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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高级

顾问、机构库权威专家 R. Crow 认为，机构知

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简称 IR）是学术

机构为捕捉和保存机构的智力成果产出而建立

的数字资源仓库 [1]。它有两个战略使命：一是

通过激励创新商业出版结构，提供一种改革学

术交流的中心系统；二是长期保存机构的研究

成果 , 并借此体现机构的知名度、学术声望和社

会价值。这是有关机构知识库的最早也是较为

权威的定义，之后国内外也有许多关于知识库

的定义，但大多是围绕这个定义的中心思想而

扩展和延伸出来的更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的描述。

基于以上定义以及机构知识库的实践，可

以概括出机构知识库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机构知识库的基本特征包括：①主体是机

【学术探索】

国内机构知识库的最新发展探析
◎ 曹艳峰 1,2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70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机构知识库在最近几年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仍然在观念、政策、技术、宣传及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问题。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对机构知识库的正常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方法 / 过
程 ] 通过网站调研、电话调研和专家访谈等多种调研方法了解目前我国机构知识库发展的现状，分析目前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结果 / 结论 ] 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包括加强宣传，调动科研人员上传成

果的积极性，改革科研成果管理和认定制度等，从而推动开放获取成为促进科研成果传播、科研思想交流

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开放获取机构  知识库  学术交流  知识管理

分类号：G250.74  G253

引用格式：曹艳峰．国内机构知识库的最新发展探析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2): 85-90[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aperView?id=13.

作者简介：曹艳峰 (ORCID：0000-0003-1981-5894)，馆员，博士研究生，E-mail：e201211@126.com。

收稿日期：2016-01-14        发表日期：2016-03-28        本文责任编辑：王铮

构；②客体是学术性的资源，包括期刊论文、学

位论文、会议论文、教学视频、工作报告等； 

③资源的增长性和长期性，所保存的资源将是

动态增长和能够被长期保存的；④资源的开放

性，大部分保存的资源都是可以开放获取的。

机构知识库的主要功能包括：①仓储和保

存学术资源；②提供学术资源的检索和开放获

取；③促进知识管理和学术交流；④促进教育

和科研；⑤提高机构声望和体现社会价值。

机构知识库依托于机构，通过保存和展示

机构成员的学术成果来管理数字化信息资源，可

以促进学术交流，提高学者和机构的影响力和

社会地位，对加强知识管理、促进科学进步和

文化繁荣有着深远的意义。

截 至 2015 年 11 月 19 日， 在 OpenD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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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注册的开放获取典藏库为 2 989 个，其中机构

知识库 2 518 个，中国大陆注册的机构知识库为

40 个，香港为 2 个，台湾为 58 个 [2]。在 ROAR
上注册的开放获取典藏库共 4 122 个，其中机构

知识库超过 3 100 个，中国大陆注册的机构知识

库有 86 个，香港为 5 个，台湾为 68 个 [3]。机

构知识库在全球的数量增长很快，受到了越来

越广泛的关注，正在成为保存学术成果、加强

学术交流、促进知识管理的重要支撑力量。

1 国内机构知识库的最新发展

在本世纪初，机构知识库被引进了中国，厦

门大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等是最早

构建机构知识库的先行者。由初期的少数几个

机构知识库到今天在 ROAR 上注册的 80 多家机

构，机构知识库在中国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

但由于文化和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的机

构知识库有些异化为 “ 典藏库 ”，即成为了机构

公开本部门科研人员已发表成果的地方，有的

则已办成展示本机构优势学科或独有典藏的特

色数据库，其中有些机构库随着时间的流逝，由

于各种原因而变成了 “ 睡眠库 ”。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机构知识库迫切需

要转型，由原来的 “ 成果典藏库 ” 变为 “ 知识

服务平台 ”。张晓林认为：机构知识库是机构管

理科研成果、传播学术知识、支持全社会创新

的重要机制，日益成为知识基础设施的重要部

分，成为支持数字科研和数字教育的重要工具。

支持非文本信息存储、支持教育科研活动、支

持机构战略性知识管理是我国机构知识库未来

发展的趋势 [4]。

我国现在发展较好的机构知识库主要有中

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台

湾学术机构典藏库以及香港机构知识库等。

1.1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
中国科学院于 2007 年度启动机构知识库项

目，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国内

最大的机构知识库联盟 ——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

识库（CAS IR GRID）。该机构知识库以发展

机构知识共享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为目标，快

速实现对本机构知识资产的收集、长期保存、合

理传播利用， 积极建设对知识内容进行捕获、转

化、传播、利用和审计的能力，逐步建设包括

知识内容分析、关系分析和能力审计在内的知

识服务能力，开展综合知识管理 [5]。       
目前，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共集成

101 个机构知识库的数据，截至 2015 年 11 月

19 日，数据总量达到 677 041 条。其中，全文

总量 50 万多条，比例高达 75%，篇均下载为

19.8 次 [6]。内容类型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

议论文、专利等多种形式。该库提供所有成员

单位科研成果的一站式检索和知识发现服务，成

为国内最大规模的机构知识库群和最有影响力

的机构知识库网格，为我国自然科学学术资源

的开放共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1.2  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
厦 门 大 学 学 术 典 藏 库（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XMUIR） 创 建 于 2006
年，是中国大陆高校中最早建立起来的机构知

识库。

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主要用来长期存储和

展示厦门大学师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著

作、期刊论文、工作文稿、会议论文、科研数

据资料，以及重要学术活动的演示文稿等 [7]。

该库提供了社群、发布日期、作者、题名、主

题 等 5 种 浏 览 方 式， 还 有 RSS 订 阅 功 能。 收

集的成果按照作者、主题、发布日期进行了分

面聚类并按收集数量降序排列。大部分没有特

殊权限规定的成果都可以供浏览打开并下载全

文。截至 2015 年 11 月 19 日，该库检索结果为      

89 795 条 [8]。

1.3  台湾学术机构典藏库
台 湾 学 术 机 构 典 藏 (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简 称 TAIR） 是 台 湾 大

学图书馆于 2006 年受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委

托，建设的台湾学术成果入口网站。参与的学

术机构有 137 所，成果总数达到了 189 万条 [9]。

为了方便用户整合查询和浏览台湾整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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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产出，TAIR 汇集各参与机构研究成果编

辑了书目资料，展示了各机构的研究成果，通

过书目资料网址链接到原始学术机构典藏系统

可以获取全文资料。

1.4  香港机构知识库
香港机构知识库集成了香港 8 所政府资助

大学的元数据资源，提供这些大学部分或全部

资源的开放获取。目前，收割的元数据结果为

365764 条，包括期刊论文（已经出版的和预印

本）、会议论文、图书、学术报告、专利、视频等，系

统由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开发和维护 [10]。

香港机构知识库涵盖的 8 所大学是香港大

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

学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科技

大 学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 港 教 育 学 院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香港理工大学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香港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浸会大学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香港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

香港大学图书馆 T. Palmer 曾指出香港大学

机构知识库不仅是图书馆的一套系统，而且已

经成为整个大学的知识资产管理平台，有助于

大学管理层对科研信息的有效管理 [11]。

1.5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2011 年 8 月， 由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牵 头 启

动的 CALIS 三期机构知识库建设及推广项目

旨在揭示和推广我国高校的学术成果，帮助高

校发布、共享和保护已形成的知识、科学和文

化遗产的数字资源，建立 “ 分散部署、集中揭

示 ” 的全国高校机 构知识库（China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CHAIR）[12]。

项目首创和建立 “ 示范馆 + 参建馆（1+4 或

1+5）机制 ”，由 5 家示范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

华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北京理工大

学图书馆和重庆大学图书馆）协作开发全国机

构知识库平台，通过任务分工、管理协调推广

中国高校范围内的机构知识库建设。每个示范

馆在建设完成本校机构知识库平台之后，负责

本小组各参建馆的机构知识库的搭建、技术支

持、规范制定和业务咨询等。

2015 年 10 月，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正

式成立。

2  我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障碍及解       
   决对策

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我国机构知识库还存

在很多问题及发展障碍，有很多专家 [13-15] 都做

出了详细的分析，概括起来问题有以下几个方

面：①政策（包括国家宏观政策和机构微观政

策）支持问题；②资金来源问题；③版权许可

等法律问题；④内容质量控制问题；⑤元数据

仓储、互操作等技术问题；⑥提交人员观念上

的问题等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克服发展障碍，目前我

国国家层面和组织机构层面都做出了许多努力

和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还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具体有以下几个

方面：

2.1  政府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开放存取政策

于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要求资助的研

究项目成果必须以开放存取期刊或自存档的形

式实现开放存取。2013 年 2 月，美国白宫科技

政策办公室 (OSTP) 要求所有研发资助年度经费

超过 1 亿美元的联邦机构都要将资助项目发表

的论文存储到机构或领域知识库，在发表后 12
个月内开放获取。爱尔兰、印度等国家政府也

制定了相应的开放获取政策 [16]。

我国政府在文化 “ 走出去 ” 战略的指引下

也开始重视对开放获取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

全球研究理事会 2014 年北京大会的开幕式上，李

克强总理致辞：“ 知识是天下公器，打造更加开

放的平台，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科学知识

的营养，实现普惠发展、包容发展 ”。同时也

代表中央政府表明了国家对开放获取的支持态

度：“ 支持建立公共财政资助的科学知识开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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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机制，促进中国和世界科学事业共同发展 ”。

2.2  开放存取过程中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完善
尚新丽、马云飞的《国内三大高校机构知

识库开放存取政策调查研究》[17] 一文通过对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机构知识库进

行比较，分析了这 3 所高校机构知识库开放存

取政策的 9 个具体方面：①政策在机构知识库

网页上的显示方式；②出版社、教育科研机构

等相关机构在开放存取上的政策规定；③收录

的作品类型和人员范围；④提交政策；⑤使用

政策；⑥格式和版本要求；⑦法律依据；⑧退

出政策；⑨隐私政策。该文总结了 9 个政策中

值得其他高校借鉴和学习之处，同时也提出了

改进和完善的建议。

由于机构知识库在发达国家最先发展和成

熟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向美国、英国和德国等

机构知识库发展较好的国家学习借鉴其先进经

验和有关政策规定，为我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

搭建一个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科学、正规、放

心的学术交流平台。

2.3  技术上的支持
2.3.1  仓储软件的开发和应用

在机构知识库建设中采用最多的仓储软件

是 DSpace 和 EPrint。 在 ROAR 中 使 用 DSpace
的开放存取库共 1 609 个，占比 39%。其次是

EPrints 有 578 家， 占 比 14%， 使 用 Bepress 的

有 383 家，占比为 9%，使用 Fedora 软件的有

58 家 , 占比为 1.4%[2]。

由于这些软件都是在国外研发的，中国引

进来之后就存在着版本兼容汉化的问题。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 DSpace 的基础上进行汉

化，推出汉化版 CSpace4.0 软件用于机构知识库

的建设。此外，国内一些公司也在开发商业仓

储软件用于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2.3.2  互操作技术和协议的完善

传统意义的互操作是指不同平台或编程语

言之间交换和共享数据的能力 , 包括硬件、网

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数据格式和数据

语义等不同层次的互操作。机构知识库需要解

决的互操作问题，包括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互

操作、不同开源软件之间的互操作、不支持

OAI 协议的机构知识库与支持 OAI 协议的机构

知识库之间的互操作、机构知识库与搜索引擎

工具之间的互操作 , 等等。这些都是在创建机构

知识库期间都要考虑到的技术问题，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数据在收割、保存、迁移和仿真等过

程中顺利运行，防止不兼容、不能读取或者乱

码等情况出现。

梁娜和张晓林在《机构知识库的互操作需

求和互操作规范框架》一文中从知识管理、知

识服务和科研教育 3 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机构

知识库的应用环境，针对技术互操作、语义互

操作、管理互操作和多个利益方需求构建了相

应的互操作应用需求框架，为互操作标准、规

范和相关协议的制定和完善进行了有意义的探

索研究 [18]。

由于实现互操作的技术难度较大，在具体

操作时需要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来完

成，因而其规范的制定应该征询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2.4  集体的力量和优势的发挥
在 2014 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上，北

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呼吁高校的 IR 建设能形

成合作机制，在机制下面形成不同主题的工作

组，如关于政策、技术、内容建设方面等 [19]。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的 CALIS 三期机构

知识库建设及推广项目旨在发挥集体的优势和

力量，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开展宣传、推广和创

建机构知识库联盟的运动，使得开放获取理念

深入人心，调动全国高校图书馆界、科研界人

士的积极性，发挥示范馆的带头作用，使得机

构知识库的建设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全面展开，为

机构长期保存数字化资源、促进学术交流、加

强知识管理和服务教学科研提供一个良好的契

机和平台。

中 国 机 构 知 识 库 推 进 工 作 组（China IR 
Implementation Group） 也 于 2012 年 首 届 中 国

开放获取推介周（China OA Week）期间宣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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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成员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清

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

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解放军医学图书

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地质图书

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

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信息

中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信息网络中心、中

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图书馆共 14 家单

位。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致力于机构知

识库的内容存缴、技术操作、管理政策、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推进，动员成员及其他单位积极

开展国内国际合作，积极组织关于开放获取和

机构知识库的宣传，在中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

中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成立之日起，该工

作组即坚持举办每年一度的年度研讨会，旨在

征求各方意见和前沿思想，推动全国机构知识

库的发展。

除了加强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

外，各个机构内部各相关部门（图书馆、科研

处与各科研院所等）之间的合作也非常重要，各

部门的合作可以促进交流、加大宣传力度以及

更好地制定标准规范和遵守标准规范，避免了

以前图书馆成为 “ 信息孤岛 ” 和各部门各自为

政的现象。

2.5  后期维护和宣传
在我国，由于传统出版模式和机构科研成

果认定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个人不容易接受将

自己的所有成果公之于众、开放获取，更不太

愿意将研究成果在网上以预印本的形式发表，即

使发表成果，也没有激励的动力机制促使其及

时上传到机构知识库，而那些灰色文献和学位

论文更是需要加强对版权和传播方面的制度规

范建设。因此，促进个人观念上的转变，激励

个人将成果定时发送到机构知识库是机构知识

库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对后期的维护工作也应该做长远规

划和考虑，涉及数据的长期保存、上传数据的

批量查重、数据的定期评价和审查、技术过时

的处理措施、与时俱进的制度规范等等。

3  结语

在经历十几年的发展后，机构知识库正日

趋成熟和完善。但是，在国内推进的过程中还

有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比如科研人员在提交成

果时的顾虑以及科研成果管理制度的问题。因

而，机构知识库以及全面的开放获取在我国的

推广还需要假以时日，这需要我们首先在观念

上进行引导，调动科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的认

识和自存储的积极性；其次必须加强和完善存

储和获取过程中的技术和法律保障，以保护作

者的合法权益；此外，还需要扩大宣传力度，发

挥集体力量，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目前，我

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已经受到了政府、科研机

构以及图书馆界的普遍重视，未来必将成为促

进科技信息开放获取、资源共享、提升机构知

识管理和利用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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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houghts as well as scientific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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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从 Web 1.0 的计算机交互时代

进入 Web 2.0 的用户时代 [1]，企业跨组织充分利

用网络人力资源拥有了广阔的平台，使得充分

调动企业外部大众能动性和创造性成为了可能。

网络众包正是以互联网为前提呈现出的新的知

识资源利用模式，同时也是获取大众知识资源

的有效模式。而这种以 “ 用户生成内容 ” 为核

心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关键在于能否通畅且迅

【学术探索】

网络众包模式下知识转移过程及影响因素
研究
◎ 卢新元  陈勇  王康泰  胡静思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网络众包是一种以虚拟社区的形式存在的新兴创新商业模式，知识转移贯穿于这

一模式的整个过程中。深入分析众包的知识转移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对企业更好地利用众包具有重要意义。

[ 方法 / 过程 ] 对网络众包的运行过程及知识特性进行分析，建立网络众包中知识转移过程模式和影响因素

分析模型；同时，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得出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 最后以用户间的交互过程为切入点，

通过激励理论和博弈论等相关知识提出相关发展策略。[ 结果 / 结论 ] 知识的模糊性、任务的属性和接包方

的动机是知识能否成功转移的关键因素，同时，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加强相互信任与沟通有利于提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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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实现用户知识向企业的转移。近几年，我

国学者对于众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众包的内涵

及其类型、用户参与众包的行为与动机、众包

的运用及其商业模式的构建 4 个方面。大部分

研究只是涉及到发包方、接包方、众包平台、组

织单个因素或者两两组合的影响因素，却没有

从这些组合的内在过程着手进行深入研究。

探讨网络众包模式下知识转移的过程及其

影响因素，为企业成功运用众包提供决策依据

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和立足点。为了让网络众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年 第 2 期（总第 2 期）

92

包中聚集的大众资源更加有效地实现知识从用

户向企业转移，本文在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总结了网络众包的运行过程，分析了众包模式

下知识转移的特点，建立了知识转移的过程模

型和影响因素模型，并对知识转移的过程影响

因素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相关发展策略。

2  众包的运行过程与知识特点

2.1  运行过程
根据当前国内外对众包的研究以及众包在

我国的实际运用情况，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众包

模式进行分类。如表 1 所示 :

表 1  不同视角的众包模式的分类

分类角度 分类来源 模式

总体视角 J.P.Burger-Helmchen[2] 面向日常工作的众包、面向信息内容的众包和面向创新的众包

创新视角 L.Q.Panchal 等 [3] 基于竞争的众包创新模式和基于合作的众包创新模式

商业视角 众包网站特点
集体智能类众包（如我国的猪八戒网、威客中国等）和大众创造类众包
（如我国的优酷网、土豆网等视频网站）

无论是哪一种众包模式，其运行过程基本

一致，即由发包方、平台和接包方三者协作完

成整个任务。如图 1 所示：

图 1  网络众包的运行过程

（1）发包方。发包方是产生知识的起点，主

要是企业或者个人通过网络众包平台（如猪八

戒网、一品威客网、任务中国等网站）或者企

业内部自建的众包网站向大众发出求助信息，并

通过各种方式挑选优秀方案运用到企业的实际

问题中。

（2）接包方。接包方是知识的创造者，即

数量众多的互联网用户。他们既可以是专业人

士，也可以是非专业的兴趣爱好者。主要是按

照发包方的任务要求进行创作，最后提交到

平台，其参与动机主要是通过参与任务获得报

酬、心理满足等。

（3）众包平台。众包平台是用户参与众包

的窗口，是连接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枢纽，其盈

利方式为收取发包方相应的托管费用。平台内

部功能的完整性、操作的难易程度、信誉度的

高低以及制度的完善性、安全性等直接影响到

用户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

同时，众包的商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因平

台的内部建设发生重大差异。

2.2  知识特点
张睿等 [4] 对技术联盟中知识转移过程进行

了研究 , 在引用国外学者的观点时提到知识具有

默会性、组织文化性、复杂性、隐性等特点。

虚拟社区中知识转移具有跨越时间与空间等显

著特征，还具有其他特性。在网络众包中，网

民是平台的主要支撑者，是构成众包平台的最

基本的要素，他们的知识是企业创意的根本来

源之一。所以，把握网民知识的特点是促进网

络大众转移创意知识的前提。在众包模式中其

知识的主要特点如表 2 所示：

3  网络众包中知识转移过程模型

3.1  模型的建立
对于知识的转移过程，已经有相关学者对

其进行了研究。I. Nonaka 和 H. Takeuchi [5]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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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I 知识螺旋模式，揭示了知识创造的基本流

程。M. Gilbert 和 M. Cordey-Hayes [6] 通过研究提

出了知识转移的五阶段模型，得出了知识引进和

知识转移行为的需求因素。V. Albino 等 [7] 通过

对组织间知识转移过程的研究，提出了组织间知

识转移过程由知识转移源、知识转移内容、知识

转移途径和知识情境 4 个要素构成。在网络众包

中，知识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

当发包方描述并发布任务时知识开始产生，当接

包方识别、匹配平台上的任务并进行任务的完成

时知识开始转移，最后当接包方提交任务并得到

发包方采纳运用时知识完成转移。所以，综合前

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众包的运行过程的分析，在

众包模式中，发包方和接包方的知识转移主要分

为知识的产生、知识的交互、知识的整合和知识

的反馈 4 个阶段。其转移过程如图 2 所示：

表 2  网络众包中知识的主要特性

特点 主要体现

动态性
参与众包成员并不具有约束性，即使开始作答也存在中途放弃参与任务的可能性，所以其知识的流向
具有动态性

互补性
主要体现为发包方和接包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互补性，同时，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发包方和接包方
拥有的隐性和显性知识之间也会存在互补性。知识的互补性为知识的交互和反馈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交互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①在接包方团体完成众包任务的过程中，团体内不同个体间进行交流；②在
任务完成后，发包方和接包方针对所完成任务进行交流与改进；③在企业内部之间进行的融合和互动

独立性 
众包任务是由企业外部人员完成的，接包方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企业中去，总是保持一定程度的
个体性。因此，当接包方把自身的创意贡献出来供集体分享或者从集体的知识资源中获取新知识时，
其知识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图 2  网络众包中知识的转移过程模型

3.2  模型的分析
知识的转移需要更多地将隐性知识显性

化，使得模糊、复杂的知识逐渐被双方所理解。

在网络众包中，接包方和发包方大部分情况下

都没有交流，接包方只能靠自身所拥有的知识

来领会发包方的主旨要领，使得知识的转移效

率不高。以下对网络众包中知识转移 4 个阶段

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2.1  知识的产生

知识的产生源于个人或者企业的内部需

求，是向外界搜寻创意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

过程中，发包方对任务赏金的多少、任务性质

的描述等将直接影响接包方的决策，从而对知

识的初步转移产生影响。所以，任务的阐述是

否清晰、任务的难易程度是否在接包方的可接

受范围内、任务的时间长短、任务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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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奖金的多少等都会影响接包方参与任务的

热情和积极性，进而导致最终知识是否能够顺

利转移。

3.2.2  知识的交互

在这一阶段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接包方。

接包方开始在平台上进行任务操作，将其知识

编码为与任务相关的文字、图片、声音等并提

交到众包平台，以供发包方评估和选择方案。

从发包方的发包初衷和接包方的参与动机的实

际情况来看，虽然双方存在利益关系，但是发

包方和接包方在知识需求和知识供给上是密切

相关的。所以知识转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此

外，由于众包的一切交互大都是网络上进行且

是单向传递的，具有快捷方便和不可控的双重

特点，一方面众包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互

补性，同时也给知识交互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3.2.3  知识的整合

知识的整合是实现知识转化的关键环节，而

由于网络众包知识具有动态性和独立性，所以

要求所选方案必须与企业内部具有深度可融合

性和可用性。发包方将精心挑选的方案进行解

码，并调用企业知识库所存储的知识，采取相

应的行动措施加以整合，最后付诸于实践并更

新企业现有知识库，使之成为企业内部的知识。

同时，在这一环节的知识整合中，企业必须充

分发挥组织内部的创新力以及组织和个人的协

作能力，不断促进知识转移，加快实现知识的

充分运用。

3.2.4 知识的反馈

知识的反馈在维持众包平台的正常运行、企

业落实众包方案等环节起着重要的作用。此

外，众包平台开通的互评功能作为反馈的重要

环节，能够实现知识二次交互，对知识的转移

起着重要作用。

4 网络众包中知识转移过程影响因
素分析

4.1  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疏礼兵等总结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任务

(text) 与情境 (context) 的相似性、任务的性质和

被转移知识的类型等 3 个因素影响知识转移流

程的有效性 [8]。W. Barbara 和 W. Christiana[9] 提

出知识共享契约、合作双方的转移意愿、情感

沟通、信任程度、知识转移的目标明确性与知

识转移效果有正相关关系，而合作双方社会网

络的覆盖程度与知识转移效果为负相关关系。

所以，知识转移的核心在于知识源、知识媒介

和知识受体 3 个方面，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知

识的模糊性、双方的知识储备等。在研究用户

参与众包过程中，知识转移的收益与成本、任

务属性、信任与沟通、接包方的动机等因子同

样对用户的参与热情与解决问题的满意度产生

重大影响。本文以众包中知识转移过程模型为

基础，综合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影响因素，通过

网上问卷调查和访问专家的方式，建立了网络

众包模式下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网络众包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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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量表来源分析

为保证量表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本研究

对于调查问卷中设置的每一个变量的测量指标

都从前人对知识转移和网络众包的研究中综合

考量，并采用演绎法和归纳法取得。此外，所

有的问题选项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分值从 1
到 5，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则表示非常同意。

相关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网络众包模式下知识转移因素量表来源

研究变量 指标 变量解释 变量来源

任务属性

FR1
FR2
FR3

任务的难易程度

任务的可分析性

任务的变化性与自主性

Y. Yang 等 [10]

A. Kankanhalli 等 [11]

双方知识的储备

IP1
IP2
IP3

是否具有传授能力

是否具有吸收能力

双方对知识的编码和解码能力

R. Reagvns 等 [12]

J. F. Mu 等 [13]

知识的模糊性

SQ1
SQ2
SQ3

知识本身的复杂程度

知识本身的专用程度

知识本身的隐含性

B. L. Simonin [14]

W. Raymond 等 [15]

知识转移的收入与成本

IQ1
IQ2
IQ3

知识转移后产生的收益多少

是否会影响其他活动

知识的转移需要耗费多少资源
B. L. Wen[16]

接包方的动机

IT1
IT2
IT3

参与任务是为了获得自我满足

参与任务是为了获得报酬

参与任务是为了提升自我

D. Constant 等 [17]

C. Daren 等 [18]

信任与沟通

IA1
IA2
IA3

能否顺畅地沟通

发包方和接包方能否相互信任

众包平台是否具有保障

I. Nonaka [19]

M. Koufair 等 [20]

C. Terwiesch 等 [21]

4.3  数据收集

问卷共设有 28 道题，共分为基本情况和

运用于测量变量的两个部分。由于众包在中国

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还不熟悉，因此对填

写者做了限制，要求了解或者从事众包工作的

相关人员参与调查。填写者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完成问卷：一是登录事先设计好的调查问卷网

站，二是在众包论坛上打开问卷填写链接完成

问卷。同时为了加快数据的收集，还采用了激

励措施，每一位参与者填写问卷后均有抽奖机

会。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43 份，回收 207 份，回

收率为 85.2%，有效问卷为 198 份，有效率为

95.7%，在误差可接受范围内，满足研究要求。

4.4  效度分析

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分析，被调查者的结

构特征主要为：①男性占总数的 85.6%；②年龄

大部分分布在 21—36 岁，占总数的 96.6%；③

被调查者大多正在研究众包或者接受过众包知

识的培训，占 71.3%；④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众包

的运营非常了解，占 92.7%；⑤学历大部分都是

本科以上，不少是博士、教授或者某个领域的

专家。通过 SPSS 19.0 对其进行效度分析，结果

表示问卷效度可用于科学研究，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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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的因子负载矩阵

要素 SQ FR IT IA IQ IP

IA1 0.094 -0.087 -0.054 0.869 -0.027 0.035

IA2 -0.006 -0.146 -0.04 0.883 -0.11 -0.066

IA3 -0.007 -0.084 0.006 0.875 -0.019 0.084

IT1 0.163 0.076 0.865 -0.018 0.165 0.151

IT2 0.048 0.059 0.888 -0.007 -0.03 0.083

IT3 0.121 0.002 0.917 -0.074 0.145 0.101

IP1 0.095 0.069 0.149 -0.027 0.287 0.806

IP2 0.031 0.076 0.13 0.03 0.045 0.865

IP3 0.178 0.11 0.055 0.048 0.083 0.847

FR1 0.112 0.839 0.028 -0.096 0.207 0.071

FR2 0.137 0.893 0.059 -0.108 0.181 0.104

FR3 0.082 0.887 0.051 -0.142 0.15 0.088

IQ1 0.046 0.318 0.079 -0.041 0.822 0.117

IQ2 0.135 0.25 0.112 0.001 0.826 0.098

IQ3 0.136 0.041 0.08 -0.124 0.802 0.17

SQ1 0.866 0.141 0.173 0.015 0.108 0.138

SQ2 0.912 0.087 0.062 0.048 0.095 0.074

SQ3 0.912 0.097 0.096 0.025 0.106 0.091

4.4  信度和因子贡献率分析

采 用 组 合 信 度 来 评 价 量 表 的 信 度， 即

Cronbach’s α 系 数。Guisford 研 究 指 出， 信

度要大于 0.7 才为高信度。为了提取主要的

影 响 因 子， 本 文 用 SPSS 19.0 进 行 因 子 分

析，同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公因子的提

取。 主 成 分 因 子 分 析 主 要 是 利 用 降 维 的 思

想，将因子进行综合，最后得出因子的方差

贡献率，即为因子影响因素的多少。其结果

如表 5 所示：

表 5  Cronbach’sα 值和因子解释方差

要素 IQ SQ IT IP IA FR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11.426 12.931 12.546 11.380 11.982 12.813

Cronbach’s α 值 0.835 0.912 0.898 0.836 0.867 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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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5 可 知， 经 SPSS 计 算 后， 其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为 0.7，具有较高的可信

度，因此问卷得出的结果具有可信性。而由解

释方差的百分比可知，在网络众包中知识转移

的影响因素中，知识的模糊性是主要因素，任

务的属性为其次，而接包方的动机位居第三。

其他依次为信任与沟通、知识转移的收入与成

本和双方知识储备。综合前人的研究表明，知

识的模糊性越弱、任务属性越清晰、参与意愿

越强烈、双方对知识的吸收与转移能力强、接

包方动机越明确、知识转移的成本与收入越符

合各自要求以及双方知识储备丰富都会对知识

的转移产生正向影响。由此，无论是发包方还

是接包方，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让知识变

得显性化，以更易于实现知识的成功转移。

5 基于用户交互过程的众包知识转
移发展策略

网络众包是一种创新模式的变革，更是一

种知识交互模式的变革，是通过网络进行相关

知识创新的新模式，大众知识的成功转移则标

志着创意方案的商业价值的成功实现。本文通

过对网络众包模式下知识的转移过程及其因素

的分析，对网络众包中知识的转移提出以下对

策与建议。

5.1  采取激励措施，刺激接包方参与动机，并提

升自身知识储备

在网络众包中，发包方和接包方间的知

识转移存在博弈关系。对于发包方来说，可

以有施加激励和不施加激励两种，对于接包

方来说，可以有转移知识和不转移知识两种

情况。假设接包方在施加激励后获得的收益

为 V1，没有获得的激励下的收益为 V2，其中

V1>V2，C1 表示发包方知识转移的成本，C2
表示发包方施加激励时付出的成本，a 表示在总

的收益中，接包方所创造价值的比例（0<a<1），x
表示接包方愿意进行知识转移的比例，y 表示

发包方对接包方施加激励的比例，发包方的复

制动态方程 [22-23] 为：

            
（1）

令 G(y)=0：

则：

                                                                （2）

当 成立时，表示从长期

利益来看，发包方对接包方施加激励，发包方

将会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发包方将会在知

识转移过程对接包方施加一定的激励措施，来

增 加 自 身 的 收 益。 当 成 立

时，说明接包方在施加激励后，其总收益的增

加额要小于施加激励的成本，所以接包方会采

取不施加激励的措施。因此，无论是从发包方

角度出发还是从接包方角度出发，要实现知识

的成功转移，一方面需要发包方注重激励措施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接包方应该在发包方实施

激励的情况下提升自身知识的储备，加大自身

的努力程度。

5.2  加强相互沟通，促进相互信任，建立反馈机制

网络众包和外包不同，它以网络虚拟社区

为平台，其知识转移的过程控制难度大，一方

面导致知识转移过程沟通出现障碍，另一方面

则会减弱相互之间的信任。根据博弈论，在理

性条件下，假设发包方和接包方在知识转移中

的交互次数为 n，α 为将后一阶段得益折算成当

前阶段得益 ( 现在值 ) 的贴现系数（0<α<1），βn
为某一均衡下第 n 阶段的得益，C 为 n 次交互

后产生的收益，则：

                                          
（3）

由公式（3）对 α 求导，则：

     （4）

由公式（4）可知，在交互过程中，要使

其收益在相互交互后再次产生正向效应，其收

益变化率必须大于 0，且满足 βn>0，这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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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互过程中接包方和发包方同时产生积极效

应，即双方必须建立良好的信任和沟通关系。

因此，网络众包应该以众包平台为依托，建立

互信互惠的沟通渠道，搭建相互信任、长期合

作的长效机制。同时，双方在合作中，应该注

重实现组织文化的融合，充分理解双方的需

求，提高知识转移的成功率。 
5.3  充分认识知识与众包任务的特性，有效利用

网络众包

知识的复杂性、专用性和隐晦性等特征使

得知识不同于有形资产，特别是那些难以用文

字、声音和图片表达的隐性知识，无论是对于

发包方还是接包方都具有难以识别和理解等特

点。从知识价值体现角度来看，虽然众包平台

具有聚集网络大众智慧、将自身的问题从企业

延伸到大众能力库、资源库和点子库等，但最

终从大众收集到的创意方案却未必真正符合发

包方的要求优势。根据对知识转移过程影响因

素的分析，知识的模糊性和任务的属性是决定

知识能否成功转移的重要因素。所以发包方，应

该尽可能地将任务要求表达清楚，减少知识的

隐性和不明确性，以便接包方成功解码并完成

任务；接包方则要在充分解码知识的情况下融

入发包方企业的文化，加强知识的可转移性。

6  结论

本文突破了大多数学者只以众包的外在特

征（如用户的参与、众包的价值与运用等）进

行研究的范畴，转而从众包模式运用过程中内

在转移单元入手，以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综

合考察了众包中知识的具体转移流程，并以此

为切入点建立影响因素模型，模型分析的量表

设计能够比较全面、科学地为分析众包中知识

转移影响因素提供决策支持。本文还分析了模

型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研究表明，在众包知

识转移过程中，为了最终方案能更加有效地满

足发包方的实际需求，首先必须充分认识知识

具有模糊性等固有属性，发包方应清晰而准确

地表达自身的需求，接包方亦应明确所提供方

案的问题解决思路。同时，在双方充分信任的

前提下，发包方应采取激励措施，激发接包方

的参与意愿，提高问题解决的精准性和知识的

实用性。最后，无论发包方还是接包方都应考

虑除知识特性外的其他因素，选择是否参与众

包，从而做到在知识顺利转移的同时满足自身

需求。

本文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研究，并采用了

详细的数据分析，但是存在以不足：①我国从

事众包工作的人员过于分散且不具有长期性，数

据获取存在一定的困难，数据分析结果具有一

定局限性；②量表的设计虽然源于前人的研

究，但是模型的建立也存在的主观性；③数据

分析结果缺少具体案例的支撑。对于这些缺

点，将会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克服。

参考文献：

[1] KIRPPALANI N . Connecting with consumers: marketing 
for new marketplace realitie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 30(13/14): 1522-1524.

[2] PÉNIN J, BURGER-HELMCHEN T. Crowdsourcing of 
inventive activities: definition and limi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 
5(2/3): 246-263.

[3] PANCHAL L Q, PANCHAL J H. Modeling the effect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on mass-collaborative processes[J]. 
Journa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engineering, 2011, 11(1): 23-46.     

[4] 张睿 , 于渤 . 技术联盟组织知识转移影响因素路径检验

[J]. 科研管理 , 2009, 30(1): 28-37. 
[5] NONAKA I, TAKEUCH H.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GILBERT M, CORDEY-HAYES M.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 Technovation, 1996, 16(6): 
301-312.

[7] ALBINO V, GARAVELLI A C, SCHIUMA 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role of the leader firm[J]. Technovation, 1998, 19(1): 
53-63.

[8] 疏礼兵 , 贾生华 . 知识转移过程模式的理论模型研究述

评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008(4): 95-100.
[9] WEBER B, WEBER C.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as a 

means of radical innovation: relational fit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transfer[J]. Engineering technology 



99

management, 2007, 24(1-2): 11-35. 
[10] YANG Y, CHEN P Y , PAVLOU P. Open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online contests[C].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Phoenix: DBLP, 2009: 15-18.

[11] K A N K A N H A L L I  A ,  TA N  B  C  Y ， W E I  K  K . 
Contributing knowledge to electronic knowledge 
repositor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MIS quarterly, 
2005, 29(6): 113-143.

[12] REAGANS R,  MCEVILY B.  Network s t ructure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J]. 
Administrative scicnce quarterly, 2003, 48(2): 240-267. 

[13] MU J F, TANG F C, MACLACHLAN D L. Absorptive and 
disseminative capacity: knowledge transfer organization 
network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0, 
37(1): 31-38.

[14] SIMONIN B L. Transfer of marketing know-how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and antecedents of knowledge ambigu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3): 463-490.

[15] RAYMOND V W, JUSTIN J P J, MARJORIE A L. 
Inter-and intra-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meta-
analytic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it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 
45(4): 830-853

[16] WEN B L.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act iv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l l iance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ransfer performance[J].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7, 17(2): 139-155
[17] CONSTANT D, KIESLER S, SPROULL L. What’s mine 

is ours or it is? a study of attitudes about information 
sharing[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4, 5(4): 400-
421.

[18] DAREN C, ARRLOO B. Crowdsourcing as a model for 
problem solving: an intelligence of  online communities 
for public good[D].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2010.

[19] NONAKA I.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1): 14 -37.

[20] KOUFARIS M, HAMPTON-SOS W. The development 
of initial trust in an online company by new customers[J].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2004, 41(3): 377-397.

[21] TERWIESCH C, XU Y. Innovation contests, open 
innovation, and multi  agent problem solving[J]. 
Management science. 2008, 54(9): 1529-1543.

[22] 谢识予 . 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理论 [J]. 上海财经

大学学报 , 2001, 3(5): 3-9.
[23] 杨波 , 徐升华 . 基于多智能体建模的知识转移激励机制

的演化博弈模型与仿真 [J].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 2010, 
32(6): 162-166.

作者贡献说明：

卢新元：负责论文选题、行文框架的确定，提出修改意见；
陈勇：撰写论文，确定和绘制模型，收集数据；
王康泰：参与论文的修改、模型的改进；
胡静思：润色论文，查阅参考文献。

Research on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 and Affecting Factors in the Network 
Crowdsourcing Model

Lu Xinyuan  Chen Yong  Wang Kangtai  Hu Jings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Network crowdsourcing is a rising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which exists in the form of a virtual community.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i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is model and research on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 and affecting factors in th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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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波特在 1990 年正式提出 “ 产业集群 ” 这

一概念以来 [1]，其相关研究已有 25 年历史。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理

论界和实践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许多学者从地

理、产业、资源、网络、政策等视角对产业集

群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相关研究论

文持续增多，其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方

法等也不断发生变化。国内到 1998 年才出现首

篇以 “ 产业集群 ” 为关键词的公开发表论文 [2]。

【学术探索】

产业集群研究足迹分析
     ——基于网络可视化视角

◎ 郑健壮  靳雨涵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杭州 31001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近 15 年来国内外发表的有关产业集群论文的规模、期刊、主题和主要研究内

容等进行比较研究。[ 方法 / 过程 ] 对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 1998-2014 年

间公开发表的有关产业集群论文进行词频分析、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显示：

①国内外此领域研究进程可分为起步期、发展期、稳定期和转型期 4 个阶段；②国内研究主题和方法存在

跟随国外研究的倾向，其时差由最初的 5 年左右缩短到后来的 2-3 年；③国内研究整体集聚度较强，而国

外研究向外拓展特征较强；④国内该领域未来研究主题将是借助 “ 社会网络 ” 理论以 “ 知识 ” 和 “ 创新 ”
为中心，以 “ 集群政策 ”（转型升级）、“ 产业生态与循环经济 ” “ 企业异质性 ” “ 集群供应链 ” 等为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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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整体研究情况如何？其研究主题如何

变迁？国内外研究重点有何不同？未来我国该

领域的研究主题或重点方向将会是怎样？

针对上述问题，以往研究一般是以对不同

阶段的经典论文进行定性综述为主，缺乏系统

的大跨度的定量研究以及研究主题的纵向比较

研究。所以，本文试图借助文献计量方法（共

词分析、词频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对

1998至今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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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此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结构变迁的

内在规律。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1.1  研究方法

主要采取共词分析、词频分析对文献的

主要作者、期刊来源、主题分布进行计量统

计，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研究主题进行

可视化分析。所谓词频分析（word frequency 
analysis），就是基于论文关键词与研究主题有

很大的关联性，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领域或研

究方向、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

的联系，通过对所有论文中的关键词进行共现

计算和分析，了解这些论文研究内部的结构或

分布，以考察其发展和变化特征 [3]。共词分析

（co-word analysis）是建立在词频分析法基础之

上的一种内容分析方法，即通过识别并计算两

个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的次数，判断

各主体的关系，从而得到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范式 [4-5]。两个关键词同时出现的频次越

高，就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或者说越

相似。就文献计量学研究而言，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就是通过社会网络理

论中的中心性和中介性等概念，挖掘具有重要

地位的论文、作者或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结构和

特征等 [6-7]。本研究使用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为

Pajek。
1.2  数据收集

中文数据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

“ 关键词 ” 栏中输入 “ 产业集群 ”，匹配选择

“ 模糊 ”，并选择 “1998-2014” 时段，提取检索

结果的题名、作者、机构、关键词、摘要、基

金、期刊来源、发表时间等信息，生成纯文本

和 EXCEL 文件，剔除不符合要求文章（如书

评、消息、通知等）和无关键词或摘要的文章，然

后分别按年份建成 17 个中文期刊产业集群论文

关键词数据库。先计算出 2014 年所有论文关键

词中使用得最多的前 200 的关键词，删去没有

实质性意义的关键词及其频次，将剩下的这些

关键词的进入门槛设定在 5 次（约占该时间段

内论文总量的 1%），然后按同样步骤计算出从

2014 年逐年追溯至 1998 年的数据，若出现关

键词相同，则将其合并成同一行，若有新词出

现，则将该词和频次记在表的末尾。对于少数

较难理解其含义的 “ 关键词 ”，通过查阅相应的

数据库，进行一定的修复与频次的重新计算，根

据以上筛选与修复，最终得到 15 354 篇论文的

相关信息。

英文数据选择 Web of Science （WOS）数

据库，在 “ 主题词 ” 栏中输入 “industrial cluster”, 
并选择 “1998-2014” 时段，提取检索结果的题

名、作者、机构、关键词、摘要、基金、期刊

来源、发表时间等信息，生成纯文本和 HTML
文件，剔除书籍、不规范文章和无关键词或摘

要的文章，先将排名前 200 的关键词列出，将

英文大小写、单复数、英语词汇缩写等情况筛

查出来，进行统一的调整，例如将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和 ”KBE” 这两个词统一统计

成 “KBE”；同时删去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词及

频次，之后几步其统计方法与中文期刊大致相

同，最终得到 815 篇论文的相关信息。

上述中英文论文检索时间统一为 2015 年 2
月 5 日。

2  产业集群研究的足迹分析

2.1  论文数量分布

1998-2014 年间中外期刊发表的以 “ 产业集

群 ” 为关键词的论文情况见图 1。
从以 “ 产业集群 ” 作为关键词所发表的论

文来看，国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始于 1998 年文

军发表的《知识经济：缘由、特征与启示》[2]。

年度发表论文数量由 1998 年的 1 篇迅速发展到

2010 年的 1 698 篇，期间一直呈增长态势，特

别是 2002-2007 年间，是产业集群研究飞速发

展时期，而 2011 年起论文发表数量开始逐渐回

落。相对而言，国外对产业集群研究变化起伏

较小。尽管 1990 年波特在其专著《国家竞争优

势》中首先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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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术语，但作为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其

重要的标志性论文是 1998 年波特在 Business 
Economics 和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两 本 期

刊上先后发表的论文：《斯密定律：区位、集

群和新微观经济学的竞争态势》[8] 和《集群与

新竞争经济》[9]（Business Economics 不是 SCI
（SSCI）期刊，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尽管是

SSCI 期刊，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没有关键

词，所以这两篇论文没有在本统计研究范围之

内），从区位、地理经济视角阐述亚当斯密理

论，构建了微观经济竞争领域的新范式，并提

出了产业集群的定义。但从 WOS 数据库搜索结

果来看，涉及产业集群的期刊论文始于 1998年T. 
Padmore 和 H. Gibson 在 Research Policy 所发表

的《创新系统的模式：区域产业集群分析框架》一

文 [10]。1998-2003 年间，每年发表论文数量在个

位数，而从 2004 年起，集群方面的研究成果开

始飞速增长，2009 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 137
篇，而后发表数量开始逐渐下降。

从论文发表数量的总体趋势和增长率来

看，可以将国内产业集群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 1998-2001 年，论文发表数量少且增幅

低，即研究起步期；第二阶段为 2002-2007年，年

论文篇数跃升 3 位数且年均增幅约 65%，即研

究发展期；第三阶段为 2008-2010 年，年论文篇

数稳定在 1 600余篇但年均增幅下降到约 2%，即

研究稳定期；第四阶段为 2011-2014 年，年论文

篇数开始下降且年均下降约 8%，即研究转型期。

国外产业集群研究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 1998-2001 年，论文发表数量少（1-3 篇）且

增幅不稳定，即研究起步期；第二阶段为 2002-
2007 年，论文发表数量开始快速增加（从 7 篇

到 61 篇）且年均增幅约 54%，即研究发展期；第

三阶段为 2008-2010 年，年论文篇数稳定在 100
余篇但年均增幅下降约 9%，即研究稳定期；第

四阶段为 2011-2014 年，年论文篇数开始下降到

100 篇以下且年均下降约 24%，即研究转型期。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集群研究的 4 个阶段基

本一致。为了后续的国内外比较研究，将 1998-
2001 年确定为研究起步期，2002-2007 年确定

为研究发展期，2008-2010 年确定为研究稳定

期，2011-2014 年确定为研究转型期。

2.2  发表期刊分布

从论文所发表期刊来看，中文论文所属期

刊共 2 690 种，发表数量前 20 名的期刊见表 1。
其中：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

为 9 本，占 45%，引文期刊影响因子在 0.047-
2.036 之间；英文论文所属期刊共 134 种（均为

SCI 或 SSCI 期刊）（发表数量居前 20 名的期

刊见表 2），国外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 Research 
Policy 和 Regional Studies 等优秀外文期刊，影

响因子在 0.338-3.590 之间。这说明中文论文整

体质量相对较低。另外，相对国外期刊而言，中

国优秀期刊对于产业集群的敏感性相对滞后。

图 1  1998-2014 年间发表的中外产业集群论文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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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表产业集群相关论文最多的前 20 种中文期刊（1998-2014 年）

排名 期刊名称 篇数 影响因子 排名 期刊名称 篇数 影响因子

1 《科技进步与对策》* 260 0.746 11 《硅谷》 82 0.133

2 《科技管理研究》* 231 0.413 12 《浙江经济》 77 0.051

3 《商业时代》 173 0.150 13 《当代经济》 75 0.103

4 《特区经济》 122 0.164 14 《改革与战略》* 73 0.336

5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15 1.120 15 《中国软科学》* 71 2.036

6 《商场现代化》 112 0.047 16 《华东经济管理》* 69 0.537

7 《企业经济》 111 0.398 17 《工业技术经济》 68 0.377

8 《经济研究导刊》 97 0.109 18 《经济论坛》 65 0.164

9 《生产力研究》 92 0.269 19 《统计与决策》* 62 0.398

10 《经济地理》* 84 1.879 20 《商业研究》* 59 0.530

注：* 为 CSSCI 期刊

表 2  发表产业集群相关文献最多的前 20 种英文期刊（1998-2014 年）

排名 期刊名称 篇数 影响因子 排名 期刊名称 篇数 影响因子

1 Research Policy 8 2.598 1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 1.176

2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5 1.000 12 Urban Studies 3 1.330

3 World Development 5 1.733 13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 3.590

4 Regional Studies 4 1.756 14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 1.116

5 Technovation 4 2.704 15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 0.338

6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 1.694 16 China Economic Review 2 1.142

7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4 1.025 17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 1.257

8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3 0.841 18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 1.305

9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3 1.965 19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 0.714

1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3 1.489 20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 1.959

2.3  关键词统计和网络分布

上述描述性统计仅对产业集群总体研究趋

势做初步分析，而国内外产业集群论文的主题

比较、变迁过程、内在联系等研究仍需要通过

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进行深入研究。

2.3.1  研究起步期（1998-2001 年）

由表 3 可知，国内产业集群研究主要从区

域经济、竞争力、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等方面

对产业集群进行关注，对于产业集群本身的研

究仍比较肤浅，主要处于引进和介绍时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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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言，国外除了对产业集群本身特征以及集

群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外，已开始关注

集群竞争力、技术创新、集群政策等主题，并

从宏观视角研究集群的全球价值链（GVC）问题。

表 3  研究起步期频次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CNKI 与 WOS 比较

序号
CNKI 关键词分布 WOS 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1 产业集群 6 cluster 1

2 区域经济 2 regional 1

3 竞争力 2 competitiveness 1

4 对策 1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1

5 技术创新 1 interconnections 1

6 中小企业 1 GVC 1

7 发展 1 education 1

8 新兴产业 1 Silicon Valley 1

9 特色产业集群 1 KBE 1

10 产业结构 1 policy 1

为了进一步探索研究主题的内在关系，通

过计算第一阶段研究主题中任意两个关键词在

所有论文中同时出现的次数，并用 Pajek 软件将

其可视化，得到 CNKI 和 WOS 关键词共现图。

以图2为例，图中的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

点越大表示关键词频次越多；节点间的连线代

表这两个词有同时出现在一篇论文中的情况（共

现频次≥ 1），线条越粗，说明它们共同出现在

同一篇论文中的次数越多，反之则越少。图 2
是以产业集群这一中心向外辐射的多中心节点

网络。尽管图 2 所示的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

构成较为简单，但竞争力、GVC、创新和技术、企

业内在联系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多连节

的中心，说明国外研究一开始就相对聚焦于对

上述几个方面。

2.3.2  研究发展期（2002-2007 年）

在研究发展期，国内研究除了继续研究

“ 区域经济 ” “ 技术创新 ” 和 “ 中小企业 ” 以

外，开始关注 “ 集群效应 ” “ 产业关联 ” 和 “ 全

球价值链 ” 等，而这些主题恰恰是国外在 “ 研

究起步期 ” 所重点研究的主题。国外研究除了

继续关注集群的技术创新、竞争优势、区域经

济和集群政策外，开始研究 “ 知识转移 ” “ 网

络 ” “ 中小企业 ” “ 可持续发展 ” 和 “ 社会资

本 ” 等问题（表 4）。例如，T. Sonebe 等从集

群演化角度描述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国某服装

产业集群发展历程，在集群发展初期，市场邻

近性对集群中小企业成长影响较大，而当集群

逐渐成熟时，创业能力对其发展贡献更大 [11]。

P. Morosini 认为，除了经济发展，知识的整合

是区域发展中的重要维度，并从竞争范围、经

济发展和知识整合程度 3 个维度划分出全球典

型集群的竞争格局，区域内经济单元（企业或

其他机构）的知识整合程度较低的产业集群往

往更落后于其他地区 [12]。J. N. H Britton、J. P. 
Pontes 等通过观察外向型产业集群得出，集群

外部构成的创新与知识网络对产业集群发展有

很大帮助 [13-14]。由此可见，国内第二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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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起步期 CNKI 与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共现频次≥ 1）

注：上图为 CNKI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下图为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下同

表 4  研究发展期频次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CNKI 与 WOS 比较

序号
CNKI 关键词分布 WOS 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1 产业集群 4 364 industrial cluster 178

2 区域经济 428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118

3 技术创新 303 knowledge transfer 103

4 集群内部 219 network 92

5 创新 200 competitive advantage 80

6 中小企业集群 130 policy 71

7 集群效应 110 geography 70

8 产业关联 102 SMEs 70

9 全球价值链 10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0

10 工业园区 78 social capital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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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7 年）和国外第一阶段（1998-2001
年）研究主题有很大的相似度，这说明国内对

国外研究主题和内容存在跟随的倾向。这个跟

随时差约为 5 年。

图 3 为这个时期国内外论文关键词共现

图，为简化图形，在图 3 左右两图中，只将共

现频次≥ 5 的关键词之间用线连接 , 共现不到 5
次的假设为这 2 个关键词之间没有共现（如果

采取像第一阶段那样的共现频次≥ 1，图 3 将过

于繁冗密集，较难辨别节点之间的内在关系，因

此将其共现频次阈值设置为≥ 5）。图 3 中所示

的网络中心的最大核心节点为 “ 产业集群 ” 这一

关键词，其周围网络密度相对于最外围密度较

高，几个较大节点为频次排名靠前的关键词，而

外围有向外拓展趋势，揭示其发展性的特点。

国外集群论文关键词显现出较为开放的特征，并

且已将技术创新、知识转移、网络等主题作为

较为重要的节点。

图 3  快速发展期 CNKI 与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共现频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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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研究稳定期（2008-2010 年）

在产业集群研究稳定时期，国内不断注重

集群内部因素互动的研究（表 5），除了继续关

注 “ 区域经济 ” “ 中小企业 ” “ 技术创新 ” 和 “ 全
球价值链 ” 等主题外，开始关注 “ 竞争优势 ” 
“ 可持续发展 ” “ 知识共享 ” 和 “ 网络结构 ”，后

面这些主题都是国外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因

此，国内第三研究阶段（2008-2010 年）和国外

第二阶段（2002-2007 年）研究主题也有很强的

跟随倾向，但这时的跟随时差缩短为 2 年。值

得注意的是，“ 区域品牌 ” 这一关键词由原来的

10 名以外上升到第 8 名，体现出我国产业集群

研究中的自主性和针对性。与国内相比，国外

研究除了继续关注 “中小企业 ” “知识网络 ” “治
理政策 ” “ 技术创新 ” 等外，开始对 “ 特色集

群 ”（这个主题我国在最初阶段比较关注，而后

开始弱化）、“ 集群演化 ” “ 循环经济 ”[15-18] 进

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表 5  研究稳定期频次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CNKI 与 WOS 比较

序号
CNKI 关键词分布 WOS 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1 产业集群 2 650 industrial cluster 156

2 区域经济 152 SMEs 100

3 中小企业 111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98

4 技术创新 109 evolution 80

5 竞争优势 104 knowledge network 72

6 经济发展 94 governance 60

7 全球价值链 68 innovation process 56

8 区域品牌 65 circular economy 54

9 知识共享 59 mechanism 49

10 网络结构 51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43

图 4 为这个时期国内外论文关键词共现

图。为简化图形 , 同样在图 4 的左右两图中只

将共现频次≥ 5 的关键词之间用线连接，图

4 所示的网络中心的最大核心节点为 “ 产业集

群 ” 这一关键词，其周围网络密度相对于最外

围密度较高，几个较大的节点为频次排名靠前

的关键词，而外围密度相对图 3 而言密度有所

增高，向外拓展的节点更多。相对于国内，国

外产业集群论文关键词分布更呈现多中心的开

放性网络状态，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成为网络中

的几个重要中心，而其中 “knowledge network”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等词已经

成为外围向外扩散的重要节点。

2.3.4  研究转型期（2011-2014 年）

2011-2014 年为产业集群研究转型时期。国

内研究除了继续关注 “ 中小企业 ” “ 区域经济 ” 
“ 技术创新 ”、“ 网络结构 ” 和 “ 知识溢出（共

享）” 外，开始关注 “ 特色产业集群 ” “ 循环经

济 ”，而这两个主题恰恰是国外在产业集群研

究稳定时期所开始关注的新主题。另外，“ 转

型升级 ” 成为我国集群研究的一个特有现象。

这说明：一方面，国内研究第四阶段（2011-2014
年）和国外第三阶段（2008-2010 年）研究主题

也有很强的跟随倾向，但这时的跟随时差缩短

为 3 年；另一方面，我国自主研究现象进一步

显现。与国内相比，国外研究除了继续关注 “ 知
识 ” “ 创新 ” “ 循环经济 ” 和 “ 网络 ” 以外，开

始关注 “产业生态 ” “产业链和集群供应链 ” “企
业异质性 ” 和 “ 社会网络 ” 等 [19-24]，研究视角

转化至网络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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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相对稳定期 CNKI 与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共现频次≥ 5）

表 6  研究转型期频次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CNKI 与 WOS 比较

序号
CNKI 关键词分布 WOS 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1 产业集群 2 320 industrial cluster 139
3 中小企业 149 knowledge 50
2 区域经济 131 innovation 35
5 特色产业集群 100 industrial ecology 30
4 技术创新 92 circular economy 20
6 产业转型升级 87 cluster policy 10
7 网络结构 62 industrial chain and cluster supply chain 10
8 知识溢出 52 firm heterogeneity 10
9 循环经济 48 network 10
10 创新能力 48 social networ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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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这个时期国内外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共

现频次≥ 5）。图 5 所示的网络中心的最大核心

节点为 “ 产业集群 ” 这一关键词，其周围和外围

网络密度相对图 4 较为平均，频次排名前 10 的关

键词是其中的重要节点。由图 1 可知，这一阶段

的论文数量已有所下降，因此，产业集群研究的

主题开始寻求一个转折点，表示 “ 知识溢出 ”“ 网
络结构 ”“ 技术外溢 ” 等关键词的节点有向外扩散

的趋势，并且自组织成次中心，形成局部网络。

国外产业集群论文关键词分布的开放性网络特征

更加明显，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成为网络中的几个

重要中心，“ 知识溢出 ” 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

图 5  研究转型期 CNKI 与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共现频次≥ 5）

3  基本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 3 个主要研究结

论。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国内外产业集群

研究整体可划分为 4个阶段：起步期、发展期、稳

定期和转型期。每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内容和

方法具有整体演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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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国内研究

除了具有自身独特性外，更多地体现跟随性。

15 年来，国内研究除了一直保持 “ 区域经济 ” 
“ 中小企业 ” 和 “ 技术创新 ” 等主题外，不断紧

跟国外新兴研究主题，诸如 “ 全球价值链 ” “ 网

络 ” “ 知识 ” 和 “ 循环经济 ” 等；国外研究在对

“ 知识 ” “ 创新 ” 和 “ 政策 ” 等进行研究的基础

上，开始探索 “ 特色集群 ” “ 集群演化 ” “ 循环

经济 ” “ 产业生态 ” “ 产业链和集群供应链 ” “ 企
业异质性 ” 和 “ 社会网络 ” 等。就国内研究主题

和内容对国外的跟随性而言，这一跟随行为的

时差由早期的 5 年左右缩短至最近的 2-3 年。另

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自主创新性研究不

断显现，特别是对 “区域品牌 ”和 “转型升级 ”的
研究。国内外研究主题结构变迁过程可概括如

图 6。从这个趋势可以推断，未来 2-3 年对于产

业集群的研究，除了继续关注 “ 中小企业 ” 和

“ 区域经济 ” 以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将是从

集群网络（社会网络）和集群内部企业异质性

等视角研究集群内部 “ 知识 ” 和 “ 创新 ” 问题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 “ 产业生态 ” 和 “ 集群企业供应

链 ” 等问题。国内外以知识为中心的研究，主

要有知识转移、知识整合、知识溢出、知识共

享、知识网络等主题。总体说来，集群内知识

转移、知识共享等过程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过

程，甚至可以存在于在非生产经营网络中（如

后进企业通过先发企业的知识溢出进行学习与

模仿）[23]；因此，集群内知识转移影响因素与

知识在集群网络中的扩散机制成为研究热点。

现有研究认为，集群内知识传送方的意愿与能

力、知识接受方的意愿与能力、集群情境、知

识的属性、知识转移双方的相似度等影响知识

转移的过程 [12,19,21,25]。由于知识网络的引入，集

群内知识转移受到企业中心性、中介性、联系

强度、网络密度、企业异质性等网络特征变量

的影响；集群内的 “ 知识守门员企业 ” 承担着沟

通联结集群内外部知识系统的 “ 桥梁 ” 作用，因

此这一类企业的行为、动机等也成为研究的焦

点。然而集群网络内知识转移往往将知识网络

隐含在内，因此区分知识转移处于何种情境下

显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需要厘清的是知识

网络情境还是集群网络情境促进了知识转移。

此外，随着区域知识系统（regional knowledge 
systems）的不断深化，集群的边界将不断模糊，因

此基于知识视角的集群定义亟待完善。

另外，从 4 个阶段 CNKI 与 WOS 论文关键

词共现图的演进情况来看，在关键词节点分布

密度较小的外围区域，国外的关键词节点正成

为研究外扩的重要纽带，这些节点的结构洞现

象明显，外扩趋势显著。相对而言，国内关键

词分布虽然也呈现出中心密度较高、外围密度

相对较低的态势，但外围节点较为收敛，结构

洞现象不太明显，外扩趋势不太显著。因此可

以推断，国外研究向外拓展的特征较强，而国

内研究整体集聚度较强。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外研究呈现

由以定性研究为主向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演变。

定性研究大致可分为研究综述、前沿理论探

析、概念解析、政策分析等类别；定量研究方

法大致可分为回归分析、结构方程分析、社会

网络分析等。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演进，社会

网络分析（包括仿真研究）已成为重要的定量

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和工具逐步成熟。就国内

研究而言，研究起步期，研究方法较单一，一

般以定性叙述为主。研究发展期，研究方法以

定性研究为主、以定量研究为辅，典型论文为

《国外产业集群研究综述》[26]、《关于中国产

业集群研究的若干概念解析》[27]；定量研究开

始增加，典型论文为《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结

构研究与实证》[28] 、《基于投入与绩效评价的

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研究》[29]。研究稳定期，以

定量研究为主，典型论文为《集群产业转移中

的转移模式与行动特征 —— 基于企业社会网

络视角的分析》[30]、《知识网络与集群企业创

新绩效 —— 浙江黄岩模具产业集群的实证研

究》[25]、《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 兼

评我国创新能力的地区差距》[31]。研究转型

期，对研究主题进行了一定的外延探索，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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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转折点，研究方法仍以定量为主，定性研究

则更为聚焦，典型论文为《产业集聚的集聚动

力：一个文献综述》[32]、《基于产业链治理

的集群外部经济增进研究 —— 以浙江绍兴纺

织集群为例》[33]、《基于技术守门员的产业

集群技术流动研究 —— 以张江集成电路产业

为例》[34]、《知识网络双重嵌入、知识整合与

集群企业创新能力》[35]。从研究方法的比较而

言，国外定量研究比国内相对较早进入主流领

域，以第二阶段为例，国外大部分的研究文章

以实证数据分析为主，而同时期国内文章仍以

定性研究为主。

图 6 1998-2014 年国内外产业集群研究主题结构变迁

注：图中实线框表示国外产业集群研究主题，虚线框表示国内研究主题

综上所述，未来产业集群在国内外仍处于

较重要的研究地位。尽管未来国内外研究的侧

重点仍有差异，但整体趋势将是不断融合。简

言之，国内该领域未来研究主题将借助 “ 社会

网络 ” 理论以 “ 知识 ” 和 “ 创新 ” 为中心，以 “ 集
群政策 ”（转型升级）“产业生态与循环经济 ” “企
业异质性 ” “ 集群供应链 ” 等为次中心。未来国

内集群研究的方法将更多地采用网络（仿真）等

定量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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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 “ 互联网 +” 行动计划 :“ 制定 ‘ 互联

网 +’ 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

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1]。

“ 互联网 +” 旨在通过互联网带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试图将更多的事务纳入到互联网络当中。

这为本已发展迅速的 C2C 电子商务又添一把底

火。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电子商务逐

步发展，C2C 网络购物日渐兴盛，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网购。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统计数

据显示：截止到 2015 年 6 月，中国网购用户规

模达 4.17 亿人，而 2014 年上半年达 3.5 亿，同

【学术探索】

试析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的困境
及其突围之道
◎ 余丽  李亚杰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 互联网 +” 时代，C2C 电子商务信用问题更加凸显。研究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的发展困境，

并探寻突围之路具有现实意义。[ 方法 / 过程 ] 从信用评价入手，解析信用评价对电子商务各参与主体的重

要性，解构现有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存在的发展不足，探究其突围之道 —— 建构第三方信用评价

体系。[ 结果 / 结论 ] 提出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构原则和建构路径，认为应采取先由政府主导切入，再

转向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C2C   电子商务   信用评价   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

分类号：F49

引用格式：余丽，李亚杰．试析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的困境及其突围之道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2): 114-123[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aperView?id=20.

作者简介： 余 丽，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李 亚 杰（ORCID:0000-0002-0332-3097）， 硕 士 研 究 生，E-mail：
liyajie798@163.com。

收稿日期：2016-01-05        发表日期：2016-04-11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比增长 19.1%（见图 1）[2]。另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到 2015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68亿 [3]。从中可以看出，我

国网购用户占网民比例的 62%，这说明我国 3/5
以上的网民都有网上购物的体验。

图 1  2011-2016 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增长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 WWW.100EC.CN，下同；图中 “e” 表
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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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在享受 C2C 电子商务所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要注意它的不足。中国电子商务投

诉与维权公共服务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网络购物投诉占电子商务类投诉

的 33.86%，是最多的一类（见图 2）[2]。投

诉的主要问题是网络售假，占 13.65%。网

络购物中欺骗性行为比例在所有投诉问题中

占 26.13%（含网络售假 13.65%，网络诈骗

8.23%，价格欺诈 4.25%）（见图 3）[2]。可见，信

用问题成了C2C电子商务中的 “头号毒瘤 ”，如
何解决这一信用危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

题。

图 2  2015 年（上）中国电子商务投诉领域分布情况

图 3  2015 年（上）中国网络零售十大热点被投诉问题

2  相关概念界定与既有研究成果述评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指各具

有商业活动能力的实体（政府、企业、个人等）利

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

信息流、物质流与资金流快速交换的新型贸易

方式，是贸易活动的网络化、电子化。简言之，电

子商务是指实现整个贸易活动的电子化（1997
年世界电子商务会议定义）。C2C 是电子商务

交易模式中的一种，即 customer to customer——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C2C 电子商务

信用评价体系是指电子商务交易完成后，交易

双方根据本次交易情况对交易对象进行相互评

价，形成信用信息反馈，并将用户得到的信用

评价按一定方式集结为该用户的信用记录和信

誉度，用以反映用户信用状况，供其他用户作

为交易决策参考 [4]。

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美国电

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检索结果，可知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情报学、心理

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对 C2C 电子商务信用问

题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有关信任的研究。S.P. Marsh 从基本

信任和总体信任分析，提出度量情景信任的公

式集合 [5]。A. Abdul-Rahman 和 S. Hailes 从信任

度分析，提出信任模型 [6]。L. Mui 等通过贝叶

斯理论论证了信任、信誉和互惠三者的关系 [7]。

严中华和米加宁建立了信任理论框架，解析了

信任对电子商务的影响等 [8]。

（2）有关信用评价机制的研究。国内外

学者从理论到实践、从外部环境到内部管理进

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提出许多改善 C2C 电子

商务信用评价机制的方法，并建构了一系列模

型，包括：基于博弈论原理的动态信用评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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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9]、基于 BP 神经网络技术层面的信任度评价

模型 [10]、基于 Beta 分布函数的算子度量信任度

模型 [11]、基于数学统计方法的信用等级评价模

型 [12]、基于信任影响因素的多维度信用评价模

型 [13]、基于评分可信度的信任模型 [14]、基于认

知风险的感知信任和信誉模型 [15]、基于灰色理

论的在线信誉拍卖评价模型 [16]、基于协同过滤

的信誉评价模型 [17]、基于交易时间价值的信誉

反馈集结模型 [18]、基于拓扑变换的信任度估计

模型 [19]、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熵权法的信任

评价模型等 [20]，等等。

（3）有关信用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信

用评价因素体系 [21]、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22]、信用

评价第三方认证体系 [8]、信用评价反馈体系 [23] 等。 
总览国内外学者关于 C2C 电子商务信用

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中既有理论论

证，又有实证分析，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

分析，既有技术性分析，也有非技术性分析。

但现有研究只是对现行信用评价体系作局部改

进优化，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改变。C2C 电子商

务中的信用问题包含很多方面，从主体上分，包

括消费者信用、网络商家信用和电商平台信用

等；从内容上分，包括产品信息、产品质量、信

誉信息、价格信息、交易信息、信用评价和物

流信息等。笔者从 C2C 电子商务信用问题中的

信用评价入手，分析现有信用评价体系的发展

困境，并探究突围方法。

3  信用评价之于C2C电子商务

C2C 电子商务中的信用评价指电子商务交

易双方在交易成功后针对本次交易活动的相互

评价，评价将被集结为用户的信用记录和信用

度。信用评价对 C2C 电子商务的各参与主体都

具重要意义。

3.1  网购消费者的度量值

对网购消费者而言，信用评价是度量值，是

虚拟购物环境下的一个重要参考信息。“ 由于网

络零售市场的特殊性，网购页面上产品的展示

信息实际意义和价值有限，它的本质决定了用

户对它存在某种偏见，只是关乎产品选择的尺

寸、颜色、类型等信息比较常用。使用过该产

品的人说的故事、评价和评分能引起更多的信

任感 [24]。” 网购消费者可以通过参见他人的信

用评价，了解商品的属性、价值、性价比，或

者通过其他用户的消费体验来比对该商品是否

适合自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

数据显示，2014 年影响网购消费者决策的最主

要因素是产品的网络口碑，选择该因素的用户

占比为 71.1%（见图 4）[24]。产品的网络口碑的

主要来自于消费者的信用评价。根据笔者 2015
年 8 月所做的网购消费评价综合问卷调查结

果，网络购物中 93% 的消费者会在购物抉择时

关注产品的信用评价（见图 5），这些数据充分

显示了消费者对信用评价的重视度。

图 4  2014 年网络购物用户购买商品时主要考虑因素

注：数据来源于 CNNIC 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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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购消费者关注信用评价比例

注：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 的消费者在看到

消费差评后会放弃购买，购买的欲望与差评率

成反比；70% 的消费者在看到大量满意评价后

会增强购买的欲望。由此可知，信用评价是影

响网络消费者购物的重要依据。

3.2  网络商家的生命值

对网络商家而言，信用评价是生命值。积

极正面的信用评价越多，网络商家的生命值越

旺盛，反之则会威胁到它们的生存。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2014 年

在网络购物时，71.1% 的消费者会考虑产品的网

络口碑，62.3% 的消费者会考虑商家信誉 [24]。

由此可见，信用评价事关网络商家的信誉和销

量，是其能否盈利的一个重要导向指标。正所

谓 “ 一扬财万贯，一贬臭万年 ”。我们可以通过

了解网络商家为 “ 保卫评价 ” 采取的各种手段

来进一步窥视信用评价对网络商家的重要性。

这些手段包括：①争取尽可能多的好评；②消

灭中、差评。如图 6 所示：

图 6  网络商家为获消费者良好评价而采取的多样手段

除了对消费者采取以上措施外，网络商家

还会雇佣网络水军制作虚假数据，刷信誉，刷

好评，刷销量，恶意攻击同行商家。可以说，网

络商家为了获得良好的信用评价可以不择手段。

3.3  电商平台的能量值 
对电商平台而言，信用评价是能量值。电

商平台需要网络商家和消费者源源不断地加入

来积蓄能量，而它们吸引网络商家和消费者的

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就是信用评价。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2014 年在

网络购物时，62.3%的消费者会考虑网站信誉（见

图 4）[24]。如果消费者和网络商家认定该平台是

低劣的，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那么该平台将

失去客流，缺乏发展能量。经济学中的滚雪球

效应可以进一步解释信用评价对电商平台的重

要性。“ 滚雪球效应 ”（snowball）在经济学上

被称为 “ 报酬递增率 ” 规律，通俗来讲就是：一

旦获得了起始的优势，雪球就会越滚越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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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会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网购消费者还是网络

商家的信用评价，对电商平台而言都是一个信

息源，信息一旦发出，就会向四处扩散，扩散

的过程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块石头，会泛

起圈圈涟漪，由里向外发散，信息传播的这种

现象叫做 “ 波动效应 ”。如果是大量满意的信用

评价在传播，那么电商平台的发展将如同滚雪

球般不断衍生、聚合、扩散、积聚能量，其传

播的速度、广度及影响度呈几何级增长。因此，各

电商平台都必须重视网购消费者和网络商家的

信用评价，它们是平台良好口碑的奠基石。

由上述可知，C2C 电子商务中的信用评价

无论对消费者、网络商家还是电商平台都具有

重要影响。如何保障信用评价在 C2C 电子商务

中所发挥作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是需要重视

的一个问题，但现有的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

体系不尽如人意。

4  现有C2C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
的发展困境

我国现行的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

是各电商平台以交易量为导向的封闭式管理。

每个人的信用度来自于交易双方互评的历史记

录。其信用评级系统采取累积制，交易成功后 ,
网购双方对交易互相做出评价 , 评价分为 “ 好

评 ” “ 中评 ” “ 差评 ”3 类，累计相应积分分别为

+1、0、-1。网站信誉系统通过这些记录计算用

户信用，并最终由电商平台根据累积信用度 , 对
用户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同时该体系还具有相

应奖惩措施，对信誉优良的用户给予更多流量

倾斜和政策优惠；对于信用炒作、虚假交易、违

约行为等 , 网站则会给予相应惩罚，如信用积分

清零、冻结账户等。但该评价体系在具体运作

中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4.1  评价体系不完善

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身份验证把关不严。

一般 C2C 电商平台对卖家身份验证都有一套严

格的验证体制，但为了吸引更多买家，平台对

买家身份的验证则较为简单。以淘宝为例 , 买家

只要用手机号或邮箱验证，并填写用户名和密

码就能注册成会员。②评价等级过于简单、笼统。

评价仅分 “ 好、中、差 ”，标度划分过于绝对，不

足以实现信用评价的完全表达。③缺乏对交易

金额的考量。以淘宝为例，其信用累积与交易

次数相关，而与交易金额无关。交易 1 元和交

易 1 000 元获得的评价机会均等，对信用值的累

积相同。这易导致部分网络商家先做小额诚信

交易迅速积累信誉值，再做大额交易，存在信

誉漏洞。④缺乏对评价时间的考量。不同时间

段的评价对信用产生的影响不同，信用评价时

间越早，可参考性越差。但现有信用记录与信

用度计算方式对不同时期的评价没有做区分，缺

乏权重计量。⑤缺乏对评价用户信用水平的考

量。信用度高的用户做出的评价更具可信性，但

现有评价体系把高信用度用户与低信用度用户

的信用评价做无差别记录与计算，存在不合理

性。⑥存在新用户信用困境。现有评价体系没

有区分对待新老用户的信用计算方式，使得新

进用户缺乏信用基础。由于 “公众心理效应 ”，多
数网购消费者更愿意与信用积分高的老用户进

行交易，这使得新进用户成长缓慢，存在信用

积累困境。

4.2  评价可信度不高

“网购消费者信用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35%
的网购消费者会填写信用评价，65% 的网购消

费者不会主动填写信用评价见图 7。
在有填写信用评价意愿的消费者中，6% 的

人选择简单填写信用评价，譬如“好” “不错” “满
意 ” “ 还可以 ” 等少数几个字；13% 的人会因受

网络商家的各种优惠方式的诱导而填写信用评价

（见图 8），且评价大都偏优偏长，高出商品实

际情况。同时数据还显示有两类极端人群会主动

给予评价：一类是对商品非常不满意的消费者（占

7%），他们因对商品的失望而主动给予不满意

评价，这些评价偏差，低于商品实际情况；另一

类是对商品非常满意的消费者（占 9%），他们

会因商品的优质而主动给予满意评价，这些评价

偏优偏长，也高出商品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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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消费者填写“信用评价”的比例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做的网购消费评价综合问卷调查结果

图 8  淘宝网截取某消费者的过激评价

通过分析数据和调查结果，可知多数网购

消费者没有主动填写信用评价的习惯。即使在

35% 的有网购评价习惯的消费者中，仅有 6%
的消费者会给予较为符合商品实际情况的评

价，22% 的评价高出商品的实际情况，7% 的

评价低于商品的实际情况。基于此，网购消费

者关于商品的信用评价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可

信度是多少？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评价？这些问

题涉及另一研究领域，本文仅在此提出，不做

过多阐释。总之，现有的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

价体系缺乏激励消费者填写信用评价的有效手

段，且可信度不高。

4.3  监督管理不到位

由于现有的信用评价体系由各电商平台主

导，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和监督规范，存在各

自为战的局面，使得现有的信用评价体系中存

在许多管理漏洞，出现了许多不和谐行为。一

方面，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网购

消费者在网络环境中放松了自我约束，同时也

因现有的信用评价体系缺乏相应的监管、约束

机制，更加剧了消费者的随意性和任意性，使

其可以任意选购与退换、随意给出评价而不用

担心个人信用问题，甚至出现对不满意商品给

予恶性评价，诋毁商家，在信用评价中发表辱

骂、威胁、攻击性的言论等不理性行为（见图 8）。
另一方面，部分网络商家也存在肆意为之

的情形，在网络中与消费者针锋相对，发表不

负责任的言论，伤害消费者（见图 9）。同时，还

存在部分不法行为，例如，开取多个账号给自

己的网店刷销量，刷信誉；雇佣 “ 网络水军 ” 制

造虚假数据；雇佣 “ 职业好评师 ” 制造虚假好

评，刷信誉；雇佣 “ 职业删差评师 ” 删除中、差

评；雇佣“职业差评师”，对同行商家进行攻击，给

予恶意差评，影响其他网络商家正常经营等。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15

知识管理论坛，2016（2）:114-123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年 第 2 期（总第 2 期）

120

图 9  淘宝网截取某网络商家的过激评价

最后，电商平台之间为争抢市场份额也会

在信用评价上做手脚，屏蔽不良评价，仅呈现

好评。电商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信

誉机制设计，为了增加交易量，增加平台的美

誉度，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平台会规避网购消

费者对网络商家不良信用评价的呈现，造成一

种好评如潮的假象，无法反映真实的信用状况。

这些因信用评价体系漏洞而出现的不规范行为

严重影响了 C2C 网络购物的健康发展。

4.4  评价交互性不强

虽然 “ 信用评价 ” 是双向评价，但在实际

运作中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单向性，交互性不强。

在实际网购中，仅消费者对商家的 “ 信用评

价 ” 在起作用，而商家对消费者的评价少有 “ 用
武之地 ”。调查数据显示，85% 的网络商家不

关注消费者的信誉，不参考商家对消费者的评

价（见图 10）。究其原因，是现有信用评价体

系对消费者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度累计不产生影

响，缺乏相应的奖惩作用机制，且商家在利益

的驱动下乐于与每位消费者交易。这种信用评

价作用的单向性使得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产

生了权利的不对等性。消费者的信用评价可以

左右商家的销量，而商家的信用评价对消费者

却无关痛痒。这种不对等性造成了交易双方在

现有信用体系中的不公平。

图 10  网络商家关注消费者信誉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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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存在碎片化

现有信用评价体系是分散的，各电商平台

自行主导管理信用评价体系，碎片化严重。首

先，各电商平台随意制定和设立的信用评价体

系，评价指标、计分和反馈机制各不相同，缺

乏统一，致使C2C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模式混乱。

其次，对现有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缺乏

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管理，存在监管漏洞，导致

许多信用纠纷发生。再次，这种碎片化的存在

致使各电商平台本着利益最大化目的，在对信

用评价体系进行管理时，对部分不良评价进行

规避，造成信用虚假。最后，这种碎片化导致

了不必要的信用壁垒，使得各电商平台形成信

用孤岛，缺乏与其他平台的信用数据交流。消

费者们需要在不同的电商平台进行注册，而不

能实现一号通用。网络商家也是如此，需要在

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后才可开店，无法实现一号

通用，且网络商家积累起来的信用不可在各电

商平台之间实现自由导出导入，这无疑形成了

信息壁垒，增加了交易成本。碎片化不仅限制

了网络商家的业务扩展，同时也限制了电商平

台的发展，导致一定程度的信用资源浪费。

综上可知，现行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

系存在诸多不足，面临发展困境。如何克服这

些不足，保障信用评价的真实可信和规范性是

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5  C2C电子商务第三方信用评价体
系的建构

本文借鉴淘宝网打造的第三方支付方

式 —— 支付宝运行模式，探究改进现有信用评

价体系的解决方案。支付宝在电子商务交易中

提供“代收代付的中介服务”和“第三方担保”功
能。作为一个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宝为交易

双方提供了一个保障资金安全的中转平台，只

负责资金周转，不参与买卖双方的博弈。它采

取价值中立态度，任何一方不满意，即可取消

交易，退回资金。支付宝的运行模式成功解决

了电子商务中的交易资金安全问题，突破了电

子商务中的支付瓶颈。鉴于此，为解决现有信

用评价体系发展困境，笔者建议引入第三方，建

构 C2C 电子商务的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该

信用评价体系不是指让第三方对网购交易双方

进行评价，而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独立的评

价平台，仅用于接收与传达购物双方间的信用

评价。该平台不依附于交易双方，采取价值中

立的态度。相对于现行的由各电商平台主导掌

控的信用评价体系，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乃是

从电商平台的管理中剥离出来，由独立机构承

担，从经济学视角而言，是一种业务外包。其

构建将有效克服现有信用评价体系中的发展问

题，保证信用评价得到公正有效的表达和记录。

5.1  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构原则

5.1.1  独立客观性原则

该评价体系不依附网购交易双方，同时也

不依附各电商平台，从源头上确保了运作的独

立性，评价过程公开、透明，保证了评价结果

的公信力和客观公正性。该体系将采用严格的

实名制注册，忠实做好每位注册会员的信用记

录，保证身份验证的平等性，同时建立争议评

价仲裁机制。一旦出现虚假评价或争议评价，立

即进行追踪，并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仲裁处理，确

保信用评价内容的真实性。它将有效解决网络

购物中相关信用评价动机不纯和虚假评价的问

题，网络商家将不再有机会利用现有评价体系

的漏洞刷信誉，刷销量，同时也有效规避了电

商平台对信用评价的不良操作。

5.1.2  全面科学性原则

该体系将采取更全面的评价系统，提供更

专业的用户评价管理服务，从界面设计到系统

设置，从评价的收集、审核到用户体验分析，都

要保证专门化和专业水准，综合考量各影响因

素，提高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完善评价等级，加

入评价时间、交易金额和评价用户信用水平的

权重，同时对新进用户在信用积分上采取适当

保护措施，保证机会的公平性，保障信用评价

作用的公正性。同时各项指标必须有机配合，形

成体系，采用更加科学的指标的计算和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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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1.3  平等双向性原则

该体系的构建要有效确保交易双方在信用

评价中的平等地位，不能仅让网购消费者影响

网络商家的消费信用，也要让网络商家对消费

者的信用评价发挥作用，确保信用评价作用的

双向性。该体系将不袒护交易中的任何一方，双

方的信用评价被忠实记录、呈现，作为交易的

参考数据和信用累计依据。双方均可对等参考

信用评价，自主选择是否继续进行交易。要使

消费者在信用评价中从 “ 率性为之 ” 收敛为 “ 谨

言慎行 ”，同时也要推动网络商家在信用评价中

的地位从 “ 无可奈何 ” 成长为 “ 平起平坐 ”。
5.1.4  统一共享性原则

该体系将打破现有评价体系各自为战的现

状，通过合作或整合将各个电商平台的评价体

系一致化，建立统一的评价模式和评价标准，采

取统一化管理方式，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

互通，做到一号通用，数据共享，从根本上节

约电子商务的信息成本。

5.2  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构路径

5.2.1  市场主导型

从成本 — 收益角度考虑，现有第三方咨询

评估公司独立参与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

的可能性不高，一方面是投入成本太高，缺乏

盈利机制；另一方面存在介入障碍，现有电商

平台不会将网络用户的信息数据交付于第三方

机构。因此，市场主导下的第三方信用评价体

系的建构，只能由 C2C 电子商务领域占主导地

位的各电商平台联合发起，以合同方式把用户

信用评价管理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公司，由专

业提供评价管理服务的公司对用户信用评价进

行管理。为防止电商平台影响第三方评价公司

的独立运转，应成立整合管理中心，该中心由

政府督导组和电商管理组两部分组成，一方面

加快推进各电商平台的数据整合，推进评价外

包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对第三方评价公司的

运转进行监督，保证其规范性和公正性。市场

主导的运作模式构建的关键在于各电商平台在

信用评价体系上改进和合作的意愿，发起的可

行性较低，有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推动。

5.2.2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的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其主要

驱动力来自于政府相关部门（商务部等），由

政府出面整合C2C电子商务各电商平台数据，统

一信用评价模式，把评价管理交付于专业的第

三方评估公司，该公司对政府负责，受政府监

督。第三方评估公司与各电商平台是平等合作

关系，为保证其规范性，应成立监督巡视小组，由

政府部门成员和各电商平台的相关协调员组成。

政府部门成员负责对其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行监

督，电商平台协调员负责对交易数据和日常问

题进行监督，确保其科学合理性。这种模式的

优势是政府凭借其权威性，可有效发挥其组织

协调优势，快速推进评价体系的建立，发起的

可行性较高。但政府主导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公共财政负担，需要综合考量。 

6  结语

面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络化发展，面对越

来越多的网购互动人群，网络信用的建立势在

必行。本文从 C2C 电子商务的信用评价入手，提

出克服现有网购信用评价体系发展困境的思

路 —— 建构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这一想法仍

处于初级阶段，进一步地确立和深化有待深入

研究。笔者认为，未来 C2C 电子商务第三方信

用评价体系的发展方向可沿此思路推进：先由

政府主导建立第三方评价公司管理模式，待市

场发展成熟后，再过渡为市场主导型的模式；政

府由出资管理转变为监督管理，市场发挥更重

要的主导作用。我们坚信：通过规范化的引

导，C2C 电子商务的信用评价体系将会朝着更

加科学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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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斯兰国

恐怖分子联络策划所使用的 “ 暗网 ” 加密网络技

术浮出水面，甚至有消息称 “ 暗网 ” 或将成为伊

斯兰国恐怖分子的下一个避风港 [1] 。本文在介

绍“暗网”基本概念、特点、应用情况的基础上，对

“ 暗网 ” 的危害和规管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并提

出 “ 暗网 ” 的相关情况及监管建议。

2“暗网”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2.1 “暗网”的基本概念

“ 暗网 ” 又称深层网络（deep web），2001

【学术探索】

“暗网”应用情况及监管方法研究
◎ 赵志云 1  张旭 1  罗铮 2  袁卫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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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广东分中心  广州 510665
3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江苏分中心  南京 210003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通过对“暗网”在国内外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对“暗网”可能带来

的危害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开展“暗网”监管提供参考。[ 方法 / 过程 ] 搜集国内外针对“暗网”

研究的相关文献，通过对“暗网”的基本概念、特点和国内外应用情况进行调研总结，重点对“暗网”可

能带来的危害、国内外针对“暗网”已有的监管措施和趋势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美国、

俄罗斯、英国等均投入力量开展针对“暗网”数据挖掘及监管的研究工作，但目前仍面临隐私保护被滥用

和加密难破解等问题。提出加强“暗网”技术研究、推进加密服务立法和制定国际规则等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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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伯格曼第一次使用该术语 [2]。典型 “ 暗网 ” 主

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建立在封包交换方式

基础上的 I2P 等匿名网络，其上的应用程序可

以安全匿名地相互通信，包括匿名上网、聊天、博

客和文档传输。②建立在 P2P 分布式技术上的

Tor 等匿名网络，每一个用户的计算机变成加密

的中继连接，当用户访问 “ 暗网 ” 时，没有任

何一个中继或服务器能够获悉完整的连接痕迹。

③建立在自组织机制上的 Firechat 等自组织匿名

网络，各个节点通过特定自组织机制协同完成

任务，能够适应各种网络条件，甚至是无网络

条件 [3-4]。与 “ 暗网 ” 对应的，是 “ 明网 ”，也

称表层网络。据 “ 中关村在线 ” 等网站分析，“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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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 在数据量上只占到整个网络的约 4%，“ 暗

网 ” 的数据量约有 7.9ZB（1ZB=1 亿 TB），占

整个网络的约 96%[5] 。

“ 暗网 ” 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美军的资

金 支 持。1996 年 5 月， 美 国 海 军 研 究 实 验 室

资助 3 位科学家在英国剑桥发表的名为《掩藏

路由信息》的论文，提出 “ 暗网 ” 技术原型。

2003 年 10 月，该项目开源，称为 Tor（洋葱路

由），由非营利性组织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管理。但到 2011 年，其

资金仍有 60% 来自美国政府。一般认为，Tor
构建了 “ 暗网 ” 的基石和秩序。

2.2 “暗网”的主要特点

2.2.1  接入简单

只要掌握基本的 “ 翻墙 ” 技术，再下载一

个几兆大小的软件，经过简单设置，就可以匿

名接入 “ 暗网 ”。此外 “ 暗网 ” 开发组织也在智

能手机平台上发布了接入软件，更方便了 “ 暗

网 ” 接入。

2.2.2  匿名性强

“ 暗网 ” 通过采用分布式、多节点的数据

访问方式和多层数据加密，为每一个数据包设

计了一个加密的 IP 地址进行通信。要获取 “ 暗

网 ” 的上网记录，必须破解 “ 暗网 ” 所使用的加

密体制。

2.2.3  金钱往来隐蔽

在 “ 暗网 ” 上泛滥的非法交易，主要支付

手段就是 “ 比特币 ”。目前，在中国境内完全合

法的比特币交易市场，1 比特币可以轻松兑换数

千元人民币，通过网上交易，从下单到提取现

金，不超过 30 分钟。比特币交易的完全匿名性，保

证了这些非法交易者的安全。

2.2.4  意识形态混乱 [5]

“ 暗网 ” 本身就是由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

义思想的人群建立的，用户中许多都是自由主

义、无政府主义者。加上美军、美国政府的有

意推动，“ 暗网 ” 内自由主义倾向性非常明显。

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以及针对朝鲜和中国

等国家领导人的攻击文章非常多。连贩毒、杀

人都没人管的网络，其意识形态之混可想而知。

3 “暗网”的应用情况及危害分析

3.1 “暗网”应用情况

“ 暗网 ” 中继节点在全球分布广泛且用户众

多。2013 年 9 月，据乔治城大学和美国海军研

究实验室安全研究人员估计 [6]，Tor 在互联网的

中继节点约有 3 000 个，大多数位于德国、美国

和法国，同时中国、澳大利亚、荷兰、芬兰、奥

地利、英国等国家也有分布；Tor 日常的用户量

约为 95 万，广泛分布于德国、中国、美国、意

大利、土耳其、英国、日本等国家，其中德国、中

国和美国的用户较多。

“ 暗网 ” 被广泛应用在以下领域保护数据安

全：①对通信安全要求较高的军事领域，可以

有效防止敌人主动进行数据跟踪和数据分析，对

于提供军事通信安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很有意

义；②在电子商务中，起到保护商业机密和个

人隐私的目的；③在云服务领域，使用 “ 暗网 ” 帮

助用户建立加密通道，保护云服务使用者的隐

私。

3.2 “暗网”带来的危害分析

不法分子利用 “ 暗网 ” 的匿名性进行非法

交易甚至网络攻击：①利用 “ 暗网 ” 进行非法交

易，其中包括毒品交易、儿童色情、武器交易、伪

造身份、暗杀活动、出卖国家情报和不正当金

融服务等。2013 年 10 月被查封的著名贩毒网站

“ 丝绸之路 ( Silk Road)”，就是利用 “ 暗网 ” 隐

匿用户身份，逃避政府监管和执法 [7] 。安全研

究人员在 2013 年 1 月还发现，不法分子通过

“ 暗网 ” 形成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比特币网络交

易黑市。“ 暗网 ” 的存在，使得原本在公开互联

网上就难以监管的网上勾联、秘密传输更加隐

蔽，其匿名性强以及金钱往来隐蔽等特点，使

得 “ 暗网 ” 具备成为最佳 “ 买密卖密 ” 平台的潜

质。②利用 “ 暗网 ” 进行网络攻击。2012 年 12 
月，操控者通过 Tor 匿名网络对名为 Skynet 的

僵尸网络进行控制，对多个政府网站发动 DDos
攻击。③不法分子通过 “ 暗网 ” 传输非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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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片等，还采取利用匿名的 SMTP 产生垃圾

邮件等方式进行蓄意破坏。另外，匿名 “ 暗网 ” 服

务器也是网上其他一些非法活动的托管服务器。

“ 暗 网 ” 已 成 为 潜 在 恐 怖 主 义 的 “ 避 风

港 ”，伊斯兰国将 “ 暗网 ” 作为宣传机器以规

避大规模政府审查。巴黎恐袭案发生后，有证

据显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宣传机器 Al-Hayat 
Media Center 被快速转移到了 “ 暗网 ”[8]。一个

圣战论坛于 2015 年 11 月 15 日左右公布了一个

镜像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各种数据的 “ 暗网 ” 地

址，由于推特网和脸谱网迫于政府和公众压力

大量封杀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相关 ID，该论坛

建议访问者使用具有 “ 阅后即焚 ” 特点的自由

开放源代码软件 Telegram。此类软件不仅加密

算法复杂，有将消息自动销毁的功能，而且不

会把内容储存在服务器里，堪称 “ 恐怖隐身 ” 完

美渠道。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Telegram
上被查出至少有 78 个伊斯兰国的群组 [8] 。在新

型反恐战争下，这样的公司服务已经对国家安

全构成了威胁。由于 Telegram 拒绝与安全部门

合作，目前已被部分国家政府封闭。伊斯兰国

恐怖分子 “ 明暗游击 ” 的网络策略，让世界各

地安全部门头疼不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

伦南指出，如今的恐怖活动已不易被政府当局

识破，恐怖分子已经学会了相关新技术，他们

的安全网络通信能力显著提升。

境内 “ 百度贴吧 ” 等论坛有关 “ 暗网 ” 入口

等技术问题成为高频词汇。与前几年我国境内

尚未发现大规模网民在 “ 暗网 ” 中出现的情况

相比，“ 暗网 ” 的概念近来受到诸多网民关注，随

着网民突破我国互联网管控手段的提升，越来

越多的网民也参与到 “ 暗网 ” 的使用中。通过 “ 百

度贴吧 ” 搜索 “ 暗网 ” 可直接看到有网民创立 “ 暗

网吧 ” 介绍 “ 暗网 ” 入口、接入方法等技术贴，还

有网民创办 Tor 使用交流 QQ 群，甚至有网民直

接发布 “ 暗网 ” 相关图片和内容以吸引眼球，介

绍 “ 黑死病 ” 等 “ 暗网 ” 网站的服务内容，包括

武器、毒品、暗杀等。还有网民声称 “ 暗网 ” 可

以进行器官买卖、人口贩卖等服务。

加密通信网络被使用于香港 “ 占中 ” 等群

体性事件。在香港 “ 占中 ” 活动中，FireChat 短

短不到一天就被下载 10 万次，并成为 “ 占中 ” 组

织开展活动的主要通信和传播工具。其具有无

中心节点、网状连接的特点，在密集区域可以

快速自行组网实现大面积的信息传播 [9] 。台湾

地区的 “ 太阳花学运 ” 中也使用 FireChat。甚

至有网民称 FireChat 已成为公民运动必备的软

件。在今年香港政改表决期间，多名泛民议员

开始使用具有 “ 阅后即焚 ” 功能的加密通信软

件 Telegram 沟通。

4  针对“暗网”的规管措施及问题

4.1  针对“暗网”的规管措施

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相关私密信息传输

监管问题引发各国关注，法国、英国、美国等

国均加强了相关立法和投入。法国国会为应对

私密信息传输正式授权法国政府可以在紧急状

态下关闭任何涉及恐怖主义行径的互联网公共

通信服务 [10]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建议

美国重新修订窃听法案，扩大窃听范围，还有

官员呼吁科技公司放开包括通话、短信和电子

邮件等加密通信的访问权限，FBI 和 CIA 也开

始进一步要求苹果和谷歌开放智能机通信加密

的后门 [11]。英国则将向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和

政府通信总部增拨 15% 的经费，计划在 5 年内

投入 19 亿英镑用于打击网络袭击和网络恐怖活

动，并集中全英国顶尖专家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网络中心 [12]。德国政府则预计在情报领域增加

500 个工作岗位 [13] 。韩国、越南等国也纷纷加

强和推动涉及网络恐怖袭击、通信秘密保护等

立法工作 [14- 15]  。 
各国投入高额成本打击 “ 暗网 ”，但前景

并不乐观。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对高校的资助在

不断增加。其中 Heilbronn 研究所是一家由多所

英国大学的科研精英合作的机构，其主要精力

即为间谍部门指导的追踪研究项目。2014 年 2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政

府在必要时期切断俄罗斯国内的整个互联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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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强制要求日均访问量超过 3 000 人次的网站

所有者向政府备案，放弃匿名权。美国联邦调

查局、美国缉毒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

理局和国家安全局等美国政府部门为攻入 “ 暗

网 ” 中的非法网站，花费每年都在数千万美元

之巨。而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则在 2015
年初发布 “ 暗网 ” 搜索引擎 Memex，通过深度

挖掘 “ 暗网 ”，获取 Google 搜索和其他商业搜

索引擎未能涉及到的所有隐秘信息，但该搜索

引擎只面向美国军方。斯诺登泄露的一份美国

国家安全局文件（2012 年 6 月的文档）显露出，美

国国家安全局对破解 “ 暗网 ” 的前景并不感到乐

观，甚至明确表示：“ 将永远不可能完全揭开所

有 ‘ 暗网 ’ 用户的真实身份 ”[16] 。而被抓获的 “ 丝

绸之路 ” 创办者，也并非是在 “ 暗网 ” 上露出了

“ 马脚 ”，而是因为在普通因特网上留下了太多

关于 “ 丝绸之路 ” 网站的招聘和代码求助信息。

4.2  当前监管方面的主要问题

各 国 都 积 极 开 发 针 对 “ 暗 网 ” 的 搜 索 平

台，但仍存在法律争议和技术瓶颈。2014 年，用

于黑市搜索的网站 Grams 上线。2015 年，美国

黑客维吉尔 • 格里菲斯宣布对公众开放的 “ 暗

网 ” 搜索 Onion.City[17] 问世，通过它能轻易地访

问隐匿在 “ 暗网 ” 中的大量信息。但这些搜索

引擎是否违法，暂时存在争议。

4.2.1  云服务将使政府追踪 “ 暗网 ” 上的不法行

为变得更加困难

据 BBC 中文网的相关报道，专家表示使用

云服务将使政府追踪 “ 暗网 ” 上的不法行为变

得更加困难。比如，来自亚马逊名为 EC2，即

“ 弹性计算云 ” 能够支持虚拟计算机的功能，而

“ 洋葱暗网 ” 的开发者号召人们加入这一服务，以

便运行网桥，即用于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的互

连设备或是秘密网络的虚拟点，通讯可以沿此

路径进行。有了云服务的支持，将很容易创建

出相当数量的网桥。这将催生出更多、更好的 “ 藏

匿地点 ”，匿名网络的数量也将越来越多。

4.2.2  隐私保护成为 “ 暗网 ” 被滥用的理由 
“ 暗网 ” 是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的产物，也

代表了部分网民匿名上网、保护隐私的正当需

求，但也充斥着非法犯罪交易和意识形态攻击。

如何处理隐私保护与打击 “ 暗网 ” 犯罪行为成

为矛盾而难解的问题，美国官员曾不留情面地

质询欧洲各国因为过度关注隐私议题，而牺牲

公共安全保卫能力。2015 年 2 月美国成立新的

网络反恐机构 —— 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时，奥

巴马总统许诺将推进更为严格的网络安全立法。

法国议会在 2015 年通过了反恐新法，包括对网

络平台进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对涉嫌恐怖主义

信息宣传予以惩罚。但是目前在各国均没有对

访问 “ 暗网 ” 的行为在法律中进行详细的约束。

4.2.3 “ 暗网 ” 接口的隐蔽性较强，移动终端的

监测更为困难 
“ 暗网 ” 通信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监控 “ 暗

网 ” 接入软件下载情况，能够有效摸清使用 “ 暗

网 ” 的行动动向。但是，目前 “ 暗网 ”“ 接口 ” 信

息的发布较为隐蔽，通常采取私聊或一对一方

式传播，而对通过 BT 下载和网盘分享等方式规

避监管暗中提供 “ 暗网 ” 接入软件的，要摸清

下载人的身份和目的也存在较大难度。特别是

移动终端的数量大幅增长以后，智能手机平台

“ 暗网 ” 接入软件的下载和使用也会更为频繁，这

也提高了追踪下载人的行为动向的成本。

5  加强针对“暗网”的监管建议

由于 “ 暗网 ” 能够提供有害信息穿透、真

实网络身份隐藏、电子黑市交易等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的服务，为了更好地对抗有害 “ 暗网 ”，建

议下一步开展工作如下：

5.1  加强 “ 暗网 ” 技术研究，将其 “ 为我所用 ”
“ 暗网 ” 是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的产物，也

代表了部分网民匿名上网、保护隐私的正当需

求，但因为其充斥着非法犯罪交易和意识形态

攻击，更可能成为敌方策反我军相关人员的 “ 暗

道 ”。应当给予足够重视，技术上加以研究，加

强保密管理，打好防范 “ 暗网 ” 泄密的主动仗。

另外，“ 暗网 ” 在技术结构上能有效防范网络刺

探攻击和网络流量分析攻击，研究 “ 暗网 ”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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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技术对我军建设保密指挥、办公网络，也具

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5.2  对国内互联网加密服务推进立法

为有效解决 “ 暗网 ” 中加密应用带来的互

联网监管挑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

加密服务监管的相关立法工作。首先，对互联

网信息内容安全监管工作进行明确定位并制订

相应的法律依据，明确监管部门、服务提供商、网

络提供商、用户四方的权利和义务，落实网络

信息安全责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

化互联网加密服务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国

际上反恐、技侦、打击违法犯罪、儿童保护、知

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共同需求和做法，如明确

要求提供加密服务的企业必须在对数据进行加

密和压缩之前提供监管接口，以满足政府管理

部门的需求。

5.3  制定国际规则约束滥用技术优势进行的监

控等行为 [18]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 2013 年 8 月份承认对

Tor 网络进行监听，并已经将其所截获的信息与

其他机构共享，其中包括美国缉毒局和联邦调

查局，并声称其主要用于破获关于毒品和儿童

色情的案件。但是对于这种网络监控行为是否

侵犯他国主权、是否侵犯了各国民众的基本权

利以及是否符合国际法等，却避而不谈。为了

从根本上保障 Tor 在互联网上的积极应用，避

免美国等技术大国对网络的私用和滥用，有必

要推动建立多方、透明和民主的互联网治理机

制，并加快制定网络空间行为规则，规范各类

主体行为，加快建立网络空间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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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科研合作已

经成为科学领域的普遍现象。科研论文是科研

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科研论文的合著能够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合作状况。通过研究论文

合著情况来了解科研合作现状，发现科研合作

规律及特点，能够帮助科研管理人员加强科研

管理，启发科研人员更好地开展科研合作。

国 外 的 科 学 计 量 学 专 家 普 赖 斯 [1] 和 D. 
Beaver 等 [2] 最早对科学合作和科研论文的联名

发表情况进行了探究，普赖斯认为大多数高产

作者提高他们的生产率是由于存在一个集体的

领导而使他们能比单枪匹马时完成更多的工作

量所致。国内的文献计量学专家王崇德 [3]、汪冰
[4] 等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合著率、合著程度等指

标展开研究，通过量化的方法研究科研论文合著

现象。随后 M.E. Newman[5]、A.L. Barabási 等 [6] 提

【学术探索】

计算机科学领域科研合著网演化分析
◎ 邹鼎杰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信息管理系 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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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用网络方法研究合著关系，基于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的合著现象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王福

生、杨洪勇 [7] 基于 2001-2006 年期间发表于《情

报学报》的科学研究论文作者数据构建合著网

络，探索了该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

性；李亮、朱庆华 [8-9] 以 1998-2005 年期间发表

在《情报学报》上的 880 篇科研论文为基础构

建合著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该合著

网展开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和边缘 - 核心

结构分析；随后刘蓓、袁毅等 [10] 以 2000-2006
年被收录在中国期刊网上 “ 情报学 ” 主题相关

的 9 806 篇论文为样本建立合作网络，分析研究

人员合作紧密程度等特性。

然而，现有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图情学领

域且数据规模小、时间跨度窄，通常以静态方

式分析，缺乏动态分析研究。本文以计算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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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 1975-2014 年发表的约 300 万篇论文为样

本建立合著网络，以年份为单位分析该网络演

化特点，对比分析期刊合著网络和会议合著网

络差异，揭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发展规律及特

点。

1  DBLP 文献库及预处理

DBLP[11] 是由德国特里尔大学开发和维护的

计算机科学文献库，该文献库收录了计算机科

学领域主要的国际期刊和会议论文，为计算机

科研人员提供免费的文献检索服务。由于其更

新速度快，收录论文质量高，很好地反映了计

算机领域学术前沿方向，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声

誉，给计算机科研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其

权威性也得到了研究界的高度认可 [12]。截至

2015 年 8 月，该文献库已经收录超过 140 万名

科研人员发表的约 360 万篇文献，其中期刊文

献约 120 万篇，占 46%；会议论文约 160 万篇，占

53%。本文提取数据集中 1975-2014 年 40 年间

发表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DBLP 数据集以 XML 格式提供数据服务，每

条数据记录包含论文标题、作者、发表刊物、发

表 日 期 等 字 段。 期 刊 论 文 以 <article> 节 点 标

记，包含创建时间 (mdate) 和唯一标识 (key) 两

个属性，以及作者（author）、标题（title）、刊

名（journal）和发表年份（year）等子节点。一

条典型的期刊论文记录属性见图 1。会议论文以

<inproceedings> 节点标记，所包含属性和子节

点与期刊类似。由于各种原因，DBLP 文献库收

录时存在部分期刊或会议论文字段不齐的情况。

笔者挑选出创建时间、唯一标识、作者、标题、刊

名和发表时间这 7 个要素均齐全的所有记录，删

除 7 个要素不齐全的记录。最终得到 1975-2014
年间发表的 1 231 308 篇期刊论文和 1 607 382
篇会议论文。本文运用 java 语言，采用 sax 大

规模 XML 文档处理程序包处理所有文档。

<article mdate=”2002-01-03” key=”persons/CoddD74”>
<author>E. F. Codd</author>
<author>C. J. Date</author>
<title>Interactive Support for Non-Programmers: The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es.</title>
<journal>IBM Research Report, San Jose, California</journal>
<volume>RJ1400</volume>
<month>June</month>
<year>1974</year>
</article>

图 1  期刊论文典型记录

2  合著网络构建

本文主要考察科研作者之间有无合作关

系，不考察合作关系强弱，因此建立无向无权

值合著网络。以姓名为作者标识，作为合著网

的节点；对于任意两名作者，如果他们合著过

论文，则这两名作者之间建立一条无向边。最

初以 1975 年发表论文为基础构建合著网，然

后以 1975-1976 年间发表论文为基础构建合著

网，以此类推，最终构建 1975-2014 年间发表的

论文合著网络，分析这 40 年时间内随时间推演

网络规模、度分布等演化特点。针对特定论文

数据集，构架步骤如下：①基于论文数据构建 “ 作

者 — 合著者 ” 关联表；②根据关联表统计当前

合著网络规模；③根据关联表统计节点度及该

网络度分布；④基于广度优先搜索算法分析该

网络连通区域，并统计最大连通区域节点占整

个网络的比例。

3  合著网演化分析

3.1  整体网络属性

表 1 显示了以 1975-2014 年间完整数据为

基础构建的期刊合著网和会议合著网的基本属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17

知识管理论坛，2016（2）:130-135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年 第 2 期（总第 2 期）

132

性。期刊合著网作者人数约 93 万，共发表论文

123 万篇，平均每人发表论文 3.55 篇；会议合

著网作者人数约 107 万，共发表论文 160 万篇，平

均每人发表论文 4.52 篇。可以看出，计算机科

研人员更倾向于以会议的形式发表科研成果，进

行科研合作与交流。其原因是会议能够为计算

机科研人员提供面对面交流机会，更有利于科

研信息的快速交换，启发科学研究。会议合著

网平均合作者为 7.73 人，高于期刊合著网的

6.90 人，说明科研人员在发表会议论文过程中

更倾向于选择合著，这与会议论文的时效性和

新颖性要求更高、同等质量论文需要更多科研

人员参与才能完成有关。从连通性角度考虑，两

者最大组元（组元指网络中的连通区域）节点

数与网络总节点数比例均在 80% 以上，且第二

大组元所占比例极低，说明合著网中除极个别

的孤立节点外，绝大部分作者已经处于同一个

连通区域，作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

发现会议合著网的最大连通区域较期刊合著网

大，会议论文的合著情况好于期刊论文。

表 1  期刊和会议合著网统计属性

属性 期刊合著网 会议合著网

论文数（篇） 1 231 308 1 607 382

作者数（人） 934 345 1 079 437

每名作者平均论文数
（篇）

3.55 4.52

每名作者平均合作者数
（人）

6.90 7.73

最大组元所占比例 81.847% 86.976%

第二大组元所占比例 3.8×10-5 3.7×10-5

3.2  网络规模演化分析

网络规模代表一个时期参与计算机科研的

科研人员数量，科研人员数量的多少代表该领

域受关注的程度。图 2 显示两个合著网历年新

增节点数，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当年新进

入合著网的人数。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历年新

加入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呈上涨趋势，在

信息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加入到该

领域研究中。根据新增的速度可以将计算机科

学领域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1975-2000 年，网络规模缓慢增长，期刊网与会

议网增长速度持平，呈现基本相当的趋势；第

二个阶段为 2000-2014 年，在这 10 余年间网络

规模数量迅猛增长，尤其是会议论文的增长量

要高于期刊论文增长量。这主要得益于 2000 年

前后，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兴起，计算机

科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吸引了一大批科研人员

参与该领域的研究，新增科研人员呈现爆发式

增长。同时，由于计算机会议更有利于计算机

科研人员的面对面交流且及时性更强，参与会

议论文发表的科研人员人数一直多于期刊论文

科研人员。

图 2  合著网规模演化分析

3.3  度分布演化分析

网络中节点的度指该节点的相邻节点数。

节点度分布，是指度为 n 的节点数与整个网络

节点数的比值。在合著网络中，一个节点代表

一名科研人员，节点度代表该科研人员具有的

合著者人数，网络的平均度代表该网络中平均

每名科研人员拥有的合著人数。合著网的度分

布代表拥有不同合作人数的科研人员分布，能

够比平均度更为详细地反映该领域科研合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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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图 3 为两个网络平均度演化趋势，从图 3
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演化，科研人员平均合

作人数逐年呈线性增加。说明在计算机科学领

域，合作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单独

工作或者仅具有较少的合作者都难以高效完成

工作。同时，通过对比期刊合著网和会议合著

网可以发现，会议合著网中科研人员拥有的合

作人数要多于期刊合著网。这主要是由于会议

对论文的生产周期要求更短，完成同等质量的

科研论文需要更多的科研人员共同参与。

图 3  期刊和会议合著网平均度演化分析

平均度代表该领域科研人员拥有合作者的

平均数量，度分布能够更详细地呈现科研人员

拥有的合作人员情况。从整体情况来看，80%
以上科研人员拥有的合作者人数在 6 人以内，本

文重点考察度为 0-6 的节点分布情况。图 4 和图

5 分别为期刊合著网和会议合著网的度分布演化

分析图，图的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该年合

著网中度为 n 的节点数占整个网络节点的比例。

从整体趋势可以看出，度为 0 和度为 1 的节点

数逐年下降，度为 2 的节点比例经历一段上升

之 后 也 从 2000 年 开 始 下 降， 度 为 3-6 的 节 点

比例逐年上升且势头明显。上述现象表明独立

完成论文或者仅有一名合作者的科研人员越来

越少，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拥有两名以及两名

以上的合作者，合作研究已经成为当前计算机

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现象。从定量分析可以看

出，期刊合著网中独立完成论文的科研人员比

例已经下降到 2014 年的 3%，会议合著网中这

一比例更是下降到 2%，说明独立完成论文的情

况已经非常稀有。拥有 2-4 名合作者的科研人员

比例超过了 50% 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拥有 2-4
名合作者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

现象；拥有 5-6 名合作者的科研人员逐年上升，说

明当前趋势下，大规模合作将成为未来计算机

科学研究领域的趋势之一。

图 4  期刊合著网度分布演化分析

图 5  会议合著网度分布演化分析

3.4  最大组元演化分析

在社会网络形成初期，由于各个节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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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较少，网络通常呈现出比较分散的孤立

节点或者规模较小的孤立区域；随着时间的推

移，网络中原有节点之间加强交流进一步建立

连接，新加入节点也将与原有节点建立连接，网

络将逐渐演化成一个巨大的连通区域，以及若

干个非常小的孤立区域。通常将这些区域称作

组元，一个组元代表网络中的一个社区。下面

将考察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科研合著网中的组元

演化现象。

计算机科学领域合著网络倾向于连接成一

个整体网络。在网络发展的初期，网络由较多

的小型组元构成，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状态；随

着时间演化，组元之间逐渐连接成更大组元，网

络最终由一个规模巨大的组元以及若干个规模

非常小的组元构成。期刊合著网在 1975 年包含

1 718 个组元，最大组元节点数占整个网络节点

比例为近 0.48%，第二大组元比例为 0.47%，约

200 个组元的规模都在 0.1% 以上，网络特点表

现为由较多小规模组元构成，组元之间呈现孤

立的分散状态。期刊合著网发展至 2014 年，最

大组元比例上升至 81%，第二大组元比例为

2.5×10-5，已经呈现出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形成

一个的巨型组元、零星的独立科研人员形成微

小组元的特点。这说明随着该学科的发展和演

化，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倾向于越来越密

切，科研合作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

图 6 显示了期刊合著网和会议合著网最大

组元相对大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从图 6 可以

看出最大组元由最初的 3% 左右，逐渐演化到规

模在 80% 以上。在网络发展后期，最大组元通

常会在 90% 处缓慢增长，总会存在约 10% 的孤

立节点不与最大组元形成连接。笔者认为，缓

慢增长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存在仅发表一篇论文的独立作者，这类作者每

年都会新产生一部分，为整个网络的永久性孤

岛，这就导致了理论上合作网络永远不可能形

成一个完全连通的网络；另一个原因是，部分

新加入节点无法在当年就与最大组元建立连

接，而形成一个动态的孤立区域。

图 6  最大组元比例演化分析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 DBLP 数据集中 1975-2014 年间 300
万篇论文数据为基础构建科研合作网络，以年

份为序分析计算机科学领域科研合著网络的发

展特点，从合著网络基本属性、网络规模、度

分布以及最大组元等 4 个角度揭示计算机领域

合著现象发展规律及特征。

计算机科学领域合著现象表现为以下 3 个

特征：①合著已成为该领域的普遍现象和必然

趋势，科研合作是该领域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式。

从度分布演化分析可以看出，该领域科研人员

的合作人数逐年上升，至 2014 年，独立完成论

文的科研人员比例已经下降至 3%，拥有 2-4 名

合作者的科研人员比例超过 50% 且有继续上升

的趋势。最大组元演化形成一个巨型的连通网

络也反映出该领域科研人员的合作关系越来越

密切。②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 1975-2000 年，网络规模缓慢增

长；第二个阶段为 2000-2014 年，网络规模数量

迅猛增长。③会议论文相对于期刊论文更能够

促进科研人员参与合作。从期刊论文合著网和会

议论文合著网的网络规模增长曲线可以看出，会

议合著网的增速高于期刊合著网，会议吸引了更

多的科研人员参与；从最大组元演化分析可以看

出，会议合著网最大组元增速在 2000 年以后一

直高于期刊论文合著网的最大组元，说明会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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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形成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会议论文平均度一

直高于期刊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本文认为产生上述特征的因素可能有以下

3 个：第一，科研难度增加以及科学家乐于合作

共同解决难题是促进科研合作的主要原因。在

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早期，科研人员倾向于解决

基本问题，这类问题比较直观、所需投入的人

力较少；随着基本问题的解决，复杂难题需要

科学家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人类乐于合

作的天性也促使科学家走在一起，以更为高效

的方式共同解决难题。第二，2000 年以来计算

机和互联网市场的迫切需求刺激了该领域的发

展。通过两类合作网网络规模的增长可以明显

看出，2000 年以后网络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趋势，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科研人员参与到该领

域的研究中。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明显变化的原

因是 2000 年左右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

展吸引了一大批人员参与到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研究中。第三，会议对论文的时效性要求更高，同

等质量的科研论文需要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这

样从客观上要求科研人员加强合作，提高科研

效率；同时会议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面对面形

式的科研信息交流，可能是吸引更多科研人员

参与会议的原因之一。

基于海量数据的合著网分析能更加准确、全

面地呈现一个学科合作的发展现状，但因为面

临着数据处理难题，传统的个人电脑几乎无法

完成一些常见指标（如网络直径等典型参数）的

计算。在下一步工作中，笔者将进一步探索如

何高效地进行海量数据处理和巨型合著网络的

分析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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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本表示是智能情报处理的重要环节之

一，优秀的文本表示模型能充分且真实地反映

文本的内容，提高智能情报处理的效果。词汇

链文本表示模型是一种对语篇中的词汇衔接

（lexical cohesion）关系进行建模的文本表示模

型，能够体现语篇中丰富的语义信息。词汇衔

接特性最早由英语语言学家 M. A. K. Halliday 和

R. Hasan 定义 [1]，指的是一段语篇中的词并不

是随机组合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主题或事情

而组织在一起。词汇衔接关系是语篇的表层特

性，主要通过语篇中文本单元之间的相关性来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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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相关性包括词汇的复现现象和搭配现象。

词汇的复现现象指词汇之间的语义关联，例如

同义、近义、上下位、整体 - 部分关联等，词汇

的搭配现象指词的共现情况，即在一定窗口距

离内或某种语法规则下词汇共同出现的情况 [2]。

词汇链指的是语篇中一系列概念相关的词

共同组成的词序列，词汇链文本表示模型将文

本表示为几个包含有多个词的词汇链，每个词

汇链中的词通过词汇衔接关系联系在一起。图 1
为一段文本中词汇链的分布情况，该文本包含

两条词汇链：{sat down, rest, tired, fell asleep} 和

{beech-tree, leaf,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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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本中词汇链分布样例

词汇链能构造一个易于理解的上下文环

境，有助于确定多义词在文本中的具体含义；词

汇链能为文本结构以及文本一致性提供线索，有

助于理解文本的大意。词汇链可以被看作是一

段语篇的标志性主题词语链，这些词共同表达

了同一件事情或意思，确定了词汇链就能确定

一段语篇的文本结构等。词汇链文本表示模型

使用广泛，不仅可有效呈现文本中的词汇衔接

关系，其多种特征也可用于关键词抽取、文本

切分等，例如词汇链的长度可以反映相关主题

在文本中的覆盖范围，词汇链的密度可以体现

语篇中相关主题的延续性，词汇链中词的分布

可以体现相关主题的分布情况等。本文主要

对词汇链的构建过程和构建方法进行研究和归

纳，分析各种词汇链构建方法的特点并进行归

类，通过对比总结出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探

讨相关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2  词汇链的构建过程

在构建词汇链之前，需要先对语篇进行

预处理，包括词性处理、停用词处理等，形

成候选词列表。然后依照候选词出现的顺序

对候选词逐一进行处理，先判断候选词 a 是

否能加入已有词汇链 l。判断标准是看候选词

和词汇链中的词是否有足够强的词汇衔接关

系，若 a 和现有词汇链的关系满足条件，则

加入；若不能加入，则新建一个词汇链并将

a 作为词汇链的第一个词。该步骤完成后会形

成多个词汇链，这时根据具体需要，确定是

否执行词汇链的排序、筛选、合并等操作，结

果即为最终的词汇链表示模型。词汇链的构

建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词汇链的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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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汇链的构建流程不难看出，如何寻找

并计算词汇衔接关系是词汇链构建过程中的关

键步骤。词汇衔接关系分为简单重复、复杂重

复、简单释义、复杂释义、语义关联和非词重

复 6 种类型 [3]，识别的难度从上到下按顺序逐

渐增加，见表 1。词典中通常会定义一些语义关

联，如上下义、同义等，可以体现一些语言单

元之间的词汇衔接关系，因此早期的词汇链构

建算法通常借助词典中的语义关联来对词汇衔

接结构进行建模。

表 1  词汇衔接关系类型

类型 定义 样例

简单重复 词的简单重复（单复数） bear/bears

复杂重复 有相同词根的两个词的重复，但是词性不同
historical/history
quoted/quotation

简单释义 一个词可以替换另一个词，并且含义没有改变
volume/book
writing/works

复杂释义 反义、两个词的关联可以推断出同第三个词的关联

hot/cold
writer/writing/author

teacher/teaching/instruction

语义关联 上义词，上下义，共指
bear/animal

scientist/biologists

非词重复 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
he,she,it,they,this,

that,these,those

    另外，一词多义是自然语言最常见的特征之

一，消除候选词的歧义是词汇链构建过程必不

可少的步骤，语义消歧的结果体现了自然语言

处理的水平。对候选词进行消歧可贯穿词汇链

构建的整个过程，消除候选词歧义时机的选择

将影响词汇链构建的计算复杂度和难度，同时

也会影响词汇链构建的准确率。

3  词汇衔接关系计算方法

3.1  基于语义关联的计算方法

J. Morris 和 G. Hirst 首次提出词汇链算法时

选择了罗杰词典（Roget’s Thesaurus），他们选

用了词典中的 5 种词间关系来计算词汇衔接关

系：①词 a 和词 b 在词典中有相同的索引号；② a
的索引号所指向的分类有指针指向 b 的索引号

所指向的分类；③ b 是 a 在词典中的标签；④ a
和 b 在同一个组；⑤ a 和 b 的索引号所指向的

分类同时有指针指向另外一个分类 [4]。5 种关系

的优先级按顺序递减。

WordNet 词汇数据库出现后，D. St-Onge 提

出了贪婪算法，利用 WordNet 定义超强、较强

和中强 3 种强度的词间关系用来计算词汇衔接

关系，实现了词汇链的自动化构建 [5-6]。超强关

系指某一词汇和该词在后文中的重复关系，不

受距离限制。较强关系的窗口距离是 7 个句

子，包括 3 种情况：①两个词属于同一个同义

词集合；②两个词所属的同义词集合在 WordNet
中具有水平的层次关系；③第一个词是复合词

或者短语，并且包含第二个词。中强关系的窗

口距离不超过 3 个句子，在 WordNet 树形结构

中的关系方向变化不超过 1 次，强度计算公式

为 weight = C-（路径长度）- k*（方向变化的次

数）（C 和 k 是经验常数），综合考虑了两个

词在 WordNet 中关系的路径长度和语义关联的

方向变化。构建词汇链时优先采用超强关系，较

强关系次之，中强关系根据强度由强至弱进行

采用。

WordNet 是 通 用 的 英 语 词 典， 自 动 化 词

汇 链 构 建 方 法 多 数 选 择 WordNet 来 进 行， 但

是 WordNet 对 英 语 之 外 的 语 言 及 特 定 知 识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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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词汇链构建支持有限，因此很多学者开始

尝试使用不同领域的专业词典或其他语言的词

典来计算词汇衔接关系。在生物医学领域，L. 
Reeve 等人选用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统一医

学语言系统（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 
UMLS），利用 MetaMap 工具将候选词映射为

元叙词表（Metathesaurus）的概念，使用语义网

络（定义了 135 种语义类型和 54 种语义关系）来

计算概念语义类型之间的关联，从而构建基于

叙词表概念的词汇链 [7]。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索红光等提出利用知网知识库来构建中文

词汇链的方法 [8]，通过两个词在 HowNet 中对应

的两个义原所有义项的基本义原相似度、其他

基本义原相似度、关系义原相似度和符号义原

相似度等特征计算两个词的相似度。刘端阳等

提出了基于《同义词词林》语义词典的中文词

汇链构建方法 [9]，首先使用候选词和词林中的

释义在文本中的共现频率对多义词进行消歧，然

后使用两个词在同义词词林中的分支层节点数

量和分支间的距离来计算相似度。宋培彦等提

出 了 基 于 概 念 层 次 网 络（hierarchical network 
ofconcepts, HNC）的中文词汇链构建方法，利

用概念层次网络中两个词义的重合度来计算两

个词的语义相关度 [10]。在德语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I. Cramer 等抽取 GermaNet 中的上位类关系

形成上下位类树，利用两个词在上下位类树中

的最短路径、绝对深度、词频等特征，用多达 8
种算法来计算词间的语义关联 [11]。

以词典为工具的词汇链构建方法易于理

解、便于实施，在词汇链构建过程中得到了最

广泛的应用，但词典本身也有一些明显的缺

点：①词典的收录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制，这种

限制可能是语言方面的也可能是领域范围的，还

有一些新出现的词汇受到词典更新频率的限制

也可能未及时被收录，词典未收录的词汇必然

无法计算其语义关联；②除了体现在词典中的

语义关系之外，词汇之间还有一些潜在的语义

关联，如词汇的同现关系，无法通过词典来获

取；③词典都是专家通过领域知识来编制的，词

典质量体现了专家的专业水准，也决定了所构

建词汇链的准确率。故此，单纯采用基于词典

的方法构建词汇链，会遗失很多原语篇的语义

信息，无法充分反映原语篇的特征。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一些研究开始融合统计语言学知

识，对词汇的共现现象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

计算来发现语言单元之间的潜在语义关联，从

而构建词汇链。

3.2  基于统计信息的计算方法

基于统计信息的词汇链构建方法主要有两

类：第一类是对语料进行统计语言学分析形成

知识库，然后利用知识库计算对象文本的相似

度来判断词汇衔接关系。第二类是直接利用词

汇共现关系，经过一定的变换来计算语言单元

之间的相似度，作为识别词汇衔接关系的基础。

第一类方法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分

析，对语料中词汇共现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和计算，形成共现关系知识库，从而进行词汇

链构建。G. Dias 等提出一种与语言无关的基

于动态知识库的方法来计算候选词相似度，先

计算语料中文本单元的上下文相似度矩阵，并

将其作为初始参数输入基于极的重叠聚类算法

（pole-based overlapping clustering algorithm）对

矩阵进行聚类，形成一个可以揭示类别之间语

义关联的知识库，然后利用知识库中语言单元

之间的关联来计算词汇衔接关系 [12]。M. Marathe
等 使 用 概 念 距 离 的 分 布 式 测 量（distributional 
measures of concept distance）方法来计算候选词

与现有词汇链以及词汇链之间的语义距离，作

为词汇衔接关系的表现 [13]。概念距离的分布式

测量是一种融合了词典语义关系和词汇共现的

计算方法，使用该方法进行自动文本切分，能

获得比较优化的结果。

第二类方法直接使用目标语篇中的词汇

共现情况来计算候选词之间的词汇搭配关系。

S. Remus 等 使 用 了 3 种 LDA（latentDirichlet 
allocation）概率主题模型来计算候选词的语义

相似度，将概率分布于同一个主题的词归于同

一个词汇链 [14]。叶春蕾等使用领域关键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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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链的初始词，通过计算候选词与领域关键

词的 E 指数来判断是否将候选词加入词汇链。E
指数是一种基于同段共现分析的关联度计算指

标，用来分析词语之间的语义关联强度 [15]。

基于语义关联的计算和基于统计信息的

计算从两个角度来计算词汇衔接关系，无法直

接比较其效果的优劣。从计算复杂度来说，基

于词典的语义关联的计算方法复杂度较低，准

确性较高，但是受到词典本身缺点的影响，可

能丢失一些语义特征。基于大规模统计分析的

计算方法能探测到两个术语之间的潜在语义关

联，可以弥补基于语义关联的构建方法在该方

面存在的不足。基于词汇共现的计算方法可以

探测到单篇文档中的术语之间的特殊语义关

联，这对基于大规模统计分析的计算方法是一

个补充。基于统计信息的计算方法需要大量的

计算，同时知识库的构建需要大量语料的支

持，计算复杂度要远高于基于语义关联的方法。

3.3  基于图的计算方法

最早的词汇链构建方法都是依照候选词出

现的顺序来构建词汇链，例如 J. Morris 和 G. 
Hirst 的词汇链构建算法 [4]、贪婪算法 [16] 和 R. 
Barzilay 等提出的非贪婪算法 [17] 等。顺序构建

词汇链的问题在于，处理候选词时只能计算该

词与已处理的候选词之间的关系，无法计算该

词与其后出现的候选词之间的关系，然而相同

的候选词集合如果以不同顺序进行处理，可能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从而影响词汇链构建的准

确性。基于图的构建方式是将所有的候选词取

出，分别计算每对候选词之间的语义关联，形

成图结构，然后使用图聚类等算法，对图中的

边进行消减，从而形成最终的词汇链。

O.MEDELYAN 提出用图聚类的方法来构

造词汇链 [18]，先顺序处理每个候选词，如果候

选词可以加入多个词汇链，则将这些词汇链合

并。将所有词汇链转化为图后，将图中最长的

任意两点间的最小路径距离定义为图标度（graph 
diameter），对于图标度大于 3 的弱链，利用图

聚类的方法来识别弱链中的高凝聚子图作为计

算结果，图标度小于 3 的链可以直接作为计算

结果。S. KATIYAR 等也提出了一种基于图的词

汇链构建方法 [19]，首先将候选词作为顶点构建

一个图，图的边及权重通过候选词之间的关系

强度来计算，候选词之间的关系强度则由它们

在 WordNet 分类法中的距离决定。图构建完成

后，对每个顶点 vi 将图中所有和 vi 相连的顶点

加入列表 Wi，对 Wi 中的每个候选词 wj，计算

wj 同 Wi 中其他候选词的语义关联强度，并将这

些强度相加作为三元组<vi,wj, ,Score>中的权重。

计算完成后，各顶点与图中关联关系最多的顶

点之间的关系会更强，确保各顶点的准确语义

得到更多的体现。将计算完的图分解为不相交

的最长子链，即不重复的子图，则得到最终的

词汇链。

基于图的词汇链构建过程不考虑候选词的

顺序关系，将所有候选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映射

为加权图，再利用图聚类等算法筛选满足设定

条件的词汇关系，形成最终的词汇链文本表示

模型。基于图的词汇链构建能发现顺序构建方

法可能丢失的语义，也尽可能通过上下文语义

去消减可能造成的歧义，但是仍然可能会造成

对文本的错误表示。

4  词汇链构建中的语义消歧

多义词是自然语言中常见的现象，在词汇

链构建过程中，如果可以为多义词选择准确的

含义消除歧义，必然会提高词汇链构建的准确

率，降低词汇链构建的复杂度。语义消歧根据

其在词汇链构建过程中的时机，可以分为提前

消歧、构建时消歧和构建后消歧。

4.1  提前消歧

提前消歧指的是在构建词汇链之前，对候选

词进行消歧，确定候选词含义。CHAD 算法 [20]

采用了提前消歧的策略，主要思路是在有序相

邻的 3 个词中，如果第一、二个词的含义已确

定，则第三个词的含义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

利用 CHAD 算法可以侦测到文本中词义连续的

停滞状态，即若相邻的两个词的含义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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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此时词汇衔接现象就会停止。F.Y. YE 等

人的提前消歧算法综合考虑了窗口长度和关系

强度，针对候选词的每种词义，计算长度为 6
的窗口距离中所有候选词与该词的关联强度总

和，选择关联强度总和最大的词义作为该候选

词的词义，从而达到消歧的目的 [21]。

4.2  构建时消歧

构建时消歧指构建词汇链时，同时判断

候选词词义和候选词的词汇链归属，是词汇链

计算中较为常用的消歧方法。在判断词汇链归

属时，计算候选词所有词义同所有词汇链的关

系，从中选择满足条件的词义作为候选词的词

义并加入相应的词汇链，选择词义时可以考虑

同某个词汇链关联最多的词义，也可以考虑加

权语义关联最大的词义。非贪婪算法采用的是

构建时消歧，先从 WordNet 词汇数据库中抽取

候选词的多个词义，选择与词汇链中其他成员

间的语义关系数量最多的词义作为该候选词的

词义，并计算该词义与词汇链中成员的语义关

联的权值，作为词汇衔接关系的权值，用于判

断是否将候选词加入词汇链 [17]。

4.3  随后消歧

随后消歧指的是，在构建词汇链的过程中

保留所有可能语义形成的词汇链作为候选链，在

词汇链构建完之后，依据某种条件对所有的链

实施二次处理进行消歧。元链（metachain）算

法采用了随后消歧的方法 [22-24]，先将 WordNet
词汇数据库进行扁平化处理，抽取所有的词义

作为每个元链的开头词义，对 WordNet 中的语

义关系赋予权值并进行词汇链构建，构建完的

元链结果列出了文本所有可能的语义解释。随

后对元链进行筛选，只选择每个候选词所有词

义中对所在词汇链的语义权重贡献最大的词汇

链进行保留，同时从其他词汇链中删除该词，剩

下 的 词 汇 链 作 为 最 终 结 果。M.Galley 等 延 续

了基于元链的词汇链构建思路，使用 “ 一词一

义 ”（one sense per course）的方法进行消歧，即

假设每个词在一个语篇中只有一个含义，当含

义确定时，词汇链中所有的同一个词的实例都

使用同一个含义 [25]。

提前消歧是在词汇链构建之前即对候选词

赋予明确的词义，这大大降低了词汇链构建的

计算复杂度，但是词汇链构建的效果完全取决

于消歧所使用的算法，如果消歧所使用的算法

效果不甚理想，会导致候选词词义错误，形成

的词汇链质量不高。构建时消歧需要在构建词

汇链的同时考虑候选词的上下文确定候选词的

词义，计算复杂度较高，但是由于可以动态联

系上下文进行消歧，消歧的准确性较好。随后

消歧相对于构建时消歧，可以更全面考虑候选

词的上下文情况，但是需要计算所有候选词的

每种词义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其计算复杂度是

最高的。

5  相关研究评述

以上对词汇链构建过程中的词衔接关系计

算和消歧方法进行了归纳。可以发现，词汇链

可以有效地识别文本中词衔接关联的延续性。

目前词汇链构建方法中还有一些不足，需要进

一步研究解决。

（1）基于词典的方法有一些不足，应尝试

融合基于统计信息和基于词典的方法进行词汇

链的构建。通过词典中的语义关系来构建词汇

链有很多不足：第一，基于词典的方法对于词

典的依赖性很强，词典的语种、质量、更新频

率等都会影响词汇链的构建。第二，词典无法

识别候选词之间的潜在关联。语言的发展很迅

速，词典由于需要人工来维护，始终落后于语

言发展，一些新的关联可能无法及时收录。第

三，如果词典中无法查到某些候选词，那么在

构建词汇链时，只好抛弃这些候选词。第四，词

汇衔接关系包括基于语义关联的词复现关系和

基于共现的词汇搭配关系，单一使用基于语义

关联或者基于统计信息的算法都可能造成衔接

关系识别的不完整。基于统计的方法可以识别

一些候选词之间的潜在关联，也可以探测候选

词之间的搭配关系。可见，基于词典的方法和

基于统计信息的方法可以相互补充。尝试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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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词典的方法和基于统计信息的方法，尽可

能完整地计算词衔接关系，应是词汇链构建的

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2） 词 汇 链 构 建 过 程 中， 对 候 选 词 上

下文的考虑不够，可以尝试使用分布式语义

（distributional semantics）模型等方法，充分考

虑上下文对候选词含义的影响。现有的词汇链

构建算法多采用名词作为候选词，但是动词、形

容词等其他词性的词也存在词汇衔接关系，对

语篇的语义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对周围的候选

词的含义也有影响，忽略了这部分关联可能会

造成文本表示模型对原语篇的误解。一些研究

者开始尝试采用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作为候选

词 [26-28]，但是并没有将这些因素作为上下文环

境来考虑。分布式语义模型的基本思想是通过

大量语料训练，掌握术语与上下文中其他词汇

的共现关系，并以此作为术语常用上下文信

息，通过对比术语的上下文信息，来判断术语

之间的关联强度 [29]。因此，可以尝试研究候选

词和上下文中的形容词、副词等词性的词的分

布式语义关系，用于构建词汇链，提升候选词

的消歧效果，增强对词典中没有收录的词的识

别效果。

（3）对于开头词的选择还需要进行深入研

究。在顺序构建词汇链的方法中，词汇链开头

词的选取会对词汇链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如

果语篇的第一个词和语篇所要表达的主题关系

不大甚至无关，在顺序处理候选词时，可能会

造成候选词的消歧错误，导致词汇链构建不准

确。元链算法中尝试将 WordNet 展开作为词汇

链的开头词，但是算法过于复杂。在词汇链构

建中，可以考虑通过统计信息选择词频较高的

非停用词作为词汇链的开头词，在提高词汇链

构建效果的基础上，减少计算复杂度。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调研梳理，将

词汇链构建方法和计算过程中的消歧方法进行

分类，分别对其优缺点进行分析和比较，阐述

了词汇链构建在未来的研究及应用中的发展方

向。词汇链文本表示方法结构简单，应用范围

广泛，除了文本切分、自动摘要等领域外，词

汇链还可以应用于文本过滤 [30]、自动问答 [31]、拼

写错误识别 [5] 和情感识别 [32] 等领域，是值得

深入研究的文本表示方法。随着研究进一步加

深，词汇链文本表示模型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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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ext repres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intelligence processing. 

An excellent text representation model can reflect the document content precisely and sufficiently. Besides, 
it can improve the processing effect. It can be broadly applied in the fields of automatic abstracting and 
text segmentation. [Method/process] In this article, we collected the related documents and analyzed 
them.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disambiguation in the lexical chain computing were classified and 
concluded. The computing method of the lexical chain relation included the computing method based on 
semantic association, the computing method based o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mputing method 
based on charts. The semantic disambiguation was importa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xical chain, which 
directly affected the results and efficiency of the lexical chain construct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lexical 
chain text representation can be easily constructed and broadly applie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text representation model of the lexical chain.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limitations to construct it 
by dictionaries, which does not take the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exical chain model will possibly 
develop towards the fusion semantic relation method, the statistical algorithm and the context analysis of 
distributed semantic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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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

展并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 [1]，更

有专家预测中国将在 2020 年前后超越美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然而，回顾中国过去

几十年的发展，其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而

非基于创新和发明的知识创造 [3]。如今，企业

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劳动力、自然

资源，而是知识和知识工作者 [4]，凸显出知识

管理在创造价值和创新方面的重要性 [5-6]。

相关研究认为，知识管理可以促进企业员

工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和提高客户满意度 [7]。

也有学者认为知识管理能够改进企业流程，减

少错误，提升组织效率，最终实现员工成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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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成功 [8]。因此，知识管理在提升企业绩

效、创造社会价值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国内企业（如中粮集团、阿里巴巴、华

为等），纷纷引入知识管理作为提升企业管理

的手段 [9]；另一方面，各国学者都在不遗余力

地研究知识管理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10-12]。但

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践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

究中国企业知识管理实践与市场绩效的关系，填

补知识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的空白，为

中国企业提升市场业绩出谋献策。

2  理论基础与模型假设

目前知识管理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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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认为知识管理是有效提升组织创新和绩

效的重要 “ 武器 ”。在本文中，知识管理是组织

通过知识提升个人技能和组织价值的一系列活

动。国内外学者 [13-15] 提出了一系列的知识管理

成功因素，通过对中国企业的实地了解，本文

识别出以下 4 个关键知识管理实践活动，即高

层管理者支持、知识管理战略、信息技术和以

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

如果没有高层管理者的支持，知识管理的

运作是很容易失败的。管理者应该以积极的态

度面对和接纳知识管理，并提供知识管理所需

的资源 [16]。管理者应该带头参与到知识管理的

活动中去，不断提升自己以激发员工参与知识

管理的热情 [17-18]。此外，管理者有责任搭建面

向知识管理的企业文化以鼓励员工分享知识，提

升技能 [19]。同时，管理者可以应用奖惩权对员

工知识管理活动进行激励 [16]，如提供奖金、升

职机会等 [20]。总结过去知识管理的失败案例可

以发现，高层管理者对知识管理的支持不应是

一时性的，对于知识管理而言，企业需要长期

稳定的高层管理者的支持 [21]。来自不同国家的

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管理者对知识管理的支持可

以提升企业绩效 [22-2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企业管理者对知识管理的支持（SMS）可以提

升客户价值（CVC）。

知识管理战略指的是组织通过培育知识创

造和传递的能力以达到价值最大化并同时满足

利益相关者需求的竞争战略 [26]。M.T.Hansen 等
[27] 等认为知识管理战略分为人际化知识管理战

略和编码化知识管理战略；而 K.M.Wiig [28] 认为

知识管理战略可概括为以下 5 种类型：知识管

理战略作为商业战略、智力资产战略、个人知

识资产责任战略、知识创造战略、知识转移战

略。在实践过程中，知识管理战略应该支持并

与企业总体战略相结合 [29] 通过企业战略规划 [30]

转化成企业的组织和技术基础以支持企业的知

识管理战略 [31-32]，同时也应该考虑企业文化对

知识管理战略的影响 [33]。通过对来自中国台湾

地区的 161 个企业样本进行调查，Y.Y.Chen 等 [32]

认为结合知识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和

信息技术战略可以有效提升组织绩效。在研究

了 241 家巴西企业之后，A.A.Ferraresi 等 [29] 也

得到了相似结论，认为有效的知识管理战略可

以提升组织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组

织知识管理战略 (KMS) 可以提升客户价值创造

(CVC)。
在当今知识密集型经济的背景下，信息技术

对知识管理的重要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34-35]。

信息技术提升了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因为他

们获取所需知识的用时更短，手段也更智能 [36-37]。

正如基于互联网的知识管理系统、实时通讯软

件、人工智能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技术等

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但是，信

息技术有其局限性，比如，隐性知识的传递必须

以彼此信任为前提 [38]，仅靠信息技术是远远不够

的，还应该实现人与人知识的连接 [39]。实证研究

认为，信息技术可以提升组织绩效 [12] 并可以创

造客户价值 [40-41]，也有研究认为信息技术与组织

绩效间没有显著关系 [11,4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信息技术 (IT) 可以提升客户价值 (CVC)。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在应用日本的全面

质量管理战略的同时，将人力资源管理引入企

业管理并意识到企业员工是最宝贵的资源 [43]。

以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知识管

理和价值创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4-45]，如识别

组织知识短板、规划组织知识管理战略 [46]。

L.M.Whicker 和 K.M.Andrews [44] 认为人力资源

管理活动（如员工招聘、培训、绩效评估、薪

酬管理）应该与知识管理相结合 , 形成以知识为

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以获得企业的可持续竞争

力。研究发现 , 高绩效组织往往是利用知识管理

战略与员工招聘、培训、绩效评估和薪酬管理

紧密结合以实现组织目标 [23,32]。有学者经过实

证研究认为，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 [23,47- 48]。同时，也有实证研究认为，人

力资源管理与员工满意度密切相关 [49-51]。因

此，本文提出假设 H4: 以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

源管理 (HRM) 可以提升客户价值 (CVC)；H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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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 (HRM) 可以提升员

工工作满意度 (EJS)。
研究认为客户价值创造是企业有别于对手

的竞争优势之一 [52-53]。为客户创造价值，即满

足客户实际需求，提供使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

务，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双赢是当代企业生存

的基础。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6: 客户价值创

造 (CVC) 可以提升企业市场绩效 (MP)。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霍桑实验使人们认识

到员工工作满意度对个人绩效 [54] 和企业绩效 [55]

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7: 员工工作满

意度 (EJS) 可以提升客户价值 (CVC)；H8：员

工工作满意度（EJS）可以提升企业市场绩效

（MP）。所有假设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知识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

3  研究设计

此项研究是芬兰 A.Kianto 教授全球联合研

究的组成部分。原始版本为英文的调查问卷先

被翻译成中文，再被翻译回英文以避免因语言

差异而引起的歧义。调查问卷通过实地调研、邮

件和网络平台进行发放，其中实地调研回收问

卷 12 份，通过邮件和网络平台分别回收问卷 89
份和 48 份，其中 10 份由于信息不完整而被剔

除，总计回收有效问卷 139 份。

其中关于调查对象的职位，2% 是公司总

监，4% 是人力资源经理，28% 是其他部门经

理，29% 是其他管理者，其余 37% 来自其他职

位。从地理分布来看，2% 来自北京，6% 来自

上海，14% 来自深圳，66% 来自宁波，12% 来

自其他城市。至于企业规模，人数 1000 人以

上的大企业和人数 300-1000 人的中型企业各占

22%，人数少于 300 人的小企业占 16%，由于

是匿名调查，其余企业规模情况未知。

结构方程是通过一系列方程的形式解释

多元变量间关系的统计模型 [56]，由于其具有

对多元变量强大的建模和解释能力 [57] 而被广

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

因此，结构方程模型被用于本项研究。判定

结构方程拟合优度的指标有很多，如卡方值

(χ2)、RMSEA、SRMR、NFI、NNFI、CFI、GFI
和 AGFI 等。但是由于其指标中存在重复，只

需要报告 χ2 及其自由度、CFI 和 RMSEA 即可
[56]。除了上述指标，也应该审视简约拟合指数

和 SRMR，因为这些指数对样本量不敏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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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χ2）[58]。因此，χ2、RMSEA、SRMR、CFI、NNFI
被用来判定模型的拟合优度（由于简约拟合指

数尚无明确的界定值，故略去）。

5  研究结果

对于结构方程的估计，笔者采用最大似然

估计。最大似然估计要求多元变量满足（近似）正

态分布。如果变量偏度（skewness）值在 -1 和

1 之 间 [59]， 且 峰 度（kurtosis） 值 在 -3 和 3 之

间 [60]，则可以认为多元变量符合正态分布。通

过使用 AMOS（版本 21）对多元变量进行检

验，得出所有变量的偏度（skewness）值和峰度

（kurtosis）值均在要求值范围内（见表 1），样

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可以应用最大似然法对

结构方程进行检验。

表 1  变数描述性统计

因子 测度项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偏度 峰度

员工工作满意度
（EJS）

EJS01 1.000 5.000 3.06 0.915 0.114 -0.346

EJS02 1.000 5.000 3.02 0.921 -0.043 -0.346

客户价值创造（CVC）

CVC01 1.000 5.000 3.65 0.930 -0.565 0.140

CVC02 1.000 5.000 3.26 0.951 -0.231 -0.072

CVC03 1.000 5.000 3.73 0.873 -0.442 0.200

CVC04 1.000 5.000 3.54 0.935 -0.570 0.374

CVC05 1.000 5.000 3.59 0.946 -0.492 0.131

CVC06 1.000 5.000 3.49 0.920 -0.445 0.137

CVC07 1.000 5.000 3.38 0.888 -0.137 -0.003

市场绩效 (MP)

MP01 1.000 5.000 3.38 0.974 -0.349 -0.030

MP02 1.000 5.000 3.31 0.962 -0.160 -0.386

MP03 1.000 5.000 3.36 0.956 -0.170 -0.258

领导支持 (SMS)

LS01 1.000 5.000 3.64 0.978 -0.583 0.232

LS02 1.000 5.000 3.59 1.122 -0.597 -0.197

LS03 1.000 5.000 3.45 1.064 -0.456 -0.233

知识管理战略 (KMS)

ST01 1.000 5.000 3.47 0.995 -0.218 -0.528

ST02 1.000 5.000 3.52 0.904 -0.261 0.035

ST03 1.000 5.000 3.50 0.958 -0.258 -0.308

信息技术 (IT)

IT01 1.000 5.000 3.52 1.052 -0.366 -0.308

IT02 1.000 5.000 3.58 1.000 -0.471 -0.053

IT03 1.000 5.000 3.43 0.971 -0.188 -0.252

知识导向型人力资源
管理 (HRM)

REC01 1.000 5.000 3.58 1.049 -0.428 -0.346

REC02 1.000 5.000 3.63 1.031 -0.400 -0.372

REC03 1.000 5.000 3.60 0.998 -0.313 -0.428

TD01 1.000 5.000 3.50 0.995 -0.474 0.037

TD02 1.000 5.000 3.56 1.071 -0.444 -0.349

TD03 1.000 5.000 3.41 1.128 -0.307 -0.741

TD04 1.000 5.000 3.27 1.165 -0.254 -0.685

AP01 1.000 5.000 3.21 1.066 -0.243 -0.429

AP02 1.000 5.000 3.29 1.030 -0.158 -0.489

AP03 1.000 5.000 3.49 0.981 -0.224 -0.252

CM01 1.000 5.000 3.05 1.065 -0.172 -0.324

CM02 1.000 5.000 3.29 1.085 -0.248 -0.228

CM03 1.000 5.000 3.40 1.067 -0.336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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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量分析中，数据如果没有可靠的信度

和效度，实验结果将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在

结构方程路径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信度

和效度分析。

Cronbach’α[61] 用 来 判 定 数 据 的 信 度，R.
B.Kline [62] 提供了大致标准：α 大于 0.9 是极可

信的；α 大于 0.8 是非常可信的；α 大于 0.7 是

比较可信的。在此研究中，笔者选取 0.7 为 α 的

临界值。经过 SPSS（版本 21）的计算，所有变

量的 α 值在 0.812-0.913 之间（见表 2），可以

判定数据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构念效度分为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可以

用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值（AVE）进

行判定 [63]，其中组合信度（CR）需不小于 0.6[64]，平

均方差提取值（AVE）需大于 0.5[65]（见表 3），实

验数据的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均满足要求，证明数据可以用来进行

结构方程路径分析。

表 2  数据信度分析结果

因子 Cronbach’α ( ≥ 0.7)

市场绩效（MP） 0.812
客户价值创造 (CVC) 0.913
员工工作满意度 (EJS) 0.838

领导支持 (SMS) 0.817
知识管理战略 (KMS) 0.838

信息技术 (IT) 0.907
知识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 (HRM) 0.905

表 3  数据效度分析结果

因子 测度项 标准负载 ( ≥ 0.5) AVE ( ≥ 0.5) CR ( ≥ 0.7)

领导支持（SMS）

LS01 0.893

0.562 0.790LS02 0.725

LS03 0.603

知识管理战略（KMS）

ST01 0.763

0.633 0.838ST02 0.826

ST03 0.796

信息技术（IT）

IT01 0.902

0.770 0.909IT02 0.916

IT03 0.811

知识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HRM）

RC01 0.736

0.558 0.942

RC02 0.782
RC03 0.774
TD01 0.823
TD02 0.819
TD03 0.783
TD04 0.751
AP01 0.71
AP02 0.737
AP03 0.745
CM01 0.645
CM02 0.666
CM03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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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因子 测度项 标准负载 ( ≥ 0.5) AVE ( ≥ 0.5) CR ( ≥ 0.7)

市场绩效（MP）

MP01 0.781

0.558 0.786MP02 0.558

MP03 0.868

客户价值创造（CVC）

CV01 0.819

0.591 0.910

CV02 0.823

CV03 0.793

CV04 0.718

CV05 0.709

CV06 0.728

CV07 0.783

员工工作满意度（EJS）
EJS01 0.87

0.723 0.839
EJS02 0.83

结 构 方 程 的 拟 合 指 标（ 见 表 4） 表 明 研

究模型可以接受。从路径分析结果来看（见

表 5 和图 2），领导支持、知识管理战略、信

息技术、以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客

户价值创造间的关系均不显著，因此，拒绝

假 设 H1、H2、H3 和 H4。 但 是 以 知 识 为 导

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满意度有积极的正

相关性，接受假设 H5。另外，客户价值创造

与市场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接受假设 H6。

员 工 工 作 满 意 度 与 客 户 价 值 创 造、 市 场 绩

效 间 均 有 显 著 正 相 关 关 系， 接 受 假 设 H7 和

H8。

表 4  结构方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2(freedom) p χ2/df RMSEA SRMR NNFI CFI

结果 679.873/496 0.000 1.371 0.052 0.0463 0.940 0.947

推荐值 / p ≥ 0.01 ≤ 3 ≤ 0.08 ≤ 0.1 ≥ 0.9 ≥ 0.9

表 5  路径分析结果

假设 路径方向 路径 P 值 结论

H1 SMS → CVC 0.227 0.107 拒绝

H2 KMS → CVC 0.278 0.221 拒绝

H3 IT → CVC 0.033 0.753 拒绝

H4 HRM → CVC 0.114 0.658 拒绝

H5 HRM → EJS 0.620 *** 接受

H6 CVC → MP 0.547 *** 接受

H7 EJS → CVC 0.329 *** 接受

H8 EJS → MP 0.264 0.018* 接受

注：*** p<0.001 (two-tailed) *p<0.05 (two-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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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知识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假设检验
注：***p<0.001 (two-tailed)，* p<0.05 (two-tailed)，n.s: 不显著

从效应分析来看，人力资源管理每增加 1
个单位，员工满意度随之提升 0.62 个单位。员

工满意度对以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市

场绩效（以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市场绩

效的间接效果为 0.338）和以知识为导向的人力

资源与客户价值创造（以知识为导向的人力资

源管理与客户价值创造的间接效果为 0.204）存

在中介作用。同时，客户价值创造比员工满意

度对市场绩效影响更为显著 (0.547>0.444)。综

上所述，在知识管理的实践中，只有以知识为

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满意度、客户价值

创造和市场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客户

价值创造和员工满意度对市场绩效的提升非常

重要，如表 6 所示：

表 6  效果分析

效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员工工作满意度 EJS 客户价值创造 CVC 市场绩效 MP

直接效果

领导支持（SMS） 0.000 0.227 0.000
知识管理战略（KMS） 0.000 0.278 0.000

信息技术（IT） 0.000 0.033 0.000
知识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HRM） 0.620 0.114 0.000

员工工作满意度（EJS） 0.000 0.329 0.264
客户价值创造（CVC） 0.000 0.000 0.547

间接效果

领导支持（SMS） 0.000 0.000 0.124
知识管理战略（KMS） 0.000 0.000 0.152

信息技术（IT） 0.000 0.000 0.018
知识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HRM） 0.000 0.204 0.338

员工工作满意度（EJS） 0.000 0.000 0.180
客户价值创造（CVC） 0.000 0.000 0.000

总效果

领导支持（SMS） 0.000 0.227 0.124
知识管理战略（KMS） 0.000 0.278 0.152

信息技术（IT） 0.000 0.033 0.018
知识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HRM） 0.620 0.318 0.338

员工工作满意度（EJS） 0.000 0.329 0.444
客户价值创造（CVC） 0.000 0.000 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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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发现及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知识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

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客户价值创造具有直接的

积极作用，对企业市场绩效有间接作用，即企

业的成功离不开其内（企业员工）、外部客户

的共同作用。这一发现解释了企业在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中投入大量资源的原因。如今，企业

管理，更注重员工，即知识工作者的管理，为

其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

福利以满足其需求，提升工作满意度。更重要

的是，企业关注员工的培训和发展，如采用师

徒制、教练制、面授课程、网络学习、户外拓

展等不同形式的培训，促使知识在员工中得到

分享和传递，以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有的企

业也着力于在员工绩效考核中引入员工个人能

力提升、知识创造（创新）、知识经验总结等

指标，使知识管理与员工福利相结合 , 激发员工

发掘潜力、分享知识的热情。这些举措对内可

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对外可以提高客户

满意度，创造客户价值，是企业提升自身竞争

优势的关键。

此外，研究还发现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客户

价值创造对企业市场绩效有显著的直接作用。

较高的员工工作满意度可以提升企业效率 [55] 这

一观点在本次研究中再次得到印证。同时，也

验证了关注客户需求、快速解决客户的实际问

题、提供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性。为

客户创造价值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利润和市场份

额。

因此，本研究为中国企业管理者，尤其是

知识管理工作者在企业知识管理方面提供以下

启示：①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要重视员工培训，还

要与知识管理相结合。在员工招聘阶段，要关

注应聘者的技能与未来学习发展的潜能；在绩

效评估时，要关注员工在知识分享、创造和自

我提升方面的表现，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

激励。②企业应该充分重视企业员工工作满意

度，对于员工工作满意度进行周期性调查，努

力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从而提升企业效率，实

现企业可持续发展。③企业应该以客户为中

心，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也

可以进行客户知识管理 [66] 以快速响应客户需

求，实现企业与客户的共赢。

6  结论

结合国内外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研究与中

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知识管理实践与企业

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假设，通

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研究数。本文通过 139
个样本分析企业知识管理实践、客户价值创

造、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知识导向型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提升

员工工作满意度、客户价值创造和市场绩效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另外，客户价值创造和员工

工作满意度对企业市场绩效有显著的直接作用。

本文大部分调查数据源于中国东部企业，没

有考虑中国西部的情况，在未来的研究中，将

结合东、西部数据进行分析；另外，本文没有

考虑企业资本结构、企业规模和行业对知识管

理的影响，后续研究拟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细

分，研究不同背景下的企业知识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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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小而美的轻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论坛》对话为知笔记CEO李峻先生

◎ 采编：王铮  刘远颖

编者按：在本期《专家访谈》栏目中，我们对话了北京我知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峻先生。谈到该公

司的产品 —— 为知笔记，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在当下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接触、喜爱并

依赖笔记类软件应用，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并由此开始自发地运用知识管理的理念与

方法。笔记类软件也逐渐从个人应用拓展到团队应用和企业应用，从单纯的信息记录功能扩展为支持知识

采集、知识组织、知识搜索、知识分享和知识共创等知识管理功能。而为知笔记则是目前诸多笔记类软件

应用中的先驱者和佼佼者，被誉为更适合国人使用的云笔记，在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用户中树立了口碑。

为知笔记的开发团队从 2011 年成立公司到今年已经走过了 5 年时间。而这 5 年正是移动互联、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类 IT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方兴未艾的 5 年，全社会的知识环境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

为知笔记的发展历程也恰恰为我们观察这 5 年间知识管理工具的发展进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窗口。

李峻先生 10 余年前曾供职于金山软件，是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程序员之一，后来又自主创业，在互

联网软件工具开发和服务、知识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历和深刻的见解。相信本期访谈一定会为我们从

工具角度认识知识管理带来新的收获。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王铮、刘远颖

受访者：北京我知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峻

采访时间：2016 年 4 月 12 日

采访地点：北京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引用格式：小而美的轻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论坛》对话为知笔记 CEO 李峻先生 [J/OL]. 知识管理

论坛 , 2016, 1(2): 156-162[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aperView?id=27.

  1 关于为知笔记的开发历程和开发
理念

问题 1  KMF：李总您好，我们看到当前国内有

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使用笔记类产品进行个人知

识管理，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这类产品

进行部门和团队的知识管理。为知笔记是国内笔

记类软件中发展较早的，已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

青睐，但是人们对于这款工具背后的开发团队可

能还了解甚少，您是否能首先介绍一下这款软件

幕后的开发故事和公司的基本情况？

李峻：我们最初有两个创始人，我和魏拾

俊，都是喜欢做产品的极客，应该属于中国的第

一代互联网程序员。那时候也不太分产品经理和

程序员，反正有了兴趣我们就去写程序、做产品。

我们最早是在 “ 金山办公 ” 做 WPS，所以那时

的积累和现在公司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我们的业余时间就是做共享软件。在

2002 年前后，国内曾掀起过一阵共享软件开发

的热潮，一些优秀的程序员在业余时间或专职

开发一些共享软件。为知笔记的前身 “ 网文快

捕 ” 就是此时开发的一款共享软件。

发表日期：2016-04-29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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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网文快捕还是以捕捉和保存网页为

主，因为在那时一方面网络费用贵，另一方面

搜索引擎技术还不强大，很多东西看过一遍之

后搜索引擎就再也搜不到了，所以很多人会保

存网页，建一个本地的文件夹，再离线阅读。

网文快捕满足了用户这方面的需求，是基于网

页、浏览器来做的早期的互联网产品。到我们

在 2009 年创业的时候，已经是移动互联网时

代，那时候 iPhone、Android 都出现了，我们就

很自然把这款产品进行了改造，使其能够适应

移动体验，同时也保留桌面端，这种多端的产

品形态一直做到现在。

问题 2  KMF：从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为知笔记

的发展历程是和近年来的信息技术发展同步的。

贵公司是在 2011 年成立的，从那时到现在整整

5年时间，这 5年也是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的 5 年。在您看来，这

5 年时间里，为知笔记所处的知识环境有哪些变

化，为知笔记又是如何应对和适应这些变化的？
李峻：我们是 2009 年出来创业，2011 年成

立的公司，移动版也是 2011 年开始做的，当时

也是借助了创业投资的势头，才能快速地把产

品做起来。像是云服务的应用、移动端产品的

体验，我们都是起步比较早的。

在当时，云服务的普及程度还不高，许多

现在看起来很常见的服务模式在当时还存在很

多争议，比如到底是使用云服务与云设施、把

功能放到云上，还是自建服务，当时我们就处

在这样一个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很多人还在

观望，而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做 “ 云 ” 的方向，与

阿里云合作，做技术的配合。现如今，像阿里

云这种基础云设施在国内已经非常普及，其可

靠性也已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也证明我们当

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为知笔记的发展

是和云服务在中国的应用一起成长过来的。

 2  关于用户在桌面端和移动端的笔
记使用习惯

问题 3  KMF：您在移动体验这一块又是如何认

识？如何来做的呢？
李峻：在移动体验这一块，早期移动应用

的开发者也不是很多。在微信出来之前，大家

都在开发 APP，微信出来之后 APP 的热潮又一

下子冷却，大家又一窝蜂地去做微信应用。其

实，微信上的应用在用户体验上还是有很大不

同的。为知笔记并不是一个纯移动的应用，而

是一个移动端和 PC 桌面端互补并存的产品。

移动应用刚兴起的时候，很多公司的所有

力量都去做移动端了，根本不考虑软件桌面端

的体验。这样会造成产品焦点的偏离和游移。

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以用户想要的东西为

主，在移动端和桌面端之间、在桌面软件和移

动 APP 之间坚持一种互补和平衡的理念。我们

会根据用户信息的获取来源来做相应的改进优

化，比如微博出来了我们就有微博的接口，微

信出来了我们就有微信的接口；如果没有开放

接口，我们会找出一些办法来帮助用户做数据

的采集，比如我们有微博、微信的收藏功能，这

一类功能的提供我们比其他产品都要早。

问题 4  KMF：据我所知，国内很多用户在使用

笔记类软件时也倾向于在 PC 桌面端使用，这背

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和行为动机呢？
李峻：你说的也是我们用户的典型特点。

我们后来也专门研究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结果

发现个人使用笔记的群体在中国的情况很特别。

我们不像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使用笔

记已经成为日常习惯，记笔记是一种生活必

须，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KMF：对，我们

看到很多日本出版的图书都在介绍生活和工作

中的笔记使用方法。）而美国又是另一种情况。

在美国，Evernote 的最早使用场景之一就是拍

日常的账单，因为电子账单在美国是必备的事

情。在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慢慢出现这种行为

趋势，但是在当前，云笔记在中国不会成为一

种日常大众化的便签记录的工具。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将产品定位于为知识

工作者、知识型员工服务，而他们真正有效的

工作工具或创作工具还是 PC；但是他们又有碎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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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的时间和手机上的使用场景，手机提供了

一个必要的辅助作用。我们认为桌面端和移动

端都需要，但是使用场景不一样，所提供的功

能也不一样，因此就同步做了。现在对产品的

使用状况也是用户基本上都在多端一起使用。

比如用户上班时间就是以 PC 端为主，下班时间

移动端的使用比例就多起来了，这些现象我们

都是有背后的数据分析支持的，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用户是怎么使用这一类型

的产品的，然后基于此，一直在做优化和改进。

 3  对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型员工的认
识

问题 5  KMF：您刚才提到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

型员工，这应该也是为知笔记在定位上区别于

其他同类笔记产品的特点吧？您能否进一步谈

一下对于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型员工的理解呢？
李 峻： 好 的。 刚 才 说 到 我 们 很 早 就 发 现

云笔记在国内还不会很快变成一种大众化的日

常记录工具。所以我们更多地是聚焦于办公人

群，或者是学习者，比如高校里在大三、大四

以上、研究生群体，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共性。

我接触知识管理这个行业比较久，自己也

有一些知识管理的习惯。知识管理这个概念每

个人理解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在我看来，知识

管理其实就是每个人尤其是上述这些知识工作

者在信息型组织里面，怎么利用自己大脑的能

力，去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尤其是在没有形成

批量生产和规模经济的商业环境中，比如中小

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知识型员工的

能力其实就代表了公司的生产力，我认为知识

管理就是对这一批人的管理方法。

而我们刚好也是一个擅长做效率工具的团

队，因此也希望做出一些好的工具，能够帮助

这一类人更有效地工作，减少重复劳动。说到

减少重复劳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在网

上找过的解决方案，再用时不用再去找了，要

么是我已经实时记录整理过了，要么是我在自

己的笔记中已经保存并能够搜索到相关的一些

东西。

问题 6  KMF：贵公司的产品面向知识工作者，所

以它不仅仅是一款个人知识管理工具，也需要

面向群体和团队。那么根据您的理解，个人知

识管理业务和团队知识管理业务在商业模式上

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联系呢？
李峻：对，我们是先从个人知识管理和个

人用户做起。提供团队服务，跟我们的商业模

式和中国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类型的软

件一开始都是以免费试用的方式去运营的。尤

其是在中国，这种软件基本上大家认为理应就

是免费的，只有你真正用好它，让它带来价值，才

会为它付费。而且早期盗版软件比较猖獗，人

们会去网上找盗版来用，这不是一种非常健康

的生态。因此在软件初期普及的过程中，收费

的比例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以我们公司来

说，也是因为借助了创业投资的风潮，才能顺

利地把产品研发出来，一般的公司可能早就扛

不过去了。

不过未来的前景应该会越来越越好，商

业模式也会越来越清晰。慢慢的你会发现苹果

公司带过来的一些势头，一方面把软件的价格

给拉低了，让大家可以接受，另一方面电子支

付这种东西越来越普及，大家越来越接受花十

几、二十块钱买个正版软件，人们的付费习惯

和使用正版的习惯越来越强。另外，人们使用

云服务的习惯也慢慢培养起来了，这些要是放

在几年前还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有一

点，用户所在的公司去买一款商业产品，大家

还是认为应该去付费的。从根本上来讲，还是

因为大家看到工具能为公司或用户带来价值，大

家才愿意付费去购买。

 4  企业中的知识管理场景和问题挑战

问题 7  KMF：什么样的企业部门和团队会使用

为知笔记，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场景

来使用呢？
李峻：以 SaaS 方式提供服务的软件，很大

一部分都是面向中小企业和我们现在说的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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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敢于用云服务的这些企业从早期到现在

主要都是一些创业型的公司，或者是互联网电

子商务企业，这类线上运营型的企业有一个很

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信息安全性的顾忌小

于对效率的追求。另外，小微企业还有一个特

点就是他们没有实力去花费几十万去购买一个

咨询产品，而是以成本和效率为导向。何况我

们是一个先让别人免费使用，别人觉得好用才

会去付费的模式，这就逼着我们要实实在在地

去解决知识管理的核心问题。

具体来说，来自传统大公司的一些企业级

客户看到我们的产品之后，都希望我们有一个

类似传统知识管理系统的解决方案，或是我们

作为实施团队或咨询团队帮他们去实施、帮他

们接手企业的知识管理项目，在大公司的期望

中，我们这家新兴的公司既要具备云的架构能

力也要具备移动能力，还可以提供一个传统的

知识管理系统或解决方案。

但是事实上我们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首先要思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产品，为

什么要跟传统的知识管理软件服务商一样去做

大型的知识管理系统，10 余年来，我们发现这

一块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更多地是从源头处、从用户处去

解决问题，也与用户一起学习和成长，而不是

从一开始就去拷贝别人的产品，然后把类似的

功能移植到手机上或者云上，况且即使在国外

也很少有成功的产品或服务来供我们参考。总

之我们认为知识管理工具需要帮助用户解决实

际问题，而不是仅仅做一个满足老板和企业管

理者的信息系统。

问题 8  KMF：那么顺着这种思路，您认为当前

企业知识管理工作中具体面临哪些问题，需要

首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李 峻： 因 为 我 们 也 经 历 过 大 公 司， 也 看

过不少大型产品的解决方案，甚至我们也做过

一些类似的事情。但你会发现，很多公司花费

了很大精力、组织了很多人马去做知识管理系

统，或者请咨询团队做了很好的知识管理解决

方案，但是系统上线之后发现公司根本没有人

会主动去用它，最后连牵头的人兴趣都慢慢减

退了，大家一忙起来就把这个系统扔到一边，都

去忙自己的业务去了 —— 这是企业在开展知识

管理项目时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不希望知识管理工具成为企业的一个

鸡肋。我们的一个核心思维就是认为知识管理是

建立在信息管理的基础上的，首先要让用户信赖

它，有效、及时地共享和传递信息。其实把团队

内部日常的信息交流问题处理好了，知识管理就

有了很好的基础，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具体来说，工具的价值就在于让一群知识

型工作者在一起工作时，能够加速彼此间信息

的传递和交流，帮助用户用最简的方式去做共

享：一方面在电脑端，用户能够方便地阅读、撰

写、分享知识；另一方面在移动端，用户撰写、编

辑、整理这些行为会比较少，而阅读、评价、标

注、批注会比较多，在用户碎片化的时间里，这

一类的行为操作是非常频繁的。因此可以说工

具移动端的使用体验直接帮助团队内部信息的

及时传递。

问题 9  KMF：信息产生、积累和传递起来了之

后，困扰企业知识管理的另一个问题是无效和

垃圾信息太多，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李峻：在当前，判断团队内知识的有效性

还是靠人工的判断，比如我觉得这条知识对于

团队有用，我就给别人分享过去，对于团队没

用的我就会主动把他屏蔽掉或者清理掉。但是

未来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等方式实现这一点，比

如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认知科学、语义识别、机

器学习的一些技术，希望通过用户使用数据来

自动判断有关信息对团队的有用性和有效性。

然后知识管理工具就会慢慢地自动将有价值信

息标注成精华或者使其更容易被搜索到，让团

队自动地积累和沉淀有效知识，而不重要的信

息将会自动归档。

 5  用工具弥补人脑不擅长记忆的缺陷

问题 10  KMF：您说的将认知科学的一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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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知识管理，我们非常感兴趣，能够更详细

地介绍一些您对这方面的认识吗？
李 峻： 我 们 一 直 在 跟 进 认 知 科 学。 知 识

管理的核心就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

化，在企业中，显性知识大多已经转化成为了

图文材料，成为共用的知识，而隐性知识这一

块其实就是研究人脑。沿着认知科学的思路，我

们关注人脑有什么样的缺陷，有什么样的优

势，有什么是计算机能帮助做的，有什么是计

算机替代不了的。我们的定位就是通过工具帮

助大家去做那些人脑不擅长、而电脑很擅长做

的事情。

人脑的一个缺陷就是会主动遗忘掉一些自

认为不重要的信息。比方说传统的公司知识管

理系统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要求你在事后提交

一个经验总结类的知识文档，但是这些事后回

忆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失真和有偏差的，因

为你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回忆，在事后写文档的

时候你又关注于怎么样才能写得有条理、结构

化，这样反而会过滤掉重要的细节，又堆砌了

没有价值的、不必要的东西。让一个团队在事

后去生成这些文档的代价是很高的，一方面是

因为正式文档的篇幅要求，撰写周期也很长，一

个月产生不了几篇；另一方面，事后撰写文档

考验的是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一些员工可能

实践水平很高，但是写出的东西可读性并不高。

问题 11  KMF：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和弥补工

作中人脑不擅长记忆的缺陷呢？
李峻：我们就是想通过软件及时记录，来

帮助你做一些人脑不擅长记忆的事情。当大家

一起投入一项工作时，我们希望通过计算机在

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小的代价把做这件事的过程

记录下来。这不仅仅是团队和部门的事，而是

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所以我们的产品首先要

保持个人笔记的特性。

作为个人，你将有用信息及时记录在个

人笔记这一块，记下来之后即使你短期内用不

上、你今天用不上、一星期用不上都没关系，但

是当一个公司或团队的其他同事需要的时候，这

个笔记就有用了。3 天前的信息如果没有被特

别强化的话，一般人是记不住的，但是如果有

一个笔记记录，而且你知道在哪里找到这条记

录，那么人脑记忆的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起

码不用再花费很大精力去伤脑筋回忆了。

另外，及时记录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保持工

作记录的客观性。比如在协作分工的过程中，一

个纸面文字记录的备忘录可以帮助团队时时刻

刻保持一个非常客观、有依据的沟通方式，而

避免在权责分工上发生推诿的现象；还有就是

和客户的沟通记录、在工作过程中查到的一些

资料等，对这一类信息进行客观的记录，比起

事后通过自己的回忆、假设或臆断来还原会更

加的客观可靠。

总之就是这样，从个人到团队再到整个公

司，逐步形成对有用、有效信息的记录，一级

一级、自然而然地为这个公司积累知识和价值。

因此，我们也建议企业中的每个成员养成良好

的记录习惯。我们将这种知识管理方式归纳为

“ 自下而上 ” 的方式，而不是靠自上而下的强制

推行。

 6  发挥 “ 内驱力 ” 真正提升工作效率

KMF：我对您 “ 自下而上 ” 推行知识管理的方

式非常认同，现在企业更多地是依靠员工自身

的驱动力，而非科层制中来自上级领导的强制

力，尤其是对于越来越多的 80 后、90 后员工来

说，情况更是如此。
李峻：对。以前我们在管理上总是讲外在

的驱动力，通过 “ 胡萝卜加大棒 ” 的方式对团

队进行管理，以奖金啊、绩效啊、罚款啊、辞

退啊这种方式来对人进行管理。不过现在慢慢

你会觉得，这些方式对于知识型员工效果不佳。

尤其是对于一些创意型的工作，以强制性的管

理模式会抹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大家局

限于刻板的流程当中，其实这对于公司来说是

最大的损失。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把人留住

已经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再去强制上什么管

理系统，再去约束人家，会让大家觉得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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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队工作没什么意思。所以现在很多流

行的管理方法都会强调扁平化、柔性化，让每

个人对自己负责，不限制工作方式，只要你把

事情做好。

问题 12  KMF：那么您觉得，对于知识型员工，如

何通过发挥他们的“内驱力”来提升工作效率呢？
李峻：我们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

是人的内驱力：怎么样让他为自己负责，让团

队在工作时形成一个非常平等、相互帮助的状

态，共同去做到一个好的结果。

我认为知识管理工具的设计理念就是要

员工去真实地、自发地分享他们的经验，必须

要调动和发扬员工的内驱力。公司没有权力去

强制要求员工将知识写在公司规定的知识平台

上，更没有权力去 “ 掠夺 ” 员工的个人知识记

录，反而公司应该鼓励员工养成为自己记笔记

的习惯。这样一来，就让员工意识到他真正是

在为自己工作，在专心地、有效率地工作后，可

以心安理得地去休息。只有这样，才能让员工

在工作中更快地进入 “ 心流 ”（编者注：心流是

心理学术语，指一种将个人精神万身心投入到

某种活动的心理状态和感觉。人们处于这种情

境中时，往往会有高度的兴奋感和充实感，能

够专注一致）的状态，让他在工作中更加的愉

快、更加的投入、更有效地创造价值。

目前中国的很多管理软件还停留在传统的

思维，即以对员工的不信任和监督为前提，实

际上这种方式不适合新形态的组织和员工。虽

然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解决方案然后卖给老

板，还可以卖一个很好的价格，尤其是那种可

以跟踪定位员工位置的销售管理软件，这类产

品会卖得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招对于知识

型员工一点效果都没有，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比较清醒。

所以对于员工碎片化的时间，不能要求他

都在手机上处理公务，而是允许他在休息的时

间不看产品，不受打扰。比如我们的产品细节

中就设计了在晚上的某一时段可以开启防打扰

模式，不会主动提醒你。

我们希望更多的公司管理者也有这方面的

理念。而我们自己则希望通过工具和软件来促

进企业管理模式的改变。

 7  自下而上、适应心智的知识管理
新路径

问题 13  KMF：知识型员工的效率和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了，每个人也都积累了个人记录，那

么在 “ 自下而上 ” 的过程中，如何让个人知识

上升为团队知识、将个人的效率凝结为团队的

效率呢？
李峻：这主要涉及一个 “ 信任度 ” 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任何一个团队里面，如果大家是互

相见过面的，知识就更易于被分享。而在一个大

公司中，如果互相没有见过面、没有工作联系，分

享的效果不一定好，而且还会带来很多噪音。如

果我写的东西不是非常完善周密的话，我是不可

能拿到一个不信任的圈子里面去分享的。

有效的知识分享场景往往是在同一个部

门、同一个团队或者同一个项目组里面，需要

分享的信息即使是一个碎片化的信息、一个不

完善的草稿信息，我们也可以放心、及时地分

享出来。而往往这些信息经过长期积累之后，稍

作整理就可以形成经典的知识和经验。

因此，我们也建议企业尝试采取一种新的

知识管理方式：不再去搭建一个公司级别大而

全的知识管理系统，或者去强制要求所有人都

去使用它，而是一开始就分散到各个组织团队

中，让他们自己去经营；在公司层面只要提供

一个基础的服务平台和做一些基本的 IT 要求就

可以了。

总结起来，真正的知识组织其实是一个自

组织的过程，只要它内部的信息沟通顺畅，其

效率和内在价值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升。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 “ 自下而上 ” 的方式，归纳起来就

是：先从团队中的个人开始，把每个人自己的

信息通过更好的习惯整理起来，再通过工具和

服务在团队内部及时进行沟通和分享。这样文

档在团队内部也在不断积累，当公司需要好的

经验和解决方案时，就不需要从头去撰写知识

文档交差，而是可以从已经积累下来的真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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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工作记录中去提炼出来，稍作加工即可，并

且可以成为高价值的案例。我们认为这种模式

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过程，这样就能促成团队

效率的提升。

KMF：这种企业中 “ 自下而上 ” 的知识管理模

式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工作思路。
李峻：我们实际上也是用一种不同的思

路在解决困扰企业的老问题，而不是用移动互

联、云计算等新技术来重新实现以前的老方案。

KMF：对，利用新的技术并不是要 “ 穿新鞋走

老路 ”。在对 “术 ”改进的层面上，还要有 “道 ”的
提升。

李峻：这个创新的时代有很多新的机会值

得我们去尝试，有很多以前做不了的东西现在

是可以做的，包括将认知科学的规律和新的技

术结合起来，创造出完全创新的产品。

这为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带来挑战。比如

我们传统的共识认为自己公司里面保存的知识都

是商业机密，包括我们长期以来卖得最好的也不

是公有云而是本地私有的为知盒子。这其实是一

个观念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很多中小型公司和小

微企业，除了客户信息以外，公司其实没有太多

绝对的 “ 你无我有 ” 的绝密信息和知识经验。

企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很多人以前的

习惯就是：把互联网上的东西全部下载下来，存

到本地，然后就感到很满足了，以为自己都掌握

了。实际上这种知识获得感是一种假象。就像很

多人买书，买来放在书架上，就认为掌握了这个

知识，实际上一切都还没开始呢，最后发现只是

买了一大堆书。我们的用户也是这么成长过来

的，早期的时候是从网上下载一大堆文章，大脑

就会认为 “ 我的知识非常富有了 ”，实际上你并

没有，等你真正做事要运用知识的时候，才发现

“ 我原来还是什么都不会 ”。这其实都是人性，和

人的自主心智有关。

KMF：您说得很形象，像我们的很多大学里面

的研究生也是从数据库里面下载一大堆文献，然

后就心安理得了，存在电脑上就以为自己已经

掌握了。这有时候也是人的本能习惯。
李峻：现在信息获取方便，知识资源也不

再稀缺，根本不需要你去占有它，相反你占有的

内容太多，而对工作和创造没有帮助的话，就可

能是噪音，不会对你有任何帮助。所以我们真正

要做的是怎样帮助一个人把外界的知识能够真正

传递和利用起来，更多地去使用知识，而不是去

获得或保存知识。

在我们平时阅读的过程中，感觉哪些东西

有价值，就把它摘录下来，平时就做碎片化的积

累，当你真正要去输出和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能

够从日常积累中获得灵感。对企业知识管理者的

建议思路也是如此，其实叫不叫知识管理并不重

要，只要帮助企业员工树立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

工作方法，自然而然会为企业带来价值。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也经历了类似的成长阶

段，现在公司内部基本上所有重要的信息都能

够被记录和分享，该有的记录、经验、总结全

都有了，因此困扰传统公司的人员流动问题并

不会对我们的产品开发工作有太大影响，这也

是我们公司一点一滴养成的良好习惯。

KMF：为知笔记为众多小微企业提供了新的知

识管理思路，其自身也可以作为小微企业知识

管理的典范。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采访后记：

“ 小而美的轻知识管理 ”，这是笔者在采访结束后脑海中立刻浮现的题目。可以说这
几个字概括了为知笔记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知识管理理念。为知笔记自身是小微企业的创
新产品，同时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个人。不同于传统企业 “ 大而全 ” 的知识管理系统，李
峻和他的为知团队以极客思维、产品思维和互联网思维，打造出 “ 小而美 ” 的轻量级知
识管理产品。而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工具背后所传递的新的知识管理理念，即从知识工
作者个人做起，充分尊重和顺应人的心智，用工具作为大脑的补充和外延，自下而上、一
点一滴、一级一级地形成个人、团队和企业的知识积累。相信这些观念一定会为我们带

来新的启示。有时候，少就是多，大道至简。李峻



数字环境下，作为学术交流链条中游的图书情报

机构与其上游（出版）和下游（用户）的融合趋势愈

加显著。图书情报机构需要了解用户，同样也需要更

好地了解学术出版发展的特点与趋势以及对图书情报

机构定位和功能的影响，并积极调整自身的战略，适

应学术出版变革的挑战，加快图书情报机构自身转型

变革的步伐。我们既需要以出版的视角看图书馆，也

需要以图书馆的视角看出版。

2016年，《图书情报工作》将迎来她的第60个春秋。

60 年来，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支持下，经过

几代主编、编委、编辑的辛勤耕耘、精心培植和广大

读者、作者的大力支持，《图书情报工作》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借《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第 34 次学术会

议举办之际，《图书情报工作》特邀请图情和出版领

域高层专家、学者、编委共聚徐州，共同探讨新的学

术出版环境下图书馆的转型变革与创新发展方略。

现面向国内图书情报界与出版界征文。优秀论文

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或相关期刊上。

会议主题：学术出版与图书情报机构转型变革

分 主 题：

1. 学术出版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2. 学术出版与图书情报功能的融合趋势

3. 图书馆出版（library publishing）的现状与前景

4. 学术出版机构与图书情报机构的竞合战略

5. 学术出版变革对图书情报机构发展的影响

6. 图书情报机构参与学术出版的模式与路径

7. 技术驱动下的学术出版与图书情报机构变革

8. 图书情报机构在新的学术生态圈中的定位与能力

9. 其他相关主题

以出版的视角看图书馆，以图书馆的视角看出版
“学术出版与图书情报机构转型变革”高层论坛 
暨《图书情报工作》创刊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征文与会议通知

主    办：中国图书馆学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承    办：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 

特别支持：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一、会议时间：2016 年 5 月 30-31 日（5 月 29 日报到，6

月 1 日离会。注：6 月 1-2 日，将接续举办 2016’ 图

书馆学情报学项目申请与论文写作研修班，研修班通

知另见）。

二、会议地点：江苏省徐州市

三、会 议 费：850 元（2016 年 5 月 20 日前转账或邮

寄交费的为 800 元，徐州本地参会者优惠一半）

四、会议住宿：见报到通知。

五、征文投稿与会议报名方式：登录：www.lisjournal.

net “ 会议与培训 ” 栏登记注册或投稿，注明 “2016 徐

州会议征文 ” 或 “2016 徐州会议报名 ”。也可填写会

议回执表发送至邮箱 lismeeting@mail.las.ac.cn 报名。

六、会议费转账信息：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户        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账        号：11001007300059261059

会议费邮寄地址：

北京北四环西路 33 号《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收。     

邮编：100190

七、征文及会议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4 月 10 日

八、联系方式：联系人：赵芳

联系电话：13718119893；010-82623933

传        真：010-82621460

电子邮件：lismeeting@mail.las.ac.cn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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