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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大学近几年在许多方面进步迅速，有

的大学的评价性指标已处于亚洲领先、世界先

进行列，但单个学校或学科的水平并不能代表

国家的整体水平。国务院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做了重大部署，于 2015 年颁布了《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教育

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目标在于推

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

前列，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

【学术探索】

基于信息计量的 C9 大学与亚洲一流大学
评价及比较研究
◎ 田稷  沈利华  何晓薇  余敏杰

浙江大学图书馆 杭州 310027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探究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个体及区域整体表现和主要特征，揭示我国一流大学

与亚洲一流大学的差异与特色，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参考。[ 方法 /过程 ]以中国 C9 大学与亚洲一流

研究型大学为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基于信息计量学特征的统计与分析，比较中国一流大学与亚洲一流大

学的整体及个体特征。[ 结果 / 结论 ] 中国一流大学近年发展迅猛，在学术总产量上表现优异，但在学术

影响力表现上尚需通过多个途径加以提升。

关键词：信息计量  亚洲一流大学  C9 大学

分类号：G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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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的综合实力，为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等发挥重大作用。

在评定什么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时，

并没有一致公认的或确定的定量标准。目前

大多数大学或学科排名，由于所采用各种计

量方法的种种局限性而存在不少争议；同行

评议又因其所需判断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实体，

专家们对评估目标的认知距离太大，故也存

在不少问题 [1]。但在某种意义上，计量学方

法对机构或区域研究具有统计意义，计量学

指标可被视为典型同行评议的总和，能够体

现宏观层面的现实与发展情况 [2]。

本文选取中国九校联盟（C9）大学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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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

韩国这 6 个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大学为研究对象，

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亚洲一流研究型大

学的整体概况和主要特征，揭示我国一流大学

在亚洲的位置及与它们的差异，为我国打造世

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提供思路，为相关的研究人

员及管理人员提供一定参考，期望能为中国大

学的“双一流”建设有所贡献。

2  研究现状

利用计量学方法评价和比较大学的研究是

当下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涉及计量

评价方法在机构评价、学科评估等中的应用、

大学排行的指标体系研究等。如赵飞等通过对

数据的统计分析评价北京大学近十年的整体科

研产出情况及发展趋势 [3]；张闪闪对 2005-2014
年郑州大学发表并被 SCIE 收录及引用论文的

数量、学科分类、文献类型、来源出版物、合

作机构、通讯作者及论文资助情况等进行统计

与分析，反映郑州大学近几年的科研和学科发

展 [4]；宣小红等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

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麦克林》、广东管理

科学研究院和网大的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5]。另外每年发布的《泰晤

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大学排行

榜，利用信息计量学方法，借助特定的指标体系，

根据学校或专业的资源和能力，对世界范围内

的大学进行排名，是第三方机构对大学办学实

力的一种外部评价。这些评价与比较研究皆是

选择以独立机构为研究对象，利用信息计量学

方法对其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评估。

利用计量学学方法比较研究大学联盟则相

对较少，关于 C9 联盟的比较研究主要涉及管

理与合作方法、联盟学校一一比较等。如刘薇

从合作形式与管理等方面比较分析中国 C9 与

美国 CIC 大学联盟的差异 [6]；姜华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比较分析中国 C9 与澳大利亚 G8
联盟一流学科 [7]；李昂从区位比较、学生组织、

项目合作等方面研究美国“常春藤”联盟看中国

C9 大学联盟的未来发展等 [8]。

总体而言，已有文献缺乏将联盟内所有高

校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也未见将 C9 大学与亚

洲一流大学进行区域性评价的研究。本文以区

域一流大学为研究对象，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对

比分析其整体概况和主要特征，对高等教育研

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对我国的双一流发展

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3.1  研究方法及信息计量工具

本文基于信息计量学方法体系，利用统计

分析法、引文分析法及计算机辅助信息计量分

析法等 [9]，研究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的信息计

量学特征。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在办学实力、

人才培养、学术产出与影响力三个维度上，对

大学的师生数、办学经费、发文量、被引情况、

h 指数等多个指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为了更

客观地呈现比较结果，同时考虑这些大学在相

关指标上的短、中、长期的数据表现，并避免

单一平台数据的偏向性，考虑不同学科引文影

响力不具可比性等因素，利用了 Scopus、ESI、
Web of Science（WoS）、SciVal、InCites 等多种

文献计量与分析平台以及统计分析工具 SPSS，
并引进排除学科与时间影响的学科规范化的引

文影响力指标等。

3.2  研究内容

以 C9 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参照系，其他亚

洲地区一流大学的筛选主要参照、QS 和《泰晤

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亚洲大学排行榜榜单，所

筛选出的大学有：中国大陆 C9 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台湾地区选取台湾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成功大学、台湾交通大学；中国

香港地区选取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理

工大学。韩国选取首尔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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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浦项工科大学、成均馆大

学；新加坡选取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日本选取东京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名古

屋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

筑波大学、京都大学和北海道大学。

以上述亚洲一流大学的相关基础数据为蓝

本，通过一系列指标的选取，研究各大学在各

个指标上的表现，并分析其计量学特征。详细

的研究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内容体系

模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办学实力 师资力量 生师比

全职教师数

经费 科研经费

办学经费

人才培养 学生规模 学生数

学生结构 本科生数

研究生数

本研比

学术产出
与影响力

学科水平 ESI 优势学科数

ESI 顶级学科数

进入 QS 学科排名学科数

QS 学科排名 50 强学科数

学 术 影 响
力

ESI 高被引论文数

ESI 高被引论文所占比率

ESI 收录论文总被引次数

ESI 收录论文篇均被引次数

Scopus TOP 论文所占比率

Scopus 论文篇均被引次数

Scopus 学 科 规 范 化 影 响 力
（FWCI）
WoS 论文总被引次数

WoS 论文篇均被引次数

WoS 论文学科规范化影响力
（CNCI）
机构 h 指数

3.3  数据来源

数据采集注重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可获取

性，统计过程本着针对性、准确性、代表性、

可比性、累计性等原则，尽量通过同源数据进

行比较分析；一些指标因国内大学数据不具有

等同对比性而未作比较，如诺贝尔奖获得数、

Science 和 Nature 发文量等。其中，除 C9 大学

的办学和科研经费为自报数据外，其他数据大

多取自统一来源的第三方统计结果，如确实无

法获取统一来源的数据，则采用各大学公开的

年报数据。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选择 2015 年

的相关数据 [10-20]。具体数据来源包括：

● C9 大学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大学工作司编

制的内部资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页；

●香港地区大学数据来源为大学教育资助

委员会及各校年报；

●新加坡大学师生数据来自各大学年报；

●韩国大学数据来自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

统计网站；

●台湾地区大学师生数据来自台湾省教育

统计处；

●日本大学师生数据来自各大学年报；

●学生质量数据取自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

●科 研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Elesvier 公 司 的

Scopus 数 据 库、SciVal 分 析 平 台，Thomson 
Reuters 公司的 ESI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数据库、InCites 分析平台等。

4  评价与比较

4.1  办学实力

师资是衡量大学办学实力非常重要的指标，

而充足的办学经费有利于吸引一流的师资和改

进办学环境。由于绝对数量优势并不能客观地

体现一流水平，还需要考虑学校规模的影响，

故本文用师资和办学经费总量、生师比（学生

数与全职教师数的比值）、单位学生（生均）

办学经费以及单位教师（师均）科研经费等来

体现办学实力。国家 / 地区之间的比较详见表 2
（此表及之后文中的“校均”指的是各国家 / 地区

所选大学在某一指标的学校均值），而国家 / 地

区内部成员大学相关数据统计特征详见表 3 和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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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办学实力校均对比

国家 / 地区 全职教师数（个） 学生数（个） 生师比
办学经费 ( 美元 ) 科研经费 ( 美元 )

全校 生均 全校 师均

C9 2 814 34 083 12 13.76 亿 40 372 3.99 亿 14 1791

新加坡 2 017 3 5569 18 15.34 亿 43 127 4.51 亿 223 600

日本 2 596 1 8788 7 11.37 亿 60 517 3.66 亿 140 986

韩国 1 269 2 5665 20 / / / /

香港 1 437 2 0139 14 6.30 亿 31 283 0.80 亿 55 672

台湾 1 199 1 9853 17 2.98 亿 15 010 / /

表 3  成员大学生师数据统计特征

指标
生师比 教师数

C9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香港 台湾 C9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香港 台湾

均值 12.28 17.99 7.92 20.16 16.00 17.33 2 814 2 017 2 596 1 269 1 437 1 199

中值 12.14 17.99 8.54 21.84 14.57 17.20 2 861 2 017 2 108 1 431 1 346 1 034

标准差 1.47 2.82 1.80 3.67 6.04 2.08 711 505 1 208 713 760 656

极小值 9.97 15.99 5.58 15.31 9.18 15.37 1 374 1 660 1 016 267 531 662

极大值 14.18 19.98 10.49 23.57 25.88 19.56 3 636 2 374 4 903 2 231 2 392 2 066

四分位距 2.78 / 3.51 7.27 9.74 3.86 1 032 / 1 847 1 258 1 455 1 210

偏度 (0.17) / (0.21) (0.81) 0.82 0.14 1.04 / 0.77 (0.28) 0.16 0.92

峰度 (1.18) / (1.61) (1.85) 0.15 (4.87) 0.85 / (0.23) (0.67) (2.14) (0.88)

表 4  成员大学经费数据统计特征

指标
办学经费（亿美元） 科研经费（亿美元）

C9 新加坡 日本 香港 台湾 C9 新加坡 日本 香港

均值 13.759 15.337 11.369 2.983 6.299 3.995 4.514 3.664 0.804

中值 14.94 15.337 10.554 2.412 6.000 4.219 4.514 3.047 0.762

标准差 6.527 4.774 4.905 1.701 2.184 2.412 2.088 2.456 0.468

极小值 6.586 11.961 4.250 1.704 3.284 1.739 3.037 1.023 0.249

极大值 24.37 18.713 21.835 5.403 8.797 8.356 5.991 9.064 1.470

四分位距 11.001 / 5.571 3.034 4.251 3.578 / 3.363 0.911

偏度 0.431 / 0.851 1.460 0.011 0.937 / 1.234 0.319

峰度 -0.716 / 1.416 1.771 (1.247) 0.515 / 1.463 (1.205)

从表 2 可知，日本大学的生师比最低，仅

为 7；其次分别是 C9、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新加坡和韩国。数据表明，在教师配置上，日

本的大学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根据学生规模配

备了较为充足的师资力量，而中国大陆的师资

配置在亚洲大学中也相对较好。

在办学经费上，除未能获取韩国数据外，

新加坡校均经费最高，但日本生均办学经费最

多。C9 的校均办学经费排第二，生均办学经费

排第三。在科研经费上，除未能获取韩国及中

国台湾数据外，新加坡校均及师均都表现最好，

C9 大学与日本一流大学的科研经费也比较充足，

位于第二层级，中国香港地区则与前三者的差

距较大。在所有亚洲一流大学中，东京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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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位列榜首，比 C9 中排名第一的清华大

学高出 0.7 亿美元；但较往年相比，二者的科研

经费差距有所缩小。

表 3 和表 4 是用 SPSS 制作的各国内 / 地区

内成员大学的师资及经费描述统计表。由于新

加坡仅两所大学入选，不具统计意义，故在下

述针对各国家 / 地区内成员大学的统计特征分析

中，一些特征值不考虑新加坡表现。

从表 3 可知，中国台湾的成员大学的教师

数中值与均值最为接近，表示台湾大学教师数

据差异不大；而标准差最大的是日本，表明其

成员大学的教师数最为离散。日本、韩国、中

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四分位距都比 C9 大，表示

它们的成员大学的教师数相对更加参差不齐；

所有偏度均大于零，表示所有成员大学中教师

数离散偏右。而在生师比表现上，C9 的标准差

最小，表示 C9 成员大学的生师比较为均衡。

表 4 表明，新加坡两所大学的办学经费远

高于香港、台湾大学的最大值；C9 和日本成员

大学彼此的办学经费中值与均值都很接近，但

C9 的四分位距远大于日本，表明 C9 成员大学

的办学经费比日本更离散，学校之间差异更大。

而在科研经费表现上，C9 与日本大学标准差和

偏度都接近，且大于零，表明 C9 成员大学与日

本成员大学的科研经费差异性不大，且数据离

散偏右。

由上述可见，新加坡大学在办法实力上表

现优异，其办学经费及科研经费的总量及人均

都明显高于亚洲另外国家 / 地区的一流大学，而

日本则在师资配置上表现出色。C9 大学的师资

配置及经费表现，无论是整体表现还是个体表

现，均处于第二，表现出非常好的发展势态。

4.2  人才培养

培养专门人才是大学最早、也是最基本的

社会职能，更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与使命。

本文用学生规模、结构、毕业生质量和国际学

生四个方面体现人才培养情况。其中学生规模

通过学生总数来反映；学生结构通过本科生数、

研究生数和本研比三项指标来体现；毕业生质

量通过学生质量得分来体现；国际学生则通过

国际学生比率来展现。6 个国家 / 地区的人才培

养数据比较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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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才培养数据比较

国家 / 地区
规模 学生结构

毕业生质量 国际学生比率
学生数 本科生数 研究生数 本研比

C9 34 083 16 122 17 961 0.90 74.09 1 611
新加坡 35 569 26 138 9 432 2.77 98.75 /

日本 18 788 11 361 7 427 1.53 70.30 1 902
韩国 25 665 13 430 12 235 1.10 86.45 1 060
香港 20 139 13 331 6 807 1.96 67.45 1 560
台湾 19 853 9 922 9 931 1.00 46.75 551

学生规模是反映学校规模的基本指标，与

大学的学科数量和学科结构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从表 5 可知，亚洲大学的学生规模都较大，最

大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大学，校均都在 3.5 万

学生左右。

本研比是本科生数与研究生数之比，从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学校的人才培养层次和教

学结构。一般而言，本研比越低，学校的研究

型特征越突出。C9、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本研比

都较低，在 1 左右；日本为 1.57，新加坡最大，

为 2.77。这说明目前中国大陆及台湾、韩国的

研究生占比较高，而新加坡则相对更侧重本科

生教学。

毕业生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的教

学质量，属主观性较强的软指标。本文参考的

QS 排行榜主要采用雇主声誉调查来衡量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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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获取了 6 个国家 / 地区成员在 QS 2015 年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得分情况。结果表明，新加

坡大学表现最为抢眼，均值高达 98.8；排名最

末的中国台湾地区大学均值不及新加坡大学均

值的一半；韩国大学的毕业生质量得分均值排

在亚洲第二，其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毕业生质

量得分均值差距不大。

国际学生数是一所大学在全球影响力的

重要体现之一，也是一所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的

重要表现。表 5 表明，日本一流大学的国际学

生 比 例 校 均 最 高，为 10.12%；排 在 第 2 位 的

是中国香港，为 7.09%。C9、韩国和中国台湾

地区的国际学生比例均值都低于 5%，分别为

4.73%、4.13% 和 2.77%。所有这些大学中，国

际学生比例高于 10% 的有 6 所：香港地区 1 所，

日本 5 所；国际学生比例低于 5% 的有 15 所：

香港地区 1 所，韩国 5 所，台湾地区 4 所，C9
中有 5 所。由此可见，亚洲一流大学各大学间

的国际学生比例差距非常大。

综上可见，通过近些年研究生与本科的持

续扩招，在学生规模、本研比上，C9 大学在亚

洲明显处于第一方阵；但在毕业生质量得分上，

与新加坡及韩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国际化

程度和影响力上则相距甚远，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4.3  学术产出与科研影响力

通过获取 6 个国家 / 地区一流大学在 ESI、
Scopus、SciVal、WoS 和 Incites 等的数据表现来

反映各国家 / 地区及其成员大学的学术产出与科

研影响力水平。详见表 6 和表 7。

表 6  学术产出与影响力对比（一）

国家 / 地区
1 年 WoS
论文数

ESI 数据 （2005-2015 年）
3 年 Scopus

论文数收录论文数 高被引论文数
高被引论文

占有率

总被引频

次
篇均被引数

C9 6 840 43 091 592 1.37% 449 037 10.25 21 151

新加坡 6 046 42 810 981 2.29% 637 921 14.66 16 038

日本 4 260 40 078 464 1.16% 581 181 13.89 12 446

韩国 4 562 35 315 396 1.12% 405 102 11.80 12 004

香港 2 519 19 178 339 1.77% 259 037 13.25 6 891

台湾 2 869 27 308 229 0.84% 294 413 10.49 8 553

表 7  学术产出与影响力对比（二）

国家 /
地区

SciVal 数据 (2013-2015 年 ) InCites 数据

篇均

被引
FWCI

Top 1% 
占比 (%)

Top 10%
占比 (%)

国际合作

占比（%）
CNCI 总被引

篇均

被引

国际合作

占比 (%)
10 年

h 指数

ESI 篇均

被引数

C9 4 1.21 1.9 17.5 26 1.09 5 036 0.80 29.59 167 10.25

新加坡 6.5 1.9 3.9 26.6 61 1.48 5 787 1.09 63.71 219 14.66

日本 4.1 1.13 1.6 17 30.3 0.97 2 950 0.76 31.96 185 13.89

韩国 4.2 1.29 1.7 17.1 27.8 1.02 3 158 0.78 28.30 162 11.80

香港 4.8 1.67 2.4 20.8 64.1 1.39 2 010 0.89 38.00 142 13.25

台湾 3.9 1.19 1.3 15.4 28.8 1.01 1 798 0.68 31.95 129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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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学术产出

近期发文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术产

出的活跃程度，本文用 2015 年 WoS 发文量和 3
年（2013-2015 年）Scopus 发文量来体现。从表

6、表 7 可以发现，C9 大学 2015 年 WoS 发文量

均值排名第一，其次是新加坡大学，二者都超

过 6 000 篇；日本和韩国处于 4 000-5 000 篇之间，

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则在 2 000-
3 000 篇之间。各国家 / 地区间的 3 年 Scopus 发

文量均值差距较大。其中，C9 大学遥遥领先，

新加坡、日本以及韩国在 10 000-20 000 篇之间，

中国台湾地区学和中国香港地区则在 10 000 篇

以下。

近 11 年 ESI 收录论文数体现了大学学术

规模产出与积累。文章统计年段中，C9 大学的

ESI 收录论文校均超越上年度排名第一的新加坡

大学，成为亚洲第一；日本排名第三，韩国大

学校均也超过了 3 0000 篇，而台湾地区和香港

地区大学都在 30 000 篇以下。

由此来看，C9 大学在学术产出表现上，1
年 WoS、3 年 Scopus 和 11 年 ESI 收录论文均排

名第一，在即年或累计规模方面都表现出明显

的优势，表明大陆大学近些年成长明显，学术

产出在亚洲已处领头羊位置。

4.3.2  学术与科研影响力

基于 SciVal 及 InCites 的引文数据和国际合

作论文占比，对比分析各国家 / 地区大学的学术

与科研影响力和发展水平。其中引文数据包括

总被引次数、篇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情况、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FWCI/CNCI）、10 年

机构 h 指数等指标。

（1）总被引次数。总被引次数是指机构在

统计年段在相应的数据库中被引用的总次数，

总被引次数较高的大学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较高

学术影响力的大学。

亚洲地区 ESI 收录论文总被引次数表现最

突出是新加坡大学，校均超过 60 万次以上；其

次是日本大学，校均值超过 50 万次；第三梯队

是 C9 和韩国大学，校均在 40 万 -50 万次之间；

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大学的这一指标相对

较低，均未超过 30 万次。

在 WoS 论文校均总被引次数方面，新加

坡大学与 C9 大学最好，均超过了 5 000 次；韩

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大学校均在 2 000-3 
200 次之间；中国台湾地区大学排名最末。各亚

洲一流大学间差异较大，WoS 论文总被引次数

超过 6 000 次的有 5 所大学，依次为东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首

尔大学；WoS 论文总被引次数最低的两所大学

均未达到 1 000 次，排在最末的香港浸会大学的

WoS 论文总被引次数仅为排在亚洲第一的东京

大学的 8.6%。

综上可以看出，C9 总被引情况的近期表现

（2015 年 WoS 被引）情况好于长期表现（10
年 ESI 被引），说明大陆大学近年开始重视论

文质量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篇均被引次数。较高的篇均被引次数

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机构或个人总体上具有较

高的学术影响力。ESI 篇均被引次数（近 10 年）

在数值上等于 ESI 总被引次数除以 ESI 论文总

数后得出的值，Scopus 篇均被引次数（近 3 年）

指 Scopus 数据库统计年段出版的论文截至检索

日期的总被引次数除以统计年段出版的论文总

数后得出的值，WoS 篇均被引次数（2015 年）

指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包含 SCI-E、SSCI
以及 A&HCI 3 个子库）在统计年份出版的论文

在截至检索日期前的总被引次数除以统计年份

出版的论文总数后得出的值。

根据表 6 和表 7，在长期指标 ESI 篇均被引

方面，新加坡大学校均排名首位，其次是日本

和中国香港地区，韩国排名第四，中国台湾地

区排名第五，C9 大学的均值排在末位，是排名

第一的新加坡大学的 70%。

在 3 年 Scopus 收录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方

面，新加坡大学校均也遥遥领先，达 6.5 次；之

后依次为中国香港、韩国、日本以及 C9、中国

台湾地区，都在 4 次左右。

在即年 WoS 篇均引用表现方面，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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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均仍最高，然后是中国香港地区、C9、韩国

以及日本，而中国台湾校均排在最末。各亚洲

一流大学之间的 WoS 篇均被引次数差距较大，

WoS 篇均被引次数在 1 次以上的有 3 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

学。

综上可见，无论是 1 年、3 年还是 10 年表现，

新加坡的篇均论文影响力均位居第一；而 C9 的

长期篇均平均值排名最后，3 年篇均平均值排名

第 4，2015 年即年篇均平均值排名第 3，说明中

国大陆大学近年在篇均被引方面呈较好的上升

态势。不过总体说来，C9 的篇均被引表现不及

其在总量指标上的表现。

（3）高被引论文情况。高被引论文数是指

在 ESI 中按相应学科领域和年代中的被引频次

排在前 1% 的论文数。高被引论文具有较高影响

力，通常是高水平论文，高被引论文数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机构科研前沿影响力程度。根据

表 6 和表 7，亚洲各国家 / 地区间的 ESI 高被引

论文数均值差距较大，其中新加坡以 981 篇的

校均值居首位，C9 与日本位于第二梯队（校均

400-600 篇），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处于第三梯

队（校均 300-400 篇），中国台湾地区处于末位，

校均仅为 229 篇。排名第二的 C9 校均仅为排名

第一的新加坡校均的 60%。在所有亚洲一流大

学中，东京大学以 1303 篇 ESI 高被引论文数位

居第一，新加坡国立大学（10 99 篇）排名第二；

排名第 3 和第 4 位的分别是清华大学（938 篇）

和北京大学（916 篇）。

分析各国家 / 地区成员大学的基础数据可

以发现，新加坡大学高被引论文占比均值超过

2%，表现最为突出；中国香港地区大学均值

（1.77%）排名第二；C9、日本和韩国大学均值

较为接近，都在 1.1%-1.4% 之间；而中国台湾

地区大学均值则小于 1.0%，排名最末。

Scopus TOP 论文所占比率来源于 SciVal 分

析平台，包括被引 TOP 1% 论文所占比率和被引

TOP 10% 论文所占比率，分别是指按学科类别、

出版年和文献类型进行引文统计，被引次数排

名在前 1% 或 10% 的论文。由表 7 可见，新加

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一流大学的 TOP 1% 论文占

比校均分别为 3.9% 和 2.4%，位于亚洲前两位；

C9、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 TOP 1%
论文占比校均都没有超过 2%。可见，亚洲除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

流大学在 TOP 1% 论文占比这个指标上整体表

现较为平庸。

类 似 地，新 加 坡 和 中 国 香 港 地 区 的 TOP 
10% 论文占比基准值分别为 26.6% 和 20.8%，

同样位于亚洲前两位；C9 大学、韩国大学、日

本大学的 TOP 10% 论文占比基准值均在 17%-
18% 之间；而中国台湾地区大学的 TOP 10% 论

文占比基准值为 15.4%，排在亚洲最末。

综上可见，在科研前沿影响力阵地，新加

坡无可争议地位列首位，C9 和日本的 ESI 高被

引表现不俗，但在 Scopus TOP 1% 和 TOP 10%
论文占比的表现上则欠缺一些。

（4）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FWCI / 
CNCI）。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是指一篇文献

的实际被引次数与同文献类型、同出版年、同

学科领域文献的期望被引次数的比值，排除了

出版年、学科领域与文献类型的影响。学科规

范化影响力等于 1 代表论文质量等于世界平均

水平，大于 1 说明论文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小于 1 则说明论文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

前常用的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指标包括来源

于 Scival 分析平台的 FWCI 值和来源于 InCites
分析平台的 CNCI 值。

根据表 7，新加坡校均 FWCI 值遥遥领先，

达到 1.90；其次是中国香港地区（1.67）；韩

国、C9、台 湾 以 及 日 本 的 校 均 FWCI 值 均 在

1.10-1.30 之间。所选择的 37 所亚洲一流大学的

FWCI 值均超过 1，即 37 所亚洲一流大学的 ESI
论文质量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南洋理

工大学（2.08）、香港科技大学（1.93）、香港

城市大学（1.79）位列亚洲前三甲。

类似，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一流大学

的 CNCI 校均值也位列前两位，分别为 1.4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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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C9、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 CNCI 值位

于 1-1.10 之间；日本一流大学的 CNCI 值（0.97）
低 于 1。各 亚 洲 一 流 大 学 中，香 港 科 技 大 学

（1.59）、香港大学（1.56）以及南洋理工大学（1.51）
排在前三位，也是仅有的 3 所 CNCI 值超过 1.5
的大学；亦有 8 所大学的 CNCI 值不及 1，即这

8 所大学的论文被引表现不及全球平均水平。

综上可见，在排除学科领域和出版年限制

的引文影响力表现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

大学总体及个体的表现均不俗，C9 在此方面的

表现则一般。

（5）机构 h 指数。如果说一个机构的 h 指

数为 n，说明该机构至少有 n 篇论文每篇被引至

少 n 次。机构 h 指数兼顾论文数量和影响力，

反映了高质量论文的产出情况。表 7 表明，新

加坡一流大学的 10 年 h 指数高居榜首，是唯一

均值超过 200 的国家；接下来依次是日本大学

（185）、C9 大 学（167）、 韩 国（162）、 中

国香港（142），中国台湾（129）最低。在所

选的 37 所亚洲大学中 10 年 h 指数大于 200 的

有 8 所：日本 3 所，新加坡 2 所，韩国 1 所以

及 C9 大学 2 所。

（6）国际合著论文情况。国际合著论文作

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大学的开放、合作与引智程度。本文中的国

际合著论文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地

区）的机构共同参与合作发表的论文，在此分

析了 3 年 Scopus 数据及 1 年 WoS 数据。

表 7 说 明， 源 于 3 年 Scopus 数 据 及 1 年

WoS 数据的两种国际合著论文占比计算方式，

新加坡大学表现都非常优秀，均超过 60%，而

C9 大学的这两个表现皆不及新加坡的一半，且

在所有比较对象中，排位都极靠后。由此可见，

大陆大学在学术与科研的国际合作方面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4.3.3  学科水平

顶级学科数和优势学科数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学校的学科整体实力与水平，本文采用

ESI 顶级学科数、优势学科数来比较学科水平。

ESI 根据学科发展的特点等因素设置了 22 个学

科。只有近 10 年来科研机构按论文总被引次数

排列在该学科的世界前 1％方可进入 ESI 学科排

行，将这些学科称为优势学科，并选取各学科

排名中位于世界前 100 位的称为顶级学科比较

如表 8 所示：

表 8  学科水平比较

联盟名称 顶级学科数
优势学

科数
顶级学科占有率

C9 4 15 29.01%

新加坡 6 16 37.50%

日本 4 15 24.18%

韩国 2 14 16.47%

香港 2 14 17.07%

台湾 3 12 20.41%

表 8 中，新加坡一流大学优势学科数均值

（16 个）位列第一，日本、C9 均以 15 个位于

第二位，韩国与中国香港地区以 14 个位于第三

位，中国台湾地区（12 个）排名最末。而在各

亚洲一流大学中，东京大学以 21 个优势学科位

列第一，香港大学和首尔大学的优势学科数也

达到了 20 个；排名最末的为 2 所中国台湾地区

大学，优势学科数仅为 7 个。

新加坡大学顶级学科数校均 6 个，排名第一；

C9 和日本的校均顶级学科数为 4 个，并列第 2 位；

中国台湾地区大学的顶级学科数均值为 3 个，排

名第 4；而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大学的顶级学科

数均值都是 2 个，并列第 5 位。亚洲一流大学中

顶级学科数超过 10 个（包含 10 个）的为两所日

本大学，分别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

以上数据表明，新加坡一流大学的顶级学

科及优势学科数上表现都很好，日本一流大学

的顶级学科数表现抢眼，C9 大学在这两方面的

表现都比较中庸。

5  结语

本文基于信息计量学方法对世界亚洲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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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进行较为全面的对比分析，研究亚洲一流

研究型大学个体及区域整体概况和主要特征。

主要结论如下：

（1）在亚洲大学中，中国一流大学的师资

配置良好，经费充足，学生规模、本研比等在

亚洲处于第一方阵；毕业生质量与新加坡及韩

国相比有一定差距。国家的实际先进程度表明，

本研比的数值与之并不成正比例关系。日本与

新加坡大学的本研比都较高，相比更强调本科

教育，但这两个国家的教育质量、科技实力等

均在亚洲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研究生占

比并非越大越好，合理的学生结构和优秀的学

生质量更有利于国家的创新发展。

（2）中国一流大学的学术与科研活动近些

年非常活跃，但总体而言，其篇均表现不及在

总量指标上的表现。研究同时表明，学校规模

与积累是影响学术总量指标非常重要的因素。

● C9 的短、中、长期学术产出总量都排名

第一，在亚洲已处领头羊位置，总被引量通过

近年的努力也取得明显成效。

●在篇均论文影响力上，C9 大学的 10 年

长期篇均引文排名最后，不过近年呈逐年上升

的态势；其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表现不及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总体及个体的表现。

●在科研前沿影响力阵地，C9 的 ESI 高被

引表现不俗，但在 TOP 1% 和 TOP 10% 论文占

比的表现上则欠缺一些；在顶级学科及优势学

科数上表，C9 的表现也比较中庸。因此，如果

要在科学技术方面引领亚洲乃至世界，国内大

学还需要加快加大步伐，加强基础学科的提升，

造就一批能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专家、

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3）C9 大学的国际学生数与国际合著论

文数在亚洲一流大学中排位都靠后，大陆一流

大学的国际化进程与国际学术交流需要尽快得

以加强。可以通过合作办学、吸引海外优质师资、

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换、联合培养等方式，

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中国；通过加大政策、资金、

资源等支持力度，让广大科研人员与世界高水

平大学和学术机构取得更多、更深的学术交流

与科研合作，进而提升国家的科技与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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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计 量 学” 于 1969 年 由 苏 联 学 者 提

出 [1]，随着信息科学研究内容的深入和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西德学者 O. Nacke 于 1979 年提出

“信息计量学”术语 [2]。两者出现时间相差 10 年，其

产生背景也不尽相同，但是两个术语很快就被

学者交叉使用。这种混淆术语的情况引起了学

界的关注，1989 年 B. C. Brookes 对两个概念的

区别与联系做了探索，但仅限于历史和概念层

面 [3]。随后许多作者将这二者作为同义词使用，导

致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危机。目前在国际上针对

二者并没有统一的区分，相关定义五花八门，并

且因为二者诸多重叠之处，造成了人们认知的

困扰。L. Egghe 认为信息计量学的研究范围包

【学术探索】

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之异同分析
◎ 杨思洛 袁庆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分属于科学学和情报学，在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方

面都有重合之处，分析二者的异同有助于加深认识，利于准确把握相关术语含义及发展方向。[方法/过程]

从代表性期刊和关键词主题检索两方面收集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数据样本，从国家、机构、作者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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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共被引和学科叠加图的角度对比分析二者的引证行为与知识流向。[ 结果 / 结论 ] 发现科学计量学和

信息计量学的研究虽然总体相似，但在细节上存在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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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科学计量学 [4]，那是否意味着科学计量学

的研究完全囊括在信息计量学之中呢？如果答

案是否定的，那么二者具体有何差异？笔者基

于代表性期刊和关键词主题检索，从学科发文

与合作、研究主题与结构以及引证行为与知识

流向三方面对新环境下两者的异同进行比较。

1  文献综述

1.1  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发展

因为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具等

方面有相同之处，所以常被同时提及，例如国

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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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从学科属性区分，两者又是截然不同

的，科学计量学属于科学学，而信息计量学则

属于情报学 [5-7]。尽管两者被提出至今已有几

十年的历史，但是一直没有被大众普遍认同的

概 念。科 学 计 量 学 的 提 出 者 V. Nalimov 和 B. 
Mulchenko 认为科学计量学是对科学发展中各

种信息过程的定量研究 [8]；也有学者认为：科

学计量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对科学活动中科研

人员、科研成果等量化统计，揭示科学发展

进程，为科学决策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学

科 [5]；科学计量学即用引文分析等计量学方法

对科学研究活动评估，进而对科学政策等进行

指导的学科 [4]。O. Nacke 认为信息计量学是数

学方法应用于信息科学对象的研究 [2]，这个定

义把信息计量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信息科学之

内，存在片面性；J. Tague-Sutcliffe 进一步将信

息计量学扩展为任何形式信息的定量研究，不

仅限于书目记录或者任何社会团体，也不仅限

于科学家 [9]，这一定义扩大了信息计量学的研

究范围和内容；邱均平认为信息计量学应该分

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的信息计量学研究

范围十分之广，狭义的信息计量学主要从定量

的角度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方法研究信息

的特性和规律 [10]。

1.2  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联系与区别

布鲁克斯曾对二者的起源和相互关系进行

过探讨 [3,11]；W. W. Hood 和 C. S. Wilson 进行了

历史调查追踪，通过统计二者在 1968-2000 年的

论文数量、期刊等，以分析二者的差异 [12]；文

庭孝和邱均平认为二者服务于不同的上位类学

科，但是在研究对象、指标、方法等有相同的

地方 [3]。相关研究大多从理论探讨出发，比如

从历史发展、所属学科、方法指标等，未能将

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明确的区分开来。

1.3  基于 Scientometrics 和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的相关研究

由于两种期刊的高影响力及其在计量学领

域的权威性，较多学者以其为对象进行计量分

析。例如王炼和武夷山通过统计 Scientometrics 

1994-2004 年间论文的引用情况，分析以该期

刊为代表的科学计量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与联

系 [13]。周海花和华薇娜以两期刊为数据源分析

了 2008-2012 年的学科研究热点、核心作者及

国家和机构 [14]。A. Abrizah 等人将两期刊作为

信息计量学研究的生产力、影响力和合作分析

的数据来源之一 [15]。L. Egghe 分析了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07-2011 年的发文、国别和主题等

信息 [16]。

综上所述，虽然有不少学者企图分析科学

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和

所属学科等方面，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

针对两者联系和区别的研究大都从理论出发，较

少从计量角度研究二者在新环境下的异同。

2  方法和数据

笔者选择研究学科领域的两种主流数据

来源方式：将学科领域的代表期刊作为数据来

源，以所选期刊论文内容和外在信息为分析对

象；在数据库中通过代表性的关键词进行检

索，得到数据源样本。学科合作网络主要利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学科主题与结构主要基于

关键词的共词网络和聚类进行分析；引证行为

则利用 CiteSpace 对高被引作者、期刊和论文等

进行可视化，利用该软件的期刊叠加功能分析

期刊引用情况，进而分析两学科的知识流向。

2.1  代表性期刊角度

Scientometrics 关注科学和科学研究的定量

特征，重点是利用数理方法统计分析科学的发

展 和 机 制 [17]；Journal of Informetrics 发 表 关 于

高质量信息科学定量研究的文章 [18]。根据两种

期刊的办刊关注重点，将前者作为分析科学计

量学的代表期刊，将后者作为分析信息计量学

的代表期刊。Scientometrics 2012-2016 年间共发

文 1 635 篇，选择其中的论文和综述，共 1 546
篇；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2-2016 年 间 共 发

文 459 篇，选择论文和综述，共 408 篇。

2.2  关键词检索角度

参 考 W. W. Hood 和 C. S. Wilson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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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 于 WoS 数 据 库， 以“TS=(scientometric* 
OR sc ien tomet ry  OR sc ien tomet r ica l  OR 
scientometrically OR scientometrician*)” 为 检 索

式，时间限定在 2012-2016 年，共检索到 1 118
篇文章，选择类型为论文和综述的文章共 920
篇； 以“TS=(informetric* OR informetrician* OR 

“informetion metrology” OR informetry)”为检索式， 

时间限定在 2012-2016 年，检索到 176 篇文章，其

中的论文和综述共 144 篇。

3  学科发文与合作

3.1  研究主体对比

两学科发文最多的国家均是美国，中国紧

随其后；两学科发文前 10 的国家里，地处欧洲

的超过一半，说明欧洲是这两个学科研究的核

心区域，这可能和欧洲是两个研究领域的起源

地以及其重视程度有关；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

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发文量都较少，科研生

产水平比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南非在信息计

量学的研究中发文量排第八，说明其在信息计

量学研究领域实力较强，这和南非本国的经济

水平、政治环境分不开。

发文量是衡量科研人员研究水平高低的

标准之一，笔者将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作者视

作高产作者，从统计数据来看，两个领域的

高产作者各不相同。科学计量学形成了以 D. 
A. Groneberg、Y. S. Ho、L. Bornmann 为 代 表

的高产队伍，而 R. Rousseau、L. Egghe、O. B. 
Onyancha 则是信息计量学的发文前三。两个领

域的高产作者发文量差异巨大，科学计量学发

文量排名前 10 的作者发文最少的是 13 篇，而

信息计量学最少的则是 3 篇。作者的发文量不

受两个领域发文总量差异的限制，因此可以说

Scientometrics 的高产发文作者队伍已经初具规

模，而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的高产发文作者队

伍尚未形成。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科学计

量学的研究比信息计量学要早，科研产出量更

多，这也就使得接触到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人员

更多；而信息计量学虽然范畴较大，但专指性

较差，加上出现时间较短等原因，被认可度不

及科学计量学，研究人员相对来说较少。

3.2  机构合作网络

在设置的阙值范围内，科学计量学的合作

机 构 主 要 有 两 大 团 体（见 图 1）。团 体 中

CSIC、Univ Amsterdam 和 Leiden Univ 分 别 以

0.19、0.18 和 0.10 的高中心性成为核心力量，成

员 还 包 括 Univ Granada、Max Planck Gesell 和

Wolverhampton Univ 等机构。团体中 Chinese 
Acad Sci 以 0.39 的 高 中 心 性 成 为 绝 对 的 核 心

机构，成员包括了发文量多的 Katholieke Univ 
Leuven，还有 Wuhan Univ、Zhejiang Univ、Nanjing 
Univ 等机构。团体的主要研究机构都处于欧

洲大陆，而团体中有较多数量的中国机构，还

有一些处于亚欧大陆的机构，其中发文最多的

Katholieke Univ Leuven 与中国的研究机构有着

紧密的合作关系。

图 1  Scientometrics 机构合作网络

国际上研究信息计量学的主要合作机构团

体 见 图 2。团 体 规 模 最 大，Katholieke Univ 
Leuven 和 Univ Atwerp 分 别 以 0.11 和 0.06 的

中 心 性 成 为 合 作 的 核 心 机 构，其 余 还 包 括

Zhejiang Univ 和 Nanjing Univ 等机构；团体 

中的 Indiana Univ 和 Chinese Acad Sci 以 0.08 和

0.1 的中心性成为团体的核心，团体成员还有

Wolverhampton Univ 以及 Yonsei Univ 等；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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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Univ Amsterdam 和 Max Planck Gesell 为核

心，还包括 Adm Headquarters Max Planck Soc 等

机构；团体④以 Wuhan Univ 为核心，成员包括

ETH、Max Planck Inst Solid State Res 等；团 体

⑤以 Univ Roma Tor Vergata 为核心，成员包括

Natl Res Council Italy、CNR 和 Univ Siena 等，这

一团体相对独立；团体⑥处于合作网络图的左

侧，相 对 独 立，由 Univ Jaume、Collnet Ctr 和

Williams Coll 组成。团体⑤中的四个合作机构均

来自意大利，只有 Univ Roma Tor Vergata 和其

他三个机构均有合作，但是其他三个机构之间

并没有合作关系，团体间的合作关系较单薄。

团体⑥的合作机构来自西班牙、德国和美国，这

个团体相对比较独立。

图 2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的机构合作网络

总的来说，两学科合作机构都是以大学为

主，可见大学是这两个学科研究合作机构的中

坚力量，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程度

低；科学计量学的机构合作团体较为集中，信

息计量学的机构合作团体较分散，甚至出现了

团体⑤和团体⑥这样仅在团体内部进行合作的

独立团体。当然，这很可能是由于两个期刊数

据量差异过大所导致的，数据量越大则机构越

多，可能就越聚集，所以这一结论需要在忽略

数量差异的前提下才成立；中国的研究机构在

两个学科的研究中分布不同，如 Chinese Acad 
Sci、Zhejiang Univ 和 Wuhan Univ 在 科 学 计 量

学的机构合作中处于同一研究团体且中心性较

高，而在信息计量学的机构合作团体中，中国

的研究机构分属不同的合作团体且中心性不

高。Wuhan Univ 在信息计量学的团体④中是重

要的合作机构，其他大部分的中国研究机构处

在团体①，这从侧面表明中国的研究机构在科

学计量学方面的合作水平相对于信息计量学要

高一些。

4  主题分布与结构

选择论文关键词作为分析两个学科主题的

基础。图 3 显示科学计量学有五大研究主题 : ①

主要基于科研产出成果探索科研合作的发展趋

势、合作模式以及学科合作网络；②主要是对

科学计量学研究中研究方法（例如引文分析、影

响因子）和以 H 指数为代表的计量指标的研

究，包括研究它们的实际应用；③主要研究科

学计量分析对整个科学领域的政策制定、发展

规划的作用；④科学评价研究，包括对科研人

员、机构、文章以及期刊等科研成果影响力或

者质量进行具体的评价；⑤主要是科学计量方

法在生物学领域的应用研究，这也说明科学计

量的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图 3  Scientometrics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 4 显示信息计量学领域有六大研究主

题 : ①网络计量学的研究逐渐兴起，主要研究

其在新环境下的学科社会网络分析、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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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分析等；②网络环境导致科研活动模式也

发生了变化，例如作者的引用目的和方式更加

多样化，这就使得网络环境下的引用行为研究

成为重点，包括文章和期刊的引用分析、作者

的引用行为分析等；③主要基于引用和共词分

析等计量学方法研究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  

④主要包括对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趋势研究以及

对图书情报领域基本定律的理论研究；⑤以 H
指数的研究为核心，并以之为基础研究学科高

影响力的文章、作者或者期刊的分布，同时 H
指数的应用模型研究也成为重点；⑥科学计量

与评价研究，主要是在大数据环境下利用计量

学指标对科研产出进行质量和水平的评价。

图 4  Informetrics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对比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研究主

题，可以发现二者都很关注以 H 指数为代表的

计量评价指标的应用以及创新研究、科研领域

的引用行为研究、对科研产出以及作者等的评

价研究。不同的是，科学计量学尤其关注科研

合作的发展趋势、合作模式以及学科合作网络

研究；自身对整个科学领域的政策制定、发展

规划的作用；在其他学科领域具体的应用研究。

信息计量学更关注网络计量学在新环境下的学

科社会网络分析、国际合作模式分析；学科融

合与交叉研究；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以及对

图书情报领域基本定律的理论研究。

5  引证行为和知识流向

5.1  引证行为

5.1.1  文献共被引——知识基础对比

由 图 5 和 图 6 可 知，科 学 计 量 学 的 知 识

基础结构由七大部分组成，信息计量学的知

识 基 础 结 构 由 六 大 部 分 组 成。图 中 每 个 节

点之间的连线代表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有

紫色光圈的节点是中心度较高的重要被引文

献，节点的大小代表被引频次的多少。根据

图 5 绘制科学计量学的基础文献列表 ( 见表

1)，共有 18 篇基础文献；根据图 6 绘制信息

计量学的基础文献列表 ( 见表 2)，共有 15 篇

基础文献，标红的 7 篇文献是两个领域相同

的基础文献。

图 5  Scientometrics 文献引证时间线图

图 6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文献引证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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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学计量学重要基础文献

类别 作者 时间 文献

#0
H index

J. E. Hirsch 2005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L. Egghe 2006 Theory and practise of the g-index
F. Radicchi 2008 Universality of citation distributions: Toward an objective measure of 

scientific impact
#1
interdisciplinarity

C. M. Chen 2006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L. Bornmann 2008 What do citation counts measure?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iting behavior
A. L. Porter 2009 Is science becoming more interdisciplinary? Measuring and mapping six 

research fields over time
N. J. Van Eck 2010 Software survey: VOSviewer, a computer program for bibliometric mapping

#2
altmetrics

L. Waltman 2012 The Leiden ranking 2011/2012: Data collection, indicators, and interpretation
M. Thelwall 2013 Do altmetrics work? Twitter and ten other social web services

#3
Impact factor

H. F. Moed 2010 Measuring contextual citation impact of scientific journals
L. Leydesdorff 2011 Integrated impact indicators compared with impact factors: an alternative 

research design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
J. K. Vanclay 2012 Impact factor: outdated artefact or stepping-stone to journal certification?

#4
Google scholar

L. I. Meho 2007 Impact of data sources on citation counts and rankings of LIS faculty: Web 
of science versus scopus and google scholar

S. Alonso 2009 h-Index: A review focused in its variants, compu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different scientific fields

#5
Triple helix

H. W. Park 2005 A comparison of the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systems in the economies 
of South Korea and the Netherlands using Triple Helix indicators

H. W. Park 2010 Longitudinal trends in networks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in South Korea: The role of programmatic incentives

#6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J. Hoekman 2010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t a distance: Changing spatial patterns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ithin Europe

A. Abbasi 2012 Betweenness centrality as a driver of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 networks

表 2 信息计量学重要基础文献

类别 作者 时间 文献

#0
Scientific
impact

F. Radicchi 2008 Universality of citation distributions: Toward an objective measure of scientific impact
H. F. Moed 2010 Measuring contextual citation impact of scientific journals
L. Waltman 2011 Towards a new crown indicator: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1
Research
productivity

C. A. Angelo 2011 A heuristic approach to author name disambiguation in bibliometrics databases for 
large-scale research assessments

L. Waltman 2012 The Leiden ranking 2011/2012: Data collection, indicators, and interpretation
#2
H index

J. E. Hirsch 2005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L. Egghe 2006 Theory and practise of the g-index
S. Alonso 2009 h-Index: A review focused in its variants, compu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different scientific fields
#3
Social
science

L. Waltman 2012 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
V. D. Blondel 2008 Fast unfolding of communities in large networks

#4
percentile

L. Bornmann 2008 What do citation counts measure?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iting behavior
P. Vinkler 2010 The Evaluation of Research by Scientometric Indicators
L. Bornmann 2013 The use of percentiles and percentile rank classes in the analysis of bibliometric 

data: Opportunities and limits
#5
Crown
indicator

J. Lundberg 2007 Lifting the crown—citation z-score
L. Leydesdorff 2011 Turning the tables on citation analysis one more time: Principles for comparing sets 

of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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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 1 和表 2 中标红文献可发现，相同

文献可能属于不同的知识构成部分；虽然两者

有相同的基础文献，但是基础文献所属知识结

构部分不同。例如，科学计量学 #0 部分 H index
研究中 F. Radicchi 的文章在信息计量学中属于

#0 部分 scientific impact 的基础文献；科学计量

学 #4 部分网络学术信息影响研究中 S. Alonso 的

文章在信息计量学属于 H 指数研究部分。

对比表 1 和表 2 可以发现科学计量学的 #0
部分和信息计量学的 #2 部分的基础文献有三分

之二都相同，这两个部分都是关于 H 指数的研

究。J. E. Hirsch 在 2005 年提出 H 指数这一评价

科研人员的学术产出量以及水平的计量指标，是

这一分支的开山之作 [19]；L. Egghe 在 2006 年提

出了弥补 H 指数不足的 g 指数，将之用于测量

一组文章的全局引用表现 [20]。随后，两领域对

H 指数的应用研究不断深入，在 H 指数得到广

泛使用的同时，不断有延伸指数出现，例如 A
指数、M 指数等。这部分，两个学科具有相同

的知识基础。

根据图 5 和表 1 可见跨学科研究、三螺旋

模型研究和科研合作研究是科学计量学特有的

知识构成基础。#1 跨学科研究主要是基于可视

化技术和软件，对科研活动中各学科之间的融

合与交叉进行可视化分析。#5 三螺旋模型研究

的两篇重要文献均来自 H. W. Park，他以韩国的

现实情况为例，研究了行业—学术—政府的相

互作用关系 [21-22]，后来的研究人员以此为基础

对复杂的社会信息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6
科研合作研究以 2010 年 J. Hoekman 和 2012 年 A. 
Abbasi 的文章为重要基础，J. Hoekman 研究了

欧洲的远程科研合作模式 [23]，A. Abbasi 对合作

网络的中心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24]，这两人的研

究为后来科学界的合作模式创新、研究方法等

奠定了基础。

根据图 6 和表 2 可见，人文社会科学、百

分位级数以及王冠指标是信息计量学特有的知

识构成基础。在 #3 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

中，L. Waltman 对科学分类系统进行了创新 [25], 

V. D. Blondel 提出快速提取大型网络社区结构

的方法 , 并将之在比利时手机网络中进行了验

证 [26]，两人的研究对信息计量学后来的社会网

络分析提供了经验。在 #4 百分位级数部分，研

究人员主要对百分位级数的优缺点以及其应用

于文献计量学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针对的是

引文影响力的研究 [27]，这也是数学模型应用于

计量学的一次很好试验，为之后信息计量学引

入数学模型的研究提供了好的示范。#5 王冠指

标部分的基础文献其实是对引文指标以及引用

率计算方法的创新，激发了后人对引文分析不

足、新的评价指标的研究。

5.1.2  作者共被引和期刊共被引

两个学科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作者中有

9 名是相同的。但是两学科高影响力作者是有

差别的。L. Leydesdorff 以 0.43 的中心性和 332
次被引、W. Glanzel 以 0.33 的中心性和 343 次

被引、M. E. J. Newman 以 0.34 的中心性和 155
次被引成为科学计量学的高影响力作者。L. 
Leydesdorff 以 0.34 的中心性和 128 次被引、L. 
Waltman 以 0.33 的 中 心 性 和 124 次 被 引、L. 
Bornmann 以 0.24 的中心性和 141 次被引成为信

息计量学的高影响力作者。L. Leydesdorff 是两

个领域共同的高影响力作者，中心性和被引频

次都较高，作为 2003 年普赖斯奖得主，他的研

究兴趣广泛，涉及计量指标、引文分析、社会

网络分析、跨学科合作等。

根 据 期 刊 共 被 引 网 络 图 发 现 二 者 被 引

频 次 排 名 前 10 的 期 刊 中 有 9 种 期 刊 是 相 同

的，包括 Scientometrics、J Am Soc Inf Sci Tec、

J Informetr、Res Policy、P Natl Acad Sci Usa、

Science、Nature、J Am Soc Inform Sci、Inform 
Process Manag，这表明这些期刊是两个领域主

要的来源期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

相对较高，能引领科学前沿。在科学计量学领

域，Res Policy 以 0.59 的高中心性和 568 次被引

频 次、Scientometrics 以 0.34 的 中 心 性 和 1 429
次被引频次、J Am Soc Inf Sci Tec 以 0.31 的中心

性和 801 次的被引频次成为该领域的核心引用



377

期刊；信息计量学领域，Res Policy 以 0.29 的中

心性和 125 次被引、P Natl Acad Sci Usa 以 0.15
的中心性和 184 次被引、Science 以 0.12 的中心

性和 149 次被引成为该领域的核心引用期刊。

Res Policy在两个研究领域都是核心引用期刊，该

期刊是科研管理领域的重要期刊，与两学科关

系密切，被大量引用。

5.2  知识流向

利 用 CiteSpace 的“Overlay Maps” 功 能 制 作

两个学科的双重叠加图 [28]，以此对比分析与

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知识流向情况。结果显示科

学 计 量 学 主 要 引 用 了 Plant, Ecology, Zoology; 
Chemistry, Materiais, Physics; Systems, Computing, 
Computer; Molecular, Biology, Genetics; Health
等学科的文献，科学计量学引用了较广范围的

其他学科领域知识，大量借鉴与应用这些学科

的方法或理论。科学计量学的文章所在期刊

主 要 分 布 在 ecology, Earth, Marine; Veterinary, 
Animal, Science; Molecular, Biology, Immunology; 
Medicine, Medical 等学科大类。由此可见科学计

量学的知识流动范围广泛，涉及学科多，科学

计量学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的同时也被

其他学科广泛应用。

信息计量学主要引用了 Systems, Computing, 
Computer 和 Economics, Economic, Political 的学

科知识，还有少量其他学科知识被引用，但因

为量太少，可以忽略不计。文章所在期刊主要

分 布 在 Psychology, Education, Health，Physics, 
Materials, Chemistry 等少量学科期刊上。可以看

出信息计量学的知识流动范围相对于科学计量

学来说窄很多，涉及的学科少。

对比发现科学计量学的知识流动范围广

泛，涉及学科多，科学计量学在大量借鉴其他

学科的知识的同时也被其他学科广泛应用。而

信息计量学的知识流动范围相对于科学计量学

来说窄很多，涉及的学科少。科学计量学在很

多学科领域都有应用，人们通常认为信息计量

学的研究范围更广，但其实它的认可度不高，这

也可以从二者的发文量可以看出来。

6  结论

笔 者 以 WoS 数 据 库 2012-2016 年

Scientometrics、Journal of Informetrics 期刊以及

相关关键词检索结果的数据为来源，从学科发

文与合作、主题分布与结构、引证行为与知识

流向三方面对比分析，发现两学科的研究大方

向上一致，在细节中存在差异。

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认可度不同。

两个学科相关检索式结果的总数据量差异很

大，科学计量学的高产发文作者队伍已有一定

规模，而信息计量学的高产发文作者队伍尚在

发展之中；科学计量学的知识流动范围广，涉

及的学科多，相对来说信息计量学的知识流动

范围就窄得多。在科学计量学逐渐为人们所接

受的过程中信息计量学才出现，在此情况下人

们更倾向于使用“科学计量学”进行研究；由于

科学计量学大量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所以也

间接提高了科学计量学的认可度，而信息计量

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广泛，所

以也造成了其认可度不如科学计量学。

研究主题方面大同小异。都注重对计量指

标的应用与创新、科研产出的绩效评价、引用

行为等的研究。不同的是科学计量学还格外重

视整个科学领域科研合作的研究以及在其他学

科领域的应用研究，而信息计量学则格外关注

网络环境下新指标、新合作模式以及学科融合

的研究。从二者研究主题的不同可以发现科学

计量学研究的立足点在整个科学领域，而信息

计量学的研究则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

相同的基础文献数量较多，但是属于不

同知识构成部分，即相同基础文献在两个学科

的应用基础不同。跨学科研究、三螺旋模型

研究和科研合作研究是科学计量学特有的知

识基础结构；人文社会科学、百分位级数以

及王冠指标是信息计量学特有的知识基础结

构。二者的高影响力作者不同，科学计量学的

高影响力作者规模比信息计量学的规模大，L. 
Leydesdorff、W. Glanzel 和 M. E. J. Newman 以

高中心性和被引频次成为科学计量学高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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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代表，L. Leydesdorff、L. Bornmann 和 L. 
Waltman 是信息计量学高影响力作者代表。

对比两个研究领域需要从全局出发，但是

笔者仅以 2012 年至 2016 年的数据为比较分析

对象，样本数据集不够全面；在构建检索式的

时候，可能由于检索词的不全造成数据收集不

全的情况；并且由于笔者知识面广度与深度的

欠缺，可能对两个领域的比较分析不够深入。

基于以上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可通过咨询

领域专家、扩展时间限制、深入的内容分析等

方法进一步对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异同

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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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公众参

与公共事务讨论成为形成多元民主协商机制、促

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进而使政府决

策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手段。J. Habermas
（哈贝马斯）等提出的公共领域 [1] 概念，其实

质就是一个民众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互相论辩

并表达意愿和要求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看一

个国家的公民社会是否真正发挥作用，一个重

要衡量标准就是是否具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

共领域 [2]。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则使

网络空间成为公共事务讨论的重要阵地。已有

学者对网络中是否存在公共领域进行了探讨，答

【学术探索】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公共知识形成逻辑
◎ 陆莉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目的/意义]探讨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活动和知识流程，明确其中的公共知识形成逻辑，

一方面是了解公共事务讨论本质、衡量其讨论效果并支持管理决策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对网络空间中知

识生产与共享实践的有益探索。[ 方法 / 过程 ] 通过明确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类型及其要素，结合

互联网论坛讨论实例，分析其中的知识流程并抽取出公共知识形成的逻辑模型。[ 结果 / 结论 ] 通过实例

验证该模型对在线公共事务讨论实践具有一定的解释性，并探讨公共知识的形成特征以及实践中达成共识

所面临的障碍，以支持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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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肯定的，并认为网络公共领域的主体是网络

社会群体，场域是网络空间，民主机制是网络对

话，网络公共领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 [3]。网

络公共领域的出现为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发展

提供了契机，社会公共事务的利益相关者在网

络空间中形成特定网络社会群体，通过互联网

论坛、微博等社会媒体或在线协商系统平台就

相关公共事务进行讨论，通过交流和互动达成

共识，形成最佳方案，进而对政府等管理主体

加以监督并影响其决策。但是，网络公共领域

的匿名性、开放性、低门槛性特征，一方面为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一种适合辩论的氛围

和易形成公共舆论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使得在

线讨论的干扰因素增多，讨论过程易呈时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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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性，讨论质量参差不齐，往往难以判断是否

达成了理想的讨论效果。评价一个在线公共事

务讨论是否真正发挥作用，一个重要的衡量标

准就是看其是否达成了意见的收敛和行动的共

识，即是否形成了公共知识。而判断公共知识

是否形成的前提，则是明确在线公共事务讨论

过程中的公共知识形成逻辑。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过程中的知识活动具有

网络空间中知识生产与共享的一般特性。信息

技术的发展引起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的变迁，从

而引起知识生成方式的变化 [4]，知识的 “ 比特赋

型 ” 也意味着知识获取、存储、加工、分配、显

示方式的变革 [5]。网络开放与交互的特性为在

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便捷、低

门槛的媒介环境和 “ 向社会传播知识、向他人

分配认知并从中获取所需知识的重要途径 ”[5]； 

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则使在线讨论具有跨时

空分布性，能把参与者 “ 在空间意义上的 ‘ 不在

场 ’ 转化为时间意义上的 ‘ 在场 ’ 状态 ”[6]，从

时空两个维度扩展了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渠道；网

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更使参与讨论的不同地域

范围、不同行业领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合

作与协同成为可能，比如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和

目标的虚拟社区就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

识交换方式 [7]。但通过观察讨论实践可发现，在

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知识生产、传播与共享除具

有网络时代各种知识活动的共性外，还具有其

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公共

事务的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认识程度和利益

角度参与讨论与互动，其知识生产动机受现实

公共事务利益映射的影响。二是公共事务讨论

中知识共享的前提是个人知识参与社会共约获

得其他参与者的评价和认可，“ 知识的共享过程

也是对知识内容做出反馈甚至评议的过程 ”[8]。

其中，社会共约即私人知识 “ 社会化 ” 过程中应

遵循的一系列原则之一，个人知识想纳入公共

知识系统，就必须参与社会共约（或称拥戴竞

争），以确定能否被社会所接受以及在公共知

识系统中是否具有优势地位 [9]，公共事务的社

会性使得社会共约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三是在

线公共事务讨论中公众发表的信息蕴含着公共

事务管理主体缺乏的大量知识 [10]，因此其知识

生产和共享活动具有影响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决

策的导向。研究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形

成问题，一方面应关注其知识活动的特殊性，以

加深对发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讨论

活动本质与特征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其

一般性特征，将其作为网络时代知识生产、传

播与共享方式发生变革的一种实践验证。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网络公共领域这一具

有发展前景的新型社会形态中，在线公共事务

讨论过程中的公共知识形成逻辑。通过结合网

络论坛中的讨论实例，对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

的知识类型及其要素、共识形成流程及其逻辑

进行分析，发现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公共知识

的形成逻辑和特征规律，为网络公共领域中的

公共事务讨论评判和网络空间中的知识管理提

供依据。

2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类型
与要素

探讨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形成问

题，首先必须明确知识的相关概念以及公共事

务讨论中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人类认识自

然、改造社会的成果，关于知识的概念是古今

中外诸多学者探索和思考的永恒命题，至今仍

未形成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不同领域的学

者对知识的定义有不同认识。如哲学家柏拉图

在探讨知识的本质时，认为知识是感知、是对

真伪的判断、是对真伪的判断并且拥有合理的

解释 [11]；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认为知识是由

相互关系连接起来的结构 [12]；管理大师德鲁克

则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某些人或某些事物

的信息 [13]。在公共事务讨论的情境中，知识

的定义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性质和参与者特征密

切相关，涉及到参与者的个人知识以及最终衡

量讨论效果的公共知识。个人知识是个体所拥

有的知识，公共知识是社会大众公有共享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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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公共知识中心专门为社会公众进行知识搜

集、整序、存储、提供和交流服务 [14]。个人知

识是一个不断丰富、演变的时态性知识集，因

个人生存经历、生活环境、素质条件等的差异

或相似，不同个体的个人知识会存在异质性或

相似性；公共知识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的知识贡

献形成的知识集，能够为全体成员共享和学

习；个人知识通过参与社会共约被纳入公共知

识系统中 [9]。J. Clinger 就探讨了从公民个人参

与到公共知识形成过程中，公开原则和透明推

定等公共事务原则的重要性 [15]。结合公共事务

讨论情境，本文将个人知识定义为讨论中参与

者通过思考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提议等，将公

共知识定义为参与者按照约定规则进行讨论后

形成的公有共享的收敛意见和行动共识。在线

公共事务讨论过程中，网络空间承担了一种虚

拟的 “ 公共知识中心 ” 的作用，通过提供技术

平台与组织管理支持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公共

知识的形成与管理。

明确在线公共事务讨论过程中的知识类

型是探讨其中公共知识形成逻辑的基础。从参

与者角度出发，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类型主

要分为个人知识和公共知识；从知识的存在形

式出发，则又包括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不

同类型的知识可以相互转化。I. Nonaka 和 H. 
Takeuchi 的知识转化模型认为，隐性知识与显

性知识之间的转化包括社会化、外化、内化和

组 合 4 个 过 程 [16]，如 图 1 内 部 方 框 所 示。据

此本文分析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中的 4 种

知识转化方式：①通过参与者交流实现个体间

隐性知识到隐形知识的转化；②参与者通过观

点表达实现个人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③共识的形成实现个人显性知识到公共显性知

识的转化；④参与者的学习行为实现公共显性

知识到个人隐性知识的转化。在线公共事务讨

论往往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搭建在线

讨论的系统平台、提供可视化的讨论形式等，促

进个人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个人知识向公共

知识的转化。明确从个人知识到公共知识的转

换机理，是理解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公共知识

形成逻辑的核心。而分析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

的知识要素，则是发现知识转换和交互的关键。

图 1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转化方式

知识要素包括构成要素和影响要素。知识

的构成要素，即知识中所包含的主要成分，包

括经验成分、信念成分和信息成分 3 部分 [17]。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构成要素中，经验成

分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环境、素质条件等

相关，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积累与转化的过程，但

经验成分对于参与者的观点和提议的具有重要

的影响作用；信念成分可激发参与者思考和表

达的渴望与积极性，有助于促进个人知识积极

参加社会共约进而被纳入公共知识；信息成分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个人知识中所占的份额

越来越大，网络空间正是为参与者提供了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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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获取渠道进而帮助参与者个人知识的增

长与积累。知识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知识的

表达方式、载体形态和讨论情境 3 个方面。在

线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影响要素中，知识的表

达方式可以是以讨论产生的语段或语句为载体

的观点、命题、提议等，也可以是技术手段支

持下的可视化展示，如知识地图等；知识的载

体形态包括参与者的大脑，表达观点、命题、提

议等的文字和符号，保存讨论资料的纸张、磁

盘等物质材料，支持讨论的系统平台等；知识

的情境则是讨论主题、参与成员和讨论环境等

所共同形成的一个复杂系统。明确知识的构成

要素和影响要素，有助于把握影响在线公共事

务讨论中知识流动的因素，进而掌握从个人知

识到公共知识转换的关键活动。

3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流程 

3.1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案例选取

公共事务讨论不同于传统的成员结构明

确、决策流程正规的企业等组织群体决策过

程，在线公共事务讨论更是具有参与者现实背

景复杂、讨论主题广泛多样以及讨论过程分散

不收敛等特点，其讨论过程的不确定性与跨时

空分布性也增加了研究和分析讨论活动中知识

流动的难度。目前，国内的在线公共事务讨论

实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为进行相关研究而

搭建的在线协商讨论系统平台，如上海交通大

学管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设计开发的 “ 群体研

讨支持系统 ”[18] 等；二是以互联网公共论坛为

主的公共事务讨论实践。

目前相关的在线协商讨论系统平台还未大

规模投入使用，因此本文选取互联网公共论坛

中的公共事务讨论实践为例来进行分析。选取

原因一是互联网公共论坛已发展较为成熟，其

中不乏公共事务讨论较为活跃的优秀论坛，如

“ 凯迪社区 ”“ 人民网强国社区 ” 等；二是互联

网论坛的参与者具有普遍性，讨论主题丰富多

样，讨论过程更能体现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本

质和特征。总体看来，互联网论坛具备网络公

共领域主体、场域和民主机制三大构成要素，是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在线公共事务讨论实践。

因此，本文选取国内著名的时政论坛 “ 凯

迪社区 ”，输入检索词 “ 开放小区道路 ”，获得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 月 24 日的 3 个讨论帖，共

2 507 人对相关讨论进行了浏览，27 人进行深度

的讨论和互动。同时，考虑到互联网公共论坛的

讨论质量有待提高、讨论过程较为发散、讨论结

果的可靠性难以保证等特点，从 3 个讨论帖中抽

取了观点明确、讨论结构较为清晰的讨论片段为

例，对 “ 开放小区道路能否缓解交通 ” 这一在线

公共事务讨论过程中的知识流程和逻辑予以分析

描述。抽取的讨论语段实例如下所示：

（1）L: 破除小区围墙，打通小区道路并不增加道路的整体面积。车还是那些车，主干道的拥堵不会因为道路

两边可以随时转弯进入某小区道路而改善。起到的作用只会让原先根本不存在堵车问题的小区道路也变得混乱

拥堵。

（2）S：有两个观点，第一，环路对于交通堵塞压力起到的或许是副作用；第二，中国道路拥堵与封闭式小区

有关。在交通高峰时期，所有的车辆均集中在主干道，封闭小区相当于是堵塞了交通网络的毛细血管。客观的说，

可供通行的路多了，客观来讲对缓解交通压力是有好处的。但是，小区安全问题也的确又凸显了。

（3）L: 如果城市规划是功能分开的，居住区在城市中心周边，而功能区在市中心，那么无论小区的毛细血管

怎么畅通，最后汇聚到主干道上都要堵住。这个跟毛细血管无关，是城市规划和道路规划没有前瞻性的缘故。

拆掉小区围墙实际只会增加小区道路和干道的节点数，反而加重拥堵。

（4）S：关于开放小区道路的问题，我更关注已建成小区内道路用地的权属问题，这应该是小企业主公摊部分，

让外来车辆使用是不妥的，这涉及侵权。

（5）L：不仅违法侵权，而且现实中无法实现。因为小区道路的建设标准不一，根本达不到市政道路的标准，

政府要如何改造和应用也是一个问题。

（6）L：拆除围墙对于那些巨大的小区，效果还是有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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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在新的规划中减小小区面积，多建市政道路分割是合理的；已经建成的小区，政府通过一些途径修建

新的市政道路也是合理的；但是让全国小区拆除围墙，这是不合理的。而且较大的小区多半在城乡结合部，从

解决交通角度去看，拆除围墙当然是无效的。

（8）L：城郊结合部的区域也是堵的。

（9）N: 可以实施分流，现在车流量集中在主干道，如果高架线下的小区可以分流到其他路段去，那么主干道

车流就少了。

（10）L: 不是小区道路打通，而是小区没有围墙了，也就是说多了 n 个节点，车流量不变的情况下多了很多转

弯的岔道，会有很多变道的人，更会有很多从旁边加塞的人，路面情况只会更加复杂。

（11）N: 只要车辆分流，那么主干道车速快了，那么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12）L:问题在于匝道周边多设置市政道路这件事是对的，但是拆除小区围墙是不对的。这两个事完全是两回事，

拆除小区围墙不仅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带来的是更多其他问题。

3.2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案例的知识流程分析

知识流程是知识在各个知识驻点之间通过

积累、共享、交流等活动进而创造价值的过程，H. 
Lai 和 T. Chu 认为该过程中包括激发、产生、建

模、存 储、转 移、应 用、评 价 等 活 动 [19]，A. 
Aderson 认为知识流程中包括共享、创造、界

定、收集、修正、组织、应用等活动 [20]。公共

事务讨论的知识流程既包括了普遍意义上的产

生、共享、组织、应用等活动，也涉及到讨论

流程中的提议、评估、修正、互动等特殊活动。

分析讨论案例的知识流程如图 2 所示。在

该讨论过程中，主要参与者为 L、S 和 N，参与

者 L 作为讨论的发起者，对推动知识流程的发

展起到了主要作用；主要讨论行为包括观点表

达、意见提议、提议评估、提议修正和提议整

合等；围绕主要讨论行为，相应的知识活动包

括知识的产生、获取、评价、修正、整合、共

享等。具体流程为：① L 与 S 进行了系列的互

动，互相表述观点提议并对对方的观点提议进

行评估，其中涉及到了知识的产生、获取和评

价活动；②由于 S 两次未接受 L 的观点，虽 S
未提出明确的修正意见，但 L 仍对自己的观点

进行了修正，在这一阶段 L 进行了知识修正活

动，为继续表达其观点并支持之后的讨论，L 的

行为中也暗含了知识的整合与共享；③通过知

识共享活动，参与者 N 参与进来与 L 进行了系

列的讨论互动，但二者之间仅涉及了知识的产

生、获取与评价，并未形成完整的知识流程。

图 2  案例讨论的知识流程

参与者

讨论行为

知识形成
流程

提议 评估

参与者L 参与者S 参与者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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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流程总结

从讨论案例的知识流程分析出发，结合互

联网论坛等讨论实践，理想的在线公共事务讨

论知识流程应如图 3 所示，围绕参与者的提议、评

估、修正、共识等核心讨论行为，知识流程中

应包括激发、产生、获取、评价、修正、整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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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应用、创新等系列知识活动。其中，激发

是指通过事件刺激或利益引导等使参与者能够

积极参与讨论并发表观点和意见；产生是指参

与者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和提议，即

将个人知识显性化；获取是指参与者在发表自

己观点意见的同时，能够看到并了解其他人

的观点或意见；评价是指参与者对不同提议

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能将其纳入最佳方案中

来；修正是指不被接受的提议根据其他参与

者的建议进行修改以获得认可；整合是指将

获得认可、或通过修正后获得认可的提议纳

入最佳方案并形成共识；共享是指将参与者

达成的共识提供给参与讨论的所有成员公有

共享；应用是指利用获得和共享的知识去解

决原始的公共事务问题；创新是指在以上活

动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知识。

图 3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流程

讨论案例的知识流程与理想的在线公共事

务讨论知识流程相比，缺乏知识活动的整体性

和连续性，因而并未达成理想的讨论效果，主

要表现在修正意见未及时提出，进而影响参与

者的提议修正以及最终共识的形成。且通过讨

论案例分析可发现，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

流程中，一系列的知识活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

行为界限或时间节点，围绕主要讨论行为的不

同组合，不同的知识活动组合也构成有序规律

的、但不同深度的知识流程。图 3 显示的知识

流程中，从内到外是一个讨论活动不断细化的

过程。内圈的话题激发与讨论互动是在线公共

事务讨论的主要部分，中圈的提议、评估、修

正和共识是核心讨论行为，围绕核心讨论行为

的外圈显示了系列知识活动构成的知识流程。

核心讨论行为决定了知识流程的复杂程度。若

某提议经过其他参与者评估后就接受其为最佳

方案的一部分，并达成共识，则知识流程中就

不会涉及知识修正活动；若从提议、评估、修

正到达成共识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行为过程，则

会形成包括所有知识活动的复杂知识流程，其

中不同环节都存在着影响共识形成的干扰因素。

另外，可发现讨论的修正行为是决定共识能否

形成的关键，修正行为也是个人知识向公共知

识发展过程中参与社会共约的重要表现。

4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公共知识的
形成逻辑
4.1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公共知识形成逻辑模型

抽取

公共知识形成逻辑的本质是不同类型知

识之间的抽象转化，转化的具象性表现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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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中知识活动的交互和联系，转化的决定性

因素则是参与者的核心讨论行为。综合已有的

研究成果与对相关讨论实践的观察，可发现公

共事务讨论在不同的讨论主题与情境下，仍

具有共性的讨论决策和共识形成逻辑模型。J. 
Chucarroll 和 S. Carberry 提出的可面向协作活动

会话文本使用的 “ 提议 - 评估 - 修正（propose-
evaluate-modify）” 循环行为模型认为，在多主

体协作活动中，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提议、评估

和修正行为的不断循环以形成活动的最佳方案
[21-22]。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由于可保留讨论会

话文本等数据痕迹，因此可以将 “ 提议 - 评估 -
修正 ” 的循环思想引入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共识

形成过程中，据此本文结合在线公共事务讨论

的实践特征和网络公共领域环境，将在线公共

事务讨论过程中的核心讨论行为阶段化，并用

流程图的方式展示核心讨论行为的循环模式，最

终总结出公共知识形成逻辑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公共知识形成逻辑模型

从网络公共领域这一讨论载体出发，在线

公共事务讨论中，经由一定的触发机制后，参

与者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或认识状态，提出

符合自身或团体利益的观点或提议，这一阶

段实现了个人知识隐性化向显性化的转化；为

使个人知识即提议等被纳入公共知识，参与

者通过参与社会共约，由其他参与者对其观

点 提 议 等 进 行 评 价，选 择 “ 接 受 ” 或 “ 不 接

受 ” 该提议；“ 接受 ” 该提议则使该提议成为

最佳方案的一部分，将其纳入公共知识中，“ 不

接受 ” 则提出修正建议，并由其他参与者进

行新一轮的评议；在持续的讨论中会重复该

过程直到提议被接受，最终达成共识，完成

个人知识到公共知识的转化。理解在线公共

事务讨论中的公共知识形成逻辑，关键在于

把握其中的 “ 一个循环、两个转化、三个机制 ”。
一个循环即网络对话中的讨论行为循环；两

个转化即实现参与讨论的网络社会群体中个

人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个人知识向

公共知识的转化；三个机制即在网络空间中

获得信息技术支持的讨论触发机制、社会共

约机制和共识达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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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公共知识形成逻辑模型

验证

为验证上述公共知识形成逻辑模型对在

线公共事务讨论实践的解释性，另选用 “ 凯

迪社区 ” 论坛关于 “ 节假日高速是否应该免

费 ” 的讨论实例 [21]，分析其中的讨论逻辑流

程 如 图 5 所 示。 参 与 者 L、M、Z 围 绕 “ 节

假日高速是否应该免费 ” 这一主题进行了讨

论，共进行了 6 轮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参

与者分别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提议，并对他人

的观点提议进行评估，选择是否接受。其中

参与者 L 作为讨论的发起者在与 M 和 Z 的互

动中，能在评估后提出修正意见，有效的推

动了讨论的进行；参与者 M 对 L 提出的修正

建议没有采纳，导致二者互动无法继续；参

与者 Z 则接受 L 的提议，并促使 L 对提议进

行了自我修正，最终促进了最佳方案与二者

间共识的形成。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本案

例中的讨论主题与参与者的实际生活和个人利

益息息相关，因而触发了参与者积极表达观点

和提出提议的讨论互动，实现了参与者个人隐

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在参与社会共约阶

段，参与者通过多轮互动进行评估与修正的核

心讨论行为，选择是否接受提议以及是否接受

修正意见；最终在达成共识阶段实现了部分参

与者个人知识到公共知识的转化。

图 5  验证案例的讨论逻辑流程

通过验证案例分析可看出，本文提出的公

共知识形成逻辑模型对在线公共事务讨论实践

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共

性的逻辑模型，实际讨论中 “ 提议 ”“ 评估 ”“ 修

正 ” 等讨论行为并非有规律的存在，呈现出不

同行为组合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影响最终讨

论结果和共识的达成。且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参

与者个人的现实背景、能力体系、心理特征和

行为个性等均会对讨论流程产生重要影响。总

体看来，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知识形成逻

辑模型呈现出整体逻辑的共性和实际行为的不

确定性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互联网论坛讨论实例探讨在线公

共事务讨论中的公共知识形成逻辑。首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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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类型及其知识要

素，然后对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知识流程进

行了分析和展示，最终发现以 “ 一个循环、两

个转化、三个机制 ” 为重点的在线公共事务讨

论中公共知识形成逻辑模型。通过案例分析可

发现，该逻辑模型对在线公共事务讨论实践具

有一定的解释性，其优点在于对公共事务讨论

中参与者核心讨论行为的抽取和把握，并将其

中的知识活动阶段化，符合公共事务讨论的实

践特征。但该模型是一种理想模型，面对复杂

的在线讨论实践，尤其在大规模公众参与讨论

的情境下，模型的完整性和解释力有待验证。

此外已有学者关注了公共知识的形成和特

征等问题，如吴建国认为个人向公共知识系统

贡献知识源于社会所建立的奖励激励制度 [9]；雷

静等对虚拟社区中公共知识的公共物品特性进

行了分析 [23]。本文从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情

境出发，发现其中的公共知识形成具有以下特

征：①个人知识通过事件刺激或利益引导等触

发机制在网络空间中予以显性化展示是公共知

识形成的基础；②个人知识通过参加社会共约

才有机会被纳入公共知识中，互动中参与者的

评估与修正意见的提出是达成共识的关键；  

③个人知识受参与者生活经历、生存环境和素

质条件等的影响产生差异性，个人知识向公共

知识的转化也与参与者讨论行为密切相关，观

察讨论实践可发现强于辩论而弱于倾听的讨论

行为不利于共识的达成；④参与者核心讨论行

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知识流程中知识活动的多

样性组合，丰富的知识活动更有利于讨论的深

入和共识的达成，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知识流

程的复杂程度。

总体看来，网络公共领域的零壁垒性、强

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特征，使在线公共事务讨论

中的知识形成具有跨时空分布性，为实现持续

讨论、有效的逻辑循环和共识的达成提供了优

于现实场景的沟通途径。然而在线公共事务讨

论的实践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讨论效果，公共

知识的形成仍面临诸多障碍。如不同于现实场

景中 “ 一对多 ” 的沟通途径，网络场景中 “ 多对

多 ” 的沟通方式 [24] 使讨论的有序性难以保证；匿

名和无界限的参与方式在增加参与者讨论积极

性的同时也降低了其行为约束，进而影响讨论

质量；在大规模公众参与讨论的情境下，信息

的爆炸式、多样化呈现方式也使得衍生话题增

多、讨论过程发散，难以达成意见的收敛。网

络公共领域的匿名性、开放性、低门槛性等特

征，既提供了在线公共事务讨论的有利条件，也

潜藏着阻碍共识达成的干扰因素。利用一定的

技术手段和制度保障，如社会计算技术的应

用、人机协作系统的搭建、主持人协控机制的

建立等，帮助公众有序参与和协商讨论是应对

共识达成障碍的有效措施 [25-26]。

由于在线公共事务讨论实践发展还不够完

善，本文选取的互联网论坛讨论案例仍存在代

表性不足等问题；此外，传统形式的公共事务

讨论与在线公共事务讨论必然存在不同之处，其

公共知识形成逻辑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

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可尝试对比传统

形式与在线形式的公共事务讨论及其公共知识

形成逻辑之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应密切关注

网络公共领域以及在线公共事务讨论实践的发

展，以对在线公共事务讨论中的公共知识形成

逻辑模型进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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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Public Knowledge’s Formation in Online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Lu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is a special activity that generates and shares 
knowledge.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changed the way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haring,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public knowledge’s formation in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can contribute to comprehending the essence,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pporting the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also helping us 
explore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haring in cyberspa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logic of public 
knowledge’s formation in online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Method/process] At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knowledge category, elements and process by using an Internet forum case. Then, this paper presented a logic 
formation model about public knowledge in online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logic 
formation model is verified about the explanatory ability to illustrate online public affairs discussion practice. 
The public knowledge’s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bstacles in the discussion practice are discussed.
Keywords: online discussion    public affairs    social common agreement    individual knowledge    public 
knowledge    knowledg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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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政府管理产生了巨

大影响，催生了政府数据开放。伴随着政府数

据开放实践的展开与推进，学界与实务界日益

关注并重视政府数据开放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

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政府数据开放最

早产生于西方国家，美国、欧盟、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已开展得卓有成效。西方国家纷纷

建立专门的数据开放网站作为数据开放的载

体，及时开放涉及公共服务的数据，以改善公

民服务，让公民知晓公共政策，增进民主对话

【学术探索】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比
较研究
◎ 张建彬 1  黄秉青 1  隽永龙 1  张明江 1  周志峰 2

1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济南  250000  2 温州大学图书馆  温州  32503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是数据开放的载体，政府数据开放网站的个人隐私政策直接

关系到开放过程中个人隐私是否得到充分保护。[ 方法 / 过程 ] 为优化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个人隐私保

护策略，推进数据开放，从政策框架、个人隐私采集、共享使用、保护措施等方面对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

网站个人隐私保护政策进行系统比较。[ 结果 / 结论 ] 提出应出台个人隐私保护综合性法律、强化政府公

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加强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个人隐私利用监管、规范外部链接等措施来完善我国政府数

据开放网站个人隐私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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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共参与。我国国家数据开放步伐紧跟美国

等西方国家，在总结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国家层面于 2015 年发布了《促进大数

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 2018 年年底前，建成

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浙江省等一些省

级政府、武汉市等一些副省级城市相继建成、投

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推进透明行政，让数据

惠民，开创新型政府管理模式。但随着政府数

据开放的深入推进，数据开放网站的个人隐私

保护问题不断受到关注，由于政府所开放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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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涉及公民个人隐私，或者政府出于提供优质

服务等目的会收集涉及公民隐私的信息。个人

隐私是可以识别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在政

府数据开放过程中，个人隐私泄露主要涉及源

头泄露——信息采集、过程泄露——信息共享

使用、结果泄露——信息安全保障 3 个方面。

因此，本研究对中外政府数据开放网站隐私保

护政策的比较主要从上述 3 个方面展开，旨在

为我国优化完善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个人隐私保

护政策，推进数据开放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1  政府数据开放对个人隐私保护带
来的挑战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有别于其他政府网站，主

要体现在：政府数据开放网站强调政府的主动

性、服务性，突出以用户为中心的建设理念，注

重用户个性化服务体验，需向用户提出完整的

数据集。政府建立数据开放网站，推进数据开

放，给个人隐私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有

以下 4 个方面：

1.1  政府数据再利用增加了泄露隐私的风险

政府在数据开放网站上发布的数据，通常

可以免费获取，这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开

发利用数据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浙江政务服务

网中“信用信息”专题中公布了公民从业资格信

息，如文化经纪人从业信息、医师资格证书信

息、护士执业注册信息、医师执业注册信息等，已

开放的数据包括获得资格人员的姓名和获得日

期，一些企业可以利用上述数据研究开发查询

系统。同时，在电话实名制背景下，为达到商

业目的，在得知公民姓名的前提下，一些企业

可通过通讯公司获取公民的详细信息，进而引

发公民个人隐私泄露。

1.2  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泄露隐私的风险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中富含大量的公民个人

隐私，主要包括：政府公共数据库中自带的公

民个人隐私；政府通过 cookies 抓取的公民浏览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的相关信息；公民为获取公

共服务，在政府网站进行注册所提供的个人隐

私。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是接触、管理公民个

人隐私的主体，若出现政府管控不严格，或对

隐私的界定标准理解不一致，以及公务员信息

素养不足、职业伦理操守不良等情况，都会产

生公民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

1.3  大数据挖掘技术增加了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 , 数据挖掘技术

可以将看似不相关的碎片化信息进行分析，建

立相关关系，在不知不觉中侵犯公民隐私。大

数据导致隐私信息市场的形成，这些市场的最

初目的不是为了侵犯个人隐私，但结果却恰恰

相反 [1]。大数据促进了数据内容的交叉检验，仅

靠技术手段保护个人隐私将愈发困难。政府建

立数据开放网站，发布一些公共服务信息，这

些信息中本身就包含个人隐私，这为一些商业

企业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获取有价值的个人隐

私提供了可能。

1.4  信息安全问题易引发个人隐私泄露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入侵技术

等不断更新换代，攻击特定网站的能力日益增

强。公民为获取公共服务或咨询政府问题，必

然要提供一些个人隐私，因此，政府数据开放

网站掌握着大量的个人隐私。虽然目前现有政

府数据开放网站都声称将采取尽可能的技术措

施有效防护网站安全，但仍存在一定风险，一

旦网站被攻入，将给个人隐私带来不可挽回的

损失，个人隐私可能会被大量窃取、侵犯。也

正是由于这一担忧，一些政府部门才在数据开

放方面表现迟钝、呈现观望态度。政府数据开

放与个人隐私保护存在一定矛盾，这要求政府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不发生信息安全危机事件。

2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个人隐私保护
政策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开展得比较

好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网站进行调研，研读各数

据开放网站所发布的隐私政策，系统比较各级

政府在数据开放过程中如何对个人隐私进行保

护，以期为推进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工作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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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建议。国外政府主要选取了数据开放实

践开展得较早且较好的国家和组织，包括美

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内主要选取

了已建成投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一些省级政

府和副省级城市，包括北京市、上海市、浙江

省、广东省、贵州省和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青

岛市。

2.1  个人隐私保护政策总体情况比较

通过网站调研可以发现，国内外政府数据

开放网站基本都设有隐私保护政策。我国一些

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隐私政策嵌入在免责

声明中，如青岛市政府、广州市政府。从公共

政策角度来审视，政策本身的质量直接影响其

所涉内容的落实及执行度。隐私政策内容的完

整性、具体与否直接影响政府对公民个人隐私

的保护力度及政策执行度。根据欧盟的观点，一

个完整、详细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或声明应包

括：采集哪些信息、向谁公开信息、公民如何

获取自己的信息、公民信息会被保存多久、采

取的安全防护措施、问题咨询电话 [2]。仔细研

读各政府或组织的隐私政策内容发现，美国、欧

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贵州省政府都对个人

隐私的采集、处理、公开、使用及保护措施等

环节进行了明确规定；上海市对采集与共享个

人隐私的例外情况进行了说明；浙江省、广东

省对共享个人隐私及保护措施进行了规范；北

京市、武汉市、深圳市、广州市、青岛市只指

出尊重并保护网站用户的个人隐私权，并表示

未经用户许可或法律法规强制规定，不主动将

个人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另外，因西方国家大

多出台了专门性个人隐私保护法律，故其政府

数据开放网站上的个人隐私政策都有明确的法

律遵循，而我国虽然出台了专门领域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如 2012 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网

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但缺乏一部个人隐私保

护的综合性专门立法。因此，我国地方政府数

据开放网站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

依据，仅指出遵循我国有关互联网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一些政府为提高公民的个人隐私保

护意识，在隐私声明中加入了一些提醒或注意

事项，如告知公民不要公开敏感信息或留意数

据开放网站所外链的网站隐私保护政策等。另

外，在个人隐私保护政策方面，国内外政府或

组织数据开放网站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国内政

府或组织在隐私保护政策或免责声明中都明确

指出了因信息安全或信息再利用导致的隐私泄

露，数据开放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国外政

府数据开放网站无此规定。 
2.2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个人隐私采集政策比较

从个人隐私泄露的链条来看，信息采集是

源头。政府数据开放网站采集个人隐私的多少

直接关系到个人隐私泄露带来的危害大小。

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在数据开

放网站中基本都给出了哪些个人隐私会被采

集，或者要获取政府公共服务，公民需要提供

哪些个人信息。在美国，当用户访问数据开放

网站时，如果用户不主动提供，网站将不主动

采集个人信息，但会采集 IP 地址、访问时间、搜

索的文件名或关键词、网页中点击的项目、所

使用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 [3]。网站为了技术目

的使用 cookies 收集用户信息，但用户有拒绝

cookies 采集信息的自主权且不影响服务体验。

当与政府对话或咨询问题时，用户可以选择性

地提供电子邮件地址，无需提供额外个人信

息，特别是社会保障号码。另外，美国还有一

个特色信息采集模式，当用户以联邦、州、地

方政府或司法机构代表身份以及非政府组织身

份，为了获取行政特权以运用数据开放网站功

能时，网站会收集名称、组织机构、职称、营

业地、办公电话和办公邮件地址等信息。与其

他政府或组织不同的是，美国专门将未成年

人的隐私保护在隐私声明中予以单列。在欧

盟，用户无需提供任何信息便可访问大部分网

站，此外，政府为了提供公民所需的电子化公

共服务，如信息服务、互动交流服务和交易服

务，需要公民提供个人隐私。在加拿大，政府

将 IP 地址作为个人信息予以保护，因为 IP 地

址是一个独特号码，本身无法识别个人，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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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其他数据相关联，如网站采集的访问时

间等，便可识别出某个人在使用此网站。加拿

大政府数据开放网站采集个人隐私秉持信息主

体同意、认可的原则，在收集信息之前会征询

信息主体同意，并告知其收集的目的及如何行

使个人更正信息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制定

有个人信息收集说明 [4]。如果通过电子邮件或

提交完整反馈表形式与政府进行沟通，用户的

个人信息将被收集。在澳大利亚，使用政府数

据开放网站服务，用户无需提供可识别出个人

的信息，但在与政府联系或需要政府反馈时，政

府将会收集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姓名、电

话号码等可以识别的个人信息。网站会使用

cookies 收集用户的偏好等信息，以开展网站

分析、改善服务体验，用户有拒绝 cookies 采

集信息的自主权，但与美国不同，一旦用户拒

绝会影响服务体验。

我国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个人隐私采

集政策参差不齐，既有详细说明如何收集及收

集哪些信息的高质量政策，如贵州省政府，又

有大而概之、笼统提及隐私保护的政策，如北

京市、广东省、浙江省、武汉市、深圳市、广

州市、青岛市。当用户访问数据开放平台时，贵

州省所收集的用户信息范围与美国政府相同，政

府数据开放网站采集用户的以下信息：IP 地

址、访问时间、搜索的文件名或关键词、网页

中点击的项目、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

与澳大利亚政府类似，贵州省政府数据开放网

站会使用 cookies 收集用户的偏好等信息，以

开展网站分析、改善服务体验，用户有停用

cookies 采集信息的自主权，但一旦用户停用会

影响服务获取。另外，当用户进行注册登记、定

制服务或参与网站调查时，需要提供很多个人

隐私且信息必须是真实的，包括但不限于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电话、电子邮箱地址、职

业、教育程度等 [5]。上海市无需注册即可浏览

或下载数据开放网站上的所有内容，但如通过

网站发布并提供数据应用服务或与政府部门进

行交流，则需提供个人信息。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用户在政府数据开

放网站获取个性化政府公共服务或与政府互动

交流时，政府会收集公民的个人隐私，如姓名、电

子邮箱地址等。政府收集这些信息的目的通常

是了解用户的偏好与需求，以更好地、更精准

地向用户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但是，数据开

放网站采集大量的公民个人隐私可能会带来隐

私泄露的风险。

2.3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个人隐私共享使用政策

比较

从目前我国实践来看，个人隐私泄露发生

在共享使用环节居多，因此，政府在共享使用

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对个人隐私保护至关重要。

在美国，为了科学研究目的，政府会向第三方

机构分享、开放一些个人信息，如所采集的用

户 访 问 或 浏 览 信 息、IP 地 址、访 问 时 间 等。

此外，若公民所需公共服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

或依法律要求，政府会将一些个人信息与相关

部门进行共享。在加拿大，通常政府不会将用

户个人信息透露给任何人，除非政府雇员履行

职能时需要这些信息。如果用户在网站上选择

了需要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提供的项目或服务

时，需要关注该机构的隐私注意事项，对于通

过互动交流所采集的个人隐私，将被用于政府

统计、评估以及制作报告。在欧盟，公民为获

取电子化公共服务需要提供个人信息，政府部

门隐私管控者对这些数据的处理方式和目的进

行审查，以确保具体电子化服务符合隐私政策

要求。在澳大利亚，除了防范非法活动或对健

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政府不与其他部门分

享个人隐私；与美国、欧盟、加拿大不同，在

向公民提供跨部门的政府服务时，除非公民本

人同意或法律有规定，否则不与相关政府部门

或机构分享公民信息，而是告知公民相关处理

意见，如联系哪个相关部门获取政府服务 [6]。上

海市对政府数据开放网站提供的数据再利用行

为进行了规范，再利用者需要接受政府数据服

务网用户协议约束，对于所采集的个人隐私，不

会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出售、出租、分享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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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除非是基于为用户提供有效答复的需要 [7]。

贵州省明确列出了所采集个人隐私的用途，包

括：①核实用户身份，并提供相应服务；②通

过发送电子邮件或以其他方式，告知用户相关

信息；③执行用户的指示、回应用户或以该用

户名义提出的查询、建议或举报内容；④用于

用户在提供信息时用于特定的目的，例如参与

网上调查等。与澳大利亚相类似，贵州省给出

了限制使用原则，在下列情况下，对所收集的

个人隐私进行限制使用：已取得用户同意，为

增进公共利益且无损于用户的重大利益等 [5]。

北京市 [8]、武汉市 [9]、深圳市 [10]、广州市 [11] 和

青岛市 [12]5 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个人隐私共

享使用政策相同，都指出未经用户许可或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网站不会主动

将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给任意第三方。而浙江省
[13] 和广东省 [14] 的共享使用政策相同，都明确规

定除用户同意和确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

及维护数据开放网站合法权益这 3 种情况外，不

会将所采集个人隐私提供给第三方，并根据工

作需要与政府有关部门共同使用个人隐私。这

表明浙江省和广东省的共享使用政策保护力度

明显弱于我国其他省政府。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虽然各国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中个人隐私共享使用政策规定不尽相

同，但存在一些共性。除美国为了科研目的公

开信息外，各国政府数据开放网站基本采用积

极的个人隐私共享使用政策，都不会主动公开

或与第三方机构、个人共享个人隐私；各国政

府或组织共享和利用个人隐私都基于公共性需

要，包括满足公民个性化服务需求，为了公共

利益或公民健康、安全免于威胁，行使公共职

权需要等。虽然有学者宣称大数据时代告知与

许可隐私保护策略已经失效 [15]，但作为负有公

共责任的政府，在处理公民个人隐私时需要有

别于私营企业，需要尊重并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权，也正是基于此，多数政府或组织将信息主

体的同意与许可作为个人隐私共享使用的一项

基本原则。

2.4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个人隐私保护措施政策

比较

政府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直接决定了个

人隐私泄露风险大小及危害程度。保护措施是

个人隐私安全与否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是政府主办的安全、认证的设施，政

府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安全防护。各政府数据

开放网站都对个人隐私保护措施进行了规范，但

详细程度不一，力度也有所区别。在美国，数

据开放网站会提醒用户，开展网上评论时不要

提供电子邮箱地址、电话号码等可以识别出个

人的信息。同时，美国政府较为注重开展隐私

影响评估，对采集可识别个人信息的系统进行

评估，并审查个人隐私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

美国政府强化网络安全保护，采取物理、电子

和程序性安全防护措施以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

对非法攻击或上传、更改信息的行为进行严格

限制，并依据计算机犯罪、滥用法和国家信息

基础设施保护法进行惩罚。在加拿大，政府采

取软件程序监测、识别上传和更改等引起危害

的不法攻击，并将这些信息与执法部门进行分

享，以优化网站安全策略，提高安全水平。在

澳大利亚，政府采用物理、技术和行政措施来

保护所采集的个人隐私，并不断更新和测试安

全技术。为确保个人隐私安全，澳大利亚政府

注重对雇员开展保密重要性培训，在政府公务

员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时，即使需要使用公民

个人隐私，这种使用行为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根据欧盟出台的《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及其自由

流动的保护指令》（1995 年）和《关于个人数

据处理及其自由流动的保护规定》（2012 年）相

关规定，在每个政府部门专门设置了数据保护

官员，以确保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严格执行个

人数据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并向政府部门数据

管控者提出建议。另外，欧盟还设有数据保护

监督官，是独立于所有政府部门的监督机构，专

司政府个人隐私保护情况监督。

我国各地方政府的个人隐私保护策略不尽

相同。上海市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保护数据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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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以及所有存储和传输的用户资料，并对因

计算机病毒或其他非法软件导致的泄密事件依

法追究责任 [7]。贵州省、浙江省和广东省采用技

术措施对数据开放平台所采集的个人隐私进行

妥善保管，对因不可抗力或计算机病毒感染、黑

客攻击等特殊原因造成的个人隐私泄露，数据

开放平台将采取必要措施减少用户损失。而北

京市、武汉市、深圳市和广州市只简单提及尊

重并保护所有网站用户的个人隐私权，没有给

出具体保护措施。青岛市的保护措施比较有特

色，因多条数据关联后可能造成隐私泄露，网

站有权随时将其下线，公众不得以任何理由继

续保存或使用该数据；公众在使用网站提供的

数据和服务时，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

得用于任何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的用途 [12]。另

外，为了向公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政府数据

开放网站上提供了很多相关的外部链接，外部

网站的隐私保护策略与数据开放网站不同，国

内外政府基本都在隐私声明中提醒用户注意查

看外部链接网站的隐私政策。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与国外政府采取多种

措施保护个人隐私不同，我国各地方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个人隐私保护手段较为单一，主要采

取技术手段开展保护，而且，针对非法入侵网

站等导致个人隐私泄露的事件，各政府没有充

分利用法律武器追究责任。

3  借鉴与启示

国外政府在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中，采

取了诸多个人隐私保护举措，很多卓有成效的

做法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为进一步做好政府

数据开放中个人隐私保护，推进数据开放，我

国需要在现有的技术保护以外采取下列措施：

3.1  制定个人隐私保护综合性法律，做到有据可

依

美欧等国家或组织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

的个人隐私保护，都有明确的个人隐私保护法

作为准绳，个人隐私综合性法律明确规定了个

人隐私保护的范围，如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指

出，身份证号码、定位数据、网络标识符、生

理、心理、基因、精神、经济、文化、社会身

份等隐私受法律保护 [16]。个人隐私保护法可

以明确地规定隐私保护范围，以及规范政府等

组织采集、共享使用个人隐私行为，并要求隐

私采集、使用者采取相应防护措施。在立法过

程中需要注重质量，保护范围上应采取列举方

式详细说明，以下信息必须纳入保护范围：

①与公民个人的住址、身份证号、照片、联系

方式、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婚姻状况的相关

信息；②与公民的健康信息及疾病史、指纹相

关的信息；③与公民个人的政治观点或看法、交

易记录、犯罪前科相关的信息；④与公民个人

的信函、电子邮件、日记相关的信息；⑤与公

民个人的驾驶执照号、交通记录、通信记录相

关的信息。当然，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法律法

规中，需要对采集和使用个人隐私的目的合法

性、合理性等原则做出规定，并对例外情况进

行规定，如为了信息主体的健康和公共利益、安

全等，可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使用

个人隐私信息，与个人的犯罪事实相关的信息不

在法律保护范围内。此外，法律法规中应对个人

隐私泄露造成的危害进行细化、量化，以便司法

机关进行司法实践，并将利用他人隐私对他人生

活进行骚扰而未造成实质损害的行为纳入法律惩

处。国家出台综合性个人保护法律可以使政府数

据开放网站的隐私保护政策有明确的依据，隐私

政策的内容和质量亦将进一步丰富、完善。

3.2  强化政府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

政府公务员所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职业，他

们应是“职业公民”和负责任的行政人员 [17]。社

会公众对政府公务员具有角色期待，这种期待

要求公务员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行政伦理，开

展责任行政。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行政伦理的形

成，除了内在的自我约束外，关键在于外在培

养，通过开展广泛培训提升公务员的内在品质。

例如：①组织政府公务员到美国等发达国家进

行实地考察，深入学习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隐

私保护的具体做法，以增强保密重要性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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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隐私的认知；②对政府公务员进行相关培

训，邀请个人隐私保护研究领域的国内外专家

学者进行授课，使政府公务员知晓如何保护个

人隐私，以及泄露个人隐私将受到的惩罚等。

通过提高政府公务员的职业操守，使政府公务

员在数据开放过程中自觉保护所接触的个人隐

私，有效避免因工作疏忽或失误导致的个人隐

私泄露。

3.3  加强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个人隐私监管

为消除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出售、泄

露、不合理使用个人隐私信息的现状，建议将

持有个人隐私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合

法、合理采集和使用个人隐私纳入单位领导及

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将其作为一项重要考核

指标，并将考核结果与相关人员的奖惩相结

合；而对于违法采集、泄露、出售、使用个人

隐私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则要进行通报

批评；对信息主体造成损害的，无论是物质、精

神、人身安全上的损害，都要依法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另外，结合我国政府

信息公开实践中的机构设置，建议在政府信息

公开办公室中设置信息保护官，专司监督数据

开放过程中个人隐私是否严格依法得到了充分

保护，并对各政府部门采集、使用个人隐私进

行全过程审查。

3.4  规范政府数据开放网站的外部链接

政府数据开放网站是由政府建立、为公民

提供便利电子化服务的载体。政府为了向公民

提供完整、优质的公共服务，会允许一些社会

化网站链接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以便于公众

快速获取所需的服务。政府作为负有公共责任

的组织，是数据开放过程中个人隐私保护的主

体，有责任、有义务制定外部链接的许可标准，并

开展外部链接审查，对隐私保护策略不合格的

网站禁止外联，以有效避免因政府数据开放网

站外部链接所引起的个人隐私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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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更多地谈论专

利信息，研究专利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如何对

专利进行有效的分类，提高专利检索水平和专

利审查质量 [1]，帮助用户在初步获取专利信息

后，进行深层次的专利数据的挖掘与分析，用

以预测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

的意义。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专利分类体系主

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体系（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日本专利分类体系（File 
Index/File Forming Terms, FI/FT）、欧洲专利分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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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体系（European Classification System//Indexing 
Codes, ECLA/ICO）、美 国 专 利 分 类 体 系 (US 
Patent Classification, USPC)、合作专利分类体系

（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 CPC）[2]。随

着全球专利文献量的快速增长，面临着专利分

类、审查、管理和利用的巨大挑战，而现有的

几大专利分类体系亦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各知识产权局检索

分类结果的一致性，改进世界各地专利局获取

更多文件的途径，由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局

共同开发的一个通用的、国际上兼容的专利技

术文件分类体系，即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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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正式生效 [3]。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以欧洲

专利分类体系为基础，其分类原则与国际专利分

类体系基本保持一致，并整合了国际专利分类体

系和欧洲专利分类体系中的重要关键词以及美国

专利分类体系中的交叉引用技术文献及摘要等内

容，是欧美两局最佳分类实践的充分融合，是国

际专利分类体系基础上的细分类体系 [4]。

本文在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

体系格式与规范一致的基础上，对合作专利分

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从大类、小类、大

组、小组四方面对其共有的 A-H 部进行了映射

数量比较分析，为使用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与国

际专利分类体系进行专利分类提供借鉴。

2  CPC 与 IPC 的概述

2010 年 10 月 25 日，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

利局签署了共同创建和实施合作专利分类的合

作文件，2012 年 10 月 1 日两局发行了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试用版，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

用，至 2017 年 5 月，已更新 28 次。欧美两局

所公布的专利文献将仅包含传统的国际专利分

类体系分类号和统一的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类

号，即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类分别代替了原有

的 ECLA/ICO 分类和 USPC 分类。合作专利分

类体系目前只有英语版本。

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起源于《斯特拉斯堡协

定》的签署，1968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发明专

利的国际 ( 欧洲 ) 分类表》从 1971 年 3 月 24 日

被称为第 1 版分类表。依据《斯特拉斯堡协定》第

一条成立了国际专利分类联盟，在该联盟的管

理下，《国际专利分类表》周期性地进行修

订，以改进系统和适应技术进步 [5]。1999 年，将

《国际专利分类表》分成基本版与高级版两个

版本，基本版目前是 3 年更新一次，高级版是 3
个月更新一次。目前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 [6]。

3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
类体系的映射分析比较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两

者分级方式基本相同，都是按部（section）、大

类（class）、小类（subclass）、大组（group）、小

组（subgroup）5 级进行分类，在部的设置上基

本相同，都包括 A-H8 个部。合作专利分类体系

考虑到目前新出现的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技

术，新增一个 Y 部，两者均采用字母数字混合

编排形式。其中，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形式为：部

由一个大写字母组成（A-H,Y），大类由两个数

字组成（01-99），小类由一个大写字母组成，大

组由 1-4 个数字组成，小组由 2-6 个数字组成，大

组和小组之间有一个“/”将二者分隔 [7-8]；国际

专利分类体系形式为：部由一个大写字母组成

（A-H,），大类由两个数字组成（01-99），小

类由一个大写字母组成，大组由 1-3 个数字组

成，小组由 2-4 个数字组成，大组和小组之间

有一个“/”将两者分隔，可见，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在小组上更加细分。本文选择合作专利分类

体系 2017 年 5 月更新的最新的版本，选择国际

专利分类体系高级网络 2017 年 1 月修订版，对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共同的

A-H 部从大类、小类、大组、小组 4 个层级进

行详细的映射数量分析。

3.1  A 部 : 人类生活必需

在 A 部 设 置 上， 两 者 在 第 二 层 级 大 类

（class）的分类上基本一致，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为 15 个大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16
个大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合作专利分

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A99 大类（本部其他类目

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在 小 类 的 设 置 上，两 者 数 量 一 致，均

为 84 个 小 类，但 是 在 小 类 的 类 目 设 置 上 有

一 些 差 异，如 合 作 专 利 分 类 体 系 没 有 设 置

A01P、A61P、A99Z，但是设置了仅供内部使用的

对相关小类进行索引的 A23V、A23Y、A44D，如

A44D 对 A44B、A44C 两个小类进行索引。

在大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1 217 个大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1 132
个大组。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1 080 个大组

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应，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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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是 合 作 专 利 分 类 体 系 仅 有 的（位 置 大 于       
2 000 的分类号），这种分类号都是主分类号

的附加信息，是一个虚拟的分类号，在分类和

检索时，不会被考虑，以灰色字体进行标注，它

的意义是对主分类号进行细分（大组位置在   
2 000-2 200）和跨领域的附加信息（大组位置

大于 2 200）；剩余 4 个可以对应，但是分类

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级小组，A 部共有 27 507 小组；国际专

利分类体系的 A 部细分了 7 763 个小组。合作

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小组映射

分类上，可以分为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和国际专

利分类体系每级小组完全对应、合作专利分类

体系仅有的小组、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和国际专

利分类体系不完全对应（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

大组、上位小组可以对应）几种类型。合作专

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A 部小组的

映射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A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3 187 2 398 1 099 462 139 42 9 0 0 0

CPC 仅有 875 1 282 770 2 871 16 818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1 739 4 705 4 721 251 1 483 459 141 34 6

合计（27 507） 5 801 8 385 6 590 3 584 1 638 860 468 141 34 6

3.2  B 部 : 作业；运输

B 部在专利大类分类上，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为 37 个大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38
个大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合作专利分

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B99 大类（本部其他类目

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在小类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

为 171 个 小 类，国 际 专 利 分 类 体 系 分 为 169
个小类，但是在小类的类目设置上有一些差

异，合作专利分类体系没有设置 B99Z，但是

设置了仅供内部使用的对相关小类进行索引的

B41P、B42P、B60Y。

在 大 组 的 设 置 上， 合 作 专 利 分 类 体 系

设 置 2 631 个 大 组，国 际 专 利 分 类 体 系 设 置      
1 992 个大组。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1 783
个大组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

应，670 个是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仅有的（位置

大于 2 000 的分类号）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剩

余 178 个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映射，但是分

类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级小组，B 部共有 53 647 小组；国际专

利分类体系的 B 部细分了 14 930 个小组。合作

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B 部小组

的映射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B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5 505 5 089 2 535 847 200 57 5 3

CPC 仅有 3 213 7 111 3 035 1 968 941 357 108 23 3 2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2 972 3 775 6 969 4 605 2 598 1 179 458 85 4

合计（53 647） 11 690 15 975 12 539 7 420 3 739 1 593 571 111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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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 部 : 化学；冶金

C 部在专利大类分类上，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为 20 个大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21
个大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

体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C99 大

类（本部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在小类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88 个小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87 个小类，合

作专利分类体系没有设置 C99Z，但是设置了仅

供内部使用的对相关小类进行索引的 C01P，并

新增一个新的小类 C12Y（酶）。

在大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1 769 个大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1 321 个

大组。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1 285 个大组与国

际专利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应，442 个是合

作专利分类体系仅有的（位置大于 2 000 的分类

号），剩余 42 个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上位映射，但

是分类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级小组，C 部共有 36 287 小组；国际专

利分类体系的 C 部细分了 13 187 个小组。合作

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C 部小组

的映射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C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3 732 4 009 2 739 1 377 522 193 49 22

CPC 仅有 1 872 7 119 1 820 1 634 665 42 8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1 136 2 079 2 332 1 999 1 204 737 513 290 192 2

合计（36 287） 6 740 13 207 6 891 5 010 2 391 972 570 312 192 2

3.4  D 部 : 纺织；造纸

D 部在专利大类分类上，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均分为 9 个大类，合作

专利分类体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合作专

利分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D99 大类（本部其他

类目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但是新增一个类

D10，对 D 部进行索引。

在小类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40 个小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39 个小类。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新增一个仅供内部使用的对

相 关 小 类 进 行 索 引 的 D05D 和 对 D 部 进 行 索

引的 D10B 小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没有设置

D99Z。

在大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406 个大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350 个大组。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348 个大组与国际专利

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应，53 个是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仅有的（位置大于 2 000 的分类号），剩

余 5 个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实现映射，但是分

类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级小组，D 部共有 5 227 小组；国际专利

分类体系的 D 部细分了 2 700 个小组。合作专

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D 部小组的

映射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D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988 873 501 234 55 12 1

CPC 仅有 261 372 228 60 15 5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285 557 435 248 83 10 4

合计（5 227） 1 534 1 802 1 164 542 153 27 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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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 部 : 固定建筑物

E 部在专利大类分类上，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为 7 个大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8 个

大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体

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E99 大类

（本部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在小类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

为 31 个小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31 个小

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新增一个仅供内部使用

的对相关小类进行索引的 E05Y，但是没有设置

E99Z。
在大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355 个大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323 个大组。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319 个大组与国际专利

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应，29 个是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仅有的（位置大于 2 000 的分类号），剩

余 7 个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实现映射，但是分

类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级小组，E 部共有 8 809 小组；国际专利

分类体系的 E 部细分了 3 116 个小组。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E 部小组的映

射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E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1 057 1 036 570 227 62 19
CPC 仅有 168 271 204 83 27 10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516 1 357 1 522 1 059 427 145 37 11 1

合计（8 809） 1 741 2 664 2 296 1 369 516 174 37 11 1 0

3.6  F 部 :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

F 部在专利大类分类上，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为 18 个大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18
个大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

体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F99 大

类（本部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但

是新增 F05 大类，对 F01、F02、F03、F04 这 4
个大类进行索引。

在小类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101 个小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97 个小类。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由于没有设置 F99 大类，所

以没有 F99Z，新增仅供内部使用的对 F02 大

类和 F27 大类下面的小类进行索引的 F02W 与

F27M，以 及 对 F01、F02、F03、F04 这 4 个 大

类进行索引的 F05B、F05C、F05D。

在大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1 499 个大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1 072 个

大组。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1 045 个大组与国

际专利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应，368 个是合

作专利分类体系仅有的（位置大于 2 000 的分类

号），剩余 36 个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实现映射，但

是分类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级小组，F 部共有 26 128 小组；国际专

利分类体系的 F 部细分了 7 705 个小组。合作专

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F 部小组的

映射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F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2 974 2 507 1 354 467 139 28 6 2

CPC 仅有 2 390 2 449 1 384 482 184 14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1 279 3 322 3 450 2 166 1 048 372 94 14 3

合计（26 128） 6 643 8 278 6 188 3 115 1 371 414 100 16 3 0



403

3.7  G 部 : 物理

G 部在专利大类分类上，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为 13 个大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14
个大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

体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G99 大

类（本部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在小类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和国

际专利分类体系均分为 81 个小类。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由于没有设置 G99 大类，所以没有

H99Z，新增仅供内部使用的对给 G21 大类下面

的小类进行索引的 G21Y。

在大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846 个大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696 个大组。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692 个大组与国际专利

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应，151 个是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仅有的（位置大于 2 000 的分类号），剩

余 3 个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实现映射，但是分

类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一级小组，G 部共有 36 262 小组；国际

专利分类体系的 G 部细分了 7 426 个小组。合

作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G 部小

组的映射情况如表 7 所示：

表 7  G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十一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2 325 2 506 1 476 671 245 90 28 7 1

CPC 仅有 951 1 689 9 403 555 182 52 17 2 8 7 13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898 3 090 4 161 3 735 2 405 1 236 390 100 16 3

合计（36 262） 4 174 7 285 15 040 4 961 2 832 1 378 435 109 25 10 13

3.8  H 部 : 电学

H 部在专利大类分类上，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为 5 个大类，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分为 6 个

大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相比国际专利分类体

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在大类上没有 H99 大类

（本部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在小类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和国

际专利分类体系均分为 51 个小类。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由于没有设置 H99 大类，所以没有

H99Z，新增仅供内部使用的对给 H04 大类下面

的小类（H04B、H04H、H04J、H04K、H04L、
H04M、H04N、H04Q、H04R、H04S） 进 行 索

引的 H04T。

在大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703 个大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设置 548 个大组。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中有 534 个大组与国际专利

分类体系可以直接一一对应，145 个是合作专利

分类体系仅有的（位置大于 2 000 的分类号），剩

余 24 个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实现映射，但是分

类号不同。

在小组的设置上，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对主

分类号在小组内又进行了细分，最多的分类达

到了十二级小组，H 部共有 38 616 小组；国际

专利分类体系的 H 部细分了 8 326 个小组。合

作专利分类体系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在 H 部小

组的映射情况如表 8 所示：

表 8  H 部 CPC 与 IPC 小组映射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十一级 十二级

CPC 和 IPC 完全对应 2 076 2 674 1 931 966 318 109 43 14
CPC 仅有 1 738 2 170 1 424 1 538 1 256 952 751 473 807 653 460 620

CPC 和 IPC 不完全对应 912 3 232 4 385 4 070 2 418 1 335 692 361 175 48 14 1

合计（38 616） 4 726 8 076 7 740 6 574 3 992 2 396 1 486 848 982 701 474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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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Y 部 : 新兴发展的技术；跨越多个 IPC 领域

的技术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新增 Y 部，用以对无法

用前面 8 类进行分类的新兴发展技术、跨领域

技术进行分类，目前在第二层级上分为了 3 个

大类（Y02 气候变化减缓技术、Y04 对其他领

域有影响的信息通讯技术、Y10 被美国专利分

类号覆盖的技术主题），在第三层小类上划分

了 9 个，第四层划分了 340 个大组，在小组上

分类深度达到了 11 级，具体分类数量分布如表

9 所示：

表 9  Y 部小组数量分布

CPC 小组 CPC 仅有 CPC 小组 CPC 仅有

一级小组 4 574 七级小组 184

二级小组 3 579 八级小组 85

三级小组 4 068 九级小组 22

四级小组 2 881 十级小组 13

五级小组 1 321 十一级小组 2

六级小组 506

4  结语

合作专利分类体系问世至今虽然仅有 3 年

多时间，历经多次修订且尚存不少改进之处，但

是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其无疑将成为全球最

优秀的专利分类体系。通过合作专利分类体系

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的映射分析，发现合作专

利分类体系在每个部的主分类号不仅囊括了国

际专利分类体系，而且比国际专利分类体系更

加细分，并且增加了“2000 系列”进行索引；除

此之外，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变化以及跨领域技

术的应用，新增了 Y 部，可见其扩展性极强，并

且更新周期快，目前为止已更新 28 次。笔者认

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利局开始学习、使用和

推广这一分类体系，未来几年合作专利分类体

系分类文献总量将出现大幅增长，可供全球用

户检索的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分类数据资源将越

发丰富。作为一种兼容性强且细分程度高的分

类体系，合作专利分类体系必将成为提高检索

效率、优化审查质量的高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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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2004 年的 Google 图书计划，掀起了

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化运动的浪潮。2008 年

HathiTrust 宣告成立，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

2014 年 2 月，HathiTrust 数字图书馆里的藏书突

破了 1 100 万册 [1]，迎来了 HathiTrust 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2017 年 2 月，HathiTrust 的馆藏

突破了 1 500 万册 [2]，实现了新的飞跃。星星之

火已经燎原，全球图书馆开展的数字化运动极

大地推动了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

1  缘起

传统的印本资源通常要经过出版、传播和

获取三个环节后才能到达最终用户手上，并通

【学术探索】

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化的研究与探讨
◎ 李咏梅 1  刘柳 1  刘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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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 方法 / 过程 ] 从发展缘

起、环境因素、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全球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化运动进行分析研究，并以美国

HathiTrust 项目作为实证分析案列。[ 结果 / 结论 ] 确立大规模数字化原则、立足合理使用原则解决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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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最终用户的使用来实现其价值。对于任何一

个想要阅读或者使用资源的人来说，总是希望

能更快、更便捷、不受时空限制、完全无障碍

地获取到其所需，这也是图书馆一直所追寻的

终极目标。如果最终用户的数量达到极致，也

就是说，印本资源被尽可能多的人使用，其价

值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而印本资源的大规

模数字化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它使

得印本资源的使用价值最大化，极大地推动了

人类文明和知识的传播，并促进了学术交流和

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2004 年 12 月，Google 宣 告 启 动 Google 
Print 图书馆计划，与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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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共图书馆、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几所

超大型图书馆进行合作，这些馆馆藏量估计超

过 1 500 万册 [3]。双方达成协议：由 Google 出

资提供技术设备和对馆藏资源进行扫描和编

目，使全世界的读者可从 Google 网站上搜索读

取资源全文的片段、摘要及其馆藏和市场信息。

几年后，谷歌已经扫描了近千万册书籍供网上

搜索 [4]。

2008 年 4 月，荷兰图书馆首开先河，与版

权所有者签署意向宣言，就遗产收集的数字化

和可获取性达成共识，这是全球第一份图书馆

与版权所有者签订的此种类型的协议，其核心

内容在于图书馆可得到版权所有者的授权，数

字化其作品并在用于教学或科研目的前提下在

本馆馆舍内供公共获取 [5]。这有力地推动了传

统馆藏大规模数字化运动的开展。

2008 年 10 月，HathiTrust 宣告诞生，它是

由美国机构合作委员会（CIC）图书馆联盟和加

州大学图书馆联盟共同创建的共享数字仓储项

目，将其成员馆所收藏的印刷型文献进行数字

化，并统一保存 [6]。至此，印本馆藏的大规模

数字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2  大规模数字化的环境因素

2.1  数字图书馆的大发展

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资源以网络为载体，网络数字资源跨越时空

的方便获取性，使得在线阅读成为新型阅读方

式，并日益成为主流。用户不断变化的阅读习

惯和行为模式使得图书馆必须一直在新技术和

用户体验方面保持领先优势，这是数字图书馆

发展的原动力，对数字馆藏的需求增加以及移

动服务的新需求，使得传统纸本馆藏很难再满

足用户在线阅读需求，大规模数字化成为数字

图书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图书馆最大

化提供馆藏和服务的在线利用。同时大规模数

字化客观上减少了对空间和人力的需求，从而

降低了馆藏管理成本。

此外，随着移动技术的日新月异，移动设

备正改变着人们传递和获取信息的方式，移动

阅读日渐兴起，由于其具有阅读工作的便携性

和可移动性、阅读内容的可检索性和及时获取

性、阅读行为的持久性和连续性等优势 [7]，逐

渐成为一种主流阅读模式，这对数字图书馆服

务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适应移动环境的发展变化，图书馆开始利用

移动设备来提供服务和内容传递，用户可以借

助手机来方便地利用数字化后的印本资源。而

大数据时代的兴起又对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提

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2.2  开放获取运动的大发展

开放获取运动的理念就在于要实现研究成

果能被任何想要阅读和使用的人无障碍地任意

获取，从而使得科研成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效益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源的开放、透明

和易于获取已逐渐成为一种价值观念。

2007 年 12 月美国政府通过了 NIH 实行强

制性开放存取的法律条款；2012 年美国联邦研

究成果公共获取提案 (FRPAA) 再次被提交至众

议院和参议院，将强制开发获取的领域扩大到

所有联邦机构；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也发布了

《开放研究数据》和《研究出版物的开放获取》的

声明 [8]。

作为全球最大的科研资助机构之一的英国

惠康基金会一直是开放获取的积极倡导者和领

跑者，早在 2006 年就要求其资助的原创研究论

文在正式出版后 6 个月内存储到 Europe PubMed 
Central 中开放获取，2012 年推出了更为强硬的

存储政策，要求 2013 年 10 月起资助的新项目

以及 2014 年 10 月起所有被资助项目所出版的

专著或图书章节实行与论文相同的开放获取政

策 [9]。强制开放获取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开放获

取的发展。

开放获取运动对学术研究领域所产生的影

响是前所未有的，它促进了学术成果数字化的

发展，同时数字化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开放获

取运动的快速进步，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了更

为广泛而深入的文献资源的公开获取，而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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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的数字化是图书馆顺应开放获取环境下加

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3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高等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进

行着重大的变革，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模式日益

受到新技术发展的挑战，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

竞争也愈发激烈，并日趋向国际化方向快速发

展。欧美国家的大学纷纷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建

立分校，如纽约大学在中国和阿联酋建立分

校，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分校，耶

鲁大学在新加坡建立分校，跨洲合作办学和授

予学位的机构更是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由于网络和平板电脑的大量应

用，在线教学和学习普及起来，而大规模开放网

络课程（MOOC）异军突起，凭借其大量免费内

容和高水平的教学越来越受到欢迎，并作为传统

大学课程的替代和补充逐渐获得广泛应用 [10]。

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变革无疑会对图书

馆的以下几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馆藏的建设

和发展、资源的获取和保存以及不断扩展用户

的服务等 [11]。把印本馆藏包括各种特色和珍稀

馆藏数字化，可以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更为丰富

的网络资源，以满足其所属机构在线教学和学

术创新的需要，增强竞争力。

3  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发展现状

截至到 2012 年 3 月，Google 已对 2 000 多

万册图书进行了数字化 [12]，而 HathiTrust 经过 5
年多的发展，其馆藏已达到 11 262 697 册 [13]。

图 1 是 HathiTrust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 5
年期间数字馆藏年度统计 [14]，从图 1 中可以看

出，5 年期间其馆藏增长了 240%，平均每年增

幅接近 50%，增速是很快的。

图 1  HathiTrust 2009.6-2014.6 数字馆藏年度统计

从图 1 还能看出，HathiTrust 的馆藏在 2012
年后增长势头减缓，这是由于 Google 放慢了图

书扫描工作，这反映了该项目的自然成熟过程。

拟扫描的图书存在重复的可能增加，因此采集

量减少了，同时有些机构打破与谷歌的常规协

议，只扫描特色馆藏，如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只扫描其拉丁美洲馆藏 [12]。

与此同时，HathiTrust 对进入公共领域的馆

藏建设也非常重视，馆藏量逐年不断增长，在总

馆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点从表 1“HathiTrust 
2009.6-2014.6 进入公共领域的馆藏统计”[14] 可以

看出，截至到 2014 年 6 月，有 34% 的馆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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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获取全文，且是面向全球开放的。到 2017
年 2 月，有 5 811 123 册进入公共领域，占 15 
101 537 册总馆藏的 38.5%[15]。

表 1  Hathitrust 2009.6-2014.6 进入公共领域的馆藏

统计 ( 单位 : 册 )

年度 总馆藏 公共领域馆藏 占比

2009.6 3 310 827 534 338 16%

2010.6 6 193 386 1 208 351 20%

2011.6 8 854 324 2 413 921 27%

2012.6 10 408 905 3 105 587 29%

2013.6 10 748 067 3 405 432 31%

2014.6 11 262 697 3 848 472 34%

HathiTrust 发 布 的 2014 年 6 月 统 计 报 告

还显示，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图书馆

扫描的馆藏量位居第一和第二，分别为 4 689 
072 册和 3 520 634 册 [13]，分别占 HathiTrust 总

馆 藏 的 41.6% 和 31.3%，合 计 所 占 比 例 达 到

73%，可见这两个图书馆是 HathiTrust 最主要的

贡献者。

HathiTrust 很多成员馆都提供数字馆藏打印

服务，如加州大学图书馆将其数字馆藏已进入

公共领域的图书向读者提供重印本服务，并通

过亚马逊提供快递服务。而 Google 更是推出随

用随印服务，它设计出一款快速印书机，读者

只要付大约 8 美元就能在 5 到 10 分钟内得到一

本装订好的简装本 [4]，既经济又高效。

HathiTrust 不 断 发 展 成 员 馆， 让 成 员 馆

把 本 地 数 字 化 馆 藏 存 入 HathiTrust 里，这 也

是 HathiTrust 馆藏增长迅速的原因之一，同时

HathiTrust 还不断开发新的工具 ( 如 SIP) 以使各

成员馆简化和加速存储过程。

欧洲也开展了大量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项

目，如大英图书馆实施了大量的数字化项目来

将本馆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使大量珍贵的手

稿既有了数字化替代馆藏，又能被公众广泛

获取利用。该馆近期还参与了一些全球性的

大规模数字化项目，包括 Google 图书项目和

brightsolid 报纸数字化项目 [16]。

我国的数字化建设主要以特色馆藏为主，特

别是中文古籍的数字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据

统计，2012 年我国公藏机构已拥有超过 20 亿

字的数字化文本格式的古籍 [17]，同时国际合作

项目日益增多，其中国家图书馆承担的最多。

高校的国际合作项目最具代表性的是 CADAL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截至 2014
年 2 月，CADAL 馆藏量为 2 748 688 册 / 件，数

字化的文献包括古籍、图书、期刊、学位论文

等。其中中文图书有 1 130 595 册（含古籍 236 
581 册），外文图书 767 059 册 [18]，是目前国内

图书馆对印本图书进行大规模数字化的代表项

目，任何用户通过注册就可以免费阅读和打印。

3.2  存在的问题

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化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历经了重重困难，存在的以下问题成为其发展

的障碍。

3.2.1  版权问题

Google 图书计划从实施一开始就一直备

受争议，而所有的争议都和版权有关，大规模

数字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 Google 的诉讼史。

从 2005 年美国作家同业协会和出版业协会把

谷歌告上法庭开始，Google 的侵权官司就一直

没有停止过，起诉 Google 的行业组织和出版

商越来越多。2011 年 3 月，美国法院驳回了

Google 图书“和解协议”[19]，给大规模数字化的

发展蒙上了阴影，图书馆版权联盟就此发表声

明：“这项裁决清楚地表明，现行版权法仍然对

图书馆以及其他有兴趣从事大规模数字化项目

的合作者造成重大阻碍”[20]。HathiTrust 也受到

版权问题困扰，美国作家协会起诉其数字图书

馆违反了美国版权法。2013 年向公众推出在线

免费获取的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DPLA) 也指出版权问题是

其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可见，版权问

题始终是印本资源大规模数字化的一大障碍。

3.2.2  长期管理与保存

数据的管理和保存是所有数字化项目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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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通常数据的存储包括书

目数据和全文数据两个部分。数字资源不同于

实体资源，如果没有得到特别的保护，其生命

周期是很短暂的。随着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日益

成熟，数字馆藏的数量不断增长，其长期管理

和保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个体图书馆

在长期保存问题上的认识和规划存在较大的不

足，这对本地数字馆藏的可持续性发展极为不

利。图书馆在创建新资源上的投入要远远多于

维护或优化其已创建的资源，即一旦将馆藏数

字化，往往基本上不主动对其进行管理 [21]。

Portico 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报告表明，大

多数文化遗产机构仅仅开始意识到其在建立数

字馆藏方面的大量投资必须能够保证在其生命

周期内保护这些内容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 [22]。

OCLC 对美国和加拿大 169 个研究型图书馆特

色馆藏数字化的调研显示，有 97％的图书馆已

经完成一个或多个数字化项目。而缺少资金、专

业知识和行政支持被认为是其进行数字馆藏管

理与保存的最大障碍 [23]。

3.2.3  元数据互操作性问题

元数据是有效组织和揭示数字资源必不

可 少 的 元 素，由 于 从 事 大 规 模 数 字 化 项 目

的机构各种各样，以及数字资源的内容和形

式也是丰富多彩，造成了多种元数据标准并

存的局面，以及对于元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困

难 重 重，使 得 数 字 资 源 的 整 合 利 用 以 满 足

用 户 统 一 检 索 的 需 求 充 满 了 挑 战，这 必 然

制 约 了 数 字 图 书 馆 的 可 持 续 性 发 展。解 决

这 一 问 题 的 关 键 就 是 实 现 元 数 据 的 互 操 作

性。有学者对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ADAL)、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工程

( 数 图 工 程 )、谷 歌 图 书 (Google Book)、欧

洲 数 字 图 书 馆 (Europeana)、 开 放 图 书 馆

(Open Library)、HaithTrust、加 州 数 字 图 书

馆 (CDL)、美国记忆 (AM) 等国内外知名的大

型数字化项目的元数据互操作性进行了调研
[24]，从中可以看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要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关于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化发展
的思考和建议

大规模数字化历经 10 余年的发展，取得的

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不仅推动了数字图书馆

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广度

和深度的进一步扩展，特别在对知识的整合与

创新上成效显著。但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存在的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障碍，如何克

服这些困难解决好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推动其

发展，笔者有以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4.1  确立大规模数字化原则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在 2010 年 6
月发布了大规模数字化九项原则 [25]，作为其成

员馆在对特藏资源进行大规模数字化的同时，也

对供应商或者出版社进行合作方面的指导，并

敦促他们使用这些原则。借鉴 ARL 的指导原

则，结合上述大规模数字化的现实发展情况，探

讨提出我国图书馆在进行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

化时应遵循的原则。

4.1.1  合理使用原则

合理使用原则是著作权法中协调著作权人

和使用者之间利益的一项制度，是对知识产权

保护与公众利益的一种折中体现。在数字化时

代，知识产权的环境日益复杂化，合理使用原

则的利用显得更为重要，但由于人为的主观性

影响，要准确把握合理使用的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图书馆在遵循这一原则时，一定要明

确合理使用的使用对象和目的，从而在为公众

提供服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

利益。

4.1.2  一次性 ( 扫描 ) 原则

为了保护印本和特藏资源，特别是那些珍

稀资源，要尽可能遵循一次性扫描原则。数字

化扫描对印本资源始终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这

需要图书馆进行周密的组织和规划，制定出具

有前瞻性的扫描计划。

4.1.3  保留副本及更新原则

图书馆应得到从其馆藏中产生的所有数

字化文件的副本并完整保留存储，同时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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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内容进行定期更新，在版权法允许的范

围内向相关用户提供这些副本的无限制本地访

问，并行使合理使用的权利。

4.1.4  共享原则

图书馆的天然使命是传承和传播知识和文

化，在开放获取的大背景下，共享已演变为图书

馆界的“普世”价值。图书馆间的数字馆藏进行共

享，能避免其他机构的重复投入，从而避免了资

源、资金和人力的浪费，HathiTrust 的共享数字

仓储项目就是这一原则的最好实践。而共享需要

合作的手段才能实现，这将在下面进行详述。

4.2  立足合理使用原则解决版权问题

版权问题是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化进程中

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图书馆需要在遵循著作权

法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使用“合理使用”原则

才能解决好版权问题。

美国作家协会曾向南纽约地区法院起诉

HathiTrust 违反了美国版权法，2012 年 10 月法

院对此案做出裁决，判定 HathiTrust 数字图书

馆对印本资源进行扫描和数字化的工作事实上

属于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这是合理使

用和美国图书馆的一次重大胜利 [26]。随后，美

国作家协会又向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

诉，该法院于 2014 年 6 月做出驳回上诉并维持

原判的判决 [27]。而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是该上诉

法庭于 2015 年 10 月宣判，谷歌对图书进行数

字化扫描的行为，完全合法，是对图书的公平、正

常的使用，对社会有益 [28]。这一判决宣告了这

一长达 10 年诉讼案的终结，宣告了谷歌公司的

最终胜利，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大规模

数字化的障碍。

由此可见，合理使用这一指导原则在解决

版权问题中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但由于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在客观上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国际著作权法对合理使

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和判断标准，以防止合理使

用的过度使用和滥用。

4.3  建立多级多维度合作框架

合作是图书馆事业通向成功之路的法宝，也

是实现资源共享向纵深发展的必然手段。Google
图书馆计划和 HathiTrust 项目本身就是合作的产

物，Google 和 HathiTrust 在版权诉讼中取得的

最终胜利与美国图书馆版权联盟发挥的积极作

用分不开。

由 OCLC、HathiTrust、 纽 约 大 学 Elmer 
Holmes Bobst 图书馆以及研究型馆藏获取和保

存联盟（ReCAP）联合实施的项目——云图书

馆计划（Cloud Library Project）就是一个很好

的实践，这一项目得到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大

力资助。这是图书馆之间、图书馆和资助者之

间的强强合作，是一个赋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发展的项目，值得借鉴和推广。该项目做的调

研显示，截至到 2010 年 6 月，美国研究图书

馆学会（ARL）成员馆馆藏资源有 30%（中位

数）与 HathiTrust 数字图书馆重复；纽约大学

Bobst 图书馆的馆藏从 2009 年 9 月到 2010 年 6
月期间与 ReCAP 和 HathiTrust 两个数字仓储都

重复的数量逐月上升，到 2010 年 6 月重复量达

到约 20 万种 [29]，如果 HathiTrust 能提供完善的

服务，重复的印本馆藏可以从该馆撤除，立竿

见影的受益就是可以节约不少空间和管理成本。

目前 HathiTrust 已拥有 1 500 万册的数字馆藏，是

2010 年时的 2.42 倍，保守估计的话，ARL 成员

馆馆藏与 HathiTrust 重复的比率已达 60%（中

位数）。

云图书馆计划的目标是使印本馆藏在大规

模数字化环境下得到颇为高效的管理和最优化

配置和整合，从而促进馆藏建设的重新定位和

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尽管 HathiTrust 的数字仓储

已拥有 1 500 万册图书，如果要实现全面的印本

馆藏的云图书馆计划，还需要与其他大型服务

机构进行合作，共享馆藏资源，如美国国会图

书馆是印本图书的存储机构，虽然美国国会图

书馆早在 2011 年就已是 HathiTrust 的成员馆，但

其 在 HathiTrust 里 的 数 字 化 馆 藏 只 有 10 万 余

册，如果 HathiTrust 能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更全

面深入的合作，至少可以覆盖 70% 以上的数字

化图书资源。HathiTrusth 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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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合作伙伴 [30]，三

者的深入合作将极大地扩大云图书馆计划的范

围和影响。

HathiTrust 于 2016 年正式启动的共享印本

计划是在共享数字仓储项目基础上更深入的合

作与共享，其目标是通过印本及其数字化馆藏

的链接来确保二者的保存，从而减少成员馆馆

藏管理的费用，同时促进国家乃至洲际馆藏的

共同管理和共享。该项目分两个阶段实施，第

一阶段在 2017 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第一阶段

作为保留伙伴加入该计划的 50 多个成员馆需在

2017 年 4 月底以前确认其计划保留的印本图书
[31]。共享印本计划不仅使 HathiTrust 里数字化馆

藏的印本资源得到安全保留的保障，而且保证

了成员馆之间印本馆藏的长期可借性，从而为

云图书馆计划的最终实现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

洲际合作也日益盛行。欧洲数字图书馆和

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宣布合作，任何用户将可

以获得两个系统联合的丰富馆藏，合作的内容

包括：可互操作的数字模型、共享的资源规范

以及合作的馆藏建设 [32]。

印本馆藏大规模数字化的最终成功需要研

究机构、大学、研究者、图书馆、出版商、版

权所有者及资助机构的通力合作，建立一种所

有利益方都接受的均衡体制，并使之具有可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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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和组织生产力

增长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

何实现跨部门、跨组织乃到跨国间知识的分享

与管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实践社区

（communities of practice）是一种重要的知识管

理和组织学习方式。近二三十年以来，实践社

区已经成为知识管理、专业学习和教师教育等

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国内外均涌现出一

大批实践社区的研究者，他们出版了大量的学

术专著，发表了大量相关的研究论文。揭示国

际上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和未

【学术探索】

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研究述评及展望
◎ 邓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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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知识进行有效管理至关重要，实践社区作为一种重要的知

识管理工具而受到广泛重视，对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研究进行述评及展望，能够为知识管理研究与实

践提供参考和依据。[ 方法 / 过程 ]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实践社区研究文献进行主题词共现分析，并对其

核心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揭示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结果 / 结论 ]

实践社区源于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知识管理、情境学习和基于实践的学习等方面的需求。利用实践社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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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展趋势，对于国内在线实践社区和知识管

理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1  文献计量学分析

本文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作为文

献检索来源，它提供了关于实践社区研究方面重

要学术文献的基本数据信息。以检索标题的方

式，检索式为：(“communit* of practice*”)，时间

跨度为所有年份，检索到相关文献 801 条。选择

这些检索记录用于数据分析，其中包括所选文献

的引用文献列表，这些被引文献构成了 801 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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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践社区研究文献的知识基础。CiteSpace 能

够通过共引和被共引分析帮助我们理清实践社区

研究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揭示其知识基础的知

识结构。近 20 年来，每年出版或发表的实践社

区研究文献数和引文数都呈直线上升趋势，2010
年以后每年发文数均超过了 60 篇，2015 年的引

文数超过了 1 400 次。这说明近 20 年来学界对

实践社区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而且逐年

递增，在最近五六年更是高速增长。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实践社区研究进行主

题词共现分析，可以挖掘实践社区研究历年来

的热门研究主题和大致的研究走势，因为主题

词是一条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对检索到

的 801 篇实践社区研究文献数据进行主题词共

现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每一个圆圈表示一

个关键词结点，每一个正方形表示一个主题词

结点。结点的大小表示共现频次，结点之间连

线的颜色表示首次共现的时间。结点采用年轮

结构的方式表示，用颜色表示年份（对照图形

顶部时间条），用年轮的厚度表示该年出现频次。

外围有紫色包围的结点表示该条主题词或关键

词具有较大的中介中心性，说明它在实践社区

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中介中

心性最高的 10 个结点如表 1 所示：

图 1  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字

可以看出，近年来实践社区的热门研究主

题包括在线社区、虚拟社区、知识分享、联合

企业、知识管理、共同参与、最佳实践、专业

发展、知识翻译、实践启示和合法边缘参与等。

从关键字结点来看，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字分

别为实践社区、知识、管理、创新、知识管理

和网络等，说明这些研究主题受到了比较大的

关注。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关键字分别为知识管

理、绩效、创新、网络、组织、知识、模型和

企业等，说明它们在实践社区的知识转移过程

中扮演了更关键的作用，是实践社区研究最核

心的主题。从主题词和关键词共现分析来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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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社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企业知识管理、知

识、管理、创新、网络和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内

容展开的，而关于企业知识管理和绩效是这一

研究领域最为核心的研究主题。因此，本文主

要对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研究进行系统的

述评，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表 1  中介中心性最高的 10 个关键词

排序 中介中心性 频次 关键词

1 0.39 47 knowledge management
2 0.25 17 performance
3 0.18 48 innovation
4 0.18 41 network
5 0.18 33 organization

6 0.16 90 knowledge

7 0.15 25 model
8 0.14 8 firm
9 0.13 185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10 0.12 52 management

2  实践社区对知识管理的价值和意义

实践社区的概念最早由 E. Wenger 等人提

出，他们认为“实践社区是一组具有共同关注

点、问题，或对同一主题感兴趣的人，通过

持续互动深化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和专业

的人”[1]。实践社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1 年 E. 
Wenger 等人关于情境学习的论述，最开始的意

思是人们参与一个活动系统，分享关于他们正

在做什么，以及对他们的生活和社区意义的理

解 [2]。这一定义为后来组织安排的商业目标提

供了社会学基础。学者们使用实践社区这一概

念反映知识是如何在一群人中创造和流动的，因

此，虽然实践社区最开始并不是专门针对知识

管理领域，但它对知识管理研究领域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从 E. Wenger 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来

看，他本人对实践社区含义的理解一直在发生

变化，早期他认为实践社区更多是一种自发的

社会学习形式，后来认为实践社区是一种组织

工具，能够实现对知识工人更为有效的管理，企

业能够设计和培养这些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他

们的竞争力。这也因此开启了实践社区作为一

种具体的组织安排方式，以增强组织的知识管

理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1]。E. Wenger 等人于 2004
年进一步强调了实践社区在知识管理中的重要

地位，认为实践社区是所有知识策略的基础，并

且提出了一个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环形模

型。E. Bolisani 和 E. Scarso 对知识管理研究中

实践社区的地位进行了评论，对实践社区的三

个主要元素进行了表征：①领域，将社区聚集

在一起的知识领域；②社区，比如领域相关的

人群，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边界；③实践，成员

共同分享和共同发展的知识、方法、工具、故

事和文件的主体 [3]。

M. T. Chu 等人强调需要将组织文化、业务

战略和知识管理联系起来，以及测量最佳实践

的知识管理系统的性能。实践社区被接受为最

佳实践，在实施知识管理的时候与组织结构不

同。将实践社区用作将商业策略和知识管理设

计联系起来的方法，可以使其成为企业内团体

学习和创新的主流方式。随着企业规模、范围

和复杂性的增强，实践社区成员定期参与基于

共同兴趣的分享和学习，可以提高组织绩效。

他们设计了一个知识管理的实践社区模型，以

解决组织文化、业务战略和性能测量等方面的

问题。实践社区对操作员、项目 / 部门和组织 /
公司等不同层次均具有商业策略价值。首先，对

操作员来说，实践社区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最佳

或最新的思想，更快地获得知识、更好地分享

和知道谁在做什么；而对项目或工作组来说，利

用实践社区能够获得新方法和新理论、更快地

解决问题，提高新员工学习效率，尽量减少重

复和改造；从组织和企业层面来看，实践社区

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应用、能力和效率。他

们还设计了一套实践社区的评价系统，分别从

领导地位、动机机制、会员互动和互补资产等

方面来进行 [4]。

有很多研究对实践社区作为知识管理和分

享工具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它为商业公司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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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塑造了一个知识创造和分享的良好环境，能

够提高公司现存实践的效率。比如在西门子公

司，来自不同单位的工程师就如何构建改进的

自动化系统交换技术知识，Oracle 的软件开发人

员讨论和共享数据处理，以建立性能更好的数

据库。这种跨组织边界的知识交流与一起学习

的共同动力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实践

社区为更容易地重用知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能

够更快地对顾客需求给予反应，以及减少新成

员的学习周期。G. Probst 和 S. Borzillo 发现利用

实践社区交换隐性知识能够减少新员工学习的

时间 [5-6]。

利用实践社区分享知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K. S. Retna 和 P. T. Ng 发现社区成员之间相互参

与有助于提供咨询、解决方案和获得新的知识。

因此，面对问题的人将检查不同来源的信息，并

适当地对客户做出响应 [7]。M. Corso 等人对克

莱斯勒公司案例进行了分析，当时该公司受传

统制造文化的影响，在与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

竞争时面临停产的困境。于是公司在内部成立

了技术俱乐部，在工程师、设计师、生产线工

人和管理人员之间举行非正式会议。因为他们

认为实践社区策略有助于促进学习过程和社区

中的知识流动，以及理念在成员之间传播，而

且降低了由于重复错误带来的巨大成本 [8]。

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全球需求的增长，知

识和智力资本已经成为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对

这些资产进行精细化和系统化的管理，是它们

在 21 世纪的竞争中获得生存的重要条件。一般

情况下，公司有两种不同的知识管理策略，一

种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对知识进行编码，并将其

保存在数据库和档案中，能够被公司内部人员

访问和重用；另一方面，隐性知识的利用需要

共享的意义系统和心理模型来理解知识，是一

种个性化的过程，强调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以

及在管理隐性知识方面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规

范。前者考虑得更多的是关于知识的存储，而

后者更多是考虑知识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分享

和交流的 [9-10]。D. Canavan 等人认为公司策略主

要包括两类，产品组合策略和艺术能力策略，前

者是基于交付标准产品，满足预算和时间限

制，而后者是发展强大和可识别的艺术风格 [11]。

J. Bashouri 和 G. W. Duncan 在关于公司策

略和知识管理策略关系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个通过实践社区引导公司策略和知识管

理策略的框架。实践社区参与者认为信息通信

技术、经验教训、最佳实践、讲故事、对话和

会话等都是在实践社区内分享知识的合适的工

具。这些工具的组合，以反应个性化和编码的

适当的平衡，适应企业的产品组织或艺术能力

战略。其中，信息技术使公司内部团体能够跨

学科和职能进行协作，记录经验教训和最佳实

践能够扩展实践社区知识。讲故事、对话和会

话等社会知识共享工具为产品组合战略型公司

中的信息技术应用提供了促进和支持作用，社

会工具还有助于建立社会资本，促进协作和改

善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 [12]。A. Macpherson 对实

践社区在将公司战略转换为实践中的地位进行

了探讨，他通过实证展示了实践社区是在实践

中实施战略的一种可靠的管理工具，分析显示

出实践社区是如何在商业中用于寻找牵引力，以

实现战略目标的；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主

要受到三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分别是领导和治

理结构，成员可以参与和与他人互动的有意义

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身份和归属感 [13]。

综上所述，实践社区在促进企业知识管

理和分享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它分别在员

工、社区和公司企业等三个层面能够促进知识

的创造、流通、管理和应用。首先，实践社区

对参与其中的企业员工成员来说，能够促进他

们分享和创造知识，让他们更快地获得知识和

理念，减少他们适应新工作的时间周期，而且

能够将个人在实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

践案例记录下来，利用实践社区进行传播和分

享。其次，实践社区通过其成员的参与，会逐

渐形成自己特定的知识领域，促进成员的学习

过程和社会身份的形成，实现知识的编码和个

性化策略，有助于构建基于实践社区的企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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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库，实现企业知识的创造、分享和流动。再

次，对于商业公司企业来说，利用实践社区进

行知识管理，能够提高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能力，提高对顾客需求和外部竞争的反应能

力，提高员工素质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

高工作效率，降低重复错误带来的成本，也有

助于构建企业知识库，促进企业战略和知识管

理战略的真正实现。

3  实践社区知识管理效果的影响因素
分析

虽然实践社区在企业知识管理中承担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多公司企业对实践社区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实践社区的效果仍然

受到一些质疑，而且很多时候实践社区也并没

有达到预定的知识管理效果，失败的案例也常

有出现。因此，有必要对之前研究和实践的成

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为企业制定合

适的实践社区知识管理方案提供参考。总体来

说，要成功构建实践社区进行知识管理，既需

要公司组织在管理结构和资源上的支持，也需

要激发成员参与的动机，鼓励他们参与社区知

识的建构、交流和分享。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

的关于如何设计和构建实践社区，实践社区效

果及其成功和失败因素等方面的研究。

G. Probst 提出了实践社区成功的 10 条准

则，分别是坚持战略目标，将目标划分为子主

题，形成由赞助者和实践社区领导组成的治理

委员会，拥有最佳实践控制代理的赞助者和实

践社区领导，定期向实践社区提供外部专门知

识，促进对其他组织内和组织间网络的访问，实

践社区领导必须承担驱动和促进者的角色，克

服层级相关的压力，向赞助者提供可测量的表

现，为实践社区成员说明结果。而可能导致实

践社区失败的主要因素则包括缺乏一个核心小

组、成员之间低级别的一对一交互、能力死板、缺

乏对实践社区的识别、实践无法具体表征等 [6]。

3.1  组织层面因素

M. Corso 等人提出了一个实践社区模型，用

于描绘商业实践社区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演化

路径，以及组织承诺和人员参与的动态作用。

他们发现组织及其成员的高水平承诺与实践社

区支持学习和知识管理的有效性有关。创建一

个实践社区需要企业或部门个人的参与，而

且，每一个社区具有不同的演化路径和演进速

度。当实践社区的可行性体现在组织承诺和成

员参与的组合，支持社区的发展意味着需要促

进实现和维护双方的承诺。实践社区从一个象

限向另一个象限演进，以赢得另一方的承诺，组

织或成员必须使用合适的杠杆：社区使用促进

杠杆以获得新的资源以提高其有效性，公司企

业等组织可以利用激励杠杆以增加成员的投入

和参与 [8]。M. Thompson 指出实践社区的培养和

维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包含低级和高

级参数用于对实践社区进行结构干预，实践社

区同时具有认识论参数。作者对组织结构和实

践社区成员的认识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

理论解释。他们认为公司组织对实践社区中进

行任何形式的组织干预，首先应该尝试确定拟

干预的结构性质，以确定其成功的可能性 [14]。

A. Aljuwaiber 对 商 业 组 织 利 用 实 践 社 区

进行知识分享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重点对

商业组织中实践社区的潜在障碍、解决措施和

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

今天，很多商业机构都将实践社区作为实施知

识管理活动的重点。高级管理、结构和文化等

三个组织因素对商业组织有意建立实践社区具

有重要的影响 [15]。首先，公司的高层管理在

实践社区活动的成功或失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很多时候，公司高层管理很难评价

为实践社区提供资源的收益，因为它们基本上

是被非正式定义的。实践社区通常只是由公司

高层管理通过治理委员会批准，一般由社区成

员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设置目标。而且就目

前文献来看，公司高层如何实现在不控制的情

况下支持实践社区的方式仍然不确定 [16-17]。H. 
Annabi 等人认为需要让高层管理和员工认识到

实践社区对企业组织的重要性 [18]。其次，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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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

的要求。最近的研究表明，当代的公司企业需

要一个不是那么集中的组织结构，更开放的工

作环境结构，以及需要鼓励不同部门之间的非

正式会议交流。K. S. Retna 和 P. T. Ng 等人对发

展实践社区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探讨，他们

发现，组织各个层面的自由沟通、良好的互动

和协作有助于推动实践社区活动，这对于提高

员工绩效和公司成就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 [7]。 
M. Corso 等人认为，实践社区要被公司认可，需

要证明自己是具有系统结构的积极实体 [8]。H. 
Annabi 等人则认为要提升实践社区的力量，企

业必须使他们的实践社区与合适的组织实体和

资源相匹配，并将其导向具体的业务目标。在

公司结构中确定实践社区明确的角色有助于实

现公司的业务目标 [18]。S. Yamklin 和 B. Igel 建

议实践社区应该与正式组织结构整合，这样职

员才会认为参与实践社区活动是其工作职责的

一部分，才能够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 [19]。

虽然知识管理倡导促进组织内部的知识分

享，但文化可能成为制约知识有效分享的主要

障碍 [20]。L. Dube 等人也发现组织和文化背景会

定义支持和阻碍实践社区在发起阶段成功的特

征。因此，利用实践社区促进知识管理和分享，需

要合适的组织文化背景 [21]。K. Siau 等人对不同

国家文化对知识分享类型，比如知识传播和获

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个人

主义 / 集体主义等是影响实践社区知识分享的主

要民族文化因素。组织文化对实践社区知识管

理和分享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商业环

境的重视 [22]。

3.2  个体层面因素

影响实践社区知识分享与管理的另一个层

面主要涉及成员的贡献、投入和参与。实践社

区成员参与知识分享的行为受到他们知识分享

的态度及意向的影响。S. Jeon 和 Y. Kim 等人综

合使用了计划行为理论、动机理论等模型，对

影响实践社区成员参与知识分享行为的因素进

行了分析，发现尽管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因素

都对实践社区成员的知识共享行为态度具有正

向影响，但内在动机因素在这方面的影响力要

更大 [23]。

A. Ardichvili 等人对职员参与实践社区知识

分享的动机和障碍进行了定性分析，发现当职

员们将知识视为整个组织的公共产品时，知识

的流动要更为容易一些。但是，即使他们视组

织利益为最高优先级，仍然会由于一些方面的

原因而不愿意贡献知识，比如害怕批判和怕误

导其他成员。如果要消除这些障碍，需要发展

各种类型的信任，包括基于知识和基于机构的

信任 [24]。K. Zboralski 认为实践社区中知识分享

的前提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她通过实证揭示了

社区成员动机在促进他们参与实践社区方面的

作用，以及社区领导的重要性和管理支持的影

响。社区领导在实践社区的交互质量方面扮演

了中心地位，尤其是他激励人们交互的能力，以

及他对于实践社区主题的掌控能力对交互质量

具有很强的影响。交互质量受管理支持的影响

相对较少一些，但交互频率主要取决于积极的

管理支持。知识工人参与实践社区更需要内在

目标激励，但他们需要相互鼓励交流，比如需

要一个积极和支持的社区领导，他是一个具有

实践社区能力领域的专家；还需要合适的管理

支持，比如激励环境和促进知识分享的组织文

化 [25]。

M. Hemmasi 等人发现，实践社区能够通过

分享观点、知识和最佳实践提高职员工作绩效。

忠诚的会员和主动参与社区活动能够提高实践

社区促进参与者工作绩效的能力。社区成员对

社区中的同伴感觉到的身份感和情感联系，社

区参与对他们自己工作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整

体有效性的认知评估等因素都能够预测他们对

实践社区体验的满意度 [26]。

综上所述，虽然实践社区强调自我管理和

自我发展，但公司企业的组织管理层面的参数

或因素对于实践社区的构建、维护和发展具有

重要的影响。公司企业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改

变等级森严的组织层级结构，构建开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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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营造自由的文化环境，有利于提高实践

社区的知识管理效能，提高交互质量和交互频

率。同时，实践社区的建立、维持和可持续发

展离不开公司在资源、人力和知识等方面的投

入，以及管理方面的支持。实践社区自身的社

区领导、认识论、业务目标、交互质量和频率

等因素也会对其知识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产生影

响。社区成员的投入和参与是实践社区存在和

发展的前提条件。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成员参

与实践社区知识分享行为主要受到其内在动

机、知识和同伴信任、对企业的忠诚度、参与

的积极主动性、对实践社区提高个人或公司绩

效有效性的感知、以及对社区身份和情感的态

度等方面的影响。对于企业组织来讲，他们不

但要为实践社区提供资源投入和制度文化环境

保障，还需要激励职员参与实践社区活动的意

向。因此，组织因素不但对实践社区的创造、维

持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会通过

个体成员因素对实践社区产生间接的影响，它

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如图 2 所示。其中用“+” 
标注的组织因素和个体成员因素表示已经在实

证研究中，证实了它们对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

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箭头表示实

体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即组织制度因素对实践

社区的知识管理效果，以及成员参与实践社区

的正向影响因素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实

践社区还受到个体成员因素的影响。

图 2  实践社区知识管理效果的影响模型

4  实践社区建设与运营方式

过去数十年间，很多国际公司和企业都在

E. Wenger 等人关于实践社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

上，实现了对实践社区的设计、构建和应用。

比如世界银行利用实践社区促进知识的生产、采

集、传播和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其公司战略的

实施。IBM 和 HP 等公司利用实践社区促进员

工进行交流、会话，实现知识、技能和经验的

传播与传承，有效地发展了员工的专业技能。

这些著名公司的实践社区建设和运营的成功案

例对我们的研究与实践极具启示意义。O. Serrat
等人在 J. Lave 和 E. Wenger 研究理论基础上，参

考了实践社区的实践应用案例，提出了一个实

践社区设计和可持续维持的 5D 模型，先后包括

发 现（Discovering）、 梦 想（Dreaming）、 设

计（Designing）、归档（Documenting）和传播

（Disseminating）等 5 个阶段，见图 3。发现阶

段是指通过个人叙述探索与社区的关系。梦想

阶段是将个人叙事融入以共同目标和相互参与

为中心的社区故事。开发阶段是为社区开发业

务流程。归档阶段是指参与学习和知识的文档

化。传播阶段是指传播和重新链接社区的学习。

而要实现这一完整的知识管理过程，还需要搭

建一个合适的实践社区系统平台，以支持成员

更好地分享知识、观点和目标，提高知识交流、反

映的速度和效率，以促进实践问题的解决。这

种交流平台的架构应该包括内容、工具、标签

和社交网络应用等构件 [27]。该模式详细介绍了

利用实践社区进行专业交流和知识管理的详细

流程，并描述了实践社区目标实现需要的系统

平台及其技术架构，为企业规划和布局实践社

区，企业组织管理者及实践社区成员参与实践

社区活动，以及管理和应用实践性知识提供了

比较明确的导向，这对我们今天建设和维持实

践社区，促进对机构知识的创造、交流和管理

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图 3  实践社区设计和维持 5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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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来研究展望

虽然目前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研究经

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

近年来，实践社区和知识管理各自的实践领域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技术应用方面的

发展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的实践

社区是建立在成员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

基础上，而且实践社区的大量经典理论都是建

立在这种基于物理环境的真实交流的研究与实

践基础上的。21 世纪以来，在线技术，尤其是

社交网络站点的广泛应用，使实践社区的活动

空间已经迁移至在线网络空间，这不但扩展了

实践社区的环境，而且改变了知识交流的模式。

传统的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理论显然已经

无法适应实践社区技术环境的发展，因此，未

来的研究要更加强调基于 Web 2.0 的实践社区知

识管理理论的建构、验证和发展。

技术方面，实践社区一直以来在不停地应

用各种新的技术，包括移动技术、物联网、普

适计算和虚拟现实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将

使实践社区的物理环境和虚拟环境的联系更为

紧密，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使真实的

工作场所和虚拟的在线交流环境融合为一个整

体，大大提高了知识交流的效率，缩短了将知

识应用于工作实践，以及将实践经验转换为社

区知识的周期，能够更快地解决工作实践中面

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现代大数据技术、智能

技术和自适应技术的应用，将提高实践社区的

智能化和个性化水平，使其能够根据用户成员

参与社区活动的行为数据，构建和识别用户模

型，向其提供个性化的界面、信息和知识服务，而

且也有助于实现实践社区知识库的自组织和自

我进化，这将改变传统的实践社区领导者、组

织者和意见领袖等角色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如

何有效地整合应用各种新兴技术，提高实践社

区知识管理和交流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将是

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关于实践社区的研究

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和

思辨分析为主，关于定量研究的并不多见。研

究内容主要以实践社区的设计、维持和知识管

理意义等方面为主。而对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

理和分享机制、成员参与实践社区的心理和行

为机制，以及公司企业对实践社区的管理和治

理机制等方面的系统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如

果要更深入的理解实践社区、公司组织、职员

和知识管理等方面的动态关系，还需要更多的

实证研究。

6  结语

本文对基于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研究文

献进行综述，发现利用实践社区促进企业知识

管理，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对外部环境的

反应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的影响。对企业员工来说，实践社区能

够促进他们分享和创造知识，让他们更快地获

得知识、理念、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提高个

人工作效率和促进人个职业生涯的发展。一些

大型的知名公司和企业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创

建和发展实践社区，但由于实践社区自身定义

的非正式性和模糊性，加大了实践社区创建和

运行的难度，而且限制了它的有效性。本文还

发现影响实践社区成功的因素同时包括组织因

素、个体成员因素和实践社区自身方面因素，在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社区知识管理效果的

影响模型，同时还介绍了实践社区设计和维护

模型，并对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希

望为国内公司企业利用实践社区进行知识管理

提供决策指导和实践依据，为基于实践社区的

知识管理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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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nagement Based o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

Deng Guom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of Guiyang College, Guiyang 55000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anage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effectively, and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is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 Reviewing and forecasting the research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based 
o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and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proces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hematic co-occurrence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analyzed the content of the core research literature.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based o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were revealed. [Result/conclusio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origin from enterprises’ 
knowledge management, situational learning,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other need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era. The usage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o promote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ability, responsiveness,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t is essential 
to consider the three levels of factors: organization,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Keyword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knowledg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ituational 
learning    knowledge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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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和 Web2.0 的发展使

得信息的产生、传播和利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用户参与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用户主动

参与信息的创造与分享，催生了社会化问答平

台的出现。社会化问答平台 (Social Q&A, SQA)
允许用户自己提出问题，通过一定的奖励机制

发动其他用户解决问题，提供个性化答案，搭

建用户自组织的知识交互平台 [1]。近年来社会

化问答平台发展迅猛，以 Quora 为例，其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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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问答平台对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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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用户从 2011 年 1 月的 15 万 [2] 增长到 2016 年

3 月的 1 亿 [3]，已成为 Alexa 世界排名前 100 位

的大型网站。

随着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数字化参考咨询

服务，又称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VRS)，是一种电子化的参考咨询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或其他技术，在不出现物理

实体的情况下与公共服务人员进行交流 [4]。虽

然虚拟参考咨询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服务体系

不断扩展，但是实际使用效果却不尽人意。在

一项以南京某高校为例的调查中，52.5%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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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数字化参考咨询，仅 20.4% 的学生使用

过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 [5]。

拥有着相似服务和功能的两种咨询平台，

其发展态势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况。针对这

一现实情况，图书馆有必要了解社会化问答平

台的功能和特点，为自身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

持续发展寻找借鉴之处。本研究以国内外有关

SQA 与 VRS 的研究为基础，总结社会化问答平

台的特点、功能，并结合实验法进行实证研究，

以期为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提供改进建议。

2  文献回顾

为了解近年来国内外社会化问答社区与图

书馆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的研究现状，笔者于

2016 年 9 月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中文文献检索，

选择的检索词主要有“社会化问答平台”“社

交问答社区”“网络问答平台”“数字化参考

咨询”“虚拟参考咨询”等。同时在谷歌学术

以“QAS”“VRS”“Virtual Reference” 等 检

索词检索英文文献。

2.1  国内有关社会化问答平台与图书馆数字化参

考咨询服务的研究

由文献调研结果可知，从发表时间上看，

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005 年 -2011
年 之 间， 其 中 2007 年 -2009 年 的 文 献 数 量 最

多，这与百度知道网站在这一时间段发展成熟

有密切关联。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研究绝大

部分为理论研究，其中又以介绍性研究和对比

性研究最为突出。介绍性的研究以侧重介绍某

一种 SQA 的特点、服务方式为主，其中以百

度知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居多。如武琳等以

WikiAnswer 网站为研究对象，介绍分析了网站

的问题类目组织、问答组织与管理模式，总结

其服务特色并提出国内数字化参考咨询的改进

建议 [6]。吴卫娟和张瑞贤以百度知道为研究对

象，介绍其优缺点，及其对图书馆网上参考

咨询工作的建议 [7]。刘颖则分析了百度知道

的信息咨询模式，提出构建“图书馆知道”

的设想 [8]。张联锋和王俭敏通过对百度知道的

问答模式、悬赏机制、互动机制等方面归纳总结，

提出数字参考咨询应改进问答模式、实施激励

机制、引入互动机制的建议 [9]。对比性研究则

侧重于分析 SQA 与 VRS 之间的差异，提出改

进意见。如方杰和唐开分析了目前图书馆虚拟

咨询服务的问题，同时分析了百度知道的优

势，从而提出进一步完善高校图书馆虚拟咨

询服务的建议 [10]。赵丽红则选取了三大基于搜

索引擎的问答平台——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知

识人和雅虎知识堂为研究对象，将其共性功能

与图书馆虚拟咨询服务进行对比，并提出图书

馆虚拟参考咨询业务的改进意见 [11]。樊佳怡研

究了三大搜索引擎衍生的问答平台与上海图书

馆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进行对比发现其差异之

处 [12]。毛丹则针对这三大平台进行原理阐述并

在对比中提出图书馆虚拟咨询的改进意见 [13]。

吴丹等不仅从理论上进行服务模式分析对比，

还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问答实验的方法证实

了问答平台与虚拟参考咨询的各自优缺点，提

出联合参考咨询应借鉴之处 [14]。

2.2  国外有关社会化问答平台与图书馆数字化参

考咨询服务的研究

对近年来的研究调研可以发现，国外对社

会化问答与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两者的协同配合方面。早在 2011 年 ASIST
年会上便有学者对 SQA 与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

协同互补进行了讨论 [15]。M. L. Radford 等指出

在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日趋专业化、提供

全天候大量服务的同时，图书馆面临着人力物

力预算减少的现状。为了使图书馆虚拟参考咨

询服务更有效率、更能可持续发展，利用 SQA
进行协同服务可以成为一种选择，研究同时采

用了电话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并依此分析了

合作的阻碍与优势 [16]。C.Shah 等采用用户参与

设计的方式提出了混合 VRS 与 SQA 的新型参

考模型，兼顾两者的优点，同时互补两者的缺点，

能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 [17]。在另一篇研

究中，C.Shah 等对专家与用户进行采访，对比

SQA 与 VRS 两种问答系统的用户感知，归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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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特性 [18]。Y.Zhang 等通过调查法寻找用户参

与 SQA 的原因以及使用在线服务寻找答案的重

要原因，再通过 SQA 与 VRS 的对比提出提升图

书馆 VRS 服务的意见 [19]。L.Luo 等还介绍了两

者合作的实践活动——Slam the Borders(STB)，
一项发起于基层图书馆的协同合作，每月 10 日

图书馆员将在 Yahoo Answers 等 SQA 网站为用

户提供专业回答 [20]。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化问答平台与图书

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之间的研究已经受到了一

定的关注，但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多集中在基

于搜索引擎式的网络问答平台，如百度知道与

Yahoo Answers，而对于近三四年来发展起来的

新一代社交问答平台，如知乎与 Quora，缺乏一

定的介绍和比较研究。

3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介绍

3.1  研究对象的选择

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

段 [21]：第一阶段为基于搜索引擎的问答平台，

其特点为依托搜索引擎，为解决搜索引擎提供的

内容庞杂、不直接、不精准问题而产生，一般采

用奖金激励制鼓励用户回答问题，代表性的有国

内的百度知道与国外的 Yahoo Answers；第二阶

段为基于紧密社交网络的问答平台，其特点为用

户之间形成紧密的社交关联，回答的问题较复杂、

较有深度，以知识分享而不是信息分享为主，代

表性的有国内的知乎与国外的 Quora。

为更全面的了解社会化问答平台的情况，

本研究分别选取国内外两类社会化问答平台的

代表进行研究，第一类社会化问答平台选择百

度知道与 Yahoo Answers，第二类社会化问答平

台选择知乎与 Quora。根据 Alexa 网站的流量统

计，这 4 个网站均有较大的网站流量，网站排

名位居前列，能很好地代表社会化问答平台的

大体情况。

3.2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了解两类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基本情况才能

对社会化问答平台有更好的认识，从而能从不

同平台的特性出发，有针对性地对图书馆数字

化参考咨询服务提出建议。对 2016 年 9 月 4 个

网站的基本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如表 1 所示：

表 1  四大社会化问答平台基本情况

平台名称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创立时间 2005 年 2005 年 2011 年 2009 年

用户群体 中国用户 全球用户 中国用户 全球用户

实名制 非实名 非实名 准实名 准实名

注册与准入 是，非注册用户可浏
览问题

是，非注册用户可浏
览问题

是，非注册用户不可
浏览问题

是，非注册用户可
浏览问题

用户群体 偏向普通网民 偏向普通网民 偏向精英群体 偏向精英群体

问答模式 开放式 开放式 圆桌式 圆桌式

社交关系 一般 一般 强 强

重复问题合并 无 无 有 有

总结 拓展化的搜索引擎信息服务平台 基于社交网络的知识分享平台

4  社会化问答平台的特点及服务模
式特点
4.1  问答模式

4.1.1  集体参与问答，群体决策评判  

社会化问答平台不仅具有平台的中介属性，

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社交网络社区。就问题回答

过程而言，社会化问答平台上的提问者与回答

者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知识的流动方向不

是一对一而是多向流动。问题由用户提出之后，

所有用户均可无差别、无限制地进行回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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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用户自身知识结构和认知深度的差异，

对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回答，因此，

社会化问答平台上的答案不仅数量多，而且涉

猎学科范围广，回答问题角度宽泛。这种群体

决策型的回答能为提问者提供全面而丰富的答

案，有助于用户更好地满足信息需求。

在答案的排列方式上，社会化问答平台

大多采用 Digg 机制，利用集体智慧为提问者

自动筛选出最优解，避免用户在海量信息中

发生“信息迷航”。在群体决策下，无需平

台自身逐个进行质量控制和判断，而是把决

策权平等地下放给用户，平台只需要设计和

实现排序算法。一方面提高了用户参与的积

极性，增强了用户粘度；另一方面展现了用

户对知识的自组织，对答案的质量控制更贴

近主流用户喜好。

4.1.2  支持多种信息媒介，充分表达问题需求  

用户在互联网时代接触到的信息不仅是文

本信息，还有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

资源。而社会化问答平台的提问方式也考虑了

这一特点，允许用户使用多种信息媒介描述问

题，使得问题描述细节化、完整化、多媒体化。

问题的细节得以充分展示，提问者的具体信息

需求得以充分表达，回答者能更好地理解问题，

从而做出更为准确的回答。对现有提问情况进

行整理见表 2。除了 Yahoo Answers 以外，其他

3 个社会化问答平台都支持至少一种以上的问题

描述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 Quora 还设有“提醒”

特定用户的功能，这充分体现了该平台深度社

交的属性，将问题和特定的人联系起来，加强

了用户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同时也使得特定

问题的解决时间得以缩短。

表 2  四大平台提问方式情况

平台名称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可加入提问的
信息类型

文字、图
片、地点 文字 文字、图片、视频、代码、

引用、列表、公式
文字、图片、代码、公式、引用、列表、

网页超链接、提醒特定用户

4.1.3  信息交流形式多样，社区互动性强  
社会化问答平台上的用户不仅可以提出信

息或知识的需求而且还能分享自己的经验、见

解和看法。用户不仅可以通过提出值得探讨的

问题增强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还可以

通过分享自己的独特见解而在问答社区中获得

威信与荣誉。

从提问者角度来看，用户在提问之后不仅

只是等待回答，还可以对问题进行修改、补充，

对问题进行进一步阐释，回答者可以根据用户

的回答情况对问题进行实时修改以与回答者之

间进行间接互动交流，使得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不断延长，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提升。

不仅提问者可以对问题进行细节补充，其他回

答者也可以对细节进行修改补充，以帮助其他

回答者了解提问者的真实意图，帮助提问者更

好地表述需求，回答者更好地理解问题。从回

答者角度而言，在知乎和 Quora 上，用户可以

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多次修改，不断完善自己的

答案。

从对答案的处理交互上看，几大社会化

问答平台都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交流形式，见表

3。“支持”“反对”和“评论”分别使用户参

与了信息评价和信息互动；百度知道、知乎和

Quora 的“分享”体现了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

知乎的“收藏”和 Quora“书签”体现了用户的

信息组织存储。综上所述，借助社会化问答平

台的问答模式，用户可以体验从提出信息需求，

到信息搜寻、信息浏览、信息交互、信息评价、

信息收藏与再利用等深层次的问题解决模式。

比一般的提出问题、等待回答的短链信息行为

的过程更为深入，这也支持了用户之间在信息

的交互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使问题的答案

更具有深度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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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大平台答案交互方式

平台名称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交互方式
支持、反对、评论、

分享、举报

支持、反对、评

论

支持、反对、感谢、没有帮助、

举报、评论、收藏、分享

支持、反对、感谢、评论、

分享、书签

4.2  信息组织模式

4.2.1  类目组织详尽，分类科学合理   
对问题或话题进行分类组织能方便用户

进行信息与知识查找，经调查，社会化问答

平台均有对平台进行知识组织，具体情况如

表 4 所示：

表 4  四大平台信息组织情况

平台名称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对问题的类型

组织法
学科分类法为主 主题分类法为主 主题分类法为主 主题组织法为主

类目广度（类

目数量）

15 个大类，每个大类下

有 6 个左右二级类目

26 个大类，每个大类下有

10 个左右二级类目
用户自建各类主题 用户自建各类主题

类目深度 4 级 2 级 根据话题情况而定 根据话题情况而定

类目结构 树状 树状 网状 网状

由表 4 可知，第一阶段的社会化问答平台

有设置固定的类目体系，而且划分依据偏向学

科体系；而第二阶段社会化问答平台多采用分

众分类法，让用户自己组织话题类目，具有很

强的灵活性和伸缩性。

百度知道与 Yahoo Answers 采用的类目分类

结构非常详细、全面，且类目的深度也较为合

理，既能支持用户将问题归属细化又不至于太

过繁杂。而且其具体分类没有照搬图书分类法，

而是结合了生活实际情况，加入了许多有生活

化色彩的类目。如百度知道的类目健康生活及

其下属类目就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图 1 所示：

图 1  百度知道“健康生活”类目及其下位类情况

知乎和 Quora 采用的是主题分类法，每个

问题可以对应一个或者多个话题，这些话题可

以由用户自己创建，自己添加上下级话题，因

此数量繁杂，但是基本上能对所有问题进行较

为全面和精确的描述。

4.2.2  整合相似问题，减少信息冗余   
社会化问答平台是开放的、互动的，难免

会有用户遇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需要提问。然

而大量的相似问题又会造成重复提问、重复问

答、答案分散等情况，从而产生大量庞杂且冗

余的信息并且影响用户使用体验。社会化问答

平台采用了不同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所有平台都有设置提问前检索，用

户在提问时系统会根据用户输入的内容自动查

询相似问题，如果用户发现相似问题，则进入

相似问题页面，否则继续提问。

对于第一阶段的网络问答平台而言，平台

的建立依附于搜索引擎，因此其问答平台内整

合的搜索引擎有天然的技术优势。用户利用搜

索引擎大多可以找到相符的问题和答案。对于

第二阶段的社交问答平台而言，网站直接设计

了相似问题的整合，对于相似或者相同的问题，

Quora 和知乎都会自动跳转到回答人数最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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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实现了问题的集中，减少了信息冗余。

4.2.3  个性定制信息，动态更新首页   
社会化问答平台在主页的信息组织方面都

允许用户自行定制，优质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

务能够帮助用户进行知识发现和知识拓展，在

信息偶遇中能收获新知，从而增强用户对平台

的使用粘性。

以百度知道和 Yahoo Answers 为代表的网

络问答社区采取了编辑推荐和用户定制结合的

方式。首页大部分内容为网站官方进行整理推

荐的内容，如百度知道首页的版面内容最多的

为“知道日报”板块，下面还有“热力波”“热

门问答”等网站编辑选择的热门内容。在此之

下，显示的是用户选择的感兴趣学科的相关问

题供用户作答。类似的，Yahoo Answers 的首页

置顶也是编辑推荐内容（special feature），下面

为用户自定义的新问题动态推送。这种半人工

的推送模式使用户不会错过平台上的精品问答，

同时也使得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动态更新在首页

位置，吸引用户分享信息和知识。

知乎和 Quora 为代表的社交问答平台采取

用户定制、社交动态和编辑推荐三者相结合的

方式。与网络问答平台相似，知乎及 Quora 的

用户也可以从主页获取他们之前关注过的话题

及领域相关回答。同时，首页也会显示近期其

他领域的热门回答。除此之外，其首页更新的

方式还显现出强烈的社交因素，用户关注的其

他人的动态，如被关注用户回答过的问题、关

注过的问题、支持过的回答、收藏的问题、撰

写的专栏文章也会出现在首页。这不仅将用户

和主题联系，还将用户之间联系起来，同时通

过繁复的社交网络在用户与主题之间建立隐性

的间接关联，帮助用户建立以知识兴趣为基础

的社交圈，促使用户进行持续性知识分享。

4.3  用户互动与管理模式

4.3.1  建立多样奖励机制，保证参与度与问答质

量   
在社会化问答平台上，用户的参与度是平

台保持活力的关键，而用户的问答质量又直接

影响平台的生存。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社会化

问答平台大都设置了多样的奖励机制。如百度

知道设置了积分等级制度，用户通过答题获取

积分，回答优质答案可以获取大量积分快速提

升等级，同时回答获取的积分可以作为提问悬

赏不断流通。Yahoo Answers 的情况与其大致相

同。

用户在社交网络中不仅需要物质激励，也

需要精神激励。因此，Quora 及知乎的答案投票

排序制度间接给予了用户精神激励，同时，用

户因优质的回答被“感谢”“收藏”“关注”

也转化为在社交网络中的资本，有利于产生“意

见领袖”，从而产生精神激励。此外，知乎还

设置有“友善值”，用来限制用户乱作答或进

行人身攻击，控制回答质量及交互水平。

4.3.2  珍惜用户贡献，保护答案产权   
社会化问答平台上的问题多种多样，有的

问题抽象、不确定，需要回答者结合自身知识、

经验进行综合性回答，其回答往往较有深度也较

有专业性。虽然问答平台是开放的社区，也鼓励

知识分享，但是对于有的回答者而言，他们并不

希望自己的回答被无限制地利用，甚至用以商业

用途。因此，出于对用户贡献的尊重，大部分平

台都设置了答案的知识产权处理规则。如 Yahoo 
Answers 保证“用户拥有知识版权，同时雅虎保

留使用，修改和传播的权利”；Quora 则保证答

案“全球性的、非独占的、免版权费用的知识使

用、传播和修改”；知乎的用户拥有版权并可自

行决定答案可否被使用与传播 [22]。这些保护措

施增强了用户对平台的信赖程度和使用体验，有

利于用户持续性贡献知识。

4.3.3  认证领域专家，控制答案质量   
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开放性增加了回答的多

样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质量隐忧。为了保证答

案质量，平台都设置了回答认证，以凸显领域

专业人士的回答质量。

百度知道将普通回答者中回答质量好的用

户设为“知道之星”并加以质量认证，同时还

开放了机构认证和专家认证，在专业行业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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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及从业者也有认证标记。Yahoo Answers 设

置了“Top Contributor”，区分了普通回答者和

优秀回答者。知乎根据回答者的回答情况设置

了“领域内优秀回答者”，同时在邀请回答时

也会优先出现“优秀回答者”。认证系统的设

计保证了优秀回答者和专业人士的回答更加突

出，有利于提问者发现优质答案。同时，认证

设计也相当于设置了一个动态的专家库，有利

于对平台用户进行管理。

4.3.4  充分结合社交工具，创造知识分享条件   

当前社会化知识问答平台的迅猛发展除了

其自身优势之外，与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传播

也密切相关。社会化问答平台不是一个封闭的

环境，知识和信息不仅在平台内部进行传播和

分享，而且还可以融入用户日常生活中进行信

息扩散。社会化问答平台支持将问题或答案分

享到其他社交网络平台，这就使得用户作为提

问者和回答者的角色与用户在日常生活社交中

的角色充分联结。通过用户的生活社交圈传播

使得平台能够收获更多潜在用户，也增强了知

识分享的效果。4 个社会化问答平台可分享到的

社交网站或工具如表 5 所示：

表 5  四大平台与社交网站及工具的链接情况

平台名称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可链接的

社交网站

及工具

微信、

QQ、新浪

微博

暂无发现

新浪微博、微信好友、微信朋友圈、

QQ、QQ 空间、印象笔记、Pocket、
有道云笔记、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

Facebook、Twitter、
WhatsApp、手机短信、电子

邮件等

可见大多数平台均支持目前主流的社交工

具一键分享，而如百度知道、知乎还开设了微

信公众号，精选优质问答，在社交网络中扩展

其影响力。

此外，社会化问答平台还与时下的直播社

交平台相结合，创造了实时知识分享的新产品。

如 Quora 在 2015 年 11 月 推 出 Sessions 功 能，

这是一种专家实时互动的新产品，即允许用户

在限定的时间内对某一领域的专家进行实时问

答交流 [23]。知乎在 2016 年 5 月也推出了新产品

知乎 Live，同样允许用户针对某一主题与众多

用户实时分享。

5  社会化问答平台与图书馆数字化
参考咨询服务对比实证研究

为了对社会化问答平台与图书馆数字化参

考咨询服务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设计了两者的

对比研究，用以对比两者在实际使用中的异同。

5.1  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实证研究为体验式实验，设计了 5
类，共 10 个问题。分别在 4 个研究对象网站和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网站上进行提问，根

据实验数据分析两者在实际使用上存在的差异。

为了保证实验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问题的

选取依据相关文献对问题分类方法的阐述，并

结合具体实际情况。5 类问题具体设计情况见表

6 所示 [24]。

5.2  实验过程与结果

笔者于 2016 年 9 月 24 日分别在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知乎、Quora 投放上表中的 10
个问题，同时也在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网

站（www.ucdrs.net）上提出咨询请求。实验后

3 天、15 天、45 天对有关情况进行查看。截止

2016 年 11 月 8 日，获得实验结果见表 7 所示。

在数据回收时，不考虑答案对错，把明显

与主题无关的答案视为无效答案。从回答数量

来看，只有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系统回答了所

有问题，而且均给出了有效答案。在社会化平

台方面，知乎和 Yahoo Answers 回答数量最多，

有效答案最多；其次是 Quora，共收到 18 个有

效回答，百度知道收到 8 个回答，其中 6 个有效。

从答题分布来看，百度知道回答集中于偏好性

问题；Yahoo Answers 集中于事实性问题和评价

性问题；知乎集中于评价性问题和探索性问题；

Quora 集中于解释性问题、偏好性问题和探索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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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实验设计问题

问题的类别 该类型问题的特征 实验问题

事实性问题

答案是已经存在的

事实，解决 “ 是什

么 ” 的问题

A1
截止 2016 年，获得诺贝尔奖

的非洲人有哪些？

By 2016, how many Africans have won 
Nobel Prize?

A2 最常见的罕见病是什么？
Which is the most common “rare 

disease”?

解释性问题

阐释答案和问题之

间的关系，问题多

有 “ 为什么 ” “ 如

何 ”

B1
如何快速判断西方美术作品的

流派？

How to quickly identify a western art 
painting’s genre?

B2
为什么利比亚在 2011 年之前使

用的国旗只有绿色没有任何图

案？

Why is the national flag of Libya all 
green before 2011?

偏好性问题
问题具有选择性，

答案具有主观性

C1
单一色调和多彩色调哪一个更

适合咖啡厅装修？

Which kind of decoration style should I 
adopt for a café, the onefold color style 

or the colorful one?

C2
玄奘和鸠摩罗什哪个是中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

Which one is the greatest Buddhist 
translator in China’s history, Xuanzang 

or Kumārajīva ?

评价性问题

问题是对某种事物

的评价，无对错标

准

D1
如何评价 The Weekend 的新单

曲 Starboy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The Weekend 

’s new single, Starboy?

D2
如何看待 2016 年 9 月 24 日

Jeremy Corbyn 重选为英国工党

领袖？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Jeremy 
Corby’s success on labor party’s re-

election?

探索性问题
问题没有标准答

案，可供回答者自

行探索原因或结果

E1
菲律宾总统 10 月访华将会给

中菲关系带来什么改变？

How will Philippine president’s visit 
to China in October change the Sino-

Philippine relationship?

E2
如果工业革命发生在东方，现

在的世界将会变得怎么样？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ast?

表 7  回答个数 \ 有效个数 \ 有效率情况

平台名称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事实性问题
A1 1\1\100% 0\0\0 5\3\60% 1\1\100% 1\1\100%
A2 1\1\100% 1\1\100% 5\5\100% 1\0\0 2\2\100%

解释性问题
B1 1\1\100% 0\0\0 0\0\0 0\0\0 2\2\100%
B2 1\1\100% 0\0\0 3\2\67% 1\1\100% 4\4\100%a

偏好性问题
C1 1\1\100% 0\0\0 0\0\0 0\0\0 5\5\100%
C2 1\1\100% 4\3\75% 1\1\100% 1\1\100% 0\0\0

评价性问题
D1 1\1\100% 1\0\0 0\0\0 17\16\94% 1\1\100%
D2 1\1\100% 0\0\0 31\29\94% 26\21\81% 0\0\0

探索性问题
E1 1\1\100% 1\1\100% 1\1\100% 19\18\95% 2\2\100%
E2 1\1\100% 1\1\100% 2\2\100% 1\1\100% 1\1\100%

汇总 10\10\100% 8\6\83% 48\43\89% 67\59\88% 18\18\100%

注：a. 该问题被相关同类问题合并，取合并后问题的回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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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效率来看，Quora 的所有答案均为有效

答案，有效率达到 100%，百度知道为 83%，知

乎和 Yahoo Answers 均超过了 85%。可见图书馆

参考咨询基本上是有问必答，而在开放的社会

化问答平台上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在 Yahoo 
Answers 提 问 的“ 如 何 看 待 2016 年 9 月 24 日

Jeremy Corbyn 重选为英国工党领袖？”，这一

问题由于其时效性和其文化背景收到大量回复

评论。而在社会化问答平台内部来看，第一阶

段的问答平台在事实、偏好、评价方面回答量

较多，这也符合其草根化和以搜索引擎为基础

的特点；而第二阶段的问答平台在解释、探索、

评价方面的回答较多，也较符合其平台深度知

识分享的特点。

从回答用时来看，图书馆参考咨询的回复

都是集中在 6 小时左右。而社会化问答平台的

回复时间差异较大，有的问题十几分钟内便收

到了回复，有的在提问十几天后才收到回复（见

表 8）。可见在时效性方面，图书馆参考咨询系

统较为稳定、时效性适中，但受上班时间制约；

而社会化问答平台受外部因素影响巨大，时效

性不稳定，波动也较大。

表 8  首个回答时间情况

平台名称
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联盟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事实性问题
A1 6 小时 9 分钟 - 小于 1 天 3 天 小于 1 天
A2 6 小时 11 分钟 11 分钟 小于 1 天 21 分钟 小于 2 天

解释性问题
B1 6 小时 47 分钟 - - - 小于 1 天
B2 6 小时 44 分钟 - 小于 1 天 2 天 小于 2 天

偏好性问题
C1 6 小时 40 分钟 - - - 小于 1 天
C2 6 小时 28 分钟 1 小时 4 分钟 小于 1 天 42 天 -

评价性问题
D1 6 小时 25 分钟 1 分钟 - 12 小时 15 分钟 25 天
D2 6 小时 20 分钟 - 小于 1 天 37 小时 28 分钟 -

探索性问题
E1 6 小时 17 分钟 23 小时 49 分钟 小于 2 天 27 小时 39 分钟 小于 1 天
E2 6 小时 12 分钟 4 小时 59 分钟 小于 1 天 3 分钟 小于 1 天

答案的长度虽然不能直接反应问题答案，

但是可以间接显示回答者回答的认真程度和答

案的详细程度。根据表 9 数据可知，图书馆参

考咨询联盟给出的答案基本上字数过百，给出

的答案较为详尽。而社会化问答平台情况不一，

百度知道和 Yahoo Answers 的答案基本较短，除

了百度知道有用户直接粘贴大段网络信息之外

基本都处于 30 字（词）到 50 字（词）之间，

知乎与 Quora 的回答情况则普遍较长。值得注

意的是在探索类和评价类问题上，社交问答平

台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总体看来，图书馆虚拟

参考咨询平台馆员的工作较为认真尽责，而社

会化问答平台，尤其是第一代网络问答平台用

户的答案则较为随性。

表 9  回答最长答案字词数情况

平台名称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事实性问题
A1 300 字 - 21 词 95 字 18 词
A2 254 字 1 378 字 63 词 12 字 182 词

解释性问题
B1 41 字 - - - 91 词
B2 323 字 - 26 词 15 字 209 词

偏好性问题
C1 384 字 - - - 104 词
C2 701 字 27 字 3 词 10 字 -

评价性问题
D1 392 字 23 字 - 1 516 字 21 词
D2 42 字 - 147 词 4 948 字 -

探索性问题
E1 38 字 23 字 27 词 2 821 字 97 词
E2 68 字 38 字 41 词 77 字 34 词



433

对问题的浏览量和关注人数可以看出各个

平台的开放程度和交互情况。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联盟由于平台封闭，为一对一的问答互动，

因此没有知识传播、知识分享的条件。而在社

会化问答平台方面，尤其是第二代社交问答

平台上，阅读量、问题关注人数较多，知乎和

Quora 上每个问题基本都有数百的浏览量，与时

事相关的问题甚至达到 3 万余次的浏览量、250
余人的关注人数（见表 10）。这充分显示了社

会化问答平台在信息交互传播上的优势。

表 10  问题浏览量与关注人数

平台名称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事实性问题
A1

封闭不开放

8\- -\0 166\3 150\1
A2 23\- -\0 26\3 1 660\2

解释性问题
B1 7\- -\0 18\1 1 175\3
B2 7\- -\0 52\2 1 822\9

偏好性问题
C1 9\- -\0 11\2 600\2
C2 23\- -\0 36\2 1 361\4

评价性问题
D1 38\- -\0 4 165\33 156\2
D2 12\- -\2 15 254\251 315\1

探索性问题
E1 41\- -\0 34 720\136 546\1
E2 26\- -\0 21\2 584\1

对实验问题的浏览量和关注人数进行调查

可以从侧面反映回答质量情况，采用群体决策

的方式，一个回答得到的赞同数量越多，说明

这个回答被更多人认可，可以通过这样的机制

进行答案展示的排序和质量控制。在图书馆虚

拟参考系统里没有设置该功能，自然也就无法

通过非提问者和非回答者等第三方进行答案质

量检验。在社会化问答平台上，被实验对象问

题最高赞同数达到了 512 个（见表 11），这说

明该答案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可，充分体现了其

相对的正确性、普适性和客观性，能为提问者

提供针对问题的最优解。

表 11  最高票回答赞同数

平台名称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事实性问题
A1

不设置支持赞同选项

- 2 3 0
A2 0 0 0 18

解释性问题
B1 - 0 - 0
B2 - 1 0 3

偏好性问题
C1 - - - 0
C2 0 1 1 -

评价性问题
D1 - 0 4 0
D2 - 6 512 -

探索性问题
E1 - 0 106 0
E2 0 0 0 0

汇总 - 0 10 626 21

对每个问题在 5 个平台上的回答时间进行

统计，将每个问题下的回答，按在 3 天以内、
4-15 天、16-45 天进行归类，选出每个问题的主

要回答时间阶段，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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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回答时间分布面积图

根据对各问题在不同平台的回答时间分布

进行统计，可以看出每个问题回答的连续性和

持续性。就图书馆参考咨询系统而言，其大部

分回答都是在 3 天之内的回答，也没有后续的

补充或回答，整个问题的生命周期在 3 天左右。

社会化问答平台中的第一代网络问答平台如百

度知道和 Yahoo Answers 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但是在社交问答平台上情况有所不同，知乎和

Quora 平台上实验问题的回答大部分出现在 4-15
天及 16-45 天阶段，可见该问题受到持续关注，

整个问题的生命周期得到延长，问题在长时间

内被回答、讨论、交互，从而使得整体的回答

质量得以进一步提高。

对实验结果的质量进行评判，根据有关文

献对信息质量评价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最佳答案进行主观性的质量评判，跨平台选出

每个问题的最佳答案（见表 12）。标准为：

内容（正确性、专业性、完整性、语言表达）、

认知（可理解性、启发性、合理性）、效用（实

用性、可用性）、信息源（职业性、外部链接）、

社会情感（情感支持、态度、经验、认同、其

他）[25]。

表 12  跨平台最佳答案选择情况

平台名称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百度知道 Yahoo Answers 知乎 Quora

事实性问题
A1 √

A2 √

解释性问题
B1 √

B2 √

偏好性问题
C1 √

C2 √

评价性问题
D1 √

D2 √

探索性问题
E1 √

E2 √

总计 2 0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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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 可知，从回答的质量来看，全国

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给出的事实性、解释性和

偏好性答案较好，这与图书馆员自身使用专业

技能查找文献或网络资源有关。以 Quora 和知

乎为代表的社交问答平台的答案质量较高，尤

其是知乎在主观性较强的评价性问题和探索性

问题上的答案质量远超过其他平台。而 Quora
在解决生活经验类的偏好性问题、解释性问题

上也有较好表现。此外，在答案确定的事实性

问题 A1 上，5 个平台的答案都不相同，只有

Quora 用户给出的答案时效性最强且附上了文献

来源，可见对于答案确定的问题，其质量也会

由于用户素质而有差别。总地来说，图书馆数

字化参考咨询服务给出的答案质量较为平均，

但是对于开放性、生活化、主观性较强的问题

回答质量稍有欠缺；而社会化问答平台对于主

观性强、探索性的、综合性问题的解决能力较强。

6  讨论与启示

综合对百度知道、Yahoo Answers、知乎和

Quora 服务模式特点的研究以及与全国图书馆参

考咨询联盟网站的比较研究，对图书馆数字化

参考咨询服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6.1  问答模式由一对一向一对多转变

在问答机制方面，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系

统采用的都是一对一的咨询方式，由于单一馆

员自身知识储备及专业技能的缺陷，可能无法

对所有问题进行较为高质量的解答，存在回答

视角略为狭隘、回答质量略有缺陷等问题；而

社会化问答平台采用的一对多问答模式借助群

体智慧更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因此，图书馆

应在人力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开放回答限额，支

持多人对同一问题提交答案，一方面能够形成

答案质量对比，加强馆员的竞争意识，促使其

服务质量提高；另一方面用户也能获得在社会

化问答平台上的服务体验，获得更为全面的回

答。

6.2  问答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

图书馆数字化参考咨询系统目前大多是封

闭系统，读者与图书馆参考咨询系统之间的关

系也仅限于提出问题、收到回复，一旦咨询有

了回复，用户只能对结果进行满意度评价，无

论答案是否真正满足用户需求，或者馆员想对

答案进行后续补充都非常不便。图书馆可借鉴

SQA 网站开放性的特点，首先允许用户利用搜

索引擎进行相关知识的查找，同时允许用户对

问题进行多种形式的补充说明，允许用户对图

书馆馆员给出的答案进行评论、修正，促进用

户间、用户和图书馆馆员之间的良性互动，通

过交互不断完善答案，提高答案质量，为用户

提供更有深度的咨询服务。

同时，图书馆数字化咨询平台应努力搭建

知识咨询检索平台，允许用户自行查找问题答

案，同时积极建设智慧检索平台，提供一站式

检索服务。一方面可以减少重复信息的提问，

一定程度上减少图书馆员重复工作，另一方面

也可以使得图书馆数字化参考咨询的知识成果

更容易被获取、传播。

6.3  细化服务流程，完善合作机制

目前国内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大部分仍然

处于独立工作的状态，即使形成了参考咨询服

务联盟等合作平台，但各图书馆也仅对回答问

题这一服务流程进行分工。而在社会化问答平

台上，用户在问答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多种交互

角色，如回答者、回答评赞者、问题补充者等，

这使得问答服务不仅局限于问答，而是形成了

集问答、评论、修改等多种职能的问答交互集群。

对图书馆而言，在合作方式上不应仅局限

于在回答问题上分工，还可以根据图书馆馆员

知识结构、技术水平、专长领域的不同组建咨

询团队；对同一问题，也可以有文献搜集人员、

答案组织人员、文字修改人员、答案评价人员等，

借由团队形成细致的参考咨询服务流程，将合

作落到细节之处，形成互补效应、规模合作效益，

提升虚拟参考咨询服务质量。

6.4  加强信息组织，打造咨询知识库

目前的数字化咨询基本上没有对已经解决

的问答进行有效的组织，而社会化问答平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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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组织上成果较为可观。以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联盟为例，其网站并没有对各种知识咨询

进行系统化的分类，既没有学科层级的类目设

置也没有主题分类的类目设置。如图 3 所示，

其主页中知识咨询板块仅根据时间倒序显示提

问，没有精选问答也无法按其他条件筛选提问。

图 3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官网知识咨询栏目

由实验结果来看，图书馆数字化参考咨询

的权威性和专业程度比第一阶段的社会化问答

平台要高，这些经由馆员整理出来的知识可以

经过系统化的组织和整理成为该图书馆参考咨

询的知识库。图书馆应将用户常问的问题及馆

员的优质回答分类整理，另辟板块，及时更新

知识库的内容，定期管理维护知识库，形成一

个更新及时、内容优质的知识生态系统。

6.5  充分利用社交网络，增强自身影响力

社会化问答平台作为 Web 2.0 发展的产品

之一，天然具有社交属性，不仅在平台内部成

员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社交网络，而且还与用户

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相链接。平台内部的社交网

络增强了用户对平台的依赖程度，平台内的核

心人物可以凭借自身影响力吸引用户；而与平

台外部社交网络相融则大大增强了问答平台的

传播力，能够为平台源源不断地输送新用户。

而这两点恰好是图书馆虚拟咨询服务在服务中

的不足之处。对于人员、技术预算不如商业化

互联网公司的图书馆而言，建立繁杂的内部社

交体系不太现实。但是身处在社交网络时代的

图书馆，有可能也有必要将平台与外部社交网

络网站及工具相结合，增强自身影响力。对此，

图书馆员可以在社会化问答平台申请机构账号，

提供权威回答；同时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

体提供多平台的参考咨询服务，让更多人在日

常生活的社交网络中知道并了解图书馆数字化

咨询服务，吸引更多用户。

6.6  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增强参考咨询活力

社会化问答平台为了保证平台的活力和答

案的有效性，纷纷采用了不同的激励机制，通

过物质奖励、精神鼓励、社交网络资本的增加

等多重方式维持用户的使用体验，增强用户粘

性。在图书馆数字化咨询服务里，馆员提供的

答案大多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因此答案的有

效性不是最急迫的问题，但是数字化咨询平台

缺乏平台活力的保障机制。以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联盟为例，其回答仅设置满意、不满意等

模糊性评价，没有展示出具体的评判标准。这

反映出对咨询馆员缺乏一套有效的业绩考核标

准。对于馆员而言，只要回答了问题便完成了

任务，缺乏激励机制，影响图书馆数字化参考



437

咨询的活力。另一方面，不同图书馆员的业务

水平也会有差异，SQA 网站大多设置公开的回

答情况、优秀回答者认证等激励措施，以便于

用户了解回答者的具体水平。而在图书馆数字

化参考咨询网页上，用户无法看到图书馆员的

总体回答质量，最多仅是回答数量等简单的数

据统计。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回答的优

劣之分，相当于隐性的竞争机制，良好的激励

机制不仅能使图书馆员在竞争下提高咨询水平，

同时用户也可以对问题回答馆员的水平和情况

有大致的了解，方便用户对回答质量进行评判。

6.7  加强答案的时效性和实用性

社会化问答平台的用户群体庞大，一方面，

问题一经提出便出现在网页上，响应速度较快，

这一点由实验数据也可证实。另一方面，其提

问类型从广度和深度而言都差异较大，从专业

知识到生活经验甚至到人生决策等问题都在社

会化问答平台上被提出和解答。尤其是社交问

答平台 Quora 和知乎上出现了很多用户个人经

历或人生体验的精彩回答。总体而言，社会化

问答平台的回答体现出较大的实用性、生活性，

这也是社会化问答平台能吸引用户并融入用户

日常生活社交的重要原因。

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的问答类型较为单一，

尤其在探索性回答和偏好性回答上稍显不足。

同时，问答与生活实际有一定脱节，这也局限

了其业务的拓展。因此，图书馆的 VRS 应该注

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回答需求，积极响应用户的

深度回答需要；一方面可以设置生活类、个人

经验类问答专区，安排专人回答该类问题；另

一方面应鼓励馆员进行终身学习，不断扩展视

野并将图书馆的资源和知识转化为实用性、指

南性回答，帮助用户提供更有实用性的信息和

知识，进一步扩大馆藏价值。

7  结语

“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只

有紧密和社会相连，不断汲取外部环境的营养，

才能保持图书馆自身的持久生命力。社会化问

答平台与图书馆数字化参考咨询同为提供问答

的服务平台，但是因其服务模式特点的差异导

致了目前发展现状的巨大差异，通过分析国内

外两个阶段的社会化问答平台现状，从问答模

式的转变、信息组织的加强、社交网络的利用

和激励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对图书馆数字化参考

咨询服务提出改进建议，以期其更好地满足用

户的信息需求。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研究对象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进

行实验研究时数字参考咨询平台只选择了“全

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多个

数字参考咨询平台进行对比研究；其次，实验

中的问题设计受到时政、学科等因素影响，可

能会影响回答的质量与数量，未来的研究要权

衡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尽量消除外部因素的

影响；最后，对于最佳答案的选择标准没有进

行深入挖掘，仅选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未来

的研究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自行设计更具有科学

性、实用性的答案选择标准，确保实验结果的

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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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Q&A’s Enlightenment to the Library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

Yang Yuk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Web2.0, the social Q&As, possessing the 
similar functions of the library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emerge consequently and enjoy tremendous 
prosperity. Thus,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of its success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s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Method/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day situation that Social 
Q&A’s prosperity challenged the library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 a literatur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evant research was completed. On the base of this review, typical Internet Q&A websites such as Baidu 
Knows and Yahoo Answers, social network-oriented Q&A websites such as Zhihu and Quora,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n, the paper analyzed the traits of four representative SQA plat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net interlocution mode, th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mode and the user intera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In addition, an experiment between SQAs and VRS was conducted as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conclusion] Finally, on the base of the research status, the platform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al outcomes,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library VRS are proposed.
Keywords: social Q&A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    reader service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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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0 年 J. Priem 等 [1] 提 出 Altmetrics 以

来，国内计量学领域、科研评价领域以及学科

服务领域等诸多学者已经对 Altmetrics 展开了大

量研究。作为 Web2.0 与开放存取（OA）运动

的产物，Altmetrics 具有超越科学范畴的广阔视

域，能够即时反映基于科学交流过程的复合影

响力，拥有庞大的在线用户基础，这些优势在

不断开放的网络交流环境中逐渐显露出来，对

【学术探索】

我国Altmetrics 研究进展与可视化分析
◎ 齐世杰 1,2  郑军卫 1  史海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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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国内 Altmetrics 研究已逐渐深入，对其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将有助于科研人员明

晰研究进展与热点内容，为日后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 过程 ] 选取 CNKI 数

据库为数据源，采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方法，从研究概况、文献合著、研究内容三大方面对国内 Altmetrics

研究进行全面分析。[ 结果 /结论 ]①国内 Altmetrics 研究发展态势良好，正在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

②科研合作是我国 Altmetrics 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分布呈现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为核心，出版、

医学和科研管理为边缘的结构特点；③开发国内环境下的 Altmetrics 工具与资源平台的嵌入机制，进行

Altmetrics 视角下的科学交流过程重构，整合传统评价与基于交流过程的评价路径，是我国 Altmetrics 研究

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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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用户体验、引导学术行为、学术资源建设、优

化馆藏结构以及推动区域内机构库的构建等具

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科研人员也发现了

Altmetrics 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数据异质性、数

据可靠性及 Altmetrics 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一些

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 Altmetrics 的深层次研

究，本文基于国内 Altmetrics 研究的相关文献，从

文 献 增 长、 学 科 分 布、 文 献 合 著 3 个 方 面 对

当前研究的总体态势与研究力量进行分析，并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年 第 5 期（总第 11 期）

440

通过文献计量与可视化识别该研究的高被引文

献、主题分布和研究热点，探索 Altmetrics 的未

来发展趋势，以期为相关科研人员日后研究及

思路创新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以 Altmetrics 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知网

（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数

据源。检索式为：主题 =’altmetrics’+’补充

计量学’+’替代计量学’+’选择性计量学’+’

另类计量学’ （精确匹配），检索时间段为

2010-2016 年，检索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5 日，检

索到相关文献 139 篇。通过人工判读，去除重

复文献与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 136 篇有效文献。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计量法对相关文献进行

统计和整理，并借助 CiteSpace 知识图谱软件

进行可视化分析。可视化图谱可以展示某一知

识领域的核心结构、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的方

法，具有知识导航作用 [2]。而 CiteSpace 工具以

绘制知识图谱的方式常被作为探测学科或领域

研究前沿的工具之一 [3]。

3  Altmetrics 研究概况

3.1  发文数量与增长趋势

将有效文献整理并绘制年度增长趋势图，见

图 1。总体来看，Altmetrics 文献数量一直呈上

升趋势，年度平均发文数量约为 27 篇。2012-
2014 年期间，文献数量逐年平稳增长，但低于

年均发文数量，此阶段国内展开对 Altmetrics 的

初步探究，相关研究始于 2012 年。刘春丽 [4] 对

Altmetrics 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具体

指标等基本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将其与网络计

量学进行了区分，开启了国内 Altmetrics 研究的

先河。2015 年以来，文献数量迅速增长，2016
年的文献数量达到最高值，2015 年和 2016 年

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213.3% 和 36.2%（2016 年不

完全统计），文献数量累积达到 111 篇，占比

81.6%。这一结果表明，Altmetrics 的相关研究在

近两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显示出良好的发展

趋势。这与我国日渐开放的文献资源获取和网络

科研交流的环境密不可分，加之科研管理工作者

对 Altmetrics 的重视，这一新形势推动了以新媒

体为计量对象的 Altmetrics 的快速发展。

图 1  Altmetrics 研究年度发文量与增长趋势

3.2  学科属性分布分析

文献的学科属性体现了该文献所属的研究

领域，从论文的学科分布可以知悉相关主题的

跨学科研究状况。本文对 CNKI 研究样本中学

科数据整理后，得到国内 Altmetrics 研究的学科

分布状况。

由表 1 可知，我国 Altmetrics 相关研究外延

较广，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图书情报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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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 Altmetrics 研究的学科分布

序号 学科
文章数量

（篇）

文献占比

（%）

1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112 82.19
2 出版 10 7.35
3 科学研究管理 6 4.11

4 医学教育与 

医学边缘学科
4 2.74

5 高等教育 2 1.37
6 工业通用技术及设备 2 1.37
7 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1 0.68
8 军事医学与卫生 1 0.68
9 新闻与传媒 1 0.68
10 数学 1 0.68
11 生物医学工程 1 0.68

12 计算机软件及 

计算机应用
1 0.68

13 宏观经济管理与 

可持续发展
1 0.68

注：依据 CNKI 学科分类，文献所属学科类别有重复

计算。

闻与媒体类、生物医学类、计算机与技术类、社

科类和经济类。学科分布呈现以图书馆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学为主，以出版、医学教育、科研

管理为辅的结构，但是除了图书情报类以外

的其他学科文献数量较少。究其原因，我国

Altmetrics 发展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基础理论研

究占据主导位置，尚需图书情报领域人员进一

步夯实与完善，推动理论体系结构化和系统化。

对于广大科研人员来说，Altmetrics 是辅助科研

活动的计量工具，而随着 Altmetrics 工具的普

及，其学科影响范围必将扩大，学科交叉特征

也会日渐显著，呈现多学科共同研究与发展的

局面。

4  文献合著分析

学术交流与合作是提升科研人员产出能

力、推动科研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科

研人员合作群体关系与合作强度进行分析，有

助于识别我国 Altmetrics 研究领域的重要科研力

量。借助 CiteSpace 工具绘制作者共现图谱，设

置阈值为 Top100%，通过 Pathfinder 算法进行剪

枝，图谱模块化为 0.954，聚类效果显著，如图

2 所示：

图 2  Altmetrics 研究合著作者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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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 显 示 了 合 著 文 献 2 篇 及 以 上 的 作

者，字体大小代表发文量的高低，节点间连线

表示合作。由图 2 可知，Altmetrics 领域的整体

合作情况较为明显，合著模式以小社团为主。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科研人员的合著率为

61.76%，合著作者人数以 2 位和 3 位居多，其

中 2 位作者合著文献 51 篇（占比 37.5%），3
位作者合著文献 26 篇（占比 19.12%）。

作为一个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良好的合作研

究有助于学者全方位、多层次拓展 Altmetrics 的

研究课题，促进该领域向多种学科的渗透与交织。

重要合作群体主要包括以下 6 个：①邱均平和余

厚强均来自武汉大学，其研究持续性好并且主题

范围广，包括对 Altmetrics 的概念及进展研究、指

标的覆盖率及学科差异的实证分析、Altmetrics
视角下在线交流模式研究、在图书馆和机构知识

库中的应用。②以由庆斌为首的合作团体（中国

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以王睿为首的合作团体

（兰州大学图书馆），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指

标的相关性分析与评价模型的构建方面 [5-7]。③

刘春丽、王聪均来自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主

要围绕 Altmetrics 在机构知识库中的应用开展研

究，指出当前应用存在未统一数据标准、难以通

过 DOI 识别社会媒体平台论文、工具不兼容等

亟待解决的问题 [8]。④王贤文、毛文莉和方志超

均来自大连理工大学 WISE 实验室，主要探究基

于 Altmetrics 的论文评价体系的构建，分别构建

了反映论文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的综合评价

体系、反映长期影响力与短期影响力的动态评价

体系 [9-10]。⑤刘丽敏和王晴分别来自南开大学和

山西大学，主要对国内外 Altmetrics 相关研究进

行梳理与评述，对国内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同时提出了 Altmetrics 与图书馆服务工作的

特色融合路径。

综 上 可 知，Altmetrics 研 究 中 学 者 具 有 良

好的合作意识与活跃的科研氛围，研究主题涉

及广泛，但是局限于同一机构内部，缺乏跨学

科、跨机构的交叉合作。期待图情领域学者将

Altmetrics 逐渐渗透、扩散至更多学科，推动多

学科交叉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

5  Altmetrics 研究的内容分析

5.1  高被引文献分析

高被引论文是一个研究领域中重要的文献

基础与知识来源，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和

学术引领作用，是探究热点主题与前沿的重要

依据。表 2 中列举了国内 Altmetrics 研究主题的

前十位高被引文献。

表 2  国内 Altmetrics 研究高被引文献（TOP10）

序号 文章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被引
次数

A 替代计量学的提出过程与研究进展 邱均平 ; 余厚强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年 62

B Web 2.0 环境下的科学计量学 : 选择性计量学 刘春丽 图书情报工作 2012 年 50

C 补充计量学及应用前景 由庆斌 ; 汤珊红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3 年 37

D 开放数据计量研究综述 : 计算网络用户行为和
科学社群影响力的 Altmetrics 计量

顾立平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3 年 31

E 论推动替代计量学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 邱均平 ; 余厚强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 年 28

F 论替代计量学在图书馆文献服务中的应用 余厚强 ; 邱均平 情报杂志 2014 年 18

G 替代计量指标分层与聚合的理论研究 余厚强 ; 邱均平 图书馆杂志 2014 年 18

H 从文献计量学到 Altmetrics: 基于社会网络的学
术影响力评价研究

崔宇红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3 年 18

I 科学论文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机制研究 王贤文 ; 张春博 科学学研究 2013 年 17

J Altmetrics 指标在机构知识库中的应用研究 邱均平 ; 张心源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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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分析，高被引文献涉及研究内容

比较广泛，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类：

（1）Altmetrics 的 背 景、 概 念 与 研 究 进

展。Altmetrics 的诞生与科学交流网络化具有密

切关系，它开启了基于科学交流过程的评价模

式，为资源管理服务创造契机。文献 A[11] 追溯

了 Altmetrics 的发展过程，明确指出当前正在进

行 Altmetrics 的外部有效性的理论研究、指标内

在关系的实证研究阶段。文献 C[12] 和文献 H[13]

认为 Altmetrics 是基于社会网络的文献计量学

的新发展，具有丰富影响力内涵、即时遴选高

影响力论文的优势。以上早期理论研究为国内

Altmetrics 研究拉开了序幕，在该领域发挥了奠

基性与启发性的作用。

（2）Altmetrics 的数据与指标相关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 Altmetrics 指标的内在机

制的探讨成为关乎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性问

题。文献 E[14] 深度剖析了 Altmetrics 的内涵，并

从规避数据操纵、数据严谨性和一致性角度详

细论述了 Altmetrics 的可信度和实用性，肯定了

Altmetrics 在计量学中的地位。实证研究方面，文

献 G[15] 首次尝试对繁杂的 Altmetrics 指标进行

体系化，从学术成果影响力的产生机制入手将

Altmetrics 指标分层，深入分析了各层之间的特

点与转化关系。显然，指标的可用性是发挥其

价值与效用的前提，而以上研究是推动理论研

究转向实证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对该领域发

展具有突出的贡献与影响力。

（3）Altmetrics 的实践与应用探究。文献

D[16] 通过分析国外实践案例，归纳出 Altmetrics.
com 的开放数据框架，为国内类似研究与工

具开发提供了借鉴。文献 F[17] 和文献 J[18] 描绘

了 Altmetrics 在图书馆与机构知识库的应用前

景，并指出其全面应用将会面临的挑战。综上，该

类研究初步探究了 Altmetrics 在文献、数据资源

平台中的应用前景与问题，是指导未来实践与

操作的理论基础，对国内实践研究及验证理论

研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5.2  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前沿探析

高频关键词能够显示某领域的研究主题

和热点，通过关键词共现的时区图谱可以揭示

该领域研究热点的迁移过程，追踪 Altmetrics
的研究前沿。利用 CiteSpace 绘制关键词共现

时区图，设置时间片为 1 年，选取每个时间

片内 Top30 的高频关键词，通过最小生成树

算法进行网络剪枝，如图 3 所示。节点的大

小表示关键词频次的高低，紫色圈代表关键

词的中心性。

图 3  Altmetrics 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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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国内 Altmetrics 研究主题与

内容在不断演变，结合定性分析可将其分为

以 下 3 个 阶 段： ① 2012-2013 年， 包 含 关 键

词 altmetrics、 学 术 影 响 力、 科 研 评 价、 开 放

存取、社交媒体等，主要是围绕 Altmetrics 概

念、Altmetrics 开放存取的诞生背景、社交网络

的特点、科研评价的价值进行理论探究研究。

② 2014 年国内开启了 Altmetrics 的实证研究，包

含关键词替代计量学、社会影响力、主成分分

析等，目的是验证指标的可用性与价值性，包

含数据来源平台的研究与指标的实证分析两方

面。③ 2015-2016 年偏向应用层面，包含关键

词机构知识库、图书馆、科学评价、相关性分

析等，一方面进行 Altmetrics 应用于机构知识

库、图书馆的建设策略与框架设计研究，另一

方面则通过实例验证探究 Altmetrics 在期刊评

价、综合评价等科研评价中的重大意义。应用

实践探究将是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以上

述发展阶段与高被引文献 A[11] 中提出的国际

Altmetrics 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证明国内研

究能够时刻紧跟国际研究的步伐，为 Altmetrics
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与跻身国际研究的领先地位

奠定了基础。

5.3  基于关键词聚类的研究主题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分析可以揭示

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借助 CiteSpace 绘制

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如图 4 所示。图中共包

含 77 个关键词节点，选取 TF-IDF 命名算法将

其 聚 为 10 簇， 参 数 Modularity=0.8108，Mean 
Silhouette=0.6857，说明聚类效果显著。

图 4  Altmetrics 研究关键词聚类

在聚类基础上，结合对文献内容的阅读分

析，可将 Altmetrics 研究内容概括为以下 6 类：

5.3.1  Altmetrics 基本理论探究（包含簇 #4 论文

级别计量和 #9 专业博士生）

Altmetrics 是 基 于 社 交 网 络 对 科 学 研 究

进 行 分 析 和 传 播 的 新 型 计 量 学 的 研 究， 是

Web2.0、开放数据和在线科学交流等众多形势下

的产物，由 J.Priem 于 2010 年提出 [19]。相较于

传统计量学，Altmetrics 的开放性、即时性显现

出多重价值，其测度视角聚焦于公开、透明的评

审环境中的学术交流过程，有助于激发科研人员

学术热情，督促学术活动的公正性，也为更细致

的科研评价创造了条件。面对 Altmetrics 的众多

优势，其内涵的确定、系统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学

科化发展是发挥其巨大潜力的重要前提。

5.3.2  基于 Altmetrics 的科学交流过程重构（包

含簇 #7 学术社会网络）

传统的正式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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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交流的优化，造成了科研人员的认知偏

差与失调 [20]。Altmetrics 的科学测度面向科技

生产、传播与利用的整个科学交流过程，与在

线科学交流环境具有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关

系，为新形势下在线科学交流机制的重构提供

了新的视角与途径。例如，余厚强 [21] 结合社会

网络传播渠道与 Altmetrics 的指标与功能提出了

包含传递机制和过滤机制的科学交流新模式。

王贤文 [9] 从成本机制、宣传机制和内容机制三

个方面构建了学术成果的动力传播机制，认为

关注于开放同行评审与出版后科学交流过程的

Altmetrics 指标具有指导性作用。

5.3.3  Altmetrics 工具介绍与功能比较（包含簇

#6Altmetric.com 和 #8 计量工具）

Altmetrics 工具是一类开放、及时、多样化

的信息过滤方式，目前各公司开发的工具选取

的数据源、评价对象、评价策略及指标数量均

有所差异，相同指标的数据挖掘深度和处理方

式也不同。诚然，每种工具都各有利弊 [22-24]，只

要制定统一的数据规范与技术标准和合理的工

具集成策略，实现工具间的优势互补，相信其

能在未来发挥更大的功效。但是，现阶段工具

仍依赖于第三方数据库平台，广大读者应正确

看待和使用 Altmetrics 工具 [25]。

5.3.4  Altmetrics 指标内在关系及与传统引文相

关性探究（包含簇 #5 社会影响力）

Altmetrics 的众多指标呈现离散状态，对

于指标内在关系的实证分析能够增进读者对指

标的理解，提高指标的易用性和系统性，大多

数研究是基于交流过程的层次划分。代表性研

究成果如：余厚强 [15] 根据学术成果影响力产

生模型将替代计量学指标分为传播层、获取层

和利用层三个维度。邱均平 [26] 结合投入程度

理论重新将 Altmetrics 指标划分为感知层、社

交媒体层和应用层，揭示了指标层次之间的转

化和递进关系。此外，相关研究发现该指标在

论文计量、期刊层面和机构层面均可以发挥多

维度的复合影响力评价的优势 [27-29]。由此可

知，Altmetrics 面向社会影响力的度量对于学术

成果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具有新的现实

意义。

5.3.5  基于 Altmetrics 的科研评价体系构建（包

含簇 #1 综合评价、#2 引文分析）

Altmetrics 指标与传统引用指标的侧重点不

同，能够同时反映学术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和社

会影响力，可以弥补传统引文分析时滞性、片

面性的不足来完善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例

如：由庆斌 [6] 发现该指标与被引频次对高影响

力论文的评价具有一致性。王贤文 [30] 综合传统

引用指标与 Altmetrics 指标对论文进行综合评

估，指出该评价系统对论文影响力测度更加全

面。诚然，Altmetrics 对于提高评价机制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推动科研评价体系的创新具有重

要作用，能够客观展现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但

是，一些社会媒体指标，如评论等具有一定的

随意性，需从 Altmetrics 本质内涵和用户行为角

度出发，对指标进行深度分析，以更合理的形

式融入到评价体系中，为科研管理工作提供有

力的说明和重要参考。

5.3.6  Altmetrics 应用于资源管理平台建设（包

含簇 #0 学术社会网络和 #3 图书馆服务）

开放获取环境下，Altmetrics 的出现使得图

书馆、机构知识库推广学术成果、提高机构的

学术影响力变得有章可循。其中，李国俊 [31] 通

过调研 Altmetrics 指标应用于国内外大学机构

知识库的案例，提出了将 Altmetrics 工具嵌入

机构知识库的技术实现方式。邱均平 [18] 从理

论层面基于机构知识库整体、特定资源和发布

者三个视角提出了适用于机构知识库的指标。

Altmetrics 的嵌入能够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率、促

进文献推荐精度、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文献信

息服务，同时为资源建设中优化资源配置和馆

藏提供决策依据 [17]。其中，替代计量指标的集

成、跨机构、跨学科的可比性将是其应用中需

重点考虑的问题。

6  结语

Altmetrics 作为开放获取与 Web2.0 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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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文利用中国知

网 CNKI 数据库资源，对国内 Altmetrics 主题文

献进行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从总体态势和

研究内容两大方面梳理了国内 Altmetrics 的研究

进展，得出以下结论：

（1）国内 Altmetrics 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

迅速，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依然是图书情报领

域的研究热点。结合当前国内泛在的网络科研

环境与与日俱增的开放学术资源来看，Altmetrics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2）从学科领域分析，Altmetrics 研究呈现

以图书情报领域为核心，出版、医学教育、科研

管理为边缘的学科结构分布，但是其涉及的学科

仍比较单一，主要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

（3）从文献合著分析，科学合作研究是国

内开展 Altmetrics 研究的一大特点，已逐步形

成核心作者群，但多数是机构内部的小范围合

作，跨学科、跨机构合作仍有不足。

（4）从研究内容分析，国内对于 Altmetrics
的研究内容以理论研究为主，正在转向科研评价

的实证研究和图书馆、机构知识库的应用探索。

开发国内环境下的 Altmetrics 工具与资源平台的

嵌入机制、进行 Altmetrics 视角下的科学交流过

程重构、整合传统评价与基于交流过程的评价路

径将是 Altmetrics 的未来研究热点与趋势。

综上可知，我国 Altmetrics 的发展已取得一

定成果，结合当前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国内后

续研究应注意以下两点：

（1）逐渐加强多学科融合的合作研究模式。

Altmetrics 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服务

对象是面向各学科领域的广大读者，加强学科

间、机构间的合作有利于更好的发挥 Altmetrics
的作用，成为海量科研文献中评估学者和成果

的影响力、了解最新研究动态与前沿的有力工

具。特别是，在日益开放化和网络化的科学交

流环境下，现阶段仍未有适用于我国环境下的

结构化 Altmetrics 工具，据此，科研人员应将研

究拓展至计算机、大数据等技术研究领域，引

进信息可视化、语义化处理、情景分析技术，利

用整合思维大规模集成结构化、系统化的中文

Altmetrics 平台，为图书馆和机构知识库的应用

提供借鉴。

（2）实践应用探索与理论研究并重。继续

深入 Altmetrics 的理论研究，构建和完善其理论

框架，以更科学的方式指导 Altmetrics 在国内的

发展；同时需借鉴国外先进的 Altmetrics 应用案

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探索 Altmetrics 最佳实践

模型，包括开发新兴数据源、跨平台的统一标

识与认证、数据监测与搜集、指标分类与计算

等方面。尤其是，需针对具体使用情境，结合

语境语义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以确保指标数

据的价值性，更好地发挥 Altmetrics 在实践应用

中的效力，推动计量学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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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实现企业知识管理的场景化路径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中国移动设计院知识管理

           专家朴勇梅女士

◎ 采编：杜杏叶  刘远颖  王铮

朴勇梅女士简介：
知识管理专家，高级工程师，致力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知识管

理近 10 年，曾主持创建公司知识管理体系，负责建设两期知识管理平台系统，在知

识管理、规划咨询等领域有深厚实践积累，主持完成的项目曾获准国家级一等奖。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杜杏叶、刘远颖

文字整理：王铮

受访者：中国移动设计院知识管理专家朴勇梅

采访时间：2017 年 6 月 27 日

采访地点：中国移动设计院

引用格式：实现企业知识管理的场景化路径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中国移动设计院知识管理专

家朴勇梅女士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7, 2(5): 448-456[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63/.

1  结合场景，转化知识，应用知识

KMF：朴女士您好！感谢您接受《知识管理论

坛》的采访，本刊从 2016 年开始采访知识管理

界的专家学者，涵盖了软件、咨询、培训、科研、金

融等各个方面的专家，而您是第一位来自通信

行业的受访专家。我们知道中国移动设计院是

国内通信设计咨询领域的领头羊，拥有非常雄

厚的设计咨询实力，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密集型

企业。您能否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移动设

计院？
朴勇梅：中国移动设计院是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直属设计企业，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2 年，是国家甲级咨询勘察设计单位、中国

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中国移动设计院具有承担各种规模信息通

信工程、通信信息网络集成、通信局房建筑及

民用建筑工程的规划、可行性研究、评估、勘

察、设计、咨询、项目总承包和工程监理任务

发表日期：2017-10-27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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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质；持有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甲

级、电子系统工程专业甲级和建筑行业（建筑

工程）甲级资质；具有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一

级资质；具有承担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投资咨

询评估资格；业已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经

营资格证书》，可承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是

中国工程标准化协会通信委员会的组建单位。

从宏观逻辑层面看设计院主要是把成熟的技术

应用到工程上，比较偏重应用，我们要考虑成

熟技术和现实场景的衔接融合是否充分。

KMF：这种衔接融合过程中，实现知识转化是

知识管理的核心工作。但是同样是实现知识管

理，各个企业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曾经

的采访对象中，有中小企业，也有规模很小的

创业团队，而中国移动设计院这样的大型国有

企业是如何实现知识转化呢？
朴勇梅：各个企业的环境和定位是不一样

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决定了企业面临任务

的紧迫性。我认为国内知识管理做得比较好的

企业，一般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也比较激烈和动

态化，这种企业需要保持企业活力，需要把知

识快速沉淀、快速萃取、精准衔接、精准传播。

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司做知识管理、做创新，一

开始风风火火，过了几年就不了了之。所以我

对我院知识管理发展的总结是 “ 小火慢炖 ”，知

识管理这个事情不能是短暂运动式的，不要图

一时热热闹闹、风风火火，而要注意建立长效

机制，长远规划。

 2 知识管理对接组织架构，支撑职
能部门

KMF：您能否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设计院的知

识管理情况。这个岗位是怎么设置的？
朴勇梅：当时领导层对知识管理十分重

视，在院技术部下面设立了知识管理的岗位，应

该是国内较早设置专门岗位推进知识管理的单

位。我们的知识管理定位于 “ 专业技术知识管

理 ”，10 年来只有一位专职人员担任院级管理

员职务，管理团队成员均以兼职的方式来管理

和维护知识管理运营体系，采用三级组织架

构，即院级、一级（专业级）、二级（目录级）管

理员，我院有近 100 名兼职的知识管理人员，管

理团队成员大部分由本部专业所专家及以上人

员担任，能够在管理中起到专业带头和牵头作

用。在企业推行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我们也遇

到一些困难，比如现在都是工时化管理，在这

种情况下，知识管理的兼职工作如何来衡量和

考评？有时候工作量很大，但是工时不能及时

体现。当然大企业也有好处，那就是执行力比

较强，能够上下齐心协力来推动做事。

我院知识管理岗设置于技术部，主要是对

全院专业技术知识进行管理，涉及的领域有有

线通信、无线通信、网络优化、交换网络、网

络通信、通信建筑、规划咨询、研发集成等技

术领域，负责组织全院力量梳理、保存、分享

技术领域企业级知识资产。

在全院范围内与技术部平行的职能部门还

有企业发展部、计划部、市场部、人力资源部、信

息系统部等职能部门，各个职能部门在认同知

识管理大原则并按要求组建管理团队的前提

下，可以在院级知识管理平台上传相关职能领

域知识，但院知识管理岗暂不对平行职能部门

进行横向知识管理考核。

 3 致力于推进新一代知识管理理念
落地生根

KMF：据我们了解，中国移动研究院正在着手

落实新一代的知识管理理念，我们看到这其中

有几个关键词，比如 “ 正本 ”“ 溯源 ”“ 明宗 ”“ 落
地 ”，可以说这些词汇虽然短小精悍，但是似乎

蕴含着很多深意，您能否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新一代的管理思路。
朴 勇 梅： 经 过 长 期 的 发 展，我 们 的 知 识

管理工作要想更好地适应业务的进步，就需要

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因此在进行二期知识管

理平台开发之际，我们和有关咨询公司群策群

力，提出了面向未来长远发展的知识管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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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主要可以概括为 “1 个核心 ”“4 项目标 ” 和 “ 五

大举措 ”。
“1 个核心 ” 就是聚焦于提升设计院大生产

组织模式下的知识管理能力。

围绕上述核心，我们主要从 4 个方面实现

知识管理提升，也就是 “ 正本 ”“ 溯源 ”“ 明宗 ”“ 落

地 ”，具体而言：①正本：就是通过知识管理体

系的规划和落地，实现从文档管理向知识管理

的转变；②溯源：就是以知识管理驱动力为根

本出发点，确保知识管理工作的目的；③明宗：就

是明确各项知识管理工作的框架、原则及其与

各个部门的协同；④落地：就是充分结合设计

院现状，综合考虑资源需求、实施难度等，确

保设计方案的可落地。

KMF：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具体措施来实现上

述 4 个方面的理念呢？
朴勇梅：围绕项目目标，我们主要从以下 5

个方面进行项目的整体实施：

首 先，搭 建 体 系。就 是 依 托 基 础 理 论 和

最佳实践，对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包括八大类

别），并实现与其他工作体系的协同，将知识

管理工作由点向面进行串联。其次，制定路径。

即分解体系落地工作任务，制定阶段性实施路

径和目标。第三，扩充范围。就是在已有工作

基础上，加强知识管理工作覆盖面（如纳入第

三方、合作公司，考核扩展到个人层级等）。

第四，优化设计。就是在已有工作基础上，结

合体系蓝图进行再设计，如流程优化等。最后，加

强规范。对于中长期落地工作，给出相关的规

范框架，确保后续落地。

 4 专业导向，建立知识体系

KMF：据公开资料了解到，中国移动设计院有

12 个职能部门、6 个专业所，还有 14 个分公司

等，要把这些不同部门、不同机构的知识管理

起来，形成企业级的知识管理，的确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
朴勇梅：在我们启动知识管理初期，企业

知识起初散落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平

台把它集中起来进行共享，知识分享处于人传

人的单线传递状态，部分专业所和分院将本单

位的知识集中在各自的本地服务器上。当时，本

部很多专业所收集、上传知识的任务由所秘负

责，收集 / 上传流程的各环节均可能出现搁置情

况，时常出现知识只保留在专家的电脑，或者

被搁置在所秘手中等现象，即便上传到服务器

的知识也存在分享不方便的问题；至于分院，各

分院对知识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分院不

管，有些分院有自己的分享平台。

KMF：您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
朴勇梅：主要做了以下创新：第一是创建

专业技术知识管理团队，由专业人员做专业的

工作，要求技术人员担任各级知识管理员；第

二是打破行政壁垒，打造专业导向的知识框架

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梳理我们应该积累什么样

的知识，即与企业业务场景相关的事实知识、技

能知识、原理知识、人际知识，设定好相关属

性分类，为建造企业知识大厦打好基础；第三

是全员参与，把知识管理的中转模式或中介模

式转变为全员参与，技术人员直接上传知识，打

破了知识收集过程中的瓶颈问题；第四是方便

大家使用，建设院级知识管理平台，做到方便

输入、方便输出、方便管理。

KMF：您能否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知识分

类的设置？
朴勇梅：我认为每个企业的知识分类模

型的具体内容是和企业知识场景密切相关的。

比如有一类公司是以个性化的知识管理模式为

主，它的知识管理需要准确定位那些 “ 大牛 ” 和

“ 大咖 ”，因此人际知识对这家公司就比较重要。

再比如有些制造类企业，关注流水线上的工作

原理和工作技能，因此就需要关注原理知识和

技能知识（见图 1）。

因此，企业内的知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矩

阵，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企业关注的重点不

同，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应该都涉及了这四大

类知识，都应该有所梳理。具体到我们企业，以

往偏重于实事知识、技能知识的编制，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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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对我院来说囊括了对外产品及基本工具的

很多类知识。上述的四大类知识是相互转化的。

我们看重一流专家的经验、方法论和最佳实践。

我们需要把人际知识、事实知识与技能知识提

炼和抽象成原理知识，从而形成我们企业的核

心知识。在转化人际知识和原理知识方面，我

院有良好的传统，有一批优秀的专家主动编

制、整理研究论文、科研项目、经验总结报告

和最佳实践总结。

我们单位的第一期知识管理平台开发是

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通过边开发、边咨询、边

决策模式推进的，显得很忙乱，但是项目组驻

场，每步都详细沟通的好处是使平台开发紧贴

业务的实际场景；我们院本部的业务部门是按

照专业划分，团队内部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习惯

以专业线条去查找材料，这种思维模式是由我

们的组织架构和历史原因决定的。因此，我们

的知识体系设置也是以专业为第一导向，在第

一期的知识管理平台上实现了专业导向为第一

原则的知识管理核心理念。通过近十年的推广

和应用，实践证明我们树立的第一原则 ——“ 专

业性 ”，十分适合我院，从而也能推想知识密集

型企业的知识管理采用专业性为第一维度知识

属性应该是可取的（见图 2）。

图 1  知识的分类模型

图 2  专业导向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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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F：在设计知识分类时，我们是如何确定以

专业为导向的原则？
朴勇梅：传统上我们企业在设计知识分

类时，习惯以行政部门的划分为导向。这种划

分也有其根源，比如各个部门都把各自的知识

放在自己本地或者服务器的文件夹上面，当集

中归纳到一起时就自然是以部门来划分的。但

是这种分类会弱化专业能力。我们的知识分类

就是一颗大树，所有的知识都可以挂在这棵树

上，只有这样，企业的知识大树才能茂盛。如

果各个部门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类树，大

家各自看到的就只是局部，无法达到汇聚和积

累的目标，这是不行的。因此在知识分类上我

们需要打破部门的界限，以专业为导向，大家

都可以按照 “ 专业导向 ” 的知识体系上传知识。

当然我们行政部门导向这种辅助性的分类也是

可以有的，从而形成多维的分类体系。多维知

识体系的构建的第一原则仍然是专业原则，行

政部门、知识属性等维度则放在可筛选的范围

内。

 5 保障知识产出的效率和质量

KMF：有这样一个以专业为导向的知识积累架

构，加上我们的知识管理平台以及兼职的知识

管理员，组织知识分享的积极性是不是就提高

了 ?
朴勇梅：知识分享中，知识管理平台仅仅

是硬件条件，分享的核心因素我觉得是分享文

化、分享氛围。像我们这个机构其前身已经有

60 多年的历史和积累，在前 50 年的工作中师徒

制的模式是知识分享的主要模式，在这种模式

中，信息传递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并且

可能还算高效，大家并未觉得有什么不便，而

此时如果突然做一个平台让员工上传文档，即

使这个平台的功能很完善，员工也可能没有热

情上传。因此，作为知识管理平台的管理者，我

们的核心目标是收集组织的核心资产，然后进

行二次开发利用，增值企业知识资产，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我们对于那些技术专家和技术团

队，要用一些管理措施去助推。

这些管理措施具体来说，就是 KPI 指标的

设计。KPI 考核初期，我们的 KPI 考核对象选

择的是部门，考核指标落到部门的好处是，指

标由部门领导组织和推进；指标设置的大致

思路是，以部门为颗粒度考核部门的人均产出

量、部门的平台参与率等，就这样推行了几年

之后，借助行政机构的力量慢慢形成知识分享

的氛围，同时，大家都知道了文档上传会有积

分和激励，不仅在知识管理平台可以积分，还

可以在专家序列的考评中积分，知识管理平台

的原创文档积累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我们发

现，与人力资源部协商在专家序列考评可以积

分的措施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可采用的有效措

施。

在这之前，我们对于知识分享的考评比较

粗放，也缺乏激励措施，我们甚至是需要 “ 求 ” 专

家上传文档。但是实行了上述 KPI 和激励措施

之后，分享知识会有加分，会带来好处，慢慢

地大家发现这是于公于私都好的一件事，慢慢

地也就形成了分享知识的文化，也就有越来越

多的人将原创知识放上来。我们就是通过这种

引导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建立知识分享文化。

KMF：知识产出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如何保

障这些知识的质量？还有，如何确保知识在共

享过程中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朴勇梅：我院有八大技术专业，八大专业

可以再细分为近 100 个细分领域，我们安排 100
位专家分别负责维护细分领域知识体系。用户

在上传知识时，首先需要选择大专业和细分专

业，再根据系统提醒将知识的各类属性填写清

楚。在流程的第一个环节，知识管理员将审核

上传知识的专业属性，保证 “ 专业导向 ” 的核

心思路得以落实。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这

比原来仅仅让一个 “ 秘书 ” 来处理要好多了。

这是保证知识库质量的第一个保障。

当然，管理员还要审核知识是属于真正原

创的还是转载的，相关属性是否填写合理，还

有，通过线下经过部门级 / 院级考核的知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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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附加选择 “ 审核级别 ” 等管理性属性，以

便在专家序列积分中可以加权积分。专业导向

机制完善以后，整个文档的质量肯定是提高了。

KMF：这些知识文档收集上来以后，是不是不

同专家有不同等级的阅读权限？
朴勇梅：有些机构喜欢按行政级别来划

分，比如说一级领导、二级领导、员工的浏览 /
下载权限不一样。我们发现这样一条规律 ——
知识，只有在需要的人那里才能发挥作用。权

限越大的领导，可能越无暇顾及专业知识，这

时候你给他权限也没什么用。现在我们对知识

密级的划分是这样的：密级 1 为自定义范围共

享，密级 2 为全院不设密共享，密级 3 为标准

化成果特定流程共享，密级 4 为项目业务文档

共享。比如密级 4，项目业务文档通过系统对接

以后，某一员工如果是项目管理系统中原项目

组成员，在我们的知识管理平台上就不涉及加

密的问题；而对于非项目组成员，这个项目成

果就涉及保密问题。非项目组成员获取文档有

两个途径：一个是可以采取水印加密的方式获

得，另一个是通过已经内置好的流程获取可编

辑版本。这样一来，个人有浏览、学习的需求

时可以快速得到文档，即便需要可编辑版本也

会有渠道可以满足要求，当然流程比起直接下

载水印加密版本严格很多。

 6 实现项目知识化，知识场景化

KMF：我们在通过知识管理平台形成了最初的

知识储备和知识积累之后，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是什么呢？
朴勇梅：我先举个例子，我国 70 年代之

前，衣服的款式、面料都比较单一，改革开放

后，随着经济的活跃，我们的衣服就越来越多，衣

柜不够用，除了现在流行的 “ 断舍离 ” 的方法

之外，我们才发现整理和归纳是很重要的，归

纳的思路是，衣柜中衣服最好是适合当季、符

合工作和生活的场合。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现在我院有 “ 知

识库 ” 了，专业导向有了，知识也有了。即使

这样，到了关键的时刻和场景，我们想获得有

用的知识还是比较难，针对性不强。所以就需

要我们提炼，并有序梳理知识，尽量把知识场

景化。比如我们之前和知识管理咨询公司合作

的时候，发现他们作为知名的海外咨询公司，有

严格完善的制度流程，当他们做完一个项目，会

把关键信息和数据做筛查脱密处理，然后加入

知识管理平台。他们的知识脱密和知识共享机

制非常有效。

我们希望对知识进行进一步梳理，形成宝

典库。在宝典库中，我们对场景进行梳理和细

分，并与知识方案进行匹配。这样当我们的新

员工遇到新场景，他就可以按照场景获取对应

的知识，降低学习的成本。

总而言之，我们所重视的，就是实现知识

管理的项目化、场景化路径。我们应该把项目

管理系统知识化，不仅仅是设置一个知识管理

平台，最好是把项目管理系统和知识管理平台

结合起来做。知识可服务于知识场景，项目的

立项、评审、成果上传，每一个步骤应该有对

应的标准化模板，最后的产出也有特定的提炼

要求，以此实现项目端到端的知识化。

KMF：其实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有很多中间数据

和过程知识，我们的知识管理平台，是只收集

结果知识，还是项目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和知识

管理平台对接？
朴勇梅：是，现在很多知识管理平台其实

有点像档案系统，只负责归档 / 存储的文档。我

院每年启动知识管理年度计划组织知识管理成

果的产出，产出主要类型有案例、范本、模板、作

业指导书等，将核心知识从业务文档中剥离出

来以后，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

KMF：我们知道知识最重要的特征是来源于

实践，和实践结合，最终指导实践。在实际工

作中，我们是如何从实践场景中提炼有用的知

识，如何把知识和知识管理的场景相结合，如

何实现在场景中有效地调用和使用知识？
朴勇梅：关于场景化，我先举个例子：有

奥迪和奥拓两辆车，请问，如果同时从北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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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你觉得哪个会先开到广州？按照经验，肯

定奥迪快。但是如果是老司机开奥拓，新司

机开奥迪，可能结果就不一样，此外，可能

还 跟 选 择 的 路 线 和 路 况 有 关（如 国 道 和 小

道），这就是受到场景的影响。我们只看到

哪种车好，这还只是 “ 器物 ” 的层面，我们从

道 法 术 器 的 观 点 看，光 有 好 “ 器 ” 不 一 定 成

事，还要看什么人怎么用，最重要的是看选

择的方向是否正确。

刚才已经提到，在我院实现知识管理场景

化之前，我们先进行了知识文档化（显性化）、知

识资产化，然后在第二期的工程里面，我们开

始实施知识场景化，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制作

了立足于场景的宝典库（见图 3）。通过宝典

库可以重复利用核心知识，知识直接和业务场

景结合，比如在专业体系下，一个子产品会被

分成售前筹划、设计、实施、交付等不同时间

阶段，在不同阶段有对应匹配的知识。到最后

你会看到，在某个工作阶段的场景中，能够细

分到最小粒度的阶段和模块所输入的材料是什

么，输出是什么，每个步骤是什么，需要准备

什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之前犯过什么错误，这

些核心知识都已经被打磨和精炼出来，形成相

关的作业指导书、案例范本、课件，浓缩到一

个页面上，方便员工快速学习和应用。这就是

我们的场景化实现。

图 3  宝典库示例

 7 利用知识管理平台，确保关键时
刻的知识获取

KMF：这个知识管理平台的利用情况怎么样 ?
比如说一个研究人员，或者是一个工程技术人

员，他对这个平台的依赖程度怎么样？应用程

度怎么样 ? 
朴勇梅：我认为我们这个知识管理平台在

一些关键场景中，如转岗、新生到单位，会发

挥重要的作用。比如有个同事，原来是做技术

单项负责人，后来做项目管理，这时候通过知

识管理平台，就能快速掌握新岗位的知识。

不过这也和用户的积累有关。比如有一

些用户的学习能力强，知识积累也充分，他

可能对于知识管理平台的利用需求也不多。

我们和一家全球性公司交流过知识管理的问

题。他们做了一个问答社区，员工非常活跃，共

享效果也好，不过该公司知识管理人员给了

我们一个冷静的提示，那就是这种问答社区

有些超大型公司可以 “ 玩 ” 起来，但是不一定

适合别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的专业人员达

到 6 位数，这些用户里面只要有很少的比例

回复一个帖子，都会是很大数量，这个帖子

一下子就火了。而对于小规模的企业来说，大

家都要忙于生产任务，谁会来关注这个平台

呢？但是话说回来，平台冷清就意味着没有

任何效果吗？有时候在一些关键场景中，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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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个帖子只有一个回答，只要这个问题解

决了，那就是有效的。

我们的知识管理平台所要达到的效果就

是：在各个关键场景中，保障有知识可查，能

够面向关键时刻保存企业的核心知识资产。

KMF：这个知识管理平台可以支持新产生知识

的上传。那么对于以前已经积累下来的知识存

量，比如分散于各个部门服务器上的知识，到

时候会全部迁移到这个统一平台吗？其实很多

企业也面临这样的困惑和挑战，这个工作量也

非常大。
朴勇梅：这和知识的时效性有关。通信技

术有很鲜明的特点，它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

可能没必要花这么大精力去做以前过时知识的

收集。我们发现，曾经做过的很多项目类型不

复存在了，比如，我曾经在原技术岗位做过的

一种报告叫商业计划书，我们单位后来不再承

接类似业务了，已经失去时效性，也失去了复

用价值，再花大力气收集和积累其实没什么必

要了，我们将有限的精力用来关注一些前瞻性

的更符合技术发展方向的知识。

 8 关于社交工具运用

KMF: 刚才您谈了很多知识管理平台。不过我们

也发现，当前很多企业除了引入知识管理平台

这种 “重型 ”的架构，也在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移

动端、APP 等 “ 轻型 ” 的应用。您从知识管理

的角度，如何看待新媒体、微信、社群这类应

用呢？
朴勇梅：是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有八

大院级技术群，有 3500 人次入群，由技术部管

理这个八大院级的技术社群，像我们的无线技

术群、有线技术群已经满员了。我们现在有爱

问专区，会组织专家定期回答这里面的问题，我

们用这种方式解决关于企业新知识的困惑与疑

问；我们的专业微信群也很活跃，专业科技委

会议情况、最新技术的问题等通过微信群的方

式分享效果不错。从使用效果来看，通过社交

媒体交流，信息的流转速度也明显加快，即管

理信息、会议信息、问卷调研等工作明显比以

往效果好。

不过，微信群也有利有弊。比如专家的时

间很宝贵，群里总是有人 @ 他，好像回答问题

成了他必须完成的一件事。此外，目前不能完

全保障这种移动媒体内容的保密性和信息安全

是我们使用移动媒体中最难克服的困难及潜在

风险。

 9 关于知识管理和大数据的结合

KMF：当前企业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

注重新技术的引入，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并

以此来衡量知识管理的技术含量。对此您是如

何理解的 ?
朴勇梅：我们院所里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就

是参与我院知识管理平台数据的分析，我们还

会做平台用户行为模式的分析判断，比如哪些

人在什么时段可能用到什么知识，用来指导我

们对新知识的开发和编制。

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将基于大数

据的智能推荐和基于专家智慧的人工推荐结合

起来。系统数据反映出的知识热点不一定是

重点，比如系统上一些浏览量高的热点都是

一些基础入门类和操作类的知识（如电脑使用

等），这些不一定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技术知

识。因此，我们需要技术专家的推荐，来平衡

智能推荐的局限。在季度推荐栏目中，专家推

荐文档的点击率明显高于其他文档。我们在第

一期知识管理平台中就做过 “ 季度推荐 ”，在

知识体系的各目录下都有专业知识管理员，他

们每季度会梳理一定数量的专业价值高的技术

文档。

我觉得知识管理和大数据分析结合的理想

状态，首先需要建立在刚才提到的项目知识化

的基础之上，如果每年有几万个项目，那么就

会产生大量的知识，这样就有了进行大数据分

析的基础。不过，还没有那么大量的数据积累

时，还是从一些小的模块做分析和挖掘比较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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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开放创新环境下的知识交流
与共享

KMF：现在是提倡开放式创新的年代，企业的

知识不仅包括企业部门内部的知识，也包括来

自外部的知识，比如客户、供应商，甚至竞争

对手的，对于外部的知识，您觉得应该如何来

管理，现在的业务涉及这块吗？
朴勇梅：有涉及。对于我们这种知识密集

型企业，外部知识、来自外部的参考借鉴肯定

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仅关注自己眼前手头的

事情，也要把握好大方向。首先我们会去采购

外部知识。我们每年都会采购各类知识库，知

识库有中英文论文库、数据库等，我们还比较

注重技术标准，也要去采购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等；我们还根据具体需求订购技术材料，比

如，我们根据专家评估认为迪拜一家公司的系

列报告（关于无线和网络领域 2030 年的前瞻性

报告）比较具有前瞻性，正在采购中。另外，移

动集团也曾经鼓励我单位对外承接业务，需要

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当然这关系到了企业的

核心数据，双方都要考虑到数据安全，后来现

实发展为，通信领域各方巨头均设立了专属咨

询单位，移动集团也不强调对外承接咨询业

务，竞争对手的数据收集也就靠公开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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