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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 年 来， 社 会 媒 体 蓬 勃 发 展， 以

Twitter、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微博平台凭借其及

时便捷的互动方式、简单多样的操作方式、高

效开放的传播方式逐渐成为全球热点信息的传

播中心。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在微博上表达

情感体验、点评时事热点，微博中包含了用户

丰富的情感信息。因此，文本倾向性分析领域

也涌现出立场判别这一研究热点，立场判别

是指能够自动判别文本作者对于给定的目标

话 题（Target）是 否 持 有 支 持（FAVOR）、反

对（AGAINST） 立 场 或 是 未 表 明 任 何 立 场

【学术探索】

中文微博的立场判别研究
◎ 刘勘  田宁梦  王宏宇  林荣蓉  王德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信息系  武汉  430073

摘要：[ 目的 /意义 ]提出一种以情感加权算法和朴 素贝叶斯算法为基础的组合分类模型（SWNB 模

型），旨在对中文微博话题的立场进行判别。[ 方法 / 过程 ] 该模型首先通过给定的复杂句模型对微博进

行简化，然后依据情感规则得到情感权值，提取微博中与话题相关的实体并进行优化，进而将微博分为包

含立场和未表明立场（NONE）两类；再对包含立场的微博提取特征词，利用朴素贝叶斯算法将其立场判

别为支持（FAVOR）或反对（AGAINST）。[ 结果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本模型有较好的立场判别精度，

并能同时有效地处理中文复杂句式、话题相关评价对象以及上下文语境等复杂情形。

关键词：中文微博  立场判别  情感加权算法  朴素贝叶斯

分类号：G202

引用格式：刘勘 , 田宁梦 , 王宏宇 , 等 . 中文微博的立场判别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3): 

175-185[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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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3-0533-3835），硕士研究生；王宏宇（ORCID: 0000-0002-5063-9166），硕士研究生；林荣蓉（ORCID: 
0000-0002-9026-0417），硕士研究生；王德民（ORCID: 0000-0002-4824-7489），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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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1]。及时把握微博中热点话题的立场，有

效提取用户的情感信息，已成为舆情分析、舆

论监督以及企业改进产品体验等方面的有力手

段。

2  相关工作

立场判别虽然是文本倾向性分析研究的一

部分，但有别于传统的情感分析。传统的情感

分析通过分析带有情感色彩或褒贬倾向的主观

性文本，挖掘其中的观点，直接获取文本中所

包含对象的评价信息 [2]。然而立场判别强调文

本对于给定的目标话题是否持有支持、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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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是未表明任何立场，文本自身可能不带有

任何情感色彩和主观性评价，也可能间接通过

表达对其他事件的观点来展现作者对给定目标

话题的立场，因此给定的目标话题不一定会在

文本中明确显现 [3]。

目前国内外学者提出的立场判别研究方法

主要是在以下两类文本倾向性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展开的：� 基于情感规则的分析。通过借

助情感词典等资源提取文本中的情感因子，并

考虑情感因子与特征对象的依存关系，对倾

向值进行简单统计从而得到文本整体的情感倾

向。但是这类方法往往不能捕捉到隐含的文本

语义关系。这类方法的代表有：Y. Lu 等人提

出了一种基于统一原则的自动构建与上下文相

关的情感词典的最优化方法 [4]；C. J. Hutto 等

人提出的 VADER 规则模型综合考虑英文文本

的情绪知识、语法结构以及语义特征，对情

感强度进行了细致区分 [5]；陈忆金等人提出的

舆情意见句定量计算方法能够抽取舆情意见句

的主题，并针对该主题对帖子进行情感倾向

分析 [6]；刘全超等人针对微博内容特征以及转

发、评论关系特征，构建情感分析用词典、网

络用语词典以及表情符号库，设计了基于短

语路径的微博话题情感倾向性判定算法 [7]；B. 
K. Y. Tsou 等人通过计算词语的语义倾向，综

合考虑极性元素分布、密度和语义强度来分析

新闻文本的情感倾向 [8]。� 基于机器学习的

方法。在特征提取的基础上采用机器学习模型

构造分类器，从而将文本倾向性分析转化为分

类问题，但是这类方法不能很好地考虑到句

式以及上下文因素的影响。比如 M. Wojatzki
等 人 使 用 基 于 Stacking 的 组 合 分 类 方 法，在

提 取 n-gram、syntactic、lexicon、target-
transfer、concept 等特征后，采用可训练的元

学习方法来组合多种基分类器用以实现立场判

别 [9]；P. Anand 等人提出了一种针对在线实时

讨论的立场判别模型，采用 JRIP 算法不断进行

规则的归纳学习，根据规则提取相关特征后用

朴素贝叶斯算法进行分类 [10]；S. M. Mohammad 

等人根据人工建立的词语粒度情感词典和情感符

号词典，提取文本的语义特征和情感特征来构造

特征向量，采用 SVM 算法判别 Twitter 文本中

某一特定评价对象的情感倾向 [11]；B. Velichkov
等 人 利 用 GATE 框 架 抽 取 特 征 信 息，然 后 采

用线性 SVM 模型对特征向量进行分类 [12]；W. 
Casey 等人针对 Twitter 数据定义了评价信息词

组，并为其定义了 attitude、orentation、force、
focus、polarity 五大属性，提取文本中的属性

特征作为 SVM 分类器的输入 [13]；A. Severyn
等人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情感分析，将

字级别的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利用多个不同

大小的卷积核对特征向量进行串接，获得了较

高的准确率 [14]。

面对立场判别问题，对中文微博进行立

场判别的难度大于英文微博，主要原因有：   

�分词是中文文本分析的关键步骤，分词结果

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模型的准确度；�微博的表

达方式较为随意，微博作者针对某一个话题常

常会自动生成一些相关的网络用语和昵称，比

如 “土鸡”“烧高香”“坑人”等；� 微博文本语

义关系更加隐晦，有研究表明，传统的依存句

法分析方法并不适合提取微博文本的评价对象

和评价词 [15]。鉴于以上问题，本文在结合情

感加权算法和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将三分类问题转化成多次二分类问题的

SWNB（serial sentiment weighted and naïve 
bayes model）模型，采用半监督学习方法，针

对特定话题扩充了情感词库并建立了关联实体

集，帮助提升评价对象提取的准确度；提出了

能够同时对复杂句式、话题相关实体进行处理

的情感加权规则，有效地区分出文本是否表达

立场；将朴素贝叶斯算法着眼于文本中的情感

词、否定词、关联词、程度副词等各类语义元

素，从而对微博的立场进行细致判别。

3  特征概述

3.1  情感特征词

本 文 参 考 了 台 湾 大 学 NTUSD 简 体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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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感 词 典（http://nlg.csie.ntu.edu.tw/）、 中

国 知 网 HowNet 中 文 情 感 词 典（http://www.
keenage.com/）来构建情感词表，过滤掉情感

倾向模棱两可的词语。由于目前已有的情感

词典资源不具有针对性，有一些动词和情感

词只有出现在与某一目标话题相关的语境中

才会表现出一定的情感倾向，这些词也应该

被视为情感项。例如，在话题“iPhone SE”的

相关微博中常常出现“买” “入手”等动词，说

明作者对其所描述的事物持肯定态度；在话

题“春节放鞭炮”的相关微博中常常出现“有声

有色”“年味十足”等形容词，说明作者喜爱放

鞭炮这一习俗。因此本文人工补充了一些与

各目标话题相关的具有正向或负向情感倾向

的动词和形容词。

3.2  关联实体

微博作者通过评价与某一目标话题直接

或间接相关的实体对象，来直接或间接地展现

对该目标话题所持有的立场，本文定义这些实

体对象为关联实体。有效识别文本中的关联实

体，通过分析微博作者对这些实体持有的情感

态度来判断作者对该目标话题持有的立场，将

使立场判别工作具有针对性，从而提高判别精

度。在构建关联实体库的过程中，本文定义了

以下基本术语和数据结构：

（1）核心实体（Core Entity）：代表与该

目标话题（Target）直接相关的核心内容（人、事

物、组织）等。某个目标话题对应的核心实体

集可表示为 Target：{core entity 1,  core entity 2,  
core entity 3, ...}。

（2）普通实体（Normal Entity）：代表与

该目标话题（Target）间接相关，但与该目标话

题的核心实体之间存在比较 / 并列关系。如果两

个实体之间是比较关系，那么通常对两个实体

表现的是不同的情感倾向；如果两个实体之间

是并列关系，那么通常对两个实体表现的是相

似的情感倾向。某个 Target 对应的普通实体可

按照以下结构表示：

实体名称 (Normal Entity Name)

目标话题 (Target)

相关联的核心实体 (Corresponding core entity): 来自核心实体集

与核心实体的关系 (Relationship with core entity): 比较关系 / 并列关系

情感倾向 :  正向 (positive)/ 负向 (negative)

每个目标话题对应的关联实体库包含该目

标话题的核心实体集以及按照比较 / 并列等关

系划分的普通实体集。在构造关联实体库的过

程中，本文使用 NLPIR 系统的关键词识别功

能提取出各个目标话题的微博中的关键词，使

用 NLPIR 系统（http://ictclas.nlpir.org/）的词

性标注功能提取出各个目标话题的微博中的名

词，对这些词进行词频统计，辅以人工筛选得

到各个目标话题对应的核心实体。然后以各个

核心实体作为种子词，针对包含该核心实体的

微博，按照宋锐等人提出的四类比较句模式
[16] 找出含有比较关系的微博，采用序列标注

中常用的条件随机域模型 (Condition Random 
Field)[17] 提 取 出 比 较 主 体、比 较 客 体 及 其 词

性、位置，若提取出的主体或客体中包含核心

实体，则将另一方非核心实体按上述数据结构

定义后加入到普通实体集中。对于未包含比较

关系的微博，使用哈尔滨工业大学语言云平台

（http://www.ltp-cloud.com/） 中 的 依 存 句 法

分析工具标注出微博中的并列关系成分，提取

与该核心实体存在并列关系的实体，按上述数

据结构定义后加入到普通实体集中。对于一些

无法确定的实体，人工辅助对其进行筛选。以

本文实验所使用的数据集为例，数据集中包含

“春节放鞭炮” “iPhone SE” “俄罗斯在叙利亚

的反恐行动” “开放二胎” “深圳禁摩限电”5 个

话题，为每个目标话题构建了相应的关联实体

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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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联实体库

目标话题 核心实体数量 核心实体示例 普通实体数量 普通实体示例

春节放鞭炮 6
鞭炮，烟花，烟火，爆竹，礼花，

花炮
40

禁令，道德，空气，污染，雾霾，

噪音 .......

iPhone SE 4
iPhone SE，5SE， 苹 果 SE, 
Iphone 5SE

39
iPhone 5s，iPhone 5C， 小
米，华为，4s，6s，苹果 6，
iPhone 6，苹果，苹果系统 ......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
反恐行动

5
俄罗斯 , 叙利亚政府军，普京 , 
叙利亚

44
土鸡，恐怖组织，美国，奥
巴马，土库曼人，沙特，

东突，萨达姆 ......

开放二胎 3 开放二胎，全面二胎，二胎 10
计划生育，政府，婚假
婚晚育假期，晚婚晚育，

独生子女政策 ......

深圳禁摩限电 3 禁摩限电，限电，禁摩 9 电动车，摩托车，政府，

3.3  从句关联词

根据语法关系，通常复杂句可以分为转

折、条件、假设、因果句等，它们都有其特定

的从句关联词。诸如“虽然”“不论”“即使”这一类

关联词，通常引导的分句与作者的真实感情相

反，这一类关联词常被称为“让步关联词”；诸如“但

是”“可是”这一类关联词，它们所引导的分句所

表达的情感与作者的真实情感相同，这一类关

联词常被称为“坚持关联词”[18]。

表 2  关联词表

种 类 常用关联词

让步关联词

虽然、尽管、固然、不论、无论、不

管、任凭、即便、即使、纵然、就算、

哪怕、纵使、与其、宁可

坚持关联词
但是、可是、然而、然则、但、可、

不过、不如、也

3.4  强度修饰词

情感词强度会受到副词和否定词修饰的

影响 [19]。若文本中有否定词修饰情感词，则

文本表达的情感倾向会发生反转，因此本文

收集了一些常用的否定词用于识别否定句。

若文本中有程度副词修饰情感词，则文本表

达的情感强弱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将程度副

词 划 分 为 最 |most、 很 |very、 较 |more、 稍

|-ish、欠 |insufficiently、超 |over 六 个 等 级，设

定 每 个 等 级 的 程 度 副 词 对 应 的 权 重 分 别 为

2、1.25、1.2、0.8、0.5、1.5，以此来对不同强

度的情感倾向进行细致区分。

4  立场判别模型

将立场判别看成分类问题，本文 SWNB 模

型则将三种立场的分类转化成了多次二分类问

题 [20]。首先使用一种新的情感加权算法来将

微博分为包含立场（非 NONE）和未表明立场

（NONE）两类；然后使用朴素贝叶斯算法对被

第一层分类器划分为包含立场（非 NONE）的

微博进行二分类，将其立场分为支持（FAVOR）或

反对（AGAINST）。SWNB 模型的总体框架如

图 1 所示。

4.1  情感加权算法

在对微博文本进行情感权值计算时，首先

根据“。” “ ！” “ ……”和“ ？”等标点符号将微博

文本进行断句，微博文本转化为一系列句子的

集合 1 2Microblog , ,..., )nS S S=（ 。然后依据本文
提出的句式模型利用从句的关联词将复杂句转

化为简单句，接着使用情感加权算法计算每个

句子的情感权值，再通过判断微博中是否出现

与该目标话题相关的关联实体以及该实体与目

标话题的核心实体之间的关系，来调整前述步

骤中得到的该句的情感权值。最后取所有句子

情感值的平均值作为该条微博的情感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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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WNB 模型整体框架

在分类器训练阶段，本文使用一种基于 grid 
search 算法的边界探测方法 [21] 寻找出划分非

NONE 和 NONE 的情感权值的最佳上界阈值和

最佳下界阈值（这两个阈值使训练数据的分类

准确率最高）。在分类器应用阶段，当待分类

文本的最终情感权值位于该上界阈值和下界阈

值构成的区间内，待分类文本的立场将被分为

NONE，否则待分类文本的立场为非 NONE。情

感加权算法的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4.1.1  复杂句的处理策略

由于让步关联词引导的从句往往与作者的

真实情感相反，坚持关联词引导的从句往往与

作者的真实情感相同，因此对两者之一进行情

感分析即可 [22]。一般，复杂句式存在以下表现

形式：

［让步关联词 + 否定词 + 情感词 +标点 +］
坚持关联词 + 否定词 + 情感词

扫描微博中的每个句子 Sn，先看是否出现

坚持关联词，若未出现坚持关联词，则直接按

照下文的情感规则计算情感值。若出现坚持关

联词，扫描从句子开头至坚持关联词的这部分

文本，若此部分含有让步关联词，将让步关联

词引导的分句情感值设为 0，此部分其他的分句

按照下文的情感规则计算情感值；若此部分不

含有让步关联词，则将从句子开头至坚持关联

词之前的这部分文本情感值设为 0。 图 2  情感加权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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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句子情感权值计算规则

在对复杂句进行简化之后，一个完整句子

的情感值可直接通过计算各分句情感值之和得

到，而分句情感值是基于分句中各个情感意群

的情感值得到的。分句中每出现一个情感词，就

认为出现了一个情感词意群。否定词和程度副

词也会对意群表达的情感程度产生影响，因此

计算句子情感权值时需要考虑上下文中出现的

否定词和程度副词。

（1）抽取分句中的情感词意群，将情感词

的相关信息按如下形式表示：

senWord  = （句中位置， 情感倾向，情感

权值）

其中正向情感词权值设为 1，负向情感词权

值设为 -1。
（2） 将 上 一 个 情 感 词 意 群 的 位 置

（lastWordPos）或 者 上 一 个 标 点 符 号 的 位 置

（lastPuncPos）作为起始点（选距离当前情感词

意群最近的位置），在起始点和当前情感词意

群之间扫描：

a. 抽取程度副词，将程度副词的相关信息

以如下形式表示：

degreeWord  = （句中位置，权值）

b. 抽取否定词：当否定词位置先于程度副

词位置时，则将否定词权重赋值为 -1，否则将否

定词权重赋值为 0.5。若该分句中出现多个否定

词，则当否定词个数为奇数时否定词权重不变，当

否定词个数为偶数时否定词权重取相反数。

（3）情感词意群的情感权值采用公式（1）进

行计算：

公式（1）
分句的情感权值为分句中各情感词意群的

情感倾向值之和。一个完整句子 nS 的情感值

nsW 基于各分句的情感权值采用公式（2）加和
得到。

nS subsentenceW W=∑         公式（2）
4.1.3  关联实体的处理策略

扫描微博文本的每个句子，若该句子中包

含目标话题的核心实体，则句子情感倾向值不

变；若该句子中包含目标话题的普通实体且普

通实体被定义为正向情感倾向，则句子情感倾

向值不变；若该句子中包含目标话题的普通实

体且普通实体被定义为负向情感倾向，则句子

情感倾向值取相反数；若该句子中既无核心实

体也无普通实体，则不更改句子的情感倾向值。

完成上述三个步骤后，一条微博文本的情

感值为各句子情感值的平均值。

( )1 2 nfinal s s sW avg W ,W ,...,W=        公式（3）
4.2  朴素贝叶斯算法

对被情感加权算法划分为非 NONE 的微博

使用朴素贝叶斯算法进行立场判别（支持或反

对）的二分类工作。对照情感词库、否定词表、程

度副词表以及各个目标话题的关联实体库提取

出每条微博文本中的情感词、关联实体、否定

词、程度副词，将它们作为特征词，计算这些

特征项和各类别的联合概率，从而估计给定微

博文本的分类概率。本文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

器中的伯努利模型 [23] 来判断微博 X 所属的类别

c：

ic 1
c argmax ( ) ( | )

n
i j i

j
P C P X C

=

 
= ⋅  

 
∏    公式（4）

筛选出 n 个特征词，对每一条微博 X 用极

大似然估计法 [24] 计算 ( | )j iP X C 时，如果某个特
征词在训练集从没出现过，会导致整体的概率

计算结果为 0，因此采用拉普拉斯平滑法对其概

率值进行加一平滑。此外，多个 ( | )j iP X C 概率
值相乘的结果很小，能否在概率值很小的情况

下保证较高的计算精度将对结果产生影响，因

此需要对该值进行数据转换，使其呈现方式更

好地接近所希望的假设，进行更准确的统计推

断。本文在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对

1
( ) ( | )

n
i j i

j
P C P X C

=

⋅∏ 取对数的方式可以将概率值

的乘法计算转换为加法计算，将不确定性分

析 转 换 成 信 息 量 的 分 析，从 而 提 高 计 算 精

度，提高分类的正确率，计算方法如公式（5）所

示：

negWord  degreeWord   senWordscore W * W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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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i

c 1

1
c

c argmax  log ( ) ( | )

   argmax log ( ) log ( | ) ... log ( | )

n
i j i

j

i i n i

P C P X C

P C P X C P X C
=

 
= ⋅  

 
= + + +

∏      

公式（5）

5  实验与分析

5.1  实验数据

本 文 选 用 2016 NLPCC 评 测 任 务 中 立

场 判 别 任 务 所 提 供 的 部 分 语 料 作 为 实 验 数

据 集，包 含 3 000 条 已 标 注 的 训 练 语 料 和 1 
000 条黄金测试语料（gold data）。两类语

料均包含“iPhone SE”“春节放鞭炮”“俄罗斯

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开放二胎”“深圳禁摩

限电”5 个目标话题的微博数据，表 3 和表 4
分别统计了两个语料中各目标话题的数据分

布情况。

表 3  3 000 条已标注的训练语料统计结果

目标话题 Favor Against None 总数

iPhone SE 245 209 146 600

春节放鞭炮 250 250 100 600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 250 250 100 600

开放二胎 260 200 140 600

深圳禁摩限电 160 32 138 600

表 4  1 000 条黄金测试语料（gold data）测试语料统计结果

目标话题 Favor Against None 总数

iPhone SE 85 94 21 200

春节放鞭炮 88 94 18 200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 88 90 22 200

开放二胎 94 86 20 200

深圳禁摩限电 83 90 27 200

5.2  实验预处理

在清洗数据的过程中，通过添加正则的方

式清除微博内容中的 @ 标记、转发标记（通常

以 //@ 开头）以及网页链接标记（通常以 http 
开头）。由于一部分微博文本是与各个 Target
相关的新闻内容，通常【 】符号中包含了新闻

的关键内容，能够表明微博的立场，因此针对

这类文本，只提取了【 】符号中的内容来分析。

在分词过程中，将第 3 节中提及的关联实体库、情

感词表、从句关联词表、否定词表以及程度副

词表整合后作为用户自定义词典添加到中国科

学院的 NLPIR 分词系统中，以此来提升分词效

果。在去停用词过程中，使用哈工大信息检索

中心发布的停用词表来对微博中的停用词进行

匹配查询后将其去除。

5.3  实验设计

作为对比，选取以下 3 种模型来对相同的

数据集进行立场判别：

（1） 朴 素 贝 叶 斯 三 分 类 模 型（NB 模

型）：使用第上文提出的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的伯努利模型来将某一条微博的立场划分为

FAVOR、AGAINST 或 NONE。
（2）SVM 三分类模型：将每一条微博用

一个特征向量表示，将其作为输入 SVM 算法的

输入，识别三种立场 [25]。表 5 列出了 SVM 模

型的所有特征类型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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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SVM 模型的特征类型及含义

特征类型 含    义
Bigram Bigram 语言特征

Sentiment score 情感权值

Negations 否定词个数

DegreeAdverb 程度副词个数

Associated Entities 关联实体个数

（3）Glove_SVM 模型：文献 [4] 将无监督

学习的 GloVe 算法训练出的单词词向量加和后

得到微博文本的向量表示，将其作为逻辑回归

模型的输入。

在评价模型的实验效果时，本文使用准确

率、召回率、F 值等指标对 Favor 和 Against 这

两类立场分类结果进行评测。在实现中，涉

及到 SVM 算法的分类工作采用台湾大学开发

的 LibSVM（https://www.csie.ntu.edu.tw/~cjlin/
libsvm/）工具包来实现。

5.4  实验结果与分析

5.4.1  实验 1
针对每个模型都做了两组实验，实验 1 将 

3 000 条已标注的训练语料中 5 个目标话题对应

的数据按 6:4 的比例随机拆分成两部分，分别作

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最终训练集共包含 1 800 条

数据（其中每个目标话题包含 360 条数据），测

试集共包含 1 200 条数据（其中每个目标话题包

含 240 条数据）。

表 6 列出了实验 1 中测试数据的整体 F 值

以及各个目标话题对应的 F 值。图 3 中的折线

图对测试数据在各模型的整体实验结果进行了

可视化，柱状图对各个目标话题对应的实验结

果进行了可视化。

表 6  3 000 条标注数据按照 6:4 比例划分后的实验结果

分类器
Overall iPhone SE 春节放鞭炮 开放二胎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

反恐
深圳禁摩限电

Favg Favg Favg Favg Favg Favg

NB 0.546 641 665 0.472 673 267 0.541 747 904 0.498 002 426 0.349 370 047 0.601 350 119

SVM 0.484 132 088 0.415 827 338 0.512 185 346 0.422 314 381 0.453 263 158 0.113 079 260

Glove_SVM 0.528 382 279 0.449 099 099 0.514 323 367 0.565 268 817 0.480 716 253 0.430 696 393

SWNB 0.572 687 486 0.505 083 450 0.654 954 425 0.566 974 999 0.558 544 967 0.561 043 048

图 3  实验 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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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结果可以发现，除了话题“俄罗斯在

叙利亚的反恐行动”，SVM 三分类模型的 F 值

均低于 NB 模型和 Glove_SVM 模型，说明特征

选择的好坏对于 SVM 模型的分类效果影响很

大。一方面，将词的 bigram 作为文本特征，数

据规模较大；另一方面，否定词个数、程度副

词个数以及关联实体个数等特征并不能刻画三

者之间的情感修饰关系。而 GLOVE_SVM 算法

通过 Glove 算法训练出词向量，进而得到文本

向量，通过深度学习考虑到了文本中不同粒度

的潜在语义关系，能够更好地表示文本特征。

朴素贝叶斯算法将某一条微博的立场直接划分

为 FAVOR、AGAINST 或 NONE，整 体 结 果 F
值较高，说明朴素贝叶斯模型在识别 FAVOR 和

AGAINST 这两种立场时准确率较高。

相比于 NB 模型、SVM 模型和 Glove_SVM
模型，本文的 SWNB 模型针对 5 个目标话题进

行立场判别的结果更准确。SWNB 模型在将微

博立场划分为包含立场（非 NONE）和未表明

立场（NONE）两类时，考虑到了微博文本中

是否出现与话题有关的实体，进而分析微博作

者对这些实体持有的情感态度来判断作者对该

目标话题持有的立场。在立场为 NONE 的微博

中，微博作者往往只对相应话题的事实进行了

客观分析，没有表达任何态度，例如微博“开

放二胎，既是对年轻人勇气的考验，也是对爷

爷奶奶们精力的考验。中国父母既要含辛茹苦

养育自己的孩子，还要劳心劳力照顾孩子的孩

子，不容易。”并没有透露作者对“开放二胎”这

一政策的明确态度。改进后的朴素贝叶斯算法

对被划分为包含立场（非 NONE）的微博进行

二分类时重点考虑了情感特征词，关联实体、否

定词、程度副词的影响。

5.4.2  实验 2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模型的有效性与合理

性，实验 2 使用 3 000 条已标注的训练语料作为

训练集，1 000 条黄金测试语料（gold data）作

为测试集来进行实验。表 7 列出了实验 2 中测

试数据的整体 F 值以及各个目标话题对应的 F
值。图 4 中的折线图对测试数据的整体 F 值进

行了可视化，柱状图对各个目标话题对应的 F
值进行了可视化。

表 7  3 000 条标注数据作为训练集、1 000 条黄金测试语料（gold data）作为测试集的实验结果

分类器
Overall iPhone SE 春节放鞭炮 开放二胎

俄罗斯在叙利亚

的反恐
深圳禁摩限电

Favg Favg Favg Favg Favg Favg

NB 0.379 693 425 0.276 192 633 0.485 239 039 0.141 843 972 0.394 790 078 0.428 917 051

SVM 0.289 700 706 0.255 267 664 0.307 207 412 0.211 006 494 0.369 406 393 0.137 407 407

Glove_SVM 0.420 293 605 0.537 173 203 0.516 744 884 0.074 766 355 0.476 173 021 0.355 987 055

SWNB 0.670 646 777 0.716 070 461 0.730 011 106 0.520 535 714 0.559 264 635 0.641 665 701

图 4  实验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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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 SWNB 模型在对“iPhone SE”“春节

放鞭炮”这两个目标话题的微博进行立场识别

时，F 值都可达到 0.7；话题“开放二胎”的 F 值

最低，为 0.52；其他两个目标话题的 F 值居于

0.52-0.7 之间。对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在立场

识别错误的微博中，话题“春节放鞭炮”“iPhone 
SE”“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的大部分微

博被识别为与正确结果相反的立场，主要是这

几类微博中常采用反语等方式表达立场，例如

“装傻？俄罗斯货币跌幅 60，石油经济奄奄一

息，2015 年 GDP 下降 3.7，感情都是俄罗斯一

盘大棋？”通过反问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反恐

行动的反对立场，因此在第二层分类器中只提

取情感词、关联实体、否定词、程度副词作为

特征词时不能很好地识别这类情况；话题“开

放二胎”和“深圳禁摩限电”的大部分微博被分为

NONE，主要是这两个话题的微博直接出现关联

实体的频率较低，导致在一层分类器中计算情

感权值产生误差。

6  结语

本文提出了有监督的 SWNB 分类模型来

判 别 中 文 微 博 话 题 的 立 场。SWNB 模 型 提 出

的对复杂句式、话题相关实体进行处理的新的

情感加权规则，能够有效地区分出文本是否表

达立场；改进的朴素贝叶斯算法能对被情感加

权算法划分为包含立场（非 NONE）的微博进

行 二 分 类，将 其 分 为 支 持（FAVOR）或 反 对

（AGAINST）立 场。本 文 的 SWNB 模 型 结 合

了情感规则和机器学习模型的优势，充分考虑

到中文复杂句式、话题相关实体、上下文语境

以及文本语义对文本情感倾向的影响，实现简

单，研判精度较高。

然而，SWNB 模型对情感词典、关联实体

集等资源的完整性以及分词结果的准确性依赖

较大。此外，大量情感词存在歧义，在不同语

境中表达的含义存在差别，本文模型目前无法

对含有歧义的情感词进行严格区分，因此未来

需要进一步完善情感词典等资源，并结合语义

分析和深度学习技术，以期能更加准确地判别

中文微博话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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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aper introduces a new approach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stance in 
Chinese microblogs by building a serial combination model based on Sentiment Weighted Algorithm and 
Naive Bayes (SWNB model).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is paper used the SWNB model to simplify 
complex sentences by using a defined complex sentence pattern, assigning a sentiment weight to each 
microblog according to calculation rules, and optimizing sentiment weight by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target’s associated entities; thus, we could classify microblogs into those containing any stance or with no 
stance at all. Secondly, the SWNB model extracted some feature words and used Naive Bayes to classify 
the microblogs labeled as FAVOR or AGAINST. [Result/conclusion]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model can 
comprehensively process complex sentences, target-related entities and linguistic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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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大学生情绪智力对信息搜寻行为能力的影
响探究
◎  王浩成  汪淑云  车俊铁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图书馆  北京  102617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提高信息搜寻能力是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研究情绪智力对信息搜寻行为

能力的影响。[ 方法 / 过程 ] 通过对 25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获得数据，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结论 ] 情绪智力与信息搜寻行为能力正相关关系显著。信息搜寻行为能力主要受情

绪监控和情绪利用两个维度的影响。情绪利用影响信息策略调整、信息评价、行为调整和行为能力总分；

情绪监控主要影响信息参考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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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环境下，信息

搜寻已经成为人们每天的主要活动之一，特别

是大学生利用信息搜寻来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

或社会生活知识的扩展。对于信息搜寻行为影

响的研究中，情绪一直未被重视。然而，情绪

在人的身体和大脑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调节和适

用功能。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情绪已

成为决策过程中与认知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认

知作用的一种重要成分，情绪和理性对行为的

作用也会随着各自成分的增减而发生变化 [1]。

T.D.Wilson 较早将心理特质情感因素引入信息搜

寻行为模型中，认为信息需求并非是最原始的

需求 , 而是源于更为基础性的需求——心理、认

知和感情 3 方面的需求 , 认为情绪影响个体信息

搜寻行为 [2]。C. C. Kuhlthau[3] 的信息寻求过程

模型奠定了情绪在信息搜寻中的重要作用，认

为信息搜寻的每一步都伴随情绪的产生并受其

影响，与信息需求相关的是“不确定性情绪”，但

随着查找的进行和相关资料的获得，用户情绪

随之发生变化。最能体现个体情绪控制和利用

能力的是个体情绪智力。情绪智力的研究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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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情绪智力是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

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

和行为的能力。

2  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2.1  信息搜寻行为能力

2000 年 1 月 18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的圣

安东尼奥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冬季

会议上，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标准委

员会评议并通过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

标准》[4]。C.F.Timmers 和 C. A. W. Glas[5] 基

于此标准提出了信息搜寻行为能力的构成，信

息搜寻行为构成与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

准的对照见表 1。他们还开发了信息搜寻行为

能力量表，认为测量大学生的一般信息搜寻

行为与特定的目标任务无关，因此标准 4“能

够有效地利用信息达到特定的目的”被排除。

而行为调整是信息搜寻行为构成中的一个关

键因素，因此把行为调整作为一个构成添加

进去。

表 1  信息素养标准与信息搜寻行为的构成 [5]

信息素养标准 信息搜寻行为构成

1. 确定信息需求的性质和程度 a) 确定信息问题

2. 有效和高效的评价信息需求 b) 资源利用

3. 能评价信息及其来源并将选取的信息整合入其知识基础和价值体系中
c) 检索策略应用

d) 信息评价

4. 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达到特定的目的 e) 信息参考

5. 了解信息利用过程中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在信息获取和利用时自觉遵守道

德规范和有关的法律
f) 行为调整

2.2  情绪智力的概念及构成

1990 年，P. Salovey 和 J. D. Mayer[6] 最早使

用“情绪智力”术语，认为情绪智力是指个体监

控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 并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

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他们还指出了情绪智力

由 3 种类别的适应能力构成：①情绪的评价和

表达，包括自身情绪的评价和表达以及对他人

情绪的评价，自身情绪可进一步分成言语的和

非言语的，他人的情绪可进一步分解成非言语

的感知和同情。②情绪的调节，包括自身的情

绪调节和影响调节他人的情绪。③解决问题时

情绪的利用，包括灵活的计划，创造性的想象，重

新定向注意力和动机。1997 年，J. D. Mayer 等

又提出了修订的情绪智力模型 [7]，强调情绪智

力的认知成分，把情绪智力概念化为术语智力

和情绪化的潜在发展。修订后的情绪智力包括 4
个分支：①情绪的感知、评价和表达；②想象

力的情绪化助长；③情绪化知识的理解、分析

和使用；④进一步助长情绪和智力的情绪调节。

情绪的感知，评价和表达是最基本的过程，情

绪的反射调节需要最复杂的过程。

许多研究者探讨了情绪对信息搜寻行为的

影响，国内学者刘利华 [8] 提出了基于评估理论

的情感影响机制研究框架，认为个体对在工作

或娱乐中发生重大事件的评估会产生情感，这

些情感影响信息搜寻行为意愿包括开启、扩

展、限制、终止和规避信息搜寻，并进一步指

出消极色彩的情感因素影响更大，有些消极情

感会影响信息搜寻的开启、扩展、终止以及规

避，而积极色彩的情感因素主要影响信息搜寻

的开启和扩展。K. S. Kim[9] 调查研究了用户情

绪控制和搜寻任务对互联网信息搜寻行为的影

响，发现情绪控制和任务显著影响搜寻行为但

是对于搜寻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用户的情绪

控制对搜寻行为的影响随着搜寻任务的不同而

发生变化。由以上可以看出，研究者主要探讨

了情绪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而与情绪密切

相关的情绪智力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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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白，情绪智力能否影响信息搜寻能力，高

情绪智力个体的信息搜寻能力是否较强？本文

旨在探讨情绪智力与信息搜寻能力的关系。

3  研究设计

对于信息搜寻能力，笔者采用 C.F.Timmers
和 C. A. W. Glas 于 2010 年开发的信息搜寻行为

量表 [5]，该行为量表是以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

馆学会（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

内容为基础开发的，包括 30 个题项，4 个分量

表，分别是：信息搜寻策略利用、信息评价、信

息参考和行为调整。该量表采用 Likert 四点式

计分（3= 总是，2= 经常，1= 有时，0= 很少或

从不）。刘妍等 [10] 对此量表对中国大学生的适

用性进行了测试，显示此量表的 Cronbach’s alph 
α 系数为 0.872，分半信度为 0.835，重测信度为 
0.876；各分量表的信度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信

度指标良好；各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性显

著，各分量表之间及其与总量表之间均呈显著

相关，该量表的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良好，并

由此得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可

以作为中国大学生信息搜寻能力研究的有效测

量工具。

对于情绪智力的测量，美国心理学家 N. 
S. Schutte、J. M. Malouff、L. E.Hall 等 [11] 以 P. 
Salovey 和 J. D. Mayer[6] 的理论为基础编制了一

份自陈问卷量表。该问卷量表包括 33 个题目，其

中 3 道反向题，采用 5 点记分形式，此问卷量

表的 Cronbach’s alph α 系数为 0.90。北京大学

黄韫慧等 [12] 对此量表中文版进行效度检验和修

订：项目分析显示 , 33 个题目在项目 - 总分相关

及项目鉴别度上均符合测量学要求，但是单因

素和四因素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结

果不满意。因此他们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获得 4 维因子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 4 维

结 构 拟 合 为 最 佳 (CMIN/DF=2.19,CFI=0.90,GFI
=0.93,AGFI=0.90,RMSEA=0.05)。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 (α 系数 ) 达到 0.85。量表与同时施测

的量表的相关关系符合理论预期，具有较好的

会聚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可以满足今后国内

相关研究和应用的需要。 修订的 EIS 中文版具

有四因素结构，分别为：情绪监控，强调对于

自我的情绪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有效的控

制；情绪利用，描述了利用情绪进行问题解决

的能力；社会能力，描述了社会活动中的情绪

使用 ; 他人情绪评估 , 描述了通过口头和非口头

的信息对他人情绪进行知觉的能力。本文用黄

韫慧等修订的中文版进行情绪智力测量。

本次调查于 2016 年 6 月在北京地区展开，包

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科

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 所高校，发放

250 份问卷，收回 230 名在校大学生的有效样本

数据，男性占 49%，女性占 51%。其中年级分

布中包括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年级具体分布

为大一占 26%，大二占 22%，大三占 24%，大

四占 23%，研究生占 5%。

4  数据分析

本文所有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

系如表 2 所示：

从 表 2 中 可 以 看 出， 信 息 搜 寻 行 为 能

力 总 分 和 情 绪 智 力 总 分 相 关 系 数 为 0.347
（p<0.01），表明信息搜寻行为能力与情绪智

力正相关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再从情绪智力的

各个维度看与情绪智力的相关性，情绪智力

总分与情绪监控和情绪利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91（p<0.05） 和 0.453（p<0.01）， 显 著 正

相关，而与社会能力和他人情绪评估能力相关

性不显著。从信息搜寻行为能力各个维度看，情

绪监控与信息检索策略使用、信息评价和信息

参考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86（p<0.05）、0.308
（p<0.05）和 0.468（p<0.01），正相关显著，而

与行为调整的相关性不显著。情绪利用与检

索策略使用、信息评价、信息参考和行为调

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28（p<0.01）、0.447
（p<0.01）、0.253（p<0.05） 和 0.462， 正 相

关显著。社会能力和他人情绪评估能力与 4 个

维度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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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情绪监控 19.36 2.39

2. 情绪利用 20.59 2.5 6.294*

3. 社会能力 21.55 2.13 .462** .370*

4. 他人情绪评估 15.30 2.67 .423** .198 .531**

5. 情绪智力总分 76.80 7.11 .740** .645** .788** .749**

6. 检索策略使用 18.39 5.13 .286* .428** .110 .112 .326**

7. 信息评价 25.39 6.38 .306* .447** .197 .183 .392** .859**

8. 信息参考 11.60 3.42 .468** .253* .198 .167 .369* .668** .712**

9. 行为调整 19.43 6.87 .181 .462** .050 .070 .269* .907** .890** .568**

10. 搜寻行为总分 74.55 20.36 .291* .453** .123 .128 .347** .952** .956** .759** .948** 1

说明：*p<0.05，**p<0.01

为了预测情绪智力各个维度对信息行为能

力的影响，笔者以信息行为的各个维度分别为

因变量，以情绪智力的 4 个维度，即情绪监控、情

绪利用、社会能力和他人情绪评估能力同时作

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模型，得到 5 个回归模型：

yi=ai+bix1+cix2+dix3+eix4+ξi，i=1, 2…，5。

其中 y1、y2、y3、y4 和 y5 分别为检索策略、信

息评价、信息参考、行为调整和总分，x1、x2、x3

和 x4 分别为情绪监控、情绪利用、社会能力

和他人情绪评估的 4 个情绪智力维度。ai 为常

量，bi、ci、di 和 ei 为系数，ξi 为误差。结果如

表 3 所示：

表 3  搜寻行为的回归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自变量 检索策略 信息评价 信息参考 行为调整 总分

情绪监控 .230 .197 .457** .116 .221

情绪利用   .416**   .405** .131   .497**   .441**

社会能力 -.159 -.076 -.043 -.203 -.159

他人情绪评估  .017  .060 -.028  .031 .032

F  2.882*  3.031*  2.897*  3.118*  3.226*

调整的 R 方 .149 .159 .153 .165 .172

说明：*p<0.05， **p<0.01

从表 3 和回归方程模型可以看出，5 个回

归方程的整体拟合度 F 达到显著水平，从各个

回归模型可知，当情绪智力的 4 个维度同时进

入回归方程时，信息参考行为主要受情绪监控

的影响，回归系数为 0.457（p<0.01），统计显

著；而检索策略使用、信息评价、行为调整和

行为总分主要受情绪利用能力的影响，回归系

数分别为 0.416（p<0.01）、0.405（p<0.01）、0.497
（p<0.01）和 0.441（p<0.01），统计显著。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数据调查分析发现情绪智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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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行为能力正相关显著，说明情绪智力高的

个体其信息搜寻能力较高，个体情绪智力影响

信息搜寻能力。从情绪智力的分维度看，主要

是情绪监控和情绪利用维度影响个体信息搜寻

能力，当情绪智力的 4 个维度（情绪监控、情

绪利用、社会能力和他人情绪评估能力）同时

进入回归方程影响信息搜寻行为时，情绪利用

能影响检索策略使用、信息评价、行为调整和

信息搜寻行为能力总分，情绪监控主要影响信

息参考行为。情绪利用指个体利用相关情绪信

息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利用维度得分高的个

体其利用情绪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信息

搜寻个体进行信息搜寻行为时会面临各种问题

（如检索策略的选择、查询的信息是否准确、是

否应该调整目前的搜寻行为），由此会产生各

种情绪，例如对信息结果不满意会产生焦虑情

绪，焦虑情绪利用高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促进

搜寻个体调整行为，重新选择策略，直到产生

满意的搜寻结果，信息搜寻效果提高；而焦虑

情绪利用不好的个体可能会自暴自弃，放弃搜

寻，不利于信息的搜寻。因此情绪利用对信息

搜寻行为（检索策略使用、信息评价、行为调

整和信息搜寻行为能力总分）影响较大。情绪

监控指个体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情

绪监控得分高的个体不容易受情绪的影响，表

现的较为理性，因此情绪监控得分高的个体对

信息的利用参考程度较高，能更为理性地对搜

寻的信息进行参考和加工，影响信息参考行为。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样本数量较少

且单一，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对结果进行分

析。②情绪智力数据和搜寻行为都是用自我

问卷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需要结

合多种方式获得数据，例如实验的方式，进

一 步 检 验 结 果 的 准 确 性。③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响，例如人格等 [13]，需要结合更多的内外部

变量探讨情绪智力与信息搜寻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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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search capability is the focu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by 250 undergraduates, this paper 
used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for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search capability is positively obvious. When it comes to all variables 
in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is mainly affected by reg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emotion. Utilization of emotion mainly affects retrieval strategies, information evaluation, 
behavior adjustment and total score; regulation of emotions mainly affects the information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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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基于 Web 2.0 的企业知识管理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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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如何利用 Web 2.0 的方便、快捷、大众参与、互动性强等优点，将其应用到企业

知识的获取、共享、评价和使用中来，提高企业知识管理效率，是目前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关键问题。[ 方

法 / 过程 ] 在对 Web 2.0 的特征和主要技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 Web 2.0 相关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中

的作用及应用模式，然后提出了基于 Web 2.0 的企业知识管理方式，包括利用 Web 2.0 技术进行的知识获

取方式、知识分类和组织方式、知识共享与评价方式。[ 结果 / 结论 ] 通过将 Web 2.0 相关技术引入到企

业的知识管理中，为知识管理相关活动提供便利、低成本的工具和方式，帮助企业内、外部用户快速、方便、

即时地参与企业的知识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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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 马 瑟 和 奥 莱 理（J. Musser 和 T. 
O’Reilly）最早对 Web 2.0 进行了定义，他们认

为 Web 2.0 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技术趋势所共

同形成的 21 世纪网络的基础，是一个更成熟且

特俗的媒介，其特征为使用者的参与、开放以

及网络效应 [1]。目前被业界比较认可的概念是，

Web 2.0 是以博客（Blog）、维基（Wiki）、信

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掘

客（Digg）、威客（Witkey）、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SNS）、 标 签（Tag）、

即时通信（Instant Messenger，IM）等社会软件

的应用为核心，依据六度分隔、分形、XML、
Ajax等新理论和技术实现的互联网新一代模式。

Web 2.0 模式和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大大促进了

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知识和信息的共享与交流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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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企业竞争力的最终来源，企业需

要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挖掘企业内外部的知

识，并进行传递、分配、转化、共享和创新知

识 [2]。随着知识管理被企业组织日渐重视，Web 
2.0 相关技术也逐渐由个人应用向组织应用扩

展，Blog、Wiki、Witkey 等开始应用到企业知

识共享平台 [3]，促进了企业知识管理的发展。

如 IBM 公司就通过利用 Web 2.0 技术来开发员

工创意资源 [4]。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 Web 2.0 的

便利性和价值，尝试引入 Web 2.0 技术到企业知

识管理应用中并对其进行研究。朱春艳和华薇

娜 [5] 绘制了十年来 Web 2.0 研究热点演进趋势

的知识图谱，得出 Web 2.0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图

书馆领域、信息服务领域、信息交流与社会网络、

知识管理和用户行为等。刘念 [6] 将 Blog 作为个

人知识管理工具引入企业，提高企业知识管理

效率，并在瑞立集团进行实施验证其有效性。

李纲等 [7] 和 R. Ramanau & F. Geng[8] 研究了基于

Wiki 的组织内部知识共享的实现过程。徐翔斌

等 [9] 阐述了 SNS 在企业内部知识管理、客户关

系管理以及企业精准营销等方面的应用，并建

立微博客户价值评价模型，为企业实施基于微

博的网络营销和客户关系管理提供参考。程涛

等 [10] 构建了一种基于 Blog 和 Wiki 的企业知识

共享机制和原型系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适应网

络经济发展的知识共享与管理方法。赵英等 [11]

基于对企业级“Web 2.0 使用 - 企业社会资本 - 知

识管理能力”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 为不同行业、

产权性质和规模企业能够更好地将 Web 2.0 技术

应用到企业信息化与知识管理实践中提出了对

策与建议。徐宏宇 [12] 介绍了 Web 2.0 在知识管

理中的应用，并认为知识管理人员充分利用这

个更加开放、更为个性化的 Web 2.0 环境 , 将促

进知识管理的发展。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Web 2.0 相关技术如

Blog、Wiki 等已经开始应用到企业知识管理活

动中，但还缺乏对各类 Web 2.0 技术在知识管理

中应用的系统分析，而且对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进行企业知识的获取、组织、共享和评价等的

研究也存在不足。

2  Web 2.0及其在企业知识管理中
的作用

2.1  Web 2.0 相关技术及特征

费雷斯特市场研究公司对 119 名首席信息

官以及 500 多名公司员工进行了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他们对 Web 2.0 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

涉 及 的 领 域 包 括 Blog、Wiki、RSS、SNS，以

及 Tag 等。从中归纳出 Web 2.0 主要技术包括： 
Blog、Wiki、RSS、Digg、Witkey、SNS、Tag、
IM 等。Web 2.0 可以通过这些技术运用于信息

共享、知识共享、协同完成任务等方面。

关于 Web 2.0 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学者从

不同角度进行了归纳。T.  O’Reilly[13] 中提出 Web 
2.0 的七种基本设计原则：以 Web 作为平台、以

服务为发展导向、用户的积极参与、自动改进

服务、集体智慧、内容为中心、永远的测试版、

丰富的用户体验。L. Colin[14] 总结了 Web 2.0 的

三个基本特征，即自助网站、丰富的用户体验

和轻量级编程模型。L. Moira[15] 证明了 O’Reilly
提出的 Web 2.0 的七大原则与知识管理具有相关

性。王伟军和孙晶 [16] 归纳 Web 2.0 的理论基础

为长尾理论、社会性软件和社会网络、六度分

离理论。

综合目前国内外 Web 2.0 观点的总结，归

纳出 Web 2.0 最重要几个基本特征。 
（1）以用户为中心。去中心化，而以广大

用户为中心，用户不再只是作为被动的接收者，

主动参与建设，即每位用户既是信息的阅读者，

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修改者。

（2）开放与互动。鼓励用户开放地讨论，

创建信息共享的氛围，进而也不断地丰富用户

的知识与网络资源，用户可以感受到团体的氛

围、学习知识的快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

（3）自组织性。以自组织的方式让人、群

体、内容和应用等元素充分互动起来，自我良

性循环发展。个人与个人之间，内容与内容之间，

以及个人汇聚的群体与群体之间都形成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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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自组织方架构。

（4）大众的集体智慧。詹姆斯·索罗维基

在 2004 年 SXSW 大会的演讲上提出了“大众的

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广大用户的

集体智慧创造新的互联网体系和内容 [17]。

2.2  Web 2.0 相关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作用

Web 2.0 核心概念是开放、互动与分享，鼓

励用户深度参与，利用广大用户的集体智慧来

进行知识创造和分享，这些特性使得 Web 2.0 技

术在支持企业知识管理方面具有很多优势。

（1）发挥大众集体的智慧，让企业知识的

获取更加广泛。员工能够参与企业知识库的建

设，随时通过 Blog 等方式记录和分享自己的学

习心得体验等知识。

（2）通过知识与员工的关联，可以方便的

找到知识和专家，并让知识共享和应用效果可

以得到及时的反馈。

（3）方便员工参与知识的阅读、推荐、评

价等活动，这些活动间接推动企业知识的更新

淘汰，促进知识库的自组织优化。

（4）支持知识的协作和互助，员工可以通

过 Wiki 模式进行企业知识的协同创作，也可通

过威客模式发布问题、提供帮助或者招募项目

伙伴等。

对 Web 2.0 相关技术与知识管理主要功能

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 Web 2.0 相关技术对知

识管理的不同功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具

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Web 2.0 相关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作用

Web 2.0 功能类目 知识获取 知识描述 知识评价 知识组织 知识合作 知识共享 知识应用

Blog ◎ ● ◎ ◎ ● ◎

Wiki ◎ ● ● ● ● ●

Witkey ◎ ● ● ◎ ●

Digg ◎ ● ◎ ● ● ●

Tag ◎ ◎ ● ● ● ◎

Rss ● ◎ ◎

SNS ◎ ◎ ● ◎ ● ●

IM ◎ ◎ ◎ ◎

注：●表示作用非常大；◎表示作用比较大

3 Web 2.0相关技术在企业知识管
理中的应用

随着 Web 2.0 技术的广泛使用和成熟，它

们渐渐开始在知识管理上应用并产生影响。各

种 Web 2.0 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帮助企

业获取内外部的知识，建立和管理知识库，实

现协同设计和制造，营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

发现好的知识和好的专家，促进知识应用等。

（1）Blog：可以让员工随时随地撰写、

分享和修改个人知识，包括专长的领域知识、

从事某项目的项目经验、开发技术知识等，并

让其他员工对知识进行讨论和评价。Blog 方式

既能够对显性知识进行梳理，又促进了隐性知

识的挖掘和表述。将 Blog 工具引入企业知识管

理，可以作为企业现有知识管理系统的重要补

充 [6]。

（2）Wiki：是一种用开源方式开发的协同

式知识载体，任何人均可积极参与其中，通过

添加内容、共同创作来不断地积累、完善和分

享知识。员工可以利用 Wiki 模式对领域术语、

专业知识进行协作编辑和分享，并不断进行完

善。

（3）Witkey：企 业 利 用 Witkey 工 具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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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中急需的难点知识和项目知识进行悬赏

提问，激励广大用户的群体智慧对当前急需的

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还可以针对某一项目在组

织内招募项目合作成员等。

（4）Digg：是一种用户主动参与的知识

挖掘与评价方式，有利于高价值知识的发现和

分享。员工通过 Digg 方式对感兴趣知识的挖

掘，帮助企业从海量知识库中挖掘有用的知识，

Digg 的同时也是对知识的一种分享与评价。

（5）Tag：可以帮助员工方便地管理和分

享各种知识，而且员工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设

置标签，也可帮助企业对海量的知识进行协作

分类。如豆瓣网就采用类目和自由标签方式结

合来对网站信息进行组织和管理 [17]。

（6）SNS：企业通过 SNS 工具可以帮助员

工扩展交际圈，促进在企业内形成某一专业领

域小组或知识圈子，利于知识的交流与分享，

也可帮助发现员工中的专家。

（7）RSS：通过信息过滤、信息订阅以及

信息推送来实现知识的共享，员工可应用 RSS
方式订阅自身感兴趣的领域知识，提高知识检

索和应用的效率。

从图 1 可以看出 Web 2.0 相关技术在企业

知识管理中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图 1  Web 2.0 相关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应用

4  基于Web 2.0 的企业知识管理 
方式

4.1  企业知识的获取方式

企业的知识来源总体看来有内部和外部两

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自生的，二是企业外部

吸收的；内部自生的知识主要包括由企业内部

以往经营中所沉淀的经验、制度、专利等和企

业员工所拥有的知识，外部吸收的知识主要包

括企业与外部客户合作中所积累的和公开网络

中吸收的有用知识 [18]。

企业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由用户上传的人工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技

术从网络上自动抓取的机器方式。

（1）用户上传的方式，包括由企业专门

的知识管理员编辑上传的方式和由广大员工

自主上传的方式。管理员上传的方式主要存

在的问题是：①企业专门的知识管理员人员

有限，而且企业知识库涉及的海量的知识，

他们很难管理和熟悉所有类别的知识；②管

理人员只能获取和管理大家已有的公开的知

识，而对于企业员工的私有知识却无能为力。

员工自主上传的方式发挥广大员工的集体智

慧，由员工归纳和分享自己所擅长领域的知

识，可以解决知识管理人员有限、知识面窄

的问题，但也存在员工共享积极性不高、知

识上传不规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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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采用知识管理员编辑上传和广

大员工自主上传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发挥广

大员工的积极性，由他们自主将擅长领域的知

识进行编辑上传；另一方面，企业设置专门的

知识管理员，对员工上传的知识的规范性进行

审核和管理，促进企业知识库中的知识规范化，

易于员工使用。

（2）网络自动抓取获取的方式，是指采用“网

络蜘蛛”软件，通过关键词或标签，自动从指定

的网站下载企业所关注的领域知识到企业知识

库中，如专利、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网络文章等。

这种方式可以自动获取网络中大量的公开知识，

但也可能存在格式不规范、重复知识等问题，

所以还需要由知识管理员进行进一步的人工审

核才能入库。

根据以上分析，利用 Web 2.0 工具，根据

知识来源不同采取不同的获取方式，给出基于

Web 2.0 的企业知识获取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 Web 2.0 的企业知识获取模型

Web 2.0 针对不同的用户，可以采用不同

的 Web 2.0 的知识获取方式：①企业内部员工的

个人知识。采用基于 Web 2.0 的 Blog、Wiki 和

Digg 等形式，通过知识共享激励机制，鼓励员

工主动发布个人知识。②企业内的组织知识。可

以由各部门的企业知识管理员定期进行整理上传

到企业知识库。③外部组织用户（合作伙伴、供

应商和客户等）知识。提供外部用户一个发布自

己建议的渠道（如 Blog），让他们可以方便地

发布对于企业服务、产品等方面的建议方面的知

识。④外部公开的网络媒介知识。利用网络蜘蛛

技术定时自动到网络专利库、行业网站进行抓取，

经过知识管理员审核后，进入企业知识库。

4.2  企业知识的分类组织方式

Web 2.0 相关工具在为企业引入了源源不

断的新知识的同时，也给企业知识库的建设带

来了新问题。员工利用 Blog 发布的知识往往不

够规范，大部分是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描述，而

Witkey 模式所获取的问题和解答知识通常是涉

及很多领域的综合知识。传统的分类目录结构

再难以应对 Web 2.0 环境下不同种类知识的分类

和组织需求，而且，员工也希望能够根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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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来进行个性化的知识分类和组织，这为企

业的知识分类和组织带来了挑战。

一般来说，知识关联的方式主要有领域类

别、关键词、标签、属性、聚类、行为、诊断

/ 推理等 [19]。属性、诊断 / 推理方式需要基于本

体技术来构建本体库，成本高、工程大，聚类

则需要通过对知识的相关程度进行分析从而建

立关联。对于企业来说，更看重的是知识的管

理简单有效。通过选用领域分类树、关键词和

标签三种方式综合对知识进行分类，既可以有

传统目录分类结构的优点，又可以满足用户个

性化分类的需求，如图 3 所示：

图 3  领域分类树、自由标签和关键词综合的知识分类方式

（1）领域分类树。领域分类树是传统目录

分类结构，指按照知识的专业领域、知识属性

和知识类型进行逐层划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树

状体系，其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便于员工检

索知识。员工可以按专业领域、作者、知识类

型等多个目录对知识库进行检索，如员工可在

专业领域目录和知识类型目录下都可发现“35kV
变压器安装说明”的知识文档。然而，领域分类

树要求对知识能够清晰准确的划分，而对领域

比较模糊或者跨领域的知识则很难管理。

（2）关键词。关键词分类，即以知识内容

中的关键词作为关联纽带，将具有相同关键词

的知识自动关联起来 [20]。知识库中知识通过关

键词建立关联关系，当员工查询某一关键词时，

所以与关键词相关的知识都可检索出来。企业

知识库可以根据专业术语表建立关键词库，也

可由员工发布知识时，添加关键词。关键词关

联性比较强，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形式的专业知

识内容中，但相比于企业海量的知识库，以专

业术语体现的关键词的数目仍然有限，不够灵

活。

（3）自由标签。自由标签，也称为分众分

类法，是指由广大员工自发性定义的，具有平

面结构而非等级结构的标签分类方法。该方法

通过用户群体定义的频率来决定知识的标签，

如员工可以对知识文档“35kV 变压器安装说明”
自行定义“35kV 变压器”和“安装说明”两个标签，

如果所有对该知识定义的标签中，“35kV 变压器”
和“安装操作规范”出现频率最高，那么它们就

是该知识的自由标签。自由标签虽然相对不够

严谨，缺乏准确度，但使用灵活、方便、且不

受条件限制，能满足员工个性化的认知需求。

此外，Blog 和 Witkey 中的知识比较随意，

涉及领域也可能比较广，比较适于采用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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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标签的方式，而维基中的知识要求规范

性强、分类明确，适合采用领域分类树的方式。

4.3  企业知识共享与评价方式

企业的知识管理不仅仅到知识获取入库为

止，还需要知识进行分类组织、共享和评价，

促进知识有序化，让员工能方便快速和准确的

检索到高价值知识，才能促进企业知识应用与

创新 [21]。借助 RSS、Tag、Blog、Wiki、SNS 等

Web 2.0 技术，企业广大员工可以方便地实现知

识的获取、组织、共享、评价和应用，克服传

统知识管理方法论中存在的缺陷，为知识管理

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和方式。

根据以上思想，可以构建基于 Web 2.0 的

企业知识共享与评价系统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基于 Web 2.0 的企业知识共享与评价模型

Web 2.0 企业中拥有知识的个体（员工）或

者群体（员工团体、知识小组）等，可以利用

Web 2.0 相 关 技 术， 通 过 Blog、Wiki、Witkey
等工具来进行知识创造、编写和分享；通过

SNS、IM 等进行知识交流、协助和分享，形成

一些知识交流社区、兴趣小组；通过互动标签、

关键词和领域分类树等对知识进行分类和组

织，并利用 RSS 等实现知识的检索与推送；通

过 Digg、自主评分等形式进行知识评价。这些

Web 2.0 技术使得知识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地

进行知识创造、共享、评价与应用，促进企业

知识库的构建与应用。

5  总结和展望

本文分析了以 Blog、Wiki、Digg 等为代表

的 Web 2.0 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作用，进而

阐述了各种 Web 2.0 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

应用，重点提出了基于 Web 2.0 的企业知识获取

方式、分类与组织方式、共享与评价方式。研

究希望可以为企业知识管理者提供借鉴，促进

企业知识管理的发展和水平。研究不足在于缺

乏实际的企业应用案例，Web2.0 技术在企业中

的应用效果需要实践来证明。未来考虑进行实

证研究，通过问卷调研方式，来了解一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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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不同 Web2.0 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中应用

的态度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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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t is the key for the research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using the advantages of Web 2.0, such 
as its fastnes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trong interaction.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technologies of Web 2.0,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ole and application of Web 2.0 
re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s based on Web 2.0, including knowledge acquisition method,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method, knowledge shar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 by using Web 2.0. [Result/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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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E-Science 的发展，科研行为的主要特

征是基于数据的科学探索，研究数据是科研活

动的驱动力，科学研究已步入以数据密集型为

特征的大数据科研范式 [1]。大数据时代，研究

数据的内涵与特点发生改变，其来源范围广、类

型多样、数据体量巨大以及数据流实时变化，被

称之为科学大数据 [2]。因此，以往的数据管理

模式因不能适应研究数据的管理，而使得研究

数据易遭到损坏与污染，数据不能得到有效利

用和长久保存，影响现阶段的科学研究行为的

进行。各领域学者基于自身学术背景对研究数

据管护 (data curtain, DC）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

【学术探索】

国际数据管护的科学知识图谱研究
◎ 虞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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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10004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数据管护是信息化科研环境下研究数据管理的重要部分，梳理国际已有相关研

究成果，以期全面认识数据管护，为国内数据管理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 过程 ] 以 Web of Science 为数

据源，检索时间截至 2016 年 10 月，检索词为数据管护，将检索到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共现和

共被引分析方法，利用 CiteSpace Ⅲ软件工具，绘制国际数据管护的知识图谱，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研

究的学科分布、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知识基础的 4 个维度，对国际数据管护研究进行解读、分析与总结。

[ 结果 / 结论 ] 国际数据管护研究始于 2000 年，已经步入成熟期，并形成特定的研究学科、机构和群体，

研究的知识基础主要为数据描述、集成与关联、科研过程的数据维护和增值活动、数据管护利益相关者以

及图书馆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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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探索。笔者将对国际学术界的数据管护研究

进行梳理，以期整体、全面地认识与把握数据

管护研究的整体面貌。

2  数据管护定义

英国数据管护中心 (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 对数据管护进行明确定义：数据管护是指

贯穿数字化研究数据整个生命周期的维护、保

存和增值的动态主动的管理活动；对研究数据

进行主动的管理，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数据在未

来研究价值的威胁、降低数字老化的风险；置

于可信的数字化存储库中的管护数据，可促进

英国研究领域的数据共享；数据管护可减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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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创建的重复工作，并通过增强高质量研究的

可用性来提高数据的长期价值 [3]。联合信息系

统 委 员 会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 指出 , 数据管护是在数字数据和研究成果

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 维护和利用它们以服务当前

和未来的用户的一系列活动 [4]。

从档案视角解读，认为数据管护是将数字

保存、数字图书馆管理、数字归档和数据管理

阶段性介入活动进行融合成一个整体；数据管

护实质是贯穿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的管护活动，数

据管护术语的产生，由于数字归档的含义在信

息资源保存领域的滥用，使得数字归档的含义

遭到曲解，使得数字资源的长期、全过程管理

的研究需要创建新的术语来准确描述数字资源

的生命周期管理的研究 [5]。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

提出数据管护是在学术研究、科学和教育活动

中主动、持续地贯穿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

活动，通过数据认证、归档、管理、保存和描

述来促进数据的检索发现、长期保存和增值重

用 [6]。

综 上 所 述， 数 据 管 护 具 有 以 下 特 点：    

①数据管护是一种主动、持续和不间断的数据

管理，贯穿整个研究数据的生命周期，确保研

究数据管理过程是一条可追溯的连续链条；  

②数据管护目的是维护和增值研究数据的价

值，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和长期可用，满足现

在和未来的使用需求；③数据管护促进研究数

据资源的检索与发现、共享与利用、减少科研

资源的重复建设。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数据与方法

为全面把握国际数据管护研究情况，避免

遗漏重要文献，本文所选取的统计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以  
“digital curation” “data curation” 为 主 题 或 标 题

进行检索，时间跨度：1900-2016 年，文献类

型： 包 括“article，editorial，letter，proceeding 
paper，review”5 类，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去重、清洗，最终得

到 319 条文献记录。

国外数据管护研究的文献增长趋势符合普

赖斯提出的科学文献指数增长的普遍规律，拟

合优度 R2 为 0.974（见图 1）。国外数据管护研

究始于 2000 年，2000-2005 年间的发文量少，发

展极为缓慢，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006-2013 年

间的年发文量呈现增长态势，实际发文量都超

过理论值，研究处于快速增长期；2013 年之后，实

际发文量小于理论值，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

拉大，研究步入成熟期。数据管护的年发文量

呈绝对值持续增长趋势，自 2013 年起，每年发

文量均在 40 篇以上，2015 年达到 62 篇。

图 1  WOS 数据库数据管护研究积累文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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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知识图谱，科

学知识图谱是将信息可视化技术、应用数学、图

形学、计算机科学等与科学计量学结合起来的交

叉科学研究方法，可将科学前沿领域的海量文献

数据信息转换为可视化图像，展示单凭个人经验

难以直观获得的学科前沿领域的总体图景、发展

态势与结构特征。具体分析方法是基于共现分析

法来明确国外数据管护的研究主体；利用共被引

分析展现国外数据管护的知识基础。

3.2  数据管护的研究主体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共现图谱分析法，从学

科分布、研究机构、作者分析 3 个维度对施引

文献进行分析，以探求数据管护的研究主体。

3.2.1  学科分布分析科学知识图谱

如图 2 所示，计算机科学与图书情报学的

节点年轮较大，表明学科的发文数量多；节点

年轮颜色由蓝、绿、黄组成，暗示研究跨 3 个

时间段，长期时间关注且持续性研究。生物化

学研究方法、天文与天体物理、计算机科学、成

像科学与照相技术、统计与概率、地理学、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遥感、基因与遗传学等学

科的节点被紫圈标注出来，代表节点具有较大

的中心度（不小于 0.1），处于在网络结构中重

要的中心位置，在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图 2  WOS 数据库数据管护的学科分布

从学科分布来看，数据管护研究具有多学

科性，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均关注数据管护方

面问题，积极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产生这种

现象的原因主要为：①研究数据主要由具体的

基础学科产生。研究数据来源于科学研究的观

测、探测、调查和综合分析所获得的数值型的

事实记录，随着 21 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新一

代科学研究的手段与方式的应用，促使研究数

据的生产方式步入自动式化感知式系统阶段。

研究数据具有学科背景属性，基础学科多围绕

学科的特定项目开展数据管护研究，以满足自

身学科知识体系对研究数据的管护的特定需要。

②不同学科的研究数据在管理与服务具有共同

属性。应用学科夯实了数字化科研的基础以及

统一了研究数据的技术标准，这些称为了数据

管护中的网络基础设施的依托、信息技术的支

撑、政策指导与管护理论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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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在数据管护的研究方向主要是

人工智能、信息系统、跨学科应用、软件工程

与理论方法，从全方面对数据管护研究进行技

术支持，其研究始于 2001 年。生命科学与生物

医学对数据管护研究力度与重视程度不亚于计

算机科学，随着新一代测序工具与技术出现，基

因研究产生海量的基因数据，因此，生命科学

与生物医学对于基因数据管理需求增大，需要

确保基因数据的及时更新、实时维护、关联和

集成资源、长期保存与有效获取等，驱动科学

研究的新发现。图书情报学的发文数高达 84
篇，科学体量较大，学术影响力较强，是推动

数据管护研究进展的主力军之一。

3.2.2  研究机构分析

由 图 3 可 见，北 卡 罗 来 纳 大 学 教 堂 山 分

校、爱丁堡大学、普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以及圣迭戈

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数据管护研究上比较活跃。

图 3  WOS 数据管护的研究机构

突现是指变量值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变

化，突现信息是一种可用来度量更深层变化

的手段，对机构突现的研究，能够把握机构

在数据管护研究上的关键转变节点。北卡罗

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2007 年共有 4 篇关于数

据管护的文献，主要为数据管护的人才培养

和软件工具研发的研究。其图书馆与信息科

学 学 院 承 担 的 数 据 管 护 课 程 (Digital Curation 
Curriculum，DigCCurr ) 项目，包括培育数据管

护的研究生层次专业人才，探索数据管护课程

设置 [7]；界定数据管护人才以及数据管护应具备

技能与知识 [8]。The Vidarch Project1 项目捕获数

据资源的相关信息，基于数据资源的元数据和上

下文本信息关系，实现数据资源的全面注释 [9]；研

发 ContextMiner 2 工具，帮助数据管护人在数据

库中进行数据查询、编译及存储 [10]。爱丁堡大

学 2004-2007 年共有 4 篇关于数据管护的文献。

面对生物数据爆发式增长，P. Buneman 倡议对

数据库进行管护，确保数据的安全可靠 [11]；P. 
Buneman 同时阐释数据管护的两种不同的文

化，档案专家、管护者侧重对数据资源的长期

保存与可靠访问，研究者侧重数据资源的可视

化、注释与关联 [12]；C. Rusbridge 等认为 DCC
成立将更好地指导数据管护活动的开展 [13]；M. 
McGinley 呼吁将数据管护纳入法律层面，以此

将有效地指导研究数据的开放或保密 [14]。普渡

大学在 2008 年发表 2 篇关于数据管护文献。普

渡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原理的指导

下，利用分布式机构知识库设施基础，开展具

体学科的研究数据管理的探索，为数据管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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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实践案例 [15]；M. Y. Eltabakh 研发生物数

据库的可扩展数据库引擎，支持研究者对生物

数据库系统进行统一的数据管理，如数据及派

生信息的注释、存储、数据查询和跟踪等，促

进普渡大学的研究数据管理 [16]。

3.2.3  作者分析

如图 4 所示 , 节点年轮的颜色变化反映了研究

者的活跃时段，笔者依据图谱的时间分区的颜色变

化，将数据管护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分为三代研

究者，以2006年和2012年作为时间分区的分界点。

图 4  WOS 数据管护的作者分析

第一代研究者的节点以蓝色为主，随着科

研信息化的展开，研究者对研究数据管护的需

求不断增加。P. Buneman 团队倡议及阐述数据

管护以及数据管护中心成立的意义；P. Martin
团队研发基因数据库的集成分析工具，支持数

据集成化研究。第二代研究者的节点以绿色为

主，主要是图情及计算机领域围绕研究数据管

护展开的研究活动。C. Prom 团队从数据管护教

育角度，主持开展数据管护课程（DigCCurr）和

数 据 管 护 差 距 弥 补 课 程（Closingthe Digital 
Curation Gap）以储备数据管护的专业人才； L. 
Martinez-Uribe 团队研究图书馆在数据管护的角

色定位、服务创新；S. Ross 团队研发文本流派

分类方法自动获取元数据。第三代研究者的节

点以黄色为主，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学科开展

的细粒度的数据管护活动，Á. Sánchez-Ferrer 团

队基于生物基因需求，提出数据管护的具体要

求；W. Los 团队建立数据管护以此来推进数据

资源共享开放；C. Jandrasits 团队从纳米领域提

出数据管护的重要性；B. Stvilia 团队从基因领

域出发，研究数据管护以及数据质量要求；J. 
Bhate 团队介绍国际分子交换联盟中心（IMEx 
Central）实施交互质量控制、交叉管护等数据

管护措施。

3.3  数据管护研究的知识基础

由图 5 可知，文献共被引网络主要为 8 个

聚类。基于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聚类标签对

各类的研究内容和核心观点进行解读，发现研

究内容大致可分为数据管护对科研活动的新价

值、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的建设、数据管护

在具体学科的应用、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以

及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几方面。

3.3.1  数据管护对科研活动的新价值

表 1 列 出 聚 类 3#scientific data 的 被 引 文

献和施引文献，阐释科学数据对科研活动的新

价值，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如何使用数据管护

实现对数据的维护和增值，涉及到科研工作流

程、数据共享及出版的管理。科学研究具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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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驱动性和开放协作性，数据共享可以支持科

学研究的再现或验证，确保研究结果为公众所

用，方便其他人利用现有数据开展新研究，提

升研究创新水平 [17]。

图 5  数据管护研究文献共被引时间线程图

表 1  聚类 3#scientific data 核心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11 0.48 C. L. 
Borgman

2012 The conundrum of sharing research data [2] Data sharing, small sci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7 0.45 C. Tenopir 2011 Data Sharing by Scientists: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4] Designing submission 
and workflow services for 

preserving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data

6 0.45 M. J. Costello 2009 Motivating Online Publication of Data

7 0.44 C. L. 
Borgman

2007 Little science confronts the data deluge: 
habitat ecology, embedded sensor 

networks, and digital libraries

科学界对小研究数据潜在价值的认识加      
深 [18]，P. Borgman 以栖息地生态学为例，介绍

了数字图书馆利用嵌入式网络感知中心，来支

持“小科学”学科的数据管理，以便解决小研究

数据趋向于异质、个人管理的状态或是未被保

存、未被管理的状态 [47]。尽管海量研究数据产

生，使得数据洪流现象出现，但只有少数领域

出 现 数 据 共 享，C. Tenopir 等 2011 年 对 1 329
名科学家进行数据共享实践与理论调研，发现

阻碍科学家进行数据共享首要原因是时间不足

和资金缺乏，其次是开放平台、标准规范、政

策 制 定 等 [19]。M. H. Cragin 等 承 担 的 Data 
Curation Profiles 项目是基于研究者角度对数据

共享问题进行研究，从分享什么数据、何时和

与谁分享的 3 个维度分析研究者数据共享行为
[20]；P. Borgman 分析什么数据应该被共享、被

谁共享、在什么条件下共享、为什么共享以及

要做什么努力等方面，能帮助认识数据共享；以

上研究为数据政策制定和数据实践开展提供了

指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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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Costello 提出以数据出版代替数据共

享，构建数据的引用与访问系统，激励环境、生

物学科学家发布研究数据，解决数据可用性问

题 [21]。R. R. Downs 和 R. S. Chen. 设计跨学科数

据提交的工作流，便于满足跨领域研究的科研

人员提交数据的需求 [22]。

3.3.2  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包括支撑数

据管护的平台的基础设施，支持数据集成和

关 联 的 软 件 技 术。表 2 列 出 聚 类 2#biologist-
centricsoftware 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是面向数

据管护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这些文献主要

是探讨支撑管护软件研发和平台构建、服务体

系建设以及最佳实践探索。

表 2  聚类 2#biologist-centricsoftware 核心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2 0.02 C. Lagoze 2006 Fedora: an architecture for 
complex objec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2] Receptivity to Library Involvement 
in Scientific Data Curation: A Case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3 0 D. S. Brandt 2007 Librarians as partners in 

e-research: Purdue University 
Libraries promote collaboration 

[6] Cur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research data in an iRODS data 

grid
3 0 L. Lyon 2007 Dealing with Data: Roles,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Relationships

开源数字仓储软件 (Fedora) 描述数字对象及

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组织机构在管理及保存数字

资源方面提供基础 [23]。iRODS（integrated Rule-
Oriented Data System）的数据网格帮助用户高

效、简易管理各类数据资源 [24]。英国图书馆与

信息网络办公室总结数据管护的服务框架，鉴定

关键利益主体，分析其责任、权利与协作方式，确

定数据管理的目标（数据的保存、访问和重用），确

定实现目标的机制、流程和实践 [25]。普渡大学

图书馆在 e-Science 环境下，构建面向科研的嵌

入式服务的协同结构，开展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包

括数据描述、类型和格式的标准、收集、组织、归

档与保存 [26]；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参与领域科学的数据管护的过程，表明图书馆在

专业人才、基础设施与信息服务的优势将有助于

开展数据管护活动 [27]。以上图书馆的探索成为

数据管护的最佳实践。

表 3 列出聚类 6#annotation 的被引文献和施

引文献是基于数据集成和关联的数据管护，通

过构建大规模知识化的科学数据网络，便于研

究者深入挖掘和有效解释科研数据中各类资源

对象的内涵和关系。

基因芯片数据协会组织开发了微阵列数

据标准，规范了微阵列实验解释的最小信息描

述 [28]，促进国际上基因组学的实验室及公共

数据库的数据交流。C. A. Ball 评述微阵列数

据标准，规范了微阵列实验数据的注释描述和

交换标准，辅助微阵列数据库的建设和数据分

析工具的开发，促使高质量的基因表达数据的

共享，为基因研究的标准化铺平道路 [29]。S. A. 
Sansone 提出以技术手段和奖励机制促进生物数

据的互操作性，以提高科学社群对研究数据的

充分利用和开放共享 [30]。D. Howe 认为生物研

究数据管理和生物学数据管理的出现，解决不

断增长的高质量数据需求与有限、落后的数据

管理之间的矛盾 [31]。B. M. Good 等通过语义维

基构建生物医学的语义网链接，直接嵌入维基

百科编辑器来计算文章上下文的语义关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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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维基百科文章的语义呈现，便于用户查询与 发现 [32]。

表 3  聚类 6#annotation 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8 0.61 A. Brazma 2001 Minimum information about a 
microarray experiment (MIAME)—

toward standards for microarray data

[7] ArrayTrack - Supporting 
toxicogenomic research at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5 0.51 S. A. Sansone 2012 Toward interoperable bioscience data [2] Building a biomedical semantic 

network in Wikipedia with 
Semantic Wiki Links1 0.47 C. A. Ball 2002 Standards for Microarray Data

7 0.03 D. Howe 2008 Big data: The future of biocuration

3.3.3  数据管护在具体学科的应用

数据管护在生物学科、化学信息学与生

物信息学方面得到充分运用。表 4 列出聚类

0#database 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是数据管护在

生物学科的具体应用，这些文献主要是基于领

域本体与元数据的数据描述的管护活动，为生

物数据的描述和分类实现格式化，为计算机处

理创造可能。

表 4  聚类 0#database 核心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11 0.29 M. 
Ashburner 

2000 Gene Ontology: tool for 
the unification of biology

[6] Integration of tools and resources for display 
and analysis of genomic data for protozoan 

parasites

2 0.21 R. 
Apweiler 

2004 UniProt: the Universal 
Protein knowledgebas

[2] Long-term genome-wide blood RNA expression 
profiles yield novel molecular response 
candidates for IFN-beta-1b treatment in 

relapsing remitting 

1 0.19 A. Bahl 2003 PlasmoDB: the 
Plasmodium genome 
resource. A database 

integrating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data

[1] Integration of data in biosciences

随着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得基因组和转录组开始进入高通量测序，实

验室和基因数据库得到海量核序列数，但是

对核序列数的描述和保存格式不统一，严重

阻碍了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基因本体的出

现，统一了规范基因功能注释和描述 [33]；生

命研究数据库采用基因本体来对研究数据进

行标注，通用蛋白质资源数据库（UniProt）为

科学社群提供集成、高质量、可获取的蛋白

质 资 源 数 据 [34]，PlasmoDB 数 据 库 通 过 疟 原



209

虫基因注释标准化，关联基因组定位、转录

本信息等各种信息，方便疟疾研究者查询 [35]。

数据的描述、注释以及保存格式的规范，有

助 于 研 究 的 新 发 现，通 过 统 一 基 因 本 体 术

语，便于集成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便于发现

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证据 [36]。

表 5 列出聚类 1#QSARmodeling 的被引文

献和施引文献是数据管护在化学信息学的具体

应用，这些文献主要是围绕研究数据建模过程

的管护活动，依据数学原理，探索数据之间的

关系，提取信息及发现知识等。定量构效关系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QSAR)
作为化学信息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对化合物

结构与其活性之间关系的定量描述研究 [37]。

表 5  聚类 1#QSAR modeling 核心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2 0.27 R. Judson 2009 The toxicity data landscape 
for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2] Genotype-phenotype databas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the post-

genomic era
7 0.13 D. Fourches 2010 Trust, But Verify: On the 

Importance of Chemical 
Structure Curation in 

Cheminformatics and QSAR 
Modeling Research

[2] A quality alert and call for improved 
curation of public chemistry databases

3 0.1 M. 
Kanehisa 

2000 KEGG: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2] Data governance in predictive toxicology: 
a review

[2] Best practices for QSAR model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exploitation

建 立 研 究 数 据 的 汇 聚 机 制 与 模 型 , 如 集

成 计 算 毒 理 学 资 源 (Aggregated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Resource, ACToR)、京都基因和基因

组 学 百 科 全 书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and 
Genomes, KEGG) 和 基 因 型 — 表 现 型 数 据 库

（Genotype-phenotype databases），以解决数据

的多源、异构带来的数据使用效率低的难题。科

研信息化的推进，数据驱动科学研究的发展，数

据质量直接决定研究的成败。化学数据建模分析

过程采用标准规范 [38]，划定分析阶段，来确保

QSAR 模型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39]。面对预测毒

理学的数据的来源涉及学科广、数据的表示灵活

多样，F. Xin 认为数据管护能确保预测毒理学的

计算基础的数据高质量，推进学科发展 [40]。A. J. 
Williams 和 S.EKINS 倡议化学数据库采用数据管

护，来保障数据质量，推动科研进展 [41]。

表 6 列 出 聚 类 5#bioinformatics 的 被 引 文

献和施引文献是数据管护在生物信息学的具体

应用，这些文献论证了数据管护是如何支持生

物信息学的研究新模式。J. Bellenson 指出，微

阵列芯片技术在鉴定致癌物质与环境危害的应

用，促使毒理学研究的范式由假设驱动的研究

转向数据驱动的实验 [42]，数据对科研的重要性

日益显著。W. Tong 等指出 arraytrack 具有集合

毒理学的数据存储、分析和可视化的功能，支

持毒物学研究的进展与新发现 [43]。

3.3.4  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图书馆的服务

模式

表 7 列出聚类 4#digitalcuration 的被引文献

和施引文献确定了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这

些文献主是围绕数据管护利益相关者展开的角

色定位、职责划定和相互协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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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聚类 5#bioinformatics 核心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1 0.46 C.A. Afshari 1999 Application of complementary DNA 
microarray technology to carcinogen 
identification, toxicology, and drug 

safety evaluation

[7] ArrayTrack - Supporting 
toxicogenomic research 

at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1 0.03 J. L. Bellenson 1999 Expression data and the 

bioinformatics challenges

表 7  聚类 4#digital curation 核心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4 0.22 G. Pryor 2009 Skilling up to do data: whose role, whose 
responsibility, whose career?

[2] Placing the 
horse before the 
cart: conceptual 

and technical 
dimensions of 

digital curation

5 0.13 A. Gold 2007 Cyberinfrastructure, data, and libraries
Libraries and the data challenge: roles and 

actions for librar

5 0.10 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05 long-lived digital data collections:enabl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委 员 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发布《21 世界长期数字数据集合

研究与教育》，明确了管理层面对长期数字数

据集合管理的重视，开展数据管理研究以及教

育培训，以支撑 2000 年以后的科学研究。基于

数据在不同阶段的管理要求，提出不同机构、部

门的数据服务角色定位，以实现数据管理服务

角色的协作，实现数据管理服务的目标 [44]。图

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管理的参与者，拓展和延伸

数据服务，定位管理角色与职责，研究技术标

准和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等，以期在研究数据管

理乃至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H. R. Tibbo
从社会科学角度度审视数据管护，尽管数据管

护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但社会科

学对数据资产的长期管护更具有指导 [45]。

表 8 列 出 聚 类 7#science 的 被 引 文 献 和 施

引文献描述了科研新模式下图书馆的探索，这

些文献主要是描述了图书馆的数据管护服务模

式。L.Lyon 指出，随着“信息转变”，图书馆需

要审视在数据驱动科研环境下的机构目标和服

务范围 [46]。P. Hswe 和 P Hswe 从学术图书馆

在人员配置、基础设施及服务定位角度，论述

图书馆参与数据管理的必要性和参与模式，指

出图书馆将出现新的职业角色来满足数据管理

的需要 [47]。G. S. Choudhury 针对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已有的机构库等基础设施开展数据管护

服务，强调数据科学家和数据人文专家等新角

色在数据管护中发挥的作用，能全面支持高校

研 究 数 据 管 理 [48]。L. M.Delserone 论 述 了 明

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与机构库、信息部门等协同

合作，共同规划建设学校的数据管护的基础设

施；同时图书馆配置专业人才队伍，满足图书

馆开展数据管理与服务的要求，建设“科学馆

员队伍”[49]。L. Lyon 基于 Research360 的机构

研究生命周期模型，总结图书馆开展数据管护

服务的 10 个阶段，包括数据管理要求、计划、信

息学基础、引用、培训、许可、鉴定、存储、获

取、影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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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聚类 7#science 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 施引文献

被引 中心度 作者 年份 文献标题 引用 文献标题

6 0.35 G. S. 
Choudhury 

2008 Case study in data curation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3] Data management 
services in libraries

6 0.32 L. M. 
Delserone

2008 At the watershed: preparing for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steward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4 0.24 L. Lyon 2012 The informatics transform: re-engineering 

libraries for the data decade

4  结语

随着 21 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科学研究范

式向数据密集型转变，共同推动数据管护研究的

兴起。对国际的数据管护研究的分析和解读表

明，研究主体具有多学科性，其中，生命科学与

生物医学基于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围绕特定项目

进行数据管护的研究；计算机与图情等应用学科

则基于研究数据的通性，研究通用的研究数据

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规范。研究主体的机构主

要集中在欧美，其中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爱丁堡大学和普渡大学在数据管护领域比较

活跃，具有很大影响力。相较国外，中国对数据

管护的研究相对薄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

国际数据管护的专业人才培养上开展深入调研与

分析，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研究主体的学者合作

不够紧密，缺少稳定的、高质量的研究团队。数

据管护的知识基础集中于数据管护对科研活动的

新价值、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的建设、数据管

护在具体学科的应用、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以

及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基于上述对国际数据管护

研究的英文文献的梳理，望能为国内开展数据管

护研究带来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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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Digital Curation (D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in 
e-Science environment.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posing some issue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ing,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national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process] Documents relevant to data curation were retrieved from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With CiteSpace Ⅲ software based on the document co-citat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drew 
the knowledge map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cura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based subject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searchers and knowledge of the four dimensions, the related content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with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Result/conclusion] International digital cur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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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结构的多样性特征及动
态演化研究
            ——以知识管理领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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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了解近 15 年来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结构以及演化特征，发现研究的现状

和不足。[ 方法 / 过程 ] 综合运用统计学、生态学、科学计量学与地理学等方法，针对由 Web of Science

中 SSCI-E 以及 SCI 数据库 2001-2015 年收录的知识管理国际合作论文构成的跨国合作网络进行网络结构与

演化特征分析。[ 结果 / 结论 ]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参与者主要分布在亚洲、大洋洲和欧美地区；双边合作

是知识管理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美英在跨国科学合作网络中占据主导，美国是最主要的合作国家；中国

是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主导能力与其科学生产力不成正比。

关键词：知识管理  跨国合作网络  演化特征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许玉婵 , 梁启华 , 张春阳 . 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结构的多样性特征及动态演化研究 —— 以知

识管理领域为例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3): 214-223[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13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基于本体论的企业默会知识转化与共享研究及应用 ”（项目编号：
709710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协同创新团队隐性知识共享有效性的随机动态博弈分析 ”（项目编号：
71501113）和 2014 年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 “ 协同创新中动态知识共享行为演化的随机非线性
分析 ”（项目编号：BS2014SF00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许玉婵（ORCID：0000-0001-7431-5302），硕士研究生，E-mail：15684171680@163.com；梁启华（ORCID：
0000-0001-6534-4750），教授，硕士生导师；张春阳（ORCID：0000-0002-0215-4121），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03-21        发表日期：2017-06-19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1  引言

在过去 15 年，知识管理一直是管理界最感

兴趣的重要话题之一。事实表明，知识管理不

是一种时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持续的管理活

动 [1]，知识管理被认为是最年轻的管理学科已

经得到科学界的认可 [2]。盛小平等指出知识管

理不是一种管理时尚，而是一门吸纳与融合经

济学、管理学、哲学理论而发展壮大的新兴学

科 [3]。知识管理与知识共享对组织在全球激烈

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是未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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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领域 [4]。大量研究表明，知识管理与组

织学习、创新、企业绩效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

要影响 [5-9]。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与计

量科学不断进步，基于海量网络数据的科学计

量学方法在知识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与挖掘开始

日益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学者们尝试运用

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知识管理的发展历程、现

实基础、阶段特点、研究现状、应用方法、发

展趋势等进行了丰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客

观、全面地了解知识管理发展基础、现状与动

态 [10-17]。但是，知识管理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的

现状、特点与基本格局如何？目前尚未有研究

收集文献数据对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进行综合性

测度与分析。

随着科学研究由“小科学”步入“大科学”时

代以及电子科研的提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性

日益凸显 [18]，科学合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

研究活动中的主要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国际合

作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19]。鉴于此，笔者运用统计学、生态

学、科学计量学与地理学等方法，针对由 Web 
of Science 中 SSCI-E 以及 SCI 数据库 2001-2015
年收录的知识管理国际合作论文构成的跨国合

作网络进行网络结构与演化特征分析，为了解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的网络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

提供科学的量化依据，对于推动知识管理跨国

科学合作、进而提高知识管理的研究水平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工具

选 取 SSCI 及 SCI-E 数 据 库 提 取 基 于 网

络 数 据 的 知 识 管 理 研 究 的 文 献 数 据，在 ISI 
Web of Science 中 采 用 高 级 检 索， 检 索 式 为

（TS=“knowledge managements” OR “knowledge 
management”）。在检索过程中，做以下几项重

要限定：鉴于为了了解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下

的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研究，因此将研究时

间限定为：2001-2015。英语作为国际上学术交

流通用的语言，因此将文献使用的语言限定为

English。研究表明，Article 类型文章反映实质

的研究内容，原创性高于综述（Review）、社

论（Editorial）、通讯（Letter）等类型的文章，因

此 将 检 索 的 文 章 类 型 限 定 为 Article。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进行了文献检索，经过数据清洗过

程，最 终 获 得 了 2001-2015 年 间 5 549 篇 基 于

网络数据的知识管理研究的论文，其中涉及到

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 / 地区地址的论文为 1 
191 篇。

运 用 统 计 学 的 方 法 与 指 标、 生 物 学 与

生 态 学 指 标 以 及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借 助 Sci2 
Tool、Pajek、Excel 2007 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具体所用方法和工具如下：①第三部分“知识管

理跨国科学合作总体状况”，运用统计学的指标

和方法，借助 Excel、Sci2 Tool 等软件，对知识

管理跨国合作论文从多角度进行词频统计，以

期从整体把握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现状；②文中

第四部分“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的多样

性”，综合借鉴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相关指标对知

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多样性进行测度，了

解默会知识跨国合作类型的优势度和丰富性； 

③第五部分“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运

用词频统计、共词分析法与社会网络分析等，使

用 Sci2 Tool、Pajek、Inkscape 等网络分析软件

对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进行社会网络分

析和结果可视化，直观展示知识管理跨国合作

网络的发展趋势。

3  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总体状况 

图 1 展示了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论文的

地理空间分布，以数字世界地图形象直观地反

映出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的中心区域布

局特征。图中颜色的深浅代表知识管理跨国合

作论文的数量多少。从图中可知，美国、英国、中

国和澳大利亚等是全球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

的重要产出国，此外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的

主要参与者主要分布在欧美、大洋洲以及亚洲

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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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的地理空间分布

图 2 表 明， 在 2001 年， 全 球 仅 有 25 篇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占 2001-2015 年合作

论文总数的 2.10%。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知识

管理跨国合作论文数的曲线拟合值为 0.92，呈

现近似指数的增长态势，尤其是 2010 年以后

历 年 的 国 际 合 作 论 文 数 都 大 于 100 篇。2015
年 的 国 际 合 作 论 文 数 达 到 137 篇，占 2001-
2015 年间总合作论文产出的 11.50%，年均增

长率为 12.92%。发展到 2015 年，知识管理跨

国合作论文累计为 1 191 篇，占总论文产出的

21.67%，其中 641 篇（占 2001-2015 年跨国合

作论文累计数的 53.82%）是最近 5 年（2011-
2015）发表的。与 2001 年相比，15 年间知识

管理论文总量增长了 173.05%，其中合著率显

著上升，近 5 年来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占论

文总量的比例都高于 20%。这表明跨国科学合

作是知识管理研究产出的必然趋势，知识管理

跨国合作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 2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数及国际合作比率（2001-2015）

论文总数（篇） 跨国合作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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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展示了知识管理研究在所关注时间段

内的跨国合作关系结构动态演变过程。国际合作

中的双边合作论文是指一篇论文由多个作者所

著，并且他们的机构地址涉及两个不同国家，假

定这些国家之间存在一次科学合作关系。2015 年

的双边合作论文数达到 112 篇，比 2001 年的 25
篇增长了 3 倍多，表明开展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的

国家数量显著增长。近 5 年来，知识管理跨国多

边合作的论文数都在 20 篇以上，共计 132 篇，但

是与双边合作论文相比相差甚远，仅为同期 5 年

知识管理跨国双边合作论文数的 1/4 左右。2015
年知识管理跨国双边合作论文数是多边合作论文

数的 4.48 倍。这些数字表明，目前双边合作仍占

据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研究的主导地位，三人及以

上合作较少，整体表现出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

氛围不够浓郁，仍待继续加强多边合作。

表 1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关系结构特征变化

年份
双边合作

论文篇数

所占比重

（%）

多边合作

论文篇数

所占比重

（%）

2001 25 100.00 0 0.00

2002 20 95.24 1 4.76

2003 29 96.67 1 3.33

2004 28 96.55 1 3.45

2005 40 93.02 3 6.89

2006 59 85.51 10 14.49

2007 56 83.58 11 16.42

2008 66 88.00 9 12.00

2009 75 84.27 14 15.73

2010 85 83.33 17 16.67

2011 98 77.78 28 22.22

2012 96 84.21 18 15.79

2013 107 80.45 26 19.55

2014 96 73.28 35 26.72

2015 112 81.75 25 18.25

图 3 给出了 10 个最多产国家的知识管理跨

国合作论文数、主导国际合作论文数、主导国

际合作论文比例以及国际合作论文世界份额。

从图 3 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在知识管理跨国

合作研究产出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约占知

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总数量的 2/5。尽管英国

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第二和第

三 大 科 学 生 产 国，分 别 拥 有 24.85%、20.74%
的世界知识管理国际合作论文，但这仅是美国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的一半左右。其他 7 个

国家的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世界份额均低于

20%。根据我国学者朱文沓等对于主导论的观

点，一个国家主导国际合作论文可以定义为一

篇文章有多个著者，并且他们的研究地址涉及

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第一作者署名为该国家的

论文 [20]。一个国家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比例是

指第一作者署名为该国的论文数占该国所发表

论文数的比重 [21]。这 10 个主要国家的知识管理

主导国际合作论文比例在 20% 左右，尽管新兴

国家中国知识管理主导国际合作论文数量高于

除美国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但是主导国际合

作比率却低于这些国家，这说明中国知识管理

跨国合作研究中的主导能力较弱。

图 4 报告了 10 个最多产国家的知识管理

跨国合作论文世界份额的动态演化过程。从

图 4 的总体走势来看，美国知识管理跨国合

作论文的世界份额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但

是由于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总的科学生产

力在关注时间段内呈现增长态势，美国历年

的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世界比重远高于其

他国家，依然是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的最

具主导地位科学活动者。英国是世界上第二

大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生产者，近年来与美国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的世界份额的差距逐渐缩

小，这表明英国在逐渐追赶美国且成为知识

管理跨国合作论文新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的

知识跨国合作论文世界份额呈现增长趋势，并

且发展成世界第三大重要的知识管理跨国合

作的生产国。其他国家的知识管理跨国合作

论文增速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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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0 个最多产国家的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数量近 15 年的整体状况（2001-2015）

图 4  10 个最多产国家的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的论文世界份额（2001-2015）

4  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的多样性

知识管理国际科学合作网络的多样性主要

通过生物与生态学中的物种多样性指标来综合

测度，以深刻揭示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

的内在结构与发展态势，见表 2。
表 3 给出了 2001-2015 年知识管理跨国科

学合作网络的多样性指标得分。2011、2014 年

的合作丰富度得分较高，分别为 1.45 和 1.23，说

明这两年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类型较为丰富。从

历年的合作丰富度指数得分来看，知识管理跨

国合作类型发展不稳定。2009 年来辛普森指数

与香浓维纳指数远高于 2009 年以前，说明知识

管理跨国合作论文产出逐步呈现分散趋势，即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多样化且分散。2010 年后每

年的优势度指数大致为 0.30 左右，高于 2010 年

以前的最高值 0.28，说明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的

优势合作类型的地位得到凸显。

国际合作论文论文篇数 主导国际合作论文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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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多样性主要测度指标

指标 解释与界定 来源

合作丰富度 ( 1) / lnMad S N= − ，其中 S 为合作类型数目，N 为样场内所有合作类型的个体数之和 [22]

优势度指数 1 ( 1) / ( 1)i iD N N N N= − − −∑ ，其中 Ni 为样地内第 i 个合作类型的个体数量，N 同上 [23]

香 农 维 纳 指 数

（Shannon-Wiener 
Index）

* ln
n

i i
i

H P P= −∑ ，其中 Pi 为第 i 类合作在所有合作中所占比例 [24]

辛普森（Simpson） 21 ( / )iD N N= −∑ ，其中 Ni 为 i 类合作的个体数，N 同上 [25]

表 3  基于生物多样性指标的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多样性测度结果

年份 合作丰富度 优势度指标 辛普森指数 香农维纳指数

2001 0.00 0.00 0.00 0.00

2002 0.33 0.10 0.09 0.19

2003 0.29 0.07 0.06 0.15

2004 0.30 0.07 0.07 0.15

2005 0.53 0.14 0.13 0.30

2006 0.47 0.26 0.25 0.46

2007 0.24 0.28 0.27 0.45

2008 0.23 0.21 0.21 0.37

2009 0.67 0.28 0.28 0.56

2010 0.65 0.29 0.29 0.60

2011 1.45 0.38 0.38 0.84

2012 0.42 0.28 0.27 0.52

2013 0.82 0.34 0.34 0.68

2014 1.23 0.44 0.44 0.91

2015 0.61 0.32 0.31 0.62

5  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

构 建 3 个 5 年 时 间 窗（2001-2005、2006-
2010、2011-2015）探讨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

的动态演变。知识管理 3 个阶段跨国科学合作

网络的可视化结果如图 5、图 6 及图 7 所示。需

要指出的是，节点的大小、连线的宽度分别与

度中心性和结点的连接强度成正比，颜色的深

浅代表节点总度数的大小。

从图 5- 图 7 可以看出，美国和英国在 3 个

5 年时间段内处于科学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这

两个国家的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

性都高于其他国家，佐证了它们在科学合作网

络中具有较强的优势地位。新兴国家中国和韩

国网络中心性指标均有显著增长，但是它们的

网络影响力远不如美国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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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图（2001-2005）

图 6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图（2006-2010）

图 7  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图（2011-2015）

表 4 列出了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的

特性。从表 4 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过去的 15
年，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扩张较为稳定。

2001-2005 年，知识管理科学合作网络中只有 59
个国家，在 2006-2010 年，增加了 20 个国家；发

展到 2011-2015 年，科学合作网络中已经有 101
个国家，表明不同国家之间的科学合作关系在

稳定增长。连线数量由 2001-2005 年的 158 个上

升到 2011-2015 年的 721 个，表明知识管理的科

学合作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极大扩展。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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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平均度中性是 5.36；2011-2015 年，平

均度中心性增长到 14.28，说明国家的影响力在

不断扩展。三个阶段的科学合作网络密度分别为

9.23%、7.30%、14.28%，总体来说，科学合作

网络不够密集，说明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三个时间段的聚集系数均高于

同期的网络密度，即科学合作网络以某些节点为

中心形成聚集。聚集系数从 2001-2005 年的 0.71
发展到 20011-2015 年 0.76，表明科学合作网络

的聚集水平在缓慢增加。平均路径长度从 2.15
逐渐降到 2.10，直径是 4，表明科学合作网络具

有较短的路径长度和较大的连通性。科学合作网

络的中介中心势表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体现国

家之间的科学合作差异在逐渐缩小。

从表 5 可知，所关注的绝大多数国家与美

国建立起极为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是美

国最活跃的合作者。2001-2005 年美国是除西班

牙外其他 8 个国家最重要的科学合作者。2006-
2010 年，美国成为西班牙最为紧密的双边合作

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合著论文数占西班牙总合

作论文数的 29.41%。英国是德国、法国与澳大

利亚最重要的合作国家。2011-2015 年，美国是

英国、中国、德国、加拿大和韩国的最主要的

合作伙伴。中国不仅是美国，而且成为澳大利

亚最重要的合作者，中美和中澳合作的论文数

分别是 58 和 16，分别占据美国和澳大利亚总合

作论文数的 26.13% 和 20.51%。

表 4  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的特性

网络特性
2001-2005

年

2006-2010
年

2011-2015
年

节点数量 59 79 101

连接的数量 158 225 721

平均度中心性 5.36 5.70 14.28

密度 9.23% 7.30% 14.28%

平均路径长度 2.15 2.23 2.10

直径 4 4 4

聚集系数 0.71 0.64 0.76

接近中心势 47.55% 46.44% 45.63%

表 5  10 个最多产国家的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中心性与最主要合作伙伴

国家 
指标

美国 英国 中国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意大利 西班牙 韩国

2001-
2005

度中心性 29 32 6 11 8 16 10 6 7 2
中介中心性（%） 20.00 27.95 0.16 3.49 0.74 4.80 1.57 0.67 8.01 0.00
接近中心性（%） 60.45 61.07 40.27 42.12 41.64 45.24 41.64 41.17 41.17 33.93
最主要

合作国

家

国家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合作频次 16 8 16 5 4 6 5 2 2 4
合作比例 (%) 22.22 17.39 66.67 31.25 33.33 60.00 27.78 28.57 22.22 80.00

2006-
2010

度中心性 41 31 14 23 16 21 25 18 18 9
中介中心性（%） 23.83 11.62 1.57 5.68 1.43 3.44 7.53 6.39 5.90 0.43
接近中心性（%） 60.04 53.16 42.53 49.08 45.57 48.15 49.55 44.77 45.17 40.83
最主要

合作国

家

国家 中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合作频次 56 26 56 7 6 26 9 4 10 10
合作比例 (%) 30.43 26.53 59.57 17.07 30.00 50.00 23.08 18.18 29.41 62.50

2010-
2015

度中心性 59 58 38 41 45 52 37 46 56 10
中介中心性（%） 12.28 12.87 1.69 1.56 6.53 6.81 1.37 3.06 17.40 1.93
接近中心性 (%) 67.49 66.98 57.79 58.94 61.40 63.61 57.04 60.98 66.98 45.11
最主要

合作国

家

国家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中国 英国 英国 美国

合作频次 58 26 58 18 15 29 16 18 22 20
合作比例 (%) 26.13 17.45 44.96 30.51 23.08 35.37 20.51 41.86 26.19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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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

通过针对知识管理国际合作论文构成的知

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结构、多样性及演化

特征等系统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知识管理论文总量与其跨国合作论文

总量随时间推移呈现一致的增长态势。过去 15
年来越多越多国家涉足于知识管理研究。总体

上，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产出分布不均，主

要参与者位于欧美、大洋洲以及亚洲等地区。

美国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在研究时间段内呈

现下降趋势，但依然是世界上知识管理跨国合

作论文的最主要的科学生产者。中国已经成为

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第三大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

文的产出国。中国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的主

导能力不仅低于欧美等强国，而且不如新兴国

家韩国，与其知识管理跨国合作论文的科学生

产力不成正比。

（2）正如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多样

性的指标所反映，知识管理国际合作论文产出

呈现分散化趋势，即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类型多

样化且分散。同时，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类型发

展极为不稳定，且优势合作类型的地位得到凸

显。但是，由知识管理跨国合作关系结构可知，双

边合作依然是知识管理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

三边及以上合作较少，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

氛围总体上不够浓郁，多边合作亟待进一步发

展，这也是未来推动知识管理跨国合作 研究所

应关注的重点。

（3）知识管理跨国科学合作网络扩张较为

稳定。通过网络中心性指标变化趋势与跨国 合
作网络图可知，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呈现出

均衡化趋势，中国正从网络边缘位置向网络 核
心移动。美国和英国在知识管理跨国合作网络

中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新兴国家中国和韩国 网
络中心性指标呈现显著增长态势，但是它们的

网络影响力远不如美英等强国。美国依然是 知
识管理领域最主要的合作国家，在中国的知识

管理跨国合作布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

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知识管理跨

国合作呈现广泛性趋势，对美国的依赖性出现

下降趋势，开始注重提高自主科研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在知识管理研究领域，今后我

国必须优化跨国合作结构，尤其要加强与英美

等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要营造科学合作

的良好氛围，推动知识管理研究多边合作的机

制体制形成，创造出更多富有创新性和前瞻性

的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成果，从而不断提高我

国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管理学科领域的研究

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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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ans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find the shortage 
and advantage of China. [Method/process] Through analytical methods of statistics, ecology, scientometrics 
and geography, the articl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ans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hich was composed of the 
literature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SSCI-E and SCI database in the Web of Science during 2001-
2015. [Result/conclusi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articipan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Asia, Australia, 
and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ilateral cooperation is the main mod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USA and UK play leading ro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USA is the main partner nation. China is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partner, and its 
leading ability is out of step with its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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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主要省级科学院专利持有及管理现状调查
◎  曾敬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 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广州  51007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地方省级科学院是全国科学院系统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知识产

权转移转化是地方省级科学院近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我国地方省级科学院的专利持有现状及管理

现状如何尚未被揭示过，旨在揭示上述现状，结合国内先进经验为地方省级科学院的专利管理提供对策建

议。[ 方法 / 过程 ] 通过文献计量和综合调研，揭示和分析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上海科学院、广东省

科学院、山东省科学院、黑龙江省科学院等主要省级科学院的专利资源和管理现状，结合中国科学院系统

专利管理体系的先进经验，分析主要省级科学院专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提出对策建议。[ 结果

/ 结论 ] 研究认为，人才队伍专业化、管理体制规范化是专利管理的两个关键要素，地方省级科学院亟待

建立专业、规范和协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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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21 世纪初期，我国地方科研院所经历了削

减事业费、改革拨款制度、研究院所转企等科

技体制改革，在此过程中许多地方科研院所服

务地方科技发展战略的功能逐渐弱化，对区域

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比重逐渐降低。近年来，随

着科学界对科技体制改革经验的反思和审视，地

方科研院所在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

用被重新认识和定位 [1]。

地方科研院所是指围绕地方科技与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发挥公共科技解决区域

发展领域中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公益性科

研机构。地方科研院所应与服务国家目标为己

任的“国家队”定位有所不同，应以服务本地需

求为己任，在研究活动上偏重于应用研究和科

技服务，要发挥联系产业与科学研究的纽带作

用和桥梁作用，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将科

技创新价值链上游基础研究和产业界下游技术

开发有机结合在一起，积极促进有产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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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应用并转化 [2-3]。

专利作为科技资产的核心和最富有经济价

值的部分，是一个机构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

重要体现；专利的实施与产业化也代表着科研

机构产业化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在注重

提升地方科研院所对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背景

下，许多地方科研院所在研究所绩效评价中逐

渐强化专利创造性、转化性指标，同时弱化论

文考核指标。专利创造、管理和产业化能力已

经处于地方科研院所竞争力的中心位置。

有关科研院所的专利管理，众多学者开展

了理论和实践研究，主要涉及专利管理的宏观

政策 [4]、管理机制与模式 [5-7]、人才队伍建设 [8]

和产业化路径 [9] 等等。这些研究已经较为丰富

和系统，但是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对科研院所

专利管理的实证研究多以某省市或某个具体的

研究所为研究对象，鲜有学者把目光聚焦在国

内地方省级科学院。

地方省级科学院是地方科研院所的排头

兵，是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一员。但是，国

内省级科学院的知识产权成果都布局在哪些领

域，知识产权管理处于何种状态尚未被揭示，本

文将调研主要省级科学院在专利权管理方面的

做法和专利权持有状况，旨在为各省级科学院

管理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2  主要省级科学院专利持有现状

2.1  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选取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专

利在线分析系统的专利数据进行专利持有现状

的研究。该系统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具

有可靠性和权威性。根据城市的竞争力结合全

国科学院联盟中省级科学院的实力比较，选取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上海科学院、广东省

科学院、黑龙江省科学院为代表性省级科学院

开展研究。主要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研究对象与数据

机构名称 组织架构简述 专利数量（件）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拥有 30 个直属单位，其中应用技术开发型研究所 8 家、公益型研究所

10 家、科普场馆 3 家、科技服务机构 9 家

820

上海科学院 直属单位 14 家、市属单位 8 家、部属单位 19 家 2 249

广东省科学院 直属独立法人单位共 23 家，其中骨干研究所 22 家 1 835

黑龙江省科学院 下设创新研究机构 12 家 819

山东省科学院 下设 12 家创新研究机构、1 个省经济与信息化发展研究院和 2 个地市

分院

1 682

2.2  研究结果

2.2.1  发明专利申请年度趋势对比

从发明专利申请的年度趋势来看，广东

省科学院、山东省科学院、上海科学院、黑

龙江省科学院的增长趋势非常类似，北京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在专利申请上却显得后劲不

足。见图 1。 
2.2.2  专利持有结构对比

从专利的持有结构来看，北京市科学技术

研究院与上海科学院的持有结构较为相似。究

其原因在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自然科学

研究开发机构占比较低；上海科学院是以松散

的组织模式，包含了部分市属机构和中央在沪

的企业研发机构；黑龙江省科学院、山东省科

学院、广东省科学院的所属机构中以传统科研

院所为主，因此在专利持有结构上也较为相似。

见表 2。
2.2.3  主要专利权人对比

比较各个省级科学院的主要专利权人来

看，各个省级科学院的专利持有者都是相对集

中的，前 3 位的专利权人持有的专利量之和均

超过本省级科学院专利持有量的 50%。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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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是，上海科学院虽然是专利持有量较大的

省级科学院，但是其大部分专利事实上是来自

于中央在沪单位，直属单位和市属单位的研究

实力相对较弱。见表 3。

图 1  主要省级科学院的发明专利申请趋势

表 2  主要省级科学院的专利持有结构比较

机构名称 实用新型占比（%） 外观设计占比（%） 发明专利占比（%）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45.61 4.27 50.12

上海科学院 45.18 3.25 51.58

黑龙江省科学院 24.54 0.24 75.21

山东省科学院 36.39 2.32 61.30

广东省科学院 17.38 0.93 81.69

表 3   主要省级科学院的主要专利权人比较

机构名称
第一专利权人 第二专利权人 第三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 数量 专利权人 数量 专利权人 数量

北京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

研究所

269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 116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100

上海科学院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55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三研究所

20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研究所

197

黑龙江省科学

院

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

化学研究院

187 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

118 黑龙江省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

113

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

器仪表研究所

510 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

所（生物中心）

274 山东省计算中心（超算

中心）

242

广东省科学院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

院

518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399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

究所

220

2.2.4  主要 IPC 分类比较

比较各个省级科学院专利申请的 IPC 分类

Top10（见表 4），笔者发现 G01N（借助于测定

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C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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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保藏或维持微

生物；变异或遗传工程；培养基）出现频率较高。

再具体到各省级科学院来看，黑龙江省科学院由

于未包含专门的分析测试研究机构，G01N 未进

入 IPC 分类 Top10。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山

东省科学院的分析测试技术相对于其他类别得

到了较大的发展。广东省科学院与上海科学院在

G01N 和 C12N 两个类别均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

表 4  主要省级科学院专利申请 IPC 分类 Top10 比较

机构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上海科学院 黑龙江省科学院 山东省科学院 广东省科学院

IPC 国际分类

代码 TOP10
G01N-66
C02F-31
B23H-29
C12N-21
C12R-15
G06F-13
G06K-11
H04L-6
A61K-6
C07K-4

C12N-153
C07K-136
C12Q-133
G01N-114
A61K-102
G02B-96
C07H-95
A61P-82
B63B-82
G06F-74

C12N-88
C09J-88
C12R-68
C02F-48
C08G-48
A23L-46
C07C-45
B01J-39
C08L-35
A61K-35

G01N-308
A23L-76
H04L-63
C12N-56
H04W-56
G06F-56
G05B-54
C12R-53
A61K-49
A61P-48

C12N-195
C12R-150
G01N-131
A01N-90
A01G-89
C22C-82
C12Q-81
C22B-78
C02F-75
A01P-70

2.2.5  专利转移转化总体趋势

从各省级科学院总体的专利转让和许可

情况来看，目前各省级科学院的专利技术转

移转化仍然倾向于自行实施，转让与许可比

例 仍 然 偏 低。不 过，自 2009 年 以 来，各 省

级科学院的专利转让和许可增长趋势明显。

2015 年，专利转让总和达到历史极值 153 件。

如图 2 所示：

图 2  主要省级科学院专利转让与许可态势

2.3  小结

就组织架构来看，各省级科学院功能均可

以划分为生物与健康、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

境、装备与制造、电子与信息、智库与服务等

创新板块，但是各部分的比重差异明显。如黑

龙江省科学院下设创新研究机构 12 个，其中仅

有 1 个科技服务机构，没有专门的分析测试类

研究机构。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下属 30 家法

人单位，智库类机构多达 4 家，科技服务类达 9
家。上海科学院包含的机构 31 家，其中超过 20
家涉及装备与制造。广东省科学院生物生态类

相关机构多达 5 家。正是由于构成上的比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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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各省级科学院的知识产权机构表现出各自

的特点，黑龙江省科学院在 G01N 分析测试关

键技术方面产出寥寥无几，主要的专利成果集

中在化学领域；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智库与

服务占比较高，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占比较低，在

专利申请上显得后劲不足；广东省科学院较多

的专利成果集中在微生物研究领域。

可以看出，组织架构与知识产权创造有非

常密切的联系，各省级科学院应根据自身目标

与定位调整优化组织结构。

 3  主要省级科学院专利管理模式与
特点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良好

的政策环境支撑以及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

来保障。因此，本研究分别从政策和体制机制

维度调研了主要省级科学院的专利管理模式。

调查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①网络调研，通

过访问各省级科学院的网站，下载科研成果相

关管理办法以及实施细则等政策法规文件；  

②文献调研，重点分析研究了以北京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上海科学院、黑龙江省科学院、山

东省科学院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③电话调

研，通过对部分省级科学院科研管理部门的有

关人员进行电话访问，了解该院的特色政策及

其实施情况。

3.1  主要省级科学院专利相关政策的特点和不足

据调研的情况看，各省级科学院目前专利

相关政策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3.1.1  专利申请与维护费用补贴

多数地方省级科学院设立了有关专利申请

的费用补贴办法。如黑龙江省科学院制定了《黑

龙江省科学院专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黑龙

江省科学院奖励向国外申请专利管理办法》，对

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项目补助 1 000 元，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的项目补助 1 500 元，获得发明专

利的项目补助 3 000 元，在国外申请专利补贴     
10 000 元。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在创新团队

管理办法中提出“鼓励和支持创新团队获得高水

平的科研成果、争取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奖励；鼓

励专利等知识产权申报，对符合条件的给予资

助。”对于专利维护，多数地方科学院规定从项

目经费中支出。

3.1.2  专利成果转移转化

201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

要充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要

建设成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切实推动科

技与产业的发展。这给地方省级科学院指明了

方向。因此，地方省级科学院有关专利成果转

移转化的激励政策也逐渐增多。以往多数的专

利成果转移转化政策都是框架性的，可操作性

较弱。近年来个别省级科学院进行了大胆尝

试，出台具体、细致和可操作的细则。以山东

省科学院为例，其在 2015 年 12 月颁发的《山

东省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试

行）》中，细致地描述科技成果收益包括哪些

构成、哪些人和团队可以参与收益分配，并按

照“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实施及横向课题收入”和“科

技成果作价入股”两个类别详细的规定了各方利

益分成，对整个收益分配的实施过程也进行了

程序的详细规定，通过重大事项领导班子集体

决策制度、职工大会等制度来保障公平公正。

3.1.3  专利的正向与负向激励

对专利创造和转化的正向激励通常通过设

立专利奖等方式来体现，如山东省科学院设立

了“山东省科学院专利奖”。而负向激励则是将专

利挂钩个人、团队和研究所考核评价，如山东

省科学院提出把发明专利和高水平论文作为单

位目标考核、科研人员职称评审的重要条件；《广

东省科学院院属单位考核评价办法》将专利的

数量和质量指标纳入应用类研究所的考核体系

中，并赋以较高权重，以引起研究所对成果转

移转化的重视。

3.1.4  专利档案管理电子化与专利竞争态势跟踪

根据调研的情况来看，仅有黑龙江省级科

学院对专利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与专利竞争态

势跟踪有所关注，其他省级科学院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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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总体来看，主要省级科学院非常关注专利

的转移转化，比照各研究所此前的专利转让与

许可情况来看，政策杠杆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但是就目前的政策体系而言，依然没有针对低

价值专利的抑制措施，这些低价值专利的产生

仍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占用资源和浪费资源。

另外，对宏观专利态势的不关注和弱关注也反

映了事实上各省级科学院对专利的理解依然停

留在科技成果上，对市场和竞争依然敏感度不

够，视野有待拓展。

3.2  各省级科学院专利管理体系的特点与不足

总体上看，各省级科学院均采用院所两级

的分布式管理模式来管理专利，院级科研处（科

技处）负责全院科技成果与专利管理工作，所

级科技处设有岗位与院级科研处对接。院级的

专利管理职能的具体内容包括院科技成果奖励

的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并组织实施、院

专利工作的规划与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的培训

与宣传组织等等。总之，院级科研处对专利管

理仅仅起到宏观的指导作用，具体专利的申

请、实施与产业化是各个研究所独自完成。

无论是院级还是所级，知识产权管理虽有

专人负责，但并非专业人士负责。事实上，除

了部分专利成果登记及行政管理工作外，专利

的申请、保护、价值评估等基本采用服务外包

形式。不同的是，部分在院级层面统一服务外

包，如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北京路浩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院内

绝大多数专利申请和培训由该公司代理。另外

一些则是由各所甚至是各专利成果获得者自行

选择专利代理的合作对象。

 4  国内科学院系统院所二级专利管理
体系的先进经验

中科院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是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之一。中科院非常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和规

定，如《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

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其对院所二级知识产权

管理上的创新性举措主要有：

4.1  建立和拓展了院重大项目与重要方向项目

“ 知识产权专员 ” 制度

中科院知识产权办公室对知识产权专员

进行上岗培训与资质认证，建立相应的信息库

与信誉制度。这一措施，大大提升了相关岗位

的专业化水平。部分研究所甚至拓展了知识产

权专员制度，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为例，不仅拥有 12 位中科院院级知识产权

专员，还在课题组增设了研究所级知识产权专

员，这在侧面印证了“知识产权专员”制度的良

好收效 [10]。

4.2  建立规范化的知识管理工作机制

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工作机制，如《中国科

学院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工作指南》等的发布，理顺了

知识产权工作机构的管理职能、提升了中科院

知识产权管理的系统性与规范性。

此外，中科院也在大力建设专业化的知识

产权转移转化服务部门。与知识产权专员制度

不同，知识产权专员制度虽提升了从事知识产

权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但是本质上这些人

员仍然是半专业化的，分散在各研究所的兼职

人员，而专业化的知识产权转化服务机构则是

集中的、专职的以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为目

标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其中，最为典型的案

例是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上海生科

院”）是在原中科院沪区 8 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的

基础上，于 1999 年组建而成的，有 8 个研究所

和 4 个支撑单元。根据自身的使命和发展目标，上

海生科院确立了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思想，知

识产权工作服务于总体发展目标，同时也是上

海生科院创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 年 4
月，上海生科院借鉴美国科研机构技术转移办

公室专业化管理模式，成立了知识产权与技术

转移中心。该中心首先聘请了一位在美国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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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经验丰富的专家担任该

中心主任，并着手培养团队。其次，大幅度增

加中心的预算，并创新其运行机制：①给予充

分的用人自主权；②给予相当的财务自主权，包

括工资水平不按国家事业单位标准而是根据工

作表现和市场竞争情况由中心主任来决定；  

③将技术许可转让净收入的 10% 分配给知产中

心转化人员，用于补充运转经费和奖励。按照

国际接轨的专业化运作模式，加强对专利的评

估、培育和申请的全过程管理，将提高专利质

量和技术的商业价值作为工作重心，在此基础

上进行专业化的市场营销和商业谈判 [11]。

上海生科院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中心建立

了由“发明→评估→增值→专利→发展→市场→
许可 / 转让→谈判→合同”等步骤组成的专业化

工作链，以提高专利质量和技术的商业价值作

为工作重心，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化的市场营

销和商业谈判，从而做到从发明披露到最终转

化的全程管理，保证了专利质量，有效促进了

科研成果转化。2010 年，上海生科院知识产权

与技术转移中心成立了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

务有限公司，以将知识产权专业化管理的成功

模式向科学院的其他研究院所、高校和研发型

企业辐射。

 5  地方省级科学院完善专利管理体系
的意见建议

对比中科院系统的专利管理与产业化成功

经验来看，人才队伍专业化、管理体制规范化

是两个关键要素。地方省级科学院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完善专利管理体系：

5.1  配备专业化人才，建立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

理机构

以往省级科学院的知识产权申请、保护与

产业化，基本采用外包模式，院内缺乏能够鉴

别、审核外包服务水平的人才，这是造成专利

申请质量低，专利商业价值评估不确定的重要

因素之一。可以通过“引进 + 内部培养”模式逐

渐发展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团队。另外，院所

二级知识产权工作对接是否畅顺有赖于相关岗

位人员知识水平的对称性，因此也有必要设立

资质认证制度，确保院所二级专设岗位具有同

等的专利管理知识水平。

5.2  调整专利激励模式

目前对专利的激励措施，最为具体和可操

作的激励仍然是获得何种类型专利奖励多少金

额。以获得授权作为奖励基准只能催生大量低

价值专利。要提升专利质量，应深入研究和制

定具体化的专利转移转化激励政策，明确利益

分配的标准与程序。另外，必须要指出的是，不

能忽视对转移转化人员的激励。

5.3  建立知识产权工作部门的协同机制，提高效

率

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知识产权管理和运

营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支撑机构三者之间的工

作任务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目前

多数地方省级科学院事实上都有长期从事知识

产权服务的相关机构，如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

下属的北京科技情报研究所、广东省科学院下

属的广东省科技图书馆等，然而多数省级科学

院下属的研究所在获取知识产权服务时常常舍

近求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知识产权服务

支撑不受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省级科学院未

能建立起下属机构间的信息交流和协作平台，导

致知识产权的管理、运营与知识产权的服务支

撑未能有机结合。地方省级科学院目前亟待理

顺知识产权工作部门的职能、并加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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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已经成为衡量我国基础研

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分析我国省域和科研机构医学科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状，有助于缩小省域差

距，提高我国医学科学的基础研究。[ 方法 / 过程 ] 本文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开的项目信息和以前学

者的研究，修正竞争力指数，分析 2006-2016 年医学科学的项目经费和项目数量，以及全国 31 个省域的医

学科学基础研究竞争力和排名的变化趋势。[ 结果 / 结论 ] 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医学科学基础研究有

大幅提高，但省域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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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综合国力竞

争的前沿已从技术开发延伸到基础研究。基础

研究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标

志，代表着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 [1]。因此，加

强对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研究不仅是广大科技

管理部门、大学与科研机构、科技工作者的迫

切需求，也有利于分析掌握我国基础研究竞争

力的现状，为快速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提

供建议，为建成科技强国奠定扎实基础。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简称 NSFC）作为

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国家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立以来，对推动

我国基础研究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

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科技界获得了崇

高的声誉，被科研人员公认为国内最规范、最

公正、最能反映研究者竞争能力的研究基金 [2]。

获得 NSFC 资助的竞争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我国

各省域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指

标。本文修正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指

数”(competitiveness index on NSFC，简称 “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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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学科学为例，对我国省域基础研究竞争力

进行分析，了解我国的医学科学的研究现状。

  2  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关于国家或地区的基

础研究竞争力的分析与评价目前还没有一个较

为完善、系统、量化的指标体系。目前的研究

主要是从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队伍与基地

建设、基础研究产出这 3 个角度展开。其中最

常见的是以基础研究投入角度中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为切入点和以基础研究产出角度中的论

文为切入点。

从 NFSC 的角度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

的研究已有不少，马廷灿等构建了基于 NSFC
竞争能力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指数，对我国

大陆 31 个省市的基础研究竞争力进行了系统

的、动态交互式的可视化对比分析 [3]；张慧颖

等构建“学科竞争力指数”，对学科竞争力进行考

察，并构建“省市基础研究效率指数”以考察科

研人员科研效率 [4]；张祚等利用 GIS 工具和空

间分析方法，主要采用 Moran’s I 指数和 G 系数

等统计指标，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总体空间分布情况、省际获资助和城

市获资助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 [5]；杨新泉

等 [6]、廖海等 [7]、高凯等 [8] 从单个学科的角度

对各省市的资助情况进行了研究；马廷灿等 [9]、丁

奕然等 [10] 基于 NSFC 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

研究竞争力进行分析。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医学科学部介绍

医学科学的发展是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

基础和支撑，其基础研究关系到人民健康水平

的提高，同时对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

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医学是目前最为活跃的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医学科学的创新已经

成为我国民生科技工作的战略重点。为了适应

当前医学科学前沿发展的趋势，即以人为主

体，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医学

科学从生命科学中独立出来，成立了医学科学

部。全新的医学科学部将遵循在科学研究领域

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导向“双力驱动”的规律的

基础上，提倡以防病控病为目标，侧重基础研

究和人才培养，注重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和合

作，推动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医药和原创性研究

的开展，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水平 [11]。

3.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信

息网络信息系统（ISIS）。数据经中国科学院武

汉文献情报中心中国产业智库采集、清洗、整

理和集成。检索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0 日。检

索申请代码为 H 类（医学科学部）的项目信息。

3.3  分析指标建立

不少学者对基于 NSFC 的基础研究竞争力

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马廷灿等 [12] 综合考虑各

地区在医学科学领域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的专家数量、经费数量以及 31 个省域的平

均水平，提出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能力

的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某省域某年

( 基于项目批准年度 ) 的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竞争

力指数———NCI 某省域 - 某年的计算公式如下：

NCI 某省域 - 某年 =

其中，专家数量是指某省域某年在医学科

学领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专家 ( 即项

目负责人 ) 数量；经费数量是指某省域某年在医

学科学领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经费

数量。

通 过 对 上 述 计 算 公 式 和 NSFC 公 开 的 相

关项目信息进行研究，笔者认为该指标在计算

基础研究竞争力方面仍然具有不全面性。为了

更加系统、全面、有效地分析我国省域、大学

与科研机构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研究

竞争力，构建一套更系统、更全面的评价指标

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本文完善了 NCI
的内涵，修正 NCI 指数。以省域作为研究对

某省域某年专家数量

31省域某年平均专家数量
× 某省域某年经费数量

31省域某年平均经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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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将某省域获得 NSFC 资助的项目数量、项

目经费、机构数量、项目主持人数量这 4 项指

标纳入 NCI，形成针对省域的综合 NCI、学科

NCI、项目类别 NCI. 某省域的项目数量和项目

经费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的现状与实力，而某省

域获得 NSFC 的机构数量和项目主持人数量指

标则能较好地反映其在基础研究的潜力与发展

前景。将这 4 项指标纳入 NCI 能够更全面、更

真实反映某省域的基础研究竞争力状况。本文

主要涉及学科 NCI，这里所指的学科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八大科学部相对应，见公式 1。
公式 1：中国省域基础研究学科

NCI 某省域 - 某学科 - 某年 =

公式 1 中，Ai 表示某省域、某学科、某年

项目数量， 表示 31 个省域某学科、某年平均

项目数量；Bi 表示某省域、某学科、某年经费

数量， 表示 31 个省域某学科、某年平均经费

数量；Ci 表示某省域、某学科、某年机构数量，

表示 31 省个域某学科、某年平均机构数量；Di

表示某省域、某学科、某年主持人数量， 表示

31 个省域某学科、某年平均主持人数量。

同理，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将

大学和科研机构获得 NSFC 资助的项目数量、项

目经费、项目主持人数量纳入 NCI，形成针对

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综合 NCI、学科 NCI 和项目

类别 NCI，本文主要涉及学科 NCI，见公式 2。
公式 2：中国大学与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学科

NCI 某机构 - 某学科 - 某年 =

公式 2 中，Ai 表示某机构、某学科、某年

项目数量，表示所有机构某学科、某年平均项

目数量；Bi 表示某机构、某学科、某年经费数

量，表示所有机构某学科、某年平均经费数量；Ci

表示某机构某学科、某年主持人数量，表示所

有机构某学科、某年平均主持人数量。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2006-2016 年医学科学项目数量与项目经费

趋势

2006-2016 年 NSFC 医 学 科 学 项 目 数 量

与 项 目 经 费 趋 势 见 图 1。由 图 1 可 知，2006-
2012 年是医学科学的繁荣期，项目数量与项目

经费呈直线上升趋势。项目数量由 2006 年的

2192 项增长到 2012 年的 7 674 项，年均增长率

23.15%；项目经费由 2006 年的 58 577.85 万元

增长到 2012 年的 454 936.52 万元，年均增长率

40.7%，这充分体现了 NSFC 对我国医学基础研

究以及医学自主创新的重视在不断提升。2012-
2016 年处于稳定期，项目数量与项目经费保持

稳定，其中 2014-2016 年稍有下降，表示医学科

学已进入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的重要跃升期。

图 1  2006-2016 年 NSFC 医学科学项目数量与项目经费趋势



235

4.2  2006-2016 年我国医学科学省域基础研究竞

争力分析

根据省域基础研究学科 NCI 计算公式，分

别计算并用图标展示出 2006-2016 年我国 31 个

省域 ( 不包含港澳台 ) 医学科学 NCI 指数及排名

变化趋势，见表 1。由学科 NCI 的定义和计算公

式可知，其数值大小反映了该省域或该机构医

学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竞争力强弱。根据 2016
年医学科学 NCI 值，将我国 31 个省域分为 5 个

梯队：第一梯队，基础研究力非常强，NCI ≥ 6； 
第二梯队，基础研究力很强，6>NCI ≥ 2；第三

梯队，基础研究力较强，2>NCI≥1；第四梯队，基

础研究力较弱，1>NCI ≥ 0.5；第五梯队，基础

研究力很弱 0.5>NCI ≥ 0。

表 1  2006-2016 年医学科学 NCI 及排名变化趋势

所属梯队 省域名称 2006-2016 年医学科学 NCI 趋势 2006-2016 年医学科学 NCI 排名趋势

第

一

梯

队

北京
6

8

10

年份

NCI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年份

排名

上海
3

5

7
NCI值

年份

2 2 2 2 2 2 2 2 2 2 2

年份

排名

第

二

梯

队

广东
2

4

6
NCI值

年份

3 3 3 3 3 3 3 3 3 3 3

年份

排名

江苏
1

3

5
NCI值

年份

4 4 4 4 4 4 4 4 4 4 4

年份

排名

湖北
0

2

4
NCI值

年份

5 5 5 5 5 5 5 5 5 5 5

年份

排名

浙江
0

2

4
NCI值

年份

13

8 8
11

8 9 6 6 6 6 6

年份

排名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25

知识管理论坛，2017（3）:232-243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3 期（总第 9 期）

236

（续表 1）

第

三

梯

队

山东
1

2

3
NCI值

年份

8

11
10

9 9
8 8 7 8 7 7

年份

排名

陕西
1

2

3
NCI值

年份

6

9

6 7 6 7 7
8

7
8 8

年份

排名

四川
0

1

2
NCI值

年份

10
7 9 8

10 10 10
9 9 9 9

年份

排名

辽宁
1

1.5

2

NCI值

年份

9 10
11

10
11 11 11 11

12 12

10

年份

排名

湖南
0.5

1

1.5
NCI值

年份

11

13 13
12 12 12 12

10 11 11 11

年份

排名

重庆
1

1.5

2
NCI值

年份

7 6 7 6 7 6
9

12
10 10

12

年份

排名

天津
0.5

1

1.5
NCI值

年份

12 12 12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年份

排名

江西
0.2

0.7

1.2

NCI值

年份

21 21 20
22

20 21
18

21

15
18

14

年份

排名

广西
0.2

0.7

1.2

NCI值

年份

15

18 18 18 17 17 16
14 14 14 15

年份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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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第

四

梯

队

云南
0.2

0.7

1.2
NCI值

年份

18 17
14

17 18
16

19
17 17 17 16

年份

排名

福建
0.2

0.7

1.2
NCI值

年份

20

24
22

16 15 15 15 16
19 19

17

年份

排名

黑龙江
0.2

0.7

1.2
NCI值

年份

14 14 15 14 16 14 14 15

20 20
18

年份

排名

河南
0

0.5

1
NCI值

年份

24 23
25

23
21 22

17 19 16 15 19

年份

排名

安徽
0

0.5

1
NCI值

年份

17

19 19
20

19
18

20

18 18
16

20

年份

排名

吉林
0.4

0.6

0.8
NCI值

年份

16 15 17
19

22
20 21 20

22 21 21

年份

排名

贵州
0

0.4

0.8
NCI值

年份

25 25
21

24
26

23 23 24 23 22 22

年份

排名

新疆
0

0.4

0.8
NCI值

年份

19
16 16 15 14

19
22 22 21

23 23

年份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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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第

五

梯

队

甘肃
0

0.3

0.6
NCI值

年份

28 27
29 28

25

28

25 23
27

24 24

年份

排名

河北
0

0.2

0.4
NCI值

年份

26

22 23

26
24 25 24

27 26 26 25

年份

排名

内蒙古
0

0.2

0.4
NCI值

年份

27 28
26 27 28 27 26 25 24 25 26

年份

排名

宁夏
0

0.2

0.4
NCI值

年份

29 30
28

25 27 26
28

26
28 27 27

年份

排名

山西 0

0.3

0.6
NCI值

年份

22 20
24

21 23 24
27 28

25
28 28

年份

排名

海南
0

0.2

0.4
NCI值

年份

23
26 27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年份

排名

青海 0

0.1

0.2
NCI值

年份

30
29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年份

排名

西藏
0

0.1

0.2
NCI值

年份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年份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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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医学科学的第一梯队包括北

京和上海，这两个省域是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的

领头羊，2006-2016 年，北京 NCI 呈现上下波动

趋势，上海 NCI 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016 年

上海医学科学的项目数量、项目经费和人才数

都高于北京，但其机构数远不及北京，TOP100
的机构中，北京占大约五分之一，上海占 7 个，而

由表 4 可知 TOP20 的机构中，上海占 5 个，北

京仅占 2 个，说明上海市机构数虽少但是机构

实力都较强，而北京市机构覆盖率高，参与度大。

第二梯队包括广东、江苏、湖北和浙江。

2006-2016 年，这 4 个省域的 NCI 均呈上升趋

势，是我国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其

中广东、江苏和湖北的排名基本不变，分别稳

居 3-5 名。浙江省基础研究竞争力大幅上涨，排

名上升较快，从 2006 年的 13 名逐步上升到第 6
名，且势头不减。湖北、浙江 TOP100 的机构中

所占比例不高，但机构排名靠前。

第三梯队包括山东、陕西、四川、辽宁、湖

南、重庆、天津和江西。这 8 个省域的基础研

究力较强，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各省之间

竞争较为激烈，排名不断变化。其中，重庆市

2006-2011 年在 6-7 名之间徘徊，2011 年后竞争

力不断下降，2016 年跌至 12 名；江西省正好相

反，2006-2013 年在 20 名上下浮动，2013 年后

竞争力不断上升，2016 年上升至 14 名。山东省

TOP100 有 5 个机构。

第 四 梯 队 包 括 广 西、云 南、福 建、黑 龙

江、河南、安徽、吉林、贵州和新疆。虽然这

9 个省域的基础研究力较弱，但其医学科学 NCI
值均呈小幅上涨趋势，基础研究竞争力有了一

定的发展。各省之间的排名波动变化较大。其

中黑龙江、吉林、新疆、安徽医学科学基础研

究总体呈下降趋势，黑龙江由 2006 年的 14 名

下降到 2015 年的 20 名，2016 年稍有回升，排

至 18 名；吉林由 2006 年的 16 名跌至 2010 年

的 22 名，2010-2016 年在 20-22 名之间徘徊；新

疆由 19 名跌至 23 名；安徽省上下波动较大，由

2006 年 17 名下降至 2016 年 20 名。福建、河南、贵

州医学科学基础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福建由

20 名上升到 17；河南由 24 名逐步上升到 19 名；贵

州由 25 名稳步上升到 22 名。

第五梯队包括甘肃、河北、内蒙古、宁夏、山

西、海南、青海和西藏。这 8 个省域多位于我

国中西部地区，医学科学基础研究较为落后。

其中，山西和海南基础研究竞争力排行呈明显

下降趋势，山西由 2006 年的 22 名逐步下降到

2016 年的 28 名，海南由 2006 年的 23 名逐步下

降到 2016 年的 29 名。甘肃省呈小幅上涨趋势，由

2006 年的 28 名上升到 2016 年的 24 名。青海和

西藏 NCI 增长缓慢，排名一直垫底。

笔者列出了 2016 年我国 31 个省域在医学

科学不同项目类别的项目经费和所占比例，见

表 2。
由表 2 可知，本文只选取较为典型的自由

申请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自由申请项目是

NSFC 中最基本的项目类型，以自由探索为原

则，上海市位居榜首，其医学科学自由申请项

目经费占整体经费的 18.08%，内蒙古、青海、西

藏无自由申请项目。青年科学基金的目的是培

养和造就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

者，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该

省域的基础研究的发展潜力，江西、广西、云

南、福建等偏远地区的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目

经费偏低，河南、安徽、甘肃其总体排名虽较

为靠后，但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相对偏高，说

明其医学科学基础研究有较大潜力。地区科学

基金主要为了加强对部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

地区等科学研究基础薄弱地区科技工作者的支

持，为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服

务 [12]。医学科学的地区科学基金经费排前 5 的

省域是：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新疆。而

青海和西藏的项目经费仍然较低，这两个省域

应好好利用国家地区科学基金的政策优势，稳

定、吸引并培养其科技人才，加大医学科学的

基础研究。重点项目是针对我国的重要研究领

域或新学科生长点开展系统、深入的创新性研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25

知识管理论坛，2017（3）:232-243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3 期（总第 9 期）

240

究工作，北京、上海、广州是医学科学重点项

目的领先者，3 个省域的项目经费总和占重点

项目经费的接近一半。重大项目针对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2016

年，四川大学牵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联合申请“生物大分子

药物高效递释系统”获得资助，直接资助经费 1 
442.35 万元。

表 2  2016 年我国各省域在医学科学不同项目类别的项目经费及所占比例

排名
省域

名称

自由申请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

项目

经费

( 万元 )

项目

经费

比例（%）

项目

经费

( 万元 )

项目

经费

比例（%）

项目

经费

( 万元 )

项目

经费

比例

项目

经费

( 万元 )

项目

经费

比例（%）

项目

经费

( 万元 )

项目

经费

比例（%）

1 北京 35 359 15.37 7 526.1 11.63 7 662 26.06 306.35 21.24

2 上海 41 590 18.08 9 573.8 14.79 5 509 18.74 803.4 55.70

3 广东 28 417 12.35 7 144.1 11.04 3 832 13.03

4 江苏 24 043 10.45 7 411 11.45 1 106 3.76

5 湖北 11 718 5.09 3 649.3 5.64 174 0.56 2 475 8.4

6 浙江 11 996 5.2 3 834.8 5.93 1 945 6.62

7 山东 8 877 3.86 3 228.2 4.9 280 0.95

8 陕西 9 148 3.98 2 913.9 4.50 110 0.36 1 100 3.74

9 四川 6 755 2.94 2 696.4 4.17 1 100 3.74 332.6 23.06

10 辽宁 6 813 2.96 2 170.5 3.35 809 2.75

11 湖南 8 294 3.60 2 194.3 3.39 69 0.22 275 0.94

12 重庆 8 596 3.74 2 429 3.75 1 094 3.72

13 天津 5 592 2.43 2 110.1 3.26 550 1.87

14 江西 603 0.2 277.6 0.43 5 730.5 18.6 275 0.94

15 广西 577 0.25 262 0.40 5 628.5 18.27

16 云南 871 0.38 228.6 0.35 4 125 13.3

17 福建 3 916 1.70 174 0.27 280 0.95

18 黑龙江 4 663 2.03 869.1 1.34 280 0.95

19 河南 3 025 1.31 1 461.7 2.26 280 0.95

20 安徽 3 011 1.31 1 095.7 1.69 550 1.87

21 吉林 2 468 1.07 1 016.1 1.57 1 130.5 3.67

22 贵州 175 0.08 138.9 0.21 4 000.5 12.98

23 新疆 68 0.03 34.5 0.05 3 426 11.12

24 甘肃 798 0.35 1 203.6 1.86 971 3.15

25 河北 1 334 0.58 466.1 0.72

26 内蒙古 17 0.03 1 699 5.51

27 宁夏 170 0.07 68 0.11 1 853.5 6.02

28 山西 1 128 0.49 498.6 0.77

29 海南 85 0.04 17 0.03 1 451.5 4.71

30 青海 219 0.71

31 西藏 222 0.72

总 合计 230 090 100 64 710 100 30 810 100 29 402 100 1 442.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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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6 年大学与科研机构 TOP20（医学科学

NCI）
根据大学与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学科 NCI 计

算公式，笔者列出了 2016 年在医学科学领域

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TOP20 及其竞争力。结果显

示：TOP 5 的大学与科研机构是上海交通大学、中

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位居榜首，NCI 为 50.339 6，远

远高于其他大学和机构。TOP20 的大学与机构

中，有接近一半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属于专业型

医科院校。其中上海市占 4 个，北京市占 2 个。

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6 年大学与科研机构 TOP20( 医学科学 NCI)

排名 学校名称 所属区域 项目数量（个） 项目经费（万元） 主持人数（人） NCI

1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74 23 200.33 471 50.339 6

2 中山大学 广东 374 17 986.9 372 39.500 5

3 复旦大学 上海 313 15 241.57 310 33.148

4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66 11 370.65 264 26.992

5 北京大学 北京 234 14 595.4 227 26.727 9

6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243 10 014.27 242 24.387

7 浙江大学 浙江 227 11 270.1 226 24.238 2

8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228 8 701.7 226 22.268 7

9 中南大学 湖南 217 9 006.22 216 21.825 5

10 四川大学 四川 191 11 429.25 189 21.659 6

11
中国人民解放

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189 8 570.7 189 19.609 2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军医大学
陕西 173 9 194.96 173 18.924 6

13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79 8 330.1 177 18.662 5

14 山东大学 山东 193 7 078.6 193 18.656 6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军医大学
重庆 180 7 947.3 180 18.509 7

16 同济大学 上海 157 7 227.81 157 16.371 2

17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39 5 008.7 138 13.325 5

18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37 5 048.3 136 13.231 6

19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 120 4 908.6 118 11.962 4

20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14 4 661.4 113 11.393 2

 5  结论

通过研究与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总 体 上 我 国 医 学 科 学 基 础 研 究 投

入 增 长 较 快，2006 年 项 目 经 费 是 58 577.85
万，2016 年达到 397 158.62 万元，年均增长率

21.09%；2006 年项目数量 2 192 项，2016 年达

到 9 212 项，年均增长率 15.4%。但我国仍然是

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的发展还面临不少的困

难和挑战，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还是偏

低，投入强度不够，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基础研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其投入结

构和资助机制有待改善，可以适当加大地方政

府和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而加大中央

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是首要任务和发展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25

知识管理论坛，2017（3）:232-243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3 期（总第 9 期）

242

方向。

（2）我国医学科学的省域基础竞争力差距

较大，省域发展不合理，东部地区发展遥遥领

先，中西部虽有国家在政策布局上的支持，但

是基础研究发展仍相对落后。第一梯队中北

京、上海等 6 个省域的项目经费总和占总项目

经费的 56.6%，而第五梯队的甘肃、河北等 8 个

省域的项目经费总和不及总项目经费的 3%。由

此可知，我国医学科学基础研究发展不均衡，差

异性较大。因此，政府、自然科学基金委及相

关部门需要在宏观资助策略上采取积极且有效

的措施，做好统筹规划和整体协调，对于落后

省域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和扶持，从

而促进省域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的均衡发展，防

止出现“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

（3）加强各省域之间交流与合作。针对医

学科学基础研究相对较弱或者竞争力不断下降

的省域，应该从自身寻找问题和突破点，立足

于省域的优势和特色，加强与竞争力较强省域

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其相关经验，不断引进高

水平、能力强、创新性的科研人员，优化科研

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建立健全各省域科研评估

体系、人才选拔机制、科研支撑和保障体系，提

高科研管理水平，为基础研究发展提供制度支

撑和保障。同时也可设立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相对应的省级自然科学基金，为医学科学的基

础研究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扶持，推进医学科学

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西部偏远落后地区要充分

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地区科学基金的优惠政

策，积极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逐步提升基础研

究能力，扩大基础研究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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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tim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edical science basic research and its changing trend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are analyzed.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greatly improved, but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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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意义 ]探讨档案信息化管理面临的数据量急剧增加、类型与结构日益多元复杂的现实问题。

[方法/过程]结合档案的基本属性与特征，分析数字化档案在存储、利用等典型环节所具有的大数据特征，

研究并阐述档案信息化过程中，新的大数据技术对数字档案存储与利用、知识发现过程的支持与应用。[结

果 / 结论 ] 现代大数据处理技术不仅为档案信息化管理带来一定的解决对策，同时可以促进其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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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档案的信息化

建设是大势所趋。档案信息化是档案管理从传

统实体服务转向数字化信息服务模式的转变，通

过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和网络化档案的管理过

程实现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合理管理和有效利用
[1]。在大数据时代潮流下，大数据所具有的海量

（Volume）、多样（Variety）、高速（Velocity）、可

用与可信（Veracity）即 4V 特性，已经体现到

档案信息化建设中，出现了“档案大数据”的概

念 [2] 及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对数字化档案的深

度挖掘策略 [3]。然而，传统的档案管理系统难

以动态扩展，越来越吃力 [4]，网络化档案的管

理过程迫在眉睫。特别是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

本身日益成为繁重、冗长而效益低下的工作，数

字化后的资源仍然存在“信息孤岛”现象而得不

到有效利用。传统的管理与技术体系已经逐渐

不能满足要求，如何与大数据环境和技术接轨

是档案信息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  档案信息化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档案信息化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档案信息化的研究源于社会

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时代进步和研究的不断

深入，发表论文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档案

信息化逐渐成为档案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研究

初期，学者们较多地关注档案信息化的相关理

论研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档案信息化的来

源，档案信息化与相关概念、相关工作之间的

关系，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内容研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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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史丽

萍 [5] 认为档案馆与社会信息化紧密相关，探讨

了档案信息化的形成，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

分析。李治金 [6] 分析了档案信息化与企业信息

化之间的联系，说明信息化对企业档案事业发

展的重要性。张锐 [7] 对档案信息化理论体系建

设的有利时机、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及完善

档案信息化理论体系建设的策略和措施进行了

探讨。丁立新 [8] 在分析我国档案信息化发展的

机遇与困惑基础上，对档案信息化工作模式、应

用系统建设及其运行维护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趋

势预测。王美琴 [9] 则基于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

基本现状分析，指出档案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提出加快实施档案信息化的措施。

随着物联网的出现和云计算、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的兴起，社会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同

时人们对档案信息化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自

2011 年以来，国内掀起了大数据研究热潮，研

究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大数据和档案信

息化的结合也日渐紧密。我国学者围绕大数据

背景，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档案信息化的研究。

张英奎 [10] 等分析了大数据时代企业档案管理所

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使档案管理模式更好契合

时代发展，提出了相关策略。刘国华等 [11] 建议

从服务观念、档案信息质量、档案资源云平台

构建三个方面融入并强化大数据技术应用。

国内学者同时还关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我

国高校档案信息化发展与应用问题。陈晨 [12] 分

析了高校图书馆的档案大数据及信息化现状，从

软硬件基础设施、管理人员构成及其业务和安

保意识、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改进对策。

目前国内档案信息化研究发展迅速，已经覆盖

数字档案管理、档案信息服务、档案数据挖掘

等内容。但总体上讲，我国档案信息化研究还

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更多地关注信息技术在档

案信息化过程中的应用，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对

大数据背景下档案信息化所面临的理论基础和

技术问题认知尚浅，缺乏对档案信息化技术的

具体说明，研究范围和领域有待拓展，研究层

次有待进一步深化。

 3  档案信息化建设面临的大数据问题

当前大数据技术的示范应用主要包括社交

媒体数据分析、互联网广告、地理坐标及商务

智能 [13]，主要应用于数据挖掘与决策层面。但

从长远看，以上领域会拓展到数据长期保存、信

息系统管理等方面。任何新技术的应用都与社

会环境密切相关，显示着技术的社会性，并受

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14]。在档案的信

息化建设过程中，大数据技术应用在元数据与

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的存储、可追溯、利用的

时效性、知识服务的可用性等方面面临一些问

题。

3.1  数字档案资源存储问题

只有对所收藏的数字档案资源进行可信

的、长久保存的系统才能称之为数字档案馆系

统 [15]。档案的特性在于持续记录不断发展的历

史过程。因此，数字档案资源的存储是个永久

的量增过程，需要不断扩充存储载体来支持这

样的增长。此外，任何材质的载体受到自然环

境及技术进步的影响，都会逐渐丧失载体的功

能，从而影响到所记录的信息。实现永久保存

就意味着按照一定的时间周期，对于需要永久

保存的档案资源定期进行数据迁移，以便对数

据进行载体更新、技术更新、管理更新，使得

信息资源能够不断保存下去，这是档案实现可

靠长期保存的基本要求。

数字档案的数据由描述档案实体内容的数

据与描述数据的数据（元数据）两大部分构成。

档案数据一般具有只读特性。因此，数字档案

的著录、标引、索引、目录等元数据相对容易

进行标准化。但是其实体数据的数据类型、格

式、结构等会随着技术革新不断发生变化，其

所承载的信息完整性与可靠性受到挑战。对于

数据量的规模增加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相应的软

硬件设备来应对，但量的规模到一定程度后有

可能导致对数据的控制力下降甚至系统崩溃。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迁移是最难应对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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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以通过传统关系数据库的三级模式来维

持迁移过程软件的独立性，但迁移的数据量会

越来越大；迁移数据的数据结构及附载其上的

信息含义越来越复杂；迁移的周期随着技术革

新节奏的加快，周期越来越短。传统的数据库

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应付迁移的复杂性，特别是

现有的系统经过技术或管理革新重组后，数据

的类型、结构、约束等都存在转型问题。维护

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面临着巨大挑战。

3.2  数字档案资源的可追溯问题

从纵向角度通过档案能了解其反映出的基

本语义、产生的背景、来源及原来制档机关的

目的，而且也能够发现不同档案资料存在的相

关性，即档案具有可追溯性。虽然档案本身一

般是按照一事一案以案卷、全宗等作为关联的

单位保存的，但是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在现实

的社会环境中广泛存在。所以对档案的可追溯

性并非局限在案卷内或全宗内，往往需要利用

数字档案的特点进行复杂的关联查询与分析利

用。而且，随着不同行业、专业领域之间的互

相渗透，互相之间的相关性会越来越多，越来

越复杂。此外，数字档案全宗及案卷内往往存

在文本、图像、视频等异类及同类但异构的数

据，用户的追溯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元化。

由此使得数字档案的可追溯性在不远的将

来日益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使数字化的信

息系统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能够在逻辑上实现这

样的复杂关联，但是所导致的时间与空间复杂

度会使成本巨大。此外，数字档案由于对各层

次软硬件环境及原始档案管理制度的依赖，需

要大量的元数据来描述，而元数据与档案内容

之间虽然存在逻辑关联，但是在物理上常是独

立的，这种关联往往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表现

为一定的脆弱性。传统意义上的量或规模已经

不再是衡量复杂性的第一要素，复杂关联与聚

集引发的数据复杂性远远超过规模的复杂性效

应 [16]。可追溯性是数字档案长期保存的可用性

基本要求，日益复杂的关联性与高效、可用及

可信是矛盾统一体，也是大数据环境下必须面

对的问题。

3.3  数字档案利用的时效性问题

在一般性事务查询利用方面，对于以关系

模型存储的档案元数据，标准 SQL 查询的结果

与响应时间（时间复杂度）受到数据量与关联

数的限制，理论与实践上不可能无限制扩大。

如果数据库中包含了图像、大文本、视频等大

二进制字段，检索效率更会大打折扣。此外，为

了加强对数字化档案的利用，会在原始分类的

基础上要求有更多的逻辑分类，以便于进行关

联分析。由此，在检索过程中，会造成数据库

之间、数据表之间复杂的、大数据量的关联运算。

另外，现有的数字档案系统一般均要求支持全

文查询，现有技术针对全文查询一般是建立在

对相关文件穷举式扫描基础上的，在具体文件

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涉及到跨库、跨文件查

询，在 EB 级数据量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一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纵向不断增

加层级及横向采用更广泛的分布系统，但不会

解决时间复杂度越来越大、系统熵越来越大的

根本问题。

3.4  数字档案知识服务的可用性问题

在对信息资源进行分析或进行知识发现

研究时，首先要求信息资源能够按照知识发现

主题的需要建立多维度分析模型，建立各种复

杂关联。现有的数字化档案体系一般是传统纸

制档案的数字化转换。受制于其传统载体及立

档单位，其数字化副本在物理与逻辑结构上都

存在小集中、大分散的现象。小集中指的是档

案的保存逻辑上体现的立档单位一般以全宗为

单位，事由以案卷为单位，关联方式一是通过

文件物理存储的集中性来体现，另外通过大量

的元数据描述在逻辑结构上体现；大分散指的

是不同地域、不同机构之间的数字档案资料缺

乏关联，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息孤岛。虽然有利

于保证档案案卷的整体性及体现原来制档机构

的目的，但是不利于按照一定分类主题形成大

规模的数据集市或数据仓库。数据挖掘形成的

语义关联或知识图谱可信程度大打折扣。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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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查询后基于批处理的分析计算在数据量

及非结构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很难保证其可用

性，更不能保证其高效性。

此外，档案信息化还面临着元数据与数据

结构问题。现有的元数据主要存在于关系数据

库中，关系结构以行记录为单位，而大数据技

术环境下的数据库往往是以列为单位，这样就

需要对原有的元数据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也就

是现有的元数据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大数据技术应用面临着与原有系统冲突的问题。

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应用还存在对关联

粒度及层次结构制约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数

字档案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对具有较多的层次结

构。除了档案实体文件内部的相关性外，还存

在案卷与案卷之间的联系，同一案卷中 “件”与  
“件”之间的联系，不同级别的档案管理联系。这

些关联具有一定的“立体”特征。但在现有的

大数据技术环境下，由于数据结构相对简单，重

在对异构、海量数据的“平面”关联分析，因此，如

何将数字档案的数据结构重新组织，在不破坏

其固有的立体联系情况下，实现高效率的大数

据分析将是极大的挑战。

 4  档案信息化建设中大数据问题的
解决对策

4.1  加强数字档案资源存储

档案数字化是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

体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档案信息形态，将

各种传统载体的馆藏档案资源转化为数字化档

案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存储、网络化形式传输

并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进而实现档案信

息的快捷利用与共享 [17]。数字档案数据在保

存中需要按照时间序列或事由进行分类与关

联，追求的目标是将存储管理由载体控制转化

为软件控制。传统的模式对数据的结构、操作

及约束有一定的范式要求，采用转储方式或基

于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模式。通过中心管理服

务器将分布在不同节点数据库中的数据实现逻

辑上的统一管理，存储的方法一般是将结构化

的关系模型作为元数据信息存储的数据结构，以

此来关联实体档案。关系型数据库虽然能够实

现比较复杂的关联，但对数据量非常敏感，具

有较大的时间与空间复杂度。在档案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利用大数据存储技术加强数字档

案 信 息 资 源 存 储，如 通 过 GFS（Google Files 
System）、HDFS（Hadoop Files System） 等 分

布式文件存储系统，能够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并

实现关联，自动建立基本的索引元数据，适合

半结构化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存储与处理。

4.2  维护档案静态特征及迁移过程的可靠性

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之一，客观

上要求其所依赖的软硬件环境、依附的载体及

其语义能够维护其所记录信息的原始性、真实

性、可靠性等静态特征，同时要求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能够实现一致性的数据迁移，从而保

证档案信息的可追溯性。

大数据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能够将文件或

文件夹中的对象直接转化为二进制数据序列，忽

视其中的具体格式或结构，对各种形式存在的

档案资源在底层实现智能化存储与处理，在更

高的层次上再进行利用分析；此外，大数据技

术更适应对大文件的处理，如 HDFS 文件系统，可

将要存储的非结构化数据按照统一二进制大小

（64M）进行分片、多点备份、并行处理，形

成一系列的 (key,value) 键值对，然后按照键进

行归并，对相同键的值进行结果汇总与合并。

这也符合档案文件的组织特点（以“件”或“卷”组

织成复合文件）。由此能够很地维持档案资源

存储与利用过程中的完整性、可靠性，实现档

案数据变换、整合及利用的智能化，可以针对

档案案卷的组织特性，将其以复合文件或文件

类集合的模式进行多种形式的组织，然后按照

全宗建立群节点，从而简化数字档案文件存储

管理的层次级别。

4.3  维护数字档案的时效性和可用性

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弱化关系降低数据模

型的复杂性，统一电子文件的物理与逻辑集成

（集成指在文档管理范畴内，将电子文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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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信息、结构信息、背景信息采用一定标准、规

范和编码进行融合 [18]）。分布式键值对的存储

系统能够实现面向列的、可伸缩的数据存储模

式，将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海量数据按照列

簇存储到同一文件中并实现性能良好的随机访

问，使数字档案按照事由进行物理封装成为可

能。相应地也可以使内容信息、结构信息、背

景信息具有逻辑与物理上的统一标识与封装。

此外，存储的结构支持多维特性，能够在结构

上实现动态改变，可以在不影响原有数字档案

内容及结构的前提下，实现行、列、时间戳的

动态扩展，由此可以实现数字档案内容的动态

扩展。自动生成索引的机制可将非结构化的数

字档案实现半结构化，实现更紧密的结合，进

一步维持数字档案在长期保存过程中的完整性。

如果能够与现有系统中数字档案的标准元数据

进行关联，共同实现对档案内容信息的索引及

描述，会极大增强数字档案的可用性。

档案一旦形成后在内容上就不能再修改，大

数据技术对数据修改的敏感或不支持并不影响

档案的长期保存，反而成了档案长期存储的一

种优势。首先是大数据技术所支持的文件系统

通过不断增加硬盘数量实现容量的智能化增

长，存储采用集群架构的管理与多重备份并基

于智能化容错，读写模式采用基于二进制的分

块、并行处理、合并的方式，而且所使用的文

件系统一般不限制文件大小及格式。因此，在

构建数字档案存储系统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

物理上都能够有效维护档案资源的原始记录性

特征。

4.4  实现档案信息的关联性分析及知识发现

数字档案的存储在数据结构上大都具有半

结构化特性。一方面由于档案数量与种类的多

元导致的海量、异构等非结构化特征；另一方

面数字档案一般都有结构化、标准化的元数据

描述及电子标引等元素。因此，随着数字档案

资源的不断增加，完全结构化或完全非结构化

的资源形态均不多见。将结构化元数据与非结

构化的档案实体描述数据按照一定的模式关联

成半结构化模式，日渐成为数字档案资源组织

的基本模式。大数据技术环境可以提供基于键

值对的分布式存储与处理，能够在海量、异构

数据中自动寻找出文字间的语义主题，有利于

面向领域对本体的主题知识构建。此外，面向

列的、可伸缩的半结构化数据库存储模式，如

基于 HDFS 的 Habse 数据库管理系统，能够在

行、列、时间维实现动态扩展，通过行关键字、列

簇、列关键字、时间戳形成多维表。一方面能

够实现复杂的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之间的

关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领域、论域、主

题三个知识关联层次。由此，为异源、异构的

数字档案进行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提供了基本

的技术支持。

 5  结束语

尽管档案信息化工作所面临的大数据问题

突出，相关的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在档案所具有

的大数据特征及相关的管理与利用宏观策略方

面 [19]，但大数据技术所具有的分布式、云计算、智

能化特征，及对海量、异构数据处理所具有的

优势与数字档案管理的现实需求具有一定的吻

合度。与此同时，对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应用

于数字档案管理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理解

与把握，例如大数据技术如何为档案存储、迁

移及跨部门与平台的知识发现提供支持，以及

应用于数字档案管理所需要面对的信息系统重

构、信息及数据转换层次划分问题等。大数据

技术及其生态环境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

势，促进着通常的数字档案以及包括数字图书

资源等泛化“数字档案”相关管理理论与技术的

快速发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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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最受尊敬的知识型组织 ”MAKE 奖是目前国际范围内最具权威的知识管理奖项。

但目前正式刊物鲜见 MAKE 奖的全面介绍，关于参加 MAKE 奖的第一手心得体会更是少见。[方法/过程] 

通过对历年 MAKE 获奖名单及发布报告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笔者多年参与 MAKE 奖角

逐的实践经验，全面系统介绍 MAKE 奖的基本情况、评奖标准、评奖过程、获奖组织、经验教训等。[ 结

果 / 结论 ] 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放眼全球，MAKE 奖的介绍和笔者的经历对于那些立志走向卓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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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知识管理界，有一项公认的奖项不

得不提，那就是享誉全球的“最受尊敬的知识型

组织”——MAKE 大奖。MAKE 英文全称是“Most 
Admired Knowledge Enterprise”，是目前国际范

围内最具权威的知识管理奖项，被称为知识管

理界的“奥斯卡”。许多公司和知识管理实施

者，无不以拿到 MAKE 奖为殊荣。

每 年 全 球 MAKE 大 奖 的 获 奖 者， 都 是

各 个 行 业 的 翘 楚。2016 年 12 月， 公 布 最

新 上 榜 获 得 全 球 MAKE 大 奖 的 名 单 中， 有

Accenture、Alphabet（ 即 Google）、Amazon、
Apple、ConocoPhillips、Deloitte、Ecopetrol、E
Y、Fluor、FMC、IBM、Infosys、Microsoft、P
wC、Samsung、Schlumberger、Siemens、Tata、
Tesla、Wipro 等公司，可谓大牌云集，赫赫有名。

这些企业即是当下全球最优秀企业的代

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家最为看好企业的

风向标，其对企业的战略品牌影响程度不言而

喻。在上面的获奖名单里，来自美国的获奖组

织有 9 家，占比 45%；来自亚洲的获奖组织有 4
家，占比 20%；来着欧洲的获奖组织有 3 家，占

比 15%；标注为全球的获奖组织有 3 家，占比

15%；来自南美洲的获奖组织有 1 家，占比 5%。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家来自

中国的组织获得 Global MAKE 奖，来自印度、韩

国等国家的组织却屡获大奖。因此，本文重点介

绍 MAKE 奖的基本情况、评奖标准、获奖组织、评

奖过程等，同时分享笔者多年参与 MAKE 奖角

逐的实践经验，为那些立志走向卓越、参加国际

对标舞台的中国企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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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KE 奖概述

1.1  MAKE 奖介绍

MAKE 奖 始 于 1998 年，是 由 Teleos 公 司

（是一家在知识管理和智力资本领域有着重要

地位的英国独立研究机构）联合 KNOW 网络 [1]

共同发起，在全球范围内评估甄选出那些善于

利用企业的显性或隐形知识以及智力资本来为

股东创造价值的组织。候选者不只限于企业，还

包括政府机构、学校、非盈利公益组织等。至

2017 年，通过其十九年的研究及坚持，逐步成

为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性奖项。

MAKE 奖目前设有国家 / 地区级奖项（例

如中国 MAKE、香港 MAKE、印度 MAKE、印

尼 MAKE、伊朗 MAKE 等）、洲际区域级奖项（例

如亚洲 MAKE、欧洲 MAKE、北美 MAKE）以

及全球级奖项，其相关 Logo 请见图 1，其实

体水晶奖杯请见图 2。自 2010 年开始，全球级

MAKE 奖又细分为如下两种类别：

1）Global MAKE：即 全 球 MAKE 奖，包

括那些父系组织（含其旗下所有的公司、业务

板块、业务单元及机构）、集团或控股组织等；

2）Global Independent Operating Unit (IOU) 
MAKE：即全球独立运营机构 MAKE 奖，包括

私人公司、业务部门、业务单元、组织机构等。

图 1  MAKE 相关 Logo

1.2  MAKE 评选过程及标准

MAKE 奖评选采用的是德尔菲（Delphi）研

究方法。由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的领导人以及

在知识管理、智力资本、创新或组织学习等领

域卓有成就的知名专家组成评选小组，选出知

识经济时代那些系统性利用知识取得竞争优势

的成功企业，让那些在知识经济时代叱咤风云

的先锋组织脱颖而出。

图 2  MAKE 水晶奖杯

MAKE 评奖过程中共有三轮专家评审。第

一轮，由专家小组（Expert Panel）直接提名全

球任何地方的某个组织，该组织可以是盈利性

的、非盈利性或者是公众部门，被提名的组织

进入“提名名单（Nominations）”。第二轮，每

个专家将从提名组织名单中最多选择出 3 家组

织，那些至少被 10% 的专家选择的组织会晋入“决

赛名单（Finalists）”。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所

有晋入决赛名单的组织将被从如下 8 个方面（这

也是所谓的 MAKE 奖 8 大评审标准）进行综合

评定、排序并最终确定是否获得 MAKE 大奖：

（1）建立以知识为本的组织文化；

（2）高层领导对知识员工的培养；

（3）研发和交付知识型产品 / 服务 / 方案；

（4）最大化组织的智力资本；

（5）打造协作型组织知识共享环境；

（6）建立和维护学习型组织；

（7）运用客户及利益相关者的知识来交付

价值；

（8）将组织知识转化为股东或社会价值。

1.3  MAKE 获奖组织及其表现

从 1998 年 至 2016 年， 全 球 MAKE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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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选 至 今 已 经 历 经 19 届， 总 计 有 65 家 不

同 的 组 织 获 得 过 全 球 MAKE 大 奖。统 计 19
年 来 获 得 全 球 MAKE 奖 的 企 业 名 单， 其 中

Accenture、Microsoft 共拿到过 19 次，IBM、E&Y
共拿到过 18 次，PwC 共拿到过 16 次，Siemens
共拿到过 14 次，Samsung 共拿到过 13 次，Goo
gle、HP、Infosys、McKinsey、Toyota 共拿到过

12 次，Apple、Fluor、GE、Schlumberger 共 拿

到过 11 次。这些屡获全球 MAKE 奖殊荣的组

织，无疑是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知识型组织的典

范。作为马拉松式长跑中的佼佼者，能够长期

保持江湖地位，殊为不易。

为鼓励更多中、小型组织加入 MAKE 奖对

标角逐行列，自 2010 年开始新增全球 IOU MAKE
奖。到 2016 年共历 7 届，总共有 34 家不同的组

织获得过全球 IOU MAKE 奖。2016 年全球 IOU 
MAKE 奖 获 得 者 共 有 11 家， 分 别 是：Afcons 
Infrastructure、Hong Kong Police Force、Korea Water 
Resources Corporation、Nalco Water、Samsung 
SDS、Singapore Armed Forces、Singapore 
Power、Tata  Consul tancy Services、Tech 
Mahindra、The Titan Company、US NASA。

成功地管理组织的知识会产生巨大的红利。

统计 2016 全球 MAKE 大奖得主在纽约证券交

易所 /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据，过去 10 年期

间（2006-2015）其股东整体回报率 TRS（Total 
Return to Shareholders） 达 13.5%， 是 财 富 500
强企业中值的 1.7 倍。

2016 年全球 MAKE 大奖得主的平均收入回

报率 ROR（Return on Revenues）为 16.9%，是

财富 500 强企业收入回报率中值的 1.7 倍。全球

MAKE 大奖得主的平均资产收益率 ROA（Return 
on Assets）为 6.6%，是财富 500 强企业资产收

益率中值的 2.8 倍 [2]。

 2   MAKE 奖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知识管理奖

项，MAKE 一直迟迟无缘中国的企业。间或偶

有中国企业被提名，例如 2010 年有中国内地的

企业进入 2010 亚洲 MAKE 提名目录，虽然最

终没有获奖，但是 MAKE 已经逐步进入中国企

业及组织的视野。

2.1  首届中国 MAKE 奖

当亚洲、欧洲、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北

美 地 区 都 陆 续 设 有 国 家 级 或 洲 际 区 域 性 的

MAKE 奖 项 后，MAKE 奖 项 于 2008 进 入 香

港，由香港理工大学知识管理与创新研究中

心组织评选 [5]。随着国内知识管理界呼声不

断增高，经过努力，香港理工大学知识管理

与创新研究中心于 2011 年邀请知商网作为内

地的授权承办单位，开始举办中国 MAKE 奖

的评选。

当年，中国内地共有 7 家企业获得了 2011
中国 MAKE 奖，获奖组织名单如下（按公司英

文名称排序）：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银行远程银行中心、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用

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经 过 选 送，其 中 有 3 家 组 织 还 获 得 当 年

2011 年亚洲 MAKE 奖：招商银行远程银行中

心、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

始，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内地的知识管

理水平逐步得到提升，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展

露头脚。

2.2  中国 MAKE 奖后续发展

自 MAKE 奖走入中国后，从 2011 年开始

到 2016 年年底，已经在中国内地连续进行了 6
届评选，历年获奖组织。见表 1。
2.3  参加 MAKE 奖评选的过程

在中国内地，想参加 MAKE 奖评选的企业

或组织，一定要做好统筹规划，注意参选流程

的重要时间节点。

（1）3-5 月份：参选报名及报告撰写阶段。

在该时间段，欲参选的中国内地企业需要向知

商网（www.51km.com.cn）报名，按照提供的模

板进行材料撰写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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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 MAKE 历年获奖组织名单

年份
获奖
数量

获奖组织名单

2011 7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远程银行中心、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7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基金客服中心、招商银行、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2013 5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CDI 悉地国际、天华建筑、广东省中医院

2014 9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青岛啤酒、天华建筑、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远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粮营养研究院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2015 3 中粮营养研究院有限公司、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2016 6 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中粮营养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6-7 月份：网上评选及现场答辩阶段。

在该时间段，一般会有两轮筛选过程，第一轮

是网上评选，第二轮需要到现场答辩（一般是

在深圳）。7 月底会揭晓中国 MAKE 获奖名单。

（3）8-10 月份：亚洲 MAKE 奖选送及评

选阶段。在该时间段，组织方会从中国 MAKE
获奖名单之中选择优秀的企业或组织代表，选

送到亚洲进行亚洲 MAKE 奖评选。

（4）11-12 月份：全球 MAKE 选送及评选

阶段。在该时间段，组织方会从亚洲 MAKE 获

奖名单之中选择优秀的企业或组织代表，选送

到全球进行全球 MAKE 奖评选。

对于最终获奖的企业或组织，会收到参

加 MAKE 颁奖典礼的邀请，活动时间会在 12
月或来年 1 月份。对于其中优秀的案例，企业

或组织还会受到邀请，做实践专题分享演讲。

以前亚洲区 MAKE 颁奖典礼，会放在韩国首

尔 与 世 界 知 识 论 坛（World Knowledge Forum, 
WKF）一起举办。最近两年亚洲区 MAKE 的

颁奖典礼，都放在香港与亚洲知识论坛（Asian 
Knowledge Forum, AKF）一起举办。

 3  MAKE 奖参选见闻与思悟

3.1  MAKE 奖参选经历

作为中国内地最早关注、参与 MAKE 奖申

请与角逐的实践者，笔者曾经率领西门子中国

参选并获得 2011 年、2012 年中国 MAKE 大奖

以及亚洲 MAKE 大奖。此后，又率领中粮营养

健康研究院参选并获得2014年中国MAKE奖，在

2015 年 更 是 连 升 3 级， 摘 取 了 2015 年 中 国

MAKE 奖、亚洲 MAKE 奖及全球 IOU MAKE 奖。

这是 2015 年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打入全球

MAKE 奖，也是截至目前第二家获得全球 IOU 
MAKE 殊荣的中国内地企业，见图 3 所示：

图 3  笔者代表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获得全球 IOU 
MAKE 殊荣

同时，笔者还与国内知识管理同行一起走

出国门，积极与全球优秀知识型组织进行对标

和学习，极大地开拓了视野，同时结识了许多

国际同道中人。

2012 年 10 月 11 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

13 届世界知识论坛（WKF）上，作为中国内地

获得 2012 亚洲 MAKE 大奖的代表，笔者受邀

分享了西门子中国的知识管理实践。

2016 年 01 月 21 日，在 香 港 举 办 的 2016
亚洲知识论坛（AKF）上，作为中国内地获得

2015 全球 IOU MAKE 大奖的代表，笔者受邀分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27

知识管理论坛，2017（3）:250-256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3 期（总第 9 期）

254

享了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的知识管理实践。

3.2  参选 MAKE 奖的见闻

从 2011 年到 2016 年，笔者见证了中国企

业在 MAKE 之旅中的全部过程。2011 年首次去

韩国首尔参加 MAKE 颁奖典礼，当时与招商银

行陈晓曦、知商网陈利华组成中国内陆 3 人行，第

一次亮相，看到、听到其他优秀知识型组织的

报告，感觉无论是实践做法、PPT 内容、语言

交流、自信程度等，我们与标杆企业还尚有不

少的差距。2012 年又与招商证券的林红、东软

陈雪玲、招商银行姜蔚等人结伴，继续韩国之

行，这一年笔者和陈雪玲都收到邀请并进行了

实践分享。2014 年在香港与青岛啤酒姜宏、越

秀集团江颖、远东控股任璐璐等一起同台演讲。

2016 年我们再去香港参加 MAKE 颁奖典礼，队

伍愈加壮大，与香港理工大学李荣彬、北京大学

董小英、台湾交通大学陈永隆、中粮牛兴和等人

（见图 4），同其它国家及地区的知识管理者同

聚一堂，坐而论道，毫不逊色。这从另一个侧面

也说明中国内地企业整体知识管理水平的进步。

图 4  两岸三地知识管理者汇聚亚洲知识论坛

2015 年 1 月 12-15 日，2015 亚 洲 知 识 论

坛暨 2014 年 MAKE 颁奖奖典礼在香港生产力

促进局大厦举行。共有 21 位嘉宾发表了演讲

并进行知识管理实践分享。其中代表有香港理

工大学的 Eric Tsui 教授、新加坡陆军 BG ONG 
Ann Kiat 准将、青岛啤酒的张绍波部长、奥雅纳

ARUP 公 司 的 Ricky Tsui 博 士、Woods Bagot 公

司 Felicity McNish 女士、香港红十字会 Winnie 
Wan 女士、Infosys 公司的 Shyam 先生、安永公

司 Brigitte Lreland 女士等。本次论坛中展示了不

同组织的知识管理做法，非常具有启发性。无论

新加坡军方的“Knowledge Tree”模型，还是印度

尼西亚 United Tractors 公司的“K Diamond”模型，都

非常有参考意义。印度 Infosys 公司从 1992 年即

开始的知识管理之旅令人叹服。本次活动还安

排了当地知识型优秀标杆组织的现场考察及参

观，分别是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HKPC、奥雅纳

ARUP 公司以及香港中华煤气 Towngas。
2016 年 1 月 21-22 日，2016 亚 洲 知 识 论

坛暨 2015 年 MAKE 奖颁奖典礼在香港康德思

酒店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伊朗、印度、韩国、澳

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 17 个国家及地区，覆盖

能源、金融、制造、教育等各个行业的近 200
位知识管理界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企业高

管汇聚一堂，围绕“All companies are the same, 
but how they manage their knowledge makes the 
real difference”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

讨。主办方采取了自由商贸集市的形式，将精

选的知识管理最佳实践企业和技术服务商的精

华成果进行展示，与会者通过更为自由、灵活

和高效的方式进行对话，更是可以直接与资深

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寻求咨询解惑。

这种开放、活跃的集体体验式学习模式深受大

家欢迎。多位知识管理界资深大咖相继亮相，头

脑风暴轮番来袭。紧随理论和前沿资讯，实实

在在的干货列队呈上。之后还安排参观了 CLP
中华电力以及香港警察学院，也非常有特色。

3.3  参选 MAKE 奖的感悟

参加 MAKE 奖评选虽然会花费一些时间

和精力，但是对企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在申请 MAKE 奖的过程中，需要按

照 MAKE 奖评选的 8 大标准进行工作总结和提

炼升华，这无疑是一个找出自身优势及问题的

契机。内部知识管理推动者除了头拱地做事，也

需要定期反思和总结。在现场答辩与后期沟通

过程中，每年会有经验丰富的 MAKE 评审团

专家进行分析，给予一些极具建设性的改进建

议，并获得与获奖组织交流知识管理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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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这对于进一步提升组织的知识管理水

平至关重要。

其次，通过 MAKE 评奖活动，也能极大地

提升组织品牌的知名度，树立其在知识管理届

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 [3-4]。例如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2014 年发布的年报中，除了收入、利

润等财物指标之外，也会把获得 MAKE 奖作

为一项重要的收获。笔者所在公司获得 MAKE
大奖后，经常会收到外界公司要过来参观的诉

求，这样会促进和其他公司的交流和合作。相

互激发，相互印证，思考未来提升改进的空间。

只有站在更高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自己，才能发

现未来改进的空间。

此外，参加 MAKE 评奖也是向内传达声音

的好机会。俗话说，墙内开花墙外香。实施知

识管理的难题之一就是要面对组织内不同的声

音，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如果有外界的认可和

褒奖，内部的杂音和阻力相对会变小。内部推

动者得到外界的证明，会更有信心和底气；团

队得到认可和激励，会更有士气和自豪感；领

导看到成绩后，也相对会多一些资源支持。一

定程度上，参加 MAKE 评奖，是另外一种形式

的内部宣传和引导。

当然，如何提升 MAKE 获奖的胜算几率，最

重要的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当然，除了自身

的水平和日常积淀外，如下一些经验和技巧可

做借鉴。

3.3.1  准备材料需要详略得当

专家评委首先接触的是 MAKE 奖申请材

料，第一印象和观感非常重要，因此要多花心思

在申请材料的撰写上。目前材料分企业背景、知

识管理活动及补充材料三大部分。其中知识管理

活动是主体，按照 MAKE 奖评选要求的 8 个评估

维度进行撰写（备注：中文材料模板中每个维度

下又细分为 5 个子领域，英文模版中没有细分要

求）。针对每个专题进行描述，既需要高屋建瓴，进

行提炼概括和萃取总结；又能够见著于微，有具

体数据及案例支撑。因此还是很考究水平的。

在撰写申报材料时，应该多发挥集体智

慧，通过协调内部各个部门的资源来合作完成。

2011 年，笔者在西门子中国撰写 MAKE 案例的

时候，就先邀请了公司战略部、品牌部、人力

资源部、管理培训学院、知识产权部、信息管

理部等相关部门，分解任务并说明写作要求，然

后让每个部门根据自己的特长领取一块内容进

行撰写，最后再进行收集、统稿及优化。这样

协调的工作量会增大，但是不存在盲点，许多

信息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在完成工作的同时还

能获得了许多战略盟友，如果最终能够获奖，则

皆大欢喜，大家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会油然而生。

3.3.2  现场答辩需要突出亮点

MAKE 评奖的第二关是答辩关。一般答辩

地会选在深圳（例如博林诺富特酒店）。现场

答辩通常会给每个企业 40 分钟的时间：5 分钟

介绍评审基本情况，20 分钟由参选组织进行演

讲，10 分钟进行评委提问和应答，最后 5 分钟

则是参选组织离场后，评委讨论答辩情况。答

辩时有计时器提醒，会严格控制答辩时间，因

此一定要提前演练，在规定的 20 分钟内说清

楚自己实践的特色和亮点。一定要避免泛泛而

谈，撒胡椒面。

2015 年，笔者代表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参

加 MAKE 现场答辩，主线就是突出如下 3 个亮点：

第一，在规划高度上，实现了知识驱动的

战略卡位，技术、管理、文化三位一体，部署

C3 大平台为研发设计贴身的知识服务及产品；

第二，在运营过程中，秉承敏捷迭代、小

步快跑的互联网思维，以游戏化积分机制贯穿

激发动力，通过文化氛围营造来提升组织的创

新能力；

第三，在思维方法上，以经营人对峙管理

事，通过知识情景化让知识融入工作，运用微

流程实现知识驱动的业务流程及应用的重构。

此外，PPT 呈现非常重要。评委们见多识

广，一定要尽量抓住他们的眼球，多用图片、动

画、数字等，避免审美疲劳。现场答辩除了演讲

人，最好配备一名助手协助签到、沟通、拍照、纪

录等事务性工作。注意千万不能迟到，事前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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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现场踩点，充分做好准备是必不可少的。

3.3.3  重视评审专家的提问和建议

参加 MAKE 评奖，重在过程。对于现场问

答互动环节，要充分重视评审专家的提问和建

议。评委专家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不必避重

就轻，真实回答就好。回答时力求言简意赅，避

免解释纠缠，争取让每个专家都能问到自己。

答辩者安排助理做好记录，对评审专家的问题

可以事后做复盘和分析。在后续工作推进时可

以考虑其中可行有效的建议。

记得 2014 年，笔者代表中粮营养健康研究

院进行现场答辩时，专家层建议要加快研究院开

放式创新大生态系统平台的建设，彰显中粮国家

队影响力，让更多的用户受益。同时需要加强对

集团其他部门的辐射及拓展，与时俱进。进一步

丰富内容，并适度考虑大数据智能化的应用。这

些反馈带回去后，有些建议就重点安排在 2015 年

工作部署中。再到 2015 年答辩时，大家会发现其

中的进步。虽然评委专家每年轮换，可是努力和

工作不会白费，字里行间能够让在座的每一位专

家感受到组织的诚意，从而赢得良好的印象加分。

 4  结论

每年随着 MAKE 奖评选尘埃落定，都会有

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组织开

始逐渐意识到国际对标的必要性，会有更多的

组织将视野拓宽到世界更大的范畴。MAKE 奖

小而美，可依然会牵动千家万户的心。每家组

织也可以在历年的 MAKE 奖评选中认识到自己

的点滴进步。积跬步以致千里，知识管理之路

需要的是一份持之以恒的坚守。

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加入

到 MAKE 奖项的角逐。一方面，竞争肯定会加

剧，组织获奖的难度会加大。但是另一方面，这

也预示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一起加入思考如

何通过知识创造价值的行列，在中国从“制造”向

“智造 / 创造”进行战略结构的大调整和转型过程

中，这将是一种强有力地催化剂和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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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marking with the Global Most Admired Knowledge Enterprise Oscar—MAKE 
Award

Wu Qinghai
SunXZ Network Technology Ltd., Beijing10008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global Most Admired Knowledge Enterprises (MAKE) i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award. Currently, the holistic introduction about MAKE award 
is rare in the official journals, let alone the first-hand experienc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ut 
annual MAKE winners and released reports, combined with years of personal participating experience in the 
MAKE award competition, the systematical body of knowledge about MAKE awards wasintroduced, including 
the basic situati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and lessons, etc. [Result/conclusion]As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begin to take a broad view of the worl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h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ose organizations who aspire to excel and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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