖关系的情况，需要分裂成多个表进行表述，

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表。

以网络舆情受众画像库中的舆情受众与微

博的对应关系为例，通过表 1 与表 2 简述数据

库的逻辑设计：

表 1  舆情受众示意表

实体 属性 描述 数据类型 可否为空 键

受众ID 舆情受众唯一编号 BIGINT FALSE 主键

月均关注数 描述舆情受众每月关注次数 DOUBLE FALSE

月均微博数 描述舆情受众每月微博发布次数 DOUBLE FALSE

舆情受众 月均点赞数 描述舆情受众每月点赞次数 DOUBLE FALSE

月均评论数 描述舆情受众每月评论次数 DOUBLE FALSE

月均转发数 描述舆情受众每月转发次数 DOUBLE FALSE

……

表 2  微博示意表

实体 属性 描述 数据类型 可否为空 键

微博ID 舆情受众唯一编号 BIGINT FALSE 主键

微博内容 描述舆情受众每月关注次数 VARCHAR TRUE

转发数 该微博的转发数 BIGINT FALSE

微博 点赞数 该微博点赞数 BIGINT FALSE

评论数 该微博的评论数 BIGINT FALSE

作者ID 微博发布者ID BIGINT FALSE 外键

……

5.3.3  数据库物理设计

在数据库物理设计的过程中，应用 DDL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数据定义语言），在

MySQL 数据库中，进行创建数据库架构、创建

表格框架、修改表格、删除表格等操作。之后

通过 DML（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数据操

作语言），进行添加数据、修改数据、查询数

据等操作。

5.4  面向网络舆情靶向引导的核心技术评价

网络舆情靶向引导的核心技术包含了数据

处理技术、行为拟合与匹配技术和数据库技术。

微博舆情数据处理技术包含数据获取、数据清

洗、分词与词向量四部分。行为拟合与匹配技

术包含语义识别、用户画像与情境感知、行为

预测三部分。

数据处理技术最关键的部分为数据获取技

术。数据获取技术的核心是网络信息雷达。网

络信息雷达具有深度挖掘、持续采集、实时更新、

远程更新、优化任务调度的性能，能够达到数

据垂直检索与采集定向性、立体化、全面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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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化。

行为拟合与匹配技术最关键的部分为语义

识别技术。语义识别技术的核心是卷积神经网

络模型。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模拟了人类阅读文

本信息的过程，实现了对文本信息语义的识别

与理解。卷积神经网络具有自组织、自适应、

自学习的特点，能够达到对语义的定向与精准

的识别。

数据库技术是任何信息系统都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数据库的应用，保证受众、事

件与策略的有效存储与有效调用。数据库设计

的过程中，应用范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数据冗余，

控制数据库规模，提高数据库运行效率。

6  案例分析及框架验证

笔者以“李心草溺亡”事件为背景，对数

据与模块不进行具体描述，仅依照框架流程进

行验证。

6.1  数据更新

在数据更新的过程中，通过数据获取模

块，获得“李心草溺亡”事件的微博事件数

据与网络舆情受众数据，其中情境感知结果

见图 8，受众画像结果见图 9。根据数据样本，

将其存入情境感知库与受众画像库。从图 8
可以得出，“李心草溺亡”事件属于社会民

生类舆情事件，消极情感占据大多部分且情

感强度较强，词频统计中“李心草”“溺亡”“警

方”“大学生”等词语较为突出。从图 9 可

以得出，具体网络舆情受众“mini 宝贝在一起”

的行为偏好为社会民生类舆情事件，受众类

型为普通网络舆情受众，并且该受众的原创

发文数多于转发数，积极言论较多，情感强

度较为温和，词频统计中“生活”“孩子”“新

闻”等词语较为明显。

李心草溺亡事件

群体情感强

度0.4

c.事件词云

图 8  情境感知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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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昵称：

mini宝贝在一起

受众类型：
普通网络舆情

信息受众

情感强度
0.3

d.受众词云

图 9  受众画像结果示意

6.2  行为拟合与受众定位

以“李心草溺亡”事件为分析对象，对受

众画像库中的网络舆情受众进行拟合，可以得出

如表 3 所示的行为拟合结果示意表。根据表中所

描述的参与行为拟合结果，可以得出具体网络舆

情受众与该事件的匹配度、参与行为的情感极性、

参与行为的情感强度以及会对该事件进行发布、

转发或者 @ 动作的可能性。根据匹配度可以对

最可能参与此微博舆情事件的受众进行定位。

以受众“Runner- 游熙鹏”为例，可以得出

该受众与“李心草溺亡”事件的匹配度最高，

发布消极消息的可能性为70%，情感强度为0.28，
采用发布动作的可能性为 72%。

6.3  策略匹配、引导触发与靶向引导

（1）事件策略匹配：根据事件策略匹配

模块的计算结果，“李心草溺亡”事件，为中

危、社会民生类微博舆情事件，系统结论为：

应该对应中危微博舆情事件予以关注，并提出

预警策略。预警策略包括以下 3 个方面：①跟

踪预警策略，需要微博舆情管理者对其持续进

行监控，按舆情发展情况考虑是否通知舆情应

对机构；②协同引导策略，在舆情处理的过程

中，通过与领袖型微博舆情信息受众及传统媒

体型微博舆情信息受众进行合作，发挥其传播

力强、影响范围广泛、可信度强的特点，使其

为舆情朝积极有利方向发展进行发声；③持续

关注策略，中危微博舆情事件危机程度不高，

但是有可能演化为高危微博舆情事件，因此不

能够掉以轻心，需要时刻对其进行关注，保持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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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为拟合结果示意表

受众名 匹配度 积极 中立 消极 情感强度 发布 转发 @

Runner-游熙鹏 0.12 0.10 0.20 0.70 0.28 0.72 0.28 0.31 

生命里的阳光明媚 0.10 0.00 0.15 0.85 0.31 0.49 0.51 0.02 

阿唐的梦想在宁波 0.10 0.10 0.20 0.70 0.30 0.97 0.03 0.27 

纷繁人生F 0.09 0.10 0.05 0.85 0.29 0.77 0.23 0.34 

shishangshishang 0.08 0.05 0.10 0.85 0.35 0.52 0.48 0.21 

廿三光景 0.07 0.20 0.05 0.75 0.32 0.66 0.34 0.27 

邪毛- 0.06 0.05 0.20 0.75 0.32 0.84 0.16 0.37 

清浅且薄 0.06 0.05 0.10 0.85 0.30 0.55 0.45 0.47 

复读机机机机机 0.06 0.15 0.15 0.70 0.29 0.93 0.07 0.32 

镜子看见自己 0.05 0.25 0.15 0.60 0.34 0.52 0.48 0.19 

临村怪蜀黍 0.05 0.05 0.15 0.80 0.33 0.81 0.19 0.32 

别浪费了我的药 0.05 0.05 0.15 0.80 0.33 0.97 0.03 0.07 

问荆杨梅 0.05 0.05 0.10 0.85 0.34 0.64 0.36 0.10 

我的大号不见了怎么办 0.05 0.00 0.10 0.90 0.31 0.97 0.03 0.08 

在我目视的地方 0.05 0.10 0.20 0.70 0.33 0.90 0.10 0.30 

虫倒虫不倒 0.05 0.15 0.25 0.60 0.36 0.90 0.10 0.56 

鱼某人oo 0.05 0.20 0.10 0.70 0.33 0.70 0.30 0.30 

胡歌老粉 0.05 0.15 0.20 0.65 0.34 0.85 0.15 0.14 

（2）受众策略匹配：微博舆情信息受众

“Runner- 游熙鹏”，是普通微博舆情信息受众。

系统结论为：应该对应普通微博舆情信息受众

予以关注，采用受众沟通策略。受众沟通策略

包括以下 3 个方面：①加强教育策略，通过媒

体宣传、媒体科普等方式，加强普通微博舆情

信息受众的教育，提高普通微博舆情信息受众

在面对微博舆情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减少其失

范行为的发生；②靶向信息推送，在平时多向

该受众推送具有积极意义的微博内容，为其创

建和谐的微博环境；③切断其不良信息的获取

渠道，尽量切断该微博舆情信息受众与不良受

众之间的联系与信息获取渠道，从而营造和谐

的微博环境，避免该受众失范行为的发生。

（3）行为策略匹配：“Runner- 游熙鹏”

对于“李心草溺亡”事件，将要采用的参与行

为属于情感强度较低的消极发布行为，属于“特

低危失范行为”。系统结论认为：目前可以对

其采取观察策略，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干预手

段的必要。

7  总结与展望

笔者构建网络舆情受众失范行为靶向引导

的技术框架，并且总结利用 3 种核心技术，使

得提出的框架从技术上实现成为可能。通过以

“李心草溺亡”事件为例，梳理了框架运行的

流程，计算出框架运行的结果，并且针对运行

结果提出了具体的靶向引导策略，验证了框架

的有效性。但是，笔者提出的网络舆情受众失

范行为靶向引导技术还处于研究初期，还有较

多的内容没有融合从而没有形成更加完整的体

系。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将从上述七大模块

入手，构建并优化成型的数理模型，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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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Framework Model of Target Guidance of Anomie Behavior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udience

Huang Wei1   Liu Yi1   Guo Sulin1,2

1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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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anomie behavior of the audience is the crucial factor of drastic 
changes in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the technical framework of targeted guidance of 
anomie behavior, and guide the anomie behavior from the technical method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tart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target guidance of the anomie behavior of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udience. Then established the framework model and described each module of the framework model in 
detail. In addition, this paper organized the core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each module of the framework, 
and put forward the further research ideas. Finally, this paper verified the framework by taking 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as an example. [Result/conclusion] Targeted guidance is a method combin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 technology framework model of target guidance for the anomie behavior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udience can solve the specific defects of current guidance strategy from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enhance the operability of targeted guidance. 

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omie behavior    target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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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基于知识实体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据平
台构建研究
冯鑫 1  李雪 2  闫月 2  李佳培 1  刘梦瑶 1  吴晔 3,4

1 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 石家庄 050031
2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石家庄 050031
3 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 珠海 519087
4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危及全球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实现信息资源对突发事

件的智能存储、查询和知识组织与输出等，对应急领域科研数据集成共享与领域知识管理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 方法/过程 ]选取 CNKI 和 WOS 为检索平台，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检索，爬取有效数据，

利用文献计量软件对抽取的知识数据进行加工、融合，并对高频词汇、文献作者和机构进行聚类可视化

分析，将知识实体、属性及关系存储于 Neo4j 图数据库中，建立知识实体之间的复杂联系，进而搭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据平台模型。[ 结果 / 结论 ] 应急事件智慧平台是一个以信息资源为基础，对来自不

同领域的信息进行处理，通过内部实体的筛选与融合构建的面向大众的知识数据共享资源平台，该平台

可以上下交互实现信息资源流动，切实发挥信息资源对应急管理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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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

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

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如当前热点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

简称“新冠”）。2020 年 1 月 30 日晚，世界卫

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赛在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声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新冠的爆发已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

疫情的肆意蔓延以及进一步恶化将造成严重的

经济冲击和社会影响，威胁着世界人民的生命

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在发布会上表示，在习近平

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组织下，

中方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发布信息，

快速识别病毒并分享基因序列，采取果断有力

的措施控制疫情传播。这些不仅是对本国人民

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更是对全球疾病防控的

大力支持。此外，在本次疫情中，中国采取的

大量防控措施远远超出国际应对突发事件的相

关要求，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就目

前来看，中国的疫情已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

国际的蔓延是对各国家的又一个挑战。世卫组

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020
年 6 月 12 日 10 时（北京时间 16 时），中国以

外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36 565 例，达到

7 325 851 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49 25 例，达到 413 649 例。全球范围内，新冠

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36 572 例，达到 7 410 
510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4 925 例，达到

418 294 例。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形势，

必须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举措，加强联

防联控，制定完善的应对计划。习总书记在改

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中提到，国家鼓

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

调配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其支撑作用 [1]。

因此，有必要缜密调研国内外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研究现状，抽取复杂抽象的多维数据，

以实体、关系和属性的方式将专业知识实体关

联化和可视化，并基于精准全面知识实体来构

建应急智慧数据平台。通过搭建平台，从低密

度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及时共享和

智慧分享，使得相关信息的获取变得方便迅速

且高效，最终实现智能搜索和智能推荐帮助多

类型用户快速精准地收集信息，利用信息资源

制定应急防控措施，对于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相关研究

科研学术机构可以通过其自身职能和特点

支持和响应公共卫生对策，做出信息管理和绩

效评估。A. L. Dunlop 等通过回顾 2001 年 9 月

11 日至 2009 年 2 月 1 日的文献和互联网报告，

提出了学术机构作为社会灾害响应的一部分，

提供的服务和资源可以减少事件的不良后果、

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提高社区的

抗灾能力 [2]。N. A. Vielot 等对于合并公共卫生

防范和应急管理的作用是否可以完善应急计划

和提高响应的效率和效力这一问题，在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的 6 个县进行采访，讨论产生的机

遇和挑战 [3]。J. Hu 等研究建立了具有公共卫生

管理职能的农村应急管理常设机构，完善了应

急管理机制的全过程，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卫生

的投资力度，构建了具有充足应急资源储备的

体系 [4]。S. Zhong 等基于传统的云计算在应急服

务中存在延迟等缺陷，提出了构建一种基于边

缘计算模型的紧急救援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

上提供一个资源调度模型，从而使其具有良好

的调度时间和较低的成本 [5]。

国内学者也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资源建设进

行了深入分析。在突发事件应急情报资源保障

方面，柯丹倩对国内外突发事件驱动的应急决

策情报现状进行了综述分析，为后续研究做出

铺垫 [6]。张永领等将情景分析引入到评价模型，

对应急资源的保障能力进行全方位评价，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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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评价结果更接近实际需求 [7]。在实现应急信

息资源共享、完善应急管理方面，郭陆生等通

过构建目录，为应急信息资源提供统一的标准

体系，实现了信息资源与应急服务的衔接，为

应急信息资源跨部门共享与相互服务提供了便

利 [8]。屈腾佼等对中国 2003-2018 年重特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案例和相关卫生应急管理文献进

行归纳分析，阐述了中国卫生应急管理现状 [9]。

在应急决策和信息融合方面，李品等实现了智

库活动与情报研究内部的融合，构建了支持智

库活动的情报流程并协助智库产品产生的情报

体系 [10]。操玉杰等对应急决策信息需求与大数

据环境下可获得的应急信息进行对比，构建以

应急数据模型为桥梁、面向应急决策的信息融

合服务整体框架；逐层剖析数据层、语义层和

服务层应急信息融合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

应的信息融合实现路径。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指

导突发事件大数据融合系统构建，也为面向决

策的信息分析提供了实践参考依据 [11]。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

信息化时代应急信息资源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目前还没有相关

学者对应急资源进行知识实体的构建。因此，

本文的研究将从中国知网（CNKI）和 WOS
（Web of Science）中提取知识实体，基于知

识实体之间的关系建立知识实体图，然后在数

据库底层进行逻辑推理，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的知识体系系统化地展示给用户，通过知

识实体图辅助科普领域大数据的分析与决策，

使应急资源的组织更加高效，从而提供更加精

准的服务。

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对国内中国知网和国外 WOS 进行主

题检索。首先，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总库检

索中，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选择的检索字

段为“关键词”，检索词为“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限定论文为 SCI、EI 核心期刊，采

集时间段为 2010 年到 2020 年 , 剔除无关文

献后得到检索结果为 416 篇。其次，在 Web 
of Science 全文数据库检索中，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检索文章的主题为“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限定文献类型为 Article 
OR Review，索引为 SCI-EXPANDED、SSCI、
A&HCI，语种为英语，采集时间段为 2010 年

到 2020 年，剔除无关文献后得到的检索结果

为 949篇。获取相关数据后，采用可视化的方法，

从文献数量、引文数量、作者和机构对比等方

面分析，通过科学计量指标，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进行量化分析。

4  知识实体的提取

4.1  知识实体提取方法

科研论文中的关键词表征了一项科研成果

的核心研究内容，是检索知识的重要依据。本

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 对中外

文相关主题数据集进行计量统计，析出核心关

键词作为知识节点之一，析出核心专家与研究

机构作为节点之一。以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为主要对象，搭建知识实体的主要框架；

对文档内容进行分析，以自动提取的关键词为

对象，建立关联度强的知识实体；进行用户关

联分析，挖掘潜在的知识关联，并将普遍关联

的知识实体应用于科普平台搭建，对科普用户

进行科普知识个性化推荐。以构建知识实体的

应急资源平台为出发点，从科普知识实体抽取，

到实体关系构建，知识实体可视化，最终实现

信息共享、智能查询、智能推荐等功能，提高

科普信息的利用率。

本研究利用关键词共现聚类形成网络，中

文数据集聚类如图 1 所示，共计 8 个聚类单元，

分别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生保健服务、

传染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数据、公共

危机预警、delphi 法、水痘。外文数据集聚类如

图 2 所示，共计 7 个聚类，分别为 resilience、
ebola、synthetic cannabinoids、radiological、
emergency preparedness、quarantine、practic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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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据集聚类

图 2  外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据集聚类

4.2  机构发文量分析

统计各个机构的发文量，得到主要研究机

构名单。在 Citespace 中选择节点 Institution，每

个节点的时间切片选择 Top50 的点节点标签分

别分析国内与国外的机构发文量，得到发文量

统计表和机构研究合作图。

表 1 是 2010 年到 2020 年国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机构的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统计表，

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10 篇）、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7 篇）、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社会医学教研

室（5 篇），这 3 所机构的发文量都超过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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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表 2 研究的是从 2010 年到 2020 年期间

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构的发文量排名。

从统计表的年份看出，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机构的发文量大部分处于这 10 年间的前

5 年，说明各大机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

涉及时间都很早。

表 1  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构发文量前十统计表

排序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年份区间

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0 2017-2020

2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 2010-2020

3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 5 2013-2020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4 2010-2020

5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2015-2020

6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2010-2020

7 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3 2020

8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3 2013-2020

9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3 2020

10 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2010-2020

图 3 是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构合作

图，本图是利用 Citespace 对国内的机构合作进

行可视化分析得到的。根据节点半径大小得出，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是这些机构中发文量最

多的机构，其次是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

紧随其后。但之间的合作却寥寥无几。相比之

下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与排名第一的武

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合作更多一些。从这些

机构发文量的分布来看，发文机构遍布全国各

地，说明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机构

地理分布比较均匀，可以做到按照本区域公共

卫生的特点进行区域研究，但国内尚未形成比

较深入和密集的跨区域跨机构研究局面。

图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内机构合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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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渐被重

视，国外的一些机构也对此领域研究下足了功

夫。表 2 是国外研究机构突发事件发文量排名

前十的统计表，是基于 Web of Science 近 10
年的机构发文量统计。其中 Ctr Dis Control & 

Prevent（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总发文量

达到了 88 篇，WHO（世界卫生组织）39 篇、

Harvard Univ（哈佛大学）34 篇、Minist Hlth（沙

特阿拉伯卫生部）24 篇、CDC（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23 篇。

表 2  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构发文量前十统计表

排序 机构名称 发文量 年份区间

1 Ctr Dis Control & Prevent 88 2010-2020

2 WHO 39 2010-2020

3 Harvard Univ 34 2011-2020

4 Minist Hlth 24 2011-2020

5 CDC 23 2010-2020

6 Univ Pittsburgh 20 2010-2020

7 Emory Univ 19 2012-2020

8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 Publ Hlth 19 2012-2020

9 Univ Toronto 17 2010-2020

10 Univ Penn 14 2015-2020

图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外机构合作图

图 4 是利用 Citespace 对 Web of science 核

心合集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文献可视化，得到

的国外机构合作的可视化分析图，线的粗细表

示机构之间的联系，节点的大小表示机构发文

频次的高低。图中线条节点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说明国外的各大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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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作者发文量分析

在 Citespace 中选择 Author，时间切片选

择 Top50 的 点， 选 择 Thresholding 为（2，1，
20），设置节点参数发文量为至少 3 篇。分析

2010 年 -2020 年的作者发文量，设置年份间隔

为 1，得到图 5；分析 2010 年 -2020 年的作者发

文量，将设置年份间隔为 1，得到图 6。
表 3 是经 Citespace 统计分析得出发文量排

名前十的作者统计表，可以看出吴群红在这 10
年的发文总量达到 10 篇，安璐 7 篇，刘静 5 篇，

郝艳华 5 篇。说明这些科研人员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用 Citespace 对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得出

国内作者合作分析图（见图 5），其中颜色随发

表时间由深变浅。本图显示发表 2 篇文献以上

的专家名称，节点半径越大，名字字体越大，

代表作者发表的文献数量越多。连接线越密集

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越紧密。在图中，黄色代

表浅色，结合表 3 可以得知安璐是 2016 年开始

涉及突发事件领域，并且发文成果可观，对此

领域做出了贡献。

表 3  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文量前十作者统计表

排序 作者 发文量/篇 年份区间

1 吴群红 10 2013-2020

2 安璐 7 2016-2020

3 刘静 5 2013-2020

4 郝艳华 5 2013-2020

5 宁宁 4 2013-2020

6 周志衡 4 2012-2020

7 胥娇 4 2013-2020

8 黄春萍 3 2015-2020

9 徐珏 3 2015-2020

10 刘敏 3 2011-2020

图 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内作者合作分析

表 4 是 WOS 中 2010-2020 年期间排名前

十的作者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发文最多的是

FREDERICK M（7 篇），其研究方向是预防医

学与卫生学。其次是 ELENA SAVOIA（5 篇），

主要从事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和定量方法研究；

DANIEL J BARNETT（5 篇）主要专业是急诊

医学；LAINIE RUTKOW（5 篇）主要采用法律、

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公共卫生法律和政

策进行研究。

图 6 显示了 WOS 中作者的分布。如图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6

知识管理论坛，2020（3）:175-190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年 第 3 期（总第 27 期）

182

所示，节点越大表示作者发文量越多，节

点年轮的颜色变化反映了作者活跃的不同

时期。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作者的联系

并不紧密，发文量前三名的作者几乎没有

合作关系，都在以独自的思维方式去进行

研究。

表 4  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文量前十作者统计表

排序 作者 发文量 年份区间

1 FREDERICK M 7 2011-2020

2 ELENA SAVOIA 5 2014-2020

3 DANIEL J BARNETT 5 2010-2020

4 LAINIE RUTKOW 5 2014-2020

5 KATHERINE SEIB 4 2012-2020

6 SAAD B OMER 4 2012-2020

7 NIRANJAN KISSOON 4 2011-2020

8 JAMES G 4 2011-2020

9 ZHANAT CARR 3 2010-2020

10 JON S VERNICK 3 2014-2020

图 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外作者合作分析

4.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构建

4.4.1  知识实体图相关概念

知识实体图，又称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

领域映射地图，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

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

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

制并显示知识及其相互联系。其本质就是一种

大规模的语义网络，富含实体、概念及关系，

是大规模数据知识表示的方法之一。

知识实体可以存储总结不断迭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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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元数据等多类型的数据或者融合结构化

与非结构化的数据，可以利用它来分析关系复

杂的多维数据。知识实体图主要有两种存储方

式：一种是基于 RDF[12] 的存储，一种是基于图

数据库的存储。RDF 以三元组方式来存储数据

而且不包含属性信息，但图数据库一般以属性

图为基本的表示形式，实体和关系可以包含属

性，这样更容易表达现实的业务场景，它们之

间的主要区别就是 RDF 中的一个重要设计原则

是数据的易发布及共享，而图数据库则把重点

放在了高效的图查询和搜索上。图 7 和图 8 就

是基于 Neo4j[13] 图数据库做出的知识实体图。

Neo4j 是目前使用率最高的图数据库，以

描述实体的属性与实体间的关系为主，用图

的形式存储。它拥有自己的数据库存储，支

持 320 亿的关系节点和 640 亿的属性。Neo4j
拥有活跃的社区，查询效率高，但缺点为分

布式存储实现代价高，更新速度慢。Neo4j 也
是一种非关系型数据库，它用“节点”和“关

系”来存储数据与数据间的关联，由于不需

要固定的 schema，可以随项目发展扩展节点

上的属性。

本研究以 CNKI 和 WOS 提取的数据集中

的主要关键词、研究者和机构聚类名称，作

为实体节点名称。全部融合考虑以上知识节

点后，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分为 5
部分，即突发公共卫生级别、防控措施、传

染病、专家和机构。然后定义实体与实体、

实体与属性之间的关系，用 CREATE 语句创

建节点、属性和关系。最后，我们将所有命

名的实体及实体关系导入 Neo4j 图数据库，

得到图 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图和图 8
新冠在中西医研究方面知识融合实体图两个

重要知识实体图。

图 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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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新冠在中西医研究方面知识融合实体图

4.4.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的构建

图 7 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识实体图，

由节点和边构成的，其中圆圈代表一个节点，

即知识实体中的实体，实体之间的边代表属性

与节点的关系，关系可以用箭头来表示方向，

两端对应开始节点和结束节点。在节点上加一

个或多个标签表示实体的分类，和一个键值对

集合来表示实体关系属性外的其他属性，这时

关系也可以附带额外属性。我们一般都是将实

体的 property-value（属性值）表示在图中，由

于属性和节点分开储存，其属性可以用 MARCH
命令和 WHERE 子句来迅速实现查询，部分节

点属性如表 5 所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图是根据

图 1 和图 2 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3 和图 5
的作者合作分析以及图 4 和图 6 的机构合作

分析来创建的，它的两个一级知识实体分别

为“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与“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用最大的圈来展示且设置为

蓝色，中英两个一级实体的设定是为后续知识

实体在中外文两方面同时展开增长做好准备工

作。根据上文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分析，本文

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为五大部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级别、防控措施、传染病、专家和机构，

将这 5 个实体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体

的关系属性设为“INCLUDE”，即是“属于”

上一级的下位类。《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第 1.3 条第 2 项规定，根据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可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

（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4]，“特别重大”用红色表示、“重大”用橙

色表示、“较大”用黄色表示、“一般”用绿

色表示，设置这 4 个实体节点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级别”实体节点的关系属性为“SORT（分

类）”。在防控措施方面，我国积极做到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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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卫生应急”“疫情防控”和“防治”，

这 4 个实体的聚类程度和实践意义都比较强，

用绿色的节点表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严重

的事件就是“传染病”，其中对人类造成巨大

危害的有“新冠”“Sars”“水痘”等。今年

爆发的“新冠”使我国多个城市做出了一级响

应，所以用红色圈重点标识。根据上文作者发

文统计表和机构发文统计表，将专家和机构发

文量的前三名放进知识实体库中分别用紫红色

和蓝色表示。

表 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属性表

ID P1_name P1_value P2_name P2_value P3_name P3_value

4003 Keyword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Search range 416 From 中国知网

4004 Keywor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earch range 964 From Web of science

4005 Dept emergency Branch Number 4 nodeType String

4010 Dept Experts Branch Number 3 nodeType String

4014 Dept Institutions Branch Number 3 nodeType String

4018 Dept 传染病 Branch Number 3 nodeType String

4019 Dept 防控措施 Branch Number 4 nodeType String

4020 Dept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别 Branch Number 4 nodeType String

4021 Dept 专家 Branch Number 3 nodeType String

4022 Dept 机构 Branch Number 3 nodeType String

4034 Name 吴群红 Total literatures 360 Organization 哈尔滨医科大学

4035 Name 安璐 Total literatures 67 Organization 武汉大学

4036 Name 刘静 Total literatures 37 Organization 郑州大学

对于国外部分的知识实体建设，本文主要

根据聚类结果将“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事

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Emergency”，

包 括 ebola、radiological、novel coronavirus 和

quarantine 等，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

“Expers” 和“Institutions”， 根 据 国 外 作 者

发文统计表将作者 FREDERICK M、ELENA 
SAVOIA 和 DANIEL J BARNETT 等和国外机构

发文机构加入知识实体。

4.4.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节点属性

表 5 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实体图部分

节点属性的展列，属性是描述节点或边的性质，

可以用键值对（key-value）[15] 来表示。Neo4j
在创建属性时分为两部分 Property-name（属性

名称）和 Property-value（属性的值）两部分，

同一属性名可对应多个属性值。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知识实体属性表（见表 5），表头是由节

点的 ID、3 个属性名称和其对应的属性值构成

的。其中，知识节点的 ID 是在创建节点时自动

形成，且 ID 是唯一的。属性表的第一列的元素

是每个节点的 ID, 第二、四、六列是指对每个节

点设置的属性名称（P1_name、P2_name、P3_
name），第三、五、七列分别是其前一列的属

性 值（P1_value、P2_value、P3_value）。 一 般

情况下，节点有多个属性时，系统会自动选择

name 属性的属性值在图上显示，如：Person:pe
rson{age:20,sex:”woman”,name:”Lisa”}， 最

终在图中显示的是“Lisa”。将表 5 第二列的属

性名称对应的属性值显示在图 7 中。除图中显

示的属性值，属性表将所有含有下位类的节点

及部分子节点的所有属性都罗列出来了，如 ID
为 4003 的属性名 keyword 对应的属性值是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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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属性名 search range 检索量对应

的属性值为 1278，属性名 from 来源对应属性值

为中国知网。

4.4.4  知识实体查询

Neo4j 图数据库通过 Cypher[16] 语言实现对

图的查询操作。在图形数据库 Neo4j 中，图遍

历查询的速度是一个独立于遍历数据量大小的

常数，仅当需要访问某节点或关系时，图形数

据库 Neo4j 才会对其进行遍历并返回节点。当

使用 Cypher 语句 MATCH 匹配正则表达式时，

Cypher 语句是一个描述性的图查询语言，会自

动调用内置的遍历搜索算法遍历访问，不需要

人为指定遍历搜索方式，即可遍历得到整张图。

图 8 是对图 7 使用 Cypher 查询语句得到的

网络图，是参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文献整理

及研究概述》[17] 和《基于中医经典理论探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18]，对新冠展开的中

西医药学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研究的概括总结。

其查询语句是：

MATCH(Sara:sara)
MATCH(Sara:sara)-[r1:IN]->(n1)-[r2:IN]-

>(n2)-[r3:IN]->(n3)
RETURN Sara,n1,r1,n2,r2,n3,r3
MATCH 和 RETURN 是 Cypher 的关键字；

Sara 是变量用来保存节点；sara 是标签；r1，
r2，r3 代表节点之间的关系；n1，n2，n3 是指

与上一位节点关系为“IN”的所有节点。当实

行第一段语句时，查询得到一个名为“新型冠

状病毒”的红色节点；随后执行到“n1”时，

经数据库查询显示“中医药学”和“西医药

学”两个节点（用紫色表示）；执行到“n2”
时，查询得到“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两

个节点的所有下位类一一诊断、治疗和预防

（用蓝色表示节点）；执行完整个语句时，才

查询出图 8 内包含的所有节点，并且只有实行

RETURN 返回语句，才会将这些节点显示在图

中（见图 8）。

该知识实体是站在中西医角度分别从不同

方面对新冠展开研究，归纳总结出新冠的相关

结论，不仅促进了人们对新冠的深入了解，而

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医疗系统在诊断治疗中的作

用，便于更好地制定防控措施及救援方案。因

此次疫情的影响范围广泛，全球各地的科研人

员对 COVID-19 的病毒来源、传播途径、疫情

预测、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展开研究，从陈

莹 [19] 等的可视化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对新冠

的重视，相信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能够早日攻

克难关。

5  基于知识实体的应急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数据平台构建

如前文所述，知识实体图是对物理世界的

符号表达，描述现实事件中存在的一些概念以

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20]。应急资源平台基于知识

实体图而构建，采用自底向上的运作模式。搭

建基于知识实体的应急资源平台，以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为基础，挖掘当前新冠疫情内部以及

突发事件之间的多元化关系，可视化地展现给

用户，可以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方便迅速且高

效。用户通过智能搜索和智能推荐能够快速精

准地收集信息，更好地利用信息资源做好应急

防控措施。

如图 9 所示，应急资源平台包含数据层、

知识库构建、数据存储和数据应用层四部分。

第一部分数据层位于平台的最底层，主要

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转换及标准化，

经过数据处理后得到的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

化数据作为构建知识实体库的数据源。在该层

次掌握国内外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现

状，进行逻辑推理，从大数据中分析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规律，让事物的发展变得有迹可循，

从而形成搭建知识平台底层的架构。

原始数据按照数据的结构化程度可以划分

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即行数据 , 是存储在数据库里 , 可以

用二维表结构来逻辑表达实现的数据，主要通

过关系型数据库进行存储和管理。半结构化数

据，是结构化数据的一种形式，虽不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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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库或其他数据表的形式关联起来的数据

模型结构，但包含相关标记，用来分隔语义元

素以及对记录和字段进行分层。非结构化数据

是数据结构不规则或不完整，没有预定义的数

据模型，不方便用数据库二维逻辑表来表现的

数据。包括关于某一类应急突发事件所有格式

的办公文档、文本、图片、HTML、各类报表、

图像和音频、视频信息等。

 

图 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据平台总体框架

第二部分为知识实体构建，位于数据层的

上方，包括知识抽取、实体对齐和知识设计，

是平台的重要组成，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

常一个知识图谱的构成包括实体集 ( 实体的个

数 )、关系集（关系的数目）以及对应的三元组。

本体构建模块中主要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

念表达，用抽象的概念表达真实的存在，是一

个迭代的过程。借助本体的约束来规范实体、

关系以及实体属性之间的联系，可以有效解决

“信息孤岛”的现象，形成本体化的知识表达。

本文提取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体和关

系，用实体、属性、属性值这样的三元组来表

达事实。首先搭建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两个一级知识实体，

再根据中国知网和 WOS 文献中关键词、作者和

机构聚类的数据，划分出下一级的知识实体，

完成了知识实体的构建。之后分析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节点属性，通过属性值刻画出实体之

间的内在特性，用关系来连接两个实体，深入

挖掘内部联系。

在该过程中，知识抽取涉及的关键技术包

括实体抽取、关系抽取和属性抽取。本文从原

始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中，即从国内的

中国知网和国外的 WOS 检索到的关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相关文献中，提取关键词、作者和

机构等关键知识实体，把排名前十的文献作者

和机构进行梳理统计，将汇聚的实体知识加以

规范，完成本体模块模型构建，利用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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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软件进行初步知识展示。获取到实体、

关系以及实体的属性信息后，接下来要将这些

碎片化的信息进行融合，进行知识实体消歧、

共指消解，它的过程有实体链接，适用于半结

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通过信息抽取提取出来的

数据；知识合并，主要对结构化数据 ( 如外部知

识库和关系数据库 ) 进行处理。

第三部分为数据存储层，位于知识实体库

的上层，其构建基于知识实体库的实体数据。

在知识实体有大量数据的复杂的情况下，就会

显得传统的关系数据存储方式有些低效耗时，

因此使用图数据库在查询工作中会明显提升工

作效率，更易于图查询和搜索。

在该层次提取新冠的知识实体，从中医药

学和西医药学两个方面划分知识实体，归纳新

冠的相关结论。把最底层的数据转化为具有决

策价值的信息，将有价值的信息沉淀下来与人

的知识体系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用图的形式存储，选择图数据库 Neo4j 作为描

述实体属性与实体之间关系的存储介质。在

Neo4j 图数据库中建立节点、关系、属性等，形

成知识图谱，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查询了。

将数据存储在网络上，基于图的搜索，具

有完全事务管理功能，可以很好地支撑动态数

据特性的应用需求。根据本体模块对应的相关

概念建立于实体数据之间的关系，实现概念的

实体、关系、属性的知识实体可视化。

第四部分数据应用层位于平台的顶端，是

平台的最终形式，主要面向对象有普通大众、

政府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教育

教学者等，是一种基于知识为用户提供服务的

智慧搜索引擎，能够结合生活实际，通过一般

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从了解问题到

明白如何解决问题的转变。智能查询应急防控

和智能搜索突发事件等功能的实现，便于用户

更加精准有效地得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为应急

救援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在大数据

的支撑下，利用知识实体图实现搜索结果的可

视化、体系化，使知识体系构成网状节点，展

现更加精准的信息。应急事件大数据平台不是

简单的数据输入和输出，而是一个以信息资源

为基础，对来自不同领域的信息进行处理，通

过内部实体的筛选与融合构建的面向大众的共

享资源平台。

6  结语与思考

应急突发事件下，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对

事件的处理影响是巨大的，而资源的不充分利

用会成为有限资源的一种浪费。利用大数据实

现从简单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提升是必然的，

所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分析有用的数据，

对资源进行充分有效的利用变得尤为重要。本

文以疫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基础，研

究经历了以下阶段：①搜集相关资料，建立基

于知识实体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平台搭建思路；

②在中国知网和 WOS 数据库，分别以“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关键

词进行高级检索；③通过构建知识实体，深入

主题进行阐述，挖掘当前新冠疫情内部以及突

发事件之间的多元化关系；④对基于知识实体

的应急大数据的构建进行细化，将问题延伸。

在此基础上构建应急资源平台，发挥信息化对

辅助疫情诊断、创新医疗模式、提升服务效率

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做好疫情发现、防控和应

急处置工作。

基于知识图谱构建应急资源平台，在理论

层面，将知识实体的理论方法应用于智库的建

设，且此知识实体是不断扩充和生长的，不仅

丰富智慧数据平台建设的知识实体方法理论，

也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平台的生命力和持续性的

问题；在应用层面，依靠权威的文献数据库平

台来获取知识实体，可以使信息获取变得方便

迅速且高效，且对于多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进行实体提取，可以在同类型事

件下查询到可借鉴的预防、治疗、应对等方法，

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现阶段知识实体的构建在我国还处于发展

初期，许多技术及知识获取的算法还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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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然而要特别指出的是，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数据平台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

会涉及到不同的环境背景、主体、文化以及运

行机制等。本文构建的基于知识实体的应急事

件大数据平台仅仅是一个模型，现有的研究数

量有一定的局限，面对多变难掌握的环境因素，

相关结论需要进一步验证与完善，理论与实践

并重，人文与技术相融合。在下一步规划设想中，

将会增加更多的数据集，构建基于知识实体的

应急事件大数据平台，应用于不同领域，有效

应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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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Emergent Public Health Event Data Platform Based on Knowledge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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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ndanger social public life health 
around global seriously. The re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the intelligent storage, query, and 
knowledge of emergency organization and outpu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gration 
shar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field.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and Web of Science as the retrieval platform. Set health 
emergencies as the search conditions to crawl valid data, and used literature measurement software to 
extract knowledge data processing and fusion, and did cluster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high frequency 
vocabulary, the author of the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Then the knowledge entity, attribute and relation 
were stored in the Neo4j graph database,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entities was 
established, finally built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data platform model. [Result/conclusion] Emergency 
event wisdom platform is a knowledge data sharing resource platform facing the public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t can processes the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areas, and is built by the screening and 
fusion of internal entity. The platform can realize information resources flow by upper and lower interaction, 
to play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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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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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推动协同创新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和

根本动力。[ 方法 / 过程 ]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需求，提出基于 GIS 的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的设

计依据、思路和总体框架，并围绕创新资源存量与空间分布分析、创新主体间关联分析、创新空间格

局的信息集成展示等方面进行案例分析。[ 结果 / 结论 ] 结果表明，系统能够有效地处理创新资源空间与

属性数据，能够直观展示京津冀创新资源空间分布情况、协同创新发展态势，对揭示资源的空间分布特

征、剖析存在的问题起到辅助作用，为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和效率评价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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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悄然来临，世界各国将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夺取新一轮竞争制高点的

重要抓手。面对新的科技革命，中国将自主创

新居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

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提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与此同时，

中国十分重视区域性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以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区域科技创新

能力提升为新动力，通过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

同体，统筹和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北京、

上海等优势地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

京津冀是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之一，

协同创新成为该地区快速提升创新驱动能力的

现实途径以及三地推进协同发展的着力点和务

实举措 [2]。自《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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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实施以来，三地在区域、产业、微观主体等

多个层面开展广泛协作，协同步伐日趋加快。

近五年来，京津冀三地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共

建协同创新平台、共建园区和联盟、联合发布

政策、优化产业和创新布局等方式，促进创新

要素流动和创新主体互动，加强城市间的分工

协作与联系，取得显著成效。但协同创新相关

数据均分散在线上线下各个角落，且处于不断

变化中，难以整合与利用。因此，利用情报采

集加工技术，对这些反映协同创新状态的基础

数据进行定期跟踪、采集和归类储存，并以适

宜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对京津冀协同创新现状

评估和发展趋势预判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视化技术

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地图学中，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地图

可视化技术能够对大量的空间数据进行处理，

形象而具体地显示其空间特性，给予人们深刻

与意想不到的空间洞察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青睐。目前，地图可视化广泛应用到社会、经

济、自然、环境等各领域，但科技领域的应用

成果较少，处于探索阶段。耿晓博 [3]、胡海英 [4]

和李梅 [5]围绕科技资源的地图可视化开展研究，

樊传浩 [6] 构建市域协同创新水平动态评价及可

视化分析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进行整体及

分项评价分析，将结果以地图可视化的方式进

行呈现。在实践方面，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地

图平台、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上海市

产业地图、东莞创新地图、宁波市创新云服务

平台、甘肃省科技创新能力数字地图等，通过

地图的方式展示创新主体和载体空间分布以及

服务资源，但针对区域协同创新的专题地图系

统尚未见报道。笔者拟在区域协同创新的理论

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京津冀协同创新的举措、

方式和实现路径等，采用互联网信息采集加工、

GIS 等技术，开发设计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

系统，为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及时把握协同创新

态势、制定相关政策、开展评价研究等提供信

息情报支撑。

2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设
计依据与思路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是地图可视

化技术在协同创新领域的应用，其总体设计应

遵循协同创新相关研究和实践成果。从研究现

状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

曼·哈肯首次提出“协同”概念之后，协同论逐

渐与创新论、区域创新系统等交叉融合，指导

和引领着区域协同创新实践活动。国外对协同

创新研究起步较早，以微观（企业）层面的实

证研究为主，揭示其内涵、动因、要素和模式，

国内研究则集中在定义与内涵、机理机制、协

同创新网络、模式、效率评价等方面。已有研

究表明，差异化主体的协同博弈过程就是区域

协同创新过程的本质，创新要素的流动、知识

与创新的集聚扩散是关键 [7]。龚轶等 [8] 从“地

方空间”和“流动空间”两个维度以及“产业”

和“创新”两个层面构建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四

层次系统，即环境层、资源和要素层、产业分

工 / 联系层、协同创新网络层，其中“流动空

间”特征表现为城市群内各项创新要素的流动。

高建新 [9]认为区域协同创新受到诸多创新政策、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关键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创新的空间集聚特征，

笔者认为创新资源要素协同、创新主体和载体

协同、产业创新空间协同、创新政策协同等能

够很好地指示一个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水平状态。

从现实路径来看，当前京津冀主要采取以下举

措来促进区域协同创新：①政府通过区域发展

战略目标布局优化与政策衔接不断优化创新环

境，并对重点产业功能区和节点区域进行优化

整合，构建整个区域的创新体系构架；②在政

府引导和支持下，市场通过产业技术联盟、协

同创新平台、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研发组织等载

体，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创新和创新资源共享；

③企业、高校等主体则通过项目或成果合作、

分支机构或分院设立等，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

应用。

基于上述研究和实践成果，京津冀协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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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地图系统从资源要素协同、主体协同、

产业协同、布局协同、政策协同 5 个方面进行

内容框架设计，系统地展示近年来京津冀协同

创新发展状态和成效，为科学评价京津冀协同

创新水平和效率提供基础支撑。

3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总
体框架设计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以下简称

“地图系统”）是面向区域协同创新而开发的

电子地图，能够用静态和动态地图的方式集中

展现京津冀协同创新的进展、成效，定期跟踪

发展动态、重点和热点问题，及时向用户提供

形式多样、交互性强的信息。

3.1  技术框架

地图系统基于面向服务的架构（SOA）

和 .NET 体系设计理念，利用 Web Services 方法

实现一种松散耦合的异构式环境的集成，并通

过地理信息服务标准规范实现统一管理，便于

地理信息数据调用与扩展，实现在广域网络（如

Internet）环境下的业务集成和互操作。

地图系统分为基础设施层、数据层、系统

服务层和应用层。基础设施层通过服务器管理

平台对各个系统节点进行管理和支撑。数据层

基于关系数据库对基础空间数据、科技机构数

据、创新政策数据、园区空间数据、产业数据、

互动数据、重点区域数据等进行存储和处理。

同时，建立规范的数据库结构，实现不同子库

之间的关联。系统服务层基于 Web 中间件、

SuperMapiServer、iObjects、iDesktop 等软件进

行数据管理、地图可视化展示、管理服务等，

借助统一的平台进行功能集成和数据的统一共

享。应用层围绕资源要素协同、主体协同、产

业协同、布局协同、政策协同五大内容板块开

展应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情报支撑，具体技术

框架如图 1 所示：

运

行

管

理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

资源要素协同 主体协同 产业协同 布局协同 政策协同

数据管理系统 地图可视化展示系统 系统管理服务

Web 中间件、SuperMap iServer、iObjects、iDesktop

空间数据管理

业务数据管理

权限管理

目录管理

空间展示

地图展示

关系展示

图表展示

基础空间

数据

创新资源

数据

主体互动

数据

重点区域

数据

联合发布

政策数据

......

关系数据库（Oracle）

数据库节点 GIS 应用节点 GIS 桌面节点 专题应用节点 ......

服务器管理平台

标

准

规

范

应

用

层

系

统

服

务

层

数

据

层

基

础

设

施

层

图 1  系统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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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库与地图系统功能设计

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和重要支撑，能

够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数据的存储和利用，为

科学决策和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流和存放运行结

果。根据协同创新的内涵理解、政府决策需求，

综合考虑空间可视化表达，将京津冀协同创新

数据归纳为：创新资源要素数据、主体互动数

据、产业数据、重点区域数据、联合发布政策

数据等。数据采集方式采用自采和购置，数据

来源包括政府官网、各类统计年鉴、新闻报道、

调研数据等。根据协同创新数据结构，完成数

据库表和数据结构设计、字段设计和标准制定。

从系统构成来看，该系统由数据管理子系统、

地图可视化展示子系统、运行维护子系统构成，

集成支撑五大内容板块的运行，具体结构如图 2
所示：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

京津冀协同创新数据库
数据管理工具

协同创新数据采集、加工和审核

地址匹配 数据关联 查询与统计分析 地图可视化 绘图

资源要素协同

各类创新资源分

类展示、详情查

看、统计、关联

等

主体协同

分设机构、协同创新平

台、成果合作、技术转移

等信息的地图可视化和

态势分析

产业协同

人工智能等高

精尖产业资源

信息展示

布局协同

三城一区等关

重要区域或关

键节点信息集

成展示

政策协同

联 合 发 布

政 策 分 类

查 看 、 统

计、展示

五大核心内容板块

地图可视化展示系统

管理

入库

图 2  系统逻辑结构

3.2.1  资源要素协同

人、财、物、信息等创新资源的禀赋是区

域协同创新的基础，摸清各地区资源禀赋对区

域协同创新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地图

系统通过地址匹配技术实现了企业（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

业等）、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定位；

通过数据库关联，以机构为载体，整合相关人才、

成果、项目、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并用点分

布图、热力图、统计图表等可视化方式呈现，

实现京津冀创新资源要素空间分布、分区统计

和详情展示，为向用户直观展示京津冀资源分

布动态、发现存在问题、挖掘资源和评价现状

提供基础依据。

3.2.2  主体协同

主体协同是地图系统的核心内容，由分设

机构（中关村企业、高校等）、协同创新平台

（含共建研发机构、共建实验室、共建联盟、

共建园区）、项目与成果合作、技术转移与技

术市场等部分构成。地图系统通过互联网采集

技术，跟踪获取相关信息，综合采用关联关系

图、等级符号图、分段设色图、复合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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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图等专题地图方式，对京津冀协同创新态

势进行可视化分析，能够全面、直观地了解到

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效、发展态势，为揭示阶段

特征和问题、评价京津冀协同创新效率提供科

学依据。

3.2.3  产业协同

产业协同选取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

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重点发展产业，以产业资

源与基础信息地图可视化为目的，为用户整合

相关产业领域的机构、人才、成果等信息，供

用户迅速查找相关产业和技术资源，方便用户

查看技术前沿。

3.2.4  布局协同

创新资源空间布局是北京以及京津冀产业

功能定位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优化创新

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

布局协同模块涵盖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

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三

城一区”、京津冀“2+4+46”产业合作平台、

京津冀产业发展轴等重要功能区和关键节点，

并将其基础信息在地图上进行集成展示与分析，

例如，京津冀产业发展轴围绕京保石线、京津

线、京秦线 3 个产业发展轴，采集加工沿线地

区的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主导产业、

创新资源等信息，以电子地图的方式进行集中

呈现，可进行空间属性查询，方便用户快速查

找和浏览目标地区的基本情况信息。

3.2.5  政策协同

政策协同是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近几年，国家和三地政府联合在各个领域密集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京津冀政策一体化取得阶

段性成效。政策协同模块梳理分析各领域联合

发布政策信息，向用户提供查询、分类统计、

发布机构关联展示等功能，便捷用户查看政策

信息。

4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应
用案例分析

基于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图系统，选取

资源要素协同、主体协同和布局协同 3 个内容

板块进行案例分析，发现该系统在分析京津冀

创新资源存量与空间分布现状、创新主体关联

分析、信息集成展示等方面具有辅助作用，能

够为科学决策提供情报支撑。

4.1  创新资源存量与空间分布分析应用

区域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取决于自身的要

素禀赋及其组合方式，创新资源的禀赋是地区

从事创新活动的要素基础，是影响区域创新绩

效的因素之一，其空间分布的非均质性，表现

为一定时期、特定区域创新资源的存量特征以

及区际要素配置优化整合的动态演化过程 [7]，

而空间布局是影响创新资源时空配置的重要因

素 [10]。有关研究表明，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受

空间距离的影响，距离越近的创新主体之间更

容易形成合作与互动关系 [11]。因此，厘清京津

冀三地创新资源存量和差距，分析创新资源空

间分布特征和问题，有利于研判创新资源分布

格局状态，帮助科技管理者和科学研究者从区

域整体角度把握创新发展趋势。通过地图系统

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存量丰富。其中，

京津地区创新资源空间集聚度高，地区分布不

平衡现象凸显。基于教育部、科技部等政府官

网发布数据，经整理统计得出，截至 2018 年，

京津冀地区高等院校 300 多家，科研院所 2 000
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 3.5 万家，科技型

企业数量超过 60 万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共 84 家，总估值 3 378 亿美元。从具体分布情

况来看，北京的创新资源以海淀区东南部为核

心，集中分布在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等地

理位置相邻的地带，天津的资源集中在城区和

滨海新区，河北的资源集中在石家庄城区。由

此可见，整合三地创新资源，打破资源不平衡

状态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关键。

（2）京津冀创新资源正处于点状集聚向块

状集聚快速演变的阶段。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为例，对微观主体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可

知这些企业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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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具有明显的“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

布特征，具体分布见图 3。企业资源分布以北

京、天津为两个中心形成了大集聚，河北中心

城市为多个分散点，同时呈现出一定的随机性。

五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

区域内各节点的互动关系不断强化，节点外部

经济日益提高，但跨空间、跨行业的知识溢出

能力仍然比较弱。

图 3  京津冀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来自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4.2  创新主体关联分析应用

区域协同创新需要通过要素流动、主体间

的互动等来实现，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区域

协同创新的首要推动力。跟踪监测创新主体间

的互动数据是反映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状态的

重要指标。“主体协同”板块通过地图可视化

手段挖掘、呈现出空间联系、互动状况、辐射

范围和详细信息，揭示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关村是京津冀加速实现协同创新的

积极探索者和引领者。近年来，中关村通过建

立生产基地、跨区域并购、共建园区等多种方

式逐步加快跨区域布局步伐，实现三地创新资

源和产业对接以及比较优势的协同，为落实创

新驱动战略、转变发展方式探索新路径。通过

分析近 5 年中关村分支机构设立情况得出，截

至 2019 年，在津冀两地建立分支机构的中关

村企业总数累计达 8 065 家，相比 2014 年增

加 6 533 家 [12]，年均增长约 40%，其中天津为

3 746 家，河北为 4 319 家。此外，中关村还通

过支持创新型孵化器、加速器等在津冀两地设

立分支机构，开展创业孵化服务，加强中关村

创业服务机构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促进北京

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的转化应用。

（2）加快共建园区和联盟建设，推动要素

集聚与产业协同发展。截至 2018 年 3 月，京津

与河北共建各类科技园区 55 个、创新基地 65
个 [13]。目前，跨京津冀园区链建设成效显著，

中关村在京津冀地区的共建园区已达 20 多个，

辐射雄安新区、天津、秦皇岛、保定、石家庄、

廊坊等大多数城市，形成以共建园区为载体的

区域创新网络，为创新要素流动和集聚、产业

集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具体分布如图4所示。

（3）共建机构和平台成为促进主体间协同

创新发展突破口。据调查，大多共建机构和平

台均有当地政府的参与，推进效率较高。从这

些研发机构的空间联系来看，北京与天津、石

家庄等中心城市和邯郸、唐山、保定、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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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等节点城市都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与天津

的机构合作较紧密，围绕京津线形成共建研发

机构的核心区域，合作领域主要包括农业、先

进制造、文化创新、环保等多个领域。

图 4  中关村共建园区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中关村管委会网站公布的数据和调研数据整理

（4）创新要素协同跨区域流动加快，为京

津冀协同创新带来新动能。近 6 年来，北京流

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达 1 063 亿元，年

均增速到达 30% 以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显

著。2014 年 2018 年三地联合专利申请数量均

保持在 4 000 件左右，授权量保持在 3 000 件左

右，三地联合创新态势明显 [14]。从 2016 年合

作领域来看，三地在文体、光学、电子信息、

化学、材料、航空航天、建筑、电力、节能环

保等多个领域出现合作，但其中一部分是北京

在津冀的分公司或子公司，说明京津冀跨区域

技术合作强度有待提升，合作模式有待探索。

另外，从 2014-2018 年京津冀氮化镓技术专利

合作情况来看，北京的研发机构与天津、河北

合作较少，与长三角、珠三角合作较多，说明

京津冀三地在氮化镓等新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

深度合作有待加强。

总的来说，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创新主体之

间、各地政府之间的协作日趋加强和紧密，多

种协同方式并存，成效显著，但尚处于点对点

阶段，不同区域和主体间的内在需求和聚合力

协同仍需要加强，相关机制有待完善。

4.3  创新空间布局地图中信息集成应用

区域规划中，通常利用静态规划图展示发

展空间布局，但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传达的

信息量十分有限。电子地图则能够承载更丰富

的信息含量和更广阔的应用范围，它以可视化

的数字地图为背景，用文本、图片、图表、动

画等多种媒体为表现手段展示区域综合面貌。

“布局协同”板块基于位置和属性特征信息的

多源数据融合，整合并集中展示京津冀创新空

间布局中每个重要区域和节点的相关信息，极

大地方便决策者和研究人员系统了解现状，进

行比对分析，并从中发现问题。通过对比分析

京津冀创新空间布局重要区域和节点得出以下

结论：

（1）“三城一区”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

各自发展基础不一，其中海淀区最为集中，高

新技术企业、高校院所、创新平台总数约占全

市近五成，而怀柔、昌平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创

新资源占比不到一成，创新要素粘性不足；无

论是“三城一区”之间还是中关村一区十六园，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7

知识管理论坛，2020（3）:191-199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年 第 3 期（总第 27 期）

198

功能性分工有一定同质化，部分科学领域、项

目和产业存在重叠。

（2）从京津冀 46 个产业承接平台产业发

展方向来看，许多园区的产业方向存在重复现

象，例如多半的园区产业方向里都有先进制造

业，导致同质化竞争，需要进一步统筹加强，

完善顶层设计，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3）通过分析京津冀产业发展带沿线地区

资源分布和发展现状得出，一方面，三个产业

发展带周边已集聚各类企业和园区资源，但从

企业总体分布情况来看，随机性仍较强，与区

域发展耦合不够紧密。北京和天津虽然形成大

的集聚，但跨空间知识溢出和辐射带动能力有

待提升，整个京津冀地区还未形成网状集聚。

另一方面，三个产业发展轴沿线除了节点城市

之外，大多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创新资源

基础薄弱，主导产业较杂，不利于形成具有强

大竞争力和聚合力的产业发展带，融合发展难

度大，应尽快理清这些地区情况，制定产业发

展详细规划，聚焦实际落实过程中的“卡脖子”

问题，出台针对性和可行性强的政策措施。

5  结论

实践证明，由于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活

动的主体具备空间属性，为创新要素与地图要

素、GIS 的融合提供了较好的契合点，以地图方

式直观展现京津冀创新资源空间分布现状与特

征、协同创新的阶段性成效与问题、主体间的

关联关系等，为从空间视角研究区域协同创新

现象提供良好的支撑。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地

图系统从资源要素协同、微观主体协同、产业

协同、布局协同、政策协同等多个维度诠释并

集中展现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状态，为区域协

同创新评价关键指标的获取提供基础数据，为

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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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ap System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ing-Jin-Ji Region

Li Mei   Zhang Hong    Sun Yanyan    Miao Runlian
Beij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and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o orderly relieve Beijing’s non-capital functions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Jing-Jin-Ji region. [Method/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needs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Jing-
Jin-Ji Reg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design ideas and general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map system based on GIS. Then system application was demonst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i.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ock analysis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innovation subjects, and th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display of innovation spatial pattern. [Result/conclus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ocess innovation resource space data and attribute data, 
and vividly show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rend in Jing-
Jin-Ji region. It is efficient to track and monit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rend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ime and is helpful to reveal innovation resource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providing data for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 Jing-Jin-Ji 
region.

Keyword: Jing-Jin-Ji region    innovation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ap system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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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基于用户特征的电费回收分析及策略
           ——电力知识化转型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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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随着知识管理相关理论的发展，各相关工业部门特别是完成了信息化的工业部

门也面临着越来越紧迫的知识化转型。在知识化转型过程中除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外，也需要提炼出知

识管理相关工具体系。[ 方法 / 过程 ] 主要研究知识管理相关工具在电力行业市场营销领域中的应用，从

电力业务人员日常接触的数据中萃取影响缴费用户的特征因素，并形成与用户缴费欠费习惯相关的关键

知识，为业务人员未来工作进行指导。首先，从电力系统中采集甘肃省内近 10 万户的用电及缴费数据，

并整理出由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及回归方法构造用户按时缴费模型；最后，根

据模型分析获得促使用户按时缴费的因素，提出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以降低电费拖欠率并降低电费回收

成本。[ 结果 / 结论 ] 通过分析，找到用户履约能力、客户满意度及征缴频率等关键因素，较好地实现电

力知识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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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能源，随着科

技的发展，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都已经

离不开电力 [1]。电力系统是相关工业部门中较

早完成信息化的行业，同时也是亟待进一步进

行知识化改造的行业。以电力市场营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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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电力信息化系统中沉淀了大量多维度的客

户数据，包括用电量数据、缴费账单、投诉维

修记录、用户基本信息、缴费渠道记录等。然

而这些多维度的数据仅仅是记录在信息系统中，

却没有被充分利用。对于用户用电特征的分析、

欠费回收的策略等工作主要依赖一线人员的主

观经验，即隐性知识来完成。业务人员的隐性

知识是长期与用户沟通及观测用户用电数据获

得的。从业多年的业务员可根据自身的经验从

用户的用电量情况判断用户是否存在偷电、恶

意拖欠电费等行为，并根据用户的账单、投诉

反馈记录等相关信息判断电费回收的难易度，

从而采取相应的催收策略，而新员工由于缺乏

经验很难接手这一工作。因此，电费的清缴工

作效率低、难度大。若能有效利用系统中积累

的用户数据，从数据中获得用户的用电需求，

缴费习惯，履约能力等特征将为业务人员的催

缴策略提供帮助，这将大大节约电力企业的人

力物力，降低电费回收的成本。

根据国网甘肃省电力有限公司提供的缴

费信息可以发现，实际的平均电价远小于理论

上的电价，也就是说回收的电费并不能保证

100％，可以看出电力公司面临的用户拖欠费的

情况是比较严峻的。拖欠费现象屡见不鲜 [2]，每

年电网公司因为用户的不正当行为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达 200 亿元，且年年呈现上升的趋势 [3]，对

于电费回收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申纪和吟李 [4]

认为目前国内电力用户拖欠费问题严重的原因

主要有 3 个方面：①用户的电力法制观念比较

淡薄，更加重视效益但是不重视法制；②企业

利益驱动，通过拖欠国家电费企业可以保留更

多的流动资金，借此提高企业的效益；③一些

工业用户由于受到地方保护，助长其恶意拖欠

电费的行为。黄文思等 [5] 通过分析客户缴费行

为历史数据，挖掘隐藏的拖欠费风险规律，识

别客户风险，将客户特征分为基本信息、账单

信息、缴费情况 3 个部分。据此，笔者更进一

步针对用户的态度及行为特征，将影响因素分

为缴费能力、缴费意愿、缴费习惯 3 个方面展

开研究，以确定电费回收策略的改进方法。

2  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主要分为 3 个阶段，各阶段依次

递进。首先，为明确影响用户缴费的主要因素，

并减少数据分析算法数据处理的复杂度和提高

效率，在第 3 节中通过用户访谈的主观方法和

文献调研的客观方法分析筛选影响用户缴费的

因素，为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依据。通过参考

现有文献并结合甘肃省的业务特点，综合得到

用户收入、用电量、电价、集体人口数、地区、

行为认识、供电稳定满意度、电能质量满意度、

服务满意度、电费认可度、电价满意度、缴费

渠道 12 个指标变量与按时缴费这一因变量。其

次，采集数据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在 12 个指标变

量基础上获得缴费能力、缴费意愿及缴费习惯 3
个维度的用户特征，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知

识挖掘，获取用户特征对按时缴费行为的影响。

最后，根据知识挖掘结果评估用户拖欠费率，

根据用户特征制定相应的电费回收策略。

数据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从电力系

统中采集的甘肃省近 10万户的用电及缴费数据，

第二部分为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由系统采集

的用电量及缴费数据获得用户月用电量、缴费

积极、按时缴费、渠道类型等指标数据，渠道

类型分为 4 种：收费人员上门收取、去网点柜

台缴纳、银行卡代扣及网上三方平台缴纳；由

问卷调查获得用户的家庭经济情况、居民用户

满意度、欠费危害认识度等方面的信息数据，

具体指标及其阐释将在下文进行介绍。

3  用户缴费影响因素分析

3.1  用户深度访谈

用户深度访谈阶段，主要是通过座谈获取

潜在隐性知识中可能的客观要素。为确定初始

的影响因素，笔者选择几十名来自不同地区的

具有代表性的用户进行一次深度访谈。利用成

型的问卷并辅以非结构性的询问，将影响他们

按时缴纳电费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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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信息的了解、没有合理的电费缴纳周期、

不具备按时缴费的意识、地区 / 缴费渠道的限制、

对供电 / 电压 / 服务等的不满、欠费后果过于轻

微等。

有代表性的用户访谈记录如下：

用户 a 家在农村，电费是通过所在农村的

合作社进行缴纳，尽管用电量较小，但依然是

每月一次按时缴纳。但用户反映该地区的供电

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电压不稳、易停电、复电难，

因此用户 a 明确表示对于缴纳电费的积极性不

高。

用户 b 的家里共有 6 口人，居住在农村。

其子女目前在工厂上班，工作十分忙碌，只有

节假日才会回家，平时无暇顾及家里。用户 b
的年龄比较大，对于手机的操作不太擅长，曾

经出现过忘记缴纳电费而被断电的情况。

用户 c 居住在城镇里，一楼出租给他人开

店，所以出现一户两表的情形，电费按比例分摊，

缴纳电费的方式为银行卡代扣，但经常由于租

户充钱不及时而被催缴电费。

对访谈用户拖欠电费的原因进行归类分析，

详见表 1 及图 1：

表 1  拖欠费原因归纳

拖欠分类 拖欠原因

恶意拖欠 对供电服务不满意
经济能力差
其它原因

非恶意拖欠 缴费渠道限制
按时缴费意识差
缴费周期不固定

11%

7%

2%

22%

32%

26%

0%

5%

10%

15%

20%

25%

30%

35%

百
分
比

拖欠费原因

图 1  拖欠费原因统计

3.2  文献调研

关于电费缴费的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

相应研究，如张䘵等对电网营销业务管理系统

中用户电费收缴数据进行清洗与转换后，生成

12 个重要的建模变量：停电状态、用户每月电

费通知方式、城乡类别、临时用电标志、费用

结算方式、用户分类、收费次数、用电类别、

高能行业分类、每月应收金额、每月总电量、

每月实收金额 [6]。李宗隆等则是用主成分分析

的方法提取 7 个相关指标：用电量变化、平均

拖欠费金额、平均拖欠费金额比例、累计拖欠

费次数、平均催费次数、应收违约金和账户余

额满足率 [7]。王彬等研究了由于供电满意度导

致的电费回收问题，其中包含供电稳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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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满意度、服务满意度、电费认可度、

电价满意度 5 个变量 [8]。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必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建模方法，国内的现有

研究对于各种不同的数据分析与挖掘方法均有

尝试，具体包括层次分析法 [9]、逻辑回归法 [10]、

随机森林法 [11] 及大数据分析 [12] 等。针对电费

回收策略问题，国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

夏国明和谢华对电费回收现实问题开展全面叙

述，指出需要使用信息化方式协助电费回收，

使用灵活自助的结算模式提高服务能力 [13]。张

春城指出在现实运作过程中需要使用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全过程防范方式方法处

理电费回收问题 [14]。杜建实认为在电费预收制

度的前提下，倡导实施“购电制”，避免电费

回收问题 [15]。解召辉研究了利用政府部门的约

束性和强制力来督促欠费用户及时缴清电费的

策略 [16]。上述文献提出的电费回收策略成本较

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配合电费回收策

略的执行，而且策略是面向全体用户的，单一

化的。笔者的电费回收策略是基于用户特征，

更具“个性化”，与上述研究成果相比具有“降

本增效”的特点。

笔者参考电力公司对客户拖欠费的定义，

收到缴费通知 7天内缴清电费为按时缴纳电费，

超过 7 天但不超过一个月内缴清电费为拖费，

超过一个月为缴清电费为欠费，其中拖费和欠

费对电力公司造成的损失大小相仿。可以认为

居民用户拖欠电费行为发生的次数越多，居民

完成缴费行为与收到缴费通知间的时间间隔越

大，未来发生拖欠费行为的风险就越高。因此

综合得到用户收入、用电量、电价、集体人口数、

地区、行为认识、供电稳定满意度、电能质量

满意度、服务满意度、电费认可度、电价满意度、

缴费渠道 12个指标变量与按时缴费这一因变量。

3.3  预调研与因素确认

根据上文提出的 13 个变量进行预调研，并

将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通过数据分析发

现，电价及电价满意度对于用户按时缴费的影

响均不显著，同时来自不同地区的用户之间的

缴费情况并没有显著差异。在用户用电满意度

方面，对于电能质量的感知更多在于停电的频

率与复电的速度，实际上根源是供电稳定满意

度，因此电能质量满意度这一变量重复。综上，

删除了地区、电能质量满意度、电价、电价满

意度 4 个指标。结合前文的文献整理，最终得

到 11 个指标变量与 1 个因变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用户缴费影响因素指标

变量分类 影响因素 指标阐释

指标变量 每月收入 电力用户整体的收入水平

月用电量 平均每月的用电水平

供电满意 对供电稳定性的满意度

服务满意 对提供相关服务的满意度

电费信任
对每月电费与用电量匹配的信

任度

缴费方便 认为所使用缴费渠道的方便程度

渠道满意 对缴费渠道服务态度的满意程度

后果认知 对欠费行为产生的后果的认识

行为认知 对欠费行为本身的态度

缴费积极
收到电费通知单到缴费间的时

间隔

渠道类别 缴纳电费的渠道

因变量 按时缴费 用户按时缴费的程度

4  实证分析

利用国网甘肃省电力有限公司提供的用户

用电信息，笔者针对用户缴费这一行为进行实

证研究，并预期获取相关隐性知识的潜在因素。

4.1  问卷调研

通过问卷对用电用户的家庭经济情况、居

民用户满意度、欠费危害认识度进行调查。家

庭经济情况中包括每月收入；居民用户满意度

分为供电满意、服务满意、电费信任、缴费方便、

渠道满意；欠费危害认识度分为后果认知和行

为认知，行为认知指居民用户对于逾期缴纳电

费、欠费等行为的看法，后果认知指居民用户

对逾期缴纳电费、欠费等行为造成的后果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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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时，调研中设置的用户基本信息包含性别。

本次问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放，最终获

得问卷 334 份。性别比例上，女性占 54.19％，

男性 45.81％，基本满足男女一比一的比例。来

源地区共涉及 28 个省或直辖市，认为本次问卷

回收的地区偏向较小。

对本次回收所得 334 份问卷进行有效问卷

的筛选，删除选择不了解有关用电情况、填写

时间小于 34 秒、前后出现明显逻辑矛盾（如

按时缴费获得高分而缴费积极获得低分）、选

项完全一样或大部分一样的问卷，最后总计删

除 45 份，保留有效问卷 289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5％。

4.2  信度检验

信度即可靠性，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

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目

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是 Cronbach α 信度系数，

也就是 α 信度系数法，其公式为：

α=(k/(k-1))*(1-(∑Si^2)/ST^2)

表 3   信度检验表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752 13

通常来讲，数据的信度系数在 0.7-0.8 之间

可以接受，利用 SPSS 检验数据的信度得到其信

度系数为 0.752，大于 0.7，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4.3  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可以用来衡量变量之间的

线性关系。可以发现，除按时缴费和用电量以

及电费信任以外 8 个自变量在 0.05 水平上显著

相关；每月收入只和按时缴费在 0.05 水平上显

著相关；用电量和所有变量均不在 0.05 水平上

显著相关；缴费积极和按时缴费在 0.05 水平上

显著相关；剩余的供电满意、服务满意、电费

信任、缴费便利、渠道满意、行为认知、结果

认知这 7 个变量，每两个变量间都在 0.05 水平

上显著相关。由于用电量和其他所有变量之间

都不存在显著相关的关系，可以认为用电量对

于因变量按时缴费没有显著的影响，故删去。

4.4  主成分分析

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后得到成分矩阵如上表

4。选取特征根大于 1 的 3 个主成分变量。在第

一主成分变量中，系数较大的变量是供电满意

（0.815）、电费信任（0.800）、服务满意（0.799）、

渠道满意（0.752）、缴费便利（0.711）、结果

认知（0.621）、行为认知（0.618）。这些变量

分别代表了居民对用电过程的态度、对缴费过

程的态度、对缴费行为的态度，因此将第一个

主成分描述为缴费意愿。在第二个主成分变量

中，系数较大的变量是每月收入（0.876）。用

户的每月收入代表用户每月住所内所有人获得

的可支配收入的总和，该变量可以有效地反映

用户目前所处的经济状况，在对居民用户的研

究中，账户余额对居民的欠费行为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这说明居民用户的经济情况反应了用

户的缴费能力，因此将第二个主成分变量描述

为缴费能力。第三个主成分变量中，系数最大

的是缴费积极（0.954）。用户缴费的积极性是

指用户通常在收到缴费通知单之后到缴费行为

完成过程中的时间间隔，是用户缴费时的一种

习惯，所以将其描述为缴费习惯。

表 4  成分矩阵表

因素 1 2 3

供电满意 0.815 0.003 0.044

电费信任 0.800 -0.125 -0.202

服务满意 0.799 -0.191 -0.223

渠道满意 0.752 -0.091 0.072

缴费便利 0.711 0.243 0.112

结果认知 0.621 0.267 0.169

行为认知 0.618 0.356 0.090

每月收入 -0.034 0.876 -0.089

缴费积极 0.016 -0.076 0.954

4.5  回归分析

利用得到的主成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

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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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回归系数

变量 B

缴费意愿 0.137

缴费能力 0.381

缴费习惯 0.380

可以看出三个主成分变量的系数均大于 0，
且显著性均小于 0.01。缴费意愿、缴费能力、

缴费习惯均对居民用户电费的按时缴费率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设按时缴费为 Y，缴费意愿

为 X1，缴费能力为 X2，缴费习惯为 X3，得到

主成分回归方程如下：

ZY=0.137*X1+0.381*X2+0.380*X3
最后，笔者根据缴费渠道做方差齐性检验，

得到的结果 F 统计量为 1.514，显著性 0.211 ＞

0.050，这表现出不同渠道的按时缴费情况之间

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缴费渠道对居民用户拖

欠费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5  电费回收策略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获得缴费能力、缴费意愿

及缴费习惯 3 个维度的用户特征，并发现缴费

能力、缴费意愿对用户按时缴费率存在影响，

按时缴费率是指用户一年内在规定时间内缴费

的次数与年总缴费数的比值。缴费习惯对用户

按时缴费率的影响则不显著。笔者将根据用户

特征对缴费行为的影响关系进行电力公司促使

用户按时缴费的电费回收策略分析。

5.1  缴费能力针对策略

笔者首先根据缴费能力与用户按时缴费率

的关系来制定相应的电费回收策略。根据上文

验证的结果，缴费能力对用户的按时缴费率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用户的缴费能力越高，

其按时缴纳电费的可能越高。在主成分分析中，

用户的收入（0.876）对缴费能力有较高的贡献

值，相应地反映其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因此，

为了更好地利用得到的结论，以达到提高电费

回收率、较低电费回收成本的目的，笔者认为

电力公司应该根据用户的经济状况，针对不同

的用户制定不同的电费回收和催收策略。

根据前文结论，经济状况越差的群体，其

按时缴费率越低，所以笔者认为电力公司应该

优先对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进行电费回收和催

收工作。

对于经济状况存在差异的个体，可以为其

提供不同的电力产品服务，促使用户提高按时

缴费率。从访谈中可以看出，通常经济条件比

较好的用户，每月消耗的电费占整月支出中的

比例很小，对其来说支付电费几乎没有任何难

度，尤其是位于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用户，由

于多元化缴费渠道的普及进一步提高其电费的

按时缴费率，这部分用户的电费拖欠问题往往

是由于懒得交、忘了交所导致。为降低用户漏

交忘交的可能性，提高用户的按时缴费率，电

力公司可以一方面提高提醒用户缴费的频率，

另一方面降低用户缴费的次数。电力公司可以

推行购电套餐制，提供以季、半年、年为单位

的电量套餐，用户提前购买一个时间段内可能

消耗的电量，并根据购电量给予一定比例的优

惠，不足的电量可以另行购买，多余的电量可

以留存到下一时间段。

另一部分经济条件不好的用户，相应地会

更加注重节约用电，对于电费的真实合理性会

表现得更加谨慎，因此其缴纳电费的时间在不

超出电力公司规定期限的前提下相应存在一定

的滞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电费的滞后缴纳

则更加严重。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用户，为提

高其按时缴费率，电力公司应该提高用户对用

电信息的了解程度，降低其顾虑并采用一定的

激励措施来鼓励用户按时缴费。一方面电力公

司应该提供用户查询用电量、电费的渠道，方

便用户了解电价政策、用电政策、用电规范等

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对按时缴费的用户

给予一定的奖励，比如每月最先完成缴费的前

一千位用户实行电费九五折，或者连续三个月

按时缴费的用户第四个月电费享受最高八折的

优惠等。

建议：对于各层经济条件的用户来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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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策略与奖励措施要做好平衡，可以考虑阶段

性优惠或奖励措施。

5.2  缴费意愿针对策略

本研究发现缴费意愿对用户的按时缴费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贡献度较大的包括供

电满意（0.815）和电费信任（0.800），服务满

意（0.799）、渠道满意（0.752）、缴费便利（0.711）、
结果认知（0.621）、行为认知（0.618）这 5 项

对缴费意愿的贡献度较低。以上 7 个要素分为

用户满意度和欠费危害认知度两个部分，也就

是说用户的满意度越高，欠费危害认知度越高，

用户的按时缴费率越高。所以电力公司应该就

提高用户满意度和欠费危害认知度两方面采取

相应的措施。

通常来说，用户的需求越能得到满足，用

户的满意度就越高。为提高居民用户满意度，

电力公司应该尽量满足用户对电力产品的需求。

居民用户满意度包含的 5 个要素（供电满意、

电费信任、服务满意、渠道满意、缴费便利）

中，因子载荷最大的是供电满意和电费信任，

原因是居民用户消费电力产品过程中最能直接

感受到的就是供电的质量和电费的多少，所以

电力公司应当首先采取能提高用户供电满意和

电费信任的措施。用户对供电质量的感知主要

分为电压质量和供电可靠性，也就是稳定并足

额的电压、较少的停电与快速地复电。由于电

力公司难以短时间内提高电力的产能，在电能

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电力公司想要维持稳定的

电压需要提高用户用电效率，做好居民用电的

引导分流，也就是将高峰时期的用电压力分担

一部分到低谷期，通过改变低谷时段电价吸引

用户在低谷时段用电，既能减少电力损失又降

低了高峰时段的电力负荷，从而实现削峰填谷、

调峰扩容的目的；而随着电网调峰能力的提高，

电网容量的增加，供电稳定性也能得到相应提

高。而用户对电费的信任主要来自用电量和电

费的匹配度，为了让用户对电力计费有足够的

信任，电力公司需要缩小用户和企业间的用电

信息差。随着智能电表的推广，电力公司有能

力为用户提供实时的用电信息查询功能，便于

用户了解自己什么时候用电多、什么时候用电

少、用了多少电等信息，让用户明确知道每一

度电用在哪里，每一分钱花在哪里。

居民用户满意度中剩下的 3 个要素占比较

小，分别代表服务和渠道方面的满意度。居民

用户在与电力公司的交易过程中，与电力公司

的交集比较少，对于服务的感受集中在业扩报

装、设备维护、投诉与反馈等主要由业务人员

来提供的服务上，所以为提高用户对服务的满

意度，电力公司需要优先提高服务人员的服务

水平，如提高各项设备的安装与维护速度、提

高客服的专业水准、提高反馈速度等。

笔者将欠费危害认知度分为行为认知和结

果认知两项，分别衡量用户对于拖欠费这一行

为及其造成的后果的认知清晰程度。在不超过

电力公司规定的缴费期限前提下，用户的拖欠

费行为不会对用户本身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依

然会造成电力公司的损失，而电力公司无法要

求用户在收到缴费通知后短时间必须完成缴费，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和教育是促成非制度建设

的重点 [17]。电力公司要宣传按时缴纳电费的好

处和拖欠电费会造成的影响，提高用户对拖欠

电费的行为认知和结果认知。用电是每个人的

事情，让用户了解电力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用户

的用电体验息息相关，用户出于对自身用电体

验的维护心理，按时缴费率会得到一定的提高。

同时，电力公司也应该宣传用户欠费行为会对

用户自身带来的严重后果，目前国内各地区电

力公司逐渐开始将用户欠费行为纳入个人征信，

严重的将会影响用户出行、银行贷款甚至买房

等方方面面，通过提高用户的后果认知，促进

用户按时缴费率的提高。电力公司通过提高用

户满意度和欠费危害认知度来提高居民用户的

缴费意愿，正向影响用户的按时缴费率。

5.3  缴费习惯针对策略

主成分分析中，缴费习惯主要的贡献度来

自缴费积极（0.954），笔者将缴费积极定义为

用户收到缴费通知到用户完成缴费行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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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的长度，时间间隔越短，缴费积极越高。

上述研究已经证明缴费习惯对按时缴费的正向

影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用户完成缴费行为和

收到缴费通知间的时间间隔越短，他按时缴费

的可能性就越高。综上所述，电力公司有必要

采取相应的措施，缩短用户完成缴费行为与收

到缴费通知的时间间隔。

目前缴纳电费的渠道超过 19 种，可以分为

现金缴费方式和非现金缴费方式。采用非现金

缴费方式能有效降低电费回收成本，提高电费

回收效率。所以电力公司应该优先考虑非现金

缴费方式的推广，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及时

性最高的非现金缴费渠道是银行卡代扣，通过

智能电表监控用户的用电量，用电量达到一定

额度时自动从银行卡中扣除，账户余额不足规

定额度时提醒用户存入足量的电费，缴费通知

和缴费行为几乎同时进行，有效地降低电力公

司由于用户拖费而产生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

应该大力推广银行卡代扣的缴费方式，电力公

司可以通过联系小区物业管理、社区主任、亲

朋好友走访客户、上门推广等多种方式，积极

向用户宣传银行代扣电费的好处，同时与各大

银行联系，加强协调沟通，全力推进银行代扣

工作，进一步加大代扣电费的宣传推广力度，

对管辖区域内用户进行全方位宣传、立体式宣

传，全力以赴让所有用电客户了解代扣电费的

便捷。

采用其他非现金缴费方式的用户，其收到

缴费提醒后可以直接通过支付宝、微信、网站

等渠道进行缴费，这部分用户收到缴费通知到

其完成缴费行为的时间间隔并不长，缴费行为

所需花费的成本低。电力公司只需要避免这部

分用户漏交忘交，通过及时进行缴费提醒就可

以有效地提高其缴费积极。而采用现金缴费方

式的用户则需要到当地的银行、营业厅、合作

社等地进行缴费，用户缴费的成本比较高，其

缴费积极偏低。为提高这部分用户的缴费积极，

电力公司应该降低用户的缴费成本，除及时提

醒以外，可以尝试上门回收，但是电力公司自

身的电费回收成本会相应提高。但是总的来说，

用户完成缴费行为的成本越低，其缴费积极越

高，按时缴费率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电力公

司应该持续推广非现金缴费方式，逐渐降低现

金缴费的比例。

6  结论

中国电力行业完成信息化已经多年，但仍

然没有能够充分地数据化、智能化、知识化。

通过笔者的实证性探索，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

及工具可以较好地支撑这样的转化过程。笔者

提出的研究方法是电力企业从信息化迈向知识

化进程的一种尝试，重点研究电力交易中的知

识化转型过程，从而提高电费回收工作的效率

并降低成本。首先通过调查研究，寻找可能的

潜在隐性知识因素，并通过分析用户特征与用

户按时缴费率之间的关系，证实缴费能力、缴

费意愿和缴费习惯对电力用户按时缴费率的正

向影响。笔者不提倡盲目地采取所有电费回收

策略，而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通过选择最

有效率的策略来提高电费回收率，降低电费回

收成本。

笔者提出的“数据采集与调研—数据挖掘

分析—知识萃取”的研究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电

力行业，对于广电、银行、通信甚至是传统制

造业也同样有效。各行业可以通过知识化提高

产品研发、生产及物流等环节的效率，使我国

相关产业走出一条知识化智能化的全新道路。

但这依然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仍需要

国内专家学者的共同关注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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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related theories, 

all relevant industrial sectors, especially those that have completed informatization, are also facing an 
increasingly urgent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related tool systems need to be 
refined.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took the power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related tools in power marketing. Experienced power system practitioners can use 
their tacit knowledge to analyze key factors in the power system marketing process.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use expli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s to make tacit knowledge explici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factors 
that prompt users to pay on time, proposed targeted marketing strategies, reduced the arrears rate, improves 
the method of electricity bill recovery, and reduces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bill recovery. This paper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methods to construct a user’s on-time payment model based on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payment data of nearly 100000 households in Gansu Province and part of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analysis, the key factors such as paying 
attention to user performan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collection frequency were found, and the explicit 
expression of tacit knowledge was better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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