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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信息时代，更是知识时代，从信息走向知识、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是大势所趋，

是更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是一份纯网络、开放获取的学术期刊，也是知识管理

领域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2016 年，获得国家正式出版资质（CN11-6036/C，ISSN 2095-5472）并被

作为网络出版试点期刊之一。《论坛》的创办，旨在致力于推动知识时代知识的创造、组织和有效利用，

促进知识管理研究成果的快速、广泛和有效传播。

《论坛》关注于一切与知识相关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其中包括：

• 互联网与知识创新

• 大数据与知识计算

• 数据监护与知识组织

• 实践社区与知识运营

• 内容管理与知识共享

• 数据关联与知识图谱

• 开放创新与知识创造

•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加强了《论坛》的编委会力量，加强了组稿与策划，增设了“专家访谈”

栏目，积极参与新型出版试点，通过新的网络系统上线试验运行（www.kmf.ac.cn），并通过了“开放

获取期刊目录”（DOAJ）的预评审。

2017 年，《论坛》将继续关注与知识管理相关的最新动态与创新发展，加强与知识管理学术界

与实践界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主题和稿件的策划与组织，多推出学术精品，进一步增强网络的传播

力与影响力，把期刊打造为知识管理领域更加靓丽的名片。

知识管理，有你有我。期待您的关注，期待您的支持！

                                                                    初景利
《知识管理论坛》主编

2017 年 1 月 4 日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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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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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知识库联盟发展现状
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经

过最近几年的发展，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长足的

进 步。从 数 量 上 来 看，根 据 OpenDOAR（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开放获取

知识库目录）站点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 1 日，注

册登记的机构知识库数量达到 3 100 个 [1]；在

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机构知

识库站点上登记的国内大陆高校机构知识库有

40 个 [2]。实际上，机构知识库数量远不止这些，因

为还有很多机构知识库没有在这些网站上登记。

从 OpenDOAR 站点的机构库数量统计图上可以

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知识库数量仍会

保持一定的速度持续增长。

【学术探索】

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联盟构建研究
◎ 陈和

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36100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探讨采用语义网的方法实现区别于传统的构建机构知识库联盟的方法。[ 方法

/ 过程 ] 把现有的机构知识库内容发布为关联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语义网的方法构建基于关联数据的

机构知识库联盟。[结果 /结论 ]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联盟可以实现资源浏览、检索等基本的功能，

同时也可以采用语义扩展、语义推理等方法实现传统联盟无法实现的知识服务功能。构建基于关联数据的

机构知识库联盟是语义网的一个具体实践，可以提供比传统联盟更多更好的功能服务，而且构建的成本投

入少，见效快。

关键词：机构知识库  关联数据  资源联盟  语义网  知识服务

分类号：G203

引用格式：陈和 . 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联盟构建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1): 2-8[ 引

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87/.

作者简介：陈和（ORCID：0000-0002-4506-5612），副研究馆员，硕士，E-mail：xmu_chen@xmu.edu.cn。

收稿日期：2016-10-18        发表日期：2017-01-18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随着机构知识库数量的增多，以及资源内

容的不断增长，实现机构之间资源共建共享的

需求越来越强烈。机构知识库联盟作为资源共

建共享的一种方式也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机

构知识联盟是机构知识库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通过构建机构知识库联盟，可以展现联盟整体

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知识

产出保存和共享；可节约成本，体现“规模效益”；可

促进单个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推广；是构建全国

知识基础保存设施的重要步骤 [3-4]。

截至目前，国内外已经构建了不少的机构

知识库联盟，既有国家层面的联盟，也有区域

性的联盟，比如有澳大利亚的 ARROW[5]、日

本的 JAIRO[6]、欧盟的 DRIVER[7]、英国的白玫

瑰知识库联盟 [8]、美国的 ALADIN 联盟 [9]、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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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俄州数字知识库联盟 [10]、台湾学术机构典       
藏 [11]、香港地区 HKIR[12]、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机构知识库 [13]，以及 CALIS 机构知识库 [2]

等。

纵观目前的机构知识库联盟，其实现资源

联盟的技术方式主要包括如下 3 种 [14-15]：

（1）集中方式。由联盟中心统一构建、运

行及维护知识库系统，联盟成员将数字资源上

传到此统一系统中，并在此系统上为用户提供

浏览、检索和下载等服务。联盟成员不必再承

担构建及维护系统的任务，节约了成本。此联

盟方式的代表有白玫瑰知识库联盟、ALADIN
联盟等。

（2）分布方式。联盟成员根据共同的数

据交互标准和协议分别构建和维护各自独立的

机构知识库。联盟中心按照数据交互标准和协

议采集成员的元数据到中心平台，但原始数据

仍然保留在成员机构知识库之中。在联盟中心

平台上为用户提供统一浏览和检索服务，实现

一站式服务。这是比较常见和主流的联盟方

式，ARROW、JAIRO、俄亥俄州数字知识库联

盟、台湾学术机构典藏、香港地区 HKIR、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CALIS 机构

知识库等均为分布式联盟。

（3）综 合 方 式。联 盟 方 式 既 有 集 中 方

式，又有分布方式，其中机构知识库联盟的分

布构建方式中的数据交互标准和协议基本上是

采用 Dublin Core 元数据作为描述资源的元数据

标准，采用 OAI-PMH 方式进行资源元数据收

割。其工作方式是在联盟中心设置资源收割服

务器，主动请求收割联盟成员机构知识库的元

数据，然后对获取的元数据进行集中存储，在

此基础上，构建联盟统一服务平台，为联盟成

员提供资源统一浏览、检索、订阅、下载等信

息服务。另一方面，这种通过数据收割方式构

建的联盟，需要专门配置资源收割服务器、索

引服务器、前端服务平台服务器，以及元数据

资料存储空间等。在资源收割的过程中，常常

受到联盟成员数量、资源内容数量、资源内容

数据质量，以及通讯网络方面的影响。DRIVER
联盟就是采用的此方式。

各个机构单独构建的机构知识库通过上述

方式组建成资源联盟后，摆脱了“信息孤岛”、服

务资源有限的窘境，实现了资源统一揭示和利

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联盟成员之间资源

的共建共享。然而，这种机构知识库联盟，其

资源只是限于成员机构知识库中的资源，与知

识库外界资源是绝缘的，不能与外界资源进行

关联和交互，而且，联盟资源的服务对象是人，忽

略了机器。这与机构知识库的真正开放精神还

存在一些差距。

2  关联数据与机构知识库

2.1  关联数据概述

关联数据（linked data）最早由 T. Berners-
Lee 于 2006 年 7 月首次提出，目前成为被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国 际 互 联 网 协

会）推荐的一种用来发布和联接各类数据、信

息和知识的规范。关联数据采用 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资源描述框架）数据模

型，利用 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统一

资源标识符）命名数据实体 , 发布和部署实例数

据和类数据，从而可以通过 HTTP 协议提示并

获取这些数据，同时它强调数据的相互关联、相

互联系和有益于人机理解的语境信息。

对关联数据进行访问或查询，W3C 推荐采

用 SPARQL 查询语言，它是一种从 RDF 图获取

信息的查询语言。

关联数据的构建和实现需要遵行 4 个基本

原则 [16-17]：①使用 URI 作为任何事物的标识名

称；②使用 HTTP URI 让任何人都可以访问这

些标识名称；③当有人访问某个标识名称时，提

供有用的信息；④尽可能提供相关的 URI，以

使人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事物。

关联数据对数据访问方式进行了标准化

操作，用户或代理无需知道某具体关联数据发

布网站的体系架构、存储方式等任何技术细

节，只要知道 Web 服务器地址，都可以直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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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QL 进行访问。作为一种数据发布技术，由

于支持语义描述，同时提供标准的服务接口，其

有效地提高了数据的可查找性和重用性。

2.2  机构知识库发布为关联数据的优势分析

机构知识库作为机构成员学术作品长期保

存和统一展示的学术信息平台，采用了标准的

资源组织方式和资源著录方式，具备转换为关

联数据的先天优势，归纳如下：

（1）句柄系统。多数机构知识库构建软件

都使用句柄系统来标识内容对象，比如 DSpace
采用 CNRI 的 handle 系统，每一个对象被赋予

全球唯一的可供识别和访问的 handle 标识 [18-19]。

也有机构知识库是采用 DOI 作为句柄系统 [20]。

（2）开放访问。机构知识库的资源内容一

般都遵循开放获取政策，在 Web 上，用户可以

通过浏览器和全球唯一的句柄号访问对应对象

的详细信息。

（3）统一元数据标准。为了方便系统之间

的数据交互，多数机构知识库构建软件采用了

统一的元数据标准，而且是以 Dublin Core 元数

据标准为主，而 Dublin Core 在关联数据中是一

个重要的领域本体。

（4）资源组织方式。机构知识库通常是按

照“机构－部门－条目”来组织资源内容，这种

方式默认潜在地包含了资源的归属和层级约束

关系。

因此，比照关联数据的四原则，现有的机

构知识库已经具有了关联数据的部分特征，具

备把现有机构知识库内容发布为关联数据的条

件。

3  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联盟实
现方式

可以通过两步来实现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

知识库联盟，即首先把各个机构知识库内容发

布为关联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联盟服务

系统。

3.1  发布关联数据

现有的机构知识库构建软件底层基本都

采用关系型数据库，因此，可以通过关联数据

技术直接把关系型数据库数据发布为关联数

据。目前可以实现的技术有 VirtucsoUniversal 
Server、Triplify、D2RQ 等，其中 D2RQ 技术是

推荐的主流方案 [21]。如果机构知识库构建软件

是 DSpace，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安装与配置，即

可把对象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下面分别对这

两种实现方式进行介绍。

3.1.1  D2RQ 发布关联数据

D2RQ 能 够 将 关 系 数 据 库 抽 象 为 只 读 的

RDF 图，而且无需将数据拷贝为 RDF 存储，直

接提供基于 RDF 的数据访问的开源软件平台。

D2RQ 平台由如下 3 个组件构成 [22]：

（1）D2RQ 映射语言。定义将关系型数据

转换成 RDF 格式的映射规则。

（2）D2RQ Engine。使用 D2RQ 映射文件

将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映射成虚拟的 RDF 数

据（实际上并没有将关系型数据库发布成真实

的 RDF 数据）。当访问关系型数据时将 RDF
数据的查询语言 SPARQL 转换为关系型数据的

查询语言 SQL，并将 SQL 查询结果转换为 RDF
三元组或者 SPARQL 查询结果。

（3）D2R Server。 它 是 一 个 HTTP 
Server，主要提供对 RDF 数据的查询访问接口，以

供上层的 RDF 浏览器、SPARQL 查询客户端以

及传统的 HTML 浏览器调用。三者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D2RQ 结构功能示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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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RQ 发布关联数据方法步骤如下 [24]：

（1）从官网上下载并解压 D2RQ 软件到合

适目录。

（2）下 载 对 应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的 驱 动 程

序 JAR 包， 置 于 [d2rq-source]/lib/db-drivers/
目 录 下， 并 注 意 引 用 该 程 序 的 完 整 类 名

（ 如：org.postgresql.Driver） 和 JDBC URL
模 式（ 如：jdbc:postgresql://servername:5432/
database）。

（3）生成 D2RQ 映射文件。

（4）启动 D2RQ 服务。

上述第（3）步骤最为关键和重要，需在命

令模式下，切换到 [d2rq-source] 目录，使用命令

generate-mapping 生成映射文件。使用 generate-
mapping 命令时，必须指定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和密码，需要发布为关联数据的数据库名、数

据表名、字段名等，以及需要忽略或跳过的数

据表名、字段名等。

D2RQ 服 务 启 动 之 后，可 以 在 本 机 浏 览

器 上 输 入 如 下 地 址 进 行 访 问 和 测 试：http://
localhost:2020，此时，对外的 SPARQL 端点地

址为：http://localhost:2020/sparql。
3.1.2  DSpace 发布关联数据

自从 5.0 版本开始，DSpace 支持把仓储系

统中的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使其在支持 OAI-
PMH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分享内容的渠道。

DSpace 把对象内容发布为关联数据的方法

步骤 [25]：

（1）修改配置文件：

① [dspace]/config/dspace.cfg
在 参 数 变 量“event.dispatcher.default.

consumers”之后添加“rdf”。
② [dspace]/config/modules/rdf.cfg
设 置 参 数 变 量“public.sparql.endpoint” 和

“contextPath”，分别设置成需要的值。

（2）下载并开启 jena-fuseki 服务：在 linux
下，开启 jena-fuseki 服务的命令如下：

export FUSEKI_HOME=[path_to_fuseki]/
jena-fuseki;$FUSEKI_HOME/fuseki-server 

--localhost --config[dspace]/config/modules/rdf/
fuseki-assembler.ttl

执行上述命令后，即开启了 fuseki 服务，若

是 第 一 次 执 行， 会 在 [dspace] 目 录 下 生 成

triplestore 目录，与 RDF 相关的文件便存储在此

目录下。

（3）生成 RDF 文件：开启 fuseki 服务后，可

以把 DSpace 系统中的已有的对象数据转化为

RDF 数据（三元组形式），转化的操作命令如下：

[dspace]/bin/dspacerdfizer -c –v
执行如上命令后，DSpace 系统中的所有可

读的条目将转化为 RDF 数据。之后新上传到系

统中的条目数据将自动转化为 RDF 数据。

（4）部署 RDF 虚拟目录：在安装 DSpace
时若没有部署过 rdf，此时需要重新部署，需

要 拷 贝 [dspace]/webapps/rdf 目 录 到 [tomcat]/
webapps/ 目录下。

重新启动 tomcat 服务后，便可提供关联数

据服务，在本机浏览器上可输入如下地址进行

访问和测试：http://localhost:3030/，此时，对外

的 SPARQL 端 点 地 址 为：http://localhost:3030/
dspace/sparql。

因此，基于 DSpace 构建的机构知识库，只

要把 DSpace 系统升级到 5.0 以上版本后，根据

上述方法步骤进行操作，即可发布关联数据。

3.2  基于关联数据的联盟服务系统

联盟服务系统是统一为成员用户提供服务

的平台，与传统的联盟服务相似，包括统一检

索服务、资源浏览服务、成员注册登记等，但

其实现方式却不同于传统的联盟。

3.2.1  统一检索服务

基于关联数据的联盟不需要收割各成员机

构知识库的元数据，不需要集中存储元数据。

其统一检索服务是基于各个成员机构知识库提

供的标准 SPARQL 端点来实现。具体可以采用

开源软件 DARQ 来实现。

DARQ 是 一 个 基 于 SPARQL 的 联 邦 查 询

搜索引擎，是在 JenaARQ[26]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

个新的查询设计算法，并修改查询执行引擎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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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来，为不同的、分布的 SPARQL 端点提供

透明查询访问。对用户而言，使用 DARQ 查询

多个 SPARQL 端点就好像只查询一个 SPARQL
端点，它只提供一个查询接口，而把对多个

SPARQL 端点的复杂查询的联邦细节都留给了

查询搜索引擎后台处理 [27]。

DARQ 的 具 体 使 用 类 似 Jena ARQ 的 用

法，但相对比较简单。关键是需要预先设置好

服务描述配置文件（service descriptions），定

义 好 各 个 SPARQL 端 点 的 服 务 能 力， 比 如

SPARQL 端点的 URL 地址、数据描述、访问模

式、结果返回数量等等。

3.2.2  数据浏览

各成员机构知识库发布关联数据后，用

户 可 以 通 过 语 义 浏 览 器（semantic web 
browsers）， 如 Disco[28]、Tabulator[29]、OpenL
inkData 扩展 [30] 等，浏览各成员的知识库中的

RDF 数据。由于关联数据的特性，用户可以跟

随 RDF 语句表达的链接，在不同的数据源之间

浏览，可以从一个数据源开始逐渐遍历整个网

络。如果原来机构知识库已经进行关联语义扩

展，将会浏览到更丰富的内容。这种浏览方式

有别于传统的文档链接浏览，将带给用户不一

样的浏览体验。

3.2.3  成员注册与登记

为了便于联盟成员之间或者成员之外发

现和利用各个成员的机构知识库数据，需要把

成员机构知识库的相关信息进行注册和登记。

登记的信息需要遵循 W3C 推荐的 VoID 标准
[31]，它是描述 RDF 数据集的元数据，包括一

般性元数据（general metadata）、访问元数据

（access metadata）、 结 构 元 数 据（structural 
metadata）和数据集间关联描述（description of 
links between datasets）。使用 VoID 标准登记信

息是为了便于人们为了不同的任务而找到有用

的数据。

3.2.4  知识服务

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联盟其实是一

个轻量级的语义网络，可以利用语义关联、语

义挖掘和推理的方法发现有用的信息。例如可

以把作者的论文和科研数据进行关联，为用户

展示整个科研生命周期的数据生成、数据分析

和科研成果等；可将某一知识主题的相关内容

进行知识聚合，以期发现新的知识内容；可将

相关内容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建立知识地图，并

利用可视化的技术表现出来，实现知识图谱等。

所以在联盟服务端需要提供多种知识发现模

式，和 / 或者 SPARQL 查询语句可编辑器，方

便用户设置不同的知识发现模式，结合机器学

习，挖掘和发现机构知识库联盟中有用的知识。

4  分析与讨论

以上简要介绍了把现有机构知识库内容发

布为关联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联盟服务的

方法。从整个构建过程看，有其优势，也有其

不足。

优势在于：①万维网逐渐扩展到语义网，是

一种发展趋势，而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

联盟正是在这个趋势下的一个具体实践，可以

探索和积累万维网向语义网转变的方法和经验。

②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联盟，是一种轻

量级的语义网，可以借助语义网的理论与技术

来充分利用机构知识库中的数据，发掘机构知

识库数据的潜在价值，同时推进语义网理论创

新和技术进步。③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

联盟，给用户带来不一样的使用体验和感受，将

促进机构知识库的内容建设和系统转型升级。

④联盟服务系统由于不需要收割元数据，也不

需要集中存储元数据，所以不需要额外开发收

割软件，不需要部署收割服务、存储服务器以

及索引服务器等，节省了元数据收割和建立索

引以及系统维护的时间，费效比比传统分布式

联盟高出许多。

不 足 在 于：① 在 构 建 过 程 中，有 一 个 比

较大的问题在数据质量方面。目前的机构知识

库内容包括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工作文

稿、专利文献、学位论文、图书章节等，由于

考虑到数据加工、数据交互等方面的问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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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元数据标准基本上都是 Dublin Core 元数

据。众 所 周 知，Dublin Core 元 数 据 标 准 简 洁

轻便，容易使用，但是其优点也导致了其不

足，表现为对资源的描述不够深入，比如没

有专门的元数据描述期刊论文的参考文献部

分，使得论文之间的相互参照关系缺失，会议

论文没有会议相关的属性描述，学位论文没

有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关系，以及缺失学位相关

的属性等。关联数据注重实体的属性及之间的

关系，现有的机构知识库资源转化关联数据

后，实体的属性和关系不够丰富，进行数据推

理时，达不到预想的结果。因此机构知识库发

布为关联数据时，需提高或加强数据质量，王

思丽、杨雪梅等提出的思路和方法或许可以提

供参考，即首先抽取机构知识库内的核心实体

类，利用 RDF 进行语义标注和关联，关联到外

部的 DBpediaOntology、DBLPBibliography 等其

他关联数据集，丰富语义内容，然后再发布为

关联数据 [32-33]。更进一步地，在发布关联数据

前还可以关联到机构学者中心、项目成果中心

等数据源，进一步扩展机构知识库的语义内容。  

②关联数据的相关应用技术，还有待完善和创

新。比如前述构建基于关联数据的机构知识库

联盟服务系统中用到的 DARQ 软件，在检索效

率方面还泛善可陈，特别是在 SPARQL 端点比

较多时，检索效率比较低下。再比如语义浏览

器，有些多年未更新，其功能还是比较单一、粗

糙，有待加强和完善，在使用体验上还待提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关联数据还处

于发展初期，宣传推广不足，参与开发与研究

的人员不多，缺乏投入等。

5  结语

把机构知识库内容发布为关联数据，并

在此基础上构建机构知识库联盟，实现成员之

间资源共建共享的目的。联盟不但提供传统的

资源检索、浏览等服务，而且还提供可定制的

知识服务。基于关联数据的联盟是开放的，不

但联盟成员之间可以互联，联盟也可以与其他

关联数据集进行互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

放，为机构知识库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前景。

本文对此联盟方式只是在技术实现上进行了探

讨，尚未进行正式的实践，希望在今后的具体

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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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using semantic web to bui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Method/process] It 
publishes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content as linked data firstly, and uses the method of the semantic web 
to bui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Result/conclusion] The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based on linked data can realize the basic functions such as browsing and retriev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ederation can realize knowledge service function by extending semantic content and semantic 
reasoning. Building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based on linked data is a specific practice 
of semantic web, the confederation can provide more and better functional services than the traditional 
confed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cost is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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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与技术机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

知识与资源的特性 [1]。对企业来说，技术机会

是一种稀缺资源，是影响企业生产创新活动的

一个关键性因素。技术机会一方面可以增强企

业资源的流动性以适应技术创新的变化，另一

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和实现正确、科学的技

术战略定位，拓展企业新的生存边界；此外还

可以帮助企业寻找技术变化导致的新过程、新

产品、新市场和新的组织方式，从而引导或发

【学术探索】

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探索性因子分析
◎ 江洪 1,2  张晓丹 2,3  杜妍洁 2,3

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2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武汉  43007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技术机会识别是影响企业生产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技术机会识别的过程中，

企业与技术机会的匹配度影响着技术机会能否由认知环节进入利用环节。对企业匹配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有

助于企业实现技术机会的识别转化。[ 方法 / 过程 ] 采用文献分析与团队焦点访谈的方法，设计编制技术

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的测度量表及调查问卷，应用 SPSS 21.0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显示技术机会识别过程中企业匹配度可以从企业创新能力及企业知识共享能力两个维度衡

量。主成分分析后，企业创新能力维度下划分出 4 个一阶变量，企业知识共享能力下划分出 3 个一阶变量。

综合得出技术机会识别中匹配度的因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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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能产生的商业机会。

然而，由于企业自身对技术机会的警觉

性、网络和信息把握能力、认知学习能力等主

观条件的不同，企业对技术机会的认知存在差

异性。提高企业自身对技术机会的认知能力、运

用技术机会识别工具的能力，能帮助企业更清

楚地认识和发现潜在、有价值的发展机遇。技

术机会识别作为技术创新管理工具之一，是基

于企业主体对技术机会的识别发现到认知再到

利用的过程。

在技术机会从认知到利用的阶段，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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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机会的匹配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着

技术机会能否由认知环节进入利用环节。

2  企业匹配度概念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匹配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管

理学的匹配理论、认知匹配理论、信息系统中

的匹配理论及企业能力匹配理论 4 个领域，这 4
个领域既有各自研究的特点也相互交叉融合。J. 
A. Timmons 等 [2] 提出的机会认知系统是一个由

机会、资源和创业团队 3 个驱动因素相互匹配

与平衡的过程，企业必须不断地维持各要素之

间的平衡才能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营。张翼、樊

耘等 [3] 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人与组织匹配的必要

条件是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和目标一致，充分

条件是双方价值观与目标一致、组织工作要求

与个人能力、个人需求与组织供给 3 因素的匹

配。周智颖、孟卫东 [4] 对传统价值链模型进行

扩展后得出等动态波特价值链模型，导出的企

业关键能力包括资源配置与协同能力、全面学

习与创新能力、绩效管理能力、战略定位能力、生

产资助能力和营销能力，这些能力之间相互联

系与影响。陈勇星等 [5] 构建了用研究技术创新

能力与技术创新模式匹配关系的九方格矩阵，并

通过分析得出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模式具

有协调型匹配关系时企业才能实现技术创新的

最佳定位。何文章 [6] 认为企业匹配是企业拥有

的一系列特定活动的资源、信息、知识和能力

及其组织调控和配合。黄胜忠 [7] 提出了企业在

不同的技术阶段对技术机会的匹配战略。姚明

明 [8] 研究了商业模式设计与技术创新战略匹配

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影响机制。刘贻新等 [9]

运用双边匹配的方法构建基于技术生态位结构

特征的企业技术战略动态匹配模型。综合上述

观点，本文认为企业资源与技术机会的匹配度

实际上就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和协同能力

与创新活动及技术机会之间的契合程度，具体

而言，是企业自身能力与当前企业所需进行的

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匹配程度，这关系到企业

能否有效利用技术机会。

3  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理论模
型结构分析及验证

3.1  基于能力匹配理论的研究模型

从能力匹配理论来看，从认知到利用阶

段，企业调整各种资源与能力，与外部环境因

素以及技术本身因素保持合适匹配关系。就企

业本身而言，技术机会识别中技术是否真正得

到企业的利用更重要的原动力来源于企业技术

资源和能力的动态匹配。匹配关系的形成一方

面需要企业在不匹配的现状中调整内部和外部

的资源，另一方面需要企业调整自身的组织能

力，以追求突破各种障碍限制，获得匹配形势。

特别需要调整的是与技术机会相关的企业创新

能力、知识管理能力、知识分享能力。创新要

素和企业能力之间的动态匹配关系可以使技术

机会识别过程更简单、更清晰、更容易实现。

这种匹配关系是否协调不仅可以反映出企业内

部要素之间是否协同，而且通常也反映出企业

内部与外部是否具有整体良好的协同状态。企

业的整体匹配性越好就越能形成有的竞争优

势，从而获得较好的收益，此时才形成了技术

机会 [10]。如果企业呈现少数要素匹配或整体

匹配性不强的状态，企业相对技术优势无法展

现，对于该企业来说技术就无法成为技术机会。

能力匹配的理论表明，外部环境与技术机

会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的能力匹配不是由客观

因素产生的，而是由企业组织主动选择调整的

结果。从企业技术开发行为来说，首先该行为

具有极强的目标性，是企业根据自己的发展目

标而决定的行动；其次是该行动具有不断适应

性，企业对内外部资源与能力的整合与调整是

企业主动的行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企业会

采取不断自主投入、技术创新甚至是改变影响

外部环境等综合技术创新行为。

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可以划分为两个方

面：①自主的技术研发行为，即企业通过调整

内部技术研发力量，开展自主技术研发，以获

得超前于外部技术的先进技术。研发技术的同

时企业还会采取市场与技术推广的行为，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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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外部环境和需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

新转化为产品的社会环境。就这一方面而言，企

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会影响到企业主动的技术开

发行为，进而改变企业自身，实现与外部环境

需求的匹配。②技术引进行为，即依照外部环

境需求的变化，企业在协调内部资源的同时选

取外部有利技术，并加以引进消化吸收改进

提高，将外部技术融入到企业自身的生产活动

中，使企业与外界的技术步调保持一致。从这

一角度出发，企业的知识共享能力，包括知识

转移、知识学习、知识创造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影响企业自身认知能力的因素

都会造成企业对技术机会的匹配度的变化。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有效改善自身能力，调整

自身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达到与技术机会相

匹配的目标的重要因素 [11]。同时根据知识共享

理论，在企业实现创新要素匹配性调整的过程

中，企业的知识共享能力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因素，更高的知识共享能力带来企业更好的匹

配度。因此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知识共享能力能

有效维持企业技术资源和能力与外部环境需求

的匹配，从而使技术创新达到预期目标。

3.2  基于企业能力匹配理论的研究模型

企业能力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根本决定因素

之一。企业能力是一种企业综合素质、综合资

源和综合竞争力的体系，重点是企业对内外部

环境的认知能力和调整适应能力。从组织演化

的角度来说，企业能力是企业的系统性经验性

知识组织以及资源协调配置协同能力、全面学

习与创新能力、组织管理与战略发展能力等，可

以概括为企业的认知、产出、组织管理能力。

企业的能力可通过产品和产业转移，使得企业

在不同的产品与产业中运用其能力来调整组织

相关的资源，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发

展路径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能力理论中，企业能力是比较特殊的

生产资源函数。楼永 [12] 构建了企业能力模型来

研究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动因与选择。能力投入

产生的效率随着经营活动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不

同的经营活动面临不同的生产函数，这就需要

不同的能力，因此企业能力随着企业经营活动

不断调整以寻找最优的能力匹配。企业可以通

过某种能力投入带来能力变化，从而适应某一

时期的经营活动。而认识这种匹配程度的方式

是了解企业在某一时期的能力投入，并通过不

断调整其能力配置最终确定匹配程度是否到达

最优。一般来说，匹配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优化

的过程。

企业能力匹配理论对于技术机会识别来

说，主要是企业能力与技术创新活动相匹配的

过程。通过对现有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优化和有

效利用，可进一步寻求企业技术机会的最优模

式。企业在发展新的技术机会时，需要对其企

业能力做出判断，在企业能力与技术活动匹配

不良时，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机会来改善。而这

时的技术机会数量可能不是很多，对技术机会

的准确度要求更高。一个匹配度高的技术机会

对企业能力的整合与扩张作用可以使得技术机

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现有的企业能力与技术机

会匹配情况研究能帮助企业更好地解决发展问

题，同时也能增加企业对技术机会的利用能力。

3.3  基于团队焦点访谈的模型结构及验证

笔者通过焦点访谈对企业技术机会识别的

匹配度影响因素进行初步调查，并基于焦点访

谈的结果对上述理论模型结构进行初步验证。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是中国科学院湖北产业

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培育的企业，该中心是中

国科学院在湖北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培育

机构，已经建设了若干个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并

形成一个辐射湖北全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

络，培育了 30 多家产业创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企

业。共进行了两场团体焦点访谈，采取完全团

体访谈的方式，每场访谈时间为 40 分钟至 1 小

时，访谈地点在武汉市。邀请了相关的企业负

责人来参加会议，两次参会人数分别是 8 人和

11 人。

访谈的内容包括企业认知与技术机会识

别、企业生产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3 个方面。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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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有：对企业认知与技术机会识别联系

程度的评定，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认知能力的

描述，匹配因素对企业技术机会识别的影响，衡

量影响匹配度的因素，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关键因素，企业如何进行新技术的吸收、消

化、转化和应用，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难，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战略决

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过团体焦点访谈研究，本文得出企业关

于技术机会识别及匹配度的 3 点结论：

（1）企业的匹配度对技术机会成功识别具

有重要影响。参与访谈的大部分成员认为技术

机会是客观存在的。技术机会只有被企业认识

和认可，同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技术实力、市

场能力等企业认知能力相匹配，才能被企业认

识和利用。

（2）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识别能力可以用

匹配度来描述。参与访谈者普遍表示技术机会

识别中匹配度是用来反映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

识别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企业最终完成技

术机会识别的过程中需要评估企业对该技术的

匹配度，不是所有的技术机会都可以被企业来

利用，而这个过程就是看企业与技术的匹配程

度，匹配度高的企业更具有识别和利用技术的

能力，更容易让技术机会得到最终利用，从而

实现其价值。

（3）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技术机会识别能

力的匹配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企业

可以投入的资源是不是跟技术机会相匹配，企

业的现有知识管理水平是不是与技术机会相匹

配。匹配度是技术机会识别过程能够完成的一

个重要因素，企业自身的能力是利用技术机会

的关键因素。在企业创新能力和知识组织都比

较匹配的情况下，技术机会识别的过程才能更

加顺畅，特别是技术机会的利用更加依赖于企

业能力上的匹配。当提出用匹配度作为企业识

别能力从认识到应用的关键因素时，大部分参

与访谈者表示认可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知识组

织两个方面来衡量，也有个别访谈者提出了需

要考虑技术本身的匹配度。本文是将企业与技

术机会的识别能力作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的，因

此对于技术本身所需条件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

匹配问题不进行讨论。

通过对识别过程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实践者

的经验总结来看，匹配度是反映技术机会识别

中企业与技术机会的识别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知识共享能力”作

为衡量企业匹配度的两大维度是可行的。

4  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的探索
性因子分析

4.1  量表开发与数据采集

在进行大量的文献调研和实证调查后，本

文归纳了企业技术机会识别匹配度测度量表两

大维度的 34 个测度项目，如表 1 所示：

随后，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问

卷采用里克特 5 点量表，用 1-5 表示“很不符合”到

“很符合”。调查以中国科学院及其研究所所

属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发放网络问卷与邮件

问卷两种形式来收集数据。为了提高问卷的回

收率，确保数据回收的质量，本次对中国科学

院及其研究所所属企业的调查，主要通过中国

科学院院级的企业主管部门来发放调查问卷。

本次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见表 2。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4.2.1  取样适应性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本文依据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

术机会识别匹配度的两个反映变量企业创新能

力、知识共享能力进行因子分析。为了判断匹

配度二阶测度项是否适合因子分析，首先对企

业认知匹配度的两个因素进行取样适应性检验

（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分别对企业匹配度的二阶变量企

业创新能力下的 20 个变量及企业知识共享能力

下的 14 个变量进行了第一次因子分析，巴特

利球形检验结果显著，KMO 值分别为 0.816 和

0.774，检验的卡方值 1 062.2 和 558.2，自由度

为 190 和 91，表明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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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机会识别的企业匹配度测度项及文献来源

反映变量 编号 操作化测度项目 文献来源

创新能力

（CA）

CA1 贵公司每年的 R&D 投入数目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B. D. Leonard[13]；

孙早等 [14]
CA2 贵公司每年的 R&D 投入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CA3 贵公司专职从事 R&D 活动的技术人员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一直

保持上升趋势

CA4 贵公司人均企业 R&D 投入值（企业 R&D 投入 / 企业就业人员）一直呈

现稳定上升趋势

CA5 贵公司的 R&D 投入基本都用在技术研发创新上（几乎没有用来花费

R&D 经费来维持企业市场竞争力）

CA6 贵公司的 R&D 投入相比于引进新技术更侧重于研发新技术

CA7 贵公司生产的新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更高 W. M. Cohen 等 [15]；

毛武兴 [16]
CA8 贵公司新产品的开发周期有缩短的趋势

CA9 贵公司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保持着增长趋势

CA10 贵公司开发的新产品为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加

CA11 贵公司在创新战略过程中会尽可能多角度地产生尽可能多的方案 / 对策 M. M. Crossan[17] 等

CA12 贵公司成立了专门小组 / 团队，负责各种创新活动的协调

CA13 贵公司能够在多角度评估基础上选择创新战略方案或措施

CA14 贵公司优先配置创新（如产品开发、工艺改进等）所需的资源

（如资金、人才、设备等）

CA15 贵公司能在创新项目进行过程中基于评估状况提出改善建议并及时调整

工作

CA16 贵公司会在新产品的研发前做好充足的市场调研工作 罗江 [18]

CA17 贵公司能够很好地挖掘新产品的潜在市场

CA18 贵公司能够针对细分市场推出不同的新产品

CA19 贵公司能与各销售商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销售渠道多样化

CA20 贵公司有一套完善的销售服务系统

知识共享

（KS）
KS1 贵公司更能够建立项目团队，并在整个部门共享项目成果 I. Nonaka[19]；

朱伟民 [20]

KS2 贵公司更能够创造有利于内部知识共享的工作环境

KS3 贵公司员工间、不同部门之间会有定期知识成果交流会

KS4 贵公司更能够与员工共享和理解管理方面的理念和价值观

KS5 贵公司更能够很好的与同行竞争者开展交流活动 B. Westcott[21]

KS6 贵公司会经常邀请外部的技术专家来企业进行专题研讨

KS7 贵公司更能够适时采用新战略和开发新市场

KS8 贵公司能够很好的鼓励员工间、团队间共享新想法与观点

KS9 贵公司能很好的与供应商、客户进行交流

KS10 贵公司能够为产品和服务编写手册和说明书 S. A. Zahra 等 [22]

KS11 贵公司能够建立产品和服务的相关数据库

KS12 贵公司能够建立知识库以管理数据和收集技术信息

KS13 贵公司能够建立用户数据库以整合用户信息，形成用户手册

KS14 贵公司能够组织融合员工的意见并在管理中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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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因子探索问卷调查基本情况表

发放问卷总数（份） 回收问卷总数（份） 无效样本数（份） 有效样本数（份） 有效样本回收率（%）

300 261 49 212 70

本 文 选 择 测 度 项 荷 载 值 以 0.50 为 标

准， 萃 取 特 征 值（eigenvalue） 大 于 1 的

因子，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下有 3 个测度项

（CA9、CA12、CA16）或因其载荷值较高或

因与其他测度项有一定重合性而无法归入任

何一个因子中。根据统计学理论，将这 3 个

测度项删除从而得到最合理的量表。在剔除

CA9、CA12、CA16 这 3 个测度项后，对企业

创新能力变量下的 17 个测度项做了第二次因子

分析，经过方程最大化正交旋转，抽取得到了 4
个因子，其因子特征值超过 1，其累计解释方差

贡献率为 61.9%，说明这 4 个因子基本涵盖了企

业创新能力的测量要素。

同样选择测度项荷载值以 0.50 为标准，萃

取特征值（eigenvalue）大于 1 的因子标准，分

析后的结果显示企业知识共享能力下有两个

测度项（KS2、KS7）表现较差，或其因子载

荷值低于 0.30，或其在对各因子上载荷值较

高，而无法归入任何一个因子中。根据统计学

理论，将两个测度项删除得到最合理的量表。

在删除 KS2、KS7 后，对企业知识共享能力

变量下的量表部分做了第二次因子分析，其

KMO 值为 0.800，检验的卡方值 439.98，自

由度为 66，表明该部分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同时，累积解释总方差的贡献率也由 53.7%
提高至 55.49%，也说明经由因子分析后提取

的 3 个因子能够较好地表达企业知识共享能

力。

4.2.2  主成分因子提取

为了进一步分析每个反映变量内部的因子

结构，本文对两个反映变量的自变量进行了主

成分分析，其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1）企业创新能力的因子结构分析。由表

3 可知，企业创新能力变量下形成了 4 个更高维

度的因子。CA1-CA6 这 6 个测度项都在因子 1

表 3  企业创新能力测度项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1 2 3 4

CA1 0.759 0.313 0.247 0.247
CA2 0.617 0.195 0.287 0.172
CA3 0.123 0.194 0.178 0.024
CA4 0.119 0.338 0.071 0.118
CA5 0.659 0.088 0.130 0.239
CA6 0.736 0.252 0.192 0.093
CA7 0.200 0.369 0.063 0.700
CA8 0.105 0.242 0.194 0.798
CA10 0.323 0.223 0.213 0.614
CA11 0.241 0.621 0.128 0.116
CA13 0.265 0.656 0.373 0.092
CA14 0.199 0.766 0.100 0.297
CA15 0.113 0.848 0.229 0.018
CA17 0.387 0.129 0.645 0.068
CA18 0.246 0.164 0.768 0.175
CA19 0.027 0.409 0.661 0.210
CA20 0.068 0.260 0.735 0.180

注：因子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方法：最

大方差法

表 4  企业知识共享能力测度项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1 2 3

KS1 0.040 0.067 0.811

KS3 0.277 0.135 0.709
KS4 0.178 0.403 0.674
KS5 0.153 0.670 0.169
KS6 0.131 0.711 0.337
KS8 0.148 0.794 0.181
KS9 0.211 0.672 0.357

KS10 0.588 0.427 0.178
KS11 0.690 0.148 0.193
KS12 0.672 0.037 0.191

KS13 0.763 0.252 0.132

KS14 0.776 0.207 0.130

注：因子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方法：最

大方差法

因子
题项

因子
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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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应有较大的荷载值，荷载值在 0.617 到 0.759
之间；CA7-CA10 则在因子 4 上对应有较大载荷

值，载荷值在 0.514 到 0.798 之间；CA11-CA15
在因子 2 上表现出了较高的载荷值；CA17-CA20
则分布在因子 3 上。根据这 17 个测度项的来源

文献以及测度项的内容进行分析，CA1-CA6 用

于测量企业 R&D 投入的数量、比率、从事 R&D
的技术人员、增长趋势以及 R&D 活动的侧重点。

因此，本文将这一因子定义为企业的“R&D 投

入能力”。CA7-CA10 则用于测量企业生产产品

的技术水平、开发周期、经济效益，用企业的“创

新产出能力”来表示这一因子。CA11-CA15 测

量了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评估，创新活动的协

调、创新资源的配置、创新项目的操作，用企业

的“创新管理能力”来定义这 5 个测度项的更高

维度。CA17-CA20 则是调查企业产品的市场调

研工作、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用企业的“创新

营销能力”来定义该因子。综上所述，在企业创

新能力变量下形成了“R&D 投入能力”“创新

产出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营销能力”这

4 个更高的维度。

（2）企业知识共享能力的因子结构分析。

由表 4 可知，企业知识共享能力变量下形成了 3
个更高维度的因子。经过正交旋转后 KS1-KS14
在 3 个因子上呈现出较大的载荷值。KS1-KS4
（KS2 被剔除）这 3 个测度项都在因子 3 上对

应有较大的荷载值，荷载值在 0.474 到 0.811 之

间。这 3 个测度项测量了企业建立项目团队分

享项目经验、举办知识成果交流会、促进员工

理解共享价值观的能力，可以用“知识转移”的

能力来命名该因子；KS5-KS9（KS7 被剔除）则

在因子 2 上对应有较大载荷值，这 4 个测度项

测量了企业与竞争者交流、向技术专家学习、与

供应商沟通以及鼓励内部员工之间交流的能

力，可将该因子命名为企业“知识学习”的能

力；KS10-KS14 这 5 个测度项在因子 1 上的载

荷值最大，该 5 个测度项是用于测量企业为产

品和服务编写手册、建立数据库的能力，以及

建立知识库、用户数据库的能力，还有吸收融

合员工建议并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本文用企业

“知识创造”的能力来命名这一因子。即在企

业知识共享能力变量下的 12 个测度项之上又形

成了“知识转移”“知识学习”“知识创造”这

3 个更高的维度。

4.3  量表的信度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量表测量的可靠性，本文

对研究结果进行信度分析。主要采取计算修正

后测度项总相关系数（CITC）和 Cronbachα 系

数验证信息质量构成因子的信度 [23] 来分析测

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G. A. Churchill[24] 研

究表明，CITC 的值应该大于 0.5，最小不能低

于 0.3，在 0.3 以下的测度项应该删除。不同学

者对信度系数的界限值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

为，0.50-0.70 为最小可接受值，0.70-0.80 为相

当好，0.80-0.90 为非常好。由表 5 可见，技术

机会识别中的企业认知能力匹配度的所有一阶

因子的 Cronbachα 系数全部符合该最低标准要

求，并有 4 个一阶因子的 Cronbachα 系数在相

当好甚至非常好的范围内，这表明该一阶因子

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 5   企业认知能力因子结构中匹配度模型的一阶变量的信度检验

因子 操作化测度项目 均值 标准差 CITC Cronbachα
系数

创新投入能
力（IP）

贵公司每年的 R&D 投入数目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4.06 0.69 0.55 0.73
贵公司每年的 R&D 投入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4.08 0.83 0.62
贵公司专职从事 R&D 活动的技术人员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
比例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4.08 0.88 0.66

贵公司人均企业R&D投入值（企业R&D投入 /企业就业人员）
一直呈现稳定上升趋势

4.18 0.70 0.54

贵公司的 R&D 投入基本都用在技术研发创新上（几乎没有用
来花费 R&D 经费来维持企业市场竞争力）

4.09 0.78 0.67

贵公司的 R&D 投入相比于引进新技术更侧重于研发新技术 4.22 0.7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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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操作化测度项目 均值 标准差 CITC Cronbachα
系数

创新产出能
力（IO）

贵公司生产的新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更高 3.97 0.86 0.62 0.67
贵公司新产品的开发周期有缩短的趋势 3.67 0.95 0.67
贵公司开发的新产品为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加 3.91 0.92 0.63

创新管理能
力（IM）

贵公司在创新战略过程中会尽可能多角度地产生尽可能多的
方案 / 对策

4.04 0.70 0.52 0.74

贵公司能够在多角度评估基础上选择创新战略方案或措施 4.18 0.70 0.69
贵公司优先配置创新（如产品开发、工艺改进等）所需的资
源（如资金、人才、设备等）

4.00 0.76 0.56

贵公司能在创新项目进行过程中基于评估状况提出改善建议
并及时调整工作

4.07 0.81 0.61

创新营销能
力（MI）

贵公司能够很好地挖掘新产品的潜在市场 3.97 0.81 0.73 0.78
贵公司能够针对细分市场推出不同的新产品 3.96 0.80 0.58
贵公司能与各销售商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销售渠道多样化 4.20 0.74 0.69
贵公司有一套完善的销售服务系统 3.98 0.81 0.59

知识转移
（KT）

贵公司更能够建立项目团队，并在整个部门共享项目成果 4.02 0.87 0.66 0.66
贵公司员工间、不同部门之间会有定期知识成果交流会 4.10 0.75 0.58
贵公司更能够与员工共享和理解管理方面的理念和价值观 4.08 0.87 0.68

知识学习
（KL）

贵公司更能够很好的与同行竞争者开展交流活动 4.30 0.70 0.55 0.71
贵公司会经常邀请外部的技术专家来企业进行专题研讨 4.20 0.78 0.67
贵公司能够很好的鼓励员工间、团队间共享新想法与观点 4.20 0.78 0.71
贵公司能很好的与供应商、客户进行交流 4.06 0.76 0.63

知识创造
（KC）

贵公司能够为产品和服务编写手册和说明书 4.14 0.85 0.54 0.67
贵公司能够建立产品和服务的相关数据库 4.00 0.78 0.63
贵公司能够建立知识库以管理数据和收集技术信息 3.91 0.81 0.67
贵公司能够建立用户数据库以整合用户信息，形成用户手册 4.12 0.81 0.64
贵公司能够组织融合员工的意见并在管理中进行实践 4.21 0.67 0.56

（续表 5）

5  研究结果讨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过程以及企业匹配度因子结

构，构成技术机会识别过程中企业认知能力的企业

匹配度变量的二阶变量有两个，分别是企业创新能

力以及企业的知识共享能力。这两个二阶变量中又

包含 7 个一阶变量，即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

力、创新管理能力及创新营销能力共同反映企业创

新能力；知识转移、知识学习及知识创造共同反映

企业知识分享能力。因此，本文构建了企业技术机

会识别匹配度三阶模型，见图 1。

5.2  对策建议

5.2.1  企业创新能力匹配衡量

从匹配的角度而言，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与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相契合。重点是对企业自

身的资源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衡量。可以从

创新投入、产出、管理和营销四种创新能力来

映射企业资源协调与组织能力。

（1）创新投入能力。研发部门（R&D 部

门）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和实现的最基础

和最核心的环节，从创新想法的出现到对想法

进行产品化，在研发过程中会产生对生产管理

等具有指导意义的技术知识，进而达成最终的

技术创新效益 [25]。因此，企业的 R&D 投入是

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前提和条件。在对

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选择了企业

R&D 投入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能力的指标，如

吴延兵 [26] 利用制造企业数据构建两种不同的生

产函数模型，发现 R&D 对生产率有明显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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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同时 R&D 投入量与技术创新的强度、规

模和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李武威 [27] 采用 R&D
投入为主要指标，配合非 R&D 投入来研究企业

创新绩效。陶永明 [28] 对 R&D 投入进行扩充定

义，综合了内部研发、技术购买和合作研发活

动中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并以此为

基础实证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前期阶

段的技术创新活动即 R&D 的投入量是有一定独

立性的，并且这些投入经过规范化的统计，具

有较好的可比性，比较容易进行数据间的横向

与纵向比较，因而被普遍用来衡量企业创新能

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是 R&D 经费和技

术人员投入两个比例数。因此，可以采用企业

R&D 经费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来反映企业对

于创新活动的经费投入意愿；用经常或专职从

事 R&D 活动的技术人员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

比例来大致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的

水平及与创新活动的匹配程度。

图 1  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影响因子结构

（2）创新产出能力。在企业进行前期的

R&D 投入活动后，必须把研发投入产生的成果

转化为支持企业发展的知识或产品，衡量企业

创新产出能力可以从企业技术水平、新产品以

及综合经济效益 3 个方面来测度。赵东喜和范

镇荣 [29] 采用的是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与总销售

收入的占比来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廖中举 [30]

在研究 R&D 投入产出效益时采用综合企业经济

绩效的指标，并验证 R&D 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

显著正相关。陶永明 [28] 等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能

力时采用吸收能力来反映技术投入的创新产出。

王爽和马景义 [31] 采用知识产权产品和新产品平

均开发周期等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

总的来说，新产品可以最终体现出创新产出能

力，与新产品有关的指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

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这些指标包括新产品开

发周期、创新产品技术水平等与新产品实现利

润等等。新产品实现利润与开发周期用来反映

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和速率较实用、具有统计

规范、可比性强的特点。另外，也可以用企业

创新的生产能力来间接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

因此衡量创新产出能力时可以采用技术水平、新

产品开发周期、新产品效益、企业创新生产能

力等相关概念。

（3）创新管理能力。企业创新能力中创新

管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企业的创

新管理能力是通过组织整合、构建、重组内外

部竞争力表现出来的。创新管理能力强的企业

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做出正确的技

术创新活动组织安排和计划实施，及时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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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各个管理层的管理经验。郭东海 [32] 在用实

证案例研究了企业创新管理能力，他采用了战

略管理、支持管理、管理评价 3 个纬度的指标

来研究科技企业的创新管理能力。方晓波 [33] 从

动态能力入手，提出企业创新管理能力的 3 个

组成部分：变化能力、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

杜跃平和方韵然 [34] 通过对管理中层研究，认为

在企业创新管理能力中知识意识能力和工作管

理能力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效应最为显著，创

新投入能力和环境感知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的

正效应较大。综上所述，企业可以选取了进行

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机

制建立和运作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管理

能力 3 方面来反映企业创新能力。

（4）创新营销能力。创新营销能力是企

业为其创新产品开拓市场的能力，包括对市场

价值方向的正确判断，对消费者接受新产品的

正确判断，对市场未来预测的争取判断，同时

也包括企业所具有的市场与消费者的影响力。

对市场的正确认识和调控可以使得企业辨识正

确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创新价值 [35]。陈晓红等 [35]

的研究表明，企业的营销能力可以通过企业投

入，特别是研发投入对市场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而汤青和陈海燕 [36] 的研究表明技术营销费用投

入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绩效。白戈 [37] 把营销能

力与创新行为进行分析，认为营销能力与技术

能力以及创新市场绩效等有着直接关联，并建

立了描述营销能力与技术产业和市场绩效直接

的函数关系。创新营销能力包括企业对营销的

投入、新产品营销的管理策略、对营销机制和

本身规律的深入研究等，特别是对于技术创新

的产品其营销目标在于让潜在的用户能逐渐了

解、认识、认可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完整

的宣传方案、强大的服务、销售网络以及市场

反馈机制等这些都是企业创新营销能力的具体

体现。因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仅是企业

技术研发能力，也与企业开拓市场、组织管理

营销等密切相关，同类的技术创新在不同的企

业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一种能力匹

配的表现。市场营销能力的匹配度越高，企业

技术创新成果就越能得到市场的接受与认可，获

得更多企业收益。

5.2.2  企业知识共享能力匹配衡量

此外，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能够使知识资

本增值，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本文从知识转

移、知识学习、知识创造 3 方面反映企业知识

共享能力。

（1）知识转移能力。知识转移指知识的

转移与传播和共享的过程。知识转移包括组织

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间以及组织与组织间。

而与组织有关的知识转移一般是有目的、有计

划、跨边界的。对企业来说，知识转移是企业

知识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组织人员在知识转移

过程中吸收新知识并进行有效重组和利用，发

现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知识加以应用，使企业在

竞争中取胜 [38]。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移是知识转

移过程的主要环节，通过此环节可以帮助企业

知识增长螺旋的形成，知识转移理论认为这一

转化环节是实现知识共享的基础。企业可以借

鉴日本学者 I. Nonaka[39] 提出的知识转化螺旋模

型，来探究知识转移的整个过程。在整个过程

中，员工个体在各类外在知识表达中结合实践

经验，进行创造性研究，从而使知识得到进一

步的创新和发展。通过企业内不同部门之间的

协同工作以及在工作中的不断实践等，新的隐

性知识不断被创造出来。

（2）知识学习能力。在企业形成知识转移

的环境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知识学习，知识

学习将贯穿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始终。经验学

习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信息的获取及转化

信息的过程，信息获取和信息转化构成学习的

两个方面，信息获取方式是指信息来源渠道，信

息转化方式指信息获取后如何进行分析处理 [40]。

由于信息获取方式与信息转化方式的不同，识

别的技术机会也随之不同。因此，知识学习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会识别的过程。技术创新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学习的过程，在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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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形式的学习活动。

新技术思想产生阶段新知识的学习：企业

新技术产生的灵感和创新来自对外部知识的不

断学习。只有通过持续学习外部知识来提升自

身本来的内部知识存量，才能不断优化自身的

知识结构，进而在探寻潜在市场机会时产生新

的灵感和创意，并与内部其他知识相融合，逐

渐被组织成员恰当地理解。在外部学习的影响

下，企业积极主动地将外部知识转化为自身的

竞争优势，亦促使企业从被动者变为主动推动

新技术发展的一方。

R&D 活动中的学习：企业通过在研发活动

中组织学习以获得自身独特的专门知识，这也

是企业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重要核心能力。企

业可以利用书本、电视、网络等载体获得显性

知识，也可以经过观察、模仿、实践等途径获

取隐性知识。这一阶段组织应该尽快将外部知

识吸收并内化，实现内外部知识的整合，最终

形成企业的专门知识。然而，当新知识本身较

为复杂、系统和专业时，这些从外部学习得来

的知识就会与企业自身的专门知识形成冲突，这

时即需要企业对怎样整合新知识和已有的核心

基础知识做出决策。

生产过程的学习：在新产品的投入生产

中，只有将企业员工的隐形知识进行显性化，才

能更好地进行知识学习和利用，从而完善生产

流程、提升生产效率。特别一些员工的经验、技

能和洞察力等隐形知识难以直接明确地学习，这

就需要企业成员利用个体学习、团队学习等方

式对新知识进行较好地分享与利用，由此可以

减少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所投入的时间和费

用，从而提高技术开发的效率。

营销阶段的学习：在创新产品营销阶段，企

业通过持续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来达到整

合技术创新知识的目的。这一阶段的学习将更

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诸如寻找新用户、发现产品

新用途、重新细分市场等隐性知识上，重视对

有关顾客、供应商和相关市场的隐性知识的广

泛涉猎。在这个阶段中，在商品化和产业化阶

段，企业为了进一步吸收外部的隐性知识并对

创新成果进行二次创新作为知识储备。在历经

知识转移、知识学习之后，企业的知识积累达

到一定层次，企业进入了知识创造的阶段，在

知识创造阶段企业调动各个要素获取信息，整

合形成新的知识，致力于实现技术机会与企业

自身的完美匹配。企业员工在互动交流过程中

的共同学习是创造新知识的根本原因。产生新

知识的基本条件包括交流能力、吸收能力和学

习动力。交流能力是指企业员工需要通过持续

了解技术知识的变化来补充外部的信息和知

识，学习他人的思想、知识和技能并对旧知识

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在新旧知识交融的基础

上实现知识创造。因而，知识创造能力的形成

首先需要企业组织内部营造一个有利于知识和

信息交流的组织氛围 [40]。吸收能力是指提高知

识吸收能力的前提是员工对过去相关知识的积

累以及对固有路径的依赖 [41]。只有凭借过去对

相关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员工才能更加深入地

理解和认识新的知识，从而达成对所接触新信

息的深入领会与吸收。个人吸收能力是开发组

织吸收能力的重要基础，而组织吸收能力是通

过不断跨越个人的知识共享和实现知识多样化

逐步形成的。而具备不同知识结构的个人会从

不同视角来看待问题，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对

增强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学习

动力即使员工产生学习动力至少需要具备两个

条件，一方面，企业员工应该意识到信息和知

识的价值，只有使员工认识到其做出的努力所

产生的价值，他们才会有动力去查找企业内外

部的各类信息与知识，才有主动交换和接受信

息与知识的意愿 [42]；另一方面，员工应能从信

息和知识的交换中获得充分的激励，员工本身

是理性的，只有在交换信息和知识之后获得了

一定的补偿，才会真正产生学习的动力。

 6  研究结论

通过对企业技术机会识别匹配度影响因

子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技术机会识别从认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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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过程中，企业要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并

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知识共享氛围，从而促进

技术机会利用上的协同。注重加强自身创新投

入与产出能力、优化创新管理能力、增强自身

的创新营销能力，这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

机会利用效益最大化。而营造知识共享的企业

组织环境，有利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发现与吸

收，减少对技术机会利用过程中的阻力。只有

将创新能力和知识共享能力与企业创新活动匹

配后，才能实现技术机会的识别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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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成果，与产业创新水

平息息相关，同时，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

工具，也与产业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将专利与

产业分类体系进行有效映射是技术转移和专利

情报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步骤。

笔者在整理介绍现有专利与产业类目映射

方法的基础上，制定准确、高效和易拓展的模

型指导原则，以 2015 年度中国科学院（以下简

称“中科院”）院所发明专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分类》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余弦相似度计算

的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映射模型并进行了映射

【学术探索】

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的映射研究
            ——以2015年度中科院专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为例

◎ 田创  赵亚娟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提出一种基于余弦相似度的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映射模型，模型拥有准确、高效

和易拓展的优点，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 / 过程］整理现有专利与产业类目映射方法，以

2015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所发明专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为例，设计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映射模型并

做映射实验，并根据映射成果评价模型。［结果 / 结论］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映射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自动化得到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的映射组合，可实现专利到产业及产业到专利的映射，且可节省大量

人力成本并方便地进行映射类目细粒度的调整，适用于大部分专利与产业类目的映射。最后，指出该模型

有待完善之处，并对下一步可拓展的应用领域进行探讨。

关键词：专利文献  产业分类  类目映射  映射方法

分类号：G254.11

引用格式：田创 , 赵亚娟 . 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的映射研究 —— 以 2015 年度中科院专利与《战略性

新兴产业分类》为例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1): 22-31[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2/.

作者简介：田创（ORCID：0000-0002-0744-9295），硕士研究生，E-mail：tianchuang@mail.las.ac.cn；赵亚娟（ORCID：
0000-0003-3501-8131），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6-10-09        发表日期：2017-02-08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实验，并根据映射成果综合评价本模型。模型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化得到专利文献与

产业类目的映射组合，实现专利到产业及产业

到专利的映射，模型可节省大量人力成本并方

便地进行映射类目细粒度的调整，适用于大部

分专利与产业类目的映射。最后，指出本模型

有待完善之处以及完善后可拓展的应用领域，为

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现有专利与产业类目映射方法

目 前，专 利 与 产 业 的 映 射 方 法 主 要 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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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于专家判定的映射方法、基于交叉检索

的方法和基于概率计算的方法 [1]。

基于专家判定的映射方法主要根据专家的

主观判断来确立类目间的对应关系，虽然准确

率较高，但费时费力，过多依赖于人工判定，不

适用于大规模数据。

基于交叉检索的方法主要是用一种分类法

在使用另一种分类法进行知识组织的语料库中检

索，通过对检索结果所标识的类目进行分析和统

计，建立两种分类法之间的映射 [2-3]。该方法的

局限性在于：一方面对数据量有一定的要求，如

果数据量太小会造成覆盖率过低的现象；另一方

面通过交叉检索得到的是一对多的映射，需要依

赖统计或人工的方法进一步确定映射关系。

基于概率计算的方法将分类法类目的整体

概念分解成若干足够小的单位概念，整体概念

的相似度可以建立在各单位概念相似度的基础

上，通过计算各小类之间的相似度从而得到整

体类目之间的概率，其中小类概率之和应等于

整体概率。单位概念通常由关键词表示，这样

类目整体概念的相似度就转化为能够表达单位

概念词的相似度之和 [4-5]。该方法依据一定的

规则用计算机代替人工进行语义匹配，省时省

力，但映射结果还需进行一定的人工调整。

2  映射模型的指导原则

国内已有专利与产业的映射过多地依赖人

工判定 [6-7]，不具有普适性，且映射方法与结果

均有待完善。理想的映射方法应当既满足映射

的准确性，又能保证效率和可拓展性。基于此

方向，设定以下指导原则：

2.1  准确性

使用专利文献中的标题与摘要信息作为专

利文献的特征，使用产业类目的官方注释作为

产业类目的特征，在初步分词后，提取更能精

准体现专利与产业特征的动词与名词，去除不

具有明显特征的停用词，以保证映射的准确性。

2.2  高效率

2012 版《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第三层级

共有 100 个类目 [8]，人工逐一对专利文献进行

产业类目的映射需要大量时间，应尽可能地依

托计算机技术自动化实现映射过程，减少人工

的参与。本模型通过计算机编程实现快速从专

利文献及产业类目中提取特征，并计算两者之

间的相似度，可随着新专利、新产业分类的出

现持续更新，并可以根据映射结果，高效灵活

调整抽取的类目特征词词性及数量，依赖于客

观的算法而不是人为的主观判断。

2.3  易拓展

本映射模型除了探讨专利文献与产业类

目的映射，还将侧重于构建完善缜密的映射流

程，便于下一步将映射方法拓展至其他产业分

类体系及类目细粒度的调整。

2.3.1  扩展至其他产业分类

国内正在使用的产业分类除了《战略性新

兴产业分类》外，还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高

技术产业分类》《十大重点产业分类》《统计

用产品分类目录》和《产业结构调整目录》等，而

现有的映射成果均基于专家判定且仅对部分产

业分类进行了映射 [9-10]。当新版本的产业分类发

布时，重新映射往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为避

免重复工作，本模型侧重于设计完善的映射流

程，通过计算机技术自动从产业类目中的官方

注释抽取特征词，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提

升可扩展性，便于映射至其他产业分类。

2.3.2  便于类目细粒度的调整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共有 3 层类目层

级，第一层级 7 个类目，第二层级 30 个，第三

层级 100 个，若有效利用各个类目的注释信息，可

以方便地调整类目映射的层级。

3  基于余弦相似度的映射模型

基于映射模型制定的准确、高效和易拓展的

指导原则，本节设计了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的映

射流程，依据此流程初步实现 2015 年度中科院院

所 8 309 条发明专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第

三层级 100 个类目的映射，并在第 4 节中根据映

射成果综合评价本模型，映射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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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余弦相似度的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映射流程

3.1  获取数据

考虑到专利数据量与映射结果评价的可操

作性，实验选取 2015 年度中科院各院所 8 309
条发明专利进行实验，产业类目以第三层级 100
个类目进行映射，实验共需两大类数据：

3.1.1  专利文献数据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发和维护的“中

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收集了来源于国家

知识产权局自 1985 年以来公布的全部中国专利

信息，专利数据标准且全面，符合本文实验数

据的需求。实验设定以下检索条件：①受理国

家为中国；②申请日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③申请人包含中科院；④专利

类型为发明与发明授权。即专利数据库中 2015
年申请人为中科院相关单位所有的中国发明专

利，共检索 8 309 条，下载全部专利数据的主分

类号、申请人、标题和摘要信息。

3.1.2  产业类目官方注释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包括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用

于实验的版本为“2012 版”，该版本分类表第三

层级共有类目 100 个，整理其全部分类注释信息。

3.2  抽取关键词

实验基于 Python 语言，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从原始数据中抽取关键词，共分为以下 3
个步骤：

3.2.1  分词实验  
使用中文分词开源组件“结巴中文分词”[11]

进行分词。该分词工具基于前缀词典实现高效

的词图扫描，生成句子中汉字所有可能成词情

况，将其组成有向无环图，采用动态规划查找

最大概率路径的方法，找出基于词频的最大切

分组合。对于没有被收录在分词词表中的词，采

用 基 于 汉 字 成 词 能 力 的 HMM 模 型，使 用 了

Viterbi 算法，具有较好的分词能力。

3.2.2  词性判断  
“结巴中文分词”工具采用的是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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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技术研究所汉语词性标记集的词性标记

法，共有 22 大类词性，如名词、时间词、方位

词和动词等。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名词和动词

更能精准体现专利与产业的特征，因此在分词

后进行条件判断，仅提取分词结果中的名词与

动词。

3.2.3  去除停用词 
停用词指在注释中类别色彩不强的中性

词，例如类似、用于、提供、能够等常用高频

词语，不具有明显特征，通常认为一个词在语

料库中大量出现时为噪声词 [12]。为保证提取关

键词的准确性，对噪声词进行删除处理，基于

语料库中的词频统计与百度停用词列表确定了

本实验所用停用词表 [13]。

经过以上处理后，已可批量提取较为准确

的关键词，为便于观察效果，列举《战略性新

兴产业分类》中第一个与最后一个类目的关键

词抽取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抽取关键词结果（示例）

代码 类目名称 抽取关键词结果

1.1.1 高效节能通
用设备制造

锅炉、制造、节能型、电站、锅炉、节能型、工业锅炉、节能型、船用、蒸汽锅炉、省煤器、
流化床、油页岩、锅炉、秸秆、锅炉、煤泥、流化床、锅炉、蓄热、高炉、煤气、锅炉、
锅炉、装置、煤粉、工业锅炉、泵、真空设备、制造、节能、节能型、真空、干燥设备、
节能型、真空炉、节能型、真空、气体、压缩、节能型、制冷、压缩机、节能型、制冷、
压缩机、液压、气压、动力机械、元件、制造、节能、液压、元件、制造、节能、气压、
元件、制造、烘炉、熔炉、电炉、制造、节能型、炉用、燃烧器、节能型、机械、加、煤机、
装置、节能、工业电炉、节能型、电热、金属、炉、节能型、辊道、窑、节能型、隧道窑、
节能型、梭式、窑、节能型、推板、窑、节能型、保护、气氛、窑炉、节能型、氮化、窑、
节能型、烧成、窑炉、节能型、烘烤、钢坯、步进、蓄热、加热炉、节能型、窑炉、熔炉、
风机、风扇、制造、节能型、风机、节能型、工业、风扇、节能型、工业用、通风、罩、罩、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节能型、工商、制冷、节能型、工商、冷藏、冷冻柜、节能型、
中央空调、冷水、热泵、机组、节能型、工商、空调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业、节能型、
干燥设备

7.3.3 新能源汽车
研发服务

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电动、集成、技术、新能源、汽车、整车、技术、新能源、汽车、
整车、匹配、技术、新能源、汽车、整车、轻量化、技术、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工艺、
技术、新能源、汽车、整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汽车、整车、产品、质量检验、评定、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集成、技术、新能源、汽车、大容量、动力电池、新
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机、制造、
技术、新能源、汽车、功率、电机、开发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开发、技术、
新能源、汽车、传感器、开发技术、新能源、汽车、功率、器件、技术、新能源、汽车、
焊接、工艺、开发技术、电动车、传感器、电子元件、技术、动力、技术

3.3  TF-IDF 处理

为 了 更 准 确 地 计 算 类 目 之 间 的 相 似

度，需 将 提 取 的 关 键 词 进 行 TF-IDF 处 理。

TF-IDF 是 一 种 用 于 信 息 检 索 与 数 据 挖 掘 的

常 用 加 权 技 术，TF（term frequency）即 词

频，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即

逆 向 文 档 频 率，TF-IDF 为 两 者 的 乘 积 [14]。

该方法用以评估某一字词对于一个语料库中

的其中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字词的重要性

随着它在文件中出现的次数成正比增加，但

同时会随着它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成反比

下降 [15]。

某一特定文件中的高字词频率以及该字词

在全语料库中的低频率，可以产生出较高权重

的 TF-IDF。因此，TF-IDF 倾向于过滤常见的字

词，保留具有类别区分能力的字词。

3.4  计算余弦相似度

在上一步中，已给每一个关键词都赋予了

TF-IDF 值，本小节将使用余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计算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之间的相似

性。要计算两个文本之间的余弦相似度，步骤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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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向量化处理  
可以将每一个专利文献的关键词与产业类

目的查询词用向量来表示：

Patenti=(w1,i, w2,i, w3,i,…, wt,i)                  （1）
Industryq=(w1,q, w2,q, w3,q,…, wt,q)            （2）
每一维都表示某一专利文献或产业类目中

出现字词所对应的 TF-IDF 值 w，向量的维数为

出现在某一专利文献或产业类目中不同字词的

个数。

3.4.2  计算余弦相似度

每一个专利文献或产业类目都由对应高维

度的向量表示，每个字词被赋予不同的维度，各

个维度上的值为其对应的 TF-IDF 值，即每一个

专利文献或产业类目已转换成一个包含字词重

要程度的向量。余弦相似度通过测量两个向量

夹角的余弦值来度量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余弦

值越接近 1，表明夹角越接近 0 度，即两个向量

越相似。因此余弦相似度可以给出专利文献与

产业类目的相似度，该方法通常用于文本挖掘

中的相似性比较 [16]。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的余

弦相似度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3.5  类目相似度矩阵

经过上述步骤，最终可以得到 100×8 309
的专利文献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相似度

矩阵，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第三层级

100 个类目，列为 2015 年度中科院各院所全 8 
309 个发明专利。

每一个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都对应相应的

相似度值，正值表明正相关，正值越大表明越

相关，可以根据此矩阵判定专利文献与产业类

目的映射情况。同时，也可将此矩阵转置处理，用

以查看每一个产业类目对应的专利文献，从而

统计发现各产业类目下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专利

布局等信息。

4  映射结果的评价

4.1  专利文献至产业类目

4.1.1  宏观分析

在最终的相似度矩阵中，每一个专利文献

与产业类目都对应相应的相似度值，实验设定

相似度值大于 0 为正相关，因此对该专利文献

推荐所有相似度为正的产业类目，并以相似度

值大小正序排列。为便于观察整体推荐类目数

量分布，作如下数据统计，8 309 条专利文献

平均推荐的产业类目数信息见表 2。
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的映射频数分布直方

图见图 2。
从图 2 可知频数分布直方图为右偏分布，推

荐的映射数量集中在“10 至 60”，可满足一定

的映射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映射结果可以

保证对 99% 的专利文献推荐 5 个以上的产业类

目，对 96% 的专利文献推荐 10 个以上的产业类

目，可用于专家进一步判断选择。推荐满足率

情况见表 3。
4.1.2  微观分析

在 4.1.1 小节中对映射的整体情况作了评

价，本小节将深入分析具体专利文献的推荐映

射成果。为保证客观合理，将选择符合映射推

荐数量中下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上四分位数的

第一个专利，例如专利文献与《战略性新兴

产业分类》的推荐映射结果中下四分位数为

24，出现同时满足 24 个映射结果的专利有 143
个，选择 8 309 条专利中第一条满足此数目的专

利，共计分析 3 个专利，对每个专利推荐相似

度值排名前 5 的产业类目，详细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2  8 309 条专利文献推荐的产业类目数统计

产业分类 总类目数 平均推荐数 中位数 下四分位数 上四分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100 34.5 34 24 45 0 8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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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 309 条专利文献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的映射频数分布直方图

表 3  对 8 309 条专利文献推荐产业类目满足率一览

产业分类 推荐 1 个满足率 推荐 3 个满足率 推荐 5 个满足率 推荐 10 个满足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99.9% 99.6% 99.0% 95.8%

表 4  专利文献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映射结果微观分析一览

选取依据 专利标题 相似度前 5 的类目 相似度值

中位数 正渗透分离方法、聚苯乙

烯磺酸钠的应用及回收方

法

6.1.2 新型膜材料制造 0.082 7
1.3.2 工业固体废物、废气、废液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0.024 1
1.4.1 节能环保科学研究 0.014 5
6.3.1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制造 0.013 5
6.4.3 智能材料制造 0.009 7

下四分位数 一种二氧化钒 / 氧化锌纳

米复合粉体的制备方法

2.2.1 通信设备制造 0.085 6
1.3.5 水资源循环利用与节水 0.085 1
2.2.3 广播电视设备及数字视听产品制造 0.041 4
2.2.2 高端计算机制造 0.039 2
2.1.1 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服务 0.035 1

上四分位数 基于无线控制的超薄切片

自动收集系统

6.3.2 其他高性能复合材料制造 0.019 5
1.1.5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 0.014 1
1.3.5 水资源循环利用与节水 0.013 2
6.2.3 新型合金材料制造 0.010 9
6.2.2 高品质金属材料加工制造 0.00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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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中可以看到，本模型可自动化地对

每一条专利推荐一定数量的产业类目，产业类

目中大部分符合专业判断，例如对专利“正渗透

分离方法、聚苯乙烯磺酸钠的应用及回收方法”的
推荐情况，该专利完整摘要信息为“本发明提供

一种正渗透分离方法、聚苯乙烯磺酸钠的应用

及回收方法。聚苯乙烯磺酸钠的应用包括，将

聚苯乙烯磺酸钠应用于正渗透过程中作为汲取

溶质。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汲取溶质普遍

存在的渗透压低、反渗严重、回收困难，有毒

以及与膜兼容性不好等问题”，对其推荐的 5 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类目为“6.1.2 新型膜材料制

造，1.3.2 工业固体废物、废气、废液回收和资

源化利用，1.4.1 节能环保科学研究，6.3.1 高性

能纤维复合材料制造，6.4.3 智能材料制造”，可

见推荐产业类目与专利均有一定相似性，这些

推荐类目可供专家进一步判断选择，节省大量

的前期人力成本。

4.2  产业类目至专利文献

4.2.1  宏观分析

将最终相似度矩阵的行与列转置处理，得

到行为 2015 年度中科院各院所 8 309 个发明专

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第三层级 100
个类目的相似度矩阵，每一个产业类目与专利

文献都对应相应的相似度值，本实验设定相似

度值大于 0 为正相关，因此对该产业类目推荐

所有相似度为正的专利文献，并以相似度值大

小正序排列。为便于观察整体推荐专利数量分

布，作如下数据统计，100 个产业类目平均推荐

的 2015 年度中科院专利数信息，如表 5 所示：

表 5  10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类目推荐的 2015 年度中科院专利数统计

专利属性 总专利数 平均推荐数 中位数 下四分位数 上四分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2015 年度中科院专利 8 309 386.0 356.5 229.5 540.25 8 888

产业分类与专利文献的映射频数分布直方 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10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专利文献的映射频数分布直方图

可以发现，产业类目与专利文献的映射频

数分布直方图没有明显的分布特征，其结果与

选择映射的专利文献数据有较大关系，不同的

专利数据集将有不同的频数分布，本实验映射



29

结果中推荐的最小映射专利数量为 8，可以保证

对 99% 的产业类目推荐 10 个以上的专利文献，用

于统计发现各产业类目下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专

利布局等信息，推荐满足率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对 10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类目推荐专利文献满足率一览

产业分类 推荐 1 个满足率 推荐 3 个满足率 推荐 5 个满足率 推荐 10 个满足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100% 100% 100% 99%

4.2.2  微观分析

4.2.1 小节中对整体情况作了评价，本小节选

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的前两个分类“1.1.1 高

效节能通用设备制造”和“1.1.2 高效节能专用设备

制造”，从申请人角度统计具体产业类目下中科院

各研究所的专利布局信息，统计数据如表 7 所示：

表 7  对 8 309 条专利文献推荐产业类目满足率一览

1.1.1 高效节能通用设备制造 1.1.2 高效节能专用设备制造

申请人 专利数 申请人 专利数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203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188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137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150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19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138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07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19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98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14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89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96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85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93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73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89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71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84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7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84

本模型可以从文本相似度角度观察某一产

业类目下的申请人分布情况，例如 2015 年度，“中

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在“1.1.1 高效节

能通用设备制造”和“1.1.2 高效节能专用设备制

造”产业领域内申请了较多的专利，在中科院各

研究院所中处于领先水平。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专利信息作为一种集技术、法律与经济信

息于一体的战略性信息资源，是紧密联系科技

和经济两大领域的纽带，若能有效利用专利数

据并将其转化为专利指标去评估、监控产业发

展状况，将非常有助于促进产业的快速健康发

展。

笔者以 2015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所发明专

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为例，提出了一

种基于余弦相似度计算的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

映射模型并进行映射实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自动化得到专利文献与产业类目的映射组

合，实现专利到产业及产业到专利的映射，模

型可节省大量人力成本并方便地进行映射类目

细粒度的调整，适用于大部分专利与产业类目

的映射。

5.2  改进思路

本模型虽然已可得到较可靠的结果，但准

确率还有待提高，以下提供两个思路：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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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的语义理解。本模型仅从字词层面进行相

似度的计算，未考虑字词的语义，例如同义词、反

义词等，若可以妥善处理语义层面的问题，设

计算法分别对同义词与反义词设定不同的权

重，将会提高模型的准确率。②专利文献增加

对应专利类目的官方注释特征。本模型在计算

相似度时，未考虑专利文献对应专利类目的类

目特征，《国际专利分类》的官方类目注释中

包含较为准确的字词信息，若能设计算法综合

考虑专利文献标题摘要信息与专利所属专利类

目特征，将可以进一步提升模型的准确率。

5.3  拓展应用

在妥善处理现有准确率问题后，本映射模

型因有较好的扩展性，还可拓展至以下应用领

域：

（1）类目细粒度的调整。本实验选用的产

业类目细粒度为最小的第三层级，若方法得到

进一步的完善，可以方便地调整类目映射的层

级至第一层级与第二层级。

（2）其他产业分类的映射。本实验产业类

目的特征词来自产业类目的官方注释信息，《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高技术产业分类》等不同

的产业分类均符合该模型的数据需求，可以调

整后进行拓展。

（3）其他专利数据集的映射。本实验的专

利数据为 2015 年申请人为中科院相关单位所有

的中国发明专利，由于专利信息标准规范，可

选择任意集合的专利进行实验，例如选择近 10
年某研究所发明专利、某大学 2015 年度发明专

利和某特定领域发明专利等不同专利数据集。

笔者在下一步工作中，将继续完善本模

型，尝试融合《国际专利分类》类目注释特征，以

期提升映射准确性。建立完善的专利与产业映

射体系，可实现专利与产业的对接，进而从产

业角度出发结合科技、经济数据开展专利统计

分析，对相关产业创新活动、经济发展政策决

策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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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软件开发是一项知识密集型协作活动 [1]，其

成功与否取决于开发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软件

开发人员必须积累新技术和领域知识，学习组

织政策，开展实践活动，达成文化共识，积极

【学术探索】

软件产业中的知识建构
            ——斯里兰卡软件公司调研

◎ Shanmuganathan Vasanthapriyan  田璟  吴建国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软件组织依赖于知识渊博的软件开发人员。软件开发人员必须积累新技术和领域

知识，学习组织政策，开展实践活动，拥有文化共识，积极参与软件开发活动。软件开发活动的独特性和

固有性意味着在软件组织内部运用有效的知识管理活动来管理软件知识至关重要。在软件开发环境中，加

强软件工程师之间的知识创造和共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方法 / 过程 ]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

方法，分析了软件工程师对其组织所运用的知识管理实践的看法。分别对斯里兰卡 3 家软件公司进行了半

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 3 家软件公司意识到知识共享的重要性和组织学习的必要性，组

织学习是为组织赢得竞争优势以及稳固组织成功的战略性工具。[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证实了信息通信

技术对知识管理实践及随后对创新的预期干预均有影响。另外，研究分析了参与研究的 3 家软件公司所使

用的多种知识管理工具和技术，发现了实施知识管理活动的障碍。本研究也为组织管理者通过知识管理活

动提升组织效率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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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软件开发活动。因此，该过程中存在大量

可以被捕获和存储的知识，并在需要之时加以

应用。如此看来，知识管理（KM）实践适用于

软件工程中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的主要目的之

一在于更加高效地管理知识，使知识能够在适当

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被提供给适当的人员 [2]。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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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知识管理有利于软件开发人员更好地

进行软件开发。

知识管理活动是指所有具有上述过程特征

的基本活动及其子活动，且每个组织的特征都

不尽相同。本研究涉及到了知识管理实践中的

知识识别、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

识存储以及知识应用等，涵盖了大多数不同研

究人员在文献中提到的知识管理活动。在这一

背景下，知识管理系统（KMS）作为知识管理

的关键推动因素很自然地被应用起来。

本研究对斯里兰卡 3 家软件公司进行了

调研，这 3 家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知识管

理的概念和工具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进行管理。

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它们的实践活动、不满和期

望、积极性以及开展知识管理实践的障碍等。

此外，研究还发现了在实施知识管理过程中隐

藏的问题和障碍，并揭示了其根本原因，提出

了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这种经验对软件产业的知识管理和创造力支持

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文中所呈现的绝大多数统计数据都是使用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对调查问卷所收集

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后的结果。尤其是表格中

的描述性数据，它有助于我们详细地分析调查

软件开发人员的特点和答案。

2  方法论

2.1  组织中的知识管理

信息和知识的区分至关重要。数据是离散

的，是创造信息之根本，当赋予它意义时，数

据就成为了信息，同时也具有了有意义的结构。

知识是在信息范围内定义的，它是人们感知、学

习和推理的结果。知识促使企业作出决定，并

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实现他们的商业目标。有文

献采用一种迭代的分层周期结构来描述数据、信

息和知识之间的功能关系 [2]。此外，日本一所

研究型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数据、信息和

知识的转换周期呈螺旋状 [3]。

根据 M. Polanyi[3] 的定义，知识可分为两

种，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指直

观的、难以言明的、很难进行明确表述的甚至是

不能用语言所表达的知识。隐性知识是个人通过

自身的内部认知如经验、反思、内部升华或个人

才能而获得的，因此它不能像显性知识一样被管

理和传播。显性知识是能够被明确表达的知识，既

可以存储在文件和文件夹中，也可以存储在数据

库、文档、电子邮件和软件代码等中，对其的处

理更为客观、理性并且有技术性。

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通常是学术知识的创

造地。A. P. Wierzbicki 和 Y. Nakamori 等 [4] 提出

了 EDIS 螺旋理论（启示 - 辩论 - 浸化 - 选择）来

描述学术界普遍的知识创造过程。

2.2  软件工程中的知识管理

学界对知识管理在软件工程中的贡献，如

不同领域的案例研究、实验和调查分析等方面

有不少的研究 [5-9]。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 [10] 所

著的《创新求胜》 试图说明日本企业的过人之

处在于其知识创造能力。比昂松 [11] 提出了软件

工程知识管理中中小型企业所面临问题的解决

方案。他认为事后回顾和经验总结这两种方法

非常适合收集软件开发知识，尤其是收集轻量

级的经验报告。

此外，信息和通信技术（ICT）[12] 在企业

实施知识管理时也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A. 
Aurum 等对澳大利亚两个软件公司有关知识管

理实践的调研表明，领导力、技术、文化及其

影响的测量方法等已成为澳大利亚软件公司知

识管理过程的推动器 [13]。软件开发者之间的团

队合作产生大量的知识，这也是个体间有效知

识共享的意义所在 [14]。有定性实证研究分析了

软件新人获得知识的方式以及在小型软件产业

的初期活动中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 [11]。

R. Ruggles[15] 进一步提出了软件产业知识管

理的负面观点。他调查了美国和欧洲 431 个软

件产业管理人员对知识管理目前的理念、态度

和方法，发现软件行业在知识的转移和产生方

面缺乏信心。S. Komi-Sirvio[16] 研究了基于需求

的知识管理。他们对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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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初步结果显示如“经验数

据库”和“数据传输日”这类被推荐的方法并不奏   
效。K.C. Desouza 等 [17] 提出了为软件过程管理

建立知识管理系统，将增加软件公司产品的成

熟度，使产品开发具有更高质量和更多收益。

本研究以知识识别、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

识共享、知识存储和知识应用作为知识管理的

活动。

2.3  知识构建方法

知识融合的主要模型是 Y. Nakamori 等 [18]

提出的“i- 系统”，如图 1 所示。本文探讨 3 家软

件公司知识管理实践的现状。在这里，新知识

是由 3 个子系统构建的，即智能（科学前沿）、参

与（社会前沿）和想象力（认知前沿）。此外，起

始节点是干预（问题被作为行为给出），最后

的节点是整合（构建新知识）。

图 1  i– 系统 [18]

Y. Nakamori 等 [18-20] 提出的知识构建体系理

论运用了该观点并指出该如何构建必要的知识

来解决当今复杂的问题。

“干预”是在问题没有处理之前采取行动。

本文通过以下 3 个子系统探索斯里兰卡软件公

司的知识管理实践：科学前沿——“智能”，通

过与这 3 家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来

收集数据和信息；社会前沿——“参与”，通过

与已有知识管理实践经验的高级软件工程师进

行半结构式访谈，调查他们的实践活动、不满、期

望和想法来收集数据和信息；认知前沿——“想

象”，是在新的或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

自身的知识。通过问卷调查研究软件开发人员

对知识管理活动的看法、实施时的困难与合作

意愿，最后一个阶段“整合”是创造性过程的系

统融合，包含了研究成果（内容，结果和发现），调

查结果（成功或失败，新问题）以及新研究计

划（项目的下一个阶段）。

该框架是一个过程化知识构建方法，通过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该如

何构建必要的知识来解决当今复杂的问题。Y. 
Nakamori 等运用该模型构建了一些知识应用，如

生物量城市计划，它是日本一个城市的区域性

环境保护活动。因此，构建的新知识包括在知

识管理实践中隐藏的问题、障碍和其根本原因。

该构建知识也将有助于决策。

3  调查概况

本研究主要探索软件产业中的知识管理实

践。为此，应该从正在进行知识管理实践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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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员处收集相关信息。首先，从公司管理层

处收集信息以了解其动机和阻止促进知识管理

实践的障碍；其次，从有知识管理活动经验的

软件开发人员处收集信息以了解他们的经验、不

满、期望和看法；最后，收集 3 家公司所有软

件开发人员的意见，以了解他们对于知识管理

活动的看法、困扰、困难和障碍。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引入了混合法来收集数据。C. Teddlie
和 A. Tashakkori [21] 认为混合法能为解答研究问

题提供更多机会，可以更好的评估研究结果及

其推论的可信度。

调查问卷由 8 个部分构成，是基于文献综

述和行业研究专家的意见用英语编写的。第一

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工作经验、职位描述、工

作能力）。其他部分包括知识识别、知识获

取、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识存储、知识应

用、知识管理工具和知识管理障碍的相关问题。

我们引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来收集受访者的具体

态度，包括非常同意、同意、不知道、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分数分别为 5、4、3、2、1。本次调

研决策标准的平均值为 3。
笔者通过联系 SLASSCOM（斯里兰卡软

件与服务公司协会）获得了斯里兰卡 IT 公司名

单。根据 2014 年 SLASSCOM 年报，笔者与正

在运用知识管理实践的公司进行了沟通交流，有

7 家公司回应了我们的研究请求，笔者在仔细研

究了回复中的公司概况后，考虑到公司规模、业

界声望、员工经验和项目数量方面的因素 , 选择

了其中的 3 家公司开展调研。这 3 家公司都拥

有相当大的人口基数（见表 1），名声卓著，并

拥有经验丰富的员工和大量软件项目。此外，这

3 家公司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资源，用于改善知识管理实践活动。遵循

研究道德规范，将 3 家公司分别标记为 A、B、C。
A 公司是全球信息技术（IT）公司，提供 IT 咨

询、技术和外包服务，是银行和金融服务、保

险、电信、科技和媒体行业领先的软件供应商。

B 公司是全球公认的开发和交付 ERP（企业资

源计划）软件的领导者。C 公司是一家电信、金

融和企业市场应用和服务提供商，专注于人力

资源应用和企业无线移动应用市场。对这些公

司的进一步分析见本研究的调查结果部分（见

4.1）。

表 1  问卷调查的回应率

受访者
收到的回应

数（个）
总人数
（个）

交付首脑 33 39

交付经理 31 38

高级项目经理 / 高级产品
经理 / 高级软件架构师

39 49

项目经理 / 产品经理 / 软件
架构师

26 44

项目领导 / 高级团队领导 /
高级技术领导

28 43

模块领导 / 团队领导 / 技术
领导

63 89

高级软件工程师 / 高级质
检工程师

44 72

软件工程师 / 质检工程师 139 172

实习生 56 89

总计 459 635

对上述公司采用模块导向和项目导向的试

点研究方法（每个公司 10 位参与者），使用深

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来建立和确认大规模问卷

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成

功地进行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分析后，得出了该

方法的最终版本。如表 2 所示：

表 2  信度分析

可变因子 问题数量 信度系数 可靠性

知识识别 4 0.61 比较高

知识获取 6 0.67 比较高

知识创造 4 0.79 高

知识共享 5 0.71 高

知识存储 4 0.66 比较高

知识应用 6 0.79 高

满意度 / 障碍 5 0.83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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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调查问卷共回收了 459 份数据，包括

333 位男性受访者和 126 位女性受访者（见表 1）。
利用 SPSS 2.0 的缺失值分析帮助解决了因受访

者回应数据不全造成的一些问题，本研究使用

参考文献 [22] 中提出的缺失值填充技术来进行

缺失值的平均代替。

一个离群值就是远远偏离其他观测数据的

一个观测值，以至于会使人怀疑它是由和大多

数数据不同的机制产生的数据。真正的离群值

与其他观测数据有很大不同，并违反变量间的

合理关系。为了对此进行分析，可引进数据挖

掘，它能够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对其中不容

忽视的、隐藏的、有意思的数据进行发掘。孤

立点检测是数据挖掘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23]。本

文使用基于聚类分析的孤立点检测来检测和删

除数据中的异常对象。

把半结构式访谈分为“管理层”和“高级软件

工程师”两个角度，与高级软件工程师和公司管

理层的半结构式访谈有助于深入了解研究问题

并收集信息。分别对 3 家公司的总共 12 位受访

者进行了访谈，其中针对每个角度调查每个公

司的两名受访者，从而获得知识管理实践各方

面的定性数据，这有利于获得公司更多更详细

的信息，也可以将其作为使受访者深入回答后

续跟进问题的手段。

4  调查结果

4.1  概况和统计

需要确定参与调查人员的概况和统计人口

结构，包括受访者类型、每个公司的受访率、受

访者教育程度以及其行业工作经验。

4.1.1  受访者概况

本次调查中受访者的职位分布如图 2 所

示：

图 2  3 家公司受访者职位分布

4.1.2  所在公司

笔者通过调查问卷记录了受访者的工作单

位，受访者的人数足够确保各个类型的受访者

都参与到了我们的调查中。受访者公司分布情

况如图 3 所示。为了保护公司隐私，公司名字

分别用 A、B、C 代替。

4.1.3  软件开发工作经验

图 4 展示了受访者在软件公司的工作年限

分布情况。

从图 4 中，不难发现经验不足的受访者响

应调查的积极性更高。只有 19.39% 的受访者有

超过 5 年的工作经验，大约 16.99% 的受访者有

3-5 年的工作经验。由于参与者对调查的回答与

工作经验有关，这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的人群

中得到有价值的数据。

4.1.4  最高学历

笔 者 通 过 调 查 问 卷 记 录 了 受 访 者 的 教

育 背 景， 其 最 高 学 历 分 布 情 况 见 图 5。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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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表 明，6 9 . 2 8 % 和 2 7 . 0 2 % 的 受 访 者 分

别 拥 有 学 士 学 位 和 硕 士 学 位，而 1 4 % 的 受

访 者 教 育 程 度 是 高 中，只 有 4 % 拥 有 博 士

学 位。

图 3  各公司受访者人数分布

图 4  受访者工作年限

图 5  受访者最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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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知识管理实践

4.2.1  对知识管理概念和工具的熟悉程度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了解知识管理实践的现

状，即了解目前各个公司知识管理实践中所运

用的工具和技术以及组织结构（见表 3）。A 公

司软件开发人员对知识管理实践的认知、经验

和熟悉程度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水平。相反，B
公司的软件开发人员对知识管理有更多的认

知、更丰富的经验，熟悉度也更高，其平均水

平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

表 3  知识管理的熟练程度

公司 总数 均值 标准偏差

A 公司 150 2.95 1.36

B 公司 163 3.26 1.43

C 公司 146 3.00 1.40

总计 459 3.08 1.40

4.3  基于经验的学习

知识是在以前的项目和开发经验中形成

的，这一过程称为知识转移。大约有 79.74% 的

受访者表示，过去的开发经验提高了他们的学

习能力，如图 6 所示。结果表明，为了更好地

创造、获取和共享知识，应该给予软件开发人

员更多的技术支持。

图 6  经验学习

4.4  团队合作

有效的软件开发依赖于知识协作和软件工

程师的创造力。软件工程的知识分散在不同的

领域资源中，包括显性知识和人脑中储存的知

识。因此，团队合作是进行有效组织学习的关键。

团队合作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了向他人学习的

机会，他们互相协作，共享信息，共同讨论和

产生新想法。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受到了受

访者的质疑（见表 4）。调查发现，B 公司的受

访者更愿意在软件开发活动中与他人分享信息

或寻求他人帮助来解决问题；而 C 公司的软件

开发人员对上述情况都不感兴趣；A 公司的结

果处于中间水平。此项调查结果表明了团队合

作的重要性。

表 4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描述
平均值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我总是跟团队中其他人

分享
3.98 4.48 2.98

我总是得到团队中其他

人的帮助
3.28 4.09 2.93

4.5  组织知识的利用

组织知识是指软件开发人员从经验和项目

中获得的，存在于组织内部的知识集合。此类

知识是组织所“拥有”的、可以被收集并归纳整

理的知识，即使员工离开公司，也能将它以某

种形式保存在组织内部中。前面提到，显性知

识很容易被整理和保存。然而，隐性知识却很

难被整理出来，很可能更难被识别出来。

调查中要求受访者针对组织知识利用的满

意度回答下面的问题（见表 5）。很显然，软件

开发人员更倾向于借鉴以前的经验，运用已有

的项目文档，但仅仅是存储库中保存的知识是

远远不够的，未来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

4.6  性别行为差异

表 6 显示了本研究所考虑的各个维度基于

性别的比较。各个维度中两个性别的均值几乎相

等，这表示性别差异对该研究结果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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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利用现有组织知识

描述
平均值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在目前的软件开发活动中，您是否重用了过去的项目文档 3.42 4.22 3.98

您的组织管理组织知识的程度如何（以往的经验、项目文档、报表等） 3.09 3.00 2.55

表 6  6 个维度基于性别的均值比较

性别
平均值

知识应用 知识识别 知识获取 知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共享 总体情况

男性 3.75 3.20 3.42 3.67 3.21 2.82 2.45

女性 3.76 3.04 3.45 3.72 3.32 2.90 2.46

表 7  6 个维度相关性分析

维度 知识识别 知识应用 知识获取 知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共享

知识识别 1 0.59 0.59 0.51 0.60 0.44

知识应用 1 0.54 0.72 0.75 0.46

知识获取 1 0.67 0.71 0.40

知识创造 1 0.51 0.53

知识存储 1 0.35

知识共享 1

注：双侧 0.05 显著水平

4.7  相关性分析

对知识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测试与相关性

分析 , 从表 7 可以看到，知识存储除了与知识共

享的相关性仅为 0.05 外，与其他所有维度都显

著相关，与知识应用之间的关联系数更是达到了

0.75。此外，相关结果清楚地表明了知识共享维

度与其他维度相关性不大。笔者猜测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可能与个人、组织或技术问题有关。

4.8  管理软件知识

图 7 给出了 3 家公司知识维度的总体平

均值，可以看出，B 公司具有更强的知识获

取、知识创造和知识存储能力。C 公司应当

寻找部署知识库的方法，可以用强大的搜索

引擎和知识管理系统来帮助其软件开发人员。

此外，B 公司知识共享平均值为 3.04，小于

知识创造平均值（4.40）和知识获取平均值

（4.00）。笔 者 分 析 3 家 公 司 知 识 共 享 维 度

平均值都偏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没有充分利

用现有的强大的存取方法、ICT 基础设施不

完善以及受组织文化的影响。组织文化会影

响开发人员的意愿和行为，鼓励或阻碍员工

进行知识共享活动。

4.9  知识管理工具

知识管理工具可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协调软

件开发人员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广义上讲，知

识管理工具属于技术，可以加快知识的产生、归

纳整理和转化。知识管理工具与其他工具一样，都

是为了减轻工作负担而设计，允许使用者将其有

效应用到最适合的任务中。值得注意的是，本文

中提到的知识工具并不都是基于计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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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知识维度总体均值

结果（见图 8 及附录 A 之表 12）证实 , 最常

用的知识管理工具是门户网站，其次是搜索检索

代理与局域网，在线论坛也是软件开发人员经常

使用的基于计算机的知识管理工具。公司为了项

目数据安全，规避诈骗、身份盗窃和隐私泄露的

风险，使用即时消息、维基百科、博客和社交媒

体的机率不多。此外，群件、知识管理系统、数

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的使用频率极低或根本不使

用，原因是知识管理系统和数据仓库的 ICT 基础

设施还在建设中。不使用故事版块和实践社区的

关键原因在于它们缺少知识分享的奖励体系，专

家和参与者都没有动力去参加正式或非正式的会

议。

图 8  知识管理工具总体均值

4.10  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是一种统计检验方法，用来确定

样本数据是否有足够证据以推断出某个条件相

对总体成立。假设检验需提出原假设（H0）和

备择假设（Ha），并且两种假设互相独立。

对于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而言，假设形式如下：

H0: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Ha: 两个变量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通常情况下，这涉及到比较 P 值和显著性

水平，且当 P 值小于显著性水平时，拒绝零假设。

表 8  6 个维度的卡方值

知识维度
变量和 P 值

性别 经验 最高学历

知识获取 0.999 0.182 0.000

知识共享 0.426 0.182 0.002

知识创造 0.314 0.321 0.000

知识应用 0.663 0.204 0.59

知识识别 0.586 0.321 0.082

知识存储 0.678 0.342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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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8 结 果 所 示， 性 别 和 经 验 与 选 定

的 变 量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性 影 响。而 最 高 学 历

和 知 识 获 取（0.000<0.05）， 知 识 共 享

（0.002<0.05）和知识创造（0.000<0.05）之

间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都 小 于 0.05，没 有 明 显 影

响。

我们还进一步得到了 6 个维度的描述性统

计数据，如表 9 所示：

表 9  6 个维度的描述性统计

知识应用 知识识别 知识获取 知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共享

正态分布
位置 3.754 2 3.151 4 3.428 3 3.681 9 3.236 4 2.842 7

尺度 .429 99 .830 93 .555 23 .824 19 1.124 46 .463 24

注：数据未加权

如表 9 结果所示，变量知识应用的平均值

为 3.754 2，标准方差为 0.429 99。此外，其他

变量的平均值都在 3.0 左右，知识存储的标准方

差最高，为 1.124 46。由此可见，受访者对相关

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答。

4.11  矩阵图

图 9 说明了用来同时评估几组变量关系的

矩阵图。例如，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之间存在

很强的关联关系。

图 9  变量关系矩阵图

4.12  知识管理中的问题

在调查中要求受访者评定在软件行业中实

施的知识管理的各项活动，如表 10 所示：

表 10  软件开发人员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
平均值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团队成员之间的正式沟通 2.35 2.85 2.28

用于未来项目的文档资料

和项目经验
3.96 4.09 3.89

组织知识结构可用度 2.67 3.94 3.67

为保持和提高软件开发知

识的正式培训
2.97 4.11 3.81

对富有成效的知识共享实

行透明的奖赏制度
2.67 3.01 2.93

稳定强大的搜索引擎 2.83 3.67 2.23

知识库中的知识更新及时 2.94 3.65 2.45

有助于知识管理活动的适

当 ICT 基础设施和丰富资

源

2.98 2.94 2.67

不害怕分享，不认为分享

会威胁工作稳定性
2.78 2.89 2.67

4.13  组织的参与

知识管理可以建立知识能力，从而影响和

提高组织绩效。作者从受访者处获知其所在公

司对知识管理的投资兴趣。

基 于 图 10 的 结 果 描 述，3 家 公 司 的 管 理

层都理解知识管理是软件开发活动的关键，对

它 的 支 持 十 分 必 要（ORGP1）。此 外，A 公

司缺乏适当的、能将知识映射到价值创造上的

知 识 策 略（ 平 均 值 为 2.69）（ORGP2）， 几

乎处在一个不利的水平，应当认真思考。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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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的管理层无法识别组织内部的专长资源

（ORGP5），却能有效利用包括客户知识在内

（ORGP6）的外部资源。另外，3 家公司的管

理层都承担了帮助学习的责任，包括个人学习

与组织学习之间持续不断的转化（ORGP3）以

及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ORGP4）。

图 10  组织参与

4.14  访谈相关解释

表 1 1 展 示 了 与 管 理 层 的 访 谈 摘

要 ， 表 1 2 展 示 了 与 高 级 软 件 工 程 师 的

访 谈 摘 要 。

表 11  管理层访谈摘要

话题 摘要

知识管理的现状 公司管理层都表示他们了解知识管理实践的重要性

促进策略 A 公司的受访者表示目前没有此类策略，但已建立基础设施；而 B 公司和 C 公司的受访者

则表示管理层正在软件开发人员中推动领导、评审、指导、评估和沟通等技能

利用外部资源 3 家公司的受访者都认为其组织高度重视客户、竞争者和合作伙伴等外部知识来源

管理问题 基于 3 家公司受访者的回答，存在以下管理问题：

– 知识管理过程与组织结构的整合不明确

– 组织知识结构不清晰

– 可供分享的组织资源缺乏

– 由于这些组织都是中等收入的中小型企业，不能对上述需求进行投资

技术问题 基于 3 家公司受访者的回答，存在以下技术问题：

– 缺乏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 没有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适当的技术培训

表 12  高级软件工程师访谈摘要

话题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对现有知识管理

活动的认识度

没有直接的知识管理活动相关

参考，但他们知道软件知识，

也知道如何管理软件知识

相信知识管理实践最终

会提高软件开发的质量

认为它是知识形式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已实践的知识管

理活动

没有直接的知识管理活动相关

参考

知识识别、获取、创造、

共享和应用

知识创造、知识转移和知识实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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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话题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知识获取 从外部资源获得知识，特别是
搜索检索代理及其它门户网站

由于公司拥有很多有经
验的人，所以他们从团
队会议中获得软件知识

不知道这个术语始终把时间和精力放
在从解决过实际问题的人那里获取知
识，他们通过讨论、确定数据种类、

运用已有知识和流程来解决他们碰到
的不同种类的问题

知识创造 团队成员只能在会议上表述自
己的想法，但会议不规律

通过实践、协作、交互
方式使用知识管理工具
在每周一次的定期会议
上产生

定期会议，主要目的是和软件开发人
员分享和讨论问题

知识共享 认为持续的学习机制可以帮助
他们互相分享软件工程知识，

但经验丰富的员工不够

自 从 实 施 敏 捷 过 程 以
来，发布、迭代计划和
成对编程加强了工作的
协作性

每个受访者都认为使用电子邮件、面
对面交流和一些协作工具可以进行知
识传播

知识存储 不怎么知道用现存集中存储库
查找归档的项目文档
使用从团队领导和模块领导处
收到的项目文档

可以用搜索技术和可视
化工具来浏览集中存储
库，但还不够强大

不认为是知识管理实践
通过储存在存储库中的项目文档和储
存在软件工程师头脑中的经验学习

知识应用 在未来的软件开发中重用之前
项目的开发经验非常便利 
使用不同的知识管理工具

5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研斯里兰卡软件公司的

知识管理实践情况。为了保持软件公司在市场

上的竞争优势，企业应当认识到在组织内部应

用知识管理的重要性。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公司

还没有建立 ICT 基础设施，但是软件开发人员

愿意访问包括公共网页、内部网络、项目文档

和源代码在内的多种知识源。同时，存储在知

识库里的软件知识对软件开发人员来说助益良

多，能使他们更具创造性，然而并非所有的软

件工程师们都会利用现有的知识。此外，建立

足够的搜索检索设施以及丰富知识库内容是未

来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总而言之，尽管软件开发人员认识到了知

识管理的重要性，但现有的工具、技术和方法

对软件开发行业来说，不能有效解决其中的知

识管理问题。调研中参与者的反映情况突出了

组织知识结构和组织学习的重要性。另外，除

了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能够用来分享专家隐

性知识的机制或方法屈指可数。调查结果证明

组织文化会影响知识共享，软件公司在未来必

须对该问题加以重视并认真考虑。除此以外，本

研究还为未来针对软件产业知识管理实践的相

关研究提供了佐证，有利于推动未来的研究。

笔者还计划执行额外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收集，旨

在了解更多的组织和其他情况，以能够更好地

理解知识管理，为软件行业的组织学习找出支

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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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ree software industries in Sri Lank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software practitioners believe the 
importance of the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need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s a strategic tool for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stabilizing organizational success. [Result/conclusion]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confirm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their subsequent expected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various KM tools and techniques used in these software organizations and finds out barriers to impl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practices. This study also 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to organizational managers to 
enhance their organizations’ efficiency through knowledge managem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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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科研逐步成为第四范式的一重要特

征，20 世纪末科学研究开始形成从实证主义向

数据科学转移的发展趋势 [1]；21 世纪初数据密

集型科研活动加快了发展步伐。数字化、信息

化的科研数据管理工作逐渐成为图书馆及信息

机构所关注的重点之一。目前许多国家也已认

识到科研数据管理的潜在价值，并出台了相关

政策措施将其上升到了宏观战略层面规划考量。

美国在其 2016 年 5 月出台的《大数据研究发展

战略规划》中明确部署了“挖掘科研数据价值”[2]

【学术探索】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发展战略及启示
            ——产品驱动发展的战略实施可能性研讨

◎ 孔媛 1,2  顾立平 1,2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数据驱动科研的战略意义已在多国发展规划中有所显现，图书馆届也持续发出探

讨管理科研数据的具体途径和实践方法的呼声。通过观测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German National Libra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B）依托产品线推行发展战略的实践，以期获得借鉴参考。[ 方法 / 过程 ] 利用文

献调研和案例分析，依照 “ 战略层－战术层－作业层 ” 的层次逻辑，调查并分析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发展

实践，重点挖掘了其四大战术产品线特色，并与国内类似服务对比。[ 结果 / 结论 ] 战略响应当紧扣战术部

署，国内科研数据管理应注重非文本资源，项目实施应与人才培养相互促进。

关键词：开放科学  数据科学  非文本资源  可视化产品  发展战略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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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活动；欧盟在 2016 年 5 月召开的“迈向

开放科学体系”会议中，明确提出重点在“科研

数据的优化重用”[3]；我国也在 2015 年 9 月发布

的《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指出“形

成大数据驱动型的科技创新模式”[4]。在这种数

据驱动科研的背景下，探讨管理科研数据的具

体途径和实践方法具有积极意义。德国国家科

技图书馆在这方面既有前期的良好基础，又有

全新的项目进展。

数据驱动科研对于科研活动所带来的变化

已经对图书馆及信息机构的服务方式和内容产

生了影响。2016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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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刘细文副主任在中国数据馆员培训班上表

示针对数据科学背景下新兴的科研需求，图书

馆需要调整馆员培养方向 [5]。同年 7 月，中国

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年会从理论和实践

层面对基于大数据和知识增值的新型知识服务

进行讨论 [6]。同年 9 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黄向阳主任在中国机构知识库会议上做了

题为《开放科学中的知识服务》的报告，其中

也提出必须大力发展面向公众的、大数据的新

型知识增值服务。国内图书馆界已经意识到大

数据对科研活动的影响，并在积极寻求提供管

理科研数据以更好服务科研人员的方法路径 [7]。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的相关实践有值得图书馆

及信息机构参考借鉴之处。

通过对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依托产品线

响应并反馈战略规划相关实践的观测，本文以

期达到以下 3 个目的：①为考察他国优秀实践

案例提供可行方法；②为深入了解德国国家科

技图书馆有借鉴意义的做法及产品提供线索；  

③为国内图书馆类似产品及服务的国际交流合

作提供参考。

本文遵循“战略层－战术层－作业层”的层

次逻辑，对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的宏观愿景规

划、中观产品发展以及微观实践方式进行观

测，审视其以产品研发活动推动战术部署和战

略实现的运作机制，最后通过反思国内相关实

践成果为国内图书馆适应数据驱动科研的新环

境提供借鉴。

2  观测视角一——宏观战略

本文对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宏观战略方面

的观测从 3 个方面开展：①审视其制定战略的

指导标靶，即组织定位；②理解其制定战略的

基础依托，即历史基础；③考察其所制定战略

的详细内容，即现行战略。

2.1  组织定位

德 国 国 家 科 技 图 书 馆（Gemeinsamen 
Bibliotheksverbund, 以下简称 TIB）是一所国立

图书馆，作为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所属的高校

图书馆，同时也承担了支持国家信息战略的责

任——服务于全国的科研人员及其运作的科研

活动。依托高校学科建设与科研实力，TIB 提出

强调实践方法的战略目标，即“为用户提供知识

创新、有效的、畅通的获取数据、信息和知识

的途径，并使其能够以一种适宜的结构化方式

延展出更大的信息空间”[8]。

2.2  历史基础

2011 年前后，TIB 基于对数据环境变化和

机构科研需求的考量，部署了向分布式大数据

集的开放门户转变的发展策略。其中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主要是通过产品开发来实现该策略

转变，重点在于推进科研数据永久标识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的使用和管理机制。

微观层面上，在馆内推进 DOI 的使用。对

数字化资源进行系统标记和结构重建，优化相关

门户网站（如 GetInfo）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

信息增值的延伸；宏观层面上，以广泛的图书馆

合作实现科研数据的规范管理。2009 年联合相

关机构成立 DataCite，利用 DOI 为科研团体提供

可信赖的科研数据定位、认证和引用的服务，支

持 DOI 以及配套元数据的创建和分发，支持针

对科研数据的检索和发现，推动科研数据的传播

和共享。目前已成为提供DOI的国际领先机构，成

员单位广泛分布于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TIB 积极推进 DOI 应用是对其进一步战略

转型所做出的铺垫。事实上，DOI 只有在与其

他技术产品相结合时才能发挥其链接学术资源

的关键作用，从而进一步实现产品性能的延伸 [9]。

以相对完善的 DOI 应用机制为跳板，TIB 得以

继续开展其现阶段战略部署。

2.3  现行战略

TIB 发布的《2015-2017 年战略规划（2015-
2017 Strategy）》[10] 集中体现了对于时代环境和

自身作为的思考。规划中共制定了六大发展重

点，关于这六大发展重点归纳出的若干目标和

实践重点 ( 见表 1)。TIB 实践发展的重点工作比

较集中，概括为元数据标准制定、科研数据管

理、非文本资源管理和数据长期保存 4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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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IB《2015-2017 年战略规划》战略目标和实践要点 ( 作者整理 )

战略 目标 重点

知识的后代传承 推进数字化建设

推进长期保存

建立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网络

科研数据管理

影视和 3D 资源管理

知识的公众获取 支持开放科学

实现便捷获取、精准服务

创新简化标准和格式

AV Portal
开放获取

数字长期保存

支持科学研究 维护科研数据基础设施

促进知识转化

参与科技政策制定

非文本资源

科研数据

元数据标准

增进国内外合作 参与国际战略合作网络

促进研究人员沟通交流

开放获取

开放数据

科研数据管理

发展自身研发活动 扩大自身研发活动

将 KNM 建立为全国性非文本资源示范部门

深入研究数据科学

促进研发成果市场化

元数据标准

科研数据管理

非文本资源管理

数据长期保存

升级到馆服务 持续发展到馆服务

增强信息化、数字化服务水平

营造科研环境

开放获取

科研数据管理

3  观测视角二——战术部署

针对大数据时代科研活动的新生知识需

求，TIB 将 其 所 开 展 的 4 个 领 域 的 产 品 研 发

活 动， 包 括： 开 放 科 学（open science）、 数

据 科 学（data science）、 非 文 本 资 源（no －

textual materials）和 可 视 化 分 析（visualization 
analysis）进行调整拓展，4 个领域协同推进数

字化 / 网络化发展。

3.1  开放科学产品线

开放科学是数据驱动科研的最佳实践方法。

数据驱动科研的背后，就是要解决一系列针对

科研数据的保存、流通、管理、保障等需求和

问题 [11]。TIB 开放科学部门的重点工作是推进

开放科学基础设施为依托的科研协同环境。

TIB 成立的开放科学实验室（Open Science 
Lab），长期与包括莱布尼兹研究网络 2.0 在内

的多个提供研究人员或者研究基础设施的机构

保持合作关系。

Open Science VIVO Beta[12]（2014 年 3 月至

今）利用关联开放数据（linked open data），为

科研社群提供协同、一致、多样的信息展示。

通过在主要德语研究机构上及时抓取科研活动

及成果信息，利用关联数据本体的拓展和对

接，实现全欧洲境内科研机构、人员、项目等

信息的互联整合。目前该网络内共有 597 位研

究人员、19 家机构和 766 项研究成果。该网络

在欧美研究社群中广泛使用。

CoScience[13]（2014 年 3 月－ 2015 年 3 月）是

为帮助科研人员共享科研方法、存储科研经

验、推广新兴科研工具的数字化信息服务项目。

在项目的两期工程中，共与 13 家高校图书馆、信

息机构和数字化项目达成合作。通过开放平台

文档和开放视频讲座两种方式，为科研人员集

成经验方法，引导研究人员间的知识共享。

3.2  非文本资源产品线

TIB 提 出 的“ 超 越 文 本（move beyond 
text）”战略 [14] 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的知识

资源仍然是其最重要的资本和基础 [15]。大数据

时代的推进使得图书馆馆藏资源不仅仅局限于

传统的印本资源，而是囊括了具有多种数据类

型、地理分布存储的广泛意义的数据资源。



49

TIB 成立的非文本资源部门关注各类数字

化科技信息。针对其中的非文本资源开展了一

系列搜集、标引、存取和贮藏实践，将非文本

资源视作与传统文本资源同质的“文化遗产”[16]。

下面分别列举 3 个重点领域（全维度的科研数

据、视听多媒体资料以及 3D 数据）的相关实践。

RADAR(Research Data Repository)[17]（2013
年 9 月－ 2016 年 8 月）是依托莱布尼兹信息基

础设施建立的一个通用型科研数据知识库，提

供多维科研数据保存（最高保存时限 15 年）、出

版、认证和追踪工作。并与图书馆、研究机构、出

版商和开放平台进行数据整合，实现科研数据

的分布式存储和一体化获取。

AV-Portal[18]（2014 年至今）是一个针对视

听多媒体科研数据的分布式集成门户。其视频

资源覆盖自然科学和工程等多个学科，对视频

质量进行严格控制，视频内容主要涉及计算机

可视化、教学资料、仿真模拟、实验过程、访

谈和会议记录等。检索视频资源时，可以实现

对视频内容的概览、视频语音内容的语种翻译

并支持对视频资源每一帧的内容检索。用户可

以自由上传资源，资源发布需要审核，部分资

源支持开放获取。

D U R A A R K（D u r a b l e  A r c h i t e c t u r a l 
Knowledge）[19]（2013 年 2 月－ 2016 年 1 月）是

一个针对建筑学类 3D 模型长期保存的数据库。

从语义层面对建筑的 3D 模型资源进行组织和标

引工作，建立新的元数据格式对建筑的数据信

息以三维立体模型的形式进行长期保存，以期

实现对建筑信息多维简便的获取。

3.3  数据科学产品线

在 TIB 开展的数据科学产品开发活动中，大

量的成果是以数据科学为工具对数据进行的深

度分析与挖掘。在该领域产品研发过程中，TIB
同样面对复杂的处理对象——数据类型。与非

文本资源产品关注的重点相同，其不仅针对传

统文本信息，更重要的是对诸如科研数据、视

听内容、3D 信息、仿真模块及软件多种数字化

的科技数据源进行检索、查询和保存 [20]。

基于数据科学领域机器学习、模式识别和

统计学方面 [21] 的工具，TIB 针对科研数据的分

析、组织和检索工作进行了语义化探索，研究

成果多应用于检索工具和系统中。

AV-Portal 是数据科学产品的集大成者。在

其两个工作重点 : 文本（数据）挖掘和知识管理

（语义分类、本体等）方面均有所应用。文本

挖掘工具主要是对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整理，使

之结构化并挖掘其中的潜在联系；知识管理则

主要对现有馆藏资源进行语义层面的改进 [22]。

该门户支持对经过质量控制的科学视频进

行包括场景、文字、语音和图像在内的多维度

的数据识别 [23]，以不同的粒度对对象的不同特

征进行分析处理，实现对信息进行快速、一致、交

互地存取；从语义层面对资源进行分类组织，扩

展检索方法；支持基于 DOI 的针对科学影片和

片段的引用，自制影片及科研辅助资料的上传。

多媒体检索方法和语义数据分析的技术使得这

些非结构化的资源组织和检索工作得以更好地

实现。

3.4  可视化分析产品线

TIB 的开放科学产品线解放了资源，非文

本资源产品线保有了资源，数据科学产品线挖

掘了资源，可视化分析产品线解释了资源。可

视化分析解决的问题包括挖掘海量数据信息中

的隐藏关系，以及将深度挖掘后得到的结论以

容易理解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可视化技术能够

将隐藏在信息资源内部复杂的、抽象的语义以

直观的图形方式呈现给读者 [24]。

TIB 开展可视化研究的相关应用产品集中

在资源可视化展示和检索方面，包括针对大型

多媒体资源的智能展示和可视化、交互性检索

查询以及语境检索的可用性。

PROBADO 3D[25]（2007 年 1 月 － 2011 年

12 月）是 PROBADO（Prototypical Operation of 
Common Documents）项目下的一个重要分支。

PROBADO 主要是针对非文本和多媒体数据资

源进行元数据格式设计，以方便科学存取。其

以特定多媒体数据种类为突破口，探索创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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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元数据形式。目前主要有两套基于创新元

数据的数据库，一类就是 PROBADO 3D，该

数据库提供对三维建筑模型的可视化存储和检    
索 [26]，并提供相应开源代码。

VisInfo[27]（2010 年 1 月－ 2012 年 12 月）是

一个针对气象学、地球与气候科学相关专业的

科研数据建立的交互式、图像化的检索系统。

其可视化应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检索式构造

的可视化（图 1 为其查找数学模型的编辑查询

框，可以通过手绘或者上传数据的方式构造数

学曲线）和检索结果可视化（如聚类、过滤等）的

呈现。

图 1  可视化编辑查询框 [28]

3.5  4 个产品线协同机制

TIB 开展的 4 个产品领域其间并不是一种“平

行发展”，而是存在着相应的“配合策略”。不同

部门对应的职能不同，其所延伸的实践也不同。

该协同机制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TIB 4 个领域产品开发机制

开放科学产品线是在已有的开放获取政策

和知识产权管理的基础上，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共享）以及建立

更为广泛的协作网络（促进研究人员交流合作）。

目的在于营造一种开放环境，促进科研数据的

自由流动，以期为后续一系列挖掘科研数据价

值的活动打下基础。

非文本资源产品线是在开放科学的环境

下，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收集和存储工作。大数

据时代的技术手段使得以往难以追踪捕捉的非

文本形式的数据资源大量涌现，并有机会获得

与传统文本同质的有效收集和存储。TIB 的非

文本资源产品通过建造学科知识库和资源门户

等方式集成多重数据类型的非文本科研数据，实

现一体化存取查询。

数据科学产品线是在资源集成的基础上，谋

求对富集科研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实现科

研数据的重用性。利用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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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等方法与技术，对信息组织和检索系统进

行语义化拓展。实现科研数据的逻辑结构化，为

多粒度、多维度的信息存取提供可能。

前 3 个领域的产品已经覆盖了科研数据的

收集、保存和重用的阶段。可视化分析产品线

主要针对用户交互，并通过提供直观易懂的图

像形式将前 3 个阶段价值挖掘过程的科研数据

产品解释给用户，易于用户对知识的理解和吸

收。至此 4 个产品领域完成了科研数据由分散

离散状态到有序收集、再到稳定保藏、再到深

度分析最后满足用户特定需求的全过程。

虽然 4 个产品领域存在战略侧重，但产品

边界是模糊的。其间的具体业务存在着很多交

叉重叠。针对具体任务可根据需求进行业务组

合，实现知识产品的“精益生产”。AV Portal 的

维护就牵涉其中开放科学、非文本资源和数据

科学在内的 3 个部门，在项目的不同阶段由不

同的部门主导。Visinfo 和 PROBADO 则由非文

本资源和可视化分析部门合作推进。

3.6  国内实践对比分析

通过以上调研将 4 个产品线所对应的具体

产品集合。如表 2 所示：

表 2  TIB 4 个产品线产品集合及国内相似服务比较

产品线 产品 概述 国内类似服务

开放科学

VIVO Beta
科研资源共享合作网络
（基于关联数据）

国家数字图书 NKOS 项目 [29]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iAuthor 系统 [30] 等

Coscience
数字化方法工具和应用的

知识交流共享平台
人大经济学论坛（经管之家）[31]

小木虫学术论坛 [32] 等

非文本资源

RADAR 分布式通用型科研数据知识库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络 [33]

CALIS 三期 [34] 等

AVPortal 分布式试听多媒体科研数据集成门户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学海拾贝”栏目 [35] 等

DURAARK 多媒体资源（3D 模型）长期保存数据库 无

数据科学 TIB Portal 门户搜索引擎（语义层面）
超星中文发现系统 [36]

百度学术 [37] 等

可视化分析
PROBADO 3D 多媒体资源（3D）元数据格式 无

VisInfo 科研数据可视化检索系统 无

TIB 产品线所推出的核心产品的确紧贴其

在宏观战略中提到的各类战略重点，即元数据

标准、科研数据管理、非文本资源管理和数据

长期保存四大方面。对比国内图书馆已发展的

类似服务，则多是依托机构知识库拓展科研数

据管理和数据长期保存方面的服务。

国内的发展思路是综合考虑现有资源基础

和经济成本基础上制定的，但长期看来有其相应

局限。目前国内大多数学术图书馆建设的机构知

识库中收录的是期刊、论文、报告等文本资源，基

于此类机构知识库衍生的信息服务也多是面向文

本信息 [38]。而体量庞大的科研数据的数据类型

要复杂的多，非文本资源甚至占绝大多数。

TIB 目 前 的 4 条 产 品 线 也 是 以 非 文 本 资

源为重点，不仅依托原有的机构知识库（如

PROBADO）， 同 时 新 建 专 项 科 研 数 据 档

案 库（如 RADAR）和 特 定 资 源 数 据 库（如

DURAARK），界定多媒体资源元数据标准、建

立多媒体资源数据库检索系统、推进文本和非

文本数据资源的交互整合。

国内图书馆在部署相关服务产品开发时，可

以考虑“超越文本”的可能性。从数据存储的源

头思考，谋求长期发展、拓展服务的最适宜数

据保存和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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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观测视角三——基层实战

TIB 在战术层面开展的产品研发活动虽内

容各异，但在运作上有一点共性——在项目运

营中完成的人才队伍建设。由具体项目的不断

孵化进展推动战术层面目标的达成，进而实现

其机构整体战略目标。

TIB 的这种战略转型蕴含着小处着手、循

序渐进的哲学思想。各个项目都有指定的负责

团队、资助机构（见表 3）。团队会负责对项目

时限以及总体目标的规划，甚至细分阶段并绘

制路线图。如非文本资源产品部门下的 RADAR
遵循“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建成存储高质量科

研数据的跨学科平台；实现一体化数据存储基

础上的数据出版。开放科学部门的 CoScience 也

分两个阶段进行，一阶段项目主体以开放平台

文档的形式推进；二阶段则将手册升级为新的

交互模式，即开放视频讲座。开放资源门户 AV 
Portal 在基本建设完成后，被移交至非文本资源

部门启动了近一步的开发以优化其检索系统。

基于战略发展机制，促进战略层、战术层

和业务层的良性互动。重点是人才与产品的互

动关系，根本在于人力资源的组建和培养。

表 3  TIB 所推行的部分项目管理者及资助机构 [39]

项目名称 管理者 资助机构

CoScience M Mehlberg 博士
欧盟 FOSTER 项

目

RADAR Angelina Kraft 博士 德国研究基金会

DURAAK Michelle Lindlar
欧盟 7th 

Framework 项目

PROBADO Irina Sens 博士 德国研究基金会

VisInfo Irina Sens 博士
德国莱布尼兹基金

会

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团队成员的能力经

验得到同步拓展。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提升反过

来挖掘项目新的发展潜能，形成了业务层的良

性循环。业务层的良性循环又将驱动战术层 4
个产品线的运营，最终达成战略层的机构目标

（见图 3）。

图 3  TIB 以产品驱动发展战略机制

通过将新生项目托付给指定团队，团队和

产品一同成长。成熟后的产品可以服务于特定

的战术和战略，成长起的人才与其在实战中形

成的对于新形势的体悟则可以更深层次地影响

机构整体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对机构下一

阶段战略的制定起到一定积极影响。

5  结语

通过考虑 TIB 的产品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

程，得到以下启示：①实施战略要依靠战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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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部署，落实到业务层的基层实践；②国

内进行科研数据管理产品研发时，应考虑将更

大容量的非文本资源纳入建设范畴，从数据存

储方式上布置科研数据管理产品线；③通过科

研队伍负责具体项目的方式可以使产品和人才

得到协同成长；④产品只能够支持既有的战略

战术目标，才能够涌现出未来的远见卓识的人

才。在考虑新形势下图书馆建设方向和方法等

问题时，应重视实践、重视人才，更应重视以

实践塑人才，以人才促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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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化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新的衍生模

式，是借助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等传播途径（如

SNS、博客、微博、微信等），通过社交互动、用

户自己生成内容等手段来辅助商品购买和销售

的行为 [1]。在社会化商务中，用户成为生产型

用户，他们不仅进行购买活动，还将自己购买

全过程的经历与心得分享给社会关系网中的朋

友用户，同时将自己对企业的评价和建议持续

【学术探索】

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O-R模型
◎ 许嘉仪  林恬恬  甘春梅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揭示新型电子商务衍生模式 —— 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用户行为影响因素，探索

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及相关营销建议。［方法 / 过程］基于 S-O-R（刺激 - 有机体 - 反应）模型，

引入情感状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采集 277 份

有效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 结论］信息质量、关系强度显著影响用户在社会化

商务情境中的情感状态，情感状态显著影响其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而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则对情感状

态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会直接影响用户的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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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地反馈给企业 [2]。用户作为社会化商务发

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社会化商务中的作用举

足轻重。因此，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

的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探索社会化商务平台的

可持续发展并提出相关的营销建议。

已有研究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用户行为进

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

划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通过引入其他变

量，如信任、主观规范、网站质量等因素，探

索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使用意愿和使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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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影响因素。S. Kim 和 H. Park 研究发现，社

会化商务中的关键因素（如声誉、信息质量、交

互安全等）显著影响用户信任感，用户信任

感进一步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和传播行为 [3]。

D. H. Shin 认为，与感知有用性相比，主观规

范是用户使用社会化商务平台的一个关键因素
[4]。M. Hajli 运用技术接受模型进行调研，发

现参与论坛讨论和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信任产生

积极影响，信任感进一步强化用户的消费意向
[5]。Y. Wang 和 M. Hajli 的研究结果显示，关

系质量和社交商务结构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

有积极的影响，社交商务结构和社会支持直

接影响关系质量，社交商务构造也影响社会支

持，但其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影响作用最为

明显 [6]。

在社会化商务领域的相关研究中，部分研

究结合 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模

型，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例如，L. Xiang 和 X. 
Zheng 等运用准社会交往理论和 S-O-R 模型

对用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

交往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用户的冲动购买行为

有重要影响 [7]。H. Zhang 和 Y. Lu 等以 S-O-R
模型为框架，发现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

和感知的社交功能通过社会支持、社会存在

和流动经历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的社会化

商务行为意向 [8]。B. K. Jin 基于 S-O-R 模型 , 
探究存在感如何促使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

网站中，结果发现社会存在和临场感在交互

性、生动性对有用性、愉悦感的影响关系中

起到中介作用 [9]。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

社会化商务用户行为。但前人的研究框架大多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理性行为

理论，基于 S-O-R 模型的研究较少。此外，这

些研究大多以用户感知作为有机体的研究对

象，鲜用情感这一要素。综上所述，本文以 S-O-R
模型为基本框架，从用户情感的角度探究用户

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行为的动因，以期为社会

化商务平台建设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S-O-R 模型和情感

S-O-R 模型最早出现在环境心理学的研究

中， 由 A. Mehrabian 和 J. A. Russell 在 1974 年

提出。该模型可解释为当个人遇到了某种刺激

（Stimulus, S）后，他 / 她的内部状态（Organism, 
O）将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其行为（Response, 
R） 的 产 生 [10]。1982 年，R. J. Donovan 和 J. 
R. Rossiter 首次将 S-O-R 模型引入到零售情境

中，认为零售环境会刺激消费者的愉悦感、唤

起、控制，即 PAD（pleasure-arousal-dominance）模

式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接近 / 回避行

为 [11]。基本的 S-O-R 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S-O-R 原始模型 [10]

在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引用 S-O-R 模

型作为基本框架的有很多。如 V. Mummalaneni
基于 S-O-R 模型研究网上商城的网站特征对

消费者网上购买行为的影响 [12]；A. Floh 和 M. 
Madlberger 研究发现，虚拟环境因素通过刺激

用户购买欲望来影响其冲动性消费行为 [13]；H. 
Zhang 和 Y. Lu 等基于 S-O-R 模型探讨了社会化

商务情境下技术因素（包含感知交互性、感知

个性化和感知社交性）在虚拟客户体验（如社

会支持、社会存在和追逐潮流等）中的调节作

用下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 [8]。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情感（包括愉悦感和

唤起）作为有机体（O）的研究对象。此处的情

感是基于情感 PAD 理论提出的 [14]。愉悦感即用

户在使用产品时所产生的好的、开心或是满意的

感觉程度 [15]；唤起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产生

的刺激的、活跃的或是激动的感觉程度 [15]。当

前，在线上消费、电子商务领域，已有不少针

对用户情感的研究，如 K. N. Shen 和 M. Khalifa
研究了在线购物环境中，愉悦感和唤起对冲动

环境刺激 情感状态：
愉悦感、唤起、控制

接近/回避行为

S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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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影响 [16]。H. Y. Hsu 和 H. Tsou 对在线购

物网站的网站质量、用户情感和持续购买意愿

进行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 [17]。

在原始 S-O-R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情感状

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

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商业信息的图

文特征

信息质量

关系强度

愉悦感

唤起

购买意愿

内容扩散

刺激S 有机体O 反应R

H1a

H1b

H2a

H2b

H3a

H3b

H4a

H4b

H5a

H5b

图 2  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的理论模型

2.2  研究假设

2.2.1  刺激 (S) 对有机体 (O) 的影响

刺激由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信息质量和关

系强度三者组成。在《后现代话语》一书中，N. 
Fairclough 指出“话语”是指社会实践中涉及到

的符号学元素，它包括语言、非语言沟通和视

觉形象 [18-19] 。作为商业信息的最基本属性，商

业信息图文特征是商家对商品信息的阐述与描

画，是顾客所接触到的关于商品的第一手信息。

信息质量是指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发布的商品

信息的质量，它包含了网站提供信息的及时

性、相关性、完整性、准确性、有用性等多个

评价维度 [20]。商业信息的信息质量是相对于其

图文特征的更深层次表现。社交性是社会化电

子商务区别于电子商务的最根本属性。社交活

动的产生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形成某种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被定义为两人或多人之间的社交互动

的集合 [21]。其关系强度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社交

关系的亲疏程度 [21]。从信息的图文特征到信息

质量，再到存在于使用信息的用户之间的社交

关系，体现了社会化商务运作中各基本要素的

递进关系。

情 感 状 态（ 包 含 愉 悦 感 和 唤 起 两 个 维

度）是 本 研 究 中 S-O-R 模 型 的 有 机 体 部 分。

A. Mehrabian 和 J. A. Russel 在研究环境心理学

时，将情感状态分为愉悦感、唤起和控制 3 个

维度 [10]。J. A. Russell 经过进一步验证，摈弃控

制这一维度，认为仅仅愉悦感和唤起两者就能

充分反映模型中由刺激带来的情感变化 [22]。这

种观点也得到了后续很多研究的证明 [11, 23-24]。

F. Aisopos 和 G. Papadakis 等在利用 Twitter
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的研究中指出，微博和

Twitter 文本的内在特征包括非标准词汇、表情

符号和外部指示等。非标准词汇是指微博帖子

中使用的非正式词汇表达，人们喜欢使用俚语

和非标准表达式来交换信息 ( 例如“koo”，而不

是“cool”) [25]。同时，微博帖子的长度限制要求

作者缩短词语本身的长度，但所表达的意义和

词汇本身相似 ( 例如用“gr8”代替“great”)。表情

符号被认为是计算机中介传播中“情感的符号”，主

要是作为一种展示面部表情的替代方式 [26]。表

情符号通常被用来预测 Twitter 上帖子的情感 [27]。

外部指示是指个人在 Twitter 上发布的相应链

接，告诉他人一些有趣的网络资源，如在线视

频、图片。

C. M. Chen 和 H. P. Wang 在研究学生面对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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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多媒体课件且教材内容相同时的情

绪状态变化，发现多媒体视频材料会对学生产

生最佳的学习效果并引起最积极的情感反应 [28]。

L. Xiang、X. Zheng 等的研究表明，蘑菇街用户

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愉悦性会受到图片视觉吸

引的显著影响，同时，视觉吸引会加强用户的

消 费 行 为 [7]。S. H. Lim、D. Kim 和 S. Watts 研

究了表情符号、愉悦感、交互性、感知有用性

和信息丰富性之间的关系，发现移动信息和文

本信息的表情符号对用户愉悦感有显著影响 [29]。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愉悦

感。

在网络购物、计算机网络通信等其他领域

中，有部分学者已对图文信息特征和唤起的关

系进行研究。M. Omata 和 K. Moriwaki 等研究

发现动画的视觉效果显著影响用户唤起 [30]。Y. 
Ha 和 S. J. Lennon 认为在线购买环境中，商品

的网络宣传与展示设计显著影响用户的愉悦感

和 唤 起 [31]。D. Thompson 和 G. Mackenzie 等 利

用皮肤电反应和面肌肌电图技术进行研究，实

验证明表情符号的存在会引起用户更高的唤起

状态 [32]。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基于信息质量的研究内容广泛，已有学者

从信息的可接受性、适应性、信息数量、完整

性、易用性、准确性、可解释性、客观性、相

关性、及时性以及可理解性等不同维度对信息

质 量 进 行 研 究 [33-34]。E. P. Pe-Than、H. Goh 等

研究发现感知信息相关性对愉悦感具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作用 [35]。Y. Hwang 和 D. J. Kim 研究

了电子商务系统的用户行为，发现感知网站信

息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感知愉悦感 [36]。C. Liu
和 K. F. Arnett 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质量作为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的一个组成成分，显著影响

用户使用网站的愉悦感 [37]。基于此，提出如下

假设：

H2a：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的愉悦感。

查先进、张晋朝等发现信息质量正向显著

影响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情感反应 [38]。谢连

连通过研究在线旅游网站信息质量对顾客满意

度的影响，发现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

性和及时性对顾客的感知情感价值存在显著正

向影响 [39]。M. Koufaris 研究发现，网站的质量

因素影响用户的情感反应 [40]。而在情感 PAD 理

论中，唤起是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提

出以下假设：

H2b：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M．S．Granovetter 认为人际关系可以分为

两种：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关系强度由弱

至强。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弱关系，则个体

间的关系仅仅是相识但不相知；如果人际关系

被定义为强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是相知的朋

友 [41]。R. Lin 和 S. Utz 提出关系强度可以用来

度量 Facebook 上帖子和用户情感的关系：关系

越强，用户情绪的感染力越强。同时，关系强

度显著影响愉悦感：关系越强，用户在阅读积

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愉悦感越强，或者在阅读消

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悲伤感越强 [42]。基于此，提

出以下假设：

H3a：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B. Searle、J. E. Bright 和 S. Bochner 发 现

在工作压力模型作用下，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唤

起、满意度和感知性能 [43]。闫幸和常亚平通过

对企业微博主贴与跟帖的搜集，发现企业微博

互动策略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情感和品牌认知

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品牌关系，其中消费者的品

牌情感主要包括愉悦情感和唤起情感 [44]。基于

此，提出以下假设：

H3b：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2.2.2  有机体 (O) 对反应 (R) 的影响

本研究模型的反应部分由用户的购买意愿

和内容扩散行为构成。N. Hajli 将购买意愿定

义为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参与线上购物行为的意

愿 [45]。目前，国内社会化商务仍处于发展初

期，用户基数尚未强大，用户的实际购买行为

不及在传统电子商务中多。基于当前情况，最

终保留了购买意愿而非购买行为作为模型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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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要素之一。已有研究证实，意愿可作为实际

行为的一种有效预测 [46]。内容扩散则是用户在

社会化商务情境中除购买意愿以外的另一种可

能的反应情况，即消息内容在不同沟通渠道被

分享 / 传播的可能性 [47]。在本研究中，具体是

指用户对于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特定商品信息的

扩散行为，如对其余用户可见的情感反应、对

信息内容的查看、评论、转发等。

L. Xiang、X. Zheng 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社

会化商务中用户的感知愉悦性显著影响其冲动

购买意向和冲动购买行为 [7]。R. Z. Wan Chik 和

A. M. Lokman 研究了用户网上购买蜡染布的

行为，结果表明用户情感显著影响用户购买行    
为 [48]。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在网络购物和线下营销的研究中，学者们

发现与愉悦感一起影响用户购买意愿和行为的

因素还有唤起。Y. Ha 和 S. J. Lennon 对在线服

装购买网站进行研究，发现用户的愉悦感和唤

起正向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 [31]。Rajagopal 研究

了消费者的休闲购物行为，发现销售推广人员

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者的唤起，从而影响消费者

的购物决定 [49]。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S. Alhabash、J. Baek 等认为内容扩散可分

成 3 个维度：情感评价、扩散达到和信息评审。

情感评价是指对其他用户可见的明确的情感反

应（如喜欢与不喜欢）；扩散到达，即对内容

的分享和查看；信息评审，即在线讨论和评论 [50]。

B. K. Jin 的研究表明用户愉悦感对用户参与社会

化商务平台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9]。H. C. Yang 和

Y. Wang 结合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用户网上视频

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用户的感知愉

悦性可用来预测他们传播网上视频的意向 [51]。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S. Alhabash 和 J. Baek 等 对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用户的视频信息传播行为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受唤起程度

的影响，唤起程度越高，信息传播行为越明显 [50]。

J. Berger 和 K. L. Milkman 研究发现唤起程度越

明显的消息内容，无论其唤起的是积极还是消

极的情绪都将导致消息更强的扩散力度 [52]。基

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

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考虑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所

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已有的相关研究，并结合

本研究情境进行完善。各变量的测度项来源

如下：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测度项综合了 F. 
Aisopos、J. B. Walther、J. Eisenstein 等 的 研

究 [25-26, 53]，信息质量的测度项来源于 D. Park
等 [20]、R. Filieri 和 F. Mcleay [54]， 关 系 强 度

的 测 度 项 来 源 于 M. Park 等 [55]， 情 感（ 包

括 愉 悦 感 和 唤 起 两 个 维 度）的 测 度 项 来 源

于 V. Mummalaneni [12]， 购 买 意 愿 来 源 于 D. 
Gefen 和 D. W. Straub[56]，内容扩散来源于 S. 
Alhabash 等 [50]。所 有 测 度 项 均 采 用 李 克 特 7
分量表进行测试，其中“7”表示非常同意，“4”表
示中立，“1”表示“非常不同意”。

同时，对问卷调查进行了预测试，以便

进 一 步 确 保 问 卷 内 容 的 有 效 性。预 测 试 阶

段，邀请了 30 名社会化商务平台使用者进行

小样本的预调研，针对问卷的具体内容、题

项顺序、清晰易懂等方面加以修改，最终形

成正式问卷。

3.2  数据搜集

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选择了国内几大社会

化商务平台和媒体（如微信、微博、博客、美

丽说、蘑菇街等）的使用者作为数据搜集对象，向

其发送问卷邀请链接。共回收问卷 303 份，其

中有效问卷 277 份，无效问卷 26 份 ( 包括不完

整问卷 5 份，全部或几乎全部勾选同一答案的

问卷 21 份 )。有效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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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基本信息 题项 频率 百分比 (%)
性别 女 156 56.3

男 121 43.7

年龄 24 岁或以下 256 92.4

25-30 岁 8 2.9

31-35 岁 6 2.2

36-40 岁 4 1.4

41-45 岁 2 0.7

45 岁以上 1 0.4

社会化商务平台上购买的商品

种类

衣服和鞋类 167 60.3

地区服务 19 6.9

计算机及零配件 41 14.8

食品和健康产品 95 34.3

书籍 96 34.7

护肤品和化妆品 66 23.8

其他 36 13

购物频率 从不 78 28.2

几个月一次 88 31.8

一个月一次 39 14.1

一个月几次 60 21.7

一周几次 12 4.3

使用过的社会化商务平台 微信 269 97.11

微博 184 66.7

博客 46 16.7

美丽说 27 9.8

蘑菇街 48 17.4

其他 57 20.7

每周浏览频率 从不 27 9.7

0~4 次 143 51.6

4~7 次 23 8.3

大于 7 次 84 30.3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测量模型

评估测量模型的主要依据是对聚合效度

和区别效度的检验。聚合效度的主要考察指

标 有 因 子 载 荷、CR 和 AVE[57]。 因 子 载 荷 和

CR 的 阈 值 均 为 0.70；当 因 子 载 荷 值、C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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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0.70 时，表明测度项、因子具有较好

的 可 靠 性 [58]Wynne W.</author></authors></
contributors><titles><title>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title></
titles><pages>295-336</pages><volume>295</

v o l u m e > < d a t e s > < y e a r > 1 9 9 8 < / y e a r > < /
d a t e s > < u r l s > < / u r l s > < / r e c o r d > < / C i t e > < /
EndNote>。AVE 可接受的值必须大于 0.50[59]。

表 2 显示的各值绝大部分满足上述条件，表明

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2  聚合效度分析

变量 测度项 因子载荷 AVE CR Cronbach’sα
商业信息的
图文特征
（DC）

DC1：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描述和评论信息使用了
俚语，如“菇凉” “棒棒哒” “大赞”等

0.835 0.599 0.881 0.846

DC2：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描述和评论信息使用了
缩写词，如“短 T（恤）” “MM( 妹妹 )”等

0.823

DC3：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描述和评论信息使用了
表情符号，如

0.797

DC4：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描述和评论信息附上了
声音、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态信息

0.629

DC5：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描述和评论信息嵌入了
商品 / 店铺链接

0.768

信息质量
（IQ）

IQ1：及时的 0.688 0.662 0.907 0.871

IQ2：与自己的需求相关的 0.851

IQ3：完全符合自己的需求的 0.814

IQ4：有价值的 0.849

IQ5：有用的 0.853

关系强度
（TS）

ST1：我会关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卖家 / 店铺 0.832 0.691 0.87 0.781

ST2：我会和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好友进行（与购物相
关的）互动沟通

0.833

ST3：我会和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好友相互提供建议 0.83

愉悦感（PS）PS1：不开心的——开心的 0.815 0.699 0.933 0.914

PS2：无聊的——放松的 0.824

PS3：不满意的——满意的 0.878

PS4：烦人的——愉悦的 0.886

PS5：忧郁的——心安的 0.785

PS6：失望的——有希望的 0.825

唤起（AS） AS1：迟钝的——疯狂的 0.793 0.624 0.869 0.8

AS2：平静的——激动的 0.731

AS3：麻木的——紧张不安的 0.778

AS4：未被唤醒的——唤醒的 0.854

购买意愿
（PI）

PI1：我会购买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 0.873 0.765 0.907 0.847

PI2：未来我会考虑购买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 0.837

PI3：我打算购买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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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 测度项 因子载荷 AVE CR Cronbach’sα

内容扩散
（CV）

CV1：我会“收藏”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信息 0.654

0.623 0.891 0.846

CV2：我会分享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信息至个人平
台上，如朋友圈、新浪微博、博客等

0.818

CV3：当购买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商品以后，我会发表原
创评论

0.794

CV4：当购买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商品以后，我会在个人
平台上分享此次购物经历（“晒单”） 0.827

CV5：我会和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晒单”用户交流讨论
购买经历

0.839

商业信息的图

文特征

信息质量

关系强度

愉悦感
(R2=0.339)

唤起
(R2=0.210)

购买意愿
(R2=0.25)

内容扩散
(R2=0.281)

0.182

2.854**

5.0
17*

**

0.965

5.18
7***

5.
35
3*
**

2.
23
4*

3.767***

4.585***

5.689**
*

*p<0.05, **p<0.01, ***p<0.001

刺激S 有机体O 反应R

区别效度的评价标准是每个因子的 AVE 值

的平方根须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59]。表

3 显示的各数值均满足这一条件，表明测量模型

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2  结构模型

图 3 显 示 PLS 分 析 结 果，描 述 了 各 路 径

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愉悦感、唤

起、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的方差解释比例分别

是 33.9%、21.0%、25.0% 和 28.1%。 就 显 著

关系而言，除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愉悦感、商

业信息图文特征和唤起之间的路径不存在显著

关系以外，其余路径均存在显著关系，即假

设 H2a、H2b、H3a、H3b、H4a、H4b、H5a 和

H5b 成立，假设 H1a、H1b 不成立。

表 3  区别效度分析

AS DC PS PC IQ ST CV

AS 0.79

DC 0.057 0.774

PS 0.537 0.221 0.836

PC 0.393 0.286 0.472 0.875

IQ 0.351 0.403 0.518 0.493 0.813

ST 0.419 0.212 0.493 0.491 0.511 0.831

CV 0.461 0.165 0.469 0.487 0.441 0.595 0.789

图 3  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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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 S-O-R 模型以及社会化商务

情境下用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对 S-O-R
模型和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定向关系提供支持。

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品信

息质量和社交关系强度均对用户的情感有正向

影响作用，用户情感状态显著影响用户的购买

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而商业信息的图文特

征则对情感状态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

发布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会正向显著影响用

户愉悦感。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用户接收到

的信息的质量越高，用户愉悦感越强。这一结

论 与 C. Liu 和 K. P. Arnett[37] 观 点 一 致， 与 C. 
Hsu、M. Chen 等 [60] 观点不同。社会化商务情

境缺少面对面的交流，面对社交网站或社交软

件，商业信息是用户得到的某在售商品的“第一

手资料”，这则消息的质量越高（如信息与自我

需求相关性高、信息全面、价值高等），越容

易使用户感到满足、认为接受这则信息的性价

比高，从而提高用户的愉悦感。

社会化商务平台上发布的商业信息的质量

优劣亦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即商业信息

质量越高，用户唤起越强烈。强调其信息质量

在促进用户唤起生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这一

结论与 D. Park 等 [20] 观点一致，与 C. Hsu、M. 
Chen 等 [60] 观点不同。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作

为在售商品“第一手资料”的商品信息，其质量越

高，如信息发布相当及时、信息有用性足够等，使

用户在获知这则信息时感到惊喜与兴奋，则会

引发用户强烈的唤起状态。

其次，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

系强度对用户愉悦感有正向显著影响关系。社

交互动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如

卖家与买家、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强度越

强，越容易产生愉悦感。这一结论与 R. Lin 和 S. 
Utz[42]、J. Brown 和 P. H. Reingen [61] 观点一致，与

A. De Bruyn 和 G. L. Lilien [62] 不同。社交性是社

会化商务情境的一个重要属性，用户会更多地

依赖与自我关系强度较强的人，对于关系越密

切的朋友会表现出越多的接受信任，因而也为

个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同时，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

系强度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存在于社会化

商务情境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用户唤

起状态越明显。这一结论与闫幸和常亚平 [44]、J. J. 
Brown 和 P. H. Reingen [61] 一致，与 A. De Bruyn 
和 G. L. Lilien[62] 不同。当某一用户活跃在社会

化商务平台上时，与之具有强关系的个体的动

态更容易引起该用户的注意，进而使该用户产

生更明显的唤起状态。

但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

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愉悦感不产生显

著影响。即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表现情况如

何，不会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这一结论与 S. 
M Loureiro 和 C. H. Roschk [63] 观点一致，和 L. 
Xiang 等 [7]、S. Lim 等 [29] 观点不同。这一结果

虽然有悖于研究假设，但鉴于社会化商务系新

型电子商务情境，参与其中的活跃用户量不够

多，平台上的商业信息占比也较小，信息的图

文特征未能在用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由于社

会化商务平台上用户日常交流也较多地使用了

俚语和表情，用户对商务信息的图文特征敏感

性较低，因此这些信息对用户愉悦感没有显著

影响。

此外，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唤起的

影响不显著。用户唤起状态不随用户接收到的

商业信息图文特征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论

与 S. M. Loureiro 和 H. Roschk [63] 观点一致，和 Y. 
Ha 与 S. J. Lennon[31]、M. Omata 等 [30] 观点不同。

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微

信和微博的被调查者占比较大，而微信和微博

平台上的用户更多地关注信息的内容，而非信

息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信息中是否直接插入

了店铺链接等，也难以激起用户的兴奋状态。

为 更 好 地 解 释 商 业 信 息 图 文 特 征 与 用

户行为之间的关系，笔者删除了情感状态这

一中介变量并重新进行模型的验证。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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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显著影响用户购买意愿

(β=0.247，p<0.001)，但与内容扩散行为之间不

存在显著关系 (β=0.090，p>0.05)。这一结果说

明了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不会对用户的情

感状态产生显著影响，但符合用户偏好的图文

信息仍会直接促进用户的购买意愿。

模型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显示，用户愉悦

感和唤起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537，稍微偏高。

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愉悦感和唤起之间

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D. E. Berlyne 认为消极

的情感与高唤起相关 [64]。D. Derryberry 和 M. K. 
Rothbart 发现悲伤的情绪、愉悦感和唤起密切相

关 [65]。

最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愉悦感对用户

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用户自身愉悦感越

强，其产生的购买意愿越强烈。这一结论与 Z. 
W. Lumpur 和 A. M. Isbn[48]、L. Xiang 等 [7] 观点

一致。当用户处于一种开心、愉悦的心情时，往

往更易促成购买意愿的形成，甚至购买行为的

直接产生。

同时，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唤起对用户购

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关系。唤起状态越明显

的用户，其购买意愿会更强烈。这一结论与 Y. 
Ha 和 S. J. Lennon[31]、Rajagopal[49] 观 点 一 致。

用户在社会化商务中的情绪唤起程度越高，越

容易激发用户内心的占有欲望，促成其对商品

的购买意愿甚至购买行为。

用户愉悦感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

散行为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与 B. K. Jin[9]、H. C. 
Yang 和 Y. Wang[51] 观点一致。用户参与到社会

化商务中时，舒畅愉悦的心情使用户更乐于接

受该情境下获知的信息，并会对自身接收的信

息进行表态与扩散，如“赞”这些信息，转发这

些信息等。

同样，用户唤起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

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唤起程度越高，用户针

对社会化商务中的信息其内容扩散行为越显著。

这一结论与 S. Alhabash 和 J. Baek [50]、J. Berger
和 K. L. Milkman[52] 观 点 一 致。越 深 层 次 的 唤

起状态，使用户更直观地感受到自我在社会化

商务情境下的角色与地位，出于从众心理的影

响，用户产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如

对某信息进行评论、与社会化商务下的其他个

体进行交流、直接针对商品或店铺发表原创内

容等。

6  结论

6.1  研究意义

该研究在前人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研究的基

础上开展，其理论贡献体现在：①以 S-O-R 模

型为框架，将该模型应用到社会化商务情境下

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对社会商

务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技术接受模型等传统模型

上，而以 S-O-R 模型对社会化商务的研究非常

少。本研究引入了 S-O-R 模型，检验了 S-O-R
模型在社会化商务研究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扩

大该模型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广度，同时将研究

视角深入到社会化商务领域，丰富该领域的研

究方向和具体内容。②引入情感作为影响因素

和用户行为的中间变量。已有学者大多从用户

感知的角度对社会化商务平台进行研究，而本

研究则在感知愉悦性的基础上，引进了情感

PAD 理论，为后续对用户情感的研究提供了借

鉴。

研究得到的结论对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

持续发展以及用户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模

型的多个假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实证性验

证，获得了较大的支持。社会化商务平台在建

设过程中，从信息质量、关系强度等方面考量，通

过对用户情感的影响，以提高用户的购买意愿

和内容扩散行为。其次，本研究充分考虑了新

型的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类型（如微信）和特征

以及用户在 Web2.0 环境下的语言特征和行为特

征，引入了不规范语言的表达，用户的转发、评

论、赞等行为，符合当前社会化商务平台发展

的特征和需要，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

义。最后，根据对模型验证得到的结果，对社

会化商务情境下的商家的启示是，及时发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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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商品信息，捕捉最新时代潮流以及用户需

求，为用户定点定向投放其感兴趣的商品信

息，尽可能将商品信息的高价值、有用性传递

给用户。商家以提高信息质量来增加用户的关

注，加强其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借助

内容扩散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提高商家品牌

价值，以此增加用户粘度，提升用户留存量。

此外，商家还可以选定合适的用户向他 / 她的朋

友们推荐自己的商品，从而通过这些用户来推

动他们朋友的购买意愿。值得提出的是，在社

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家不仅要保证商业信息质

量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强度，也要时刻关注推

出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如在推送相关

产品信息时，多使用大众用语、流行符号表情，以

多媒体形式展现信息，适当嵌入商品 / 店铺链接

等。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社

会化商务这种新兴的商务平台进行了探讨。但

是，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其研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调研对

象的局限性。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集中在 30 岁以

下的在校学生群体，尽管社会化商务是一种新

型的商务社交形式，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

展，不少其他年龄阶段的用户也开始涉足这个

平台，而本研究缺少对其他年龄层的研究，研

究结果不具备普适性。前人对在线购物的研究

有些也引进了年龄的因素，如 S. M. C. Loureiro
和 H. Roschk 在研究用户线上购物和线下购物的

忠诚度时，引进了年龄因素，发现对于年轻群

体（30 岁以下）来说，积极的情绪显著影响忠

诚度，而对于年级较大的群体（30 岁以上）则

没有这种现象 [63]。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在

本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年龄或者其他客观因素

对于用户行为的影响，期待得到更加深入的研

究结论。②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本研究

以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作为 S-O-R
模型的反应结果，主要是从用户的行为特征考

虑，但是缺少对用户心理特征因素的引入，如

信任感、满意度、忠诚度等，后续研究可以在

本研究基础上，引进上述因素，以期更加全面

地研究用户的心理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或者情

感对其心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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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 +”生态环境下，人人都能成为信

息的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加之信息的生

产、交流、传播、利用等过程所产生的累积效

应，新技术产生、传递信息的能力已远超出人

们同化信息的能力。因而，人们在享受便捷的

信息获取和信息充盈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

题，一方面，个体的认知资源有限，当获取的

信息量超出其接收、处理信息的能力范围时，易

形成信息超载、认知过载；另一方面，在获取

的信息中，由于存在信息污染、信息噪声、信

息冗余等，使得符合用户信息需求或能解决问

【学术探索】

信息偶遇理论视角下“偶遇学习”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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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互联网 +”生态环境下，信息偶遇是的一种重要而又高效的信息获取方式，

信息偶遇后的学习（偶遇学习）更具有意义。[ 方法 / 过程 ] 在对信息偶遇概念、相关理论及其模型进行

梳理的基础上，以联通主义和新建构主义的角度解析偶遇学习，并构建偶遇学习模型，提出促进偶遇学习

的相关对策。[ 结果 / 结论 ] 偶遇学习模型包括信息偶遇、偶遇信息管理、学习策略、学习过程、学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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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信息往往又匮乏不足。

在 Web 2.0 应 用 和 移 动 互 联 网 普 及 的 今

天，信息偶遇（information encountering）是一

种人们在网络或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而又十分

有效的信息获取方式，它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们的信息获取、传递、共享过程。我们假设

一种情境：A 同学想了解 B 同学最近动态，通

过 B 同学的微信朋友圈或 QQ 空间发现 B 分享

了一篇《关于信息检索方法与技巧》的文章，A
通过点击链接进入页面获取到该信息。这是 A
同学感兴趣的主题（或是曾经想学习的内容或

要解决的问题），但又不是原先（当下）要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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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的信息，这即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偶遇情形。

对于信息偶遇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图书情报学

领域的专家学者居多，而且研究者大多关注的

是偶遇信息的获取阶段，鲜有学者对信息偶遇

后的学习有所关注。这种学习是指主体对偶遇

信息进行拓展、再检索、理解、应用，进而内

化到已有知识结构中，形成相应的知识、信

仰、态度，最后利用媒介，将相关主题性知识

传播并共享。以兴趣和问题为主导的“基于信

息 偶 遇 的 学 习（information-encountered-based 
learning）”有助解决信息超载、信息浪费、信息

碎片化等问题。因此，本文拟在对当前信息偶

遇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建构偶遇

学习模型，并就如何促进偶遇学习提出相应对

策。

2  信息偶遇研究综述

2.1  信息偶遇概念溯源

人们从网络或日常生活寻找信息的过程中

并不完全是“理性用户”, 会伴随大量偶遇情况。

信息偶遇这一概念最早由 S. Erdelez 提出，并由

潘曙光在 2008 年引入国内。迄今为止，国内外

学者对信息偶遇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界定 [1-2]，S. 
Erdelez[3] 将其界定为：在信息检索情境下 “意外

发现有用或有趣信息的一种难忘的经历”，这些

信息与潜意识中的背景问题相关。在这一过程

中（见图 1）包括对偶遇信息的注意、停顿、检

验与获取，并将偶遇信息划分为与问题（过去、现

在、未来）相关的信息和与兴趣相关的信息 [4]。

图 1  信息偶遇发生过程模型

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信息偶遇进行界

定，如张倩、邓小昭 [2] 认为信息偶遇是用户在

低参与、无计划和预期状态下获取到有用或有

趣的信息。K. Williamson[5] 指出信息偶遇是当用

户进行其他活动时，无预期地发现某些信息。

综上所述，信息偶遇的本质是用户在低参

与和无预期状态下的一种非线性、被动的信息

行为，普遍存在于物理环境（如图书馆）、虚

拟环境（如社群、数字搜索、浏览）及日常生

活信息寻找（ELIS）中。通常发生于两种假设

情景： 基于当前信息需要的主动信息搜索（有

目的、积极地信息寻找），如 E. Erdelez 等 [6] 所

说的当寻找 A 时意外发现了 B；被动寻找信息

时（无目的、消极地信息寻找，纯属幸运或机

遇），如漫无目的地浏览、扫描、搜寻时，某

些信息导致令用户激动、兴奋、受益的结果（因

偶遇信息类型不同，亦可能是沮丧、失望等）。

信息偶遇的特征有：他目的或无目的、低预期、出

乎意料、不可预测等，受用户、环境、信息、时

间等影响，能提高用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兴

趣、节省时间，帮助设计和完善信息系统。

2.2  信息偶遇在信息行为中的位置

T. D. Wilsom[7] 通过对现有研究模型进行分

析整合，提出了信息行为的嵌套模型（见图 2
左侧）。该模型阐释了信息行为（information 
behavior）、信息寻找 (information seeking)、信

息搜索 (information searching) 三者间的关系，将

基于网络的信息搜索嵌于信息寻找中，而信息

寻找又是信息行为的一部分。该模型虽然将信

息偶遇行为“隐含”在信息寻找中，却没明确解

释该行为。N. K. Agarwal[8] 认为意外偶遇获得的

信息在信息行为模型中经常被忽略，他在 T. D. 
Wilsom 嵌套模型的基础上将信息偶遇嵌入信息

行为中，提出了拓展信息行为嵌套模型，见图 2
右侧。

2.3  信息偶遇相关模型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信息偶遇模

型。针对用户对信息偶遇的感知，J. Lawley
和 P. Tompkins[9] 提出了信息偶遇感知步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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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将信息偶遇的感知划分为 6 个不同的阶

段，用 E（即 Encountering 表 示 偶 遇）表 示

分别为：E-1、E、E+1、E+2、E+3、E+4。E-1
表示偶遇发生的前一感知状态，E+1 表示偶

遇的后一感知状态，这 6 个阶段分别描述了

用户在偶遇前的思想准备、偶遇发生、感知

偶遇信息的潜在作用、进一步确认其作用、采

取行动、评估信息偶遇，其中“E+1 → E+2 → 
E+3”是交互循环过程，即对偶遇信息作用的

反复感知和确认。

图 2  信息行为嵌套模型及其拓展

以信息偶遇的发生为视角，S. Erdelez[4]、L. 
Mclay-Peet 和 E. G. Toms[10]、L. Dantonio、S. 
Makri 和 A. Blandford[11] 提 出 了 信 息 偶 遇 的 过

程模型。S. Makr 和 A. Blandford[12] 通过改进其

先前提出的信息偶遇过程模型，讨论了信息偶

遇过程的拓展模型，偶遇过程如下：在无预期

情境和个人洞察力影响下发生偶遇、用户将信

息与其问题或兴趣相连接、预测信息价值、探

索其价值、产生有益结果；并进一步探索了如

何设计数字信息环境来支持信息偶遇。M. P. 
E. Cunha[13] 在其组织层面的信息偶遇发展模型

中，认为信息偶遇过程是用户在寻找 A 问题的

答案时，在促成条件和双向联想作用下，无意

中发现了解决问题 B 的答案。

从 信 息 偶 遇 的 影 响 因 素 和 特 征 出 发，T. 
Jiang[14] 运用定性分析和关键事件技术构建了网

络信息偶遇的整合模型，包括 3 个阶段：信息

偶遇环境（浏览、搜索、社交）、信息偶遇发

生的 3 个步骤（注意、检验、获取）、信息偶

遇的进一步利用（存储、自用、分享）；同时

分析了信息偶遇的三大影响因素： 用户（情绪、态

度等）、信息（类型、质量等） 、环境（时间、界

面等）。田立忠和俞碧飏 [15] 以个人、情景和信

息为影响因素，阐述了针对科研人员的学术解

惑类的偶遇发生机制。俞碧飏 [16] 根据无目的或

他目的的核心特征，给出了信息偶遇特征模型。

2.4  信息偶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国内对信息偶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其研究主要是引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

外则主要研究了信息偶遇的理论框架、概念界

定、特征分析、过程模型、要素模型等。总结

国内外信息偶遇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其中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①人们主要关注并停留在偶

遇信息的获取阶段，而对偶遇后的深度学习、迁

移运用鲜有重视。实际上，在“互联网 +”生态

环境下偶遇学习更具价值，对于完善信息主体

的知识体系、提高其能力结构以及问题解决实

践来说意义更大。而且，信息偶遇并非人们信

息行为的全部，信息偶遇仅是一种信息获取行

为，而基于信息偶遇的学习则是我们应予以重

视的。②现有信息偶遇相关模型存在路径或过

程性缺陷，没有把偶遇后的再检索、理解、学

习、分享等行为纳入到模型中，形成完整性、系

统性的学习模型。③信息偶遇学习在“互联网 +”生
态环境下与教育如何融合？人们如何利用信息

获取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及新信息技术，将偶遇

信息通过学习转化为知识、技能，进而内化为

能力、智慧？以“偶遇学习”或“基于信息偶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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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为关键词和以“Information-encountered-based 
Learning”为主题在中国知网和谷歌学术上进行

检索，并未发现深度阐述偶遇学习的文献，因

此，笔者试图建构偶遇学习模型，并提出偶遇

学习提升策略，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3  基于信息偶遇的学习

3.1  偶遇学习的概念

本文将“基于信息偶遇的学习”简称为“偶遇

学习”。偶遇学习可理解为：基于用户的问题（过

去、现在、未来）和兴趣，对通过信息偶遇所

获得的偶遇信息的学习，进而发展成个性化知

识、能力和智慧。偶遇学习与微学习、移动学

习一样，是一种非正式学习、社会化学习、无

所不在的学习，但其最大的特征是从被动到主

动再到自动的学习过程，即被动地偶遇到有用

信息，主动对偶遇信息进行管理和学习，因偶

遇学习带来的有价值结果而内化成一种自动化

学习习惯或方式。偶遇学习是在信息偶遇前提

下才可能发生的学习行为，是一种对偶遇信息

的深度学习，其学习期望由用户自身的问题困

惑和志向兴趣所驱动，因此，其学习的主观动

机非常强烈，具有无缝式的持续学习过程、内

容完整性、分享性、创新性的特点。

3.1.1  从信息偶遇与知识共享的关系解析偶遇学

习

在“互联网 +”生态支持的数字信息环境下， 

任何人在任何时空都可能经历信息偶遇，而信

息偶遇是信息共享的主要途径之一，用移动终

端在知乎、微信、QQ 等社交媒体或网站上注册

账号，便可意外偶遇并分享各类信息、各种奇

思妙想。相同信息在不同人的“视界”里可能会

成为偶遇信息，总有某类信息与你的思维发生

感应和关联，即经历信息偶遇。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支撑下，信息偶遇既能拓展视野，又可实

现信息红利、信息共享，但从知识建构的角度

看，信息偶遇并未实现个体对偶遇信息学习后

的知识分享，并未将偶遇信息内化成知识、智

慧，甚至创意和灵感。信息偶遇、知识共享、偶

遇学习三者间关系。如图 3 所示：

图 3  信息偶遇、偶遇学习、知识共享关系

3.1.2  联通主义视角下的偶遇学习

在“互联网 +”生态环境下，学习的概念已从

能记住重复信息，转变为能发现并有效利用信

息，以知识贯通型为主的信息化学习方式，通

过偶遇学习，离散分布的数据、信息能有效转

化为信息网络、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的融会贯

通。联通主义 [17] 认为网络世界各节点（信息

源）能自主精炼、再造和解释知识，并且知识

以动态的网络和生态的形式加以组织；学习是

连续连接各节点并形成内部知识网络的过程，包

括创建外部网络节点和形成内部智能学习网络

（一种知识结构），个体会不断对其调整、重

塑；学习是为了联通与聚合各节点，从而保持

知识的时代性，并联通新知识。新技术生态下，各

类信息源形成了网络化知识网络，且这些信息

源均涵盖大量的信息、知识，但其是以片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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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存在。在每一节点处无时无刻不发生信息

偶遇，而个体通过利用超媒体、移动互联、云

计算等技术，在多个节点处主动联通和偶遇学

习，从而在大的知识网络里形成个人的个性

化、动态化知识网络，并不断调整，以适应信

息更替。

3.1.3  新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偶遇学习

新建构主义 [17] 认为，学习是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需要创造性地多重建构的过程，主张个体

以问题解决和个人需要为中心选择信息，以避

免信息超载。偶遇是对信息的变相选择，偶遇

学习即是通过偶遇选择与个人需要和问题（非

当前意识）相关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深度加工

和多重建构。因此，通过个性化的偶遇学习能

建构独特的个人知识体系，基于个人需要的偶

遇学习将偶遇信息与已有知识结构融合，有助

于产生灵感和创意。

从联通主义和新建构主义角度看偶遇学

习，其体现出个体学习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平

衡，亦体现出“互联网 +”融合创新、重塑结构、连

接一切等特征。联通主义强调知识的广度，新

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深度，而偶遇学习能实现

从联通到创新，实现从知识的深度到广度 3。
3.2  偶遇学习模型的建构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信息偶遇的研究现状进

行梳理，以信息偶遇的现有模型为基础，结合

对偶遇学习的分析，建构偶遇学习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偶遇学习模型

3.2.1  信息偶遇

“互联网 +”连接一切的特性加上新一代技术

生态，信息偶遇已成为一种必然，从信息偶遇

到偶遇学习，中间要有一个管理偶遇信息的过

程。信息偶遇是个体在社群（BBS、知乎、微信、微

博等）、信息搜索、浏览网站或 ELIS 中，被动、轻

松地偶遇到了与自己兴趣和问题（过去、当前、未

来）相关的信息，当这些需求与个体需要自动

匹配之后（偶遇信息的获取），即进入到偶遇

信息的管理环节，其中个人、环境、信息、需

要等会影响信息偶遇的发生。大脑是一个多任

务、多问题的存储系统，经验影响指个体非当

前意识中的兴趣、问题即过去经验转换到意识

层面，从而对当前的信息行为产生影响，是偶

遇学习发生的先决条件。

3.2.2  偶遇信息管理

在偶遇信息管理阶段又存在两种情况：  

①当偶遇信息不能满足用户对某个主题深刻理

解的情况下，学习者将在信息化环境中主动利

用技术工具进一步定向、网状式地搜索相关信

息和知识，以完善偶遇学习的不足。但不排除

例外情况：用户在搜索时有可能进入另一主题

的信息偶遇及其学习。②当偶遇信息能满足用

户兴趣和需求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管理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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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包括存储、分类、组织等。

3.2.3  偶遇学习策略

基于兴趣和问题需要的偶遇信息会激发用

户进一步探索的期望和动机，并驱动着整个偶

遇学习过程，促使个体使用传统学习策略（认

知、元认知、资源管理策略）和网络化学习策略 [17]

（零存整取内读法、包容性思考、拆散与重组

等策略）学习偶遇信息。

3.2.4  偶遇学习过程

偶遇学习是在联通主义、新建构主义等网

络时代的新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学习，包括 3 个

阶段：①探索与吸收阶段。主要是从偶遇信息

和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部分，并借助信息技

术和学习策略进行研究探索、消化吸收。②联

通与建构阶段。包括偶遇信息内部的联通以及

偶遇信息与原有知识结构的联通。仅通过联通

扩大知识网络的广度还不行，必须通过多重选

择、多重建构增加知识网络学习的深度，类似

从低级到高级、从单纯到复杂的叠瓦片过程，对

知识网络进行个性化“修剪”，从而形成基于偶

遇信息的知识、能力。③反思和评估阶段。经

过这一阶段，知识、能力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发

展为个人智慧。从信息偶遇到偶遇学习过程，均

存在技术和服务的智能推送。

3.2.5  偶遇学习结果

偶遇学习结果包括形成外显知识： 困惑解

答（个体意识到不懂且未解答的问题）、 新知

识结构（过程、比较、分类等） 、经验解释（个

体未意识到不懂，通过偶遇使其意识到并得到

解答）创意、灵感；内隐知识指通过偶遇学习

将偶遇信息内化到个体的态度、行为、情感系

统中，个体可能意识到或并未意识到这种变化。

3.2.6  偶遇学习分享

偶遇学习结果通过社群、网站等可实现知

识的共享，促进自己、他人或群体的信息偶遇

学习，在整个过程中，智慧经历着从群体 - 个人 -
群体的变动，当这种偶遇学习方式成为一种无

意识习惯，即达到自动化程度时，亦回归了信

息偶遇的本质。

学习结果与学习分享会强化信息偶遇经

历，当学习结果及分享得到个人满意、群体响

应或称赞时，当信息转换为知识的效费比（即

成本 / 效益值）越小时，越容易促使个体形成偶

遇思维，经历更多的信息偶遇和偶遇学习。偶

遇学习本身就是对其学习结果的评估，成功的

偶遇学习会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偶遇动机。

4  新技术环境下促进偶遇学习的策略

4.1  改善信息素养教育

你可能会有这种经历：当面对某一情景

时，脑海中会自动浮现某些曾在无意间浏览过

的相关信息，或对某些信息“似曾相识”，却忘记

具体来源和内容。若轻松“撞到”的偶遇信息未

能被很好地组织和存储，则其未来不能被有效

利用。大多数用户网上信息偶遇频繁，但却没

有捕获这些信息并利用。S. Erdelez、J. Basic 和 D. 
D. Levitov[18] 调查发现美国中小学校普遍以 5 种

信息素养模型为培养标准，但没有一种模型明

确地将信息偶遇包含在内，然而这些模型都有“整

合”信息偶遇的自调节能力。

将信息偶遇、个人偶遇信息管理和偶遇

学习整合到信息素养模型中，能促进教师信息

素养的整体提高，通过评估信息的信度、效度

和相关度，并用数字技术对其搜集、检索、组

织、存储，能使学生提高偶遇信息的管理和学

习水平。设置信息素养课程，不仅要将信息素

养课程加入学校正规课程体系中，而且随着

MOOCS、微课、开放大学、远程教育等高质海

量网络资源的不断普及和开放，还应将信息素

养课程纳入到网络课程中，以培养在校师生及

企业工作人员的偶遇思维和偶遇习惯，教个体

深度分析个人需要并与偶遇信息建立联系，用

“What、How、Why”等模式激发其对偶遇信息

的探索欲望，提高偶遇学习的意识。

4.2  完善技术生态圈

Web 2.0 时代，信息技术虽令人眼花缭乱，但

其本质都是机械化、程序化的图灵机模型，未

来需开发更为智能的技术，并设计数字信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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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促进信息偶遇的发生和偶遇学习的便利。

在信息系统改进上，如按 1：3 的比例推送不相

关信息和相关信息、将用户可能感兴趣的潜在

信息置于水平或垂直划分的 1/3 分割线处、提高

信息的质量和可视化程度、优化交互界面等；在

用户方面，异化搜索路径、保持信息偶遇的好

心情和思想准备等，增加信息偶遇和偶遇学习

的概率。技术有为用户创造信息偶遇经历的潜

在可能，且能激发他们采用必要的策略增加信

息偶遇频率。总之，完善技术生态圈，以信息

技术为支撑，提高信息偶遇的有利影响因素，全

面感知不同用户所处的物理情景（湿度、亮度、温

度等）、社会情境（社群、人际、经济等）、心

理情景（信息寻找能力、兴趣、偏好等），经

过整合分析提供针对性强的偶遇信息搜寻扶

助，以及偶遇学习所需技术和服务的个性化智

能推荐。

4.3  设计社群信息架构

社交媒体是信息偶遇发生的有利环境。

在数据驱动学习的大数据时代，各种搜索引擎

如百度、谷歌、搜狗等记录并存储了用户的完

整化、非完整化的信息行为数据，利用大数据

分析剖析个体信息寻找中的搜索足迹和历史数

据，对于搜索频率超过一定数量的信息，由搜

索系统自动生成一个同类信息的搜索用户组成

的社群，根据关注度将这些社群进行排序，利

用智能感知和智能推送技术向不同年龄阶段的

用户定向推送潜在相关信息，将用户的信息行

为数据与社交媒体相整合。并在现有的社交媒

体中添加“信息推送板块”，或者由系统自动生成

社群，均可提高用户在娱乐、聊天时的偶遇频率。

5  结语

从未来教育更为开放、自主、真实和移动

的特征可见，偶遇学习将会是人们未来学习知

识、生成智慧的重要方式之一，偶遇学习增加

了信息、知识的广度、深度和自由度，有利于

促进信息化进程，形成自我导向的学习环境圈。

“互联网 +”推动了数字向智能并进一步向智慧的

演进，在这一进程中，信息偶遇传递信息、知

识，而偶遇学习则获得并开发智慧，偶遇学习

的研究可帮助用户有效利用偶遇信息。但目前

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应重点

放在如何开发技术支持偶遇学习，如何将整合

了偶遇学习的信息素养教育付诸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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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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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 the “Internet +” ecology,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is an important 
and efficie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herefore, the learning (encountered-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or EI-learning) after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is more meaningful. [Method/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of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theories and its models, this paper 
analyzed EI-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com and New-constructivism to build the EI-learning model 
and provide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Result/conclusion] The EI-learning model includes six elements: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encounter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learning strategy, learning process, learning 
outcomes and learning to share. A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EI-
learning, including: improv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erfecting technology ecosystem, designing 
informat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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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增强企业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要素。我国的航天事

业拥有 60 年型号研制经验，以图样、专利、标

准、设计报告、论文等载体形式积累了大量型

号研制、系统工程管理的成果和经验，但知识

存在分散化、无法有效整合共享、大量经验类

知识存在于人员头脑之中等问题。知识固化是

解决上述问题有效手段之一，它通过知识或经

验梳理、提炼，将知识由隐性化向显性化转变，能

有效促进知识的积累、转化、应用。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

所”）作为我国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单位，一直以

来积极探索设计知识、经验固化研究与实践，紧

密结合专业技术体系、型号研制流程与岗位要

【最佳实践】

航天设计型企业知识固化研究与实践
◎ 向菁  王雪梅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北京  10007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如何将老一辈专家及工程人员型号设计经验固化，实现知识由隐性化向显性化

的转变，有效促进知识的积累、转化、应用，是当前我国航天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方法/过程]提出“岗

位 - 专业 - 流程”三维度知识固化体系模型，通过编制岗位标准目录、设计师手册、设计模板和专家访

谈等形式进行知识固化实践，对进行知识的创造、显化、共享、应用和继承的有效机制进行有益的尝试

与探索。[ 结果 / 结论 ] 在单位内部型号和院相关设计单位产品研制过程中得到有效应用，具有良好的

示范作用。

关键词：知识固化  标准目录  设计模板  研究实践

分类号：G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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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从“知识梳理”，逐步走向“知识固化”“知识

应用”。图 1 展示了研究所的知识管理在各个阶

段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

1  三维度知识固化体系

针对研究所新型号同步研制、技术攻关难

度大，发射任务密度高，企业新人员多的挑战，该

所创新性提出了“岗位 - 专业 - 流程”三维度知识

固化体系模型（见图 2），通过编制岗位实施

标准目录、设计师手册、设计模版和专家访谈

等形式实现知识固化，提高设计效率，保证设

计质量，促进了知识管理与经验共享文化的形

成，有效探索实践了知识的创造、显化、共享、应

用、继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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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所知识管理历程阶段

图 2  “岗位 - 专业 - 流程”三维度知识固化体系

1.1  岗位轴

建立岗位实施标准目录，通过“选” “制”        
“用” “控”4 个环节的闭环管理流程，实现标

准体系中内容在岗位上的落地；编写设计师

手册，提炼不同设计阶段的工作内容、设计

方法、注意事项、质量问题；编写靶场工作

日志，固化靶场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并根

据靶场工作流程的变化不断进行修订更新；开

展岗位知识梳理规范研究及实践，固化岗位

知识，指导岗位人员尤其是新人快速成长，推

动人才成长。

1.2  专业轴

建立专业标准体系，明确专业建设标准体

系建设规划；开展专业知识资源梳理，构建经

验禁忌、故障案例、标准规范等为代表的十大

类知识的专业知识模型，固化形成专业知识资

源梳理规范，推动专业技术经验固化，推动专

业技术发展。

1.3  流程轴

以设计模版为载体，嵌入总体设计中的输

入输出关系、接口、方法、标准等核心成果和

技术秘密，将几十年的研制经验和教训，提炼

形成设计文件的规范样本，实现了隐性知识的

显性化、系统化共享，并通过信息化应用流程

控制，确保设计模版在型号研制中得到应用；开

展专业设计文件设计要素编写工作，保证设计

质量；建立一套基于知识管理技术状态管理体

系及流程，并在型号方案论证阶段得以应用，探

索型号研制中知识重用和创新方法的实现途径。

2  实践应用

2.1  岗位维度知识固化

2.1.1  岗位实施标准目录编制及应用

按照岗位职责规定，结合岗位工作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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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标准制（修）订及标准实施的应用现状，研

究所对岗位需要贯彻执行和实施的标准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梳理，按照“掌握”和“参考”两个层

次确定标准的执行要求。截至 2014 年，岗位实

施标准目录覆盖研究所 98 个岗位，针对 13 个

设计室分别编制 13 个分册，共涵盖 4 966 条专

业技术标准。

对岗位实施标准目录编制及修订按年度进

行动态管理，通过年初策划，各研究室编制（修

订）本室岗位标准目录分册，完成室内审查；组

织专家审查形成“岗位实施标准目录”。此外，为

完善岗位实施标准目录闭环管理，制定了意见

反馈单，提高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1.2  设计师手册编制及应用

为实现岗位标准实施目录在设计师队伍

中的有效落地，研究所各专业有针对性的开展

设计师手册编制。为规范设计师手册的编制内

容，形成统一化的模版，首先在部分研究设计

室的典型专业中开展了《设计师手册编写指

南》的研讨及试编制工作，用于指导后续研究

所各专业设计师手册的编写。

设计师手册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前言、设

计工作、型号总体专业需要掌握的设计技巧、型

号总体专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问题、当前国内

外的技术发展方向及本专业应该关注或学习的

推荐材料、本专业常用标准目录及主要内容索

引、编写与修订备忘录、附录等内容。

目前研究所形成设计师手册 96 本，有效指

导岗位人员开展设计工作，清晰设计脉络，提

升设计质量。

2.1.3  靶场工作日志编制及应用

从 2008 年开始，研究所启动了靶场工作日

志的编写工作，梳理总结靶场工作流程、岗位

工作内容，提炼形成了各型号、各岗位的工作

项目、工作内容、岗位职责、注意事项和工作

预案等。

目前研究所形成靶场工作日志 51 本，有效

指导新人靶场工作，规范靶场操作，提升靶场

工作质量。

2.1.4  岗位知识包梳理及应用

2012 年，研究所选取供电测控设计岗、电

气系统总体设计岗两个岗位作为知识资源梳理

试点，以岗位输出物为参照，梳理了包括设计

内容、设计要素等知识包，并在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知识管理平

台进行应用，为开拓知识资源梳理思路进行了

实践探索。

2013 年，研究所牵头开展某型号研制流

程岗位知识资源梳理，结合型号研制流程，明

确岗位界定与分类、知识资源梳理内容、知

识资源梳理方法及知识资源采集工作流程，固

化形成《基于型号研制流程的岗位知识资源

梳理规范》，为研究院在型号研制过程中的

设计、试验和工艺岗位的知识资源梳理提供

了指导。

2.2  专业维度知识固化

2.2.1  建设专业标准体系

遵循统一专业标准体系格式、合理划分标

准分类、选择适用专业体系标准等原则，研究

所已建立以数字化工程应用标准体系、环境试

验标准体系等为典型代表的专业标准体系，并

以点带面向各设计室推广应用。

以数字化工程应用标准体系建设为例，在

数字化工程应用标准体系表制定中，将型号数

字化设计工作划分为数字化基础、数字化设

计、数字化仿真、数字化管理四大方面，确定

数字化协同设计、结构件三维建模、电气系统

CHS 制图标准、飞行仿真、攻防仿真、电磁兼

容仿真等子系列。制定了三维设计和装配仿真

等 6 份标准和以《Pro/E 三维标注通用规范》为

代表的 9 项标准，同时开展设计单元、系统仿

真相关标准建设工作。2009 年，8 份数字化顶

层标准经过应用，上升为院标。2012 年，经过

几年的积累，研究所形成型号数字化设计相关

标准 224 项，涵盖涉及型号数字化设计工作的

总体及分系统专业 20 余个。

2.2.2  专业知识资源梳理及应用

2011 年，研究所在研究院率先开展知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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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业试点，通过从专业技术体系入手，构建

包括基本内容、经验禁忌、故障案例、共用模

型、最新发展、最佳实践、学术论文、发明专利、科

技成果、标准规范等 10 大类知识资源类型的专

业知识管理元模型，总结提炼形成《基于专业

维度分类知识管理办法（试行）》，指导研究

院专业知识资源梳理。

目前研究所已完成 16 个专业、2 个岗位、2
个型号近千余条知识资源梳理，并在研究院知

识管理平台得以共享应用。

2.3  流程维度知识固化

2.3.1  设计模板编制及应用

设计模版用于规范文件之间接口关系，解

决不同型号之间的设计文件在应用方式上存在

较大差异以及同一型号设计文件随着研制进度

不同存在差异的问题。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设

计模版，既是标准的落地手段，也具有执行产

品设计流程和经验知识积累传承的作用。

为规范设计模板编制，研究所编写了《设

计模版编制指南》，规定了设计模版编制的职

责以及编制原则、编制要求、审批要求，形成

了设计模版编审流程。

2008 年起，研究所开展建立设计模版体系

探索；2009 年，以研究设计室为试点，发布 17
份设计模版，形成了第一批设计模版；2011-2014
年间形成 4 批 140 余项设计模版。归纳整合了

现有型号编制的 200 余份设计模版，确定了 217
份设计文件需要编制设计模版，形成了设计模

版体系框架。

为实现设计模版信息化应用，2014 年，研

究所 200 余份模版全部纳入 AVIDM 系统中，实

现 100% 采用相关设计模版编制设计文件，将各

类设计文件编写时可选的格式直接推送至设计

人员桌面，指导设计人员按预定步骤和要求，规

范编制型号设计文件，提高设计质量与效率。

2.3.2  设计要素编制及应用

2010 年起，研究所开展各专业主要设计文

件的设计要素编写工作，设计要素是对各专业

主要设计文件中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容易出现

错误或者含混不清的地方进行说明和讲解，是

设计人员对标检查设计文件正确性的依据。以

控制系统线路综合设计任务书设计要素为例，共

梳理设计要素 28 项，规定了仪器通电时间、可

靠性要求、飞行中关键时序设计、与各电气系

统接口等 28 项关键性内容所考虑的设计因素和

外部输入、所使用的设计方法或公式。

2.3.3  技术状态管理及应用

随着型号研制形势的快速变化，型号可行

性论证阶段、系统方案论证过程、产品设计过

程的状态变化日趋频繁，设计和实现方法日趋

多样。为提高技术状态管理效率，研究所建立

了一套科学规范的分层管理体制，将集中在单

一层面的大量技术状态知识进行立体化，形成

金字塔式的分层技术状态知识和相应的管理流

程。在此基础上，为支撑庞大知识信息的有效

获取和应用，项目组提出了一套技术状态知识

快速智能推送策略。首先，提出了对实施检索

的人员按角色进行划分的策略，将知识搜索集

中在分层知识库的单一层面。其次，在金字塔

的任一层面上，建立特征字段库和动态知识地

图，实现知识检索的快速匹配、引申和联想。

目前，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某型号预发展

阶段方案论证过程的技术状态管理，验证了该

体系对技术状态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为型

号后续论证研制过程中知识的重用和创新提供

了有力支撑。

2.4  其它知识固化应用

为深入挖掘资深专家的显性和隐性知识资

源，2012 年，研究所将固化专家经验知识作为

知识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研究所组织对龙乐

豪院士、刘竹生院士等研究院资深专家及部室

级专家进行系列访谈，并通过编制《知识管理

简报》形式，整理专家成长历程、技术攻关、科

研管理、领域未来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与想法，更

好地固化、共享专家经验知识，实现知识的传承。

通过知识小贴士及时总结提炼和共享专

业、管理知识，形成知识小贴士统一模板，规

范知识小贴士的发布。目前，研究所已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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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小贴士 10 000 余篇。

2013 年，研究所以结构设计为试点开展结

构多学科设计知识社区研究与应用，构建箭体

结构知识管理平台，实现各设计阶段知识的梳

理管理、知识推送；建立专业知识社区，便于

专业人员交流与知识共享，构建知识社区模式

在全院得以推广应用。

3  实践应用效果

经过近几年在知识固化方面的探索努力，岗

位标准目录、设计师手册、设计模板和专家访

谈已经在研究所内部型号和研究院相关设计单

位产品研制过程中得到有效应用，具有良好的

示范作用。

通过知识固化应用，尤其是岗位知识固化

及应用，切实提高型号产品的质量和加速人员

培训，新员工独立完成设计文件的周期相比之

前缩短了 50%，如新入职员工给出一本完整的

载荷计算分析文件由原来的一个月缩短为半个

月；型号设计文件出错率降低了 80% 以上，如

依据设计模版编写的设计文件在各级审批中被

退回的次数由原来的多达 10 多次减少到 3 次以

下。

研究所知识固化方法成功应用于型号产品

设计，并在研究院内外得到推广应用。在某型

号从 2010-2013 年研制过程中全面实施设计模版

的使用，在总体设计、大型试验、飞行试验的

风险管控等各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确保了

项目的顺利研制。下发的设计模版已在院广泛

应用于各型号设计过程，可有效规范设计，提

高设计文件质量，提升设计水平和设计能力。

此外，研究所牵头制定《院基于专业维度分类

知识管理办法（试行）》《基于型号研制流程

的岗位知识资源梳理规范》等规章制度有效指

导院知识资源梳理及应用，推动我院知识传承

与技术基础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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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收录 350 种期刊，截至 2017 年 2 月已收录了 9200 多种开放获取期刊。

《知识管理论坛》（ISSN 2095-5472，CN11-6036/C）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出版的纯网络（e-only）学术期刊，旨在推

动知识时代知识的创造、组织和有效利用，促进知识管理研究成果的快速、广泛和有效传播。

自 2013 年创刊以来，本刊坚持双盲的同行评议制度，对学术不端进行严格把控，遵循知识

共享许可（CC）协议，实行立即、完全的开放获取出版，本次能顺利通过 DOAJ 的审核，是

对本刊坚持高品质开放获取出版政策的认可，也必将推动本刊今后更快、更好地发展，推动

全世界用户对本刊的利用，推动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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