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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企业界关于组织知识萃取与经验

萃取的提法开始增多。这主要来自于两个领域

的推动：一个是教育培训界，一个是知识管理界。

前者对于经验的萃取源于培训课程以及相关

教学案例的开发；而知识管理界素来有知识加

工、知识提炼、知识收割的理念和传统，随着

强化业务导向、关注内容质量等诉求的出现，知

识萃取的提法也开始涌现。本文对目前出现的

相关典型模型和方法进行了梳理，提出知识萃

取 PREFS® 过程方法及 STAR® 内容模型，并通

过在企业里的实战应用进行验证和完善。

1  知识萃取的研究背景

1.1  学术研究综述

以知识萃取作为核心研究对象，选取中国

【专稿】

企业知识萃取理论与实践研究
◎ 吴庆海

行者互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3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随着企业对组织知识内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研究知识萃取方法，推动组织

知识的挖掘、加工、提炼，提升组织知识复制、推广、应用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法 / 过程 ] 通

过研究知识萃取相关学术文献及产业实践，对知识萃取概念进行辨析，提出知识萃取 PREFS®
过程方法及

STAR®
内容模型，并且应用到企业实践中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 结论］知识萃取工作对于企业知识管理

非常必要，知识萃取 PREFS®
过程方法及 STAR®

内容模型具有实战价值。通过知识萃取，不仅能将组织最

佳实践通过萃取转变成可以传承组织智慧的知识产品，而且可以作为抓手推动组织知识管理策略实施或拓

展。

关键词：知识萃取  经验萃取  PREFS®
过程方法  STAR®

内容模型  知识管理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吴庆海．企业知识萃取理论与实践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4): 243-250[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36/.

作者简介：吴庆海（ORCID: 0000-0003-3289-905X）博士，E-mail: wuqinghai74@qq.com。

收稿日期：2016-05-13        发表日期：2016-07-05        本文责任编辑：王铮

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

数据来源，检索题名或者关键词含有 “ 知识萃

取 ”“ 经验萃取 ”“ 知识加工 ”“ 知识提炼 ”“ 知识

收割 ” 的文献。检索式为：TI=“ 知识萃取 ”+“ 经

验萃取 ”+“ 知识加工 ”+“ 知识提炼 ”+“ 知识收

割 ”OR KY=“ 知识萃取 ”+“ 经验萃取 ”+“ 知识加

工 ”+“ 知识提炼 ”+“ 知识收割 ”。删除重复文献

和不相关文献，最后得到 30 篇有效文献，并绘

制可知识萃取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见图 1），文

献的时间跨度为 1979 年 -2015 年。从图 1 可见

关于知识萃取的研究并不多，通过文献分析，发

现有关研究主题或与现代教学与学习有关 [1]，或

与技能培训有关 [2]，这都是教育培训界的研究

成果。知识管理界鲜有人提及知识萃取，早期

虽有人涉足 [3]，但其中并无知识萃取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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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研究者开始就知识提炼、知识构建等进 行研究 [4]，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图 1  知识萃取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1.2  产业实践现状

在企业实践应用中，关于项目总结、案例

开发、经验提炼、专题研究、工作总结、报告撰

写、专利分析等工作都需要将过程中的隐性知识

进行挖掘提炼，将过程中的显性知识进行整理加

工，最终形成可以推广复制、借鉴应用的高质量

知识产品，并以文字、声音、图像等方式呈现出

来。上述过程的方法体系及最终的知识交付件，都

具有很高的价值，以致有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专

门钻研传授其中的方法，开发出不同的课程并撰

写出相关的书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文德

的 “ 组织经验提炼 ” 课程、宋洪波的 “ 组织经验

萃取 ” 课程、刘百功的 “ 组织经验萃取与高效课

程开发 ” 课程、王兴权的 “ 萃取组织最佳实践 ” 课

程、张立志的 “ 萃取知识五步法 ” 课程等。他们

基本上都是培训讲师出身，所讲内容也多是从培

训管理、课程开发等角度切入。

目前从知识管理领域切入该领域的还比较

少见，但由于知识管理先天包含知识加工、知

识提炼、知识收割等环节，许多知识管理从业

者往往在实践中不自觉地用到了相关的方法，也

逐步开始对知识萃取的方法进行思考和总结。

例如邱昭良撰写了专著《复盘 +：把经验转化为

能力》[5] 并开发了相应的课程。笔者也曾以 “ 企

业知识萃取方法及其实务操作 ” 为主题，在一

些微信群朋友圈做过分享，引起了广大从业者

的热烈讨论和积极思辨。

1.3  知识萃取相关概念辨析

萃取本来是个化学概念，是利用物质在互

不相溶的溶剂中溶解度不同，用一种溶剂把溶

质从另一种溶剂中提取出来的方法 [6]。例如将

碘水与四氯化碳或苯混合、摇匀，之后蒸馏得

碘晶体。萃取是有机化学实验室中用来提纯和

纯化化合物的手段之一。通过萃取能从固体或

液体混合物中提取出所需要的物质。

知识萃取，顾名思义就是从大量数据、信

息、文本、经验中，通过合适的方法和工具，将

精华的知识抽取提炼出来的过程（见图 2）。在

IT 领域，知识萃取是指从结构化数据或者非结

构化数据中提取出可以被机器阅读与理解的新

知识内容，与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信息抽取类似。

现阶段知识萃取的概念范畴在实践过程中已经

被逐渐扩大，包含了对隐性知识及显性知识的

整合、加工及提炼。对经验的挖掘提炼是隐性

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对文档的整理加工是显性

知识标准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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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知识萃取概念示意

以经验为例，经验指人们在同客观事物接

触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

系的认识。经验从何而来？经验从问题的发现

和解决中来，经验从超前的探索中来。经验往

往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常以 “ 原因 ” 的形式出

现，是之所以成功的理由，它反映出事物的某

种规律性的联系。经验往往以隐性知识的方式

存在人们的大脑里，如果通过知识萃取将经验

进行显性化，形成案例沉淀下来，则更容易被

传承借鉴，并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知识萃取方法与模型

2.1  典型方法与模型

目前业界已经有一些与知识萃取相关的方

法及模型，知名的有联想复盘、美国陆军事后

回顾（after action review，AAR）、华为知识收

割、日本野中郁次郎 SECI 模型、上海韬钰咨询

的 ERMS 模型等。下面对前 3 种侧重实际操作

的典型方法作简要的分析。

（1）联想复盘。“ 复盘 ” 源于围棋术语，在

联想逐步演变为企业文化中重要的方法论之一 [7]。

联想认为复盘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工作做完

了，还需要把工作重新回顾演练一遍，不断检

验和校正目标，分析过程中的得失，不断深化

认识和总结规律。这种工作方法从柳传志时代

一直延续至今，已经成为联想内部的一个标志

性方法。联想复盘分为如下 4 步：① 回顾目标；②

评估结果；③分析原因；④总结规律。按照复

盘模板（见图 3），在每一个步骤中，只要按模

板的要求进行填空就可以运用操作了。

图 3  联想复盘模板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29

知识管理论坛，2016（4）:24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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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陆军 AAR。AAR 是知识管理 “ 事

前学、事中学、事后学 ” 中一个重要的步骤。

AAR 最早是美国陆军所采用的一项任务后的检

视方法。美国陆军对 AAR 的定义为：对一事

件的专业性讨论，着重于表现标准，使参加者

自行发现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及如何维持优

点，并改进缺点 [8]。

美国陆军在进行 AAR 的时候，通常会问

自己如下 4 个重要的问题 [8]：①原定的任务与

目标是什么？②实际发生了什么情况？③为什

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④下次我们怎么办？在

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经验萃取，并且视情

况将相关的经验形成美国陆军的管理制度或规

范，上升成为整个组织的战斗力。

（3）华为知识收割。在国内知识管理领

域，最近两年华为的知识收割做法开始逐渐得

到关注。但是市面上很少见到介绍华为知识收

割的文章，只有在一些公开分享场合偶然听到

华为知识管理人士介绍他们的实践做法。具体

而言，华为的知识收割主要针对组织内部项

目，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经验收割（Retrospect
会议），一是文档收割（价值文档整理）。前

者重隐性知识，后者重显性知识，两者并重，共

同构成华为知识收割的重要部分。

华为知识收割有其固定的套路和流程。主

要分为如下 4 个步骤：①选择项目：首先需要

识别组织能力的短板，并根据组织能力短板选

择重点关注的知识收割项目，即从战略高度上

进行项目知识收割的优先级排序；②单个项目

知识收割：确定好知识收割的具体项目后，须

要先进行筹备，明确目标和范围，确定知识收

割组织人员、参与人员及其他资源等。之后需

要通过召开 Retrospect 会议、文档收割会议等方

式，引导人员对项目中的隐性知识、显性知识

进行系统收割，整理出最终的收割内容后，进

行审核及存储；③组织资产刷新：在确定组织

知识资产的刷新范围后，组建团队将项目收割

到的经验和文档批处理上传刷新到华为的知识

库中，从而正式变成组织的知识资产；④知识

传递：最后还需要确定新上传知识资产潜在的

适用目标范围及对象，由知识管理人员主动组

织一些知识传递活动，确定知识传递方式，从

而确保这些新的知识能够被传递给合适的人群。

2.2  知识萃取 PREFS® 过程方法

基于上述模型，在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提

出了知识萃取相关的方法及模型，其中 PREFS®

方法强调知识萃取的过程（见图 4）。整个流程

包括如下 5 个步骤：

图 4  知识萃取 PREFS®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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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设计（Plan）。做知识萃取不应

该盲目地做，而是需要根据组织内战略、业务、项

目等要求，进行有目的的规划和选题。然后根

据组织内的资源、人力等条件进行匹配。在企

业内部进行知识萃取，可以按照 5-15-80 原则进

行优先级排序：即战略级知识萃取可占 5%，战

术重点级可占 15%，其他通用级可占 80%。对

于具体选择的知识萃取项目，在确定目标范围

后，可以准备启动。这个阶段，还需要收集萃

取目标尽可能详尽的素材，包括但不限于背景

材料、情况介绍、过程文档、项目总结等。

（2）复盘回顾（Retrospect）。这个阶段可

以通过讲述、访谈、回顾、现场采风、集体研

讨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地通过回顾还原当时的

场景，发掘其中的原因和规律。这个阶段非常

重要，最好有一个具有丰富知识萃取经验的资

深人员带队，以第三方客观的视角对当事人、当

事情景进行复盘，同时对于其中经验、教训等

进行深度挖掘。在进行回顾时，既需要对不同

的当事人进行单点接触采访，也需要组织集体

研讨和对话来激发参与者之前没有明示的想法。

这个环节可借鉴联想复盘、美国陆军 AAR、华

为知识收割等方法。对于知识萃取带队人，需

要有较高超的引导技术和咨询功底，这样才能

通过深度对话，引发当事人的共鸣和联想，从

而挖掘萃取出更多 “ 干货 ” 出来。

（3） 提 炼 加 工（Extract）。 这 个 阶 段 需

要对前面收集的基本素材进行消化，同时对复

盘回顾阶段获取的一手材料进行分析，然后通

过提炼加工，最终萃取出有用的内容。这个阶

段最考验文字撰写能力和抽象提炼能力，需要

能够很快形成最终知识交付物产品的框架及思

路，撰写文稿及视频大纲、脚本等。这个阶段

可以参考麦肯锡金字塔原理来锤炼思考、写作

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也可以借鉴同行总结的一

些方法，例如张立志提出的 “ 找共性、看差异、挖

实质、要拔高、成模型 ” 五步法等。

（4）制板成型（Form）。这是知识萃取

交付物成品成型产出的阶段。通过上述各个步

骤，最终萃取的知识通过文字以报告、手册、宝

典、案例等方式呈现出来，或者以音频、视频、虚

拟现实等多媒体互动方式呈现出来。在互联网

新经济时代，随着人们对于多媒体的接受程度

不断提高，知识萃取工作者也需要与时俱进。

如何通过视频、虚拟现实等现代化的方式寓教

于乐，让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信息并深入学习和

理解，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5）螺旋上升（Spiral）。当上述知识产

品交付后，知识萃取并非就结束了。第一版本

不见得尽善尽美，需要以工匠精神，对知识萃

取交付件不断进行优化，通过迭代完善实现螺

旋上升。同时，知识萃取者还需要以市场人员

的思路，主动思考该知识产品的目标人群和应

用范围，对知识产品进行设计、包装、宣传、推

广，让更多的人知道、理解它，通过借鉴应用

让知识产品价值最大化。

2.3  知识萃取 STAR® 内容模型

知识萃取 PREFS® 方法重在过程，但真正

通过提炼加工，形成最终交付知识产品时，是

否有好的参考模型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在确定

知识产品内容框架结构时，笔者经常会用到

STAR® 内容模型。由于其通用性比较强，在此

做重点描述。

所谓 STAR® 内容模型，即按照如下的框架

结构组织内容的撰写：

（1）Situation（情境）。对历史环境与当

前情境的描述。具体可包括背景介绍（例如社

会背景、行业背景、组织背景、故事背景、当

时情景等）、动因（问题、痛点、现状、历程等）。

启发性问题有：当时的情况怎样（时间、地点、人

物、背景）？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

有什么人涉及其中？周围的情形怎样？

（2）Target（目标）。即明确、聚焦的目标。

具体可包括相关愿景、使命、目标、规划、任务等。

启发性问题有：当时有什么任务？目的或目标

是什么？达成任务的挑战和难度？面对任务时

人物的心情？

（3）Approach（途径）。完成目标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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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方法、方案等。需要有生动的案例演绎

及具体的直观示范，具体可包括相关实践（例

证、故事、机制、IT、激励、组织、工具、表格、模

板）、团队介绍、领导寄语等。启发性问题有：对

当时情况有何反应？实际上做了或说了什么？

采取的主要行动步骤和行动细节？这样做的原

因？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4）Results（结果）。最终产生的结果以

及具有启示与价值的说明。具体可包括相关的

价值、效果、反馈、数据、收获、反思、改变等。

启发性问题有：采取行动后的直接结果是什么？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有效和适当？

当然，按照上述 STAR® 框架进行内容撰写

时，可以适当地进行变通。例如开头可添加导

读，结尾可添加总结。也可加一些关键词作为

知识萃取交付物的标签（tag），或者标示其分

类、可应用范围、适用人群等。Results（结果）后

还可以添加 “ 未来畅想 ” 环节内容，撰写对未来

发展的展望及设想等内容。还可以添加 “ 专家

点评 ” 环节内容，邀请资深专家给予客观评价，启

发读者思考，做延展性阅读。

笔者曾组织多家公司众包撰写丛书《知识

+ 实践的秘密》[9]，其中每个企业的知识管理案

例就采用了 STAR® 内容模型，取得了一定的实

际应用效果。

3  知识萃取的应用案例分析

关于知识萃取的实际应用案例，笔者以自

己服务过的组织 —— 中粮集团标杆管理办公室

的对标项目案例知识萃取实践来进行重点说明

和验证。

3.1  项目背景介绍

作为企业级组织变革，标杆管理是中粮集

团最重要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之一。中粮集团从

2012 年开始推行标杆管理，历经启动、深化、扩

展等阶段，目前进入全面系统推进阶段。中粮

集团标杆管理始于对标评价考核，在经过标杆

管理培训、启动对标项目、基于对标确定年度

预算目标、建设标杆数据库、建立对标工作坊

等重要里程碑事件后，更加强调竞争性对标和

落地，同时把对标工作融入日常的工作之中。

通过标杆管理，能够帮助组织建立系统，以一

种完整的思维方法推动组织重新审视、改善各

项工作，追求极致，让组织更有智慧。

2015 年启动的对标优化项目超过 200 个，每

个项目的周期大约 8 个月。诸多项目各个阶段

过程性文档及关键里程碑重要交付文档分散在

各个项目经理手中，项目中的许多经验并没有

很好地被总结。项目组一旦解散，经验就难以

成为组织级的知识资产。但是如何对这些对标

优化项目进行知识萃取，并没有专门的经验。

以前标杆管理办公室作过标杆管理项目案例

集，但是效果并不好，没有进行有效的传播和

应用。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与标杆管理办公室推

进负责人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该负责人曾经说

“ 世界一流企业特质中，其中有一条是 ‘ 任何业

务领域的最佳实践，能够在组织内快速复制 ’”。

对于中粮各个经营单位通过对标项目产生的最

佳实践，如何通过知识萃取进行深度发掘，并

在组织内得到有效传播及应用，无疑是破题的

关键所在。为此经过商议，从目前已经完成结

项的对标改善项目之中，选择若干优秀的对标

改善项目，进行知识萃取，形成标杆案例，并

以文字稿、微视频等方式进行展现。

3.2  知识萃取过程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之上，笔者于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期间，带团队深入一线，使用知

识萃取 PREFS® 过程方法及 STAR® 内容模型，支

持标杆管理办公室进行相关对标项目的知识萃

取。

综合考虑对标项目的战略示范意义、项目

收益指标、未来可复制拓展性，经过与标杆管

理办公室筛选，最终确定了黄海粮油 “ 提升豆

粕水分、蛋白控制能力 ”、中粮贸易 “ 优化玉米

事业部应收账款周期 ” 以及中粮贸易 “ 战略部落

实推进标杆管理 ” 等 3 个项目来进行知识萃取。

团队组建方面，笔者搭建了以知识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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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文稿撰写顾问、视频拍摄制作人

员为核心的知识萃取专业服务三人组。同时要

求标杆管理办公室协调具体对标项目的项目经

理、项目成员、项目倡导者、高层管理者、辅

导顾问老师等不同角色人员，共同参与到知识

萃取联合项目组中。

项目团队发现要完成一个对标项目的知识

萃取，最短需要 2 周的时间。知识萃取的交付

物（即最终的知识产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文字稿（平均大约 1 万字），一个是微视频（平

均大约 6 分钟）。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花费的时间往

往比预想的要长。如果对标项目涉及项目干系

人比较多，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其实这非常容

易理解，主要的原因是预约项目干系人的时间

往往很难集中，这必然造成战线拉得过长，因

此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如果排除这些因素，单

纯看知识萃取专业服务团队的服务，其平均人

天如下：①现场调研及访谈等：3.0 人 ×3 个工

作日；②文字稿整理及写作：1.5 人 ×7 个工作

日；③微视频拍摄及制作：1.5 人 ×10 个工作日。

在完成知识萃取后，将最终交付的知识产

品放在不同的场合（例如管理年会、专业研讨

会、高层汇报会）进行宣传和推广时，均取得

了很好的反馈。例如中粮黄海 “ 提升豆粕水分、蛋

白控制能力 ” 项目是在原有生产控制水平已经

很高的基础之上，依然选择挑战自己的极限能

力。经过系统的思考和设计，通过 6 个快赢改

善和 7 个改进方案，实现能够按照实际工况精

确控制豆粕水分蛋白比例，从而超额完成了原

定的目标，每年增加经济收益 490 万元。同时，该

案例的经验对于其它豆粕、饲料、大米、DDGS、啤

麦牙等农产品加工涉及蛋白、水分含量精确控

制的生产都适用，因此对同类工厂具有极大的

推广复制效应。

通过标杆管理对标项目的案例挖掘，笔者

发现知识萃取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体现在其

有效性、系统性及可推广性。知识萃取有效地

提取项目关键因素，分析项目重要节点，并系

统地凝练经验、沉淀知识、形成知识产品，为

更广泛地应用于同质、同类的项目打好基础。

3.3  项目未来展望

完成标杆管理对标项目的知识萃取试点项

目后，比较以前的案例总结方法方式，无论在

案例深度上，还是案例宽度上，项目参与者都

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案例深度上，通过采用视频方式，汇总

多人视角观点等，让案例展现的形式更加生动

多样；同时通过使用 PREFS® 过程方法、STAR®

内容模型等，让经验提炼的结果更加专业全面。

在案例宽度上，对其价值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

在萃取最佳实践方面，应强调传播最好做法，匹

配最适情景，并助力业务成功；同时不仅仅只

锁定对标优化项目本身，而应该将目光更多放

在紧密连接人员、连接业务、连接专家等。

此外，对于标杆管理未来的中长期构想，除

了继续就对标项目进行知识萃取外，还可以以

案例为主要抓手和突破点，结合项目、课程等

关键业务场景，构建知识管理大平台（见图 5）。

知识管理作为地基工程，将成为冰山下的坚实

底座，逐步让个体知识向组织能力转化，再从

组织能力向组织智慧迈进。

图 5  知识管理大平台拓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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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通过在实践中应用知识萃取 PREFS® 过程

方法、STAR® 内容模型等，笔者体会到知识管

理借此可以逐步深入到业务层面，提炼出有价

值的知识 “ 干货 ”，这是对业务直接的贡献和价

值。新时代要有新做法，通过微视频等方式展

现知识萃取成果，将是越来越多组织必然的选

择。同时，人员知识萃取能力将凸现出其专业

价值，如何培养知识萃取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服

务能力，将成为未来热点方向之一。好的内容

更需要加强运营，酒香也怕巷子深，对高品质

知识进行推广应用则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由

此看来，针对知识萃取，从理论到实践方面都

急需突破。如果我们能够打造出知识萃取相关

著述、培训、咨询，实施 “ 一条龙 ” 服务，那

么新的专业服务蓝海领域将横跨教育培训、知

识管理两界，向我们直面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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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Extraction

Wu Qinghai
SunXZ Network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highly increasing demand on the qualit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his study on knowledge extraction methods aims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mining, 
processing, refining, and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replication, promotion, application level,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Method/proces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knowledge extraction from the 
relevant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industry practices,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extraction, the PREFS® process 
method and the STAR® content model have been proposed. Then, they have been applied and validated in 
real business practices. [Result/conclusion] Knowledge extraction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PREFS® process method and the STAR® content model have practical value. Through 
knowledge extraction, not only can the best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be transformed into knowledge products 
which can inherit the wisdom of the organization, but also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can be 
implement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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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内 生 增 长 理 论 是 产 生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

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

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

定因素。因为技术进步在知识溢出过程中具有

链锁效应、带动效应、模仿效应、交流效应、激

励效应、竞争效应等。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的

内生价值变量及知识外溢对社会经济具有持续

连带拉动作用（如微软、谷歌、苹果等公司及

其品牌的发展）。

知识溢出和知识传播都是知识扩散的方式。

知识传播是知识的复制 , 而知识溢出则是知识的

再造。知识溢出及其效应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新

贸易理论和创新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焦点问题。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深入，不少经济学家

【学术探索】

数字图书馆内生价值及其知识外溢效应研究
◎ 毛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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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

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罗墨的独立

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

着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

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即针

对内生增长模型中内生变量 —— 储蓄率内生、劳

动供给内生和内生技术进步 3 个方面进行实证

研究。经 30 年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已是

合理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理论工具。

近年来，国内对内生增长理论与实践的研

究是从内生变量、可复制性、激励因素、增长

路径、体制变迁等方面入手的，内容已涵盖社

会改革的管理、金融、财政、区域、贸易、产

业结构、能源、城镇化等社会领域。有针对性

的具体研究和实例分析，是该理论深入发展的

活力和前景所在，但将该理论应用到数字图书

馆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由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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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已成为网络经济、网络知识组织、网络

信息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显适用于内生增长

理论的研究，因此只有通过系统建模以厘清数

字图书馆网络系统的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和整

体结构关系，才能对数字图书馆内生增长和知

识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2  数字图书馆分类甄别

要构建数字图书馆内生价值及其知识外溢

效应基本模型，必须首先对数字图书馆网络系

统中的各类数字图书馆进行分类甄别和定性，以

利于对知识源、知识组织、知识创新、知识扩

散、知识价值、知识流向的把握，同时也便

于分析数字图书馆网络系统中各子系统内部结

构、外部结构和整体结构的关系。目前，有关

数字图书馆的定义多逾百种，各有针对性，但

依据经营性质可划分为 3 类：①专指开发商以

营利为主的商业数字图书馆；②专指传统实体

图书馆以公益无偿服务为主的公益数字图书

馆；③指利用数字图书馆技术提供数字资源服

务的一切数字图书馆。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这

3 类数字图书馆互相渗透、互联，逐步趋于技术

统一、标准统一、价值互惠、知识共享的态势，其

利益划分主要依据知识产权法来平衡。由于经

营方式和目的不同，各类数字图书馆的社会分

工是不同的和互补的，最明显地是商业数字图

书馆与公益数字图书馆获取知识的途径、经营

方式、服务目的存在差异，内生变量交叉互动，导

致其内生知识增长和知识溢出效应各具特色。

2.1  商业数字图书馆

商业数字图书馆是专指开发商以营利为主

开发的数字图书馆。商业数字图书馆在各国普

遍存在，大小不一，在发达国家迅猛发展，产

业化经营，与知识经济关联密切，其所获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与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教

育、文化及网络化程度成正比。

商业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其以全

新的设备和技术进行开发，以客观的商业和市

场预测进行分析定位，以超前敏锐的视角和快

捷准确的手段与途径捕捉有价值潜力的各种信

息，据此规划、搜集、整理、存储、组织开发

这些信息和知识，使之形成新的知识产品，如

软件、市售数据库、网络版出版物等，为社会

各行业机构和个人提供所需知识产品，为社会

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提供知识保障，而这些知

识产品本身也是网络环境下，商业数据开发商

和商业数字图书馆经营者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的成果。实践证明，很多行业的龙头企业、咨

询公司、出版和新闻巨头、发行和中介公司、科

研和技术中心、情报研究中心等都开发和建设

了具有商业性质的数字图书馆，向社会提供有

偿服务，这些商业数字图书馆之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各国的企业策划公司、各类研究中心、咨

询中心也有意为企业转行或建立数字图书馆出

谋划策，例如中国产业研究院，就在为企业投

资商业数字图书馆提供预测报告和实施规划。

该报告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前瞻性和适时性。

该报告根据互联网 + 数字图书馆行业的发展轨

迹及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互联网 + 数字图书馆

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审慎分析与预测，是

数字图书馆行业企业及投资企业准确了解互联

网 + 数字图书馆行业商业模式最新发展动态，把

握市场机会，做出正确经营决策和明确企业发

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该报告指出：目前，互

联网 + 数字图书馆行业的竞争，已经进入商业

模式竞争阶段。无论是互联网巨头在互联网 +
数字图书馆领域的投资布局、上市数字图书馆

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还是创业公司在互联网 +
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创业，无不着眼于投资项目

的商业模式创新。而在商业模式创新上做出成

就的企业，均得以迅速崛起，成为互联网 + 数

字图书馆行业领域的翘楚。该报告对中国互联

网 + 数字图书馆行业经济背景、关联产业背景

和技术背景进行了全面分析，比如在行业技术

背景分析中就涉及以下 4 个方面：①云计算技

术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②物联网技术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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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及未来趋势；③通信技术的发展现状及未来

趋势；④互联网相关技术对行业的影响总结等 [1]。

2.2  公益数字图书馆

公益数字图书馆是指在传统实体图书馆基

础上形成的，仍以公益无偿服务为主的公共数

字图书馆、高校数字图书馆、专业数字图书馆

及其他非商业性质的数字图书馆。图书馆不仅

仅是实体概念，而且是数字、网络、虚拟、移

动和泛在；数字图书馆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

义数字图书馆实际是就其技术而言的，广义数

字图书馆则涵盖了商业数字图书馆和公益数字

图书馆及其他各类型数字图书馆。从逻辑上

看，这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区分，狭义数字

图书馆是各类数字图书馆的技术内涵和基础，而

广义数字图书馆则是依据经营方式、目的、技

术标准不同而划分，这种划分显然是数字图书

馆概念的外延。

与其说公益数字图书馆与商业数字图书

馆相对应而存在，不如说商业数字图书馆是传

统图书馆职能的延伸，反过来，又由于商业数

据开发商对数字技术的成功应用，使商业数字

图书馆技术和资源成功对接并满足了传统图书

馆的需求，传统图书馆在购买商业数字图书馆

的知识产品和服务时，也购买或发展了自身所

需的数字技术和设备，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这几乎成了传统图书馆的必然选择。因此，从

数字技术市场化的视角看，公益数字图书馆的

发展是商业数字图书馆技术对图书馆市场渗透

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必然选择还是必然结果，事

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用

内生经济理论来分析，无论是商业数字图书馆

还是公益数字图书馆，都是数字图书馆技术和

知识溢出的具体表现，是网络经济中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反映。

2.3  其他数字图书馆

其他数字图书馆是指利用数字图书馆技术

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的一切数字图书馆。

因特网服务提供商 (Internet Server Provider, 
ISP) 是为用户提供因特网接入或信息服务的

公司和机构，前者又称为接入提供商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 IAP)，后者又称为因特网内容

提供商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从某种

意义上讲，IAP 是全世界数以亿计用户通往因

特网的必经之路；ICP 在因特网上发布综合的或

专门的信息，并通过收取广告费和用户注册使

用费来获得盈利。这些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中介

商，为各类数字图书馆提供了广泛便捷的经营

途径和方式。

目前，各类利用数字图书馆技术提供数字

资源服务的实体或虚拟机构，成份复杂，大小

不等，专业化、实用化、灵活化、市场化是其

主要特点。企业内部的数字图书馆则涉及内部

知识管理、商业机密、产品开发、市场预测、竞

争情报等非公开信息资源的内部交流，其发布

或保密什么信息，完全是企业自主行为，受知

识产权保护。

3  数字图书馆内生价值及其知识外      
   溢效应基本模型

数字图书馆已成为网络经济、网络知识组

织、网络信息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与互

联网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即分布式的，并不

是简单的地理布局，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数字

图书馆之间动态的实时布局。同时与商业数据

开发商、商业数字图书馆技术开发商、网络运

营商、出版中介等构成密切关系，根据内生增

长理论模型提供的内生变量内容，可以将数字

图书馆的内生变量概括为：①数字图书馆内生

知识增长；②数字图书馆内生人力资本；③数

字图书馆内生技术进步 3 个方面。据此建模并

进行实证分析。

3.1  建模

为便于实证分析，笔者将国内外数字图

书 馆 划 分 为 三 大 环 节 七 大 模 块。 三 大 环 节

是指数字图书馆开发、数字图书馆存储和数

字图书馆应用。七大模块是指：①国际数字

图书馆数据和数字技术开发；②国际数字图

书馆应用；③国内数字图书馆数据和数字技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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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④国内商业数字图书馆运营；⑤国

内政府和事业数字图书馆拨款和知识管理；    

⑥国内公益数字图书馆应用；⑦数字图书馆

用户跨国服务、有偿服务、无偿服务。数字

图书馆内生价值及其知识外溢效应基本模型

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图书馆内生价值及其知识外溢效应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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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本模型解读

笔者试图通过模型的构建将数字图书馆

内生增长及其知识溢出的途径显性化，如前所

述，该模型是由三大环节和七大模块构成的，无

论从上往下还是从左往右看，箭头所指方向便

是知识溢出的方向和途径。一个完整的知识溢

出过程包含知识溢出源、知识溢出途径和知识

溢出接受者 3 个要素，分别对应于数字图书馆

开发、存储、应用 3 个环节。

（1）知识溢出过程的第一个环节是国内外

数据和数字技术开发商产出的知识溢出源，通

过产品市场交易，内生技术进步将推动内生经

济增长。知识的溢出过程根据知识溢出源不同

又可以分为集群内的知识溢出和集群外的知识

溢出两种类型，其中集群内的知识溢出以技术

溢出为主，主要传递隐性知识，也包括一部分

显性知识；集群外的知识溢出则通常是知识产

品，以显性知识的溢出为主。

（2）第二个环节是国内外商业数字图书馆

的存储处理环节，是知识的吸收和转化过程，即

知识溢出的接收者将接受的溢出知识经过自己

的理解转换成自己内部知识的过程，通过有偿

服务获得内生经济增长。知识溢出通常流向公

益数字图书馆及其他用户。

（3）第三个环节是公共数字图书馆及各系

统数字图书馆知识的应用和再扩散过程，也就

是说知识溢出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如同知识资

本循环 [2] 在上一个环节中充当知识溢出接收者

的一方，在下一环节中则可以充当知识的溢出

者，将上一环节中吸收到的知识，经过自己加

工和转化，再次溢出，供其他组织或个人吸收

使用 [3]。这种知识加工和转化产生的内生增长

主要体现为经济效益还是体现为社会效益，则

取决于其经营模式是有偿服务还是无偿服务。

4  数字图书馆内生变量分析

4.1  数字图书馆内生知识增长

数字图书馆内生知识增长包括整体增长和

具体增长两个方面。

4.1.1  整体增长

在数字图书馆网络系统中，存在整体内生

知识增长现象：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特征，在知

识经济环境下，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某种服务的

过程中，会同时为第三方带来好处或损失 , 这种

附带形成的后果，第三方作为受益者不会支付

报酬，作为受害者也得不到补偿。此类受益或受

损，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都不由

发生作用的双方承担 , 所以是一种外部效应 [4]。

特别是对于商业数据开发商和商业数字图书馆

技术开发商来说，新投资的知识产品和技术具

有溢出效应 , 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

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 , 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

而提高生产率。因此，处于同行业的其他国内

外开发商或同领域、同系统的有关方面，都会

因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而受到启发，互相学习，增

长知识，提高数字图书馆系统或领域整体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1.2  具体增长

具体数字图书馆内生知识增长，包括显性

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增长：显性知识是明确可以

表达的知识，可以通过语言、书籍、文字、数

据库等编码方式被传播，容易被处理、传递和

储存。各数字图书馆可以通过引进网络版数据

库或更新自建数据库的方式跟踪显性知识的发

展，也可以将显性知识与原有知识体系融合，构

造新知识体系或单元，或针对已有显性知识开

发新应用途径，如纸本图书的数字化，特色数

据库建设，各种文件、图像、数据专辑制作，开

展文献传递、馆际互借、联合目录、联合采购

文献资源等活动，其内生价值是实现显性知识

共享。隐性知识通常是指那些很难被清晰地表

达的、高度个人化的、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知

识，包括经验、诀窍、观念、感觉等方面，因

而不能像显性知识一样通过网络和通讯技术自

由传递。具体数字图书馆可以通过出访参观学

习、培训、专题论坛、学术研讨、人才流动、合

作研发、非正式人际交往等方式进行，频繁接

触各地数字图书馆领域的专家和技术现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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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源不断的 “ 技术流 ”“ 信息流 ”“ 经验流 ”“ 知

识流 ” 等隐性知识的增长 [5]。

笔者认为：在数字图书馆的多媒体环境

下，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界限变得不那么清

晰，主要是因为通过音频、视频、图像、动画、文

字、数据以及跨地域、跨时空的即时链接，缩

短了人与人之间距离，促使知识的分类出现了

第三态，即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综合状态，各

类学术交流平台、咨询平台、检索平台、人机

对话、知识链接、临境技术、动画解析、学术

报告等多媒体实效，明显增加了隐性知识远距

传播的可能，同时也增加了研究与开发知识溢

出和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

4.2  数字图书馆内生人力资本

4.2.1  人力资本价值

在现今社会中人力资本是作为一种价值系

统而存在的，它也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不

断演变。它的外在表现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其

实质是以人为主导的社会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

式之一。人力资本价值是指维护人力资本再生

产所必要花费的一切费用，由显性人力资本和

隐性人力资本两部分构成，薪酬常被认为是衡

量人的价值和贡献大小的最准确的货币度量方

法，属于显性人力资本，然而，一些无法用货

币计量的人力资本信息，如人的能力、品格、工

作热情、职业声望、社会地位、事业心、创新

精神和对企业的忠诚度等，实际上也是人力资

本价值的重要内容，属于隐性的人力资本价值。

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和行业，无论是开

发、存储还是应用环节，数字图书馆领域集中

了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人才，他们主要

从事智力劳动，只有激发出这些智力劳动者的

隐性人力资本，才能创造出比显性人力资本更

高的价值。而隐性人力资本实际运用的程度取

决于对隐性人力资本价值和贡献的合理度量与

激励。其中，人力资本管理和激励机制，适用

于知识管理和知识资本管理。

4.2.2   知识资本管理

知识资本理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流派之

一，强调人在企业知识资本构成中的重要作

用，将知识区分为已编码知识和未编码知识。

已编码知识是企业现有知识资产，是显性知

识；而未编码知识则依附于企业员工个人而

存在，是隐性知识；从本质上看，隐性知识

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因此，激励员工将

个人的未编码知识转化为企业的编码知识，以

供组织和团队共享，是企业知识创新、技术

创新的关键，以人为本才能利用知识创造价

值。知识资本理论认为：知识资本＝人力资

源（ 未 编 码 知 识）+ 结 构 性 资 本（ 已 编 码 资

产和经营性资产） [6]

知识资本概念拓展了物质资本与非物质资

本的概念，揭示了企业和其他组织真正有价值

的东西，即以员工和组织的技能和知识为基础

的资产，这就为企业的经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知识管理就是基于自己拥有的创新成果取得最

大化的利益，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他人的

发明中充分受益的管理 [7]。由于知识资产是无

形资产，且具有巨大的 “ 溢出效应 ”，受益的

往往是投资开发该项无形资产以外的个人或组

织，所以法律对企业重要的知识资产实行知识

产权保护，以保障企业在开发这类知识产品时

得到足够的收益，才能促进企业内生价值的增

长。

4.2.3  政府决策和政策调控

政府在高新技术政策的调控和主导上，一

方面注重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也利用

知识和技术的 “ 溢出效应 ” 提高技术进步带来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从一个视角解释

了企业集群及其创新优势的形成和发展。这是

部分学者强调地理区域内互惠社会网络对于形

成有利于科技人员的相互交流、促进知识的溢

出和扩散的重要性的主要原因，如美国的硅谷

和中国各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网络环境下，对数字图书馆内生人力资本

分析，应注意到系统内部与外部知识溢出、技

术溢出对隐性人力资本价值的影响，数字图书

馆内生人力资本价值整体显然呈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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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字图书馆内生技术进步

4.3.1  内生增长的技术视角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

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

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

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被分成 3 种

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

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

长模型。这 3 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

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世界范围内便开始

掀起数字图书馆建设和开发的热潮，例如 1994 
年美国的 “ 数字图书馆创始计划 ” 和 1995 年

“ 数字式图书馆联盟计划 ”、1993 年英国的 “ 存

取创新计划 ”、2000 年法国的 “ 文化精品数字

化 ” 项目、新加坡的 “2000 年图书馆发展计划 ” 以

及 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 世界数字图书

馆 ” 项目和 2010 年的 “ 亚洲数字图书馆计划 ”[8]。

就技术进步而言，数字图书馆主要涉及数

字化技术、超大规模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多

媒体信息处理技术、信息压缩与传送技术、分

布式处理技术、安全保密技术、可靠性技术、数

据仓库与联机分析处理技术、信息抽取技术、数

据挖掘技术、基于内容的检索技术、自然语言

理解技术等，这些技术进步与互联网技术进步

和宏观调控有着密切关系。内生技术进步变量

与内生知识增长和内生人力资本原理类似。

4.3.2  国际数字图书馆研究视角

据文献和主题词统计分析，目前针对国际

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已形成九大知识族群：①信息

可视化、数据挖掘研究；②数据库与数据存储研

究；③用户研究与个性化服务；④信息服务与信

息管理研究；⑤信息检索等技术问题研究；⑥电

子出版与数字化问题研究；⑦学术、大学图书馆

与图书馆的管理工作等研究；⑧数字图书馆可用

性与评价问题研究；⑨移动图书馆研究。

国际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网络呈现出明显的

离散 – 紧密 – 离散的结构特征，在最近 15 年，数

字图书馆研究的知识网络变化幅度较大 —— 在

较快完成聚集的过程后，迅速达到成熟并逐步

开始细化，对知识个体的选择速度较快，生命

周期波动间隔时间较短。国际数字图书馆知识

生态系统的九大知识族群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知

识族群之间的交互培养性较强，族群地位较高

的知识族群之间协同性很强。各知识族群的迁

徙变化过程生动展示了知识的新陈代谢、交叉

渗透、知识生态等进化特征 [9]，反映了数字图

书馆内生技术进步及其知识溢出对社会各界的

广泛影响。

4.4  模型整体分析

4.4.1  模型整体

从模型整体看，数字图书馆网络是在国

内外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下的互联网系统工程之

一，隶属于网络经济，是由世界无数知识组织

链接成的知识联盟。就数字图书馆系统工程而

言，在网络环境下，知识重组、知识创新、知

识存储、知识传递等市场行为，只有在知识产

权保护下，才能确保知识产品和商品在交易

中，分别产生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也是发展知

识经济的基本前提。

从系统整体看，模型将数字图书馆网络划

分为：国际数字图书馆数据和数字技术开发，国

际数字图书馆应用，国内数字图书馆数据和数

字技术开发，国内商业数字图书馆运营，国内

政府和事业数字图书馆拨款和知识管理，国内

公益数字图书馆应用，数字图书馆用户跨国服

务、有偿服务、无偿服务等相对独立的七大模

块，这些模块通过互联网链接构成复杂的关

系，其实质联系是通过资金流、信息流、技术

流的市场交易完成知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交换

和互动。由此完成各系统模块的内生增长，产

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由于知识的外部特征

（共享性），这种知识交流互动和价值交换，会

在系统整体中产生连锁知识溢出效应，先后使

非交易各方获益。最终使用户群获益，实现社

会效益最大化。

4.4.2  模块之间的关系

从图 1 可知，每一个模块都是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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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内部结构，与其他模块

构成内外部关系，每一个具体的数字图书馆只

是宏观数字图书馆集群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

互联网中，具体的数字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是互

为信源和信宿关系。宏观数字图书馆网与用户

群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网络信息流、价值流、人

力资源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循环、积累和输

出、转移互动过程，并据此形成数字图书馆主

导下的网络知识外溢效应。

4.4.3  研究的意义

从推出互联网经济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

息技术的欧美国家来看，这种知识溢出效应是

符合其全球战略的，利用其领先的经济、技术、知

识优势，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渗透，以获取技

术和知识产生的收益，数字图书馆技术和资源

的输出显然也是服从于这一战略的。从内生增

长理论来看，发达国家具有数字技术和数字资

源开发的优势，通过知识产品和网络服务输

出，以产生知识经济效应，模型反映了资金流

总是流向国外开发商和商业数字图书馆一侧，在

国内则是公益数字图书馆资金流向数据开发商

和商业数字图书馆一侧。技术和知识输出方获

取了经济效益，利用知识可以重复使用的特点

不断地产生内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

识的溢出效应，欠发达国家也可以利用所学技

术和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从而缩

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认清

这一点，有助于各级政府在发展各类数字图书

馆时进行宏观决策和预测。

5  结语

在数字图书馆内生价值及其知识外溢效

应基本模型中，笔者将数字图书馆网络系统划

分为三大环节七大模块，并分析了其内生变量

与知识溢出的关系，认为每一个环节和模块与

其他环节和模块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互动关

系 —— 存在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的内外联

系，存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知识溢出的有

机联系，存在系统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互相

促进的关系，这正说明数字图书馆网络系统是

在全球互联网中生长着的有机整体，其知识外

溢具有全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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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与应用已经成

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知识创新

都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支撑，在 e-research、open 
access 的大背景下，科研工作呈现出资源数字

化、知识共享化、交流网络化、流程协同化等特

征。微软公司在《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

现》中指出人类科研活动正从传统的科研范式向

基于数据的科学发现的第四范式转变 [1]。同时随

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往往需要多个

领域和机构的合作才能完成，跨地区、跨领域、跨

机构的科研协同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

都使科研用户的信息需求发生了变化。

前沿科研人员对传统信息环境的依赖逐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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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降，通过开放网络获得信息逐步成为一种

科研习惯；科学数据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

高，也催生了科研人员保存和共享科研成果数

据以及过程数据的强烈需求；另外，科研人员

希望方便获得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希望自己

的研究成果尽快公之于众，亟待便捷的知识共

享和学术交流方式。

因此，面向科学家、创新团队、重点实验

室、课题组等科研群组，围绕科研流程，构建

提供知识资源、知识管理、知识共享、知识交

流和知识协同等知识服务的一体化科研知识环

境，实现虚拟科研环境、综合科技信息资源、用

户个性化知识资源和知识服务的综合集成，是

图书馆嵌入用户科研过程，提供知识化服务的

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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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科研流程的知识环境需求分析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提出了

以“科学问题提出——研究团队组织——研究课

题确定——科学探索开展——最终科技成果产

出”的科研生命周期 [2]。基于该科研生命周期，本

部分详细分析了科研人员在科研流程中的各种

科研需求，以及各种需求涉及到的对象。具体

包括：

（1）了解学科概况：科研人员需要了解所

在领域的研究基本情况，如领域的知名专家有

哪些，主要研究机构有哪几家，权威的专业期

刊和专业网站有哪些，常用的工具有哪些等。

涉及对象：人员、机构、专业期刊、专业

网站、专业工具。

（2）把握学科发展趋势：科研人员希望能

够跟踪领域研究的前沿和最新进展，从而把握

学科发展的趋势，用于调整自身科研目标，指

导科研实践。

涉及对象：前沿和进展信息。

（3）寻找项目机会：科研人员希望能够及

时获取项目申报的最新消息，以及申报指南、经

验等信息，同时希望了解领域内同行的项目情

况，寻求项目合作。

涉及对象：项目、人员、申报指南。

（4）查找科研资源：科研人员根据项目研

究需求，随时需要查询所需的文献、实验数据、图

片等各种科研资源。

涉及对象：文献、实验数据、图片。

（5）科研协同：科研人员希望同群组内部

进行文献共享、专题讨论等协作，同时希望和

外部科研人员进行方便的问题反馈和讨论。

涉及对象 : 人员、共享讨论。

（6）知识管理：科研人员希望能够把手头

的信息资料有效地组织管理起来。

涉及对象：信息资料。

（7）实验实践：大多数科学研究必须依托

相关的仪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才能完成。

涉及对象：仪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

（8）成果展示：科研人员通过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申请专利、申报评奖、产品等对科研

成果进行展示，以促进科研的有序进行核科技

成果的转化应用。

涉及对象：学术论文、专利、获奖情况、产品。

根据以上的分析，群组知识环境要嵌入科

研全流程，真正满足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需

要对各种知识信息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展示。

3  重要群组知识环境系统案例分析

群组知识环境的知识组织体系是实现群组

知识组织的方法与手段，是影响群组知识环境

知识服务实现方式与效果的关键。群组知识环

境建设体系主要包括知识来源、知识组织、知

识服务等层次，如图 1 所示：

图 1  群组知识环境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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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很多国家和机构都基于这样的建设

体系开展了群组知识环境的系统建设和项目研

究，在项目建设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下

文分析了国际上几个比较重要的群组知识环境

平台系统的知识组织体系。

3.1  VIVO
VIVO 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其他六家机构

利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划拨的 1220 万美元

联邦资金筹建的一个 Facebook 风格的专业社交

采统，以联系全美各地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

从传统科研刊物杂志上并不能了解哪些科学家

在做什么、兴趣是什么。通过这个网络，科研

人员可以看到网络中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的科

学研究。它是学术动态、科研专家、学术活

动、研究工具、仪器设备、学术机构等信息

的聚合。VIVO 系统科研本体的框架结构中比

较 重 要 的 类 有 科 研 主 体（agent）、 仪 器 设 备

（equipment）、学术活动（event）、信息资源

（information Resource）、科研项目（project），还

有一些辅助类，如学位（academic degree）、地

址（address）、职位（position），等等。VIVO
本体能够以科研主体为主线进行知识资源的有

序组织 [3]。

3.2  Mendeley
Mendeley 是一款免费的研究管理工具和科

研社交网络，拥有桌面版和网络版。在该站点

上，用户可以在学科领域内联系同行、探讨研

究趋势。Mendeley 桌面版能够帮助用户组织研

究论文集和引文 , 能够自动插入来自文件、书目

的参考文献，并能够从 RDF 文件中自动提取书

目数据、关键词、引文参考文献，将其转化为

一个可搜索的全文数据库；同时可以导入导出

BibTeX、RIS、EndNote XML 文件格式，并能

与 Zotero 和 CiteULike 等其他参考管理工具对

接。Mendeley 网络版可以让用户在任何地方利

用自己的研究论文数据库 , 在封闭群组中共享文

件，在网上进行研究项目合作，它像发散性学

术机构一样联系用户，轻松地进行最新研究趋

势统计 [4]。

Mendeley 除了对基本的科研主体进行资源

组织外，最具特色的是它提供了便捷的个人文

献管理功能，方便科研流程中知识管理。

3.3  Academia
Academia 是一个用户超过 160 万的群组知

识环境平台，提供相似研究兴趣的研究人员接

触平台，并依据机构、部门和研究领域进行分

组。研究人员可以在 Academia 上为其工作创建

一个网页，共享文件，通过 Facebook、LinkedIn
和 Gmail 搜寻同事和熟人，提供类似 Twitter 信

息更新的方式动态追踪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

用户还可以访问完整的文本、专业的邮件列表

和招聘信息，定制与他 / 她感兴趣的领域和期刊

( 超过 10 000 种 ) 有关的新闻快讯 [5]。

Academia 的特点包括：①用户在该网站注

册时，由用户本人填写相关研究主题；②提供

基于用户研究兴趣标签的 NewsFeed 服务；③

提供科研机构名称的智能化处理，当用户注

册时，系统智能化显示相关机构信息供用户选

择，确保机构名称的规范化与一致性。

4  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建设实践

4.1  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建设简介

根据中国科学院各研究群组的实际科研

需求，中国科学院面向课题组或者实验室，建

设 了 系 列 群 组 知 识 环 境 平 台（ 见 图 2）， 支

持学科群组根据科研需要融汇资源、集成服

务、组织知识和交流。在实践过程中，最重

要的环节是对课题组已有资源和相关知识的

组织与管理。研究群组的学科领域不同，组

织架构不同，所以不同研究群组的知识组织

方法有共同之处，又根据需求的不同而有各

自的独到之处。

4.2  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知识组织体系梳理

根据对科研人员科研活动各阶段科研需求

的分析，结合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平台建

设的经验，中科院群组知识环境的要素 / 核心概

念主要由科研主体、科研条件、科研活动、科

研产出以及其他概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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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建设情况（部分平台）

（1）科研主体：群组知识环境的主要服务

对象，包括科研人员、科研团队和机构等；

（2）科研条件：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的

基础科研条件，包括专业期刊、科技文献库、科

学数据库（集）、仪器设备、项目基金、专业

网站、常用工具等；

（3）科研活动：科研主体开展科学研究的

主要表现形式，也是科研用户为满足其科研需

求（研究实践、知识管理、科研协同、查找科

研资源、寻找项目机会、了解学科概况、把握

学科发展态势、成果展示等）开展的相关活动，包

括科研项目、学术会议、科学实验、调查、培训、讲

座等；

（4）科研产出：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形

式，既涵盖了正式出版物，也包括灰色文献，具

体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图书、学

术报告、科学数据、科技成果等；

（5）其他概念：主要指学科领域、地理位

置等统一的概念或分类。

以上是群组知识环境科研本体的核心类，这

些核心类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子类。通过类的定

义和对象属性的确定，来实现类与类之间相互

关系的建立。图 3 呈现了定义的类和属性，其

中椭圆表示类，连线表示属性。

通过建立知识组织体系，各群组知识环境

建立起基本的资源体系和信息体系，同时建立

起基本的平台模块，从而有效实现群组知识环

境平台的知识组织。

4.3  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知识组织特征

分析

4.3.1  利用机构知识库管理科研产出

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利用机构知识库

进行科研产出的组织和管理，方便产出数据的

及时更新，以及科研产出类属关系的建立。如

图 4 所示，在群组平台内部嵌入了中国科学院

机构知识库模块，直接利用机构知识库进行知

识组织，从而更好地把科研主体和科研产出组

织起来，其主要功能包括：科研主体和科研产

出之间关系的揭示，科研产出的分类，科研主

体与科研产出的统计分析，以及结果的检索和

更新等，从而使科研主体和科研产出成为群组

知识环境平台信息内容组织的特色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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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群组知识环境知识关系图

图 4  科研产出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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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利用资源与服务系统嵌入组织更多资源

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为可以把图书馆

的服务系统、RSS 新闻聚合组件等嵌入知识环

境系统中，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资源组织。在

群组知识环境平台信息资源组织的过程中，科

研活动的信息是需要不断进行加工的。图书馆

服务系统、RSS 新闻聚合组件等的嵌入，可以

解决人工成本高的问题，更方便快捷地实现知

识的组织和更新。

5  对群组知识环境建设知识组织方
法的建议

结合中国科学院群组知识环境平台建设的

经验，本文对群组知识环境的知识组织方法提

出如下建议：

5.1  强化科研过程知识管理功能

知识管理作为科研流程中重要一环在群

组知识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大多数群

组知识环境可以对机构和个人最终知识产出

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却对科研过程中的知

识缺乏有效的组织，Mendeley 将科研交流和

科研文献管理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对过程文

献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像这样对过程文献、过

程知识进行管理共享是群组知识环境发展的

重要方向。

5.2  加强开放资源、开放数据、开放工具的组织

在开放创新的知识社会背景下，开放资

源、开放数据、开放工具得到了迅速发展，越

来越多的知识可以在网络上开放共享，科研人

员不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科研过程中需要

的科研信息，同时也可以参与到科研信息的发

布和优化中，这些知识对于群组知识环境来说

是重要的部分，加强对这些开放信息的组织加

工是充实群组知识环境的重要方法。

5.3  加强增值型信息的组织

群组知识环境可以利用可视化手段对人与

人的交互关系、信息和信息之间的交互关系进

行形象化的揭示，可以集成科研评价推荐功能

对研究文献进行评价和智能推荐，也可以基于

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对该领域的研究趋

势进行一定的动态评估。

5.4  开发社交和移动功能

Mendeley 网络版提供文件组织与管理、科

研协作功能，支持基于位置搜索发现相关研

究 人 员 与 研 究 群 组。 同 时，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iPhone、iPad 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自己的

文献资料库，以支持移动性与同步性利用。

Mendeley 的发展演进体现了社交和移动特性，也

代表着未来群组知识环境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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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并购目前已然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

主要趋势。2015 年 11 月 6 日，阿里巴巴集团和

优酷土豆集团共同宣布，双方已就收购优酷土

豆股份签署并购协议，阿里巴巴将拿出大约 45
亿美元现金收购优酷土豆。阿里巴巴是一家电

子商务公司，优酷土豆是娱乐视频公司，阿里

巴巴收购与自己经营性质不同的优酷土豆的战

略意图是什么？

互联网上的公众媒体中存在着大量的公开

信息，基于公开信息源获取商业竞争情报成为

【学术探索】

基于实体关系的企业并购战略意图研究
◎ 廖建军 1,2,3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190
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 45001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针对竞争情报中企业战略情报的获取问题，提出一套自动高效的战略意图挖掘流

程，帮助企业更好的收集战略情报信息，提高战略意图挖掘的有效性。［方法 / 过程］引入实体关系抽取

技术探索获取企业战略情报的系统方案，以企业并购事件为例，应用关系抽取技术收集企业并购关系，采

用实体属性抽取技术揭示企业并购的战略意图，通过阿里巴巴集团的并购事件检验抽取系统的效果。［结

果 / 结论］该方案能够有效地从海量网络信息中自动抽取企业并购关系并挖掘出企业经营领域，通过可视

化地呈现揭示企业并购的战略意图，达到快速、自动地获取企业竞争情报的目的。 

关键词：实体关系  关系抽取  企业并购  战略意图  竞争情报

分类号：G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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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研究热点。在企业竞争情报中，用户最

关心的是竞争对手的战略规划情报，但这也是

最难获取到的。散布在互联网上的企业并购事

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的战略规划，因

此如果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网页中抽取企业并购

关系，将有助于企业更全面地剖析竞争对手的

战略意图，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然而，目前

的研究大多关注竞争情报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的

应用 [1-3]，鲜有通过企业并购研究竞争对手的战

略意图的研究。因此，从海量的新闻网页中抽

取出企业间的并购关系，揭示出竞争对手的战

略意图，对于企业竞争战略情报的获取具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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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意义。

2  企业并购

企 业 并 购（merger & acquisition）一 般 是

指一家企业用现金或者有价证券购买另一家企

业的股票或者资产，以增强企业本身的竞争优

势，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行为。企业并购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并购一般包括兼并和收

购，而广义的并购除了兼并和收购外，还包括

其他各种形式的资产重组。

2.1  企业并购与竞争情报

竞争情报界以研究企业并购著名的美国杨

百翰大学的 P.Dishman 博士曾多次公开强调：“企

业并购是一项竞争情报活动”[4]。我国著名情报

专家包昌火指出：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环境、竞

争对手与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 [5]。竞争情报

是一个过程，通过收集商业信息，识别和分析

竞争对手的能力、计划、意图、优点和缺点，转

化为情报以辅助商业决策。企业并购是企业发

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而竞争情报

对于决策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并购战略属于战略情报范畴，通常是

由企业高层制定，需要通过竞争情报手段对被

并购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确保企业并购的成功。

在做企业并购战略规划的竞争情报调查时，首

先要明确自身的并购需求，还要掌握被并购企

业的背景与历史、行业与企业的营销方式、制

造方式、财务资料、研究与发展计划等各种相

关的问题。因此，企业并购也是一项竞争情报

活动。竞争情报贯穿于企业并购前、并购中和

并购后的所有过程，通过竞争情报分析方法收

集、分析、筛选和评估潜在的并购目标，从而

为并购战略提供决策支持。

2.2  企业并购的战略意图

企业并购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双方的经营协

同效应、市场份额效应等优势，增强企业自身

的市场竞争力。这也充分体现了企业的发展战

略意图。G. Hamel 和 C. K. Prahalad 认为 [6] 战略

意图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梦想，它为企业

提供了动力，能够让企业迈上未来的成功之路。

简单来说，战略意图是企业长期发展想要实现

的愿景。获取竞争对手的情报最常使用的方法

是收集竞争对手的战略行动计划，包括产品研

发、新业务开发和企业并购等。显然，对于获

取竞争对手的企业并购战略来说，竞争对手的

企业并购实施就是最好的情报信息源。企业收

购关系是指一个企业收购另一个企业而形成的

关系。通常，企业收购关系反映了主导企业的

某些战略意图，因此对于竞争情报分析至关重

要。例如，2014 年 5 月，Google 收购了英国大

数据公司 Rangespan，这表明 Google 要通过大

数据技术强化其电子商务业务的战略。

企业并购的过程和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企业战略动态、市场经营倾向等信息。

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取其竞争对手的企业并购

关系信息，对了解竞争对手的经营发展战略，达

到知己知彼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无疑大有裨益。

本文依据企业并购的经营协同效应、市场份额

效应，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实体关系抽取的方

法从侧面揭示出企业的发展战略意图。

3  实体关系抽取

依靠人工收集竞争情报的方法不再适用于

体量激增的公开信息源，迫切需要智能化的信

息收集方法。信息抽取技术应景而生，其目标

是抽取文本中的重要信息并结构化存储，以便

进一步组织、加工和利用。实体关系抽取是信

息抽取中的核心任务，其任务是抽取文本中命

名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雇佣关系、家庭关系

和合作关系等。实体关系抽取被广泛应用于语义

检索、智能问答、机器阅读等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命名实体是在第六届消息理解大会（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MUC6）上提出的，其

目标是识别文本中的具体实体，例如人名、地

点、组织机构、时间、数值等 [7]。美国国家标

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在 2008 年自动内容抽

取（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ACE) 评测方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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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义了 7 种实体关系类型和 18 种子类型。

O. Etzioni 等 [9] 将实体关系抽取的方法分为

3 类：基于规则的方法、有监督的方法和无监督

的方法。

基于规则的方法就是预先定义实体间关系

的规则结构，通过模式匹配抽取出实体关系。   

C. Aone 等 [10] 通过分析文本的内容特征，请领

域专家编写实体关系的规则描述，从而抽取实

体间的关系。K. Humphreys 等 [11] 首先对文本进

行大量的关系规则分析，从中挑选出不会产生

错误关系的规则来抽取实体关系。基于规则的

方法要求编写规则的人对领域的知识有深入的

了解，其优点是抽取速度快，准确率高；缺点

是需要人工参与规则的编写，不相关领域难以

移植。

有监督的方法是通过机器学习培训人工标

注过的语料，训练模型来识别新文本中的实体

关系。用于培训语料的机器学习方法有基于核

函数方法 [12-13]、逻辑回归方法 [14]、增强解析方

法 [15] 以及条件随机场方法 [15-16]，通过这些方法

能够以有监督的方式解决关系抽取的问题。该

方法的缺点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标注

语料，优点是只要有足够的培训语料就能够很

好地适应其他领域。

无监督的方法就是通过领域独立的抽取模

式自动地发现和标注自己的语料。KnowItAll[17]

是第一个使用无监督方法的信息抽取系统，能

够大规模地、领域独立地抽取 Web 页面中的关

系，他使用一组通用的模式来自动实例化特定

的关系抽取规则。M. Banko 等 [18] 引入了 Open 
IE 范 式，提 出 开 放 式 关 系 抽 取（open relation 
extraction，ORE）的 概 念，开 发 了 TextRunner
系统，利用启发式规则在宾州树库中自动构建

规则，实现大规模的关系抽取。O. Etzioni 等 [19]

根据动词短语识别关系的规则设计了 ReVerb 系

统，优先识别关系，然后抽取出该关系的左右

实体。L.D. Corro 等 [20] 提出了 ClausIE 系统，用

依存语法解析器解析句子，实现关系抽取。无

监督的方法优点在于不需要预先定义实体关系

的类型或规则，从而方便跨领域的算法移植；缺

点在于该方法的抽取结果很依赖于语料库的质

量，并且会出现无实际意义的抽取结果。

由于互联网上存在大量的企业并购新闻，需

要及时地获取和处理，为了免于人工语义标注

和培训语料，同时便于研究领域的移植，本文

决定采用无监督的方法抽取企业并购的实体关

系。即以动词为主控词，通过 Stanford 依存语

法解析抽取中文句子中的动词关系，再找到动

词关系的主语实体和宾语实体，实现实体关系

抽取。

4  基于实体关系获取企业并购战略
情报

商业信息中的企业并购关系描述了企业实

体之间由于收购、兼并等活动而形成的相互联

系。企业并购关系是一种浅层的知识，通过企

业并购关系可以从侧面了解企业的某些事实信

息。当将相关的企业并购关系组织起来，形成

一个关联网络时，企业并购信息就会转化为一

种有用的竞争情报，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支

持。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基于实体关系抽

取技术，并以互联网上国内的企业并购关系为

例，设计具体的实体关系抽取方案以获取企业

的战略情报。

4.1  企业并购关系抽取

企业并购关系的抽取实质是抽取企业实体

之间的收购关系。企业并购关系可用关系三元

组 <Company1，Verb，Company2> 表 示， 其

中 Company 1 是 并 购 关 系 的 施 动 者 即 收 购 企

业，Verb 是 并 购 关 系 的 同 义 动 词，如“ 兼 并”            
“收购” “购买”等，Company2 是并购关系的受

动者，即被收购企业。例如句子“联想宣布以

29 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可以从中抽取

出企业“联想” 和 “摩托罗拉移动” 之间的并购关

系 < 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本文采用

StanfordParser实现对中文句子的依存语法解析。

StanfordParser 是斯坦福自然语言处理小组提供

的依存语法解析工具，能够分析句子的语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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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支持英语、中文、德语、法语、阿拉伯语

等语言。

将 前 面 的 中 文 例 句 经 过 StanfordParser 解

析后产生依存关系有 :nsubj( 宣布 -2, 联想 -1), 
root(ROOT-0, 宣 布 -2), prep( 收 购 -6, 以 -3), 
nummod( 美元 -5, 29 亿 -4), pobj( 以 -3, 美元 -5), 
ccomp( 宣布 -2, 收购 -6), nn( 移动 -8, 摩托罗拉 -7), 
dobj( 收购 -6, 移动 -8), xsubj( 收购 -6, 联想 -1)。
为了直观显示句子中各词语之间的依存关系，画

出语法依赖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一条企业并购中文句子的依存解析实例

可以看到主控词动词有两个：“宣布”和“收

购”，“宣布”只有一个主语关系“nsubj- 联想”，没

有宾语关系；“收购”既有主语关系“xsubj- 联想”，又

有宾语关系“dobj- 移动”，所以得到一个关系为

< 联想，收购，移动 >。但这显然还未完成，“移

动”并不等于“摩托罗拉移动”。所以还要考虑名

词之间的强修饰关系“nn- 摩托罗拉”，得到最终

的关系抽取结果 < 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
4.2  企业属性关系抽取

从企业并购关系 < 联想，收购，摩托罗拉

移动 > 中可以得到一个事实“联想收购了摩托罗

拉移动”，但意图是什么？还不是很明了。经过

对企业本身的属性研究，企业并购的战略意图

可以通过企业所并购公司的经营范围来揭示。

例如，摩托罗拉移动的经营范围是智能手机，因

此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的战略意图是要近一步加强在智能手机方面的

竞争能力。为了进一步挖掘企业并购的战略意

图，还需要将被并购企业的经营范围或服务领

域找出来，为此本文将被并购企业进行实体链

接到百度百科中的词条信息。这样做有两个好

处，一是验证所抽取到的被并购企业是否是真

实存在的企业实体；二是获取到该企业实体的

经营范围属性信息。

百度百科 [21] 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网络

百科全书，旨在创造一个涵盖所有领域知识，服

务所有互联网用户的中文知识性百科全书。但

是百度百科还没有开放免费的 API，不支持后台

直接查询词条信息，只能在前台依靠模式匹配

的方法将企业词条信息框中的“经营范围”提取

出来，如图 2 所示：

图 2  百度百科的信息框属性

首先，通过编程模拟 URL 查询百科的词

条搜索，定位到该企业的详细页面，然后用

HTMLParser 工具抓取该网页到本地并解析成

DOM 树，最后通过遍历该页面的 DOM 树获取

到经营范围的值“智能手机”。在实际的抽取当

中，有的词条信息框并没有“经营范围”属性，可

以考虑近义的信息属性项，如“所属行业”“服务

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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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并购关系抽取技术架构

根据以上的企业并购关系和属性关系的抽

取策略，基于垂直搜索和实体关系抽取技术，构

建了企业并购关系战略意图揭示系统，其技术

架构主要分为数据准备、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

息抽取和意图揭示 5 层，如图 3 所示：

 
图 3  网络监督情报预警系统技术架构

4.3.1  数据准备

利用百度的网站垂直搜索功能，从新浪科

技新闻频道检索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新闻，再从

结果列表中模式匹配出新闻的 URL 以备用。由

于后期需要从百度百科中匹配出企业实体的经

营领域，该阶段也需要实现对相关词条的检索。

4.3.2  信息采集

用网页抓取工具加载数据准备阶段解析出的

相关新闻URL列表，提取相关网页的HTML文本。

4.3.3  信息处理

主要完成对抓取到的网页进行清洗加工的

任务。包括：①正文抽取是抽取文章中的正文

内容，过滤掉与新闻报道正文不相干的噪音信

息，如超链接、评论等；②句子拆分即将整篇

文章拆分成一个个的句子；③特征提取即根据

研究主题提取有特征的词语，如并购、兼并、收

购等；④候选句子即通过特征词将所需要抽取

的主题句子筛选出来。

4.3.4  信息抽取

主要抽取企业实体之间的并购关系。包

括：①中文分词即将主题句进行中文分词，便

于进行自然语言处理；②词性标注即标注句

子 中 每 个 词 语 的 词 性；③ 依 存 解 析 即 通 过

StanfordParser 对主题句进行依存句法解析，得

到各个词语之间的依存关系；④关系抽取，根

据动词关系抽取企业实体之间的并购关系，再

根据被并购的企业实体，通过信息采集的信息

抓取功能，获取百度百科中的经营属性关系。

4.3.5  意图揭示

通过并购关系和经营关系，为企业提供经

过总结的有针对性的竞争情报分析报告，经过

Echarts 可视化工具呈现，达到辅助决策的目的。

5  系统实现

本企业并购情报收集系统框架采用 MVC
设计模式实现三层体系结构：①客户端用户界

面 使 用 Jsp+Echarts 技 术，实 现 战 略 意 图 的 可

视化呈现；②应用服务器端以 Tomcat+Spring 
Framework 作软件支持平台，使用 java 编程语

言实现系统的情报采集、关系抽取和属性挖掘

等功能；③数据库服务器端采用 MySQL 5.7，它

不仅具有数据仓库功能，而且支持 json，能够

实现对关系三元组数据的存储和集成。

5.1  抽取并购关系

实验的数据集采用百度搜索采集，通过

百度的网站搜索功能检索新浪科技频道的新

闻，检索词式为“阿里巴巴 + 收购”，得到 1200
篇相关报道的网址。用本系统加载网址抓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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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抽取正文，提取有“收购”“并购”“兼并”“购

买”等动词特征的候选句子 1066 句，然后利用

StanfordParser 解析这些句子从而提取企业并购

关系。再从得到的关系集中去除主语不含“阿里”的
关系以及含有“或将”“欲”“疑”等词的不确定并购

关系。将这些关系的宾语链接到百度百科进行

实体识别，并挖掘其所对应的“经营范围或服务

范围”属性，形成新的企业属性关系。最后将抽

取的并购关系和属性按 json 格式输出成节点和

关系数据集，如图 4 所示：

图 4  企业并购实体关系抽取结果

从图 4 中可以看到有空值，这是因为从百

度百科中挖掘不出相应的经营范围属性值，这

时需要人工添加补足。同时还要处理很多重复

的关系，最后余下 24 条企业并购关系和 24 条

属性关系。

根据互联网行业分类将“经营范围”进一步

规范为相应的行业领域，得到被并购企业的行

业领域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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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并购企业所属领域统计

并购企业 经营范围 所属领域 并购数目（个）

翰海源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销售 软件开发 7

优视科技 移动互联网软件技术及应用服务提供商 软件开发

友盟 移动开发者服务平台 软件开发

擎天科技 软件 软件开发

粤科 票务电影行业软件 软件开发

Auctiva 营销管理工具软件 软件开发

PHOWind 通用型论坛程序 软件开发

优酷土豆 网络视频 娱乐传媒 5

文化中国 文化传媒 娱乐传媒

虾米网 与众不同的音乐分享平台 娱乐传媒

恒大足球 职业足球 娱乐传媒

南华早报 英文报纸 娱乐传媒

口碑网 评论分享、消费指南 信息聚合 4

新浪微博 网络信息服务 信息聚合

Zulily 母婴用品团购 信息聚合

CNZZ 中国互联网最影响力流量统计网站 信息聚合

酷盘 网盘文件管理及备份 云计算 2

Vendio SaaS（软件即服务）提供商 云计算

雅虎 因特网导航服务的网站 信息搜索 1

天宇朗通 手机专业销售服务 手机通讯 1

一达通 物流企业服务 物流 1

高德 移动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 1

365 翻译 笔译口译听译本地化定制服务 教育服务 1

天弘基金 基金 / 证券 / 期货 / 投资 金融 1

5.2  战略意图揭示

本系统实现了根据关系抽取和属性挖掘处

理后的结果生成可视化报告，以便进行战略意

图分析。如图 5 能够很好地揭示阿里巴巴收购

企业公司的意图。其中，粉色的球点为被收购

的企业，绿色球点为被收购企业的经营范围，红

色球点为被收购企业的行业领域。可以看出，软

件开发、娱乐传媒和信息聚合是阿里巴巴收购

的重点行业领域，其次是云计算、信息搜索、教

育服务、金融等行业。

再将阿里巴巴所并购企业的行业领域用饼图

呈现，得到如图 6 所示的企业并购领域分析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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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企业并购战略意图揭示

图 6  企业并购领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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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阿里巴巴的战略意图大体可以

分为 3 个目标：

（1）构建多元化电商业务生态体系。从

并购企业的所属行业领域来看，为了实现成为

全世界最大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的整体战略愿

景，阿里巴巴并购了其核心业务发展所需要的

10 个相关领域，包括软件开发、娱乐传媒、信

息聚合、物流及金融等，意在将阿里巴巴的影

响延伸到每个用户。通过多元化的并购，既可

以进行技术整合，又能够通过垄断市场入口建

立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电商业务生态体系。

（2）打造大数据分析云平台服务能力。

在大数据战略上，阿里巴巴收购了 7 家能够进

行大数据分析的软件开发公司和 2 家云计算公

司，以数据为中心，通过对用户商业核心数据

和行为数据的挖掘，找到战略投资方向，进而

形成涵盖用户日常生活、商业、社交、学习等

领域的数据收集和汇总的生态体系，最终以阿

里云平台为承接平台，建立起围绕用户多方面

需求的电商业务生态圈。

（3）跨界布局 O2O 商业模式。阿里巴巴

转变其纯电商的思维方式，通过跨界收购优酷

土豆视频网站、信息聚合和娱乐传媒等 O2O 平

台，既可以吸纳互联网用户流量，也可以收集

丰富的用户行为数据资源，同时，利用大数据

挖掘用户行为数据可以为投放商业广告奠定基

础。O2O 即 Online to Offline，是指让互联网成

为线下交易的平台。阿里巴巴发展 O2O 商业模

式一方面可以辅助支撑电商平台，另一方面更

是为了拓展全新的盈利模式，保证其核心竞争。

6  结语

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为了寻求长期发

展，多元化经营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

略。阿里巴巴集团作为一家日益壮大的电子商

务公司，通过企业并购发展战略，实现多元化

的互联网 O2O 商业模式。本文通过从海量信息

中自动获取、挖掘阿里巴巴收购的情报信息，揭

示其进行企业并购的战略意图，为我国企业的

竞争情报收集方法提供借鉴。该方法可以解决

以往情报服务中只注重实体术语，而忽视实体

间关系的不足，将竞争情报分析从传统的自动

分类、主题挖掘等分析方法深入到语义挖掘层

面，围绕实体之间的关系自动获取战略情报信

息，并提供战略意图的可视化呈现，方便企业

情报部门快速获取竞争情报。

当然该系统方案不可避免地存在需要进

一步完善的方面。例如，企业实体及其属性的

抽取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其表达方式多

样、规律性差，还需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可

以增加对于时间和收购金额的抽取，丰富企业

并购的语义信息。还可以建立完善的领域知识

库，如规范的企业机构及其属性信息，能为实

体的一致化处理提供完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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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逐渐意识到

技术创新本身固有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

技术机会分析的战略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组织专家小组，掌握

产业的技术发展现状，力求找到技术突破口。

随着技术的不断增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技术

创新型产业逐步取代，耗费人力及时间的专家

讨论已经不能满足创新周期逐步缩短的产业布

【学术探索】

基于专利新颖性研发组合标识图的技术机
会分析
     ——以溶栓药领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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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识别新颖专利代替由一组关键词代表的专利空白，改善技术机会识别过于主观

的缺陷。[ 方法 / 过程 ] 利用一种基于系统流程的定量方法识别专利的新颖程度。通过基于密度的局部离

群点（DLOF）算法识别出新颖专利，利用技术范围指标与同类专利数量指标构建研发组合标识图。[ 结

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专利的新颖性研发组合标识图可以准确地识别出新颖专利，为技术研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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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1]。因此，企业领导者希望通过技术机会分

析发现潜在的技术机会，节约生产成本及时间

创造更多价值。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文本挖掘

的专利分析可以用来分析技术机会 [2]，客观的

识别出企业的技术发展点。

基于专利的技术机会分析具体是指利用一

系列技术以及大规模数据集对专利信息进行挖

掘，发现新技术及预测其市场前景，偏重于技

术预测和预见。由于专利信息包含技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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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技术，对专利信息进行分析可以为技术

机会提供支持。技术机会分析的结果可以利用

图形、表格、曲线图等形式的专利地图表示，

使结果更加简洁、直观 [3]。目前已有诸多研究

将文本挖掘与数据降维等数据挖掘方法相结合，

对专利进行技术机会分析。同时，专利空白地

图 [4]、专利空缺地图 [5]、基于生成式拓扑映射的

专利地图及语义专利地图 [6] 等方法都被用来进

行技术机会的识别。虽然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

度对技术机会的识别进行研究，但仍不够精确。

现阶段的研究多是将高维的专利数据根据其技

术之间的相似性实现数据降维，使其显示在一

个二维专利地图中。专利地图中的空白点被解

释为潜在技术机会，空白点的密度越低，则潜

在的技术机会就越大。这样的研究虽然可以节

省人工操作的时间，但在实践中分析大量的非

结构化数据时依然存在弊端。目前关于专利地

图的研究侧重于可视化的方法 [7]，其中最主要

的是主成分分析（PCA）与自组织映射（SOM）

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8] 是通过线性旋转变换寻

找方差最大的方向作为坐标轴方向，舍弃方差

较小的维度实现降维，但是舍弃的变量中所包

含的有价值的信息并没有被考虑在内。自组织

映射 [9] 方法可以实现向量的非线性映射和聚类，

在二维平面上进行专利数据的预测，具有良好

的效果。但其认为相邻输入向量彼此无关，未

考虑到专利信息是一个时间序列，相邻时刻的

数据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采用自组织

映射方法处理专利问题会丢失很多信息。关于

技术机会分析，最新的研究应用生成式拓扑映

射 [10] 识别专利空白点，利用逆映射保持原拓扑

关系不变生成专利地图识别出一种由关键词组

成的关键词串，这组关键词串是否有意义以及

判断专利空白的阈值都是依赖专家小组的意见，

使结果过于主观 [11]。由于专利空白评估存在一

定程度的主观性，因此对潜在技术机会的评价

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目前尚缺乏衡量专利新

颖程度的客观指标。

鉴于以上存在的弊端，利用一种改进的方

法识别和评价技术机会是必要的。本文基于系

统流程与定量的方法识别出新型专利，取代之

前的一组代表专利的关键词的专利空白，使潜

在技术机会的识别更加精确。所提出的方法的

核心是文本挖掘与局部异常因子，利用文本挖

掘的方法提取专利关键词之后采用局部异常因

子衡量一个数据集合的新颖程度。与现阶段的

以知识流动 [12] 与知识链接 [13] 为基础进行技术

预测的方法不同，是以关键词使用的相似程度

即专利信息的新颖程度为衡量指标。区别于现

有研究，应用技术范围指标取代被引频次指标，

与同类专利数量指标构建二维研发组合标识图，

使专利标识图简洁精确的同时更加适用于分析

中文文本的专利信息。

2  新颖专利研发组合标识图的构建

2.1  构建专利矩阵

传统的专利矩阵，将一个系统分解为几个

相互排斥且完全穷尽的二维矩阵。这种方法允

许系统对各维度进行单独处理，汇总后形成对

整个数据的分析。本文对专利的文本信息进行

挖掘，将专利的签发日期、专利号以及专利关

键词所构建的以关键词（S11，…，Snn）为横轴、

专利号（P1，…，Pn）为纵轴的专利矩阵作为局

部离群点检测的输入值。表 1 中列举的专利矩

阵中，签发日期与专利号用文本形式表示，而

关键词向量则用二进制值表示，“1”代表该专利

与列出的关键词相关，而“0”则意味着不相关。

表一中，P5 是在 YMD5 发表的，在 D1 的维度具

有 S1i 关键词，D2 有 S21 关键词。具体形态如表

1 所示：

2.2  识别新颖专利

基于密度的局部异常挖掘算法不再把异常

看做是一种二元属性 ( 只有异常与非异常的区别

)，而是用局部异常因子 LOF 来表示对象的异常

程度。对象 p 的局部异常因子反映了该对象的

异常程度，局部异常因子 LOFk(p) 越大，则该对

象是异常数据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该对象

是异常数据的可能性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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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利矩阵示例

专利号 公布日期
D1 D2 … Dn

S11    … S1i S21      … S2j Sn1      … Snm

P1 YMD1 1   … 0 0    … 0 0    … 0
P2 YMD2 1   … 0 1    … 0 0    … 0
P3 YMD3 1   … 0 0    … 0 0    … 0
P4 YMD4 0   … 0 1    … 1 1    … 0
P5 YMD5 0   … 1 1    … 0 0    … 0
P6 YMD6 0   … 0 0    … 0 0    … 1
P7 YMD7 0   … 0 0    … 0 0    … 1
P8 YMD8 0   … 0 1　  … 1 1    … 1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利用基于密度的局部异

常因子（LOF) 评估专利的异常程度，以实现

定量结果的客观解释。该方法可以在过滤异常

值的基础上检测任意形状的自然聚类。某一点

的局部异常值通过该点与周围各点的平均密度

比值得到。具体计算分为 4 个步骤：①对象 p
的 k- 距 离 (k-distance(p) 为 p 与 其 近 邻 k 的 欧

几里得距离，其中 k 值被定义为参数聚类的最

小距离；②将 q 定义为 p 的可达距离，表示为

reachDistk(p,q)，通过 max{d(p,q), k-distance(p)}
得到，d(p,q) 即 p 与 q 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

③ Nk(p) 定义为 p 的 k 近邻点的集合，以密度

为基础的可达距离表示为 lrdk(p)，如公式（1）
所示；④ p 对其周围对象 k 的 LOF 值如公式（2）
所示。

 
                  （1）

                          （2）

评估专利新颖程度的过程主要分为两步：

（1）LOF 的计算。假设 PSj 被定义为一组

j 年发布的专利，其中每个专利在形态学矩阵

中都由关键词向量表示（S11，S12，…Snm）。

对于专利 Pi，我们将计算出的 LOFj（Pi）定义

为专利 Pi 的局部异常值。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

中，k 值被定义为专利的数量，如大多数形态

结构专利数据一样，将 k 值定义为专利数量。

通过确定合适的 k 值，可以计算出所有专利的

LOF 值。  
（2）LOF 的标准化。通过 LOF 值我们可

以分析出某年度专利的新颖程度。但由于某一

专利的 LOF 值在不同年份存在差异，随着时间

推移，LOF 值的变化较难掌握。即使某专利在

不同的两年中 LOF 的值相同，其新专利也会因

不同专利集合而有所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我

们引入核密度估计的方法使 LOF 的值标准化。

核密度估计是从离散样本中确定概率分布函数

的非参数估计方法。J 年发表专利的概率分布函

数定义为 fj(LOF)，通过核密度估计计算，如公

式（3）所示：

                （3）

对 于 LOFj(Pi)，当 i=1,…,n 时 为 样 本 点，

n(PSj) 是专利的数量，K 为高斯核函数，h 为平

滑因子，计算出的 Rj(Pi) 为每个 LOFj(Pi) 的相对

新颖率，如公式（4）所示：

 

            （4）

相对新颖率 Rj(Pi) 与 j 年公布的专利 Pi 相比

LOF 值较低，因此我们可以将 Pi 作为 Rj（Pi）

新专利的扩大值。其允许对某一年专利的 LOF
值进行比较以及对特定的专利新颖性进行动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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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构建新颖专利研发组合标识图

在识别出新颖专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专

利技术范围与同类专利数量这两个指标，综合

分析并识别专利技术机会。现阶段的研究应用

专利被引频次评估技术机会，认为专利的被引

频次越高，该专利拥有的技术与经济影响力就

越大，但专利的审批与专利发布之间存在时间

差。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较早公开的专利与

新专利的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间的制

约，因此本文应用技术范围这一指标替换专利

被引频次这一维度。专利技术范围是指某一专

利的分类号的数量及范围，每个专利除去其拥

有的主分类号，其分类号数量越多说明该技术

覆盖的范围越广，影响力也越大。而随着知识

产权保护的发展，专利侵权出现的频率逐年上

升，所带来的经济赔偿也逐年提高。受收益率

与专利价值的制约，同类专利的数量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明专利的可效仿程度，同类专利数量

越少，该专利可效仿程度越高。基于这些因素，

新颖专利研发组合标识图的构建以技术范围与

同族专利的数量为评价指标。

3  实证研究——以溶栓药领域为例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外周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美国，60 
岁以上的人群中有多达 5% 的男性和 2.5% 的女

性患者存在间歇性跛行症状。溶栓药、抗血小板

药是降低心脑血管病发生几率的有效药物 [14]。

医药相关企业着力于研制新型、高效溶栓药物，

因此，在该领域识别出新的技术机会是必要的。

3.1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
的中国专利数据库，检索截止到 2015 年 11 月

15 日溶栓药领域的全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专利。共获得 561 个相关专利族，去重后利用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建立包含标题、申请人、

地址、公布日期、公开号等条目的专利数据库，

并基于专利号、公布日期与摘要构建专利矩阵。

3.2  构建专利矩阵

利 用 文 本 挖 掘 软 件 TextAnalysis 2.1 基 于

TF-IDF 指数发现描述溶栓药物特征的 8 个维度

的 25 个重要关键词，再进一步通过 Salton 索尔

顿海指数找到关键词的共现关系，使关键词的

确定更加精确高效。

溶栓药领域的 8 个维度分别为：制备方法、

医疗器械、作用部位、中药组合物、医药组合物、

治疗方法、基因表达与生物制药。具体矩阵见

表 2、表 3。

表 2  溶栓药物的专利矩阵结构

维度 具体描述 关键词

制备方法（D1） 提取（S11） 丹参、三七 …
纤溶酶（S12） 突变、赖氨酸 …
重组（S13） 蛋白、DNA 序列 …

医疗器械（D2） 导管（S21） 逆向溶栓、药物注射 …
超声（S22） 破菌处理、空化效应 …

作用部位（D3） 腔静脉（S31） 闭塞、抗凝 …
深静脉（S32） 融合蛋白、脂质体 …

中药组合物（D4） 成分组合（S41） 田七、川穹、丹参 …
生物制药（D5） 融合蛋白（S51） 凝胶层析、亲和层析 …

蛋白质药物（S52） 人组织型、大肠杆菌 …
治疗方法（D6） 渗透能力（S61） 超声、无空化 …

支架（S62） 疏水、水解 …
ELISA(S63) 检测、溶栓素蛋白 …

基因表达（D7） 载体（S71） 重组、重组菌 …
溶栓酶（S72） 沙蚕激酶、表达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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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溶栓药物的专利矩阵

专利号 公开日期
制备方法 … 基因表达

提取 纤溶酶 配方 … 载体 溶栓酶

CN1037275 19891122 0 0 1 … 0 0

CN1037345 19891122 0 1 0 … 0 0

CN1053007 19910717 0 0 1 … 0 0

… … … … … … … …

CN105012381A 20151104 0 0 1 … 0 0

CN105039377A 20151111 0 0 0 … 1 1

CN105072914A 20151118 0 0 0 … 0 0

3.3  识别新颖专利

通过专家讨论确定主要专利的数量后，k 值

的确定分为两个步骤，首先通过计算确定多数

专利的数量，然后测量专利矩阵中关键字向量

之间的余弦相似性，帮助专家判断具体的 k 值。

余弦相似度被认为是计算两个非结构化文档之

间相似度的最常用指标，计算方法如公示（5）
所示：

                                     （5）  
A 与 B 即代表文档中的关键词向量。相似

性的范围定义为 0 至 1，两个文件相似性越高，

则值也越大。通过计算最终确定 k 的值为 10，
通过 Metlab 计算 LOF 值及标准化的 LOF 值，

得出每个专利的新颖程度评估数值，部分专利

相对新颖程度如表 4 所示：

表 4  部分溶栓药物的专利新颖程度

专利号 公开日期
专利新颖程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CN1037275 19891122 0.0451 0.0333 0.0046 0.0021 0.0046 0.0083

CN1037345 19891122 0.0394 0.0474 0.0342 0.0659 0.0097 0.0057

CN1053007 19910717 0.0392 0.0213 0.0237 0.0096 0.0073 0.0049

… … … … … … … …

CN105012381A 20151104 – – – – – 0.3836

CN105039377A 20151111 – – – – – 0.2453

CN105072914A 20151118 – – – – – 0.5352

3.4  新颖专利研发组合标识 
排名前 5% 的专利研发组合标识图如图 1

所示，根据专利矩阵的信息将专利用圆圈表

示，圆圈的大小表示专利的重要程度。横轴与

纵轴的分类线分别为专利技术范围与同类专利

数量经过标准化计算后的平均值。专利应用数

量的高低也决定了专利影响力的大小，而专利

的价值及潜在价值需要通过调查确定。通过本

文所构建的方法识别出专利 CN102311396A 与

CN102210666A 为溶栓药领域的技术机会。吡

嗪类衍生物的抗氧化作用和溶栓作用，制备治

疗由于自由基过量产生或血栓引起的心、脑

血管系统疾病以及退行性老化疾病等的新型

药物。丹酚酸 A 可用于制备促进血或血浆中



281

CAMP 含量升高的药物 , 制备抑制血小板中磷

酸二酯酶活性的药物，特别是可用于制备预防

或治疗溶栓、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或冠脉搭桥

术等原因引起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药物。

相关研发企业可就以上两个专利相关技术进行

重点研发。

本文所构建的新颖专利研发组合标识图是

对特定时间内某一横截面的评价，识别出的结

果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如果特定的技

术潜在机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则其在标识图中

的信息需要被移除。虽然专利研发组合标识图

的结构是不固定的，但初始的专利矩阵建立后

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我们只需要将新生产出的

专利信息加入到矩阵中即可。

图 1  新颖专利研发组合标识图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系统流程与科学方法提出了一

种利用识别新颖专利进行技术机会识别的方法：

通过确定异常专利，而不是由一组关键词组成

的专利关键词新组合，使技术机会的识别更加精

确。另外，专利新颖程度可以通过量化指标进行

比较，使结果更加客观。技术机会分析战略被认

为是新兴技术生成竞争情报的有效手段 [15]。本文

基于定量数据与系统流程提出了一种技术机会

识别的方法，将基于密度的局部离群点（LOF）
的应用领域从过程控制、故障检测扩展为通过

文本挖掘技术对新型专利信息进行整合和解释。

与当前的研究不同，应用技术范围取代被引频

次这一指标，与同类专利数量构建二维研发组

合标识图，使专利标识图更加简洁精确。本文

所提出的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所生成标识图中

出现的并不是一套明确的新专利，而是将可能

性极高的新专利识别出来，且在一定程度上仍

然要依靠专家评价确定。今后的改进方向为逐

步提高量化指标衡量的程度，减少主观评价从

而进一步优化技术机会识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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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研团队是科研人员开展合作研究的一种

有效组织形式 [1]。团队成员间的协同合作是科

研团队形成、成长及创新的灵魂 [2]。因此，研

究科研团队的成员合作特征，对科研团队的遴

选、建设和成果验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密度 [3]、子

群 [4-5]、中心性 [6]，以及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合作

度 [7]、合作率 [8]、署名模式 [9] 等指标或方法，对

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特征进行了研究。总体来

看，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大部分成果

都从团队整体层面展开分析，没有从团队成员

的角度对科研团队内部的合作关系展开深入地

【学术探索】

科研团队的成员合作特征分析
◎ 刘先红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从个体角度分析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揭示科研团队的内部合作特征，为科

研团队的遴选、建设和成果验收提供依据。[ 方法 / 过程 ] 分别在成果数量和合作人数这两个维度上对团

队成员进行切分，在第一个维度上切分出零产成员和高产成员，在第二个维度上切分出孤立成员和活跃成

员，然后以 39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为样本，分析零产成员和孤立成员的数量，以及学术带

头人与高产成员、活跃成员的关系。[ 结果 / 结论 ] 零产成员和孤立成员在科研团队中普遍存在，学术带

头人不一定是科研团队的高产成员或活跃成员，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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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诸多成果讨论的对象是某一学科、某一

领域、某一机构或某一地区的科研人员集合而

非科研团队，专门针对科研团队成员合作的研

究成果很少；实证研究所使用数据的样本容量

较小，以 1-2 个科研团队为主，研究结论的普适

性有待检验。本文根据团队成员的成果数量、合

作人数两个维度进行切分，在此基础上以 39 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为样本，分析

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揭示科研团队

的内部合作特征。

2  科研团队的结构与团队成员的切分

科研团队是以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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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由优势互补且愿意为共同的科研目的、科

研目标和工作方法而相互承担责任的科研人员

组成的群体 [10]。与科研团队相近的概念有创新

团队、创新研究群体等，在本文中不进行严格

区分，统称为科研团队。组成科研团队的科研

人员称为团队成员，简称成员。稳定性是科研

团队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其表现之一就

是有一批稳定的团队成员 [11]。本文根据团队成

员的稳定程度，认为科研团队由学术带头人、核

心成员、边缘成员 3 个部分构成。学术带头人

指科研团队的负责人、领导者，在某些场合也

被称之为主持人、负责人、带头人。核心成

员是指除学术带头人之外的研究骨干和中坚力

量，他们与科研团队具有稳定、长期、正式的

隶属关系。边缘成员主要由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或其他实习人员构成，其主要特征是流

动性强、稳定性差，往往学业完成后即退出科

研团队。边缘成员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与科研

团队的关系具有非正规性、阶段性、偶然性和

动态性。边缘成员的这些特性会使科研团队的

边界变得模糊，给本文的研究带来困难。因此

本文将边缘成员排除在外，本文所指的团队成

员仅包括学术带头人和核心成员，不包括边缘

成员。

从不同的维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团

队成员切分为不同的类别。在科研团队的某一

周期内，一名团队成员可能会产出一定数量的

科研成果，可能会与一定数量的团队成员形成

合作关系，这是观察团队成员合作特征的两个

重要维度，因而本文从成果数量和合作人数这

两个维度对团队成员进行切分。成果数量是指

团队成员所完成的科研成果总数，包括独立完

成的科研成果数量和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数量。

对于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本文借鉴论文合著

者的贡献分配方案，采用正规计数法 [12] 进行计

量，即不论科研成果的合作者有几个，每位合

作者都算产出一项科研成果。合作人数是指在

科研团队中与一名团队成员存在合作关系的其

它团队成员的数量。基于“二八定律”[13] 存在的

普遍性，本文以“二八原则”作为在每个维度上

进行切分的标准。根据上述维度和标准，将团

队成员进行如下切分：借鉴文献计量学中高产

作者 [14] 的概念，将成果数量排在其所在科研团

队前两名的团队成员称为高产成员，相应地将

成果数量为零的团队成员称为零产成员；借鉴

图论中孤立节点的概念，在至少有一项科研成

果的团队成员中，将合作人数为零的团队成员

称为孤立成员，合作人数排在所在科研团队前

两名的团队成员称为活跃成员。

3  研究框架与假设

分别以成果数量、合作人数为坐标轴，建

立直角坐标系，并将切分后的各种成员根据自

身的类属标于坐标系中，得到如图 1 所示的研

究框架。在该框架中，本文将分析团队成员在

这两个轴上的分布情况，以及学术带头人所处

的位置。在成果数量方面，探讨两个问题：是

否存在成果数量为零的成员，即科研团队中是

否有零产成员？学术带头人是否一定是科研团

队的高产成员？在合作人数方面，同样探讨两

个问题：是否存在不与其他团队成员合作的成

员，即科研团队中是否有孤立成员？学术带头

人是否一定是科研团队的活跃成员？这些问题

中大部分似乎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结论，但直觉

不一定可靠，“日常的很多感觉与数据给出的结

论是相反的”[15]，计算机科学家、Google 总工程

师吴军在论述大数据的威力时举了很多这方面

的例子。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科研团队的样本

数据来验证这些问题的正确性。

3.1  关于成果数量的讨论

在论及团队时，诸多学者都主张成员应共

同承担团队的目标 [16-17]。科研团队作为一种紧

密合作的团队，更强调全体成员的高度、直接

参与 [18]。由于团队成员集体努力的目标是实现

科研团队的核心任务——科学研究 [19]，而科

研成果数量是衡量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尺度之

一，因而产出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员

参与团队事务、承担团队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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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一个理想的科研团队中，每名团队成员

都应为科研团队贡献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也

就是说科研团队中不应该存在零产成员。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

图 1  研究框架

H1：科研团队中不存在零产成员

学术带头人作为科研团队的学术领袖，必

然具备让团队成员信服的学术实力和科研水平。

一个看似自然的结论是，学术带头人应该是科

研团队中科研成果数量最多的成员。有学者发

现，高等教育研究的高产作者都是科研团队的

带头人 [8]。这也似乎印证了这个假设。还有一

些学者基于这个假设主张基于成果数量或与成

果数量相关的某种中心性指标作为识别学术带

头人的依据。本文认为，学术带头人不一定是

科研成果数量最多的团队成员，但一定是高产

成员之一。基于此提出假设 H2。
H2：学术带头人是高产成员之一

3.2  关于合作人数的讨论

在科研团队中，“团队成员之间必须具有相

对紧密的相互合作关系，不应当出现孤立点的

情况，如果出现孤立点，可以直接判定其为无

效团队成员，在优化团队结构时就应当把其排

除在外”[20]。这里所谓的孤立点实际上包括两种

情况：一是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的团队成员；二

是虽然有若干项科研成果但这些成果都是独立

完成的团队成员。实际上，前者就是零产成员，后

者即为孤立成员。零产成员的问题在前文已经

进行了讨论，在此关注的问题是科研团队中是

否允许孤立成员的存在。在科研团队的实际运

作过程中，学术带头人往往会将团队的研究目

标进行分解，并将子目标分配给团队成员。这

些子目标可能由团队成员独立完成，也可能由

团队成员和学术带头人共同完成。由此产生的

科研成果可能是独著成果，也可能是合著成果。

如果是团队成员独立署名，则可能导致孤立成

员的出现。因此，在科研团队中完全可能存

在孤立成员。但是如果全部成员都处于孤立状

态，则该科研团队会就形如一盘散沙，不能称

之为真正的团队。也就是说科研团队中应该至

少有 2 名团队成员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为便于

论述，本文将至少与其他一名团队成员存在合

作关系的团队成员人数称为科研团队的合作规

模，其计算公式为：合作规模 = 科研团队的团

队成员总人数 - 孤立成员人数 - 零产成员人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3 和 H4。
H3：科研团队中存在孤立成员

H4：科研团队的合作规模≥ 2
在合作人数方面，处于孤立成员对立面

的是活跃成员。这类团队成员因为合作数量最

多，对于维持科研团队的合作网络的连通性和

稳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活跃成员是在科研团

队运作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因而任何一名团队

成员都可能成为活跃成员。由此引申出的一个

问题是，学术带头人是否一定是活跃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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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活跃成员的这种特点被

称为在度数中心度方面具有中心性。以度数中

心度为基础，诸多学者探讨了学术带头人的识

别和遴选问题 [11]。这些学者的研究实际上是

建立在学术带头人是度数中心度最高的团队成

员这一未经证实的结论之上的。但不可否认的

是，作为科研团队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学术带

头人在合作人数方面，应该处于领先地位。因

此本文认为，学术带头人不一定是合作人数最

多的团队成员，但应该是活跃成员之一。基于

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5。
H5：学术带头人是活跃成员之一

4 实证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研究项目的目

标是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有一席之地

的研究群体，这类研究群体是我国高水平科研

团队的代表。本文从中选取部分研究群体组成

科研团队的研究样本，并根据其提交的结题成

果的合著关系分析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

4.1  数据来源

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的研究期限一般为 3 年（从 2014 年起延长为 6
年），本文从 2010 年受资助的 64 个创新研究

群体中选取数据样本。样本的选取坚持两个标

准：一是为避免团队规模的差异对分析结果造

成影响，科研团队的成员（指学术带头人和核

心成员）人数应完全相同；二是为充分体现科

研团队内部的合作关系，结题成果的数量不能

太少。在 64 个创新研究群体中，有 42 个创新

研究群体的成员人数均为 10 人，团队规模具有

一致性。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学基

金 共 享 服 务 网（http://npd.nsfc.gov.cn）进 行 检

索，获得这 42 个创新研究群体从 2011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这个资助期内的结题成

果（结题成果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著作、奖

励 4 种类型，为便于论述，将其统称为科研成

果，简称成果）。检索时发现，样本群中有 2
个创新研究群体的成果没有录入，另有 1 个创

新研究群体的成果太少，因而剔除这 3 个创新

研究群体，以剩余的 39 个创新研究群体作为本

研究的样本。为提高数据的质量，便于后期的

分析，本文对数据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

（1）删除边缘成员。如前文所述，本文

的团队成员仅包括学术带头人和核心成员，不

包括边缘成员，因此如果某项成果的完成人之

中包含了学术带头人和核心成员之外的科研人

员，则将其删除。学术带头人和核心成员的界

定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获取的团队成

员名单为准，这些成员名单与创新研究群体填

写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创新研究

群体科学基金）中的信息是一致的，不在名单

内的人员一律认定为边缘成员或非团队成员。

（2） 核 对 全 部 数 据。 在 Web of 
Science、CNKI 等数据库中逐一核对这 39 个科

研团队提交的每一项科研成果，补充缺失的数

据，修正错误的数据，确保这些科研成果的标

题名称、作者姓名等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另外，删除了完成人不含学术带头人或核心成

员的成果。经过以上处理后，这 39 个创新研究

群体的成果总数为 4656 项。

（3）设置团队成员的序号。为便于表述，为

每名团队成员设置一个序号。设置规则是：在

各个科研团队内部，将学术带头人的序号设置

为 0，其它团队成员按照其在上述名单中的排列

顺序依次设置为 1，2，3，……7，8，9。
4.2  结果分析

使用上述样本数据验证提出的 5 个假设是

否成立。由于假设 H1、H3、H4 具有相似性，H2
和 H5 也具有相似性，为便于论述，先验证有关

零产成员和孤立成员的假设，再分别验证学术

带头人是否是高产成员或活跃成员。

4.2.1  零产成员和孤立成员的人数

使用 NetDraw 绘制 39 个科研团队的合作

网络图，并分析图中的孤立节点。孤立节点实

际上对应零产成员和孤立成员这两种成员。零

产成员由于没有任何科研成果而必然处于孤

立状态。孤立成员尽管有科研成果，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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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的，没有与其他人进行合作，也处

于孤立状态。统计零产成员和孤立成员的人

数，得到如表 1 所示的结果。为便于表述，将

零产成员构成的集合记为 A，孤立成员构成

的集合记为 B，存在零产成员的科研团队构

成的集合记为 TA，存在孤立成员的科研团队

构成的集合记为 TB，科研团队的个数记为 T

（T=39）。根据表 1 中数据，可得到如下统计

结 果： ① |A|=48，|A|/T=1.23； ② |B|=108，|B|/
T = 2 . 7 7 ； ③ | T A | = 1 8 ， | T A | /
T = 4 6 . 1 5 % ； ④ | T B | = 3 4 ， | T B | /
T=87.18%； ⑤ |TA ∩ TB|=16，|TA ∩ TB |/
T=41.03%； ⑥ |TA ∪ TB|=36，|TA ∪ TB|/
T=92.31%。

表 1  孤立成员和零产成员的人数

团队序号
零产成员

( 人 )
孤立成员

( 人 )
合计 ( 人 ) 团队序号

零产成员

( 人 )
孤立成员

( 人 )
合计 ( 人 )

1* 1 9 10 21 0 5 5

2* 2 8 10 22 2 3 5

3* 2 6 8 23 0 1 1

4 2 1 3 24 6 1 7

5 0 5 5 25 1 2 3

6 0 6 6 26 0 4 4

7 1 1 2 27* 0 3 3

8 0 1 1 28 0 3 3

9 0 0 0 29 0 1 1

10 4 1 5 30 0 0 0

11 0 4 4 31 1 7 8

12 0 2 2 32 1 0 1

13 2 2 4 33 3 1 4

14 0 1 1 34 0 8 8

15* 7 3 10 35 0 2 2

16 0 0 0 36 6 2 8

17 0 1 1 37* 2 5 7

18 3 0 3 38 0 3 3

19 0 6 6 39 2 1 3

20 0 5 5

注：带有 * 号的团队序号表示该科研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处于孤立状态。

从团队成员的角度来看：390 名团队成员

中，共有零产成员 48 名，平均每个科研团队有

零产成员 1.23 人，即第①组数据；共有孤立成

员 108 名，平均每个科研团队有孤立成员 2.77
人，即第②组数据。从科研团队的角度来看：39

个科研团队中，有 18 个科研团队存在零产成

员，占比 46.15%，即第③组数据；有 34 个科

研团队存在孤立成员，占比 87.18%，即第④组

数据；有 16 个科研团队同时存在孤立成员和零

产成员，占比 41.03%，即第⑤组数据；仅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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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研团队不存在零产成员或孤立成员，占比

7.69%，即第⑥组数据。

上述两方面的数据表明，在科研团队中存

在零产成员或（和）孤立成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另外，从“合计”列的数据来看，39 个科研团队中，孤

立成员和零产成员的总人数为 0-10 人的科研团

队分别有 3 个、6 个、3 个、7 个、4 个、5 个、2 个、2
个、4 个、0 个、3 个。其中，有 3 个科研团队

的孤立成员和零产成员的总人数为 10 人，这意

味着这些科研团队全部由孤立成员或（和）零

产成员组成，即存在科研团队的合作规模等于 0
的情况。

4.2.2  学术带头人与高产成员的关系

以前文对高产成员的界定为依据，在各个

科研团队中分别找出科研成果数量最多、次多的

团队成员，这些成员即为高产成员，如表 2 所示：

表 2  高产成员的序号和成果数量

团队序号 成员序号 成果数量 ( 项 ) 团队序号 成员序号 成果数量 ( 项 )

1 6,8 18,17 21 0,5 23,12

2 8,5 18,14 22 0,6 42,9

3 0,3 37,31 23 3,0 22,15

4 1,0 26,24 24 0,6 55,29

5 0,1 127,66 25 0,(3,9) 67,17

6 4,(1,5) 14,9 26 0,4 34,23

7 0,(5,6) 50,19 27 1,4 53,36

8 6,(1,2) 16,15 28 0,8 51,33

9 0,1 70,57 29 0,1 90,31

10 0,3 47,29 30 0,4 63,55

11 0,5 67,40 31 8,0 40,35

12 0,1 75,48 32 0,6 117,87

13 0,2 63,33 33 0,8 97,35

14 0,2 55,45 34 0,5 47,34

15 0,1 15,2 35 9,0 52,31

16 0,9 35,14 36 0,4 26,6

17 2,0 25,20 37 0,1 32,21

18 0,4 39,12 38 0,9 30,20

19 7,(5,8) 20,18 39 1,0 53,46

20 0,4 51,30

表 2 中第 2 列以“x,y”的形式表示高产成员

的序号，其中“x”代表成果数量最多的团队成

员，“y”代表成果数量次多的团队成员。对于成

果数量并列的情况，对“x”或“y”采用“(m,n,……)”的
形 式 表 示。例 如，“4,(1,5)” 表 示 序 号 为“4” 的

团队成员其科研成果数量最多，序号为“1”和

“5”的团队成员其科研成果数量并列次多。第 3
列中逗号左右两边的数字分别对应 “x”和“y”的

成果数量。表 2 中数据显示，学术带头人的序

号“0”在“x”中出现了 27 次，在“y”中出现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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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二者加起来共 33 次，占学术带头人总数

的 84.62%，这一比例尽管很高，但并未达到

100%。这意味着学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科研团

队的高产成员。

4.2.3  学术带头人与活跃成员的关系

依据前文对活跃成员的定义，在各个科研

团队中分别找出合作人数最多、次多的团队成

员，这些成员即为活跃成员，如表 3 所示：

表 3  活跃成员的序号和合作人数

团队序号 成员序号 合作人数 ( 人 ) 团队序号 成员序号 合作人数 ( 人 )

1 — — 21 0,5 4,3

2 — — 22 1,(0,4,6,9) 2,1

3 (2,9),( 其它 ) 1,1 23 (0,2,6,7,8),(1,3,4,9) 4,1

4 (0,1,4),7 3,2 24 (0,2,6),( 其它 ) 2,0

5 8,(0,1,2) 4,3 25 0,1 4,3

6 (0,2,6,7),( 其它 ) 1,0 26 9,(0,4) 3,2

7 (0,5),6 4,3 27 1,8 3,2

8 (0,1,2,3,6,7,8),(4,5) 8,7 28 0,(3,9) 6,4

9 0,1 8,7 29 (0,6,8),(1,5,9) 3,2

10 0,(1,3,7) 4,3 30 (0,2),(4) 6,4

11 3,(2,5) 3,2 31 (0,8),( 其它 ) 1,0

12 1,(4,5) 5,4 32 1,(0,4,8,9) 8,4

13 (0,2),(3,4,5,7) 2,1 33 0,(3,8) 3,2

14 (0,3,5),6 3,2 34 (0,9),( 其它 ) 1,0

15 — — 35 (2,4,6,8),(0,1,7,9) 2,1

16 0,4 7,6 36 (0,4),( 其它 ) 1,0

17 4,0 5,4 37 4,(1,3) 2,1

18 4,(0,1,3,7) 5,3 38 (0,8),(4,6,7) 5,4

19 0,(3,6) 3,2 39 0,9 3,2

20 0,(4,5,7,9) 4,1

表 3 中第 2 列为活跃成员的序号，第 3 列

为活跃成员的合作人数。数据的表示形式与表 2
基本相同，两个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由于存在

较多团队成员的合作人数并列的情况，在“x”/ “y” 
处用“其它”表示除了“y”/“x”之外的成员序号；二

是序号为 1、2、15 的这 3 个科研团队的合作规

模等于 0，即全部成员都处于孤立状态，无法比

较团队成员的合作人数，因而这 3 个科研团队

的数据用“—”标示。表中数据显示，在 39 个科

研团队中，学术带头人的序号“0”在“x”中出现

了 24 次（其中 14 次为并列最多），在“y”中出

现了 7 次（其中 6 次为并列次多），这二者加

起来共 31 次，占学术带头人总数的 79.49%。可

见，不是所有的学术带头人在科研团队中都是

活跃成员。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39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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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为样本，对科研团队内部的成员合作特征

进行了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除假设 H3
成立外，其它 4 个假设均不成立。基于数据分

析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并加以讨论。

5.1  零产成员和孤立成员在科研团队中普遍存在

从存在零产成员、孤立成员的科研团队

个数，以及科研团队中零产成员、孤立成员的

人数来看，科研团队中拥有若干名零产成员或

（和）孤立成员已经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这一现象引申出 3 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1）科研团队中为什么会出现零产成员？

从科研产出的角度来说，如果一名团队成员没

有为科研团队贡献任何科研成果，那么该团队

成员还有无存在的必要？科研团队成立之初

将该团队成员纳入科研团队的期望是否可以实

现？这些都有待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关于出现

零产成员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科研团队中存在

“挂名”[21] 现象，即学术带头人将一些“大牛”[22]、“贵

人”[23] 拉入科研团队之中，以增加团队的“颜值”。
这些拉来的成员尽管对科研团队获得项目和资

金有所帮助，但基本上不会承担科研团队的具

体科研任务，从这些成员中产生几名零产成员

就不足为奇了。

（2）合作规模等于 0 的科研团队还是真

正的团队吗？如果说科研团队存在少量零产成

员或（和）孤立成员还算正常的话，那么对于

全部由零产成员或（和）孤立成员构成的科研

团队，其合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就毫无疑问会

受到质疑。本文的样本中就出现了这样的 3 个

科研团队。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合作是否沦为

一个散乱的成果拼盘 [24] ？科研团队是否异化为

获得科研项目临时拼凑的申报群体 [25] ？这样的

科研团队在申请验收或延续资助时应该如何评

判？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展开研究。另外，总体

而言孤立成员人数远多于零产成员，较多孤立

成员的存在是造成科研团队合作规模偏小甚至

趋于 0 的主要原因。科研团队中为什么会出现

孤立成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学术带头人将科

研团队的研究任务人为地拆分为几个独立的子

任务，并分配给不同的团队成员各自承担。这

种拆分方式有助于减轻学术带头人的后期工作

负担，但却使学术带头人疏于发挥协调者的角

色，并助长团队成员各自为政的行为。这两方

面的消极影响均会加大科研团队的合作规模趋

于 0 的风险。

（3）当学术带头人处于孤立成员之列时其

是否还是称职的团队领导者？本文的样本中有

6 个科研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属于孤立成员的一

员（见表 1）。作为科研团队的召集人和组织

者，学术带头人必须拥有与自己合作紧密的团

队成员 [26]。当学术带头人与团队成员的合作关

系缺失而呈孤立状态时，学术带头人是否履行

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5.2  学术带头人不一定是在成果数量或合作人数

方面起 “ 带头 ” 作用的团队成员

在本文的科研团队样本中，有 15.38% 的学

术带头人不是高产成员，20.51% 的学术带头人

不是活跃成员。这说明学术带头人尽管在完成

团队的科研任务和维系团队内部的合作关系方

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但并不一定要在科

学生产率 [27] 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整个团队的合

作关系也没有高度集中于学术带头人这一处。

这一现象衍生出如下 2 个问题：

（1）学术带头人的这种状态对科研团队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科研团队的

成果、合作、互动没有呈现高度集中的状态。

有人认为这种状态有利于知识的交流与共享，从

而有利于团队的整体发展 [20]，也有人认为适度

集中才有助于维持科研效率 [28]。笔者认为，这

种略显分散的状态为其它团队成员的行动和成

长提供了空间，有助于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从而有助于发挥团队的集体智慧。

（2）基于中心性指标识别学术带头人会遇

到较多的困难。除了从实体机构的组织结构这

一传统途径发现科研团队外，越来越多的学者

正尝试通过数据库中的合著、引用等信息来发

现科研团队。后者一般是基于某种中心性指标

先识别出学术带头人，然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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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出其他团队成员。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学

术带头人在成果数量、合作人数等方面并不一

定处于科研团队的前列，这无疑会影响学术带

头人识别的效果。以本文的科研团队样本为数

据源，如果以成果数量作为识别指标从高产成

员中发现学术带头人，其准确率为 49.25%，召

回率为 84.62%；如果以合作人数作为识别指

标从活跃成员中发现学术带头人，其准确率为

19.50%，召回率为 79.49%。可见，以上述方式

识别学术带头人的效果并不好，在实际应用时

会遇到诸多的挑战。

5.3  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

根据表 1 的数据可以推算出科研团队的平

均合作规模为 5.85 人。这说明尽管科研团队的

成员达 10 人之多，但仅有不到 6 名团队成员

参与了合作。以表 3 的数据为基础，统计全部

团队成员的合作人数，然后分别计算 39 个科研

团队的团队成员的人均合作人数，得到的结果

为，值等于 7 的科研团队有 1 个，位于（3,4) 之

间的科研团队有 4 个，位于（2,3) 之间的科研团

队有 7 个，位于（1,2) 之间的科研团队有 13 个，位

于 (0,1) 之间的科研团队有 11 个，等于 0 的科研

团队有 3 个，均值为 1.49。其中，后三者即位

于（0,2) 之间加起来共 27 个，占科研团队总数

的 69.23%。这说明在大部分科研团队中，团队

成员的人均合作人数不足 2 人。科研团队的合

作规模和团队成员的合作人数都表明，团队成

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较为缺乏，合作不够充分。

本文在数据样本的选取、预处理和分析等

环节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数据选取方面，样

本全部来自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这一类科研团队，对科研团队在类型、规模、学

科等方面的覆盖都比较有限。在数据预处理方

面，将边缘成员排除在外，仅讨论了学术带头

人、核心成员这部分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关

系，未能揭示科研团队内部的全貌特征。另外，团

队成员之间的合作有多种表现形式，本文仅以

科研成果的合著关系作为判定合作关系存在与

否的依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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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llaboration Characteristics among Members in Research Teams  

Liu Xianhong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nalyzing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members from an individual 
perspective will reveal more internal collab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teams,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selection, development and acceptance of research teams. [Method/process] Firstly, members were 
split in two dimensions: the number of outputs and the number of collaborators of a member. In the former 
dimension, members were split into high output members or none output members. In the latter dimension, 
members were split into isolated members and active members. Then, a sample was selected from 39 
Innovative Research Groups subsidiz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Lastly, four 
issues were discussed: how many none output members were, how many isolated members were, whether 
academic leaders were one of the high output members, and whether academic leaders were one of the 
active members. [Result/conclusion] None output members and isolated members exit widely in research 
teams. Academic leaders are not always the high output members or the active members. The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members are loose.
Keywords: research team    member    collaboration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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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一项长期性、根本性

的战略任务，是高校发展的重中之重。科学发

展的高度分化与交融，使得学科建设不单单是

一个学科的问题，因此要基于学科群进行研究

和挖掘，深入探讨学科群内部元素之间的本质

联系。这项工作关系到高校各教育层次的建设

和发展，关系到一所高校各学科专业是否具有

适应性、竞争力和生命力，更关系到高校能否

培养出高质量人才，创造出高水平成果，更好

地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此外，特色学科建

【学术探索】

基于 EI 的国内航空类院校知识共现学科特
征研究
◎ 马明华  刘建国  马跃  苏万鹏

中国民航大学图书馆 天津 30030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通过基于知识共现的学科特征分析，为国内航空类院校的学科建设和图书馆信

息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方法 / 过程 ] 通过提取航空院校被 EI 收录的期刊论文的文献学科分类码，利用词

频统计、词共现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国内航空院校学科特点，并引入皮尔逊相关系数指标，

通过网络图谱中心性特征得到了航空院校学科极强相关情况下的学科交叉融合特征。[ 结果 / 结论 ] 航空

院校学科主题呈现长尾分布特征及“二八现象”；学科知识共现中，学科关联交叉形成了六类区、四学科

群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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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通过学科知识共

现的角度研究特色学科建设，是提升学校综合

实力的重要举措。航空类院校具有航空航天特

色，研究航空类院校重点学科的特点，对于提

升航空类院校核心竞争力以及高校图书馆的信

息资源配置具有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词频统计、词共现分析以

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基于收集到的数据构

建学科知识共现图谱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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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统计是一种量化研究方法，它利用数

学统计方法将用语言表示的文献转换为用数量

表示的资料。

词共现分析方法是在词频统计的基础上，对

文献中共同出现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的方

法，最 早 于 1986 年 由 法 国 文 献 计 量 学 家 M. 
Callon 等学者提出 [ 1-2] 。该方法建立在如下假设

之基础之上：作者认真地选择所使用的词语；作

者认可在同一篇文章中不同词语之间存在某种

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被足够多的作者认可 , 那么

可以认为它在某个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意义 [1,3]。

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常用方

法，社会网络是由多个节点（社会行动者）和

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

集合，在研究中把关于“关系”的概念和过程纳

入解释 , 把对象视为一个网络图，图中有许多节

点，节点与节点间有相连的线段，社会网络图

并不强调个体的特征而是强调个体之间的联系
[4]。从理论上可以把任何科学、学术或其他公共

体，或者一个公司、一个大学甚至整个世界看

作是一个社会网络。马费成等学者将共词网络

中的概念映射为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节点，利用

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国内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知识

图谱进行绘制，宏观把握国内生命周期理论的

研究现状 [5]。

国内外基于 EI 数据库从学科建设视角下进

行航空学科研究的相关性文献比较少，陈素清

等学者从提高 SCI、EI 论文被引率的角度出发，针

对 4 所航空院校期刊论文收录数量、期刊分布、语

种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比较，并制定提升论文

被引率的政策 [6]；刘划、徐国艳利用 CNKI 的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对国内航空领域高

被引论文期刊分布、研究机构、作者、基金支

持方面进行了统计研究 [7]，这些研究的局限在

于没有从航空院校学科建设的主体视角进行研

究，对于高校学科建设的实践指导意义有限。

本文主要通过对论文作者提供的 EI 学科分类词

项进行词频统计与共现分析 , 运用 Netdraw 软件

绘制社会网络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分析航空

院校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征，并为航空类院校的

学科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3  数据收集与提取

航空领域学科是综合性很强的交叉性工程

理论性学科，涉及航空航天、数学、物理、材料、电

子、通信、机械自动控制等各个学科。国内主

要的航空院校数量不多，鉴于此笔者通过网络

调研方式确定航空院校的范围，其中以航空航

天类为主要学科方向的学校有 14 所（简称“高校

类”），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沈阳航空航

天大学、中国民航大学、郑州航空工业学院、中

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桂

林航天工业学院、西安航空学院、西安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张家界

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二级单位进行航

空航天学科培养的高校有 14 所（简称“二级学

院类”），包括湖南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学院、中

北大学航空宇航工程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

天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浙江大

学航空航天学院、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

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防教育学院武装部、国

防科技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清华大学航

空航天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哈尔滨

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大连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学

院、厦门大学航空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

运输学院，在 EI 的 COMPENDX 检索库中，针

对上述 28 所院校分别检索出 2009-2013 年 5 年

内的 EI 论文的详细文献信息，其中高校类检索

式为（{ 高校英文名称 } wn all）AND (2009-2013 
WN YR），二级学院类的检索式为（{二级单位，高

校 }wn all) AND (2009-2013 WN YR），检索出

各院校的文献，去除会议论文后，得到文献类

型 JA 的期刊论文总计 31 748 篇。

3.1  航空高校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航空院校 2009-2013 年 5 年被 EI 收

录成果的统计分析，发现论文成果产出极度不

均衡，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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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航空院校各年度发文量

发文量排名前 3 位的院校是西北工业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

2009-2013 年被 EI 收录的论文数量分别是 8 912
篇、8 736 篇、7 133 篇，这 3 所以航空航天特

色为主的院校发文总量是 24 781 篇，占总体发

文量的 78%。在涉及航空领域的前 10 所高校中

有 4 所高校所属二级学院类进入了前 10 行列，分

别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第 5 位）、清

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第 6 位）、北京理工大

学宇航学院（第 7 位）、国防科技航天科学与

工程学院（第 9 位），这几所高校是国内理工

或军工类重点高校，相应的二级学院航空宇航

学院科研实比较强；以长沙航空职业技校学院

为代表的高职院校发文数量排在了后 5 名，直

观反映出高职院校科研力量非常有限。

3.2  学科主题提取

EI 词表主要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叙词表

和学科分类码 [8]，EI 学科分类码用于计算机分

类检索。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特针对学科分类码

字段（以下简称“学科主题字段”）进行计量分析。

3.2.1  学科主题频次分析

利用 Bibexcel 提取出文献信息中 EI 学科主题

字段，其中学科主题字段共计提取 790 个，各学科

主题总频次为 245 950，平均每篇文章有 7.74 个分

类码，将各个学科主题字段分别进行频次统计，以

统计结果排序并计算词频概率，表 1 是排名前 20
的各学科分类码频次及概率，表中显示数学、计算

机软件、数据处理及应用、建筑材料强度、材料科

学、机械性能、力学、数值方法、化学、控制系统、化

工产品、固体物理、气体、液体和固体物理性能、雷

达、广播、电信等学科出现的概率大。

表 1  出现频次与概率排名前 20 的学科列表

学科 频次 比率

921 数学 9 575 3.89%
723 计算机软件，数据处理和应用 9 400 3.82%

421 建筑材料强度 8 132 3.32%
951 材料科学 5 910 2.40%

机械性能 5 628 2.29%
931.1 力学 4 004 1.63%

921.6 数值方法 3 679 1.50%
801 化学 3 318 1.35%

731.1 控制系统 3 254 1.32%
804 化工产品 3 243 1.32%

741.1 光 / 光学 3 139 1.28%
933 固体物理 3 139 1.28%

931.2 气体，液体和固体物理性能 3 051 1.24%
雷达、广播 2 523 1.03%

716 电信 2 523 1.03%
测试设备和方法 2 504 1.02%
804.2 无机化合物 2 224 0.90%
802.2 化学反应 2 210 0.90%
631.1 流体流动 2 210 0.90%

701.1 电力 2 160 0.88%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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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学科主题词频分布

对排序之后的各个学科主题词进行概率求

解，利用概率可绘制学科词频分布曲线如图 2 所

示，其中横坐标是每个学科主题词排序之后对

应的顺序（简称“词序”，由“词序”可以对应到所

属的学科），纵坐标对应每个学科出现的频次在

所有学科总的频次中所占的概率，由曲线也可看

出整体的分布趋势，图 2 显示出学科词频分布呈

现出典型的长尾特征；再对各学科概率进行累加

计算可得到学科累计概率，并绘制曲线如图 3 所

示，图中横坐标是由多少个学科概率进行累加（简

称“数量”），纵坐标是累加概率值（数学中是“累

积概率”的概念），图 3 学科累积概率曲线反映

出词频在 160 之前的学科累计概率为 79.8%，这

反映出学科频次的“二八现象”，即在 2009-2013
年间航空类院校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主题集中在

这 20% 的学科，其占总出现次数的 80%，是航

空航天院校学科研究的主体领域。

图 2  学科主题词频分布曲线

图 3  学科累积概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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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学科主题共现

数据整理之后获得学科的 790X790 共现矩

阵文件。表 2 中排名前 10 的知识共现学科共现

一方面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即学科

之间的综合、交叉），另一方面反映出学科之

间互相支撑的作用。以数学为例，其对计算机

软件、数据处理及应用、控制系统、力学、数

值分析共现的次数比较多，体现出数学对这些

学科支撑力度比较大。利用学科共现矩阵，使

用 Netdraw 软件制作各个学科行动者构成的社会

网络，社会网络节点数为 790 个，联系数（ties）为

57 678，为了便于分析，本文结合前面学科字段

累积概率的“二八现象”特点，选取学科频次出

现最多的前 160 个学科、同时为减少数据信息

损失选取的学科词频分布长尾特征中及“尾部”的

16 个与航空航天相关学科，即 176 个学科节点

构建学科群共现图谱，进行后文的学科群的深

度分析研究。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

表 2  前 10 学科共现矩阵

921 数学

723 计算机
软件 - 数据
处理及应用

421 建筑材
料的强度

951 材
料科学

机械
性能

931.1
力学

921.6 数
值方法

801
化学

731.1 控
制系统

804 化工
产品

921 数学 0 2 542 1 667 555 1 078 602 796 386 887 195

723 计算机软件 - 数
据处理及应用

2 659 0 1 102 277 716 406 630 152 568 91

421 建筑材料的强度 545 426 0 733 7 065 205 463 142 116 120

951 材料科学 525 544 3 524 0 2 390 611 319 793 149 551

机械性能 411 284 857 548 0 160 347 102 65 92

931.1 力学 637 663 1 616 545 1 041 0 354 307 241 181

921.6 数值方法 676 786 1 012 372 666 328 0 157 232 78

801 化学 212 389 660 346 473 122 69 0 140 209

731.1 控制系统 853 698 360 82 217 195 198 62 0 16

804 化工产品 118 242 735 446 523 200 56 635 23 0

通 过 学 科 主 题 字 段 词 频 分 布 特 征 的 分

析，2009-2013 年间航空院校学科主题研究呈现

学科聚集现象，集中在学科词频最高的前 20%
的学科，学科主题共现矩阵传递出学科之间综

合、交叉的特征，这也是学科群的特征之一。

因此，在学科建设上，需要有学科群体的概念

和思路。

4  学科交叉融合特征分析

4.1  皮尔逊相关性指标介绍

航空航天领域学科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是

多学科领域知识发展的结果。例如航空院校的

特色学科“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本身是综合性学

科，研究方向含飞行器设计、气动、结构、隐身、控

制、航空材料、等方面，涉及到飞行器先进结

构设计的有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工程力学

等领域，存在明显的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交叉

融合的程度反映出学科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本

文对航空院校学科共现词进行深度挖掘，采用

皮尔逊相关系数指标 ρX,Y 公式：

ρX,Y=cov(X,Y)/σXσY=E((X–μX)(Y–μY))/σXσY

其中 cov(X,Y) 是观测量学科 X、Y 的协方

差，σX、σY 是观测量学科 X、Y 的标准差，这里

皮尔逊相关指标是指研究者选取的学科词汇之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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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关性的度量。对提取的数据矩阵进行计算

处理，计算的结果取值在 [0,1] 之间，两个学科

在任何文献之间没有交叉融合则指标为 0，指标

越接近于 1，学科之间相关性越强，学科交叉融

合越强。

4.2  学科群交叉融合图谱

本 文 选 取 皮 尔 逊 指 标 [0.8，1] 的 极 强 相

关的学科共现，并以学科节点中间中心度作为

度量，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①网络节点中心度。中心度代表的是网络中节

点的权利和地位，中心度比较高的点对其他学

科的影响力较强或者对其他学科输出信息较

多，对其他学科的支撑性强，是网络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Netdraw 分析软件在默认设置情况

下，中心度高的节点位于网络的中心，以此为

中心的节点容易聚集形成子网，见图 3。②网络

节点中间中心度。节点中间中心性来源于社会

学理论，具体指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交往

网络路径上，可以认为此人居于重要地位，因

为他具有控制其他节点之间的交往的能力；中

间中心度大的节点起到沟通其他节点之间的桥

梁的作用，反映到学科网络中属于对其他学科

网络起控制性、连接性作用的点。本文利用节

点中间中心度划分学科的相关性共现网络子

网，进而分析航空院校学科交叉融合。中间中

心度大的节点在学科网络图谱中用面积较大的

图标显示，制作的图谱见图 4，其中虚线是依照

学科关联对整个网络的划分，节点代表选取的

各个学科主题词，实线代表学科之间的关联、信

息交流的强度，关联越强线体越粗，反之越细。

图 4  学科群交叉融合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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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4 所 示，相 关 度 较 高 的 关 键 学 科 包

括在网络中起到控制作用的飞机通用、优化技

术、数值方法、机械基础件、建筑物和塔、力学、气

体、液体和固体的物理性质、化学、舰艇、结构、电

力和热力学等。依照学科之间的极强相关的学

科共现图，结合网络中心度聚集趋势及中间中

心度较大的学科图谱分为了 6 个类区：第 1 类

是相关度低于 0.8 的孤立点学科，第 2 类是离散

独立子网状态的学科，第 3 类是航空航天科学

与工程子学科群，第 4 类是金属及金属基材料、光

电信息功能材料子学科群，第 5 类电子信息与

自动控制学科交叉子学科群，第 6 类航空复合

材料子学科群。其中飞机通用、优化技术、机

械基础件对第 3 类与第 5 类学科群起到控制连

接、交流作用，建筑物和塔、结构件与型材、舰

艇对第 3 类与第 4 类学科群起到控制连接、交

流作用；化学对第 4 类与第 6 类学科群起到控

制连接、交流作用；力学对第 5 类与第 6 类学

科群起到控制连接、交流作用。

5  学科交叉融合子网特征分析

5.1  独立学科与离散独立子网学科

由于本文研究过程中选取皮尔逊相关指标

在 [0.8，1] 之间，会出现学科之间相关值在 0.8
以下的非极强相关学科呈现出孤立点状态或者

学科之间联系数比较少的离散独立子网状态，其

中，第 1 类是孤立点学科，即与外界其他学科

之间没有极强相关联系的情况，包括火箭发动

机、工业工程与管理、化学工厂和设备、机场

等子学科；第 2 类是离散独立子网状态的学科，以

仪器测量为特点的独立子网，如湿度、压力、辐

射测量仪、声学、光学测量仪、电气电子测量

仪和机械及其他测量等，以推进燃料燃烧为代

表的太空飞行、燃料燃烧、气体燃料和液体燃

料等，以经典物理学与相对论、量子理论的为

代表的理论物理学类，另外还包括有线通信、光

通信、电话系统及相关技术。独立学科与离散

独立子网学科是航空航天综合学科微分化的体

现，由于其与外部学科的关系不是极强相关，可

以单独量化处理，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是对于

高校图书馆资源配置来说，可以单独或者按照

少量学科相关个体独立子网的方式进行资源采

购。

5.2  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子学科群

子学科群网络图以飞机通用为中心，以

航天器为代表的航空宇航学科、以流体流动为

代表的空气动力学科、以结构设计为代表的飞

行器制造学科等次级子学科群与飞机通用学科

极强相关，形成子群积分聚集特征。飞机作为

航天器的一种，研制过程中的整体机械基础结

构设计要兼顾气体动力学原理、航道适航特性

等，体现与我国主要航空院校的航空航天科学

与工程学科的一致性。我国主要航空类高校最

具特色的学院是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领

域包括各类航空器——飞机、直升机等的总体

设计与制造、气动性能、结构强度、飞行力学

与飞行安全、动力学与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学

科设置包括了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力学，其

中包括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中飞机、直升

机等飞行器设计与制造、以飞机航电及火箭推

进技术为代表的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飞

行器导航等空中导航与交通管制学科。与飞行

器制造相关的是机械设计理论相关的学科，力

学包括固体力学、（空气动力）流体力学、飞

行力学等，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同军事相关性

也很强，包括在火箭、导弹、卫星等国防军事

学科领域的研究，另外有南京空航天大学航空

宇航学院也设置了与道路铁道相关的学科，与

塔台建设等学科领域具有关联。

5.3  金属及金属基材料、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子学

科群

子学科群网络图中第 4 类是航空材料学科

范畴，航空航天对材料要求比较高，降低航空

航天器结构重量是航空航天追求的永恒主题，飞

行器所使用的材料直接影响飞行器的性能，优

质复合材料在飞行器自身结构占的比重越来越

多，先进材料具有特性超轻、高强韧、抗疲劳、耐

腐蚀、耐磨损、高效散热、可成形性等，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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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材料的首选。主要的航空航天院校比较注重

材料学科的发展，子学科群网络反映的是金属

及金属基材料、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半导体材

料）、电磁介质材料、生物材料、纳米材料等

材料学科的交叉融合，子学科群交叉融合聚集

性明显。

学科专业设置结构是航空材料学科子群聚

集的重要原因，航空领域先进材料的使用也是

子群形成的内在推动力，以主要航空院校材料

学院的学科设置及研究方向可以看出子图谱网

络的学科紧密程度：西北工业大学与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两所高校的材料学院均由早期航空冶

金系或矿冶系发展而来，由航空金属材料及热

处理、锻压、铸造、焊接、非金属材料与成型 5
个专业方向，学科设置一级学科材料科学与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化学、光学工程，二

级学科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加工工

程、信息功能材料、微纳米技术、材料结构失

效与安全工程、应用化学等，航空院校材料学

科专业设置，使得不同材料学科之间内在联系

上增强，光电信息功能材料、生物材料，纳米

材料均是学科主题词频数中排在前 20% 内的学

科，不同材料航空研究领域的应用的增加，最

终形成学科子群聚集现象；随着飞行器产品的

换代，新型的材料会不断出现并应用于航空领

域，新材料的研究成为该学科子群增长的动力。

学科子群反映出航空金属及金属基材料、光电

信息功能材料、生物材料，纳米材料等材料学

科的交叉融合特点，但是在无机非金属材料、高

分子材料与复合材料、有机功能材料等学科反

映较弱。

5.4  电子信息与自动控制子学科群

子学科群网络图中第 5 类电子信息与自动

控制子群融合比较复杂，其中包含基础理论性

学科（数学）、工程性学科（计算机、人工智

能机器人、机械自动控制、电子信息处理与导

航）。基础数学位于学科子网络中心位置，考

虑到数学变换、数值分析及数理统计，数学最

优化等各子学科在其他工程学科的应用，子网

络中基础数学学科位于网络的中央；同时计算

机应用学科融合其中，以便能提供信息数据的

大量运算、快速处理、飞行器计算机导航控制、机

械自动控制的精细控制、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支

撑，以解决信息数据量大、信息环境复杂、数

据及时处理、抽象数据的可视化、机械控制精

细化控制、计算机 CAD 工程制图、图像处理等

方面问题。电子信息与自动控制学科在同一个

子学科群里，说明这两个专业学科之间相关性

很强。航空航天类主要高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主要学科设置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在航空电子综合技术、卫

星导航、现代空中交通管理、信息与通信工程、机

载 / 星载合成孔径成像等主要研究领域进行研

究；自动控制院系主要学科设置有控制科学与

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电气工程、仪器科学与

技术、机械电子工程等学科，研究方向有控制

理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导航

制导与控制、系统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电机电器及其控制等。以西北工业大学电

子信息工程学院与自动控制学院，一级学科设

置中同时设置控制科学与工程，其中二级学科

航空导航控制涉及控制与信息、卫星导航、机

载雷达及遥感信息的获取、控制与处理、传输，与

SAR 雷达合成孔径成像相关的探测与成像二级

学科与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以上都是电子信

息与自动控制结合很密切的学科。这一结论的

启示意义在于，高校可以按照电子信息学院及

自动控制学院科研教学中学科重叠情况进行院

系部门的合并，实现学科共建；在学科教师人

员配置上可以优化人员配置、提高效率；在图

书馆资源配置上，在保证基础数学学科及计算

机大类应用学科资源的同时，电子信息学科与

自动控制学科资源可以按照学科极强相关性一

起采置，书籍、期刊实物资源在上架管理上，两

类学科可在物理空间上设置距离近一些，便于

读者进行查阅，减少查询的时间。

5.5  航空复合材料子学科群

子学科群网络图谱中第 6 类航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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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科群区别于第 4 类以金属及金属基材料、光

电信息功能材料为主的子学科群，是以超高温

无机非金属材料、涂层材料类、高分子材料等

聚集的航空复合材料子学科群。以陶瓷基耐高

温材料以及先进热固性和热塑性树脂基高分子

材料为代表，无机非金属材料结构重量小，具

有很强的整体性，其理化性质稳定，不易老化、风

化，在耐久性、耐高温和防水、防火等方面具

有独特性，被航空领域所应用 [9]。依照极强相关

学科形成学科子群图，可以看出基础性学科（化

学及其相关的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

物理、无机化学，电化学等学科）以及物理相

关的原子与分子物理、等离子物理、固体物理

等作为无机非金属学科、涂层材料和高分子材

料等航空复合材料学科支撑的学科，位于子学

科子群网的中心，这些学科也是主要航空类院

校材料学院复合材料、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必修

课程。子图显示了化学、物理、复合材料科学

的交叉融合。另外尽管航空复合材料与金属及

金属基材料均属于航空材料学科研究范畴，理

论上应该属于一个子群，但是研究发现材料学

科子群之间产生分化，即航空复合材料学科已

经开始形成新的子学科群体，在图谱网络中，两

类子学科群以化学、物理化学为连接桥梁各成

聚集性的积分特征。这显示在航空材料学科资

源建设上可以将这两个子学科群分别建设。

5.6  子学科群之间的联系

学科群知识图谱中反映出 4 个子群之间的

联系：4 个子学科群积聚交叉，共同构成了我国

航空航天特色学科结构体系。其中以飞行器总

体设计与制造为代表的航空航天工程子学科群

是航空航天领域主体研究领域；金属及金属基

材料、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子学科群、航空复合

材料子学科群对航空航天发展起到支撑作用，航

空材料直接影响飞行器的性能，“一代材料，一

代飞行器”更说明了航空材料发展对飞行器发展

的重要性；电子信息与自动控制子学科群主要

涉及机载航电系统、自动控制，是航空航天学

科群重要的子学科群，机载航电系统提升了航

空器性能、自主控制与决策、飞行安全保障等，自

动控制在航空电子及航空先进材料制造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6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航空院校学科知识共现的研究，发

现航空院校特色学科有如下特点：学科主题呈

现长尾分布特征，即“二八现象”，20% 的学科

占航空总体学科主题总的出现频次的 80%，是

航空院校学科的主体；学科知识共现中，学科

关联交叉形成了六类区、四学科群知识图谱。

学科知识共现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为学科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有关结论在航空

院校特色学科建设以及信息资源配置上有如下

启示：

（1）航空院校学科建设，应围绕航空航天

特色，围绕航空航天工程子学科群、电子信息

与自动控制子学科群、金属基材料、光电信息

功能材料子学科群，航空复合材料子学科群进

行建设。

（2）航空院校图书馆资源配置需要从航空

航天学科群宏观上把握，在 4 个子群中增加资

源配置，微观上可以按照各子学科群内部联系

特点进行某一学科领域的配置，对于网络中控

制性强的学科由于涉及到学科子群之间联系，资

源配置应有重点地进行。

（3）航空院校各二级学院资料室的设立应

着眼于学科群的整合与分化，对于电信与自动

控制应当进行适当整合，对于航空材料学科，可

以依照学科子群的分化设立两个功能性资料室。

（4）航空院校学科馆员应从这 4 个学科子

群去整体了解航空航天学科群，为资源使用者

快速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或者图书馆内部设

置相应的 4 类学科馆员，每个馆员专门对每个

子群学科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5）为航空院校特色资源库建设提供相应

的理论指导。特色资源库应建立起围绕航空航

天特色，分别针对 4 类学科子群进行建设，进

行航空航天电子资料与纸质资料的收集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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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现航空特色资源库的整合。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数据来自 EI 收录的

文献数据未涵盖跨数据源的情况，学科知识共

现词的选取不同于以往按照词汇出现的排名进

行选取，而是采用词频“长尾”分布特征进行共

现词的选取，在此基础上构建学科知识共现图

谱并进行分析，不足之处是研究局限于静态历

史，至于学科知识动态演进过程的研究可以作

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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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Co-occurrence of Domestic 
Aviation Colleges Based on Engineering Index

Ma Minghua  Liu Jianguo  Ma Yue  Su Wanpeng
The Library of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the domestic aviation colleges. [Method/
proces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aviation colleges through extracting 
literature subject classification codes in EI journal papers of aviation colleges, using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method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Besides,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cy was introduc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aviation colleg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rong related disciplines were obtained by the central feature of the network map. [Result/
conclu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aviation colleges appear the long-
tail distribution and the Pareto law. The subject association forms four subgroups and six categories in the 
knowledge co-occurrence map.
Keywords: aviation    social network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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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用“6D思维”延展知识管理的“宽·高·深”
           ——一场由知识管理发散的跨世代对话

◎ 采编：王铮  杜杏叶

编者按：2010年以来，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老师开始出现在大陆企业知识管理界和培训界的视野之中：

他用一双冷静的眼和一颗热情的心关注着大陆知识管理的腾飞，他带着 “ 跨界思维 ” 跨越海峡，为大陆知

识管理研究与实践带来全新的视角，仿佛带来一缕来自太平洋的清新海风，为我们不断拓展着知识管理的

“ 宽度 ”；他从智慧层面关照知识，从时代、从世代、从社会进步、从人生进化的角度认识知识管理，为我

们不断提升着知识管理的 “ 高度 ”；他将知识管理视作一场心灵分享工程，进而衍生出一套增进智慧与幸

福的思维模式与教育方法，为我们不断挖掘着知识管理的 “ 深度 ”；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是许多重要企业、

公务机构知识管理培训教学专家，更是许多大学生的良师益友，他在多所大学开设了课程，并常常投身于

各类公益讲座，为下一代、为社会不断传递着智慧和知识的 “ 温度 ”。
他就是来自台湾的陈永隆博士。陈老师拥有工程博士学位，是一位横跨工程、信息与管理的跨领域实

践者，是台湾交通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世新大学、实践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也是台湾地区公务员体系

知识管理讲义撰写人之一，获得过知识管理等领域的多个奖项，并且著述颇丰。

陈永隆博士长期以来在知识管理、协同创新、组织学习、云计算、社交网络、跨世代沟通领域有深入

洞察和独到实践。近年来陈永隆老师也将他的认识、探索与实践带到大陆，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发挥着影响力。

2016 年 5 月，在陈老师受吴庆海博士（本刊副主编之一）之邀在大陆进行讲学交流之际，本刊邀约在北京

采访了陈永隆博士，聆听他讲述新经济、知识经济、知识管理之路，以及翻转教学模式、跨世代相处之道。

对话人：

陈永隆博士（60 后）：台湾交通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世新大学资讯管理系兼任副教授，2010 年度 “ 中
国知识管理人物 ”，台湾地区 “ 金书奖 ”（2008 年）、台湾地区“中国工程师学会”“ 工程论文奖 ”（1994 年）

得主。专业咨询顾问、自由作家、演说家。

杜杏叶（70 后）：《知识管理论坛》编辑部主任。

王铮（85后）：《知识管理论坛》编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博士，研究方向为开放创新与知识管理，

曾任联想集团知识管理工程师。

对话时间：2016 年 5 月

对话地点：北京

引用格式：用 “6D 思维 ” 延展知识管理的 “ 宽 · 高 · 深 ”—— 一场由知识管理发散的跨世代对话 [J/
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6, 1(3): 303-317[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46/.

1  从知识经济说开去

王铮：欢迎陈老师来到北京并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在 2012 年时就在北京参加过您的知识管理分

享，记得那次交流还有吴庆海博士。您这次来

大陆，也是受到吴博士邀请，在他的创办的新

平台分享您提出的跨界创新思考模式“6D 思维”。

发表日期：2016-08-30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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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分享知识管理，再到今年分享“6D 思维”，在

主题变迁的背后我们也都走过了很多历程吧！

陈永隆：是的，我这次受到了吴庆海博士的邀

请，吴博士之前在中粮担任 CKO（首席知识

官），工作是很稳定的，现在出来创业，我说

他很有勇气。我觉得吴博士有一些使命感，他

想证明的事情和我十几年以来一直想证明的事

情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不敢说成功，所以

我愿意支持他。

杜杏叶：您说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陈永隆：这件事就是——让知识变现，因为只

有让知识产生经济效益，才能叫知识经济，不

是吗？但是迈入知识经济近 20 年了，我们真的

重视知识的价值了吗？恐怕还没有。

杜杏叶：现在对于知识经济的内涵有很多不同

的认识，有人认为只有让知识形成高价值的“知

识产品”，例如专利、高科技产品，才能带来您

所说的经济效益，您怎么看？

陈永隆：OECD（经济合作开发组织）和 APQC
（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都给出过知识经济

的定义，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当你学会了

发现知识、理解知识、应用知识，而且知识成

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主要的驱动力，就叫

知识经济。

2  所谓“有用”的知识

陈永隆：在知识经济中，我们所谓的知识，其

实不是指学历哟，知识包括了经验、包括了技

术含量高的产品，但仅仅这些就是有用的知识

或是价值含量高的知识吗？

我举个例子，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他是

我们所谓的“中下阶层”，但当他看到有两个教授

吵架，他会讲出一句连教授都讲不出的话，他会

说：“你知道吗，在我眼中，A 教授和 B 教授都对，只

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能力看到对方的对”。这就

是他对于人性的体验——请问这是不是知识？

这种事情在大学经常发生吧！一个副教

授一直无法晋升，是因为另一个教授和他有过

节，在这种“文人相轻”中，是不是阻碍压制了

这个副教授的发展？而明明两个教授是可以共

荣的。当我们做到司机师傅所说的包容时，这

个正教授继续做你的研究，而这个副教授也顺

利升成正教授从而有另一种影响力——请问哪

一种才是真正的智慧？

然而我们现在却常常鄙视这种所谓“中下阶

层”的智慧，常常鄙视那些不会读书的小孩，常

常骂下一代。知识经济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

可以谈含金量高的知识，像专利这种“有用的知

识”，但是我倒希望我们多关注这一块——没有

营养的东西如何变知识，没用的东西如何变得

有用。我们会说“Garbage is Knowledge”——如

何在“垃圾中发现知识”。就像我们做垃圾资源

回收一样，在台湾我们叫垃圾变黄金，譬如把

厨余垃圾变成有机肥料。其实我这几年做的就

是这件事情，我不再研究所谓的“高端知识”，我

研究的是——错误到底带来什么知识？下一代

会带来什么知识？我以前鄙视的人、和我不一

样的人会带来什么知识？

3  知识还有一个“倒金字塔”

王铮：陈老师给提供了另一种视野，传统上我们

在谈论知识管理时，大多聚焦的就是那些所谓“有

用的知识”，太过功利地关注于所谓“有用无用”“有

关无关”“是非成败”“对错得失”……这反而抑制

了我们获取新知识、获得新智慧的潜力。

陈永隆：对，所以我现在谈跨界其实就是在谈

这一块。我们都知道有知识金字塔模型（图 1），从

“ 数 据（Data）” 到“ 信 息（Information）” 到“ 知

识（Knowledge）”再到“智慧（Wisdom）”，就

像公司里面的层级，从新手菜鸟到资深员工、到

专家，再到大师。

可是我说还有一个倒金字塔，一个有智慧

的人，他能够学习到的知识应该到处都是，他

张开眼睛，海纳百川，万物都是知识；而对于

新手来说，可能学习的知识大概只有价值含金

量高，他才能够看到和吸收，他还没有能力看

到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如何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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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IKW 知识金字塔模型

杜杏叶：我们也经常说现在大家处在开放的环

境、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正在泛在化，这种

知识“倒金字塔”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所

以您提出了跨界思考力和跨界知识管理。

4  未来趋势：跨界知识管理与跨界
思考力

王铮：陈老师曾说相信在 5-10 年后，全世界都

会谈论一个话题——跨界知识管理，这是逃不

掉的未来，您为什么会如此坚定论断呢？

陈永隆：因为 20 世纪下半叶互联网出来了，最

早互联网应用于国防，后来大家上网浏览、E-
mail、搜索、社交，慢慢才发现出现了知识经济

的现象。互联网让全球的信息开始实时流动，信

息产生了知识，全球的知识开始跨界连通，大

家发现知识越来越多并且触手可得，因而知识

需要去管理，而且下一步一定是跨界知识管理。 
王铮：对，我们看到在当前的开放式创新环境

下，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不断有大量的开放

获取论文、开放科学数据、开放教育课件、开

放政府信息、开放源代码被释放出来，这些开

放知识产生于不同领域、来自于不同主体，但

对于开发利用者来说，是一个孕育创新的整体。

这也就要求我们应当以跨界的思维与方法对其

进行吸收与利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跨界

呢？ 
陈永隆：我们存在很多对于跨界的迷思，跨界

并不是“你是商学院学生，去选修了文学院的

课”，或是“曾经待过很多公司”“曾经读过不同的

书”，有时你学习到 A，又学习到 B，这其中明

明有火花，但是你却找不到。所以很多时候，我

们在“跨界”的形式上做了太多表面工夫。

所谓“跨界思考”，应该是首先打破成败、对

错、得失、新旧的界限，经由刺激、联想，再

进行收敛、聚焦，从而产生出新发现和新智慧。

我现在正在写有关跨界思考的书，这其中会提

供很多模型，比如告诉你一开始要用什么方式

思考。我在给大学生做基础训练时，告诉他们

思考的原点可以随机，任何话题和事物都可以

成为刺激，比如说 9 点钟方向、9 公尺的地方，看

到什么，开始联想；字典翻到第 5 页第 5 个字，看

到什么，开始联想；上网搜索结果第 3 条，看

到什么，开始联想。在刺激和联想之后，对于

Inputs-Outputs、思考的模式、收敛的模式都会

有的模型（图 2）。

图 2  跨界思考力模型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36

知识管理论坛，2016（4）:30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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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界 需 要 有 开 放 的 思 维， 我 不 认 为 新

事 物 与 旧 事 物 是 对 立 的 零 和 游 戏，也 不 会

在 新 与 旧 之 间 二 选 一， 新 与 旧 之 间 是 融

合，是混搭，是创新，是协同。如果你保持

一 个 很 开 放 的 信 念，Garbage 就 有 可 能 变 成

Knowledge，就 像 一 堆 垃 圾、一 堆 废 铁、一

堆废木材在艺术家手中也可以变成艺术品（图

3）。

① Post-it® Plus：http://itunes.apple.com/gb/app/post-it-plus/id920127738?mt=8

图 3  “废品”也可以变艺术品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5  用跨界思考催生跨界课程教学专
用教具

王铮：今年以来您正是通过跨界思考的方法，开

发了用于跨界课程教学的专用教具，您能否为

我们介绍一下这套教具的开发过程，从而使我

们形象地了解一下跨界思考的应用和成果？

陈永隆：是的，这半年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做

互动教具的研发。我一开始考虑到以前我们在课

堂或培训讨论时，经常用到白板、大海报纸、3M
贴纸（便利贴），我联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

些太不环保了，而且热闹有余却不易观摩。

所以针对大海报不易观摩的缺点，我现在

会拍照然后投影出来，这时候我就可以随时在

iPad 上将照片放大，既然可以拍照放大，那我

何必局限在大海报，A3 纸张大小就够了，因为

拍出来一样大，这样就可以取代大海报纸了。

我从这里继续联想，我想让 3M 贴纸消失。3M
贴纸的好处是可以 Grouping（聚类），可以有

多色系，可以移动，但是这些好处不是只有 3M
有 啊。 我 通 过 一 款 APP（Post-it Plus）①， 就

可以将贴在墙面上的实体便签数字化，保存在

iPad 上（图 4），这样我就可以在 iPad 上随意

移动、变色、修正，从而实现从 off-line（线下）到

on-line（线上）。

关于 3M 贴纸第二次发散思考：我想取代

3M 贴纸，但是还要实现大家一起书写、互动、讨

论的功能，而且可以张贴和移动，这时我就想

到了软性磁铁，在上面可以用白板笔写，结束

了还可以擦掉，恢复成一套崭新的教具。

接下来，我考虑替代黑板和白板，因为我

平时上课不可能带一个 A3 尺寸的白板啊。由白

板我联想到了磁铁，然后就想到了那种可以打

开合上的磁铁跳棋，继而联想到有一种东西叫

证书夹，也可以打开合上。于是我就制成了一

个 A4 的“证书夹”，打开之后有四个角正好可以

把我 A3 大小的讨论纸塞进去，我也准备了各种

大小圆方的软性磁铁，以及白板笔、板擦（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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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利用 APP 将 3M 便签从线下移到线上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图 5  陈老师跨界课程部分教具（白板、软性磁铁）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这套教具，搭配我设计的各种空白互动表

格，可以应用在知识管理、跨界思考、“6D 思

维”等各种课程上，比如以前讲知识流动，涉

及到知识流动的 4 步骤、6 步骤、8 步骤，学

生拿着 3M 贴纸写来写去，写不对，且不易擦

拭，现在用软性磁铁就方便多了。另外教具盒

里面还有一副扑克牌，上面有关于知识管理等

内容的 Tips（秘诀或提示），比如 SECI 知识

螺旋是什么，DIKW 知识金字塔是什么等。一

开始这一整套教具是用亚克力板做的，我觉得

不满意，又专门在台湾宜兰找到一个木匠帮我

设计这样一个木制盒子，而且有抽屉，能够拉

提（图 6）。

所以我就是这样用跨界的模型来推演出一

个跨界的教具。在开发的过程中我在家里就像

一个老顽童一样在玩（笑）。

王铮：对啊，听了您的描述我们更体会到跨界

思考的乐趣与力量，我可以想象陈老师您在家

中像一个“知识工匠”一样，在享受教法和教具

的开发。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6.036

知识管理论坛，2016（4）:30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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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扑克牌提示卡和木制教具盒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6  用26个字母延伸知识管理的内涵

陈永隆：同样我也通过发散和联想从 KM（知

识管理）两个字母开始，延伸出从 26 个字母

学知识管理。我将 26 个字母都放进了知识管

理领域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接下来我开始做第

二件事，能不能把类似的东西来配对。如果 26
个字母都很重要，那么我觉得配对应该更重要

（图 7）。

图 7  26 个字母学习知识管理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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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配了 7 对就发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A（After Action Review，行动后回顾与检讨）配

P（Peer Assist，同行协助）：讲的都是行动回

顾怎么做；

B（Benchmarking，标杆学习、定标比超）配 G
（Good Practice，优秀实践）：讲的都是建立最

佳实践怎么做；

C（Community of Practice，实践社区）配 S（SECI
知识螺旋模型）：讲的都是社群的力量；

D（DIKW 金字塔模型）配 R（Repositories，知

识库）：讲的都是知识转换，如何让没用的东

西变有用；

H（Human Capital，人力资本）配 L（Learning 
Organization，学习型组织）：讲的都是人才学习；

M（Mentoring，师徒制）配 Y（Yellow Pages of 
Experts）：讲的都是如何获得专家经验；

O（Open Innovation， 开 放 式 创 新 ） 配 W          
（Web 2.0）：讲的都是开放创新实践；

这些都是知识管理实践的重点，也会成为

我给大学生上课的讨论题。

杜杏叶：这真是太创新了。我听过大陆很多大

学里面讲知识管理的课程，很少像这样形象生

动。如果大学的老师或者公司的管理者这样解

读知识管理，那么学生或者员工一定很容易接

受。

7  “玩转”知识管理课堂

王铮：听到这里我也特别想亲历一下您的课

堂，一定会非常有趣吧！

陈永隆：我来讲一下我在台湾的大学是怎么上

课的：假设这一周讲 DIKW 知识金字塔，我大

概会先花 30 分钟介绍 DIKW 模型，然后举出

一组例子比如“一组数字——代表着经纬度——
定位于一处路口的红绿灯——看到红灯下一个

动作是要停车”，这样来介绍从数字到信息到知

识；再比如我把身份证拿出来给学生看：ID 号

就是数据，出生年月、家庭住址就是个人信息，继

而知道从什么渠道可以找到老师，这就是知

识，今后遇到人生问题，就可以询问老师得到

解答，这就是智慧。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请模仿我的案例，自

己出一个知识金字塔案例。你看看学生都做了

什么事（图 8）——只要老师引导对了，在将学

生带上正轨之后，他们都在自己讨论和创造，很

自在，很自由，你看桌上都摆着我给他们做训

练用的表格。大约 1 小时之后，我让大家来报

告，学生的报告不一定成熟，但是我会帮他们

做眉批和总结。有些组写得很好，有一组提到

台湾的 iPhone 手机后盖打开之后会发现里面会

出现两个不一样的序号，一个是台积电的，一

个是三星的，他们找到的序号就是“Data”。学生

进一步发现台积电的电池续航能力比三星多了 8
小时，这就是“Information”，这意味着什么？意

味着苹果明年可能就会找台积电代工，那么我

们就要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啦（笑）——我们的

学生都很聪明的，这就是学生的创新，这样上

课会很好玩，他们讨论完，一定会清楚知道什

么是 DIKW 模型。

图 8  陈老师 DIKW 知识金字塔模型课堂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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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杏叶：像这种知识管理的基础原理，是大学

以及 MBA 知识管理教学的必修内容，但是很多

老师只是讲抽象的大道理，很少有像您这样引

起学生这么大兴趣的。

陈永隆：知识管理里面另一个经典模型 SECI 知

识螺旋我也是这样教学的。知识螺旋比较有难

度，但是学生都不笨。在台湾交通大学的研究

所和世新大学的大学部课堂上，我同样先是花

一段时间介绍野中郁次郎的著作，介绍什么是

隐性知识、显性知识，什么是 SECI 模型，什么

是 BA（场域），以及 SECI 的核心是什么，比

如 Socialization（社会化）核心的活动是 Face to 
Face（面对面交流），Externalization（外化）的

核心活动是 Peer to Peer（同行交流），Combination
（结合化）的核心活动是 Group to Group（团体

之间交流），Internalization（内化）的核心活动

是 on-Site（现场实践）。

然后我对学生说，从 SECI 的以上核心里

面，你们要告诉我在大学里面、在校内校外，你

们的学习过程中的各种活动都属于 SECI 中的哪

些部分，在我引导完之后，我们的学生就分成 7
组开始玩。

结束之后我们发现有的组做得还蛮有智慧

的，有的组做得比较一般。但是当我让学生把

每一组的不重复的内容整理到一张表上时，你

看现在就比较像样了（图 9）。大家发现，原来

我们这个班做出来不成熟的东西经过老师指点

汇总到一起会变得很优秀。我对他们说，你们

原来每一组也都不差，但是都没有 7 个组加到

一起优秀，这就是群众智慧的力量、分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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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陈老师 SECI 知识螺旋的课堂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杜杏叶：这就是通过引导和总结让学生通过讨

论自己学习知识、发现知识、创造知识。

陈永隆：对，我在这个农历年为知识管理的大

学基础教育研发了 14 套空白表格，包括知识地

图、知识流动、个人知识管理、标杆学习、AAR
（After Action Review，行动后回顾与检讨）、复

盘、知识转移，等等。

8  从“问中学”到“云端问中学”

王铮：听到这里我已经感受到，陈老师的课堂

和一般的大学课堂有很大的不同。以往很多时

候知识管理的理论学说和教学培训对于初次接

触 KM 的大学生或者企业员工来说，都是“冷冰

冰”的，但在您这里这些道理变得“活生生”、甚

至“亮晶晶”，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 KM 世界。

我觉得这也正符合我们 80 后、90 后学生、员工

看问题、做事情的方式。

陈永隆：对，这也是我所关注的重要一块，那

就是跨世代的沟通之道，如何去和下一代沟通。

我们很多老一代的人在谈到下一代时，总

说他们没礼貌，说他们容易分心，说他们上课

总是玩手机。台湾一些单位就发明了上课管制

手机的盒子，学员要把手机放进去然后上锁。

但是我不是这样，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现在

不正是拿着手机来上课的年代吗？为什么我们

那时候没有手机，就要教育下一代也不能拿手

机呢？所以我认为年轻一代是在活出自己，活

出未来，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

正 因 为 这 样 我 就 跟 学 生 说 我 有 一 个 梦

想——以后我的课程学生都是低头滑手机，不

用举手、不用说话就可以问问题，而且不同担

心问问题打断我的节奏。我的观念很简单，正

是因为有“低头族”，所以我们才会去创新，因

为未来是下一代的，一定是我们走进他们的新

世界，而不是让他们走进我们的老世界，为什

么我们反而要去怪下一代呢。

所以我研发了两套课程，就是学生们上课

非要拿手机，而且手机贯穿了整个 3 小时的课。

我研发的第一套教学方法叫做“问中学”，应用

在我教授的电子商务课程中，核心就是让学生

必须自己提问、自己回答，他们所找的答案都

是自己问出来的，而寻找答案的工具就是手机

和平板。

比如有一周我们的主题是“Line 和微信”，我

会先播放和主题相关的影片，接下来我们全班

分成 10 组，1 组当主持组，其余 9 组当找答案

组，主持组负责收集大家的问题，大家就会问：“为

什么大陆用微信，我们用 Line”“微信和 Line 有

什么不一样”“微信和 Line 会不会冲击到电话业

者”……我规定要提至少 10 个问题，现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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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收敛成为 3 个问题，经过我确认之后写上

黑板，然后不同组开始认领问题，这就是第 1
节课要做的工作。之后大家都在查手机，都在

写东西，最后交出一张报告（图 10）。

图 10  问中学：提出问题，全班看手机搜索答案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王铮：全班都在看手机，这在大学课堂上是很

少见的景象啊！

陈永隆：（笑）后来我们玩得更大，几周之后

我给学生说你们都知道我上课的“套路”了：就是

老师放影片、你们问问题、收敛问题、认领问

题、最后搜出答案。到了最后一周只有老师和

主持人在教室，其他同学都不准进教室，统统

丢出门，我把这叫做“云端问中学”——学生在“云”里
面跟我上课，我们就玩成这样（笑）。

在这最后一周，远端有 9 组同学，分散在

宿舍、租屋处、汉堡店、空教室、自己家。利

用 云 端 直 播，通 过 网 络 聊 天 室、Facebook 社

团、Line 群组、微信群进行讨论。我跟他们说，如

果你们一个小组在一起，就拍照传给老师告诉

我们你们在哪里；如果你们没有出门，就截图

告诉老师你们在哪个网络平台。所以你看，大

家即使足不出户，仍然可以参与讨论，这就是“云

端问中学”（图 11）。

图 11  云端问中学：各个小组分散在不同空间仍能一起讨论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9  “逆袭”知识管理课纲

陈永隆：到了第二个学期，很多修过我电子商

务的同学会继续选我的知识管理课程，我就不

能玩同一招啦（笑），一定要有另一招配对。

所以我借用年轻人的话，大家一起来玩“课纲逆

袭”，就是大家来推翻我的课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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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大陆的学生也能享受到陈老师这种充满活

力与创意的课堂。我由此也想到另一个问题，您

来自台湾，这几年又参与大陆的知识管理发

展，在两岸都积累了丰富的观察体悟和实践经

验，那么在您看来台湾和大陆的知识管理教学

与实践有哪些联系与不同呢？

陈永隆：我对于两岸的大学生基础教育是很有

兴趣的，我认为大学课堂能够变得更活泼，我

在下一代身上找到太多热情。我在台湾的大学

课堂上也有许多大陆学生，我对大陆学生都特

别好，因为我知道他们出门在外，就像我在大

陆也有很多朋友关照，大家都有感情在。

相 比 较 而 言，台 湾 的 学 生 比 较 活，大 陆

的学生到台湾，我不会用台湾的标准去要求他

们，我对他们说，你们要把原先所谓的大陆风

格做给台湾学生看；同时我会告诉台湾学生你

的很多创新能让大陆学生学到什么，但是你有

哪些内涵的东西没有大陆学生做得扎实，这就

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我们班上的台湾学生和大

陆学生现在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从整体上说，知识管理在大陆现在正在

火，在台湾已经火过了。台湾的公务员是 2006
年到 2010 年在上知识管理的课程。但是大陆现

在的火比台湾当年更好，因为隔了几年，环境

不一样、机会也不一样，因为大陆的体量够大。

我跟台湾的朋友讲，我在台湾得过“金书奖”、也

是台湾公务员体系知识管理讲义的撰写人，也

算是个“咖”（名人）了吧，但是我也想证明，台

湾的知识管理在大陆能不能被看得起，能不能

发挥价值；我跟台湾的学生讲，我认为大陆 5
年内 KM 就能超越台湾。我至少希望，我能亲

眼看到大陆是怎么实现超越的，而且在超越的

路上我还在陪着成长。

杜杏叶：那么您觉得大陆的知识管理在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与问题呢？

陈永隆：我觉的大陆的知识管理在理念上还要

进一步强化“开放与分享”，这是知识管理的本

质要求。我们有时候学习、求知、交往都比较

功利或者说私心太重。知识管理非常重视那个 S

按照我原先的课纲，前几周的基础课在第

3、4 周就先教完，我对学生说接下来 10 周不上

我的课纲，而是上和你们更贴近的课纲。我先

教他们一款工具 Tag Cloud（标签云），这样方

便找出知识管理在全球最热门的关键词。然后

让学生分组，比如第 1 组来查台湾知识管理最

畅销的 10 本书，第 2 组来找台湾主流媒体报道

知识管理和知识经济的 10 篇文章，第 3 组在台

湾的图书馆找 10 篇高质量的知识管理博硕士论

文，第 4 组找 10 个常春藤名校知识管理老师的

Syllabus（教学大纲）……就这样 10 个、10 个

地找，然后输入标签云，找出和知识管理有关

的高频词，我们发现排在前面的有企业、知识

库、创新、智慧资本……接下来 10 周就是讲这

些主题，我会从专业角度提供顺序和讲纲，再

由学生认领。

然后每一组学生都要准备大约 1 小时的课

程，自己制作大概 30 页的教学 PPT，上台去教

他们自己原先都不懂的内容，所以必须自己先

消化。我会给学生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你们

都还不懂，老师会进行补充和修正。

期末我把每周精华的 6、7 张 PPT 汇总，每

学期就有 60-70 张，这样就会做出一份很完整的

知识管理教学 PPT，我会送给学生们，对他们

说，这就是我们这学期自己做的精华，拿到外

面也不会丢脸。

曾经有一两个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很排

斥，说我们不懂才来学，可是老师又不教。可

到了期末他们对我说：“原来老师用心良苦啊，我

们今后在社会面对大部分老板交给我们的事情

学校可能都没教，我们就是要学会自学跟快学

啊”！我后来心里想，你们也是想太多了，我当

时也没想到这么多（笑）！小孩子有时候悟出

一些东西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10  谈大陆与台湾的知识管理

王铮：我原先只是接触到陈老师给企业所做的

知识管理培训，没想到陈老师在大学基础教育

领域也有这么多鲜活的实践成果。真的很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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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分享）嘛，如果忽视了分享，那么知

识管理很难做到。

11  著书破解知识管理的“密码”

王铮：陈老师不仅是一位活跃在企业等机构的

咨询顾问、多所大学的兼职副教授，也是一位

自由作家，这么多年来在台湾和大陆都出版了

多部关于知识管理等领域的图书和教学光盘。

在大陆也有很多人通过图书或演讲视频认识您。

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写作方面的经历？

陈永隆：我在台湾最早是从石油企业出来，一

出来就开始写关于 Microsoft Office 的书。那时

在台湾的新竹高科技园区，就像北京中关村这

样子，有很多的留美归来的硕博士，但是他们

不会用当时新出现的 Word、Excel、PowerPoint
这些实用的知识。那时候我是硕士，但对 Office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我 1997 年就写了三五本电

脑书，由于蛮好卖，第二年出版社要跟我签 10
本，我想 1 年怎么可能写 10 本，但是如果我

和网络上一群网友合作就有可能了，所以我在

1998 年就在网上组了最早的 Virtual Team（虚拟

团队），其实这就是 Web 2.0 的应用，那时还注

册到了 office.com.tw 的域名作为个人网站，这

些现在看来都是蛮超前的。在写电脑书的时

代，我写了 24 本书。

我从 2000 年左右开始研究知识管理，当时

看到知识经济到来，就知道一定会有知识管理

这件事。在 2001 年，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②

找到我录制了 4 个部分 12 小时的视频，包括知

识管理基础篇、理论篇等；后来第二套视频我

分别讲了“文献管理”“社群”和“专家黄页”，也是

最早为台湾带来一个概念，就是这 3 样东西要

一起做；2004 年我出了第一本知识管理书《知

识价值链》；2008 年第二本《解开 KM 成功密

码》获得了“金书奖”，在这本书中，我提到了

KM 3.0，并用 KM 两个字解释了知识管理的成

功密码（图 12）：“K”可以分解为“I”和“<”，“I”代

表 Information，也 包 含 IT，“<” 是 小 于 号，意

寓知识工作者要有“小我”心态，缩小自己才能

Share（分享）出去；“M”可以拆分为“I”+“V”+“I”，分

别代表 Integration（整合）、Virtual Team（虚拟

团队）、Innovation（创新）；最后 K 代表知识，M
代表 Management（管理）、Money（财富）和

Mobile（移动化）——你看 KM 两个字冥冥之

中藏了多少密码。我喜欢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来

看知识管理（笑）。

图 12  解开 KM 隐藏的成功密码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12  从知识管理到“6D思维”

杜杏叶：听了您上面的讲述，发现您涉及的领

域如此广泛，我之前一直觉得您仅仅是在做企

业知识管理培训，而现在发现已经远远超过了

KM 的范畴。

王铮：是啊，陈老师现在正在撰写的两本著作

是关于跨界和“6D 思维”，这次来北京也受到吴

庆海博士邀请分享“6D 思维”，在这其中我们都

没有看到 KM 的字眼，陈老师您是如何从知识

管理走到“6D 思维”，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陈永隆：今天谈到的知识管理，其实只是“6D
思维”的一小部分。我常常问自己，做知识管

理做了十几年，你写了那么多书，如果自己

没有变成一个稍微有点智慧的人，我们还配

谈 Knowledge 吗？就像你在 DIKW 知识金字塔

②“资讯工业策进会”( 简称“资策会”) 是台湾地区资讯产业最重要的组织，被称为“台湾资讯产业的智库”，在高科
技产业界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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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处在第四层智慧层，才能向下教好第

三层的知识层。如果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又

怎么能教好知识管理呢？

王铮：嗯，这就好比我小时候常见的 DVD 机

可以向下兼容播放 VCD，但是 VCD 无法播放

DVD。那么在您眼中，到底什么才能称得上是

智慧呢？

陈永隆：这就回到了一开始谈论的话题，什么

是“智慧”，什么是“有用的知识”。智慧并不是看

上去很聪明，也并不是看上去高高在上，相反

是你越来越谦虚，你越来越懂得尊重和包容别

人，那才是我要的智慧。

就像前面说到的，即使是两个教授，也可

能会“文人相轻”，而出租车司机师傅却拥有包

容的智慧。人生到了一定阶段，我会看到拥有

很多“知识”的高级专家和知识分子却缺乏尊重

包容的智慧。譬如很多教授在课堂上希望看到

学生们积极的回馈，可是自己却要表现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很多家庭失衡是因为他在外

面当教授回到家也当教授。这些故事激发我去

思索：为什么知识分子会变这样？高高在上的

人犯了什么错误？低低在下的人有什么机会？

我想探索的是金字塔上方的智慧，而不是把知

识当作武器去伤害下一代。

我 开 始 思 考，天 容 万 物，万 物 里 面 有 坏

的、有 烂 的、有 废 弃 的，天 地 都 容；海 纳 百

川，但是海水也并没有因此而变脏。为什么我

们人做不到呢？所以我开始谈到我们的认识和

人心是有宽度的，“对”这个字是有宽度的（图

13）：“对”越窄的人，看到的世界错误就越多；“对”越
宽的人，看到的世界错误就越少；让你的“对”变

宽的人，正是那些你认为错的人。如果我们把

心展开成宽高深的大海一样，我们的心就不会

有波澜、纷争，也不会失衡。我们的社会一定

要有一股力量去稀释那些骄傲与负面的东西。

我所推动的“6D 思维”是一种自我修炼，核心精

神就是向不一样学习，去尊重、包容、理解跟

我不一样的人。

图 13  “对”这个字是有宽度的：让你的“对”变宽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杜杏叶：那么一定有很多人都想知道你的“6D
思维”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是哪 6 个 D ？我们也

很想了解应该如何运用 6D 来延展自己的宽高深

呢？

陈永隆：因为我是学工程出身，我看到地球就

想到 X、Y、Z 轴构成的三维空间，又看到这个

社会总是在分正邪、黑白、善恶，包括台湾总

是分“蓝绿”，有很多这样的对立，但是你有没

有想过，没有左，哪里来的右，没有黑就不会

有白，所以它们都是成对出现的，而为什么我

们总要在一个极端里看不到两边都有道理呢？

接下来我把 Y 轴看做高低，这个社会常常

分尊卑、老幼、强弱、贫富，但是我反而觉得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成功

是由许多失败堆叠起来的；圆满是由很多缺憾

拼凑起来的；很多人外表事业成功，可是家庭

失败；也并不是说高高在上才是尊贵的，如果

你能照顾卑下的人，你就是尊贵的；并不是年

纪大就是不年轻，很多学生在陈老师面前不敢

说他们年轻，因为我用的工具和思想比他们年

轻太多。

所以什么叫成败、得失、贵贱、老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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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 3D（宽·高·深）概

念， 再 加 上 时 间 的“ 过 去”“ 现 在”“ 未 来” 这

3D，加在一起 6D 所讲的就是“尊重不同声音，包

容不同世代，理解不同答案，谦虚面对过去，平

衡活出现在，乐观面对未来”（图 14）。

图 14  陈永隆博士的“6D 思维”
（由陈永隆博士提供）

以平衡活出当下来说，我说的平衡是是家

庭事业平衡，是名利平衡。以我自己举例，我

在外面演讲高高在上，回家一定要我家人高高

在上；我在讲台上话很多，回家我就要话很少。

一个完整幸福的家，不是每一份子都把自己做

足到 100%，每次我们家晚上要出去吃东西，都

会有不同意见，那么太太就让她妥协 10%，让

她做到 90% 的自己，儿子就让他妥协 30%，做

70% 的自己吧，而我自己做 0% 都无所谓。谈

到名利平衡，名美则需利淡，利多则应名薄。

通过 6D 和跨界思考，我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

标，那就是选择做一个有思想、有温度的人，我

喜欢做有未来的东西，希望多做一点照亮下一

代的事情，所以钱多钱少并不是我的重点。在

四十多岁之后我知道老天给了我什么，老天给

了我名，这个名并不是什么殊荣，而是学生们

给我的“美名”。这就是我生命中想要成为的自

己，这不很好吗？

13  用思想和温度照亮下一代

王铮：从今天的对话中，我已经深深感受到陈

老师对于未来、对于下一代的热情，也可以想

象您在学生当中一定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师长，这

已经早已超越了传授知识的范畴，您所传递的

还有关爱与智慧。

陈永隆：我自己有一个理论：人生是一座山，我

们出生在山脚下，死时就在山上入土为安，因为

山上最接近上天。有很多人爬到很高了还在仰望

上意，走到哪里还要看长官在哪里。而我在 40
岁左右的时候知道了，当你爬到一定高度，你身

上是会发亮的，这时候你需要向山底下照才对

啊，因为山下还有许多找不到路的人等你照亮呢。

我把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变成为我生命

中很重要的主轴。当你学会敬天，知道天有多

大，就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就会学会谦虚和知足。

我觉得求知的最高境界就是发现自己的无知，追

求自我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无我。

敬天以外，就是爱人。爱人就是我的每场

演讲都给我的听众信心、希望，未来。我喜欢

让那些已经对教育绝望的同学在我的课堂上找

到希望，而且我有一套让他们找到希望的方法。

在台湾有位教授听完我的演讲对我说，我

从助理教授升格到教授，还没有写过一篇论文

能像你今天的演讲一样让学生展现出被打动的

眼神。我说这就是我选择这条路的原因，因为

我每次演讲都能够看到他们的改变。我有时候

回想起学生一封封写给我的感谢信，很多信都

让我掉泪。

最近的一封是今年 5 月份在 Facebook 上写

给我的。就让我们以这封来自学生的信作为今

天的 Ending 吧。我有个学生之前告诉我说他生

命中遇到了彷徨，他想走的路和所有长辈希望

他走的路都不一样，他不知道如何做自己。我

当时回复他：就做你自己吧。这次他深夜来信

告诉我，是我让他在彷徨中燃起另一种热情，还

在主持人演讲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在比赛

中，他用了我教给他的方式，放弃了以往大家

惯用的放大自己、行销自己的方法，而是讲了

一个能够影响大家的小故事，他讲到陈老师曾

经说过：人生中如果跟谁有心结，那个心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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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硬要去掉，而是要当成踩着上升的绳结。

一个光滑的绳子并不容易往上攀爬，正是这些

结成为你上升的阶梯，所以要谢谢那些让你有

心结的人。这个学生说得奖之后第一件事情就

是要感谢我。我回信告诉他：很开心你第一个

想到老师，更开心老师对你的鼓励你有感觉，转

化为力量，并且取得成果……加油！

这样的信还有很多。你说这些信和知识管

理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啊，因为我在追求人

生的智慧，这智慧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能够

给下一代信心、希望和未来，这就是我所追求

的智慧。（完）

采访后记：
在这次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茶几上摆着陈永隆博士上课用的 “ 标配 3C 装备 ”，包

括 Surface、iPad、三星智能手机，陈老师一边讲述，一边娴熟地在三个不同的操作系统
（Windows、iOS、Android）之间切换，他几乎讲到的每一个场景、案例和情节，都会给
我们展示相应的实物 / 实务画面，其中包括各种教学模板和教具设计，有课堂讨论的热烈
场面，有教学和演讲 PPT，有网站资源，甚至还有视频，陈老师也因此笑称他自己不是理
论派，而是实践派。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仅仅撷取一小部分画面呈现给各位读者。

在访谈进行中，我们不时讶异于陈永隆博士呈现的创新思维成果，也感受到他热情开
放的分享精神、有温度的亲和力，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陈老师的知识管
理会做得如此不一样？

在听完陈老师的讲述之后，我想自己已经有了一部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已经远远超
越了当初想要探寻的知识管理问题本身，那就是在陈老师不一样的知识管理呈现背后，有着不一样的知识管理目的与
初衷，有着来自思维和智慧层面的关照。因此我将本次访谈的题目定名为用 “6D 思维 ” 延展知识管理的 “ 宽 · 高 · 深 ”，也
希望我们每位读者都能从 “6D 思维 ” 中获得延展自己生命的契机。

在这次的访谈中，我们的两位编辑分别是 70 后与 85 后，而陈老师是 60 后，虽然世代不同，但是我们的对话并没
有因此产生距离，而是充满了轻松、喜悦和知性，让人不由地期待与陈永隆老师的下一次的相聚。当然，听了陈老师
的讲述，我们也知道了知识交流方式不一定只有面对面的方式，有空的时候，只要用手机刷刷陈老师的微信微博，仿
佛就能听到一位智者长者与你对话。我们更希望有更多有缘人、有心人加入到这场跨越世代、跨越时空、跨越领域、跨
越海峡的对话中（王铮）。

致谢：感谢陈永隆博士授权本文使用相关图片素材。

陈永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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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风起云涌。大数据不仅仅是概念和热点，更是一种全新的能力。图书情报人员作为专业信息专业人

员，了解大数据知识，掌握大数据技能，运用大数据手段，提升大数据能力，同样是大数据时代所赋予的新要求、新

挑战与新任务。《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将提升图书情报人员新型能力作为自己的重要社会责任与使命，每年

举办一次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提升研修班。2016 年的研修班主题聚焦为 “ 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 ”。

研修班为时两天，将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授课，并与学员讨论互动。

欢迎图书情报一线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参加。

主题：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

授课题目与专家：

1. 当前与未来图书情报人员新型能力体系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教授）

2. 电子资源统计标准规范

陈大庆（深圳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3.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员的数据素养

黄如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4.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的方法与技术

李广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5. 数字资源馆藏政策与策略

萧德洪（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6. 文本大数据处理技术与应用

张智雄（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研究员）

7. 专利情报分析与能力

王峻岭（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8. 智能型图书馆神经网络服务系统的构建

汪新红（超星公司副总经理）

主    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承    办：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FULink）、福州大学图书馆

费    用：会议费 1400 元，交通食宿自理

时    间：2016 年 11 月 16-19 日（16 日报到，19 日疏散）

报名方式：登录：www.lisjournal.net “ 会议与培训 ” 栏登记注册，注明 “2016 福州培训报名 ”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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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
                       ——2016 年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提升研修班



2016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暨 
图情期刊论坛顺利召开

2016 年 8 月 17-20 日，由“ 图 情 期 刊 联 盟

网”主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和《图书馆

建设》编辑部承办的“‘2016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热点与前沿暨图情期刊论坛”在哈尔滨市召开，来

自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业界、学界和期刊界的

180 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黑龙江省图书馆

副馆长毕红秋代表会议承办单位致辞。本次论

坛的主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分

为图情前沿热点研讨和图情期刊论坛两个部分。

图情前沿热点研讨由《图书情报工作》杂

志社社长、主编初景利教授和《图书馆建设》常

务副主编肖红凌分阶段主持。论坛邀请了中国

社会科学院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杨沛超教授做了

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5.17 讲话精神加速

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报告；《情报

科学》主编、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靖继鹏教授做

了主题为“情报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的报告；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李广建教授的报告题目

为“图书情报学研究新动态——基于机器学习的

内容分析”；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海

群教授做了主题为“国内图书馆学进展与发展动

向（2015-2016）”的报告；教育部长江学者、南

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柯平教授的报告主题为

“探寻图书馆学前沿的科学路径”；广州奥凯信

息咨询公司王峻岭总经理做了主题为“知识产权

与专利情报分析”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晓英教授做了主题为

“学术论文的选题与质量评价”的报告；南京农业

大学社科处处长黄水清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人文

计算在图书情报中的应用”；深圳大学城馆长赵

洗尘研究馆员做了主题为“数据让图书馆贴近读

者”的报告；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宇研究

馆员的报告主题为“面向创新的图书馆业务重组

与能力再造”；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社长张玲

研究馆员做了主题为“高校图书馆业务转型的实

践与思考”的报告；《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

编初景利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图书馆创新服务的

动力机制与路径设计” 。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余家图书馆学情报学期

刊的编辑和部分作者、读者代表参加了图情期

刊论坛。参会期刊分享了各自的办刊经验，并

针对期刊数字化发展、期刊集中管理、稿件组

织与处理、作者和读者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参加的读者、作者也就写作和投稿中遇到的问

题，与期刊编辑展开交流。

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论坛通过研讨和

座谈，不仅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学者、期刊编

辑、作者和读者能共同探讨学科的研究热点与

前沿关键性问题，更使得编者、作者、读者相

互之间能充分交流与互动，收获颇丰，受益良多。 




	知识管理论坛期刊四期封一
	知识管理论坛1604目录
	知识管理论坛2016年第4期正文
	知识管理论坛期刊四期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