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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8 年，《知识管理论坛》也已经 3 岁了。3 岁还是婴幼儿，但已经有了初步的学习能力、

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知识管理论坛》经过两年的探索，也经历了懵懂迷惘的过程，开始重新认

识自我，重新认识知识管理，重新认识所有与知识管理相关联的各个领域。

知识管理到底研究什么？简而言之，一切与知识的创造、组织、挖掘、分享、传播、服务、创新、

运营等等相关的活动的研究，都属于知识管理研究的范畴。知识管理存在于一切机构（企业、政府、

图书馆等）之中，不同机构知识管理的需求和要求有所不同，研究的视角、方法、内容、模式等也

各有差异。知识管理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索知识管理的内在特点与规律，通过知识管理支撑机构的战

略发展与业务运行。

过去，我们不大重视知识管理，是因为隐性知识的存在限制了我们对知识的认知和利用，知识

的价值与功能没有有效地挖掘和激发出来。随着以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知识管理正在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潜学变成显学，知识组织、知识计算、知识图谱、知识发现等

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焦点，知识以及知识管理对机构的意义和作用正在被更广泛地

认知与运用。可以说，一个机构的成长和发展，知识管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将决定一个机构走多远，

决定着机构的发展活力、竞争力与核心能力。

本刊的价值在于架起知识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之间的桥梁。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更多地认

识和探究知识管理的内在本质与运营机制，也需要从实践层面更多地总结和提炼隐性知识转化为显

性知识的模式与方法。由此，知识管理需要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共同努力。本刊正是提供这样一种交

流的平台，让知识管理的思想在这里碰撞，让知识管理的经验在这里升华，让知识管理的理论在这

里扎根。

《知识管理论坛》还处于婴幼儿期，需要学界业界的关心、支持和呵护，最好的方式是给期刊投稿，

投好稿。期刊需要专家学者的滋养，需要广大读者的厚爱。我们也相信，所有与知识管理相关的机

构和个人，也需要作者和读者这一精神家园和学术社区。《知识管理论坛》是国内唯一的知识管理

学术期刊，也是被国际知名开放获取期刊目录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收录的纯网

络开放获取期刊，学术影响力正在逐步地提升。

愿我们一起关爱她的成长，给她更多的扶持，在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与她相伴相随。《知

识管理论坛》为大家而生，也为大家所共享。

                                                                                            初景利
《知识管理论坛》主编

      2018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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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联数据作为一种最佳的语义网实践，从

2006 年提出至今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从最

简单的知识库与词汇表到不用领域的应用。L. 
Jens、A. Sören、C. Sarven 等 在 2017 年 第 10
届 LDOW（Linked data on the Web）会议上对

关联数据在过去十年的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

指出在未来的十年，关联数据在学术交流中将

发挥较大的作用 [1]，且此次会议提出“开创关

联开放科研知识云（pioneering the linked open 
research cloud）”[2] 的新型倡议，鼓励学者将

【学术探索】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关联开放数据
分析
◎白林林 1,2  祝忠明 1

1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兰州 73000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平台提供的关联开放数据的分析，为国内出版商在学

术交流和语义出版中使用关联数据促进科研的关联开放实践提供参考，可推动我国开放科研运动的进一步

向前发展。[ 方法 / 过程 ] 对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平台发布的实体对象、采用的词表、数据模型进行

详细分析。[ 结果 / 结论 ]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通过构建自己的本体，采用一种用于 RDF 的更简单的

序列化 N-Triples 格式的三元组对数据进行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之一，Springer Nature 关联数据

在今后必将为其他出版商要实现科研关联开放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关联开放数据  开放科研

分类号：G254

引用格式：白林林 , 祝忠明 .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关联开放数据分析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8, 3(1): 2-11[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2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能力建设专项 “ 中国科学院知识资产存缴管理中心建设 ” 项目（项目编号：
Y6ZG42100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白林林 (ORCID：0000-0003-2265-7399)，博士研究生，E-mail：bailinlin@mail.las.ac.cn；祝忠明
（ORCID：0000-0002-2365-3050），信息系统部主任，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7-09-15        发表日期：2018-01-15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关联数据技术与最佳实践应用于学术交流中。

C. Sarven 等提出关联开放原则（linked research 
priciple）以鼓励关联科研知识的开放 [3]。Schol-
arlyData.org[4] 利用会议本体数据模型 [5] 对语

义网会议相关的论文、人员、组织和事件进行

了组织。欧盟、美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等在

2013 年成立国际研究数据联盟（Research Data 
Alliance）[6]，利用数据标准和实践促进科研数

据的共享与交换，通过科研数据转换平台（re-
search data switchboard）与科研图谱（research 
graph）项目实现了连接科研人员、出版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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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助和研究数据集（研究数据）的功能。

Springer Nature 为帮助科研共同体充分利用开放

科研所带来的便利，新推出 SciGraph 关联开放

数据平台 [7]，集成了 Springer Nature 及其合作伙

伴的数据资源，如有关科研资助机构、科研项

目及拨款、会议、科研单位和出版物的信息，让

分析 Springer Nature 出版物的相关信息变得更

加容易，目前，该平台包含了 1.55 亿条学术界

关注对象的信息（三元组）。更多的数据，如

引用、专利、临床试验和使用数量等，也将分

阶段推出，这样到 2017 年底，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的三元组数量将增至 10 亿条以上 [8-9]。

本文以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平台提供

的关联开放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布的实体

对象、采用的本体和词表、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旨

在为国内在学术交流和开放科研中使用关联数

据提供参考，促进国内科研数据的语义化、国

际化共享和开放科研运动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2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的实体
对象分析

Springer Nature 的关联开放数据中分了主体

（agent）、资产（asset）、概念（concept）、事

件（event）四大类，其中概念和事件类中包括

的实体是 Springer Nature 发布的重点。概念的

下一层分类包括：注释、合同、出版物、类型，注

释的子类主要是引文计量类，合同的子类是资

助类，出版物的子类包括产品（产品指 Springer 
Nature 对外提供的文章、图书、书的章节、期

刊）和作品（专著、连续出版物），类型包括

主题、获取类型、文章类型、会议系列、产品

市场编号、出版物状态子类。事件的下一层分

类包括：隶属机构、聚合事件、注释事件、会议、贡

献者、出版事件 [8]。事物（thing）类是所有类

的上位类。

在发布关联数据之前，需要明确待发布的

数据中实体类型及实体间的关系。遵循关联数

据发布原则第一条，即用 URI 作为任何资源

的名称，确保资源的可获取性。Springer Na-
tureSciGraph 的 URI 主要有两种模式：

http://www.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
things/{datasets}/{scigraphId}

http://www.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
things/{datasets}/{topic}

这两种模式是一样的，第二种模式主要

是针对主题类实体对象的。首先以 http://www.
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 作为基地址，该地

址作为 Springer NatureSciGraph 关联开放数据

的发布平台。“thing”类是所有类的上位类。

“datasets”为各类实体组成的数据集，其属

性值可以有 articles、grants、journals、journal-
brands、subjects、contributions、books 等， 必

须指定数据集才能访问其中的对象。对象集后

必须有相应的对象，URI 中用“scigraphId”或

“topic”表示，否则无法找到对象。

目前 Springer Nature 已发布的关联开放数

据中实体类型有文章、期刊、主题、资助，各

数据对应的 URI 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体对象的 URI

实体对象 URI

概念

article（文章） http://www.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things/articles/{scigraphId}

journal（期刊） http://www.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things/journals/{scigraphId}

subject（主题） http://www.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things/subjects/{topic}

grant（资助） http://www.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things/grants/{scigraphId}

具体实例如：

主 题 URI：http://www.springernature.com/
scigraph/things/subjects/geology（在 Springer Na-
ture 中的主题词 geology）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01

知识管理论坛，201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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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URI：http://www.springernature.com/
scigraph/things/journals/042783d5f9e6e3813522b5
ebbe89f4ab

Springer Nature 不仅为数据建立了有效、唯

一的 URI，还建立了一个 SciGraphcore ontology
（前缀：sg）本体，这个本体由 45 个类和 206
个属性组成，拥有自己的命名空间（http://www.
springernature.com/scigraph/ontologies/core/， 前

缀 sg :)。在概念上，这个本体是以前的 nature.
com 核心本体 [10] 的延伸。构建这个本体的原

因一是由于在其他本体或词汇表中找不到相应

的词汇来描述某些数据或属性，二是符合本模

型特色的类和属性，可以使 Springer Nature 在

更好描述数据的同时被外界更好地引用。并与

外部的全球研究标识符数据库（Global research 
identifier database, GRID）[11]、澳大利亚与新西

兰标准研究分类法：研究领域（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tandard research classification: fields 
of research，ANZSRC-FOR）[12]、DOI[13] 建立了

链接。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标准研究分类法：研究

领域（ANZSRC-FOR）是根据研发过程中所用

的方法对研发活动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研发

单位或者研发目的进行分类。ANZSRC-FOR 分

类法中的类别包括由企业、大学、高等学校、国

立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研究探讨的主要研究领

域及相关子领域和新型领域。

全 球 研 究 标 识 符 数 据 库（Global re-
search identifier database，GRID） 不 仅 提

供有关组织的 ID 和名称，而且提供了数据

类型、等级结构、所处位置等元数据，与

GeoNames、WikiData、CrossRef、开放资助者

注册表、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ISNI）等实现链接，扩

充了元数据。

3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词表

关联数据的发布原则第三条是尽可能复

用已有的、成熟的词表来描述资源，用以提高

词汇表的互操作性，减少对本地词汇的管理。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所用的词汇表主要分为

通用词表和专用词表两类（见表 2），其中通用

词汇表主要用于描述实体的一般属性，如实体

类型、实体类型之间的关系等；专用词表用以

描述具体实体，并具有所描述实体的属性。可

看出，Springer NatureSciGraph 用复用通用的

表 2  词表及注释

词表 注释 

通用
词表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 网络本体语言，用以在万维网中发布和共享本体

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资源描述框架，一种通过“主 - 谓 - 宾”三元组形式描述
Web 资源的标记语言

RDFS（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schema） 是 RDF 词汇表的扩展词汇表，为 RDF 数据提供数据建
模词汇表

Dcterms（DCMI metadata terms） 都柏林词汇表的扩展词汇表

DC（Dublin core） 都柏林词汇表

Vann（a vocabulary for annotating 
vocabulary descriptions） 通过用例和使用说明注释词汇，描述进行注释的词汇表

VoID（vocabulary of interlinked datasets） 用以对 RDF 数据的元数据进行描述

专用
词表

SKOS（simpl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用以对受控词表中词汇进行描述的知识组织系统词汇表

sg（SciGraph Core Ontology） Springer Nature 自己构建的本体，用以描述 Springer Na-
ture 网站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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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来描述实体的类型、RDF 数据的元数据

（VoID[14]）、注释所用的词汇等，使用的专用

词汇表只有 SKOS 和自建的本体 SciGraph Core 
Ontology，并未复用其他词汇表对资源进行描

述，但是 Springer Nature 提供了与 bibo[15]、crm
（conceptual  reference model） [16]、depe-
dia[17]、depedia –owl 、dc、dcterms、event、fabio（the 
FRBR-aligned bibliographic ontology）[18]、-
foaf、mesh（medical subject headings）[19]、obo
（open biomedical ontologies）[20]、prism（pub-
lishing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y standard meta-
data）[21]、schema、skos、vcard[22]、vivo（inte-
grated semantic framework）[23]、wd（wikidata）[24]

本体之间的映射，其中与 dbpedia、mesh、wd
是主题词之间的映射，其他是类和属性之间的

映射。

可 以 看 出，SciGraph Core Ontology 所 描

述类和属性比较全面，虽然未复用已有成熟词

表，但是使用根据自身需求建立的本体可以更

准确地描述相关的类和属性。

4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数据模
型分析

目前 Springer Nature 发布的关联开放数据

中实体类型有文章、期刊、主题、资助者，这

些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型见图 1[8]，文章通过

sg:hasJournal、sg:hasSubject 分别与期刊和主题

进行链接，资助实体通过 sg:hasFundedPublica-
tion 与文章进行链接，见图 2。本文将这个数据

模型进行拆分并分别进行分析。

图 1  SciGraph 数据模型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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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URI 

Subject URI 

 

sg:Article 

 

http://dx.doi.org/

x.doi.org/ 

sg:hasJournal 

sg:hasContribution 

sg:hasSubject sg: scigraphId 

rdf:type 

sg: doi 

sg:languange 

Journal URI 

sg:doilink 
sg:title 

sg:titleTranslated 

sg:abstract 

sg:abstractTraslated sg:publicationYearMonth 

sg:webpage 

sg:issue sg:volume 

IRIx.doi.
org/ 

ANZSRC 

doi.org/ 
sg:hasFieldOfResearchCode 

sg:publicationYear sg:publicationDate 

Grant URI 

 

实例： 外部链接： 文本值或数值： 类： 

Contribution URI 

Affiliation URI 

sg:Contribution 

 rdf:type 

sg:hasContribution 

sg:publishedFamilyNam

e sg:publishedName 

sg:publishedGivenName 

 

sg: scigraphId 

sg:order 

sg:role 
sg:isCorresponding 

sg:hasContribution 

sg: 
has

Fun
ded

Pub
lica

tion

图 2  文章数据模型

4.1  文章数据模型

Springer Nature 为文章类数据模型提供

了 20 个属性，将 20 个属性分为类型、标识

符、标签、贡献者、出版商、主题信息、来源

6 类。使用 rdf:type 表示类型；标识符属性包

括：scigraphId、数字对象标识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和数字对象标识符链接；标签

属性包括：语种、题名、翻译题名、摘要、翻

译摘要；出版商信息包括：出版年、出版年月、出

版日期、Springer Nature 网页；主题信息包括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标准研究分类法：研究领域

（ANZSRC-FOR）[11] 和 Springer Nature 自己建

立的主题词；来源信息包括期刊、期刊卷、期

刊期号。

在各属性的取值中，与 Springer Nature 提

供的贡献者、资助数据、期刊、主题词类对应

的实例 URI 进行内部链接，选用数字对象标识

符系统提供的 DOILINK 和 ANZSRC-FOR 提供

的分类号作为外部链接，其他属性值取值为文

本值或数值，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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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Nature 目前并没有贡献者（con-
tribution）的数据模型。但是从其发布的 N-Tri-
ples[25] 格式的三元组数据，可知贡献者属性有

数据类型、scigraphId、对外公开的姓名、对外

公开的姓、对外公开的名、排序（文章作者排

序）、是否为通讯作者（属性值为布尔值 true
或 false）、角色（取值为“author”“editor”或

“principal investigator”）、 隶 属 机 构（ 为

Springer Nature 提供的实体）[26]。

4.2  资助数据模型

Springer Nature 为资助类数据模型提供了

18 个属性，将 18 个属性分为类型、标识符、标

签、资助额、资助时间、资助主体、其他 6 类。

使用 rdf:type 表示类型；标识符属性为资助的

scigraphId；标签属性包括：语种、题名、翻译

题名、摘要、翻译摘要；资助额信息包括：资

助金额、融资货币；资助时间包括资助开始时

间、资助结束时间；资助主体包括资助组织、被

资助组织；其他属性包括与资助相关的贡献

者、资助的研究领域分类号、资助的出版物、许

可条款、所在网页。

在各属性的取值中，与 Springer Nature 提

供的与资助相关的贡献者、资助的出版物文章

对应的实例 URI 进行内部链接，选用全球研

究标识符数据库（global research identifier da-
tabase，GRID）[10] 提供资助组织与被资助组织

URI 和 ANZSRC-FOR 提供的分类号作为外部链

接，其他属性取值为文本值或数值，如图 3 所示：

GRIDoi.or
g/Grant URI

sg:Grant

rdf:type

sg:fundingAmount

sg:fundingCurrency

sg:scigraphId

sg:language sg:hasFieldOfResearchCode

sg:title

sg:titleTranslated

sg:abstract

sg:abstractTranslated sg:endYear

sg:startYear

ANZSRC 

oi.org/

Contribution URI

sg:hasContribution

Article URI

sg:hasFundedPublication

sg:licence IRI.org
/

sg:hasRecipientOrganization

sg:hasFundingOrganization

sg:webpage

GRIDoi.or
g/

实例： 类：文本值或数值：外部链接：

图 3  资助数据模型

4.3  期刊数据模型

Springer Nature 为期刊类数据模型提供了 8
个属性，将 8 个属性分为类型、标识符、所属

期刊品牌、格式、是否为正在出版、是否为历

史期刊 6 类。使用 rdf:type 表示类型；标识符属

性包括为期刊的 scigraphId、ISSN 号、DOI；使

用 sg:hasJournalBrand 表示所属期刊品牌；格

式主要指期刊的媒介形式；是否为正在出版用

sg:isActivePublication 属性表示；是否有历史期

刊用 sg:isHistoricalJourna 表示。

在各属性的取值中，与 Springer Nature 提

供的与期刊所属的期刊品牌、出版在期刊上的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01

知识管理论坛，201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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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应的实例 URI 进行内部链接，其他属性

取值为文本值或数值，其中期刊的媒介属性文

本取值为“Electronic”和“Paper (journals, nor-
mal index)”，“是否为正在出版期刊”和“是

否为历史期刊”属性取值均为为布尔值“true”或

“false”，见图 4。
从 Springer Nature 提供的期刊数据模型的

N-Triples 格式的三元组数据可知，期刊品牌属

性有数据类型、scigraphId、语种、标题、标题

简称、副标题、版本说明、出版商、知识产权

所有者、所在网页、添加 Springer Nature 数据

库的日期、创建年代、结束年代、开始卷号、结

束卷号、卷数、开放获取（取值为“Fully Open 
Access”或“Hybrid (Open Choice)”）。

 

Article URI 

JournalBrand URI 

Journal URI 

sg:Journal 

 

sg:JournalBrand 

 

sg:hasJournal 
rdf:type 

sg:scigraphId 

sg:issn 

sg:doi sg:isActivePublication 

sg:medium 
sg:isHistoricalJourn

al 

rdf:type 

sg:scigraphId 

sg:hasJournalBrand 

sg:language 

sg:title 

sg:shortTitle 
sg:subtitle 

sg:publisher 
sg:imprint 

sg:copyrightHolder 

sg:startYear 
sg:endYear 

sg:openAccess 

IRI.or
g/ 

sg:titleAddedYear 
sg:webpage 

sg:volumeCount 
sg:volumeEnd 

sg:volumeStart 

 实例： 类： 文本值或数值： 外部链接： 

图 4  期刊数据模型

4.4  主题数据模型

Springer Nature 的主题主要是自己网站建立

的主题词，主要分为生物科学、地球与环境科

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社

会科学、人文科学、商务贸易、弃用的九大类

主题。Springer Nature 为主题数据模型提供了

16 个属性，将 16 个属性分为类型、标签、标识

符、参照、SKOS 表示 5 类。使用 rdf:type 表示

类型；使用 rdfs:label 表示标签；标识符属性为

主题的 Id 号；参照类属性包括 Springer Nature

主题词之间的相关关系、替代关系；SKOS 表示

是通过 SKOS 命名空间对 Springer Nature 主题

词进行组织表示，包括其首选词、非首选词、定

义、注释、范围注释、主题词所属主题词表、上

下位关系和族首词。

在各属性的取值中，与 Springer Nature 提

供的相关主题词、替代主题词、被替代主题词

对应的实例 URI 进行内部链接；并通过 SKOS
对 Springer Nature 的主题词进行组织，实现语

义表示；其他属性取值均为文本值，如图 5 所示：



9

Article URISubject URI Subject URI

Subject URI

Subject URIsg:Subject

IRI.or
g/

rdf:type

rdfs:label

sg:id

sg:replacessg:replacedBysg:related
sg:hasSubject

skos:scopeNote

skos:prefLabel

skos:altLabel

skos:definition

skos:note
skos:broader

skos:narrower

skos:topConceptOf

skos:inScheme

sg:webpage

实例： 类：文本值或数值：外部链接：

URIURIURI
URI

图 5  主题数据模型

5  RDF 实现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关 联 开 放 数 据

平台目前对外只提供了 N-Triples 格式的三元

组，N-Triples 是用于 RDF 的一种更简单的序列

化，一种面向行的格式。每个三元组必须写成

一个独立行，它由主语说明符、谓语说明符以

及宾语说明符组成，后面还有一个句号。如果

它们有 URI，那么它们用尖括号将绝对 URI 引
用括起来 [27]。截取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提

供的有关主题词“genomics”的一些 N-Triples
格式的代码，如图 6 所示：

图 6 “genomics”的一些 N-Triples 格式的关联数据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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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授权许可

授权许可通过明确发布和使用关联数据过

程中的各项法律问题，包括所有权、发布权、使

用权、收益权等，针对不同对象限定不同的权

限，构建合理利用关联数据的保护机制，以达

到促进数据开放、保证开放数据安全、提高数

据重用性的目的。授开放许可是语义网环境下

关联数据能够真正开放并长久发展的必要条件。

授权许可通过嵌入数据，使得用户在访问数据

时无需征得数据发布者的许可，授权许可包含

了用户被许可的所有操作和未被许可的的操

作。目前已有的授权模型有 : 免费文献许可协议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共享文件许可

协议 ( common documentation license)、知识共

享许可协议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等，各个

协议能够实现对不同类型开放数据的保护。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发布关联数据的

目的是为了将其科研数据融入关联数据网络

中，使其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因而选择较为

通用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作为授权许可协议。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中的数据是在署名 - 非
商业性使用国际 4.0 (CC BY-NC 4.0) 授权模型

下获取的 [28]，表示允许在任何媒介以任何形式

复制、发行本作品，并允许修改、转换或以本

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但不能将本作品用于商

业目的 [29]。通过 dcterms: license 属性表示该知

识共享协议，属性值为 https://creativecommons.
org/licenses/by-nc/4.0/ 表示对数据使用进行授权。

7  结语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关联开放数据平

台的推出，是出版领域实现关联开放科研的起

点。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关联开放数据的

实现，打破了原有数据组织结构体系，实现了

数据关联、互操作、数据挖掘等功能，从概念

角度对出版物进行描述，通过对 Springer Nature 
SciGraph 关联开放数据模型的分析，可知出版

社作为发布出版物的源头，对出版进行语义描

述对于实现数据互操作、数据关联有着重要的

意义。我国出版领域应借鉴这种科研出版物实

现关联开放模式，通过详细分析中文出版物包

含的实体、属性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选择合适

的本体或在面对我国特有的文献（古籍、拓片

等）时构建自己的本体，构建数据模型来实现

中文出版物的语义描述和语义出版，同时指定

授权许可明确数据使用过程中的各项法律问题。

当然实现过程离不开软件平台的使用，考虑到

成本问题和不同出版社之间数据的互操作问

题，针对不同的学科，考虑使用开源软件和同

一学科下的出版社之间采用统一的数据模型、统

一的词汇表来实现出版物的关联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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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知识生产中心，大学出版社为大

学的教学科研服务，是大学与社会 进行文化成

果交流的桥梁 [1]。随着 “ 中国文化走出去 ” 战

略的部署和实施，面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知识

文化成果，提升中国知识文化成果的国际影响

力，成为大学及其所辖出版社、图书馆的共同

责任。

开放是最好的知识传播方式。元数据交换

及开放链接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是数字网络时代

推进知识开放的核心力量。资源发现系统与出

版社等内容提供商合作 , 通过元数据交换技术收

集海量的、异构资源的元数据，通过预索引面

【学术探索】

基于发现系统的大学出版社开放学术资源
现状调研及分析
◎武丽娜  左阳  窦天芳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4

摘要：[ 目的 / 意义 ] 调研了解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在发现系统中的开放现状和发展趋势。[ 方法 / 过

程 ] 以两个主流发现系统 PRIMO 和 SUMMON 覆盖的 15 所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为对象，对这些学术资源

在发现系统中的索引深度进行测试。统计发现系统中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的索引深度和索引规模，以及发

现系统覆盖的大学出版社及其资源数量的变化趋势。以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例，对国内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

应加快开放共享进行探讨。[结果/结论] 发现系统中国外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和学术资源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但订购刊和 OA 的索引深度未全部达到全文级别。中文资源的开放共享应受到关注。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  学术资源  索引深度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武丽娜 , 左阳 , 窦天芳 . 基于发现系统的大学出版社开放学术资源现状调研及分析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8, 3(1): 12-18[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21/.

作者简介：武丽娜（ORCID: 0000-0002-4955-7593），馆员，硕士，E-mail: wuln@lib.tsinghua.edu.cn；左阳（ORCID: 
0000-0002-6885-6417），馆员，硕士；窦天芳，副馆长，副研究馆员，硕士。

收稿日期：2017-10-16        发表日期：2018-01-16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向终端用户提供资源搜索服务，再通过开放链

接技术实现最终的资源获取。截止到目前，国

内外有超过 7 000 家出版社 [2-3] 与主流的资源发

现系统合作，通过开放元数据甚至开放对象数

据的方式提升资源的可见度。其中，大学出版

社也在积极融入开放的学术传播生态系统，开

拓各种渠道来提升传播影响力。Serials Solution 
公司推出第一款网络级资源发现系统 SUMMON
以色列 Ex Libris 公司发布统一资源发现系统

PRIMO 作为两个主流的资源发现系统（这两个

发现系统所在的两家公司已于 2015 年合并，但

发现系统仍然独立运作）也收录了大量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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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的资源。例如，成立于 1995 年的斯坦福大

学出版社运营的 HighWire，其与学术出版社、学

会、大学出版社等 708 家机构合作，收录 3 000
余种电子期刊、图书、会议录等资源，文章总

数达 7 659 003 篇，其中免费文章达 2 434 604
篇 [4]。2010 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将 120 万

在线电子期刊文章移至 HighWire 2.0 平台；2013
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选择与 HighWire 合作

建立新的电子书平台。HighWire 已成为目前全

球最大的提供免费全文的学术文献出版商，对

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商业性出版商形成了强有

力的竞争 [5]。成立于 1534 年的剑桥大学出版社

出版 360 余种全文电子期刊，近 72% 的期刊被

SCI/SSCI/A&HCI 收录，30 余种在学科内排名

前 10[6]。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期刊现有

220 多种同行评审期刊，其中 60% 的期刊是与

学会及国际组织合作出版的，覆盖广泛的学术

领域，其中有诸多全球被引率最高的学术期刊

和文章 [7]。而且，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

出版社也先后于 2004 年和 2006 年开始实施开

放获取项目 [8]。可见，大学出版社正逐渐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通过开展合作或开放获取的方

式，推进科学成果的传播。

统一资源发现系统被当前大多数高校和研

究机构采用，帮助用户一站式检索和获取资源。

当前，图书馆界对发现系统的研究集中在不同

发现平台的比较和元数据评估方面 [9-10]，对发现

系统中学术资源开放程度的研究未见报道。本

文试图从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在发现系统中的

索引深度和发现系统覆盖的大学出版社数量两

方面进行调研，结合清华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

期刊的实践，推测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在发现

系统中的开放趋势。

1　知名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开放现
状调研

1.1  知名大学出版社的遴选

原 Proquest 公司发现系统 SUMMON 覆盖

了 84 家大学出版社 [3]。清华大学图书馆自 2011

年引进 Ex Libris 公司发现系统 PRIMO，其后台

资源覆盖了剑桥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爱

丁堡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

学出版社和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等 20 余家大学

出版社。笔者根据世界大学排名 [11] 筛选出排名

在前 30 位，以出版期刊为主，且被这两家发现

系统收录的 15 家知名大学的出版社，通过网站

测试的方式，分析这些出版社资源在 PRIMO 和

SUMMON 两个发现系统中元数据的开放现状。

这 15 家 大 学 出 版 社 包 括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12]、Coimbra 
University Press（ 科 英 布 拉 大 学 出 版

社）[1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康奈尔大学出

版社）[14]、Duke University Press（杜克大学出

版社）[15]、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爱丁堡

大学出版社）[16]、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7]、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出 版

社）[18]、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密歇根

大学出版社）[19]、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

大学出版社）[20]、Purdue University Press（普渡

大学出版社） [21]、RMIT Publishing（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出版社）[2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芝 加 哥 大 学 出 版

社）[24]、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多伦多大

学出版社）[25]、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26]。这些大学出版社

均为知名大学出版社，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这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学科范围和资源类型

不尽相同，如剑桥大学出版社既出版期刊也出

版图书，其期刊涉及人文社科、科学技术和医

学学科；MUSE 收录期刊的学科重点在文学、历

史、地域研究等。再如，有些出版社如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只出版图书。

本文主要以这些出版社的期刊资源为调研重点。

1.2　发现系统中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索引深度

调查及启示

发 现 系 统 元 数 据 内 容 有 相 对 而 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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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厚 ” 之 分。 所 谓 “ 薄 ” 元 数 据 (thin 
metadata) 是指包含字段非常少的元数据信息，包

含题名、作者、合作者、来源、标识等基本信息；如

一条记录不仅包含了上面提到的基本信息，还

包含主题、摘要等信息，这就是典型的 “ 厚 ” 元

数据 (thick metadata)。“ 厚 ” 元数据在基于题

名、来源、作者等基本的检索中体现不出优势，但

在数据分析、重组以及重用、数据挖掘等方面

呈现出明显优势 [27]。

本文主要以期刊文章数据为调研基础，以

索引深度为测试对象，并以此得出其索引规

模（全文、文摘、题录的比例）。具体方法

为：在出版社官方网站随机选取三种不同

期刊，分别在这三个期刊中随机选取一篇文

章，先后提取篇名、文摘和正文的部分字段，分

别在清华大学 “ 水木搜索 ” 平台（发现系统为

PRIMO）和北京大学 “ 未名搜索 ” 平台（发

现系统为 SUMMON）进行检索测试，如根据

篇名、文摘和正文部分字段均可以检索到该

篇文章，则该文章所在期刊在发现系统中的

索引深度为 “ 全文 ”；如根据篇名、文摘部分

字段可以检索到该篇文章，而根据正文字段

不能检索到该篇文章，则该文章所在期刊在

发现系统中的索引深度为 “ 文摘 ”；如只能根

据篇名检索到该篇文章，则索引深度为 “ 题

录 ”。对这 15 家出版社的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中 “ 索引深度 ” 一项所列为测试中遇到的

几种情况。

表 1  大学出版社期刊资源在 PRIMO 和 SUMMON 中的索引深度调查结果

大学出版社

PRIMO SUMMON

是否作为独立资源收录
/ 我馆是否订购期刊资

源
索引深度

是否作为独
立资源收录 /
我馆是否订
购期刊资源

索引深度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收录 / 是 全文 / 文摘 / 题录 收录 / 是 全文 / 文摘 / 题录

Coimbra University Press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 题录
未独立收录，
收录在其他
数据库中 / 否

文摘 / 题录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未独立收录，收录在其
他数据库中 / 否 题录 收录 / 否 题录

Duke University Press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 题录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 题录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收录 / 是 全文 / 文摘 / 题录 收录 / 是 全文 / 文摘 / 题录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收录 / 否 全文 收录 / 否 全文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未独立收录，收录在其
他数据库中 / 否 文摘 / 题录 收录 / 否 文摘 / 题录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收录 / 是 文摘 / 题录 收录 / 是 文摘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收录 / 否 文摘

RMIT Publishing 收录 / 否 文摘 收录 / 否 全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未独立收录，收录在其
他数据库中 / 否 全文 收录 / 否 全文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未独立收录，收录在其
他数据库中 / 否 文摘 / 题录 收录 / 否 文摘 / 题录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未独立收录，收录在
其他数据库中 / 否 全文 / 文摘 收录 / 否 全文 /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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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调查结果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根据索引深度调查结果，统计出这些

出版社期刊在发现系统中的索引规模（索引规

模 =（出现该索引深度的出版社数量／出版社总

数量）*100%）这些出版社期刊资源在 PRIMO
中的全文索引规模达到了 62.5%，文摘索引规模

达到了 75%；在 SUMMON 中的全文索引规模

达到了 56%，文摘索引规模达到了 69%。详细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学出版社期刊资源在 PRIMO 和 SUMMON

中的索引深度调查结果汇总

   发现系统

索引深度 

发现系统 PRIMO 发现系统
SUMMON

索引规模（即达到
该索引深度的出版
社数量所占百分

比）

索引规模（即达到
该索引深度的出

版社数量所占百分
比）

全文 62.5% 56%

文摘 75% 69%

题录 50% 44%

（2）同一个出版社的期刊索引深度在发现

系统平台的索引深度不一致。测试发现，同一

出版社的同一种期刊在两个不同发现平台的索

引深度不一致，或同一出版社的不同种期刊在

同一个发现平台的索引深度不一致。索引深度

的差异是因为这些文章同时被多个不同的数据

库收录，而这些数据源向 PRIMO 或 SUMMON
提供的元数据薄厚不一，如数据源向 PRIMO 提

供了全字段，PRIMO 也做到了全字段索引，则

索引深度可以到全字段，以此类推，这样就导

致了索引深度的不同。

（3）订购刊的索引深度未全部达到全文级

别。测试发现，订购数据库的期刊资源索引深

度并未全部达到全文。例如，我馆订购了剑桥

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约翰霍普斯金

大学出版社的期刊资源，但是这三家出版社也

并未开放所有期刊全文的元数据。如牛津大学

出版社期刊的索引深度只能到文摘或题录级别。

测试也发现一些大学出版社的期刊虽然被其他

商业数据库收录，但是这些期刊的索引深度也

受数据库开放政策的制约。

（4）开放获取的日趋发展促使学术期刊出

版机构逐渐加入开放获取出版的阵营，并迅速

发展。目前，包括大学出版社在内的国际很多

知名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都实施了开放获取 [28]。

本次调研发现，牛津大学出版社、麻省理工学

院出版社、普渡大学出版社等都有独立的 OA
刊平台，笔者也重点测试了这些大学出版社的

OA 期刊和 free 期刊，发现这些期刊的索引深度

或为文摘，或为全文，并未达到全部为全文级

别的理想状态。

（5）发现系统独立收录的大学出版社全部

为国外大学出版社，没有收录国内知名大学出

版社。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平台开发商为国

外公司，所以收录的大学出版社以国外知名大

学为主，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知名大学出版社

数字化的进展稍落后于国外。

（6）元数据的准确性有待提高。测试发

现，个别截取的测试字段不能获得结果，但是另

外一些测试字段可以获得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元

数据不够准确，同样会对检索质量带来影响。

1.3　发现系统中大学出版社数量和学术资源数

量变化趋势

笔者于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4 月分别调研了 PRIMO 发现系统独立收录的

大学出版社期刊资源情况，发现 2016 年独立收

录的出版社数量为 10家，2016年 9月为 12家，而

2017 年 4 月增长到 21 家（见图 1）。这些出版

社开放的资源也不仅限于期刊，还包括其他资

源类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开放的资源包括了

期刊、图书、报告、百科、参考资料等多种类

型；而且其开放至 PRIMO 发现系统的元数据不

断增加，每年都有新增的资源集合。牛津大学

出版、普渡大学出版社将 OA 资源也开放给了

发现系统。发现系统中大学出版社期刊资源的

数量呈现上升趋势表明更多的学术出版机构愿

意通过协议或者开放获取的方式开放元数据乃

至全文信息，以期通过更广泛的检索将更多的

用户带回到资源出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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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7 年 PRIMO Central Index 覆盖的大学出版社数量

2　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开放现状

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成立于 2011 年 3
月，目前出版 22 种期刊，被核心数据库收录的

英文期刊数量一直保持上升空间，社科类期刊

学术影响力也有了显著提高，已经形成既有英

文又有中文、既有科技又有社科的学术期刊集

群雏形。其中自主 OA 期刊 14 种 , 合作 OA 期

刊6种 ,这些开放获取期刊都有可靠的出版平台。

目前清华大学期刊中心的大部分期刊都

建有自己的网站和投审稿平台，并与国内外大

型文献数据库合作进行期刊推广。在此基础

上，期刊中心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www.
tsinghuajournals.com），集宣传和服务功能于一

体，由专人负责管理维护。同时积极发挥新媒

体优势，开通微信公众号 (TUP_Journals)，及时

发布期刊中心和各刊动态。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相互配合，注重期刊中心的整体宣传效应，树

立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的品牌 [28]。

清华大学出版社依托清华大学的学科优

势，充分发挥期刊出版的集群优势，不断提升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中文资源国际化，并

且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加版

权输出数量，加大与各种版权组织的合作力

度，积极与国际知名数字版权运营商合作，拓

展数字版权输出的广度与深度。

在数字平台建设方面，清华社建立了数

字出版门户网站——文泉书局等四个数字资源

服务平台和新技术服务公司；同时加强官方网

站、微信平台的规划与管理，积极探索传统出

版向新媒体出版的转型之路。未来清华大学出

版社将积极打造开放存取出版与发布平台，促

进内容集聚和品牌建设，还将搭建 “ 清华学术

在线 ”，建设清华社学术图书与期刊统一数字化

平台。同步推进内容建设和数字化建设步伐，通

过数字化带动内容资源建设，实现学术期刊全

流程、全方位网络出版 [30]。

3　结论

通过对两个主流发现系统覆盖的 15 所大学

出版社期刊资源在发现系统中的索引深度的抽

样测试以及发现系统中大学出版社数量变化趋

势的分析，可以得出：发现系统中国外大学出

版社的数量和学术资源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但

值得关注的是，订购刊和 OA 刊的索引深度未

全部达到全文级别。大学出版社学术资源的开

放共享，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用户需求驱动和

发现系统赢得用户的必然趋势，有利于促进知

识的传播和发现 [31]。笔者认为，大学出版社作

为资源的所有者，应在促进学术资源的开放和

传播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主导作用。

在调研中也发现国内大学出版社的缺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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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出版社，应该认识到数字出版对学术传

播的巨大推动力，着眼于数字出版营利方式的

探索和产品服务的开发，让出版社更好地适应

新媒体、新技术下的学术传播和出版市场环境
[32]。与此同时，大学出版社也应该从自身出发，努

力提升旗下出版物的学术影响力，促进中文学

术资源的国际化。要积极 “ 走出去 ” 参与国际合

作，在增强吸引力、承载力、聚合力上下功夫，推

动数字版权在国际国内市场的输出，以合作共

赢推动更大发展。

通过对大学出版社在发现系统中学术资源

开放情况的调研，笔者得到几点启示：

（1）坚持把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深化大学出版社的品牌建

设，拓展大学出版社品牌外延，提高品牌价值，最

终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2）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数字化终将是学

术出版未来的主流趋势。大学出版社可以抓住

“ 互联网 +” 的契机，立体化、多方位地探索适

合自身的转型融合之路。同时，在实践中应该

同步推进内容建设和数字化建设步伐，通过数

字化带动内容资源建设，将自身重点定位为教

育内容和学术内容、专业内容的集成者、供应

商和服务商，形成一个自主的数字产品开发与

营运平台 [33]。

（3）大学出版社要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积极探索与国际知名数字版权运营商的

合作，促进中文学术资源的国际化，增强自身

的吸引力、承载力以及聚合力，拓展数字版权

输出的广度与深度。

随着数字化学术文献的广泛普及，学术文

献的开放及共享渐成趋势，数据本身的规范以

及支持数据交换的协议日趋成熟，相信会有更

多的大学出版社愿意通过协议或者开放获取的

方式开放元数据乃至全文信息，以期通过更广

泛的检索将更多的用户带回到资源出版平台。

同时，将学术资源开放获取理念与现代信息通

信技术相结合，让流动的知识（数据）释放出

来，成为共享资源，将促进学术成果的揭示、开

放和再利用，形成有利于知识共享、大众创新

和经济发展的科研环境，进而推动科技创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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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半衰期指标作为研究文献老化的量化指

标，最早在 1958 年由科学家 J. D. Bernal 提
出，用来表征文献情报的老化速度 [1]，经过

60 年的发展，学者们对半衰期指标进行了更

加深入和更加广泛的研究：包括对半衰期概念

进行扩展，区分半衰期在不同维度的定义，以

及将不同种类的半衰期指标应用于不同学科的

老化研究中，除此之外，半衰期作为文献老

化指标，与其他老化指标之间的关系也被不

少学者讨论验证。笔者将基于现有国内外研

究，梳理半衰期作为期刊评价指标应用研究的

现状，对半衰期指标在学术期刊评价中应用的

合理性进行探讨。

【学术探索】

半衰期指标在期刊评价中应用合理性研究
◎赵楠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国内外半衰期指标在期刊评价方面研究评述的基础上，发现半衰期指标在被

使用过程中存在混用和误用，针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 方法 / 过程 ] 以《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

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中统计的图情类和经济类核心期刊指标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可视化工具以及相关

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讨论半衰期指标在期刊评价方面应用的合理性。[ 结果 / 结论 ] 发现半衰期在期刊评

价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反映文献老化速度上，历时共时两种测度方法之间差别很大，关于半衰期指

标的使用也存在一些混用和误用，针对这些情况提出半衰期使用的建议。

关键词：半衰期  文献老化  期刊评价  合理性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赵楠 . 半衰期指标在期刊评价中应用合理性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8, 3(1): 19-
29[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22/.

作者简介：赵楠 (ORCID：0000-0001-8040-6358)，硕士研究生，E-mail：1176677922@qq.com。

收稿日期：2017-08-30        发表日期：2018-01-23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笔者选择学术期刊文献作为依据，梳理半

衰期指标近 20 年来的研究脉络，因为学术期刊

作为知识的载体相比于专著、研究报告、论文

集，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并且核心期刊学术水

平较高，载文质量较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

前瞻性。本研究分别选取中国知网 CNKI 中文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外文数据库收录的文

献作为参考，在进行文献计量的基础上，结合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以及可视化分析工具展现

半衰期研究现状。

在 CNKI 数据库中，检索策略为：主题包

含（半衰期） AND 全文包含（文献老化 or 期
刊老化），共检索到 425 篇中文文献。在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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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ience 数据库中选择核心合集，使用高级

检索，检索策略为：( 主题包含 (obsolescence 
of literature) OR 主题包含 (aging of literature)) 
AND 主题包含 (half-life)，共检索到 330 篇外

文文献。

2.1  发文量分析

关于半衰期在期刊评价中的研究，最早出

现在 1970 年，但是由于数据库建设和收录文

献年限的原因，很多年代较早的文献没能被收

录，尤其是国内大部分高校和研究所只能查询

获取 WOS 数据库中 1990 年之后收录的文献，因

此笔者统计了 1995 年到 2015 年发文量的变化。

从图 1 中数据发文量整体趋势来看，CNKI 收录

的中文文献在 1995-2015 年 20 年间持续上下波

动，近 10 年波动变小，说明学者们对半衰期研

究的关注度趋于稳定；而 WOS 收录的外文文献

在 1995-2005 年 10 年间缓慢增长，关于半衰期

指标的研究从不足 10 篇上升到 25 篇，可见国

内外学者对半衰期的研究关注度上升。无论中

文文献还是外文文献都呈上升趋势，原因是半

衰期相关的研究尚未成熟，仍有很多问题需要

学者去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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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15 年 WOS 和 CNKI 发文量折线图

2.2  主题分析

高频关键词可以反映研究的热门主题，关

键词共现可以反映热门主题之间的关联，共现

频率越高，相关的研究越丰富，笔者将上述检

索到的文献关键词作为数据导入 CiteSpace，展

示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20 个中英文关键词，结

果如表 1 所示，首次出现年份反映这个热点最

早提出的时间，中心度反映关键词在共现网络

中的地位，中心度越接近 1，说明该关键词在共

现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

从表 1 统计的 CNKI 和 WOS 高频关键词

中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主题既有相同之处又

存在差异。首先，引文分析在中文研究统计结

果中频率最高，其次还有文献计量学，在外文

研究中 citation analysis 也在前 20，可见引文

分析 /citation analysis 和文献计量学是大家主

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其次，关于半衰期，国

内外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科技文献 /scientific 
literature 和期刊 /journal，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文献老化的模型 /model、老化指标影响因子 /
impact、被引次数 /citation 等，此外，半衰期

指标和同样作为文献老化指标的普赖斯指数共

现的次数也很高，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二者之间

的关系或者直接将他们共同作为期刊老化的测

度指标。而在外文文献中，半衰期研究热点更

多还涉及到半衰期的实际应用，比如半衰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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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文献编辑，以及在市场 / market、管

理 /management 等方面的应用。相比较而言，外

文文献对于老化指标本身概念和计算等的研究

较少。

表 1  CNKI 和 WOS 高频关键词对比

中文关键词 频率 首次出现年份 中心度 英文关键词 频率 首次出现年份 中心度

引文分析 134 1982 0.5 obsolescence 68 1992 0.24

半衰期 77 1994 0.16 half life 21 1997 0.21

文献计量学 70 1990 0.09 pharmacokinetics 21 1997 0.16

被引半衰期 69 1995 0.27 science 20 1993 0.02

科技期刊 46 1990 0.27 scientific literature 20 1992 0.1

文献老化 32 1995 0.07 age 18 1993 0.13

老化速度 30 1991 0.05 model 15 1992 0.33

影响因子 30 2002 0.12 planned obsolescence 13 1997 0.01

期刊 27 1991 0.04 citation 13 1993 0.11

中国科技信息 26 1999 0.06 performance 13 2004 0.06

统计分析 26 1991 0.38 growth 13 1993 0.07

引文 23 1995 0.05 children 11 1997 0.16

核心期刊 21 1993 0.07 management 11 1994 0.13

普赖斯指数 21 2000 0.1 innovation 10 2004 0.04

引用半衰期 20 2012 0.08 impact 9 2003 0.01

统计数据 20 2000 0.01 market 9 2008 0.02

科技文献 16 1980 0.06 citation analysis 8 2008 0

总被引频次 12 2004 0.04 durability 8 2008 0.05

交通大学 12 1999 0.06 metabolism 8 1997 0.09

文献计量 12 1991 0.07 productivity 8 2003 0.09

本研究进一步通过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显

示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利用 CiteSpace
聚类功能对高频关键词提取研究主题热点（相

同颜色的关键词团是聚类产生的相关主题）。

从图 2 CNKI 收录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反映的结果来看，主要有 4 个主题：①以引文

分析，统计分析为中心的期刊评价研究；②以

文献剔除为中心的半衰期应用研究；③以影响

因子为中心的期刊评价指标研究；④以期刊和

文献为中心的文献老化研究。

从图 3 WOS 收录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来看，主要有 4 个主题：①以 citation analysis/
impact 为中心的影响力评价研究；②以 obsoles-
cence/scientific literature 为中心的科学文献老化

研究；③以 planned obsolescence/innovation 为中

心的文献老化实际应用研究；④以 pharmacoki-
netics/children 为中心的医学研究。

由上述聚类主题结果可以发现，在中外文文

献中关于半衰期在引文分析和期刊评价方面的研

究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半衰期指标是引文分

析评价期刊常用指标之一。其次是半衰期指标的

具体应用研究，主要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和在医

学领域中的应用。但是半衰期指标自提出以来，关

于其意义和计算方法一直存在不少分歧 [21-22]。那

么半衰期在期刊评价方面以及诸多实际应用领域

方面的使用是否具有合理性？目前关于半衰期的

使用情况的研究是否存在问题？为此，笔者结合

检索到的 755 篇文献，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半衰期

指标的含义、计算方法以及期刊评价中半衰期指

标的选择方面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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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NKI 收录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图 3  WOS 收录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1）期刊评价中半衰期指标的选择。80%
的研究在评价期刊时会选择基于共时方法计算

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而较少使用历时半

衰期。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①共时半衰期计

算方便，各大数据库（如 CNKI、JCR）都有

根据收录情况计算的半衰期指标，并发布在年

度报告里，方便研究者下载和检索。而历时半

衰期从文献老化定义出发，需要在知道文献发

表之后所有被引量的基础上进行计算，这显然

具有很大难度，因此学者们通过预测模型来估



23

计文献未来引用的情况，以此来计算历时半衰

期，误差难以评价，合理性存在争议。②被引

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表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

了大体上可以反映期刊老化速度以外，被引半衰

期还反映了期刊的办刊质量，引用半衰期还反映

了期刊引用文献的时效性，对较新研究成果的关

注程度。相比之下，历时半衰期主要表征期刊文

献价值的衰减速度，表征含义较为单一。

（2）期刊评价中半衰期指标的计算方法。

关于半衰期的计算，国内外学者多年来不断在

创新，不断在验证 [18]。目前，被大家广为接受

和使用的半衰期指标是基于共时角度计算的期

刊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以及基于历时角

度计算的历时半衰期。首先，期刊被引半衰期

和引用半衰期基于概念，可以使用作图法（根

据引文累积量随着出版年份分布图找到引文累

积量达到一半处所对应的统计年份）、插值法

（根据统计的引用数据，找出引用累积百分比

最接近 50% 的年份，计算距离统计当年的间隔

时间）、公式法（基于文献老化的经典公式 B-K
方程或者莫蒂列夫修正式，除了经典公式，学

者们根据实际数据推导设计出许多半衰期计算

公式 [4]，但是适用性或多或少存在争议）[5]。关

于历时半衰期的计算，根据概念目前主要有两

种计算思想：①利用文献老化模型，通过公式

计算半衰期，例如布鲁克斯累积指数模型 [6]；②

基于灰色一阶线性方程预测理论来预测文献指

标的未来发展，以此来计算半衰期 [7]。两种方

法都获得了一些认可。

（3）期刊评价中半衰期指标的含义。大量

的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来比较半衰期

指标的变化和差异，来评价和讨论学科或者期

刊的生命周期、发展速度，以及学科利用文献

的时效性和研究成果生命力。

综上所述，半衰期指标在期刊评价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半衰期指标的计算受多种

因素影响，如期刊每年载文量的上下波动会影

响期刊引用情况；学科的性质差异会导致期刊

半衰期评价横向比较的不合理；学者们关注的

研究重点与热点的变化会影响期刊引用情况 [10]。

但是大部分研究在使用半衰期指标进行期刊评

价时未考虑上述影响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

于半衰期指标的解读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将共

时半衰期和历时半衰期的概念混淆。因此，本

文基于实际统计数据，将半衰期指标与期刊影

响力评价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并对半衰期指标

的概念深入剖析，讨论半衰期指标在学术期刊

评价中应用的合理性。

3  实证分析
目前，对期刊进行质量评价多以期刊影响

力评价指标为主，如总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

子（JIF）、即年指标等基于被引量计算的指标，笔

者将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与半衰期指标进行比

较和分析，验证半衰期指标在期刊质量评价方

面是否具有有效性和适用性，如果不具有质量

评价的有效性，那么作为期刊评价的指标，半

衰期的意义有哪些。

3.1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实证数据来自《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

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网址：http://cjcr.
cnki.net），该数据库发布了我国正式出版的

近 6 000 种学术期刊的国际国内评价指标，客

观反映学术期刊的国内影响力和办刊质量。选

择该数据库收录的图情类 11 种核心期刊（L_1
到 L_11）以及经济类 8 种核心期刊（E_11 到

E_19）为研究对象，摘录上述 19 种核心期刊在

2015 年的各项指标数据，包括反映学术期刊影

响力的核心评价指标：总被引频次、JIF、即年

指标，以及反映学术期刊老化现象的半衰期指

标：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历时半衰期在

该数据库中尚未统计计算，因此历时半衰期指

标根据公式和引用数据自行计算。数据收集时

间为 2017 年 4 月。

3.1.1  期刊影响力指标数据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影响力统计分析

数据库》中提供的期刊影响力指标及计算方法

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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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统计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 计算方法

总被引频次 基于该刊物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年被统计源引用的总次数

JIF 某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各类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总次数 / 该刊前两年发
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

即年指标 某刊在统计年发表文献在统计年当年被引频次 / 该刊统计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量

引用半衰期
统计年引用的全部文献从统计年依出版时间倒序排列，依次累加引用次数至总引用数的
1/2，所对应的引文的出版时间至统计年的年数即为引用半衰期

被引半衰期
统计年被引用的全部文献从统计年依出版时间倒序排列，依次累加引用次数至总被引次
数的 1/2，所对应的被引文献的出版时间至统计年的年数即为被引半衰期

3.1.2  半衰期指标数据

在半衰期指标中，基于共时观察的被引半

衰期和引用半衰期指标摘自《中国学术期刊国

际国内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计算方法如

表 2 所示，历时半衰期指标由于该数据库没有

收录，因此通过公式自行计算。

历时半衰期将文献老化视为一个缓慢的

过程，当文献发表后，跟踪研究其被引频次的

变化和衰减规律，其累计被引达到总被引量

的 50% 的时间即为该文献的历时半衰期。但

由于对将来的利用情况难以测知，因而该方法

难以实际应用，历时半衰期的计算方法一直被

国内外学者讨论 [17]，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被

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法。历时半衰期最早是由 B. 
C. Brooks 在 1970 年提出，他从历时角度指出

科技期刊文献被引数量随时间衰减，符合 J. D. 
Bernal 提出的负指数模型，1971 年他提出了文

献老化的累积指数模型 [6]：Y(t)=Mbt。由此可计

算出文献老化的半衰期。经过后续学者大量实

证，该模型在反映文献老化方面具有合理性。

笔者选择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经典老化模型 B. 
C .Brooks 累积指数模型：

Y(t)=C×at                    公式 (1)
T=ln2/lna                      公式 ( 2)

在公式（1）中，Y(t) 表示对发表了 t 年的

文献的累积引用频次，C 是常数随学科变化，a
是老化率，t 代表引文年龄。累积指数模型为指

数方程，通过将公式（1）等号两边取对数将其

转化成一元线性方程的形式：

lnY=lnC+tlna                  公式 (3)
y=A+Bx                         公式 (4)

则 y=lnY(t)，x=t                 公式 (5)
在已有实际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最小二乘

法计算出方程系数 A、B，进而计算出老化率 a
和半衰期 T。计算过程中我们发现，第一年的

数据偏移非常严重，导致模型拟合精度降低，这

跟第一年的统计时间是从发表时间开始的有

关，因此在计算时去掉第一年的数据。

经方差分析对上述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

验，模型 P 值均小于 0.001，差异有显著意义，R2
均大于 85%，说明结果解释力强。

3.1.3  指标统计描述

通 过 整 理 得 到 19 种 核 心 期 刊（L_1 到

E_19）6 项评价指标（H_1 到 H_6），数据结果

如表 3、表 4 所示：

根据统计结果和描述性分析，发现以下几

点结论：

（1）19 类核心期刊的总被引频次指标 H_1
具有较大差异，标准差很大，最大值几乎是最

小值的 35 倍，大部分期刊均值在 2 000 次左右。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总被引频次与期刊的办刊

规模、发文量有重要关系，在发文量相同的情

况下横向比较可以反映期刊的影响力。

（2）对于复合影响因子指标 H_2，图情

类期刊基本保持在 1.5 左右，相差不大，而经

济类期刊差异较明显。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影

响因子反映刊物近 2 年的论文影响力，但是

影响因子受论文出版时滞、载文量、学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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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等多种因素影响严重，基本不具有横向可

比性。复合即年指标 H_3 在 19 类期刊中差

异较小，说明即年指标在学科差异上表现不

明显。

表 3  19 中期刊统计指标

编号 期刊名
H_1 H_2 H_3 H_4 H_5 H_6

总被引频次 复合影响因子 复合即年指标 引用半衰期 被引半衰期 历时半衰期

L_1 图书与情报 2 517 1.638 0.221 2.7 4.1 3.4

L_2 大学图书馆学报 2 581 2.315 0.185 6.2 4.8 3.4

L_3 情报科学 5 580 1.286 0.228 6.5 5 3.3

L_4 情报理论与实践 4 590 1.461 0.252 5.7 4.7 2.9

L_5 情报杂志 8 444 1.762 0.216 5.2 4.8 4.6

L_6 图书馆杂志 2 666 1.255 0.243 4.5 4.4 4.2

L_7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 166 0.922 0.174 4.8 3.9 3.1

L_8 图书馆论坛 2 939 1.531 0.286 4.7 5.3 3.5

L_9 图书馆 1 986 1.054 0.246 4.8 4.4 3

L_10 图书情报知识 2 091 1.777 0.5 5.4 5.6 3.7

L_11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 777 1.582 0.115 4.4 5.1 3.3

E_12 当代经济研究 2 889 1.279 0.175 9.3 4.8 2.5

E_13 经济科学 5 489 2.766 0.207 8.9 8 2.6

E_14 经济学动态 6 265 1.262 0.266 9.4 4.9 2.2

E_15 经济研究 53 014 5.695 0.716 10.1 8 2.2

E_16 南开经济研究 4 155 2.604 0.098 9.8 6.7 3.1

E_17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12 544 1.272 0.237 8.9 7.3 2.2

E_18 中国经济史研究 1 986 0.311 0.053 20 13 3

E_19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 676 0.396 0.059 20 14.9 2.1

表 4  描述统计量

指标 H_1 H_2 H_3 H_4 H_5 H_6

N 19 19 19 19 19 19

均值 6 650.3 1.7 0.2 8.0 6.3 3.1

标准差 6 650.26 1.693 05 .235 63 7.963 6.300 3.068

偏度 11 552.423 1.154 175 .151 676 4.778 1 2.976 8 .679 9

偏度的标准误 3.986 2.439 2.009 1.777 2.089 .456

峰度 .524 .524 .524 .524 .524 .524

峰度的标准误 16.584 8.053 5.347 2.912 3.956 .096

极小值 1.014 1.014 1.014 1.014 1.014 1.014

极大值 1 676 .311 .053 2.7 3.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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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_4 和 H_5 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

期各项描述统计量相似，具有接近的均值标准

差、偏度和峰度。与 H_6 历时半衰期不同，历

时半衰期在 19 类期刊上差异不明显，值大小都

在 3 年左右。图情类期刊（L_1 到 L_11）的半

衰期相比较于经济类期刊，数值比较接近，标

准差较小，半衰期指标数值在 5 年以内，而经

济类期刊半衰期指标差异较大，并且被引半衰

期和引用半衰期的值比历时半衰期大很多。

3.2  半衰期与期刊引用指标相关分析

由相关性检验可以发现，H_1、H_2、H_3
的即总被引频次、JIF、即年指标三个引用评

价指标之间具有显著较强相关性，在 0.01 水平

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都在 0.7 以上，说明本

文统计数据具有有效性。对于 H_4 与 H_5，被

引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之间成高度正相关，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939，这

也与之前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H_6 历时

半衰期指标与其他 5 种指标大体上呈负相关关

系，与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呈中度负相

关，在 0.0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 0.542
和 0.457。而 H_1、H_2、H_3 的影响力指标与

H_4、H_5、H_6 的半衰期指标之间不存在显著

相关性。

表 5  6 种评价指标的相关性

H_1 H_2 H_3 H_4 H_5 H_6

H_1

Pearson 相关性 1 .841** .764** .088 .113 -.332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719 .646 .165

N 19 19 19 19 19 19

H_2

Pearson 相关性 .841** 1 .727** -.159 -.105 -.135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516 .668 .582

N 19 19 19 19 19 19

H_3

Pearson 相关性 .764** .727** 1 -.283 -.226 -.058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240 .353 .814

N 19 19 19 19 19 19

H_4

Pearson 相关性 .088 -.159 -.283 1 .939** -.542*

显著性（双侧） .719 .516 .240 .000 .016

N 19 19 19 19 19 19

H_5

Pearson 相关性 .113 -.105 -.226 .939** 1 -.457*

显著性（双侧） .646 .668 .353 .000 .049

N 19 19 19 19 19 19

H_6

Pearson 相关性 -.332 -.135 -.058 -.542* -.457* 1

显著性（双侧） .165 .582 .814 .016 .049

N 19 19 19 19 19 19

注：**.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  结果讨论
4.1  影响力指标与文献老化半衰期指标不存在相

关性

影响力指标主要通过计算刊物发表文献

的发文量，以及被引频次这些指标来表征期刊

论文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被引用频次越高说明

文章影响力越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期刊学术

质量 [19]。而半衰期指标是用来反映期刊老化速

度，引用半衰期指标反映了出版物使用文献的新

旧程度，与学科特点有很大关系，在一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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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快的学科，作者更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学

者们更倾向于引用近期发表的文章，这样的期

刊引用半衰期就小，如《图书与情报》（L_1），引

用半衰期值为 2.7 年；被引半衰期反映的是期刊

以往发表的文献至今被学者们使用的情况，被

引半衰期长表示该期刊经典论文可能比较多，或

者近期的论文被引比较少，如《中国社会经济

史研究》（E_19），被引半衰期为 14 年；历时

半衰期反映的是期刊价值的老化速度，与文章

本身内容特点有很重要的关系，在知识更新较

快的领域，期刊历时半衰期就小，如经济学；在

理论基础比较深厚的领域，历时半衰期就比较

长，如历史学政治学等。因此影响力评价指标

与文献老化指标之间本身测度的内容就是不同

的，反映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期刊学术质量

的高低与期刊老化速度快慢之间没有直接关

系，期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可能具有较小的半

衰期，如《经济学动态》（E_14），而较高学

术质量的期刊也可能具有较大的半衰期，如《中

国经济史研究》（E_18）和《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E_19），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因此

半衰期指标不应该直接作为评价期刊质量好坏

的指标，与影响力指标不同，半衰期指标受到

更多因素的影响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解读。

4.2  引用半衰期与被引半衰期呈高度正相关

期刊引用半衰期是针对某种期刊而言，它

是衡量该种期刊在引用过程中对被引用的参考

文献在时效方面的一个定量指标，它表示引用

期刊对近期多长时间内出版的参考文献比较感

兴趣，换句话说，某种科技期刊引用半衰期短，则

意味着该种期刊所要求参考文献的时效跨度较

短，相反则意味着其所要求参考文献的时效跨

度较长。这与学科特点有很大关系，对于一些

知识更新快的学科，引用近期的文章多表示作

者更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推论得出这

样的期刊创新性更高，更加与时俱进。而在一

些比较看重经典理论基础的学科，自然引用时

间久远的参考文献比较多。

被引半衰期反映了期刊以往发表的文献至

今被学者们使用的情况。一方面，被引半衰期

长表示期刊发表文献的寿命长、长效论文多、经

典成果多，是期刊办得好的象征。另一方面，也

可能表示期刊近期的论文相对以前的论文被引

少，可能近期论文质量有下降的倾向。因此，较

长的被引半衰期必须在配以被引频次同期不减

少的前提下，才能反映期刊的长效质优特性。

同时，该指标受学科特点影响，学科间差异十

分明显。

这两种指标都是针对某种期刊（或者某篇

文献）而言，都是与期刊学科特点有很大关系，当

期刊属于知识更迭快速的学科，其引用近期的

参考文献，引用半衰期较小，以往发表的文献

中较新的文献被大量引用，导致被引半衰期较

小。显然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反映的是同

一实质现象的两种表达方法，因此具有显著相

关性，与我们实际验证得到的数据一致，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引用半衰期（H_4）与被引半衰期

（H_5）斯皮尔曼相关系数高达 0.939。
4.3  共时半衰期与历时半衰期呈负相关性

由上述基于实际数据得到的历时半衰期

（H_6）与被引半衰期（H_4）、引用半衰期（H_5）之
间，在 0.05 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负相关系数

为 -0.542 和 -0.457。半衰期是用来表征文献情

报老化速度 [1]，J. D. Bernal 提出了反映文献老

化的负指数模型。负指数曲线较直观的表达文

献老化的过程，基本符合实际观察结果。然而

在文献交流活动的整个时域中，文献的利用率

并非在每个阶段都符合指数函数的规律，而且

该公式也不能反映文献老化的因素与文献老化

的关系，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1960 年美国图

书馆工作者 R. E. Burton 和 R. W. Kebler 响应科

学家 J. D. Bernal 的建议，把科技文献应用的减

少与放射性元素的自然衰变作了类比。他们在

收集了数学、化学、物理等 9 个学科领域的期

刊文献进行了引文数据分析，发现这 9 种引文

数据所描述的曲线与 U235 衰变的负指数曲线一

样。用图解法测定了上述几个学科或领域文献

的半衰期，他们提出文献情报半衰期概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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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某学科（专业）目前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

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这个

定义也被称为“中值引文年限”(median citation 
age)，同时还归纳出文献老化方程 [13]。得出了

计算科技文献老化半衰期的 B-K 方程。这也是

基于共时角度观察的，共时观察基于状态观反

映文献老化，E. R. Stinson 和 F. W. Lancaster 证
实了共时法的合理性 [14]。然而，又有学者设想

了另一种文献发表以后随时间推移跟踪调查其

被利用情况，从而研究文献老化规律的方法，并

将其称为文献老化的历时法。历时法研究文献

老化是基于过程观，认为文献老化是一种过程

这跟文献老化的定义相一致。

因此，根据两种半衰期概念提出的起点来

看，共时半衰期是从研究时间点的状态出发，对

于已经发生的引用情况进行测量，通过引用情

况的发生时间衡量期刊价值的衰减程度。那么

这样的计算方法可以准确表达文献或者期刊的

老化情况吗？笔者认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

先，其测量对象 ( 被利用的文献 ) 是不确定的，仅

仅是根据较大年龄的文献集合与较小年龄的文

献集合被引用频次的比较来确定半衰期的值。

其次，期刊发表的文献集合是经过编者筛选

的，利用筛选过的文献集合的引用情况来代表

整个学科的发展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共时半

衰期只能反映期刊在引用文献方面的新颖性而

不是反映文献老化速度，其次共时半衰期是针

对期刊本身而言，不能代表学科整个的发展情

况。但是历时半衰期从概念提出之初，就是从

文献老化概念本身提出的，它可以反映文献或

者期刊本身价值的衰减过程。

5  结论
目前，国内外使用半衰期指标进行期刊评

价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使用情况。有不

少研究利用引文分析的方法，将共时半衰期作

为衡量期刊老化速度的指标，这是不科学的。

共时半衰期反映的是期刊使用文献新颖性的测

度，而历时半衰期作为反映文献或者期刊老化

速度的衡量指标更具有合理性；还有一些研究

将共时半衰期指标与其他期刊评价指标一些作

为衡量期刊质量的方法，这也是不合理的，共

时半衰期具有明显的学科差异，不具有横向比

较的意义。因此，学者在使用半衰期指标进行

期刊评价时，应该先充分了解共时半衰期和历

时半衰期的概念和内涵的差异，在合理的环境

下使用，并且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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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and explore these problems. [Method/process] Using the core journals’ index data of library and in-
form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s as a sample, which come from the Statistical Database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in China Academic Journals, w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rationality of half-life index-
es in periodical evaluation though the visualization tool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thods. 
[Results/conclus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half-life has some limitations in periodical evaluation.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methods in reflecting the aging rate of literature. There 
are also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use of half-life indexes, According to these situ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half-lif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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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数据开放是指政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主动将自身拥有的不涉及个人隐私和公

共安全的数据免费开放给所有民众。构建政府

数据管理、开放、查询和再利用的官方平台，

发布开放数据目录（Open Data Catalogs）是各

国在开放政府数据运动中普遍采取的关键举措。

自 2009 年美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网站 Data.gov
上线以来，开放数据运动在全球迅速兴起，英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纷纷建立政府开放数据

平台，2015 年已有 92 个国家被由互联网之父 T. 
Berners-Lee 创办的万维网基金会纳入“开放数

据晴雨表”（Open Data Barometer) 全球报告的

评估范围。

【学术探索】

中美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元数据方案比较分析
◎杨斯楠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开放政府数据有利于实现数据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鼓励社会创新，促进经

济发展。保障开放政府数据的有效利用、社会化增值离不开高质量的元数据方案的支持。[ 方法 / 过程 ]

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开放政府数据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主要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元数据方案进

行调研，并与美国政府开放政府数据元数据标准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 结论 ] 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

开放数据存在着元数据方案各不相同，对数据集的描述简单、不全面，格式以 HTML 网页为主，机器可读

性不高等不足，影响开放数据的使用效果。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国际上成熟有效的元数据方案标准，制

定统一规范的元数据方案，确保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高质量、高价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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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于开放政府数据的研究及应用正处

于起步阶段，早在 2011 年起，上海、北京等地

就率先进行了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试验，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我国在国家的层面尚未建立开

放政府数据的统一网站或平台，无法实现政府

纵向数据和横向数据的整合集成，数据依然呈

现碎片化的分布格局。2014 年以来，我国开始

讨论在开放数据方面的相关计划和方案，国务

院于 2015 年 9 月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明确提出在 2018 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

据统一开放平台 [1]。

我国学术界对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讨论和研

究，开始于美国政府 2009 年推行开放数据运

动。通过文献调研，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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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以下三大方面：①开放数据的概念分析

和定义界定。对于开放政府数据的概念和定义，

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谭

健 [2]、李佳佳 [3]、相丽玲等 [4] 和郑磊 [5] 等。      
②开放政府数据的理论基础建设和未来展望的

研究。有部分学者集中探讨开放政府数据的内

涵、理论基础、政策基础，讨论和强调政府数

据开放的社会意义和重要性，从电子政务和公

共管理、法制建设等层面介绍、分析开放政府

数据大环境和时代意义，如谭健 [2]、相丽玲等 [4]

和马海群等 [6]。③我国实践现状总结和外国经

验的借鉴。英美等国家的研究和实践都早于中

国，有部分学者围绕国外的实践现状和经验总

结进行研究和讨论，如陆健英等 [7]、马海群等 [8]、

吴旻 [9]、陈美 [10-11] 和曹凌 [12] 等。还有部分学

者对于我国这几年的实践成果进行了调研和总

结，如郑磊等 [13]、黄思棉等 [14]、周文泓 [15] 和

黄如花等 [16]。

元数据（metadata）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同

时也是结构化的数据。在网站构建中引入信息

组织，可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 [17]。

在网站信息资源组织中使用元数据对数据信息

资源进行描述，不仅方便用户理解，还可以更

容易地通过机器或计算机程序进行数据处理，

提升资源的可操作性。因此，保障开放数据的

使用价值离不开科学的元数据方案的支持，数

据质量越高，元数据的描述能力越强，数据被

发现和利用的机会就越大。有关开放政府数据

平台的元数据方案的研究，近一年来国内已有

少数学者开展了针对性的调研和分析，如于梦

月等 [18] 通过对北京市、浙江省的政府开放数据

平台的元数据方案进行调研，提出基于国际通

用的元数据标准可以提高和改善元数据的质量；

吴钢等 [19] 选取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以及国内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政府开放数据平台

作为调研对象，对网站平台的资源现状、组织

和检索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提出建设对策；赵

蓉英等 [20] 从政府开放数据平台数据共享的角度

出发，以英国政府开放数据网站作为调研对象，

查阅相关政府文献，从文件结构、元素组成及

规则等方面总结元数据标准的特点。国内对于

元素据方案的规范、标准等层面的研究较少，

而在国外，对于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规范性

的标准，则有诸多的研究，如 C. Turbelin 等 [21]

通过调研，指出开放信息平台由于缺乏统一标

准，导致了数据资源利用受限等问题。对于数

据资源以及元数据的建设和管理，也有学者和

机构提出了一些数据标准，包括开放政府数据

标准 8 条 [22]、W3C eGov Interest Group 发布的

官方指南 [23] 和对关联开放数据的技术标准 [24]。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建设，尤其是元数

据方案，还存在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以达

到规范化、标准化、互操作和机器可读的目标，

这对于提高开放数据资源的可用性、改善和便

利民众生活、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和智慧城市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国内

外开放政府数据的相关研究成果，选取美国开

放政府数据平台 data.gov 网站与我国主要的地

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进行元数据方案方面的对

比分析，以期为我国构建统一的开放政府数据

平台元数据方案标准提供参考建议。

2  国外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元数据方案

2.1  国外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标准

2014 年 1 月 16 日，政府关联数据工作组发

布了由爱尔兰国立大学 DERI(Digital Enterprise 
Research Institute) 起草、W3C 电子政务兴趣小

组修改的政府开放数据元数据的正式标准——

DCAT( Data Catalog Vocabulary) [25]。

DCAT 词汇表共包括有 7 个类，17 个属

性，其中参考复用了都柏林核心元数据（Dublin 
Core）、FOAF 本体和 SKOS 本体的相关词汇，

并且支持数据目录之间的互操作性，弥补由于

元数据应用的多样性对资源共享产生的缺陷，

进尽量满足用户希望通过统一接口获取各类信

息资源的需求。主要类及其属性见图 1[25]。

从图 1 可总结出，DCAT 词汇表全面地涵

盖了数据的属性，提供了基础的帮助用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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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数据集基本信息内容的属性，如 dct:title、
dct:description；帮助用户查找数据的属性，如

dcat:theme、dcat:keyword；帮助用户筛选数据的

属性，如 dct:modified 等。

图 1  DCAT 词汇表主要类及属性

根据 W3C 统计，目前 DCAT 及其应用纲

要 (Application Profile) 已被欧盟等多个国家

的政府、组织和机构应用借鉴于数据开放的

实践中 [26]，显示了 DCAT 的广泛适用性和科

学性。

2.2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元数据方案

从全球开放数据运动发展情况来看，美国

是开放数据运动的先行者，在开放政府数据上

处于领先地位。2013~2015年美国连续三年在“开

放数据晴雨表”评估中排名前十 [27]。美国各级

政府非常重视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标准化工

作，目前国家数据门户的元数据方案已建立了

对 DCAT 和 Schema.org 的映射，并且在方案中

对元数据字段进行了列表介绍 [28]。到 2016 年 8
月，美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开放数据门户网站已

达到 88 个。如纽约州政府于 2013 年 3 月推出

开放数据平台 Open.ny.gov，随后发表了《开放

数据手册》，详尽地描述了元数据的构建原则

和方案。因此选取美国作为参考对象，对我国

地方政府开发和完善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的元数

据方案具有借鉴意义。

通过对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 data.gov 网

站进行调研，可以发现，每个数据集详情页面

均设置有对数据集元数据的专门描述，见图 2。
除了在网页上以 HTML 格式对元数据元素

进行展示和解释以外，可下载的元数据文件使

用 JSON 语法格式，对多值多组属性的元数据

进行规范化表达，机器可读性高，用户可以下

载对应的元数据 JSON 文件到本地。

以美国住房支付能力数据集（Housing 
Affordability Data System）（https://catalog.
data.gov/dataset/housing-affordability-data-sys-
tem-hads）为例，数据集的元数据描述元素如图

3 所示。该数据集中的元数据元素一级字段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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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其中 contactPoint、distribution、publisher
三个字段均包括若干二级字段。美国政府开放

数据平台元数据方案具有较高的互操作性，从

图 3 展现出来的元数据元素可以发现，包含了

DCAT、vCard（描述个人名片信息）、Org（描

述组织、机构信息）等多个数据目录。

图 2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元数据下载页面

图 3  美国住房支付能力数据集元数据 JSON 文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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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 2015 年 2 月 1 日公布的更新版

开放数据元数据方案标准（Project Open Data 
Metadata Schema v1.1）[28] 中列出的数据集元数

据方案元素组成如图 4 所示：

图 4  美国开放数据元数据方案标准元素组成

本研究结合美国政府开放数据平台 data.gov
网站上的数据集的实际情况，对美国政府开放

数据平台的元数据的主要元素的详细信息进行

归纳，见表 1。
从表 1 可见，美国政府开放数据平台采用

的元数据方案，全面地对数据集进行了描述，

除了包括标题、时间、描述、关键词等描述性

元数据以外，还设置了数据集的时间适用性、

空间适用性等数据信息。此外，尽量提供可规

范描述属性内容的标准化数字符号标识，例如

对数据集的编号、提供出版者在行政系统中的

编码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数据资源描述的规

范性，方便用户在平台上搜寻、检索所需的数据，

也可以减少用户在使用数据前的数据预处理工

作，提高用户在使用数据时的效率。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元数

据方案方便用户理解数据信息，迅速了解数据

内容，机器处理和分析的操作性高，并且通过

多种元数据方案标准之间的映射，解决资源互

操作的问题。



35

表 1  美国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元数据的主要元素

核心字段 含  义 详  情

@type 采用的元数据标准类型 所有数据集均采用 dcat:Dataset

title 用户可读的数据资源标题 自由文本；用英文表述，必须提供详细介绍以供用户搜寻和发现

description 用户可读的资源概要描述 自由文本；保证用户可以迅速判断是否对该资源有需求

keyword 关键词标签 字符串数组；帮助用户搜寻和发现数据资源，应保证专业用户和非
专业用户均适用

modified 最新更新时间 遵循 ISO 8601 Date 格式；数据集更新、修改的最新时间

publisher 资源出版者 一个数据对象；包括出版数据资源的实体或其归属组织

contactPoint 联系方式 多个元素；采用 vCard 数据目录；包括数据资源发布者的名称和邮
箱地址

programCode 项目代码 字符串数组；联邦项目目录（Federal Program Inventory）列出的关
于该数据资源的最初项目编号

describedBy 数据集的数据字段 URL 用于引用标注的 URL 地址

accessLevel 访问级别 一个值；用于标注该数据资源可公开获取使用的程度，选项包括完
全公开、有限公开、非公开三种

bureauCode 所属机构代码 字符串数组；该联邦机构在 OMB Circular A-11、Appendix C 中的直
属机构代码

distribution 发行 数据对象数组；描述数据集发行相关信息的元素的集合，包括访问
地址 URL、下载地址 URL、资源格式等 9 个元数据元素

identifier 唯一标识符 联邦机构目录或数据库中对该数据集或 API 接口的唯一标识符

temporal 适用时间段 遵循 ISO 8601 Date 格式；该数据集的时间适用性，即适用的起始时
间和结束时间

spatial 适用范围 该数据集的空间适用性，可用地区或经纬度对空间范围进行描述

rights 使用权限管理 字符串；数据使用的有关隐私保护、国家安全或其他法律法规声明

license 许可证 字符串（URL）；用来标识该数据集或 API 接口是否已出版

references 引用链接 字符串数组（URL）；提供数据资源的引用资料的 URL 地址

3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元数据方案

3.1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元数据现状

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建设是政府数据开放中

的重要内容。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开放数据运

动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发展路径，而我

国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构建是在中央政策指导

下，由各级地方政府自主实践尝试。据统计，

截至 2017 年 4 月，我国有 19 个地级以上地方

政府建有开放数据平台，具体如表 2 所示： 
通过对以上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进行

调研，可以得出：虽然各地方政府都提供了开

放数据的基本元数据信息，但是各个地方政府

开放数据平台使用的元数据方案不尽相同，格

式以 HTML 网页为主，页面描述的元数据元素

数量不多、过于简单，不能全面地对数据集进

行描述。各个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均未提供统一

的元数据方案介绍报告，只有广州市政府数据

统一开放平台上对每一个数据集的元数据使用

进行了文字描述，如“广州市科技成果登记信息”

数据集项目下的元数据，有年份、企业名称（成

果完成单位名称或完成人）、地址、联系电话、

成果名称、登记时间、更新时间，见图 5。广州

市政府开放数据平台使用的是数据集字段作为

该数据集的元数据元素，而非一致的元数据方

案。针对具体数据集增加对资源的注释、标签

等，虽便于个性化利用元数据，但在一定程度

上会导致元数据元素设置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

低，而且不同数据集之间的元数据元素组成差

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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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列表

省  市 平台名称 平台网址

北京市 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 www.bjdata.gov.cn

上海市 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www.datashanghai.gov.cn

广东省 开放广东数据服务网 http//:www.gddata.gov.cn/

浙江省 浙江政务服务网 http//:data.zjzwfw.gov.cn/

贵州省 贵州省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http//:www.gzdata.gov.cn/

广州市 广州市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http//:datagz.gov.cn/

武汉市 武汉市政府公开数据服务网 http//:www.wuhandata.gov.cn/

青岛市 青岛政务网政府数据开放 http//:data.qingdao.gov.cn/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http//:data.harbin.gov.cn/

深圳市 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http//:opendata.sz.gov.cn/

长沙市 长沙数据开放 http//:data.changsha.gov.cn/

无锡市 无锡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http//:opendata.wuxi.gov.cn/

贵阳市 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http//:www.gyopendata.gov.cn/

东莞市 数据东莞网 http//:dataopen.dg.gov.cn/

佛山市 佛山市数据开放平台 http//:www.fsdata.gov.cn/

梅州市 梅州市人民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http//:www.meizhou.gov.cn/ opendata

湛江市 湛江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http//:data.zhanjiang.gov.cn/

肇庆市 肇庆市人民政府“用数据”模块 http//:www.zhaoqing.gov.cn/sjkf/

佛山市南海区 数说南海 http//:data.nanhai.gov.cn/

图 5  广州市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元数据描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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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均未

提供元数据的文件，仅在网页上进行展示，

影响数据开放利用的效果，不利于实现开放

数据的规范化、标准化、互操作性和机器可

读性的目标。通过查看各网站 HTML 页面的

元素标签，对部分地方政府的开放数据平台

元数据核心元素组成情况进行了总结，如表

3 所示：

表 3  我国主要地方政府的开放数据平台元数据元素组成情况

数据开放平台名称
元数据元
素个数

核心元素组成情况

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 8 资源名称、资源出版日期、资源分类、资源摘要、资源所有权单位、
关键字说明、资源类型、资源记录数

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12
访问 / 下载次数、摘要、关键字、数据领域、国家主题分类、部门主
题分类、公开属性、更新频率、发布日期、数据提供方单位、数据
提供方地址、附件下载

浙江政务服务网 10 文件名、文件大小、下载次数、上传时间、资源摘要、关键字、数据来源、
信息资源发布日期、信息资源提供方、更新频率

武汉市政府公开数据服务网 11 资源状态、资源访问、数据简介、关键字、更新时间、原数据发布时间、
主题分类、数据条数、机构名称、机构简介、机构地址

青岛政务网政府数据开放 11 评分人数、访问次数、下载次数、评论次数、数据量、所属主题、
数据语种、标签、部门、发布时间、更新周期

开放广东数据服务网 9 分类、数据适用范围、下载次数、更新频率、创建时间、浏览次数、
关键字、最后修改时间、开放等级

广州市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5 数据来源、数据量、发布时间、所属主题、更新周期

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3 公开属性、所属部门、更新时间

福田数据开放平台 5 资源格式、关键字项、数据地址、数据介绍、共享说明

数说南海 7 发布机构、资源格式、下载次数、关键字项、所属主题、创建时间、
更新时间

湛江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12
摘要、关键字、浏览次数、访问 / 下载次数、更新频道、发布日期、
数据提供方单位、数据提供方地址、国家主题分类、部门主题分类、
公开属性、评分

从表 3 可以看出，目前各个地方政府开

放数据平台的元数据设置主要包括：基本描

述性元数据，如标题、摘要、关键字、发布

者；基本管理性元数据，如资源创建时间、

更新时间；另外还有少量的使用性元数据，

如用户访问和下载情况。上海市政府数据服

务网（http://www.datashanghai.gov.cn）在国

内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从数据量、开放性、

时效性和易用性等方面优于其他省市地区。

对比表 3 中的我国其他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

台的元数据情况，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的

元数据方案的设置相对来说较全面和详尽。

此外，由表 3 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

平台的元数据方案基本参考和沿袭政府信息

公开元数据中的部分核心元素（见表 4[29]），

内涵大致与都柏林核心元素中的一致，表明

我国开发政府数据平台的元数据方案仍停留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阶段。

3.2  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元数据的不足及

建议

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作为多个政府机构和部

门大量数据汇集的信息中心，除了具有普通的

政府平台的信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发布、

信息传播的功能以外，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最主

要的功能是为社会各界提供公开的政府数据集。

开放政府数据的共享利用离不开元数据的支持，

作为数据集附加高质量的元数据描述，是实现

数据目录之间互操作的基础。虽然目前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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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政府信息公开元数据方案核心元素

元素名称 DC 映射 子元素

题名 Title 并列题名、副题名即说明
题名文字

创建者 Creator

主题 Subject 目录分类

说明 Description 摘要、目录

其他责任者 Contributor

出版者 Publisher

日期 Date 生成日期、发布日期、修
改日期

语种 Language

覆盖范围 Coverage 时间范围、空间范围

标识符 Identifier

资源类型 Type

格式 Format 电子文件类别、数据格式、
存储介质、文件、页码

来源 Source

关联资源 Relation
被替代、替代、组成、部
分为、被参照、参照、遵

循

权限 Rights

索引号

文件编号

附件 附件名称、附件标识符

的设置看起来能满足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的基

本需求，但是从用户查询、使用、机器可读性

等方面都远落后于国际上的标准。通过分析对

比美国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元数据方案，我国

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元数据方案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各地方政府的元数据方案缺乏统一的

标准。由于我国政府数据开放运动是由地方政

府自主开展，因此难免产生各地方的元数据方

案之间差异较大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在元素组

成、名称和格式上的不一致。这为基于政府开

放数据的应用开发带来困难，由于缺乏统一的

数据集元数据方案，跨多个数据目录读取数据

将产生很高的处理复杂性和成本代价。

（2）未提供机器可读的元数据格式。各个

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仅在网页上 HTML 页面

的形式展现元数据标签，并没有提供元数据下

载的文件，这不利于数据的互操作性和机器处

理。目前国际上使用广泛的元数据文件格式是

JSON 格式和 XML 格式。

（3）元数据元素组成无法全面描述数据集

的信息。可以看到现有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

台的元数据均未设置唯一的资源标识符元素，

不利于数据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也未提供对相

关资源的参照和关联、开放许可、时空覆盖范

围等常用的元数据元素。

（4）未提供详细的平台元数据方案标准的

介绍报告。缺乏元数据方案的使用手册和说明

信息，会增加用户使用元数据的难度和成本，

削减用户开发政府开放数据的动力和激情，不

利于数据的增值利用。

（5）同一开放数据平台中的元数据格式不

规范。例如浙江省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不同数

据集对于“文件大小”的取值格式不一致，有

些带了单位（如 100KB），有些不带单位（如

100）。

基于以上不足，我国政府应积极规范平台

资源组织和描述的方式，借鉴国际上成熟有效

的元数据方案标准，制定统一规范的元数据方

案，使元数据元素组成全面地对数据资源进行

描述，方便用户搜寻、检索、浏览、识别数据。

严格标准化各个元数据字段的取值格式，提供

详尽的元数据方案报告，以提升数据的开放性

和机器可读性，确保平台能够真正提供满足社

会需求的高质量、高价值数据。

4  结束语

开放政府数据是一场全球性的浪潮，是社

会大众对政府管理方式的新的要求，也是国民

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开放数据是大势所

趋，目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

差距。我国已有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建设

都存在着资源转化率低下的问题，通过提高信

息资源组织的科学性，采用统一的元数据标准

对数据进行描述，更高效快速地满足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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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个人，在查询、检索、识别、存储、传

递、利用以及二次开发的过程中的用户需求，

真正达到开放数据推动信息惠民和社会化开发

利用的目的。在开放政府数据的实施技术手段

上，可以直接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最有利于实

现数据价值的方式，快速提升应用数据的能力。

在政府开放数据元数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

借鉴和参考国际通用的元数据标准将是一个重

要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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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Metadata Scheme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Open Data 
Platforms 

Yang Sin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Open government data is conducive to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
lization of data resources. It can encourage soci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ides, 
in order to ensure effective utilization and social increment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high-quality metadata 
schemes is necessary.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Then, it investigated the open metadata schemes of some Chinese main local gov-
ernments’ data platforms, and made a comparison with the metadata standard of American open government 
data.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about Chinese local govern-
ment open data affect the use effect of open data, which including that different governments use different 
data metadata schemes, the description of data set is too simple for further utilization and usually presented 
in HTML Web page format with lower machine-readable. Therefore, our government should come up with 
a standardized metadata schemes by draw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mature and effective metadata standard, to 
ensure the social needs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value data.
Keywords: open government data    open data platform    metadata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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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F：吴博您好，2018 年新年伊始，作为我们

《知识管理论坛》的副主编同时也是广大读者

的老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新年的第一期专家

访谈，在这个春天与我们畅谈共话知识管理在

新时代的走向与脉动。

我们知道您在过去两年非常忙碌也非常充

实，有创业的艰辛拼搏，有生涯的转换跨越，也

有异国的问道感悟，这背后肯定有很多动人的

故事。今天我们就想以老朋友的身份，并且结

合我们学术期刊的定位，主要就当前和未来知

识管理领域的一些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热点

问题进行交流，想听听您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1 互联网知识服务时代的“先行
者”，知识管理的“倡行者”，多元
业态的“畅行者”

KMF：首先我们想追忆一下历史，您从 2001 年

第一份工作加盟联想集团参与知识管理工作，后

来又先后在私企（蓝凌）、外企（西门子）、国

企（中粮）直到现在创业（创办孙行者平台），成

为互联网知识时代知识服务的 “ 行者 ”，感觉这

一路下来，“ 行者 ” 有两层意涵：一个是 “ 倡行

者 ”—— 倡导知识管理的做法与心法，一个是

“畅行者 ”——畅行于不同（几乎所有主要的）组

织经营业态，这非常值得钦佩。那么第一个问

题就是，您是如何来诠释 “孙行者 ”这个概念，及

其在当前的定位的呢？
吴庆海：2016 年的春天，我决定辞职开始

创业，所创立的公司名字叫 “ 行者互联 ”，当时

很多人除了不太理解我放弃 500 强公司管理职

位而选择创业的缘由，另外就是好奇我给新平

台起的 “ 孙行者 ” 这个名字的蕴含。

我的回答是，人生就是一个个选择及取舍

的过程，没有舍就没有得。我的初衷只想让孙

行者平台成为一个真、善、美的知识平台，让

每一身怀绝活的匠心人士通过孙行者平台实现

其商业价值，并提升生命的境界和灵魂的高度。

至于为什么取 “ 孙行者 ” 这个名字，因为

是 “ 猴年 ”（2016 年）诞生的嘛（笑）。其实

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涵义：首先，孙行者是个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 IP，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网

络时代 IP 响当当很重要；其次，孙行者做的就

是取经传播的活儿，和公司的业务模式很契合；更

为重要的是，“ 行者 ” 本身就是实践者，我过往

也反复强调，知识要能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说到 “ 孙行者平台 ” 的缘起，这要追溯到

2015 年，那一年 10 月完全是基于知识管理业界

同行的要求，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中国知识

管理联盟大会，当时来参会有将近五六百人，基

本上国内做知识管理的实践者及研究者都非常

踊跃地来参会交流。大会出人意料地成功，很

多人的创业激情也被激发出来。

我想这次会议的盛况不是偶然的，而是中

国知识管理界已经到了一个 “ 临界点 ”。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随着国内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重

视，很多成功企业都设立了这方面的负责人，他

们管自己叫 KMer（知识管理者），并且经常

自发地组织活动，交流讨论。社交媒体和线上

社群的出现使得他们连接的速度和效率提升很

多，由此带来的线下互访和交流变得更加频繁。

这方面深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2015 年的中国知识管理联盟大会之后，我

们更加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市场对于知识管理的

这种需求，并且觉得可以把这做成一个帮助企

业迅速创造价值并真正实现基业长青的事业。

当时还在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担任首席知识官

的我经过短暂的考虑，想无非就是要不要在中

粮这个让人称羡的单位干本行还是出来海阔天

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随后就和中粮的领

导说我想尝试做这个事情，并且得到了领导的

支持。于是孙行者这个知识管理品牌就诞生了。

2  从 2001 年到 2018 年，中国知识管
理实践迎来 “18 岁成年礼 ”
KMF：听您回顾了这一段历程，其实我们可以

认为 “ 行者 ” 这个称谓或标签不仅仅是 2016 年

您创业之时才有的，而是从新世纪伊始您接触

第一份 KM 工作时，其实就已经成为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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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之路上的 “ 行者 ”，而且是一位 “ 先行

者 ”。从 2001 年到现在的 2018 年，正好 18 年

时间。18 年正是一个生命成年的时间，这 18 年

也应着您职业生涯的成熟，更暗含着中国知识

管理实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我们现

在十分想知道，您这位 “ 行者 ” 从 “18 年 ” 这段

历史坐标来看，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或者进步是

什么？您觉得成形于 21 世纪之初的中国企业知

识管理实践，达到举行 “ 成年礼 ” 的阶段了吗？

吴庆海：回顾过去的这 18 年，的确是从一

开始 “ 理念的萌芽期 ”，到 “ 实践的试水期 ”，逐

步到现在 “ 知行合一的提升期 ”。至于是不是达

到了 “ 成年 ”，我想还有待观察，取决于判断的

标准。

和国外相比，中国企业知识管理最大的特

点就是其市场多样性，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各

种各样的公司、各种各样的业态。这种知识管

理市场需求的 “ 百花齐放 ”、知识管理市场供给

的 “ 百家争鸣 ”，是中国知识管理实践很大的一

个特点或者说机遇，这是国外所没有的。

现在中国知识管理实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

“ 套路 ” 或 “ 模板 ”，大家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

但是至少中国企业近年来已经拿到了三次全球

MAKE（IOU）大奖（分别是招商证券、中粮营

养健康研究院、顺丰速运），说明已经达到了

国际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知识

管理已经达到了 “成年 ”的年纪。（编者注：MAKE
为 Most Admired Knowledge Enterprise Award 的

简称，即 “ 最受尊敬的知识型企业大奖 ”，是全

球公认的企业知识管理领域重要奖项，由 Teleos
与 KNOW network 共同主办，旨在表彰能够成

功地将隐性、显性企业知识以及智力资本转化

成为卓越的产品 / 服务 / 解决方案，并从中创造

价值的机构或企业）MAKE 主要分成全球性大

奖和国家 / 区域性大奖（如亚洲 MAKE 大奖）。

而 MKAE 全球性大奖又分为集团组织大奖和独

立运营单位（IOU）大奖。中国拿到的三次全球

性 MAKE 大奖都是独立运营单位（即 IOU）取

得的大奖，但还没有取得过集团组织大奖。这

种集团组织大奖的常客是诸如埃森哲、谷歌、苹

果、微软、IBM、麦肯锡、通用电气、英国石

油这样的企业。这也是我们中国企业知识管理

未来对标的对象。

3  “三朵知识管理之花”的“次第”与
“花期”

KMF：您去年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了 “ 三朵知

识管理之花 ”，用来分别描述历史上的三代知识

管理理论流派和实施模式。可能我们的一些读

者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一概念诠释，您能否为我

们简要介绍一下。尤其是这 “ 几朵花 ” 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各自的 “ 花期 ” 是什么时间段？

又各自结出过哪些 “ 果实 ” ？更为重要的是，促

使这些 “ 花开 ” 的动因和规律是什么？未来还

会有 “ 第四朵 ” “ 第五朵 ” 知识管理之花吧？

吴庆海：知识管理有很多的理论流派和

实践模式，但是从演进规律上来看，我们可以

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我称为三朵知识管理之

花，分别是：知识资产化、知识场景化、知识

生态化。

（1）第一朵知识管理之花：知识资产化

当知识管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刚刚兴起

时，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如何管理知识呢？

当然是从最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入手。因

此许多组织一开始往往会重点收集文档，建立

一个知识文库，对各类信息分门别类，梳理设

计出组织规范的知识分类，并根据用户角色配

置访问权限。随着内容越来越多，关于知识搜

索和知识统计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还

可以配置不同的知识地图来对知识进行主题聚

类、分析和展现。

如同建立一个大的图书馆，大家只要把知

识摆放在图书馆不同的书架上，在需要的时候

直接进去取就好了。这种原始朴素的想法，让

组织聚焦于显性知识，投入到内容的建设上。

这种致力于收集知识、沉淀知识的方法，我们

称之为 “ 知识资产化 ” 实施模式。这种模式的

关键在于内容，主要的策略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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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朵知识管理之花

这种以内容为导向、强调显性知识的知识

资产化实施模式，到目前为止仍是许多组织实

施知识管理首选的关键策略。很多企业的知识

管理实施路径也大都历经过这个阶段。当然，这

种模式在实践过程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如何能够持续地、有效地鼓励员工提交知

识？如何能够让积累的知识资产被广泛地利用

并产生价值？如何挖掘和管理员工脑里的知

识？对于标准化流程之外的那些创造性工作如

何管理？针对市场节奏变化快的业务如何确保

知识能够及时更新？

（2）第二朵知识管理之花：知识场景化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曾说：让听得到炮声

的人来呼唤炮火。那些奋战在一线的知识工作

者，他们离客户最近，离现场最近。他们的知

识和经验比后方的经理、高管们更鲜活、更有

效。野中郁次郎认为，创新通常来自于创新者

个人的信念，他特别强调隐性知识的重要性，这

与美国盛行的 “ 知识管理就是建立计算机数据

库 ” 的做法非常不同。

最有价值的知识不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

是我们自己内生的。把知识情景化，依赖 “ 此

时 ”“ 此地 ”“ 此情 ”“ 此景 ” 来构建知识，结合

上下文的背景，形成一个综合知识场。这种针

对具体场景的 “ 因天因地，因人因事 ” 的知识

管理方式可以称之为 “ 知识场景化 ” 实施模式。

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人，主要的策略是连接。

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事成。

在第二朵知识管理场景化之花中，实践

社区、知识秘笈、知识专家、知识积分等都是

实用的策略。美国陆军的 AAR（After Action 
Review）、 联 想 的 “ 复 盘 ”、 中 粮 的 “ 连 接

（Connect）”“ 沟 通（Communicate）”“ 协 作

（Collaborate）”C3策略、华为的显性知识管理、经

验管理、集体智慧管理三者并重的知识管理框

架都是现实中典型的案例。

（3）第三朵知识管理之花：知识生态化

人的大脑在学习时，如果只是在原有认知

上进行延伸，学习效果不大。如果过程之中有

解构、有组合、有重构，才是有效学习。正是

认知的不同组合，才能创造形成新的知识。因

此，通过构建知识生态体系，汇智形成知识多

样性，激发更多个体的创造力，从而唤醒其内

在的智慧，这种实践就叫做 “ 知识生态化 ” 模式。

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营造其生态系统，主要的

策略是创造。

在第三朵知识管理之花中，唯有创新能够

桥接非连续性，是进步第一因。如果我们无法

自我突破，会形成遮蔽，过去的成功就是我们

未来的最大障碍。在同一个管道内部很难出现

颠覆性创新，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管道内都是连

续性思维。要产生颠覆性的创新，必须得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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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尽可能把自己原有的认知清空，多吸收一

些不同的思想，多学习一些不同的思维。

培育知识生态的典型策略是构建知识市

场，这其中既有知识的提供方，也有知识的需

求方，供需双方共同形成一个生态的知识交易

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易的则是多种

多样的知识产品及知识服务，例如文章作品、著

作书籍、经验干货、绝招秘笈、培训课程、咨

询辅导、专利商标、设计创意、音像视频等。

（4）三朵知识管理之花的关系

我觉得这三朵花之间有一个 “ 次第 ”，也是

越来越拔高、升华和靠近本质。但同时，又不

见得是非要开第一朵花后才能开第二朵花，有

的企业可能是同时开，也有企业可能就先开第

二朵花。所以这之间又没有一个生硬的依次关

系。不过从知识管理发展的普遍历程上说，还

是先实现知识资产化、再实现知识场景化。而

当前的知识生态化之花需要依靠一个生态化的

市场，迄今为止这朵花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绽

放，不过在互联网领域已经可以隐隐约约闻到

第三朵花的味道。我其实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

第三朵知识管理之花在更广泛的企业领域绽放。

当然不排除未来还有第四朵、第五朵知识管理

之花绽放，最终形成一个姹紫嫣红的百花园。

归根结底来讲，“ 开花 ” 的第一朵、第二

朵、第 N 朵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其实最核心

的还是需要有根茎和土壤。那么我们的知识管

理之 “ 根 ” 是什么？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觉得这

个 “根 ”就是我们KMer的专业信仰与价值观，这

个信仰包括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包括通

过知行合一来保持自己的心性、促进企业的基

业长青，这个 “ 根 ” 是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的。

只要这个 “ 根 ” 存在，只要我们企业坚信通过

知识的经营、复用，能够产生价值、能够改变

命运，无论是开什么花，迟早都能够看到果实的。

4  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市场生态的形成

KMF：在您提到的 “第三朵知识管理之花 ”中，知

识集市（或称知识市场）是一个核心概念和重

要载体，在这一载体之上，承载着知识交易、知

识产品与知识服务。我们知道 “ 知识市场 ” 概

念早期出现于企业知识领域著名学者达文 · 波特

的《运营知识》一书，当时他还仅仅指的是企

业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易市场。

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社

会的“知识市场”正在飞速发展和日益成熟，这

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大众的知识消费升级和旺盛

的知识需求，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供给端各类

知识产品与知识服务样式的兴起，比如面向高

级决策层的智库、面向社会大众知识需求的各

类互联网知识服务提供商，包括您曾经提到的

“私董会”乃至您创立的孙行者平台，都带有

知识服务的属性和价值。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

国知识市场的勃兴，以及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呢？
吴庆海：其实我们刚刚才和一家政府智库

机构达成合作共识，我们认为在知识供给侧和

需求侧中间重要的角色就是知识中介和知识交

易，我们可以把分散的专家智慧集聚起来，形

成一个专家智库机构，从而提供各种各样的知

识服务，满足不同的需求。对于孙行者平台来

说，我们以前主要关注和把握的是企业方面的

知识需求，现在也可以看到像得到、喜马拉雅、分

答等一系列平台很好地挖掘和激活了个人用户

的知识需求，这背后其实是整个社会知识需求

的旺盛。

然后我们谈到不同的知识服务业态，我们

知道图情领域是知识服务的传统推进者，而我

也从身边的出版业的朋友那里体会到出版行业

向知识服务的转型。出版以前主要做的工作就

是策划打造包装图书，期望能产生畅销书，取

得良好的收益。不过一切到此就结束了，并没

有真正去经营和挖掘这个作者。所以现在出版

业希望将 “ 内容 ” 和 “ 人 ” 结合到一起。我特

别认同这一点，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就能够生

成 “ 内容 ”，不过这个内容仍是死物，所以未来

的趋势应该是 “ 人 + 内容 ”，人和内容都是 “ 场

域 ” 的一部分。

场域不见得就是以内容的形式呈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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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像我们今天这样，通过对话的方式，通过

“BA”的方式营造出来（编著注：BA来自日语，意

为“场”，由野中郁次郎提出，是指组织中分享、创

造和使用知识的共享空间，是组织中 “ 意义 ” 诞

生的地方）。在活生生的当下能够激发每个人

的创意和领悟。我们的社会和组织可以时时刻

刻营造出不同的场域，这是我觉得知识管理下

一步需要进化的境界。

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 “ 私董会 ”。
我自去年深入涉猎其中之后发现这正是一个隐

性 “ 场 ” 激发、企业家内在智慧外显的一个很

好的 “ 场域 ”。这是我们以往的知识管理实践中

所忽略的。“ 私董会 ” 是一个企业管理者聚会讨

论的场所，这里所产生的知识都不止来自于 “ 过

去 ” 的已有经验，而是在 “ 当下 ” 的 “ 场域 ” 之

内，通过引导、启发、催化，现场产生出来的，所

以我们经常把那个时间点叫做一种 “Moment of 
Magic，简称MOM” ——一个有魔力的时间点，一

个能够达到顿悟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的出

现是没有办法精确预料的，只有你在营造 “ 场

域 ” 的过程中，有可能随时就突破了。

怎样让这个美妙的时间点产生出来？不是

通过由教授、教练告诉你该怎么做，而是由企

业家将自己的问题抛出来以后，经由引导，再

由身边的企业家同行一起提问，由他自己内悟

涌现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可以用来解决

我们企业组织团队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员工的

问题。比如让不同企业的 CKO 向 CKO 学习，让

KMer 向 KMer 学习，让员工互相学习。

KMF：您提到的这些也反映了不同知识服务模

式的涌现。可以看到从 2016 年至今在知识供给

端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知识服务业态。其实 “ 知

识服务 ” 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我们图情界已

经推进了几十年。只不过这轮 “ 知识服务 ” 热

潮受到了商业力量的青睐，让知识服务市场环

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您和孙行者平台同样作为

知识市场的参与者，如何看待不同知识服务样

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经过自 2016 年至今两年

的发展，您自身是否对知识市场、知识付费、知

识服务有新的观察与反思？
吴庆海：我特别同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观

察。因为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可以发

现中国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是 “ 跨越式 ” 地

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后发优

势。当前的中国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领域也带

有这样的特点。

特别是 2016 年我们称为 “ 知识付费元

年 ”，像得到、喜马拉雅、分答这样的知识付费

服务平台开始涌现，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知识服

务业态发展已经领先其他国家。我对这些业态

探索也乐见其成，并且抱有信心。

具体到企业知识管理与服务领域，我当时

为什么出来选择创业，是因为我觉得当前承载

“ 知识交易 ” 的 “ 知识市场 ” 正在成熟，能够把

知识做成一个 “ 消费品 ”，知识的需求方和供给

方能够达成一定的握手，进而推动知识直接创

造价值。   
当前的知识付费业态尽管还有很多不成熟

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按照市场规律经过不

断摸索，没准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模式、打开一

种新的局面。我也期待能够早日看到中国知识

管理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 跨越式 ” 发展。

5  海外参会、高手过招归来的心得体
会

KMF：您在过去两年间先后前往日、美两个最

发达经济体参会学习，同时也出席了多场知识

管理国际会议，从这些跨国、跨文化比较中，您

认为海外发达国家知识管理值得我们瞩目和借

鉴的地方在哪里，中国需要改进和追赶的地方

又在哪里？
吴庆海：我过去两年间先后在日本神户参

加了第 8 届 IKMAP“ 亚太创新与知识管理会

议 ” 以及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了 KMWorld 大

会。我感受到首先在整体上还是存在差距的，特

别是在美国我发现国外同行的专业化水平非常

高，在他们的职位 Title 中 CKO 比比皆是，而

我们中国名片上印上 CKO 头衔的寥寥无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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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美国知识管理界卧虎藏龙，在美国很轻易

见到一个专家的KM实践经历是 20年、30年，非

常资深。而这些资深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他们

像这样的会议经常在开。而日本主要沿袭了野

中郁次郎的流派，我觉得更符合我心中未来知

识管理的发展方向。美国基于在信息技术方面

储备的优势，在信息搜索、知识分类、内容管

理等方面都非常前瞻，不过我感觉到他们忽视

了人的价值。而日本知识管理流派认为技术的

力量仅仅是对 “ 信息 ” 的管理，野中郁次郎所

讲的知识管理是由人触发和生发出来的，所以

他讲求的是 “ 场域 ”。
回到我们中国，我个人觉得中国有巨大的

市场、多样化的需求，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们应该充分使用 “ 技术 ” 这一利器，借助这

一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浪潮，但是我们最终

还是需要把人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回归人的

本质。我认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法宝还在于人的

身上，让每一个企业员工精益求精、奋发图强，提

升敬业度；让每一个管理者能够更多地赋能于

员工发展；让社会上更多的成功人士能够把爱

心奉献出来。这样我们的个人、企业和社会都

会变得更好。

6  知行合一，由知识上升到智慧

KMF：最后是一个关于您个人的问题，中科

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管理论坛》期刊在和您

的合作共事过程中，我们觉得您作为企业管理

者、创业者，亦带有很强的学者气质与学者担

当，另外您的论著、文章中不仅涉及日常经营

管理细节，也时时流露古风、心性、文采与哲思。

相信不仅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

么您是如何平衡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工作？

如何平衡商业领域对效益的追求与知识领域对

真理的追求？以及如何平衡繁忙的工作事务与

家庭、与自我的空间呢？
吴庆海：我想任何的知识最终都要达到

应用，所以我还是以应用为主，但是我在实

践的过程中发现仅仅应用是不够的，一定要

有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会基于实践再去查文

献、请教专家、与各个高校去合作，我觉得

实践者不能只是局限于实践，而要有理念的

提升和提高。

知和行本身就是统一的，如果我的 “ 知 ” 达

不到一个高度的话，我的 “ 行 ” 一定也是有问

题的。而如果我在理论中走不出去，总在象牙

塔里面空想，那么所得到的 “ 知 ” 一定不是真实。

所以知行合一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砥行的信仰和

价值观。

我们现在把知与行对应到理论与实践，这

个其实还是比较浅层次的，真正的知行合一要

求一定要修炼自己。知行合一的 “ 一 ” 就是 “ 不

二 ”，要 “ 一以贯之 ”。我们说由定生慧，当你

的心保持不动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能充分打开

你的智慧宝库，超越当前知识的浅层面，进入

智慧的高境界。

说到工作、生活和家庭，有时候确实感到

非常繁忙，该做的事情特别多。我们每一年也

会做一些传播，比如出版经典知识管理图书。

当这些事情接踵而至的时候，我感觉还是要抓

关键，在这么多事情中你要有所选择和取舍。

这样你就可以把时间放在你最关注和认为最有

价值的事情上，比如说生活、陪孩子，比如说

做传播。人生总是有选择，当你选择太多也会

很混乱，我也是一样，我现在会慢慢做减法，把

自己认为人生最有价值的那件事做深做透就可

以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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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8 年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
方法与技术学术研讨会的征文与会议通知

当前是知识主导的时代，知识的价值与作
用日益凸显。在图书馆、情报研究所、档案馆、
企业、政府部门等机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正
在重塑整个业务体系与管理体系，带来思维方式、
运行模式、服务能力和管理效能新的飞跃与提升。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正在从隐性走向显性，带来
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变革与创新。

为深入探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理论及
其应用，加强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学术研讨与
业务交流，现定于 2018 年 6 月 26-27 日在长春
市召开“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方法与技术
学术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国内知识管理与知识
服务领域重要专家学者与一线工作者共同总结和
探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相关理论、方法与技
术，分析和解决当前和未来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
所面对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创
新与实践发展。 

同时，《图书情报工作》《知识管理论坛》
面向专家学者和广大作者征文，评选优秀论文，
并择优遴选发表在两刊上。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承办单位：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二、会议主题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方法与技术
分主题：
1.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2.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进展与实践创新
3.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方法与路径
4. 驱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主要技术
5. 不同场景下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需求

分析
6.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能力建设
7. 从一般管理与服务到知识管理与服务的

转型变革
8. 其他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8 年 6 月 26-27 日（6 月 25 日报到，

6 月 27 日下午离会）。
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议程：开幕式，主题演讲，案例分析，问

答互动

四、参会人员

各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政府相关部
门等的管理者、业务骨干，相关企业管理者、技
术人员及相关人员，以及从事知识管理与服务研
究与实践的专家、学者、研究生。

五、会议日程

详见 www.lis.ac.cn
六、会议报名

1．费用
本次会议收取 1200元 /人（交通食宿自理）。

交费方式 :
● 银行汇款：5 月 31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以

下账户，报到现场领取发票。汇款时请注明“长
春会议 + 单位名称 + 姓名”。转账需要通过单
位公对公转账，个人转账仅能开个人抬头的发票。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
村分行

账号：11001007300059261059
收款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 会议现场交现金（会后快递发票）
● 会议现场刷公务卡（会后快递发票）
2．联系人
赵 老 师： 电 子 邮 箱：zhaofang@mail.las.

ac.cn, 电话：010-82623933
3. 报名方式：

请扫描二维码报名：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018 年 4 月 4 日



2018 年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 
方法与技术学术研讨会

会议日程

时间 会议事项 备注

开幕式

26 日 8:30-
9:00

主持：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
领导致辞：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领导；潘亚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图书情报工作》杂
志社编委会主任）
合影

 

大会报告

26 日 9:00-
12:00

（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沙特国王图书馆北大分馆馆长朱强）

 

1.  顾敏（台湾资深教授）：知识管理系统的逻辑与运行

2.  毕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数据驱动下知识服务创新的有效途径：知识发现服务

3.  李广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知识融合研究的现状分析及建议

茶歇

4.  孙建军（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图书情报领域的新动能思考

5.  吴庆海（行者互联创始人，创新与知识管理联盟秘书长）: 知识萃取技术与案例实务

互动讨论

26 日 14:00-
18:00

（主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方卿）

 

6.  苏新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学者）：面向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的途径与方法

7.  陆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学术文本深度挖掘与利用

8.  张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对企业知识管理文化的思考

9.  夏敬华（蓝领公司副总裁）：从知识管理到 AI：思考与实践

茶歇

10.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化时代对隐性知识价值的再认知

11. 刘永（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院长、教授）：驱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主要技术

12. 李月琳（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兼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青年长江学者）：从信息检索系统评估
到知识服务平台评估

互动讨论

27 日 8:30-
12:00

（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卢小宾）

 

13. 柯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长江学者）：知识服务与图书馆转型

14. 邵波（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保密学院教授）：新一代系统中央知识库的构建与应用

15. 黄水清（南京农业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春秋经传》人物识别及其关联分析

茶歇

16.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图书馆智慧服务中的数据获取

17. 杨新涯（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不忘初心：图书馆目录的发展创新

闭幕式（主持：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晰巍）

会议总结：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