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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9 年，《知识管理论坛》就 4 岁了。

古人将初生称为“婴儿”，1 岁以下是“襁褓”，2 至 3 岁是“孩提”，等到了 7、8 岁就可以

称为始龀、髫年（女孩）或者始龀、龆年（男孩），4 岁的孩童没有特定的称谓，标志着 4 岁以后大

脑和身体进入了快速成长发育期，为长大成人做着充足的准备。

过去的 3 年里，在作者、读者的厚爱和第一届编委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懵懂的《知识管理论坛》

作为国内唯一专注于知识管理领域、纯网络、被国际知名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OAJ）收录的学术期刊，

如小树般茁壮成长。《知识管理论坛》“严格、公平的同行评议，立即、完全的 OA 出版，灵活宽松

的篇幅要求以及快捷便利的成果发布”逐渐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认同，根据 CNKI 的统计，近两年发

表的文章已开始被他引和大量下载，期刊也已列入国内部分大学相关院系研究生学术成果期刊目录。

与此同时，《知识管理论坛》作为媒体支持单位多次参与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国际峰会、中国知识

管理联盟高峰论坛等学术活动。《知识管理论坛》学术影响力正稳步提升。

2018 中国最具创新力知识型组织（MIKE）颁给了网易游戏、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建筑西南设计

研究院以及北京首创等八家在知识和智力资本管理实践上取得创新成果的机构；2018 年学术界关于

知识管理的学术和培训活动如火如荼，同时也在各行各业遍地开花。走进企业，就可以看到企业对

符合中国实践的知识管理理论、技术、方法和解决方案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同时随着知识管理系

统、知识图谱、知识萃取、数据驱动的知识发现以及知识智能推荐等技术的发展成熟，不得不承认，

作为“前学科”或“潜学科”的知识管理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后台走向前台，从理论探索走向实际应

用，从深闺走向大众。然而研究的步伐似乎落后于实践的需求，它呼唤着专业人士和平台从理论层

面更深入地探究知识管理的内在本质，从实践层面提炼知识管理的技术方法和解决方案。这对于《知

识管理论坛》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知识管理论坛》还只是一个新刊、小刊，如何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机遇，厚积薄发，

成为一个有情怀、能担当、有特色的大刊、强刊，是所有编委共同关注的话题。2018 年 6 月在长春

召开了《知识管理论坛》第二届编委工作研讨会，邀请了行业领域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业界专家就《知

识管理论坛》的定位、发展目标、特色栏目设置、专题组稿、宣传方案等进行了深入研讨，指明了《知

识管理论坛》的发展方向。

《孙子兵法》有言：“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2019 年，《知识管理论坛》

将秉承《图书情报工作》的办刊理念，勇敢地承担起引领中国知识管理未来发展方向的社会责任和

学术使命，聚焦知识管理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以案例研究为切入点，架起中国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和

实践应用的桥梁，致力于解决中国知识管理的科学问题，推动中国知识管理实践应用，传播和分享

知识管理的最佳实践，脚踏实地为学术界和业界的专家、作者和读者建立交流平台和精神家园。

《知识管理论坛》取得的成绩离不开编委、审稿专家、作者和读者一直以来对《知识管理论坛》

的关心、支持和厚爱。2019 年，期待《知识管理论坛》这棵小树在您的浇灌和呵护下枝繁叶茂，长

成参天大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019 年，我们一起加油！ 
《知识管理论坛》编辑部

2019 年 1 月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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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以来，大

学生创业就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大力推进的工作

内容之一。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教育部关于

做好 2016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将创业内容以课程

的形式纳入到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当中，辅以

创业大赛、创业孵化等手段推动大学生创业活

动的深入开展。而 2017 年东北师范大学发布的

《中国大学生创业发展报告》显示，2016 届全

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率为 2.93%，而对创业感兴

【学术探索】

知识进化视角下高等院校实施创业教育的
探索
◎张凌志 1  薛晶心 2

1.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天津  300204
2.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大学生创业能力不足是制约其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知识进化视角分

析创业活动中创意缺失的原因并提出建议，对于促进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建设有重要意义。[ 方法 /过程 ]

基于知识进化理论，诠释大学生创业知识的进化特征、进化模式以及外界环境的刺激作用。从个体、外界

环境、学科体系和教育模式等 4 个方面，采用知识进化视角分析制约大学生创业能力增长的因素。[ 结果

/ 结论 ] 从培育大学生创业知识的角度，提出强化大学生创业知识学习环境、提供跨学科知识供给、引入

社会实践资源、推进教育体系改革 4项改革措施，对高等院校推进创业教育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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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学生比例却达到 65.14%，毕业生关于创业

最担心的三个因素之一是“缺乏好的项目和创

意”[1]。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有强烈的创业欲

望，但是没有好的创业项目就无法将创业意愿

转化为创业活动；创业项目相似度高、创新度

不足是大学生创业项目的普遍问题，其核心原

因就是大学生创新能力欠缺。

从知识管理的视角，知识是创新的源泉，

大学生创新能力缺陷是知识不足的显现，而知

识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知识增长的渐进过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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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进化的视角去探索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实

施方式，为高等院校的创业教育提供了一个新

的研究思路，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高等院校开

展创业培育。

1  文献综述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开始大力开展创业教育，

美国作为全球开展创业教育最成功的国家，建立

了注重培育创业意识的“百森模式”、培养实际

管理经验的“哈佛模式”和培养系统创业知识的

“斯坦福模式”[3]。从 2000 年开始，我国对于

高等院校创业教育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高等院

校创业教育模式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借鉴西方创

业教育理念，结合中国教育现状，探索本土化创

业教育模式，是我国高等院校实施创业教育本土

化战略的重要方式 [4]。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学生

创业能力培育，强化创业基础知识、实践知识、

风险管理知识等教育知识体系建设是构建高等教

育创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5]。

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多关注于创业能力培

育领域。大学生主要通过课程教学、实践培训、

网络资源和企业兼职等途径提升创业能力 [6]。

高等院校营造创业氛围、搭建创业课程体系、

强化创业技能培训是实施大学生创业能力培育

的重要途经 [7]。伴随大学生创业教育纵深化发

展，创业课程体系要从普及型向专业型转变，

重点筛选创业意愿较高的大学生开展定向教育，

推动从实践平台培训向创业企业孵化转变，注

重大学生创业者的多领域知识能力培养 [8]。可

见创业者知识能力培养是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破解创业困境的有效方式 [9]。创业者缺乏新

创企业经营的经验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将

创业知识学习贯穿于创业全过程，可以弥补创

业者先天特质的不足 [10]。创业知识学习活动主

要存在于新创企业，依赖于创业情景下的创业

知识环境，创业知识的获取程度是决定创业成

败的关键 [11]。创业者自我效能的增加是渐进化

的过程，可以促进创业者机会识别，准确判断

未来的经济收益 [12-13]。当前国内高等院校开展

的创业教育因为缺乏文化积淀和创业知识积累、

评价体系缺失等因素，造成大学生无法准确评

测创业行为，导致盲目创业或恐惧创业现象 [14]。

创业者对创业环境感知、变化和更新、组织灵

活性及技术灵活性的动态能力，伴随创业者的

学习而提升，体现在对创业机会的识别 [15]。

综上所述，高校创业教育的实施应该注重

大学生创业者的专业知识积累和实践知识培育，

从创业者知识学习的视角研究创业者的能力提

升的机制，符合创业人才培养的规律。

2  创业者知识的进化阐释

知识进化概念的提出源自于 19 世纪英国生

物学家达尔文等学者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他们

认为适者生存和物竞天择是生物进化的驱动力。

卡尔·波普尔、坎贝尔等人都认为知识的发展也

是一种进化的过程，知识存在类生物的属性，

通过变异、遗传和选择实现知识的进化 [16-17]。

人作为拥有知识的个体，在知识进化过程中，

起到承载、传播和创新支撑的作用。创业是一

项高复杂度的工作，创业知识是创业活动中，

用于创业机会识别、合理配置创业资源、创业

企业运营及进行创业选择并产生经济效益的知

识 [18]。创业者的创业能力体现在所具有的创业

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创业工作的深入开展，需

要创业者成为“即插即用”的多领域专家，其

创业相关知识的积累过程就是知识进化的体现。

2.1  创业者知识的进化特征

创业者的知识进化即是个体知识总量的增

加过程，也是其自身对于知识理解程度的加深

过程 [19]。知识的增长不能凭空产生，创业者自

身存量知识是其开展创业的基础，创业产品设

计、顾客需求分析、创业合作实施等各创业环

节，都能发现创业者存量知识的特征，体现了

知识进化的遗传性。创业需求是创业者知识选

择的标准，市场需求让创业者的专业知识提升

始终沿着应用型的方向发展，创业管理知识的

需求也伴随创业活动的深入不断改变，体现了

知识进化过程的环境选择特征。创业活动的复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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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刺激了创业者的知识广度需求，跨学科获

取知识成为每个创业者必然经历的过程，大量

创业者随着创业时间的增长都成为了一专多能

的复合型专家，知识的外生增长特征非常明显。

创业活动属于一种开放式的知识学习模式，创

业者会接触到各领域的知识，跨学科知识的碰

撞会改变创业者知识的类型和属性，创业者经

常表现出的与众不同和独辟蹊径，是其自身知

识变异的一种表现，而知识变异是创新的必要

条件之一。创业活动的高复杂性给创业者提供

更多的外部知识，创业生存的压力刺激创业者

必须快速学习，创业者体现出来的知识多样性，

符合进化论对于竞争环境促进物种多样性的假

设，因此创业者的知识进化更具有知识进化特

征。

2.2  创业者知识的进化模式

生物的进化主要是以趋同、趋异和协同进

化 3 种方式呈现，知识进化理论认为，外界环

境的变化也会促使知识的增长以这 3 种形式展

开 [20]。

创业多以创业团队的形式进行，尽管团队

内的成员知识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在接触相同

的创业环境条件下，创业产品的迭代方向、创

业战略的抉择、创业团队的建设任务等领域的

知识认知会逐步趋于相同，创业团队具有相同

的创业认知是较为普遍的特征。

创业者最大的特征在于能够及时捕捉市场

变化所产生的机遇，市场需求的变化引领创业

者知识学习的方向。由于每个创业者看待机遇

的视角和方式不同，其知识增长的方式就会有

差异，其创业产品、创业模式和创业服务都会

发生趋异现象。

创业者的知识增长与需求有关，市场需求

的复杂性往往不是一个学科的知识所能解决，

需要创业者根据需要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多

领域知识的增长表现出来一种协同共生的特征。

这三种知识进化方式出现在创业者知识增长的

每个阶段，多并发出现，造成创业者知识进化

方式的多样化。

2.3  外界环境刺激创业者的知识进化

创业者的知识进化需要外界环境的刺激。

创业者在识别创业机会的基础上开展创业活动，

逐步提升其产品开发、市场预测、创业战略实

施、创业团队管理、创业企业运行等多领域知

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知识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新产品、新材料和新工艺在其产生及各发

展阶段都会对外形成刺激，创业者就是受激后

开展新知识的学习，创业机会的识别就是知识

内化的表现，创业者继而推动这种创新在本领

域扩散甚至传播至其他领域。经济、政治、文

化等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创业者知识认知的外

界因素，其复杂性造成创业者的知识增长会出

现较多的差异性，甚至在创业方向上形成巨大

的反差。创业者在知识进化中，会影响周围人

的知识学习方式，会对外界环境产生反向刺激，

外界环境逐步向鼓励创业发展的方向进化，让

更多人参与到创业当中，形成良性发展模式。 

3  制约大学生创业能力增长的因素

大学生创业能力不足，包含了创业意愿不

足、创新能力缺乏、创业教育滞后、创业环境

欠优化等因素 [21]。创业者所拥有的行业知识、

创业知识和组织管理知识等各类知识影响其创

业活动的开展，而创业者的行为是创业能力的

体现 [22]。大学生是否具备开展创业活动的能力，

核心在于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及知识指导创业行

为的能力。大学生从进入大学伊始，就从基础

知识学习阶段进入应用知识学习阶段，其知识

应用能力需要建立在存量知识基础上。因此通

过专业知识学习建立个体的基础知识属性，并

指引大学生存量知识的进化方向。

大学生接触产业和外界社会的过程会对其

产生需求刺激，激发其进行知识运用，并逐步

从单纯的知识学习发展到知识创新。创新知识

只有显化为产品和服务的形式，才能够满足市

场的需求，才会产生创业的动机和意愿。创业

环节的复杂性诱发了大学生跨领域知识学习欲

望，知识的进化逐步从单一学科的纵向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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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跨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伴随创业活动的深

入，大学生个体以团队创业的形式应对创业的

复杂局面，创业团队分工促使大学生创业者的

知识增长回归专业知识，但是更侧重创业需求

的交叉领域知识。

由此可见，在大学生创业活动中，个体是

知识增长的载体，外界环境刺激其知识进化，

大学的学科资源是其知识获取的来源，教育模

式影响其知识学习方式。从个体、外界环境、

学科体系和教育模式 4 个方面，用知识进化的

视角分析制约大学生创业能力增长的因素，符

合以人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更有助于形成破解

困局的方法。

3.1  个体因素

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需要识别创业机会，

而机会识别能力取决于行业知识和社会经验的

积累程度。大学生如果专业知识积累不足，对

于专业所对应的行业知之甚少，就无法将外界

刺激转变为创新需求。在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

下，大学生即使有创业的想法也没有能力产生

高附加值的创业产品，只能多从事低知识含量

的生存型创业。知识的创新主要来自于个体，

个体不仅是知识附着的实体，更是知识生产的

源泉 [23]。大学生专业知识的积累过程可以看作

其知识进化的必然阶段，也是其创新能力的培

养过程。大学生创业是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满

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用创业的意愿引导自己

的知识学习，将社会的需要与自己的专业学习

结合起来，只有有意识地强化应用型知识的积

累，才能确保由自身知识进化形成的创新能力

能够满足创业的需求。如果单纯以专业知识学

习为目标，不关注社会需求的刺激，必然造成

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不仅无法形成创

业产品，而且会使得学术研究成果束之高阁。

3.2  外界环境因素

进化理论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外界刺激是

影响主体知识学习的重要因素，也是提供外部

知识的重要来源 [24]。当前社会对创业的认知存

在偏差，认为创业教育就是辅助就业的一种形

式，这种就业导向的创业观偏离了创业教育的

本源。而且这种“创业教育就是为了就业率”

的误导产生了逆向刺激，让很多尚未开展创业

活动的大学生形成了一种知识抵触情绪，使其

知识的进化方向背离创业初衷。大学生处于相

对封闭的学校环境内，所能接触到的外部知识

十分匮乏，对于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行业

需求缺乏知识获取的渠道。作为外部知识来源

的各行业企业，产学研合作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与企业所投入的时间、人力和物力等成本不成

比例，造成企业的合作欲望不足，只有在招聘

时才进入学校。企业传递给大学生的知识多是

人才岗位的需求，而不是行业发展的需求，大

学生在招聘的刺激下，更愿意补充自身的专业

知识和实操技能，考证、过级、考研等应聘导

向的知识学习成为常态。而创业导向的人际关

系、团队建设、组织管理、与业务相关单位沟通、

创业政策的解读等创业知识难以获取，其创业

能力自然没有提升的空间。

3.3  学科体系因素

大学生创业教育需要立足学科，发挥创业

的创新引导，对接行业需求，唤醒大学生的创

新创造能力 [25]。我国当前高等院校的学科体系

存在封闭化的评价体系、科研文化和制度模式
[26]。在人才培养中，多遵循纵向知识演进模式，

学术精进能力、学术尖端的攻克、标志性学术

成果的获得、学术寡头级带头人的数量等指标

引导学科建设向顶级学术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

发展，学术成果的发表期刊等级、被引数量逐

步成为学科建设的标准。创业产品多属于成熟

的学术研究成果市场化的体现，这种应用型知

识很难体现学术的创新性，与学科发展不符，

很多研究生所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无法转化为创

业项目，而从事应用产品开发又面临无法毕业

的窘境。学科建设方向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风向

标，大学生的知识学习要遵循所在高校的知识

环境。高等院校学科评价引导学科建设方向强

调纵向性、学术性、高端性，这种学科发展模

式刺激使大学生的知识进化方向与创业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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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积累方向不相符，必然造成大学生知识创

新能力无法设计创业产品的窘境。

3.4  教育模式因素

当前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都已认识到创

业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需要对有创

业意愿的学生提供创业相关知识，引导学生实

施创业活动 [27]。在创业教育实施环节，通常采

用开设“创业基础”等创业课程，邀请创业者、

企业家、行业专家进校开设讲座，组织实施大

学生创业竞赛，引入社会资本搭建创业孵化基

地等形式进行创业教育。大学生通过创业课程

接触到创业活动中所涉及环节的基础知识，逐

步形成创业管理知识的认知，但是这些经济管

理知识偏基础性和理论化，而大学生缺乏创业

的实践经验，无法实现知识的内化。创业活动

能够带给大学生一些企业运行或创业过程中的

典型案例，受活动时间所限，对于行业的发展

需求、创业困境的解决方案等具体创业实践知

识传递较少，大学生并不能直接获得足够的实

践知识，对自身专业知识和创业知识的刺激性

不足，知识学习达不到预期效果。创业孵化过

程面向开展创业的学生，所能提供的是资金、

场地和政策解读，涉及具体创业环节的知识有

限。由此可见，创业课程、创业活动和创业孵

化三级创业教育模式是普适性人才培养模式，

而创业教育需要体现个性化知识学习需求，现

有教育内容不能满足创业者的知识进化需求。

4  高校推进创业教育的对策

创业教育是以个人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建设。知识学习与大学生的个人发展不是必然

的统一，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知识学习的认知能

力、强化主体学习意识 [28]。从知识学习的视角

出发，培育大学生创业能力，应该注重其知识

进化的方式，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和外界环境的

刺激，引导大学生正视创业教育的意义，通过

应用型创新能力培育的专业知识进化，加大创

业相关知识的供给，营造创业知识提升的氛围，

逐步培养创新创业型的大学生人才。

4.1  注重创业教育环境内涵化建设，正确引导大

学生创业

创业教育实施不力，最重要原因是创业教

育环境建设的缺失，创业教育没有进入到大学

教育体系当中。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大学生开展

创业的重要因素，大学环境中的创业知识要素

的丰富度直接影响创业知识的吸取及转化，大

学生的创业趋向是对所学知识输出的表现，知

识的趋同造成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差异度过低。

当前大学的创业教育缺乏足够的体系化，过度

关注创业教育对于就业的影响，导致创业教育

沦为就业培育的途径。创业教育的内涵化要注

重教育体系的设计，以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培育

为导向，在教学体系中加入创新意识的培养，

实践体系中注入创业能力的培育，注重引导大

学生从关注创业结果转向创业过程中的能力培

育，消除“鼓励创业就是为了保障就业率”的

误导对大学生参与创业的负面影响。学生处、

招生就业处等负责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单位，应

该发挥政策解读的职能，让大学生充分了解国

家对于大学生创业给予的资金、保险、创业场

地和弹性学制等系列扶植政策。要求专业教师

注重基础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的教学比重，引

导大学生进行问题式、思索性学习，为形成有

竞争力的创业产品打下理论基础。引入企业导

师参与实践能力培养，促进大学生积累实践领

域的经验，用实际问题引导创新能力的培养。

校内组织的创业大赛，需要更注重丰富学生个

人的综合问题解决能力，引导大学生创业者形

成创业风险意识。

当前高等院校常采用创业课程—创业活

动—创业孵化的三级创业培育模式，这种模式

符合创业知识普及—创业实践拓展—创业活动

扶植的三层创业培养需求。但是，创业教育所

安排的培育内容和采用的培育方式与大学生创

业人才培养的需求不符合。“双创”能力的培

养不能只体现在“创业基础”一门课程的设置，

建立创业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联系，以创业课程

中的创业项目为纽带，将创业知识的培育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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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的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大学生用

创业思维方式去开展专业知识学习，基于社会

需求构建专业知识的学习方向。结合《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于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加大创新类课程的比例，

培育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方法和创新模式，

将创新的内涵融入到大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创

新过程中，切实体现“双创”人才培养的初衷。

在创业实践环节和创业孵化环节，高等院校需

要起到培育引导的作用，充分发挥校企实践基

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器等形态的行业作用，让

大学生真实接触到行业需求，鼓励大学生敢于

探索产业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发挥实践环节

的应用导向性作用，切实体现大学生勇于创新、

敢于创业的优势。

4.2  破除学科壁垒，扩大创业所需跨学科知识供

给

知识多样性是知识进化的前提，高等院校

作为专业知识聚集地，具备知识多样性的特征，

能够为创业提供各类知识，应该是创业者存量

知识的重要来源。当前大学生创业创新能力不

足，说明大学生在知识获取方面存在障碍。大

学生的专业通常是其创业的主要领域，而其他

领域专业知识的获取是创业者知识外生增长的

重要途径，大学生创业普遍出现交叉领域知识

创新的不足，说明学科之间壁垒严重，阻碍了

知识的流动，创新无从谈起，也就无法满足大

学生创业的高复杂性知识需求。应该以大学生

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为契机，根据高校自身的

学科特色以及大学生开展创业项目的知识特征，

用“一校一策”的方式探索高等院校的内部学

科合作机制，在创业需求的高发领域建立学科

研究方向，鼓励研究生导师和青年专业教师参

与到交叉领域的学术研究当中，并以创业导师

的形式指导大学生创业项目，从专业创新视角

促进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创新水平提升，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跨学科的知识来源。

大学生创业项目带有浓厚的学校学科特色，

一方面体现了高等院校的学科优势，但是也凸

显了单一学校的知识有限性。各省级教委应该

大力推进大学创业联盟的发展，促进高校之间

的学科合作，以大学生创业项目为纽带，建立

跨校学科合作机制，打破高等院校的行政壁垒，

破除单一学科横向联系的障碍，推动跨校优势

学科之间的合作。减少大学生创业团队经常出

现的成员学科背景取决于学校的学科类型的弊

端，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供拥有所需知识的成

员，满足大学生创业产品复杂性的需求。

4.3  加大社会资源引入渠道，搭建创业实践模式

创业者知识的学习是受激反应，创业经验

的积累是知识内化的重要体现，大学生创业者

缺乏本专业相关的创业项目，根源在于从事本

专业的实践经验匮乏，无法从实践问题出发寻

找创业商机，参与实践教学时间不足，不足以

形成创业积累。创业教育具备实践性人才培养

特性，而现有高等院校教育体系比较欠缺实践

培育环节。结合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需求，根据

国家对应用型人才培育的要求，应加大学科服

务产业的横向课题合作力度，推进教师带队参

与企业研发，探索整建制的校外实践基地的实

习教学模式，鼓励企业导师进课堂，逐步建立

校企人才实践培养的教育机制。为大学生提供

接触产业的机会，使其了解校园外的社会真实

需求，在专业实践过程中思考专业知识转化服

务产业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专业知识转化为

实操技能的渠道，为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提供

实践知识的积累途径。

高等院校应该积极探索引入社会资本的方

式，通过建设大学生创业项目资源库、定期开

展校内创业项目路演、成立校友创投基金等形

式，加大对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期的培育管理，

让高潜质的大学生创业项目能够被社会资本所

了解，并在项目孵化阶段，发现大学生创业的

知识缺口，发挥平台的创业能力培育职能，提

高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利用社会创投资本对

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精准孵化，减少大学生创

业项目的同质化问题，提升大学生创业项目的

质量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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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进教学体系改革，加大创业元素的植入

创业教育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环节，

大学生创业不是人才培养的唯一目标。但是，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是高等院校人才

培养的重要内容，教学环节不仅是本研究所提

到的三级创业培育模式，更应该体现在整个大

学生教学培养体系中。《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于各专业本科培养

方案中课程的前沿性、实践能力培养有明确的

要求，创业教育为导向的培养方案应该以“双创”

能力培育为核心，在必修课体系中强化专业基

础知识的培育，为大学生创业者打下坚实的专

业基础知识，满足创新创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

纵向知识需求；加大选修课程体系的交叉领域

知识传授，扩大大学生创业者的知识宽度，满

足创业创新产生所需的多领域知识；注重实践

环节的实操性和前沿性，搭建符合创业教育的

课程体系，让大学生了解当前实际的问题，能

够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寻找解决方案，促进创业

商机的发掘。课程体系的设计为大学生创业者

提供了知识学习的基础，教师作为促进知识学

习的催化剂，其自身知识储备、教学方式、教

学导引都直接影响大学生创业活动。因此，需

要改变对高校教师的评价考核机制，注重学术

成果的创新性和应用性，加大高校专业教师指

导大学生创业项目的考核权重，引导高校教师

将学术研究工作与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有机的

结合，促进高校教师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评价

者变成主动参与者。大学生作为创业主体，其

自身的参与积极性是创业知识学习的主因，因

此需要鼓励大学生参与各级别的创新创业大赛，

引导大学生在学生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主

动思考能力，学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读实

际问题，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主动积累创

业相关知识。

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化的工程，高等院校需

要将创业教育理念逐步融入到教育体系当中，

让每个培养环节体现创业导向作用。教务处和

研究生院等教学管理部门需要出台创业课程评

价标准、创业课程学分转换和创业考核要求等

相关规定，切实体现监督创业教育课程的开设

质量、引导创业教育的开展、完善创业教育的

教学体系架构等管理职责；各培养单位在大学

生培养过程中，需要将创业教育模块纳入到专

业教学内容，将创业项目竞赛纳入专业实践培

育体系，积极进入企业授课和校外实训，为学

生提供多元化知识内容；学生处、校团委等学

生管理部门需要将大学生创业活动与志愿者服

务、社会服务、大学生竞赛进行结合，在大学

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打上创业的烙印；财务处、

人事处、后勤处等职能处室，需要从本单位的

业务出发深入解读创业政策，积极引进社会相

关资源，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条件，体现对

学生创业的扶植功能。高等院校还应该发挥知

识汇集场所的优势，加大与政府、企事业单位、

国外高等院校等合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丰富

的知识资源，助力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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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指出提高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的重要手段和关键支撑 [1]。专利密集型产

【学术探索】

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述评
◎苏娜平 1,2  张娴 3  董坤 4  陈秀娟 2,3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3.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041
4. 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淄博  25504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系统梳理与比较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现状，为建立完善我

国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估体系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研究通过国内外文献调研与网络调查，

在解析专利密集型产业内涵的基础上，从评价指标研究、评价方法研究及实证研究 3 个方面，总结当前专

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现状。[ 结果 / 结论 ] 结合现有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成果分析

发现：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够突出；评价方法相对单一，多采

用 DEA 法测度专利密集产业的创新效率；实证数据多为二手数据并局限于国民经济数据，且研究视角过于

宽泛。建议未来研究充分考虑专利密集型产业专利数量密集性和对专利制度依赖性的特征，吸纳更多反映

产业专利实力及经济贡献的评价指标；积极探索科学、有效、全面的评价方法，多角度综合评价专利密集

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挖掘与整合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多源数据及其他反映专利密集型

产业专利质量及专利保护水平的专利数据，可基于区域视角和细分行业视角开展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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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先

导产业，是世界各国取得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所 在 [2]。2010-2014 年， 我 国 专 利 密 集 型 产 业

增加值合计为 26.7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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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均实际增长 16.6%，是同期 GDP 年均

实际增长速度（8%）的两倍以上 [3]。在此背景

下，国家 [4] 和一些地方政府 [5-7] 先后出台了多项

文件，明确提出要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

目标和要求。

然而，现阶段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存在研

发投入强度不高、产业创新效率偏低、知识产权

保护和创新激励机制尚不完善及专利优势尚未充

分发挥等问题 [8-9]，亟需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能

力建设，而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

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是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前提

和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 CNKI 与 Web 
of Science(WOS) 为数据来源，时间范围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分别用“专利密集型产

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与“patent-intensive 
industries”“IP-intensive industries”为检索词进

行检索，并借助搜索引擎对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

领域的主要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等网络信息资源

进行了收集，发现当前国外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评价相关研究非常少，且国内相关研究

多借鉴现有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般框架，因此

本研究以国内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相关文献为主，从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与实证研

究 3 个方面，对当前研究进行梳理；然后，结合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进展，剖析当前专利

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最

后，结合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目

的和现实需求，为后续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  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内涵

合理的产业测度是开展专利密集型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的基础 [2]，本研究首先对当

前国内外主要的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内涵界定进行

了梳理。同时，作为一种新的产业理念，专利密

集型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等国家重点产业的交叉性

特点不容忽视 [2]，将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内涵与高

技术产业的内涵进行对比分析，可进一步明确构

建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概念基础。

2012 年美国首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概念，其中将专利密集型产

业界定为单位就业人数发明专利数量高于所有

产业整体平均水平的产业 [10]。之后专利密集型

产业的理念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欧

盟 [11]、中国 [8,12] 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但不同国

家对专利密集型产业的界定因产业划分标准和政

策等不同因素而存在差异（具体界定标准及解释

见表 1）。另外，由于技术、产品乃至产业都具

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因而专利密集型产业的界定

也具有动态性 [13]。广义来说，专利密集型产业

指的是专利密集度高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即在

一定规模投入下产出专利数量相对较多的产业，

具有专利密集度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值高

的特征，代表了全产业创新的基本方向 [14]。

表 1  国内外专利密集型产业内涵界定对比分析

国家 机构 界定标准 计算方式

美国 [15]
美国商务部和
美国专利商标

局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orth American In-
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NAICS）
中专利密集度高于所有产业平均水平
的产业

专利密集度：NAICS 分类中某产业（行业）5
年专利总数与该产业（行业）5 年平均就业人
数的比值（单位：件／千人）

欧盟 [16]
欧洲专利局和
欧洲内部市场

协调局

相对专利强度高于所有产业平均水平
的产业

相对专利强度：产业（行业）受欧洲专利公
约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 保 护 的
专利总数与该产业（行业）的就业人数的比
重（单位：件 / 千人）

中国 [17] 国家知识产权
局

产业发明专利密集度及发明专利授权
规模（一定时期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之
和）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产业；
定性因素为辅

发明专利密集度：5 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除以相
应期间的平均就业人员数；发明专利规模：5
年期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之和；定性测度：
产业成长性良好，与创新发展的政策导向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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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覆盖范围而言，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高技

术产业存在交叉，但从内涵上看二者差异较大。

首先，对两个产业的覆盖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发

现《专利密集型产业目录（2016 试行）》[17] 和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18] 共

用一个行业分类标准——《2011 年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 4754—2011）》，根据该统一标

准换算得到专利密集型产业涵盖的 48 个国民经

济中类行业包含 179 个小类行业；高技术产业

包含 61 个小类行业，且其中有 49 个小类行业

与专利密集型产业重合。换言之，专利密集型

产业的覆盖范围约为高技术产业的 3 倍，且将

近 80% 的高技术产业都属于专利密集型产业，

如图 1 所示。其次，从产业界定标准来看，高

技术产业（制造业）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

入强度（R&D 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相对较高的制造业行业，即研发投入密集的产

业 [18]；而专利密集型产业则指的是专利产出密

集的产业，尤其是对专利保护制度高度依赖的

行业 [2,17,19]。综上，构建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可借鉴高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的已有成果，但要重点考

虑其专利数量密集性和对专利制度的依赖性的

特征。

专
利
密
集
型
产
业

高
技
术
产
业
︵
制
造
业
︶

图 1  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关系

2  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研究现状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手段开发新产品、新工艺使其形成经济效益

的能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能力 [20]。对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开展评价研究的关键是选择科学可

行的评价指标及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 [21]；自专

利密集型产业的概念提出以来，部分学者针对

专利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开展了实

证研究 [22-27]，本文将从评价指标研究、评价方

法研究及实证研究 3 个方面对专利密集型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比较。

2.1  相关评价指标研究现状

筛选具有较强敏感性和代表性的评价指标

是构建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必要条件 [28]。当前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

价指标通常基于投入 - 产出视角进行设计 [29-30]，

本文也将从这两个层面对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相关指标进行梳理与解读。

2.1.1  技术创新投入类指标

技术创新投入指产业为进行技术创新所投

入的所有有形及无形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一般

分为人力、物力、财力 3 个方面 [31]。当前专利

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中采用的技

术创新投入类指标主要分为人力投入和资金投

入两大类 [22-27]。

其中，常用的人力投入类指标为 R&D 人员

的数量或比重 [21-26]，部分学者还采用了行业平

均就业人数 [27] 这一指标。资金投入类指标则重

点关注产业自主研发资金支出、技术获取相关

费用支出和技术改造相关费用支出 3 个部分；

其中自主研发资金支出常用指标包括：R&D 经

费支出 [22-26]、仪器设备经费支出 [24]、新产品开

发经费支出或比重 [22,24-25]；技术引进相关费用支

出常用指标包括：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22,24-25] 及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 [24] 等指标；技术改造相

关费用支出常用指标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25]。

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将固定资产投资额 [22]、研

发机构数 [24] 和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26] 也作为衡

量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指标。

2.1.2  技术创新产出类指标

技术创新产出指创新资源投入的产出效果，

体现了技术创新活动的收益和规模水平 [29,31]。

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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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技术创新产出类指标主要分为知识产出

和经济产出两类 [22-27]。

知识产出类指标主要包括专利数量相关指

标，常见指标有：专利申请数量 [23-24]、发明专

利申请数量 [23,26]、有效发明专利数量 [22] 及发明

专利授权量 [25] 等。经济产出类指标则往往从市

场占有情况、盈利性和出口能力等方面考虑，

常用指标包括新产品销售收入或产值 [22-25]、新产

品出口销售收入 [24,27] 及利润 [23,27] 等。此外，部

分学者将工业总产值 [23] 和主营业务收入 [27] 也作

为衡量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

现有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投入层

面、产出层面的常见评价指标及其解释如表 2
所示：

表 1  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常用指标及其解释

类别 评价维度 常用指标 解释

投入类
指标

人力投入

R&D 人员数量 / 比重
反映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投入情况的重要指标；不足以
反映参与技术创新的所有人员的贡献

行业平均从业人数
反映了产业人力投入的平均水平，但是无法准确反映从
事产业技术创新人力的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

R&D 经费支出 / 比重
反映产业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三类项目
的资金投入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来源于研发

仪器设备经费支出 / 比重 反映产业开展研发活动时在仪器设备方面的投入情况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 比重 反映产业用于新产品研究开发的费用支出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 比重 反映产业用于购买国外或港澳台技术的费用支出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 比重 反映产业为进行技术改造而投入的资金情况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 / 比重 反映产业购买国内其他单位研发成果的费用支出

其他投入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量 / 比重 反映产业中企业开展新产品研发的项目管理能力

产出类
指标

知识产出 专利数量指标
反应产业技术发明创造的成果产出，但并非所有的发明
创造都能投入市场，并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仅采用专利
数量指标可能会高估产业的创新水平

经济产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 / 产值 反映产业在产品创新方面的产出情况

出口额（新产品） 反映产业出口倾向，体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高低

利润 / 利润总额（新产品） 反映产业的盈利能力

2.2  相关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选择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是进行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评价的关键一环 [21]。现有专利密集型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采

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来测度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见表 3）。

该方法由 A. Charnes 等于 1978 年提出，其原理

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借助

于线性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

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 DEA 的生产

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 DEA 前

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其相对有效性 [32-33]。DEA 法

是一种分析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相对有效

的一种非参数分析方法，其优点是不需要确定

生产前沿函数的具体形式，无须对数据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无须进行任何权重假设，因而操

作相对简便，且较为客观；其缺点是对决策单

元能给出的解释信息较少，因此部分学者会将

DEA法与其他评价方法结合起来综合使用 [33-34]。

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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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DEA 法的运用主要包含两类：

（1）采用单阶段或多阶段 DEA 法对专利

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单阶段

或一阶段 DEA 法把技术创新视为“黑箱”，只

需输入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数据对决策单元进

行评价，忽略了系统中间过程特征，无从挖掘

内部阶段效率及其整体效率的影响因素。为了

更好地揭示产业的内部发展规律，多阶段 DEA
法被广泛应用 [35]。姜南 [23] 将技术创新体系分为

“技术”和“经济”两个阶段，对比分析了中

国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非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

新效率的差异；王黎萤等 [24] 基于创新价值链按

科技产出、物化产出与价值产出三阶段 DEA 法，

考察了浙江省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见

表 3）。

（2）将 DEA 法和 Malmquist 指数相结合

的评价方法，即 DEA-Malmquist 指数法。该方

法可以测量决策单元创新效率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要求输入连续且相互独立的指标数据作为

支撑，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22,36]。陈伟等 [22]

考虑到行业异质性的影响，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从行业层面对中国九大专利密集型产业

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姜南等 [26] 采用

该方法，将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非专利密集型

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 3）。

2.3  相关实证研究现状

基于不同的数据来源及研究视角部分学者

开展了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实证

研究（见表 3）。从实证数据来源来看，现有研

究的实证数据多为现有统计数据，大都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等，且主

要为国民经济数据 [22-27]。从评价视角来看，现

有研究聚焦于从全国整体视角，对专利密集型

产业与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

对比分析 [22,24,26]。从评价结果来看，部分研究表

明专利密集型产业还未充分发挥出其竞争优势，

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且根据

多阶段 DEA 方法的分析结果，专利密集型产业

中决定整体创新效率的主要阶段是专利等知识

产权要素转化为经济绩效的阶段 [23-24]。

表 2  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法及实证研究汇总

学者 评价方法 数据来源 评价视角 评价结果

姜南 [23] 二阶段 DEA
《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
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非专
利密集型产业（全国）

因经济产出能力较低，导致专利
密集型产业的整体效率低于非专
利密集型产业

王黎萤 [24] 三阶段 DEA
《科技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

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非专
利密集型产业对比（浙
江省）

2007-2013 年间，浙江省专利密集
型产业的综合技术效率高于非专
利密集型产业，但是其投入与产
出不匹配

陈伟等 [22] DEA-Malmquist
指数法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

专利密集型产业（全国
和行业视角）

2004-2013 年间，中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
势；医药制造业等专利密集型产
业资源配置效率较高

孙磊等 [25] DEA-Malmquist
指数法

《中国高技术统计年
鉴》

专利密集型产业（全国、
省级区域、八大综合经
济区 3 种角度）

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规模与技术
进步要求不匹配导致其技术创新
效率偏低

姜南 [26] DEA-Malmquist
指数法

《中国统计年鉴》
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非专
利密集型产业（全国）

2008-2011 年间，我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的 R&D 绩效总体上略低于
非专利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充分
发挥出其竞争优势

张骏 [27] DEA-Malmquist
指数法

江苏省统计数据
专利密集型产业（江苏
省）

2011-2013 间，相对于江苏省非专
利密集型产业，专利密集型产业
创新效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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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现状述评

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

相关研究较少，但国内外学者已针对高新技术

产业开展了大量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相关

研究 [37-41]。专利密集型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产

业理念，有其特性，也具备产业的共性，且考

虑到高新技术产业与专利密集型产业覆盖行业

重合度较高，因此现有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研究成果（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专利密集

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综上，本文结合现有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进展以及专利密集型产业

的特点，将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研究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总结如下：

（1）就评价指标而言，现有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评价研究都较重视与研发投入、专利及新

产品产出、经济效益相关的评价指标 [42-43]，如

R&D 资金及人力投入、专利数量、新产品数量

及销售收入等。分析发现，专利密集型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设计也多借鉴该思路从

资金投入、人力投入、知识产出及经济产出等

方面着手，但多数研究未能将专利密集型产业

专利数量密集与对专利制度依赖的特征考虑在

内，导致评价指标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够突出。

例如现有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

标中知识产出类指标也仅围绕专利申请量等数

量类指标进行设计，而专利密集产业本身已具

备专利数量优势，若要更好地反映其创新竞争

力，应更多地对其专利质量及对经济的带动作

用进行考量。综上，现有研究多借鉴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评价指标设计的一般框架，但忽略了

专利密集型产业的特性，缺乏对能够体现专利

密集型产业专利实力的指标的挖掘，评价指标

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够突出，不利于更好地揭

示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律。

（2）就评价方法而言，现有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评价研究中最常见的评价方法为层次分析

法 [44]、主成分分析法 [45-46]、因子分析法 [47-49]、

熵值法 [38,50]、数据包络分析法（DEA）[51-53] 等，

不同评价方法反映的信息不同，且对各个指标

所赋权重也存在差异，进而会对评价结果产生

影响。分析发现，现有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评价集中采用 DEA 法测度产业的创新效

率，但该方法仅能反映产业实现从投入到产出

的转化能力的高低这一侧面，忽略了产业投入

能力和产出能力的实际水平。DEA 法在创新效

率评价方面的应用已相对成熟，但是产业的创

新效率仅能反映其技术创新能力的一部分，而

为了更好地摸清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内在结

构，需要对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进行评

价。综上，当前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评价研究中采用的评价方法相对单一，不利于

得到全面、可靠的分析结果。

（3）从实证研究来看，现有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评价研究的实证数据来源主要分为两种：一

是调研数据，即采用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方式 [38,54-55]

直接收集相关数据，获取成本较高但较为及时，

且评价指标的设计也较为灵活；二是现有统计

数据，即从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库 [48-50,56] 中获

取的数据，这类数据获取成本较低但数据相对

滞后，且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评价指标的选取。

另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实证研究的角度

可分为全国 [49]、区域 [46,48,51] 和行业 [29] 三类。通

过分析发现，现有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评价实证数据的来源主要为第二种，且多为

国民经济数据，缺乏对相关产业专利数据的深

度挖掘。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较多从全

国视角分析专利密集型产业与非专利密集型产

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研究对象过于宽泛，

不利于更为细致地比较和分析区域之间和细分

行业之间技术创新能力的差距。综上，目前专

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的实证数

据多为现有统计数据并局限于国民经济数据，

且研究视角过于宽泛，不利于准确揭示专利密

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现状。

4  未来研究展望

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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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了解我国专利

密集型产业的经济特征和发展规律，从而进一

步探索专利创新对产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为产

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引导。本研

究通过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

究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及实证研究的梳理、

归纳与分析，发现当前国内专利密集型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研

究多为借鉴其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而设计的一般框架。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包括：①现有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评价指标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够突出；②评

价方法相对单一，多采用 DEA 法测度产业的技

术创新效率；③实证数据多为二手数据且局限

于国民经济数据，研究视角较为宽泛。

结合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

目的和现实需求，笔者针对后续研究提出如下

建议：

（1）评价指标方面，关于专利密集型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研究仍需加强针对性。

除了专利数量类的评价指标，未来研究可考虑

纳入更多反映产业专利实力的指标，如纳入专

利技术成熟度指标（计算公式为：α=a/(a ＋ b)[57]，

其中 a 为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数，b 为当年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数（或批准数），连续计算数年，

α 值递减，反映技术日趋成熟）来对产业专利技

术转化为实际产品的程度进行评价，通过发明

专利成长率指标（计算公式为：v=a/A，其中 a
同上，A 为追溯 5 年的发明专利申请累计数（或

批准累计数）[57]）来评估产业在某一技术领域

创新活动的变化趋势和技术储备，以更加深入、

全面掌握专利密集型产业的专利实力。此外，

将技术创新过程中产生的研发成果转化为供市

场销售的新产品并成功实现市场推广后所取得

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最直观的体现，因此还可以考虑增加更多体现

专利密集型产业经济贡献的指标，如通过总资

产贡献率、净利润率指标等对产业的资产收益

能力、盈利能力进行评价，以更好地揭示专利

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

（2）评价方法的选择方面，为了更加全面

和准确地揭示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水平，

未来研究可探索其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

法用以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适

用性，如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

或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对专利密集型产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作出全面的评价。

（3）实证研究方面，获取相关性强的大量

数据可为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提

供信息支撑，提升评价效果和质量。未来研究

根据研究目的、研究范围、可利用资源等挖掘

与整合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多

源数据。另外，可通过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或

商业化专利数据库等获取更多专利数据，如发

明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无效请求量等。与此

同时，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主导产业

差异较大，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基于区域视角，

探究专利密集型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技术创

新能力的差异，以更好地支撑专利密集型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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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

发展，O2O（Online to Offline）作为一种将线下

实体商业与线上网络营销、电子支付结合在一

起的新兴电子商务模式开始涌现 [1]。受这一新兴

电子商务市场所带来的巨额潜在利润吸引，越

来越多的电商企业开始把发展的重点放在 O2O
领域，例如京东商城、大众点评、美团网等企

业 2014 年前后均陆续涉入 O2O。金融支付和物

【学术探索】

O2O平台中消费者在线评价参与意愿影响
因素研究
◎张新香  焦露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随着 O2O 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在线评价作为其成功运转的一环，日渐显露出

重要性，如何激励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在线评价也成为影响 O2O 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论题。[ 方法 / 过程 ]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构建 O2O 平台在线评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采

集 386 份有效问卷，采用 AMOS17.0 软件验证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相关假设。[ 结果 / 结论 ] 帮助他人、自

我提升、归属感和道德责任都能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的意愿产生显著正面影响；帮助线下商家

和经济回馈对 O2O 平台在线评价参与意愿的正面影响不显著；执行成本对 O2O 平台在线评价参与意愿没

有显著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理解 O2O 平台消费者的在线评价行为，为企业激励消费者参与在线

评价、改善网站服务质量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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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统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加快了 O2O 发

展进程；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5 年 9 月发布《关

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

型升级的意见》，大力支持 O2O 这一新兴经济

形态。多方环境的成熟推动 O2O 市场高速发展。

《2017 年中国本地生活 O2O 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2017 年本地生活服务 O2O 市场规模为 9 
780 亿元，接近 1 万亿大关 [2]。然而，随着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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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竞争者加入 O2O 模式，企业吸引客户和

保留客户变得日益困难。如何在拥挤的 O2O 市

场中创造和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当下企业

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3]。CNNIC 发布的统计报告

显示，网络口碑是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主要

考虑因素，消费者对其关注度高达 77.5%[4]。在

线评价作为网络口碑传递的主要形式，在 O2O
模式的客户线下引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5]。消

费者完成线上预定支付和线下产品购买体验后，

将产品评论返回给 O2O 平台。O2O 平台及时跟

踪响应消费者的反馈结果以优化顾客的消费体

验，同时依据反馈意见对线上商铺进行评估 [6]。

潜在顾客做出消费决策前多会浏览已有在线评

价或参考网站提供的实体店评估值，用以了解

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做出购

买决策。因此，一定数量的高质量在线评价对

O2O 电子商务模式的成功运转至关重要，如何

激励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在线评价也就成为影响

O2O 模式成功的关键论题。

1  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1.1  在线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在线评

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相关研究。Y. Tong
等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解释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的

影响因素 [8]。S. Picazo-Vela 等基于扩展的计划行

为理论和“大五”人格框架搭建理论模型以研究

如何帮助在线零售商或中间商增加在线评价的数

量 [9]。L. Zhao 等依据社会资本论研究调查社会

资本的 3 个维度以及成员归属感对其参与在线评

价意愿的影响 [10]。何伟等采用计划行为理论解

释团购点评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11]。尹敬刚等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技术交换理论，从乐于助人、

执行成本、经济回馈、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

5 个角度构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发表在线评

价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12]。崔金红等基于社会交

换理论，并创新地引入拥挤效应，研究在线反馈

系统中消费者口碑的传播动机 [13]。

纵观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在线评价参与意愿

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发现其研究的对象多为

B2C 网 站 [8]、C2C 网 站 [10]， 鲜 有 涉 及 O2O 电

子商务模式。O2O 虽然在信息和支付方面与

B2C、C2C 模式一样都是采用线上形式，但物流、

商业活动、消费体验则是由线下提供 [6]，后者

的差异会造成影响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意愿因

素的不同。因此，O2O 模式下，消费者参与在

线评价意愿的影响因素需要重新考虑。

1.2  O2O 电子商务

2010 年，TrialPay 创始人 R. Alex 首次提出

O2O，他认为 O2O 模式的关键在于促使线上消

费者到线下实体店进行消费 [14]。目前 O2O 的发

展已经超越 R. Alex 所提出的线上—线下（Online 
to Offline）模式，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3 个新的方

向：线下—线上（Offline to Online），线上—线下—

线上（Online to Offline to Online），线下—线上—

线 下（Offline to Online to Offline）。O2O 的 出

现和快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现有对 O2O 模式的研究多聚焦在运行模式、发

展趋势以及行业对策等宏观层面，例如，陈佑

成等在提炼 O2O 电子商务特点的基础上，运用

3W2H 商业模型理论框架分析了 O2O 商业模式

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 [6]；彭志伟等提出 O2O
模式的核心是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并激发他们

的在线和离线行动，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信息

技术的促销方式（如横幅广告、数字优惠券和

在线口碑）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吸引和激励 [1]；

彭慧等从 O2O 商业模式为消费者和电商企业所

带来的价值的角度分析 O2O 模式的发展动力，

并总结 O2O 模式发展所遇到的创新、诚信和线

上流量等瓶颈和挑战 [15]；夏清华等对苏宁云商、

红星美凯龙、聚美优品、顺丰 4 个案例进行对

比分析，研究 O2O 模式如何创造价值 [16]；孔栋

等结合典型案例，从 O2O 模式构成要素中归纳

出供需信息匹配方式、产品或服务交付方式和

业务分工形式 3 个分类维度，并以此为依据将

O2O 模式划分为 8 个具体类型 [17]。与此同时，

专家学者也展开对 O2O 模式下在线评价的相关

研究。例如，郭顺利等结合移动 O2O 用户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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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的特点，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所选取的

影响移动 O2O 在线评论有用性指标赋权，借助

加权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移动 O2O 在线评论

有用性排序模型 [18]；李欣颖等基于拓展计划行

为理论构建移动商务环境下 O2O 模式用户的信

息查询行为、信息选择行为和信息使用行为的

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19]；李中梅等根据移动 O2O
用户的特点，运用双路径模型搭建移动商务环

境下 O2O 用户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概念模

型 [20]。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在 O2O 商业模式领

域已经形成一定量的研究成果，但是较少涉及

O2O 模式下的消费者在线评价，并且针对 O2O
消费者在线评价的研究多集中在在线评价有用

性方面，鲜有研究 O2O 模式下用户参与在线评

价的影响因素。在确认有用性的基础上，遵循“为

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过渡要求开展本文的研

究工作。

1.3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 ( Social Exchange Theory) 是
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用于理解资源交换过程

中的个人行为 [21]。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资源交换

行为遵循最大限度地增加利益并减少成本的原

则 [22]。 目 前，SET（Social Exchange Theory）

模型广泛用于分析社会群体的人际交往行为。

例如，S. Wu 等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模型和知识

共享模型，探究了虚拟团队成员如何通过网络

技 术 有 效 地 进 行 知 识 共 享 [23]。W. L. Shiau 和

M. M. Luo 利用 SET 模型，研究了影响消费者

持续使用在线团购意愿的因素，并证明互惠、

声誉、满意度和卖家的创造力等因素对消费者

的在线团购行为具有较大解释力 [24]。常亚平等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在线社会支持对顾客

公民行为的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并基于在线品

牌社区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25]。此

外，已有专家学者利用社会交换理论解释影响

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主要因素。J. Frenzen 和 K. 
Nakamoto 提出，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的行为可

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分享其消费经历

是希望从这一过程中换取有价值的回报，比如

社会地位、金钱等 [26]。同时，消费者提供在线

评价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花费其一定的时间和精

力去编辑语言和发布评论，这一过程所产生的

消极效果会限制消费者的在线评价行为意愿。D. 
Sohn 研究证明，在在线环境中，根据社会交换

理论，当消费者感知提供在线评价得到的利益

超过其付出的成本时，将会产生强烈的提供在

线评价的意愿 [27]。基于此，社会交换理论是构

建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意愿影响因素

模型的重要理论支撑。

1.4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Public Good）是指群体中的共

同资源。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从这个共同

资源中获益，而他们不一定会为这个公共资源

做出贡献。公共资源的利用率并不会随着群体

成员对其的使用而减少，但是当这个群体中的

成员都希望从公共产品中获益而不做出任何贡

献时，就可能产生社会困境 [28]。在互联网环境

中，大部分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前会浏览原

有在线评价以获取商品或服务信息，但是提供

在线评价带来的个人成本会削弱消费者贡献个

人评价的意愿。长此以往，很可能导致在线评

价的数量和质量满足不了用户需求，从而造成

在线评价陷入社会困境。M. L. Wasko 和 S. Faraj
认为，若群体成员从公共产品中获益的同时提

供个人贡献，则可以有效解决社会困境问题 [29]。

所以即便公共产品可能会陷入社会困境，但是

仍然可以通过群体行为去创造和维持。行为经

济学中大量相关文献提到，参与公共产品贡献

的意图是激发个人行为的重要动机 [30]。已有研

究证明，消费者贡献个人在线评价的行为可能

来源于其维持在线评价这一公共产品的意愿。

例如，C. M. K. Cheung 等基于公共产品理论，

结合社会心理学理论，从自我主义、集体主义、

利他主义和原则主义 4 个维度研究消费者在用

户评价系统中发表在线评价的电子口碑传播行

为的动机 [31]。可见，公共产品理论是搭建消费

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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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大理论支撑。

鉴于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和研究工作的必

要性，本文将针对 O2O 电子商务模式的特点，

基于社会交换和公共产品理论，构建消费者参

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采用

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所建立模型中

的相关假设，研究结果旨在为企业激励消费者

参与网站在线评价、改善网站服务提供参考。

2  研究模型与假设

2.1  研究模型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借鉴 C. 
M. K. Cheung 和 M. K. O. Lee 的理论思想，本文

认为可以分别从利他主义、自我主义、集体主

义 3 个维度出发构建 O2O 平台在线评价参与意

愿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执行成本

帮助他人

参与意愿

道德原则

归属感

自我提升

经济回馈

帮助线下商家

利益

自我主义

集体主义

利他主义

成本

H1a

H1b

H2a

H2b

H3a

H3b

H4

图 1  O2O 在线评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2.2  研究假设

2.2.1  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社会心理学上的重要概念，指

个体的一些欲望最终指向他人 [32]。根据利他主

义，我们可以认为个人维护公共产品这一行为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利他主义体现

的是一种社会交换。利他者的成本是为他人付

出，所获得的收益是付出后的愉悦感和个人价

值的提升。已有研究证明，在虚拟社区中大约

有 30% 的网友在网上发布评论是出于利他主

义 [34]。虚拟社区是由具有相似需求或兴趣的人

通过互联网聚集形成的社交群体 [35]。O2O 平台

为具有同样消费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了交流商品

认知的虚拟环境。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消费者

通过 O2O 平台发布在线评价或浏览已有在线

评价的行为是其参与虚拟社区活动的行为。在

虚拟社区中，帮助他人和帮助线下商家为利他

主义导向的表现结果，同时，消费者帮助他人

和帮助线下商家获得的愉悦感是消费者通过社

会交换的利益所得。J. F. Engel 等研究发现，

当消费者认为需要帮助他人做出正确的决定或

警告他人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时，会主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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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建议 [36]。O2O 环境中，消费者可能通过参

与在线评价和其他消费者分享自己正面或负面

的消费经历，以此帮助其购买正确的产品或服

务，并从中获得愉悦感。帮助线下商家也是基

于消费者的利他主义。T. Hennig-Thurau [34] 和 D. 
Sundaram [37] 等学者的研究证明，当消费者对所

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感到满意时会产生帮助线下

商家的想法，这种想法可能推动其参与企业网

络口碑的传播并以此作为对企业的回报。在线

评价系统是网络口碑产生的重要场所之一 [7]。

因此，当消费者希望通过参与企业网络口碑传

播以支持企业发展时，可能产生参与平台在线

评价的行为。O2O 环境中，消费者凭借线上支

付凭证于线下商家中进行消费体验，当其对所

享受到的消费经历感到满意时，身临其境的直

观体验可能会增强其回报线下商家的意愿，而

参与平台在线评论为商家传播正面口碑是最直

接简便的方式。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 帮 助 他 人 的 愉 悦 感 对 消 费 者 参 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有正面影响。

H1b：帮助线下商家的愉悦感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有正面影响。

2.2.2  自我主义

自我主义是指个人所有的终极欲望都是指

向自我，个人行为的动机来源于自我利益 [32]。

从自我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们为公共

产品提供个人贡献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增加我

们自身的福利。如果人们在进行资源交换的过

程中，通过获得回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使自

身成本最小化，则这种行为被认作自我主义 [31]。

在虚拟社区中，自我主义可以表现为经济回馈

和自我提升。经济回馈是提高人们参与水平和

执行水平的重要外在动机因素 [38]。在在线评价

系统中常以金钱、优惠券、奖品或积分等作为

经济奖励促使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T. Hennig-
Thurau [34] 和尹敬刚 [12] 等的研究证明，评论带

来的经济回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个体参与在线

评价的行为意愿产生影响。与传统电子商务不

同，O2O 能够有效地将线上与线下结合，这种

运转模式令企业为激励消费者参与平台在线评

价而提供经济回馈的形式更为多样灵活。因此，

O2O 环境下的经济回馈产生的激励更可能促使

消费者参与平台在线评价。自我提升是指个人

渴望从他人处寻求自身形象的提升或巩固社区

地位的倾向 [39]。Dichter 曾经提出，发表评论可

以使人们得到其他人的关注并展现自我的鉴赏

力 [40]。O2O 环境中，自我提升表现为消费者倾

向于发表个人对所购买产品或服务的独到见解，

以展现正面的自我形象。已有文献证明，在线

环境中，自我提升是促使消费者在网络上提供

个人评论的影响因素 [36-37]。因此，我们可以认

为自我提升可能促使 O2O 平台消费者参与在线

评价。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经济回馈的激励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有正面影响。

H2b：自我提升的激励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有正面影响。

2.2.3  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是指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最终目

的是增加群体或集体的福利 [33]。基于集体主义

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个人参与公共产品维护

可能是出于对集体利益的维护。社会认同理论

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所属群体或集体的认

可 [41]。当个人认定自己为群体或集体的成员时，

他们会根据自己在集体中的成员身份来定义自

己，并将他们的目标与社区的目标保持一致，

出于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他们将愿意为不一定

对他们自身有益的其他人做某些有益的事 [42-43]。

在虚拟社区中，归属感和道德责任为集体主义

导向表现结果。归属感反映了个人对集体的情

感参与。C. M. Chiu 等提出，在虚拟社区中，社

区对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对其产生知识共享行

为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44]。K. R. Lakhani 等证实

具有社区归属感的成员会主动参与社区知识共

享。他们认为，参与知识共享是从社区集体利

益出发，并且这种行为适合社区的发展 [45]。因

此，具有这种内在动机的人将有动力参与分享

活动并帮助他们的社区同伴。本文认为，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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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对注册的 O2O 平台具有一定归属感时，他

们更可能主动提供在线评价，并希望通过此举

维持平台正常运转，帮助平台健康发展。道德

责任是指人们出于对群体中道德的维护而从事

社区活动 [33]。S. Bamberg 等运用元分析发现，

对道德的维护是驱动个人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

因素 [46]。N. J. Allen 等证明，在虚拟社区中，社

区成员会出于责任感向其他成员提供一些有价

值的建议 [47]。C. M. K. Cheung 等提出，具有强

烈的道德责任感的消费者更可能通过在线消费

者舆论平台传播网络口碑 [31]。因此，本文认为，

消费者所具有的道德责任感会促使消费者参与

平台在线评价。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归属感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

评价有正面影响。

H3b：道德责任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

线评价有正面影响。

2.2.4  执行成本

社会交换理论中的成本是指个体在参与交

换的过程中产生的消极结果，且此结果会削弱

其参与交换的意愿和频率 [22]。W. J. Orlikowski
研究证实，当知识共享需要大量的时间时，知

识共享行为会受到阻碍 [38]。消费者参与 O2O 平

台在线评价，需要打开操作界面并进行评论观

点录入，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成本会阻碍消费

者提供在线评价，而且随着消费者评论内容的

细化，执行所需时间成本越大。消费者在平台

上提供在线评价时，需要有一个整合个人对产

品或服务的观点并将观点转化成文字的过程。

整合观点需要耗费精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减弱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受，从而

增大整合观点的难度，进一步削弱消费者提供

在线评价的意愿。此外，评论功能的实现在某

些情况下也可能产生额外的费用，比如消费者

通过移动互联网进入 O2O 平台评论系统参与在

线评论时，可能需要消费者支付额外的网络流

量费用。这一过程产生的额外金钱成本，使部

分消费者抵触在平台上提供在线评价，并且随

着评论内容的细化，执行所需金钱成本也会相

应增加，进一步减弱消费者在 O2O 平台上提供

在线评价的意愿。基于此，提出假设：

H4：执行成本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有负

面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测量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

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调查者的个人

信息，统计其使用 O2O 平台在线评价功能的基

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变量测量题项，调查问卷

所使用的测量指标均借鉴已有的国内外文献中

相对成熟的量表，并依据我国 O2O 平台的发展

和中文习惯做出相应的修改，具体测量指标及

其全部引用来源见表 1。问卷采用 7 点 Likert 量

表形式测量问项，每个潜变量的测量题项由一

组 陈 述 句 组 成， 并 使 用 7、6、5、4、3、2、1
分别表示“非常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一

般”“比较不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

3.2  数据收集

笔者于 2018 年 5 月 -6 月向拥有 O2O 平台

购物经历的消费者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采

取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针对本校及

周边高校在校生，我们共发放 100 份纸质调查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87 份；为提升被调查对象

的多元化，我们在此基础上利用问卷星网站进

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网络调查问卷 36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299 份。共得到有效问卷 386 份，

其中 74 份问卷因填写不完整或选项高度重复不

符合逻辑予以剔除，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83.9%。

有效问卷的样本特征如表 2 所示。

3.3  信度和效度检验

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之前，本文利用 SPSS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KMO 和 Bartlett’s 球 体 检

验，判断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 样 本 数 据 的 KMO 值 为 0.911， 接 近 1，

Bartlett’s 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 6 851.238，且 P
值为 0.000，表明样本数据检验结果符合因子分

析条件。问卷信度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问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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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变量测量指标及引用来源

潜变量 变量的测量指标（题项） 来源

帮助他人 1. 我很高兴能帮助其他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
2. 我很高兴能帮助其他消费者做出更好的购买选择

A. Kankanhalli 等 [48]；
Y. Tong 等 [8]

帮助线下
商家

1. 线下商家为我提供了一次美好的消费体验，我非常愿意回报线下商家
2. 我很高兴能帮助线下商家
3. 我觉得好的线下商家就应该被支持

Y. Tong 等 [8]；
D. Sundaram 等 [37]

经济回馈
1. 我在 O2O 平台上得到了一些物质奖励（比如代金券、折扣券等）
2. 我在 O2O 平台上收到了写评论的报酬（比如现金、红包）
3. 我在 O2O 平台上得到了一些小礼物（比如纪念品）

T. Hennig-Thurau 等 [34]

自我提升
1. 通过提供在线评价可以提升我在其他消费者心中的形象
2. 通过提供在线评价可以展现我对本次产品或服务的独特鉴赏力
3. 通过提供在线评价可以使我得到其他消费者的认可

D. Sundaram. 等 [37]

归属感
1. 我对这个 O2O 平台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2. 我认为这个 O2O 平台上的其他用户都是我的朋友
3. 我喜欢这个 O2O 平台上的其他用户

C. M. K. Cheung 等 [31]

道德责任
1. 我的良心让我在消费后提供在线评价
2. 我觉得消费后提供在线评价完全符合我的道德观念
3. 我觉得在道义上我有责任在消费后提供在线评价

M. Bosnjak 等 [49]

执行成本
1. 为了提供评论我需要回忆消费细节，这很麻烦
2. 为了提供在线评价，我需要组织语言并进行编辑，这很花费精力
3. 在 O2O 平台在线评价系统中输入评论需要花费我太多时间

A. Kankanhalli 等 [48]；
Y. Tong 等 [8]

参与意愿
1. 我愿意在消费后写在线评价
2. 我会鼓励其他消费者写在线评价
3. 我可能会在消费后写在线评价

G. W. Bock 等 [50]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人口统计学特征 数量（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42 36.8
女 244 63.2

年龄

18 岁以下 17 4.4
18-25 岁 284 73.6
26-30 岁 34 8.8
31-40 岁 10 2.6
41-50 岁 32 8.3

51 岁及以上 9 2.3

受教育程度

初中 26 6.7
高中 35 9.1
大专 44 11.4
本科 189 49.0

硕士及以上 92 23.8

常用 O2O 平台（可多选）

美团网 239 61.9
百度糯米 55 14.2
美团外卖 183 47.4

饿了么 121 31.3
携程 60 15.5

去哪儿 64 16.6
其他 90 23.3

O2O 平台使用经验

3 个以下 24 6.2
4-11 个月 170 44.0

1-2 年 144 37.3
2 年以上 4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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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和稳定性。本文利用 Cronbach Alpha 系

数和变量组合信度（CR）检验问卷内部一致性。

结果显示，问卷整体 Cronbach Alpha 系数值为

0.928，每个变量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值都大

于 0.8，证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

信度。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都大于 0.8，

进一步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数据具

有很好的稳定性。效度检验用于考察问卷测量

的有效性见表 3 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大于 0.7，

且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AVE）都大于 0.6，

可知变量的收敛效度良好。表 4 所示为潜变量

平均方差抽取（AVE）的平方根（表中斜对角

线数值）和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潜变量平均方差抽取（AVE）的平方根都大于

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表明变量区分效度较好。

3.4  模型检验

本文利用 AMOS17.0 进行模型的分析和验

证，模型拟合结果见表 5。综合各项指标的判断，

此模型的各项指标基本符合标准，可以认为此

模型的整体拟合较好。

表 3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sα

帮助他人
1 0.843

0.842 0.727 0.842
2 0.862

帮助线下商家

1 0.841

0.869 0.689 0.8682 0.878

3 0.768

经济回馈

1 0.896

0.941 0.843 0.912 0.954

3 0.903

自我提升

1 0.882

0.912 0.776 0.9412 0.904

3 0.856

归属感

1 0.824

0.890 0.727 0.8872 0.868

3 0.868

道德责任

1 0.859

0.876 0.702 0.8762 0.790

3 0.863

执行成本

1 0.825

0.891 0.732 0.892 0.901

3 0.839

参与意愿

1 0.772

0.857 0.668 0.8552 0.826

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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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区分效度分析结果

自我提升 帮助他人 帮助线下商家 经济回馈 归属感 道德原则 执行成本 参与意愿

自我提升 0.881

帮助他人 0.545 0.853

帮助线下商家 0.584 0.799 0.83

经济回馈 0.433 0.092 0.169 0.918

归属感 0.683 0.384 0.393 0.368 0.853

道德原则 0.708 0.592 0.609 0.262 0.726 0.838

执行成本 0.258 0.106 0.192 0.423 0.291 0.223 0.856

参与意愿 0.702 0.572 0.543 0.25 0.712 0.77 0.159 0.817

表 5  模型拟合指标和拟合度

检验量 c2/df RMSEA GFI PCFI PGFI PNFI NFI CFI IFI

建议值 <3 <0.08 接近 1 >0.5 >0.5 >0.5 接近 1 接近 1 接近 1

检验结果 2.284 0.058 0.905 0.768 0.662 0.746 0.934 0.962 0.962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各因子之间的路径系

数值进行参数估计，数据结果见表 6。其中，S.E. 表

示估计值的标准误差，C.R. 为临界比值，即 T 检

验值。表 6 中数据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假设检验。

表 6  路径系数和显著程度

假设检验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验证结果

H1a 参与意愿 <---- 帮助他人 0.158 0.079 2.012 * 支持

H1b 参与意愿 <---- 帮助线下商家 -0.025 0.91 -0.278 0.781 不支持

H2a 参与意愿 <---- 经济回馈 -0.013 0.028 -0.472 0.637 不支持

H2b 参与意愿 <---- 自我提升 0.133 0.047 2.810 ** 支持

H3a 参与意愿 <---- 归属感 0.230 0.058 3.932 *** 支持

H3b 参与意愿 <---- 道德责任 0.258 0.063 4.104 *** 支持

H4 参与意愿 <---- 执行成本 -0.050 0.037 -1.329 0.184 不支持

注：*** 为 P<0.001，** 为 P<0.01,* 为 P<0.05

3.5  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的路径系数和显著程度（见表 6）表明，

除了 H1b、H2a、H4 的系数不显著，未得到数

据支持外，其他假设的系数都在 0.05 水平下显

著。具体分析如下：

3.5.1  利他主义

帮助他人的愉悦感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

在线评价有显著正面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0.158，P 值小于 0.05。本结论与 Y. Tong[8] 和

T. Hennig-Thurau. [34] 等不区分消费网站类型的

研究结论一致，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帮助

他人的愉悦感是影响其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

的重要因素。

帮助线下商家的愉悦感对消费者参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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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评价无显著正面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0.025，且 P 值为 0.781。消费者为了帮助其

他消费者做出更好的消费决策会提供有关商品

或服务的有用信息出于此目的产生的在线评论

较为客观，并不会将评论性质局限于正面或积

极。与此不同的是，当消费者产生帮助线下商

家的意愿时，会更倾向于提供正面的、积极的

在线评价，从而能够为企业传播正面口碑以吸

引其他消费者，最终达到支持线下商家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的结果。但是已有研究证实，因为

正面评价的数量占评价总数量的大部分，消费

者不太可能查阅每一条评论，所以正面评价的

信息性对消费者的初始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51]。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希望通过参与评论以

达到帮助线下商家效果的消费者，其所提供的

正面评价难以得到其他消费者的认可，最终导

致帮助线下商家不能成为促使消费者参与在线

评价的正面影响因素。

3.5.2  自我主义

经济回馈的激励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无

显著正面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13，P
值为 0.637，此结果与 Y. Tong 等 [8] 结论一致。

O2O 平台采用线上支付、线下消费的商务模式，

且目前大多数 O2O 平台上的消费实体店多属于

服务行业，包括订餐、电影、美容化妆、SPA、

旅游、健康、汽车租赁等。线下商家多采用降

价促销的形式吸引线上消费者亲临实体店进行

消费，这造成了销售成本的上涨，进而促使线

下商家削减其他成本以保证销售所得利润。此

外，从表 2 显示的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

本次调查对象 49.0% 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另外

有 23.8% 受教育程度为硕士及以上，其个人经

济水平较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而本次调查

发现消费者使用较多的 O2O 平台为美团、百度

糯米等团购平台，其中使用美团的消费者占比

高达 61.9%。相较于传统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商家，

团购平台上商家多采用薄利多销、量大从优的

销售策略，通常会给出低于商品零售价格的团

购折扣价为降低销售成本以保证正常利润，团

购平台的商家会削减口碑宣传方面的相关支出。

因此，相较于传统电商，O2O 平台线下商家所

提供的经济回馈不足以促使消费者在平台上提

供在线评价，从而导致经济回馈对消费者参与

O2O 平台在线评价无显著正面影响。

自我提升的激励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存

在显著正面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33，

P 值小于 0.01。技术的发展促使消费者于在线环

境中发表评论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不同于以往

仅有的文字描述评价功能，现有 O2O 平台新增

的图片评论和视频评论功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展现自我鉴赏力和个人能力的方式和渠道，并

因此增强消费者参与平台的在线评价意愿。

3.5.3  集体主义

归属感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230，P 值小于

0.001。这一结论与 C. M. K. Cheung 和 M. K. O. 
Lee 的结论一致 [31]。人们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份子，

出于对所属集体利益的维护，他们会愿意从事

不一定对他们自身有益却一定会对集体中其他

个体有益的事务。当 O2O 平台的消费者把自己

看作这个平台中的一员，其对集体的归属感是

影响其参与在线评价的重要因素。

道德责任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有显著的

正面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258，P 值小

于 0.001。道德责任可以作为促使消费者参与在

线评价的一个影响因素，该结论可能与虚拟社

会的规范化有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与网络紧密相连，在相关法律

法规的约束下，网络虚拟社区正朝着一个规范、

健康、有秩序的方向发展。因而，在虚拟的网

络世界中，人们仍然愿意为了责任感去维护虚

拟社区中的道德规范。消费者在做出消费决策

前会参考在线评价并认同在线评价的参考价值，

从而会对消费结束后为其他消费者提供产品信

息产生责任感，并由此增强他们参与在线评价

的意愿。

3.5.4  执行成本

执行成本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无显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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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5，且 P 值为

0.184。技术的进步可能削弱了消费者在平台评

价系统中提供在线评价的执行成本。现阶段，

大部分的 O2O 平台都开发了移动网络终端，智

能手机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也促使 O2O 移动网络

平台的设计更趋于实用性，简化了消费者提供

在线评价的操作步骤，从而减少其在平台上录

入评论所需的时间成本。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和社会进步，O2O 平台的企业间良性竞争促使

O2O 平台设计更为合理化和人性化。O2O 平台

相关的网页及移动端软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用

户需求，进一步优化消费者提供在线评论所需

的操作步骤，降低使用难度和复杂度。由表 2
可知，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较多分布于 18-25 岁

和 26-30 岁之间，18-25 岁的被调查者占比高达

73.6%。这一区间的消费者对 O2O 平台相关网

页及移动端软件的使用更为熟练，在平台上提

供在线评论所需的执行成本对其影响在一定程

度上弱于其他年龄区间的消费者。免费无线网

络的大面积应用和越来越大优惠力度的移动网

络流量套餐减少了消费者提供在线评价所需的

上网费用，降低消费者在 O2O 平台上提供在线

评论所需的金钱成本。此外，部分消费者选择

在线下消费过程中提供在线评论，消费现场的

直观感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整合评价语

句所需付出的精力，更加人性化的设计也能削

弱消费者对参与在线评论的抵触情绪。因此，

出现了执行成本不能负面影响消费者参与在线

评论这一不符合预期假设的结论。

4  结论和启示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

从利他主义、自我主义、集体主义 3 个维度探

讨了 O2O 环境下消费者在线评价参与意愿的影

响因素。结果表明利他主义维度中，帮助他人

的愉悦感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的意愿存在显

著正面影响，帮助线下商家的愉悦感对消费者

参与在线评价的意愿不存在显著正面影响；自

我主义维度中，自我提升的激励对消费者参与

在线评价的意愿存在显著正面影响，经济回馈

的激励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的意愿没有显著

正面影响；集体主义维度中，归属感和道德责

任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的意愿均存在显著正

面影响。此外，执行成本对消费者在线评价参

与意愿没有显著负面影响。

信息反馈和口碑传播是 O2O 平台运转的必

要环节，如何刺激消费者参与网站在线评价是

管理者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本研究的结论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管理者制定相关决策提供理

论指导：

（1）帮助他人的愉悦感是刺激消费者参与

在线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者在平台上发

布对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个人观点，可以向其

他消费者传递有关商品或服务的有用信息。该

信息有别于商家提供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产品或

服务的销售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他消费

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所接收信息的不对等，

为其他消费者做出正确的购买决策提供帮助。

但是，若消费者不能感知到自己提供的在线评

论帮助到其他消费者，则会降低其继续在平台

上提供在线评论的意愿。针对该结论，网站在

线评价系统中可以增加一些利于消费者之间互

动的功能，使消费者可以接收到其他消费者的

反馈信息，以激发消费者产生帮助他人的愉悦

感，从而促进在线评价数量和质量的提升。

（2）自我提升的激励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

价存在显著正面影响。调查结果证明，消费者

普遍认为在平台上发布具有个人独特见解的评

论可以展现个人鉴赏力。现在已经有很多 O2O
平台关注到这一要素对激励消费者参与在线评

论重要性，例如：消费者提供评论后可以获得

相应积分或提高个人账号等级，另有部分平台

开设评论点赞功能，极大提升消费者的个人认

同感和荣誉感。但是，若只是考虑点赞功能或

个人账号积分对消费者的激励，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已有评论的增加，新增的在线评论或新注

册的用户得不到其他消费者的关注，可能会削

弱其参与在线评论的意愿。因此，对于自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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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对消费者参与在线评价的激励，网站在设计

在线评价系统中要充分考虑消费者自我展现的

个人需求，不断优化平台设计，促使消费者在

平台上发布个人观点。

（3）消费者对平台的归属感可以促使其参

与在线评价。若消费者对平台具有一定归属感，

相较于其他对平台无情感参与的消费者会更期

待平台往好的方向发展。参与平台的在线评论

是消费者与平台互动的一种方式。消费者提供

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促进线下商家往好的方向

发展或剔除不良线下商家。这种行为的结果在

某种程度上促使平台向好的方向发展，消费者

作为平台一份子以该新式参与平台建设。平台

管理者可以据此考虑在平台设计中增添温情因

素，从而增强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的“粘度”，

增强消费者对平台的归属感，进一步促进消费

者在平台上提供在线评论。

（4）道德责任感对促进消费者参与在线评

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

前，除了参考商家提供的关于产品或服务的销

售信息，浏览已有在线评论也是其做出购买决

策的重要前提。但是，若只是浏览已有在线评

论而不给予回馈，在线评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其数量和质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不能满

足其他消费者的需求。维持在线评价的数量和

质量，使其摆脱社会困境是消费者作为平台注

册用户的道德责任。此外，平台上部分消费者

参与在线评论是出于对之前浏览已有在线评论

所获取的有用参考信息的一种回馈。对道德责

任的维护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同时也是促使消

费者参与在线评价的影响因素。对此，网站设

计中要加强对在线评价语言的“净化”，为消

费者提供一个健康的在线评价环境。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

研究的调查对象多为在校学生，受教育程度集

中在本科和硕士，人口结构特征单一，后续研

究可以采用随机抽查方式或分层调查方式，丰

富调查人口结构特征；第二，本研究的研究方

式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可能会存在研究方式的

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以加入其他研究方法；第三，

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局限，

后续研究可以加入其他方面影响因素，从而完

善 O2O 平台在线评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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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专利一直被用作创新活动的评价指标。但是大

量的研究表明 [1-5]，并不是所有的专利都具有很

高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专利犹如凤毛麟角。

为优化专利战略布局，促进科技成果的吸收与

转化，专利价值的评估研究一直受到广泛专注。 
由于专利具备经济、法律和技术多重属性，

所以专利价值的评估十分复杂，从专利自身属

性出发，众多学者结合实际经验不断进行探索，

已经总结出了一系列专利价值影响因素，主要

【学术探索】

专利家族规模对专利价值贡献变化研究
             ——以太阳能领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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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明确专利家族规模改变对专利价值贡献的变化情况，同时为专利战略布局优

化和专利价值评估提供重要参考。[ 方法 / 过程 ] 以新型清洁能源太阳能领域为例，识别高价值和低价值

专利数据集，针对高低价值专利之间专利家族规模差异设计实验，利用 SPSS 22 进行验证。[ 结果 /结论 ]

专利家族规模对专利价值贡献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专利家族规模的不断扩大，专利家族数量占比在高低价

值专利之间的差异性不再显著，此时专利家族规模增加对专利价值的贡献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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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专利被引次数、专利参考文献数、专利参

考专利数、IPC 数、专利家族数量、发明人数、

权利要求数等。其中专利家族指的是针对同一

个发明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申请的不同专利。专

利家族规模越大，专利申请时费用越高，所以

一般来说，专利申请人只愿意对有价值的专利

在多国提出申请，形成专利家族。专利家族已

成为专利价值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但随着研

究逐渐深入，一些学者证实在特殊情况下，专

利家族对专利价值的影响会失效，专利家族规

模并不能线性反映专利价值。为进一步明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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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家族数量对专利价值贡献变化，本文以太阳

能领域为例进行实验设计，希望能为今后的专

利价值评估工作提供参考。

1  国内外研究进展

专利家族作为专利价值的评价指标，已经

被众多学者所证实。如 2003 年 D. Harhoff 等 [6]

曾明确提出专利家族的规模可以描述为专利家

族代表的国家个数——可被用来衡量发明的市

场规模，也就是其价值。2007 年 E. Sapsalis[7] 提

出了专利价值决定因素的四因素论证：非专利

引用（NPC）、后向专利引用（BPC）、合作

数量（COA）和专利族的大小（FS），并且使

用生物技术的专利数据进行实证研究。2014 年

M. Grimaldi 等 [8] 提出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利

用专利信息对专利价值评估的框架，最终确定

了 5 个关键标准，分别是技术范围、前向引用

频率、国际范围、专利策略以及经济相关性，

前 3 个标准用来分析技术科技创新水平以及专

利地理位置的覆盖范围，后两个标准包含战略

经济信息。O. Lanjouw 等 [9] 使用专利权利要求

数量、专利前向引用、专利后向引用、专利家

族大小等 4 个指标，按照技术类别对专利进行

划分然后对专利质量进行评价。2012 年 A. J. C. 
Trappey 等 [10]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 12
项专利价值评估指标，这些指标数据用于主成

分分析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其中就包括

专利家族的评估以量化专利价值。2016 年 J. L. 
Wu 等 [11] 使 用 KPCA（kernel principal compo-
nent analysis）提取到的主要的专利价值评估指

标为：专利代理人数量、专利引用数量、专利

权利要求数量、IPC 数量、专利发明人的数量、

专利从申请到授权的时间差、专利优先权国家

数量、专利从优先权日期到专利授权的时间差

等。2017 年 Y. Zhang 等 [12] 利用专利发明人数量、

专利家族数量、专利转让次数、权利要求数量、

参考专利文献数量、参考非专利文献数量、专

利被引次数、IPC 数、专业术语数量、时间间隔、

专利代理人数量等 11 个指标，构建专利价值基

于熵的指标体系，用来对低价值的专利进行过

滤，从而找到具有技术创新潜力的高价值专利。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专利家族已经

成为公认的专利价值的评估指标，并且专利家

族越庞大，专利价值越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些学者针对专利

家族对专利价值的影响程度提出异议，如 D. 
Guellec[13] 等人虽然支持专利价值与专利家族规

模是正相关的，但也提出专利家族并无法线性

地反映专利价值。

结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专利家族规模对

专利价值的贡献应该是变化的。专利家族是专

利价值公认的评价指标，但是有关专利家族规

模对专利价值贡献变化尚不明朗，基于此本研

究以太阳能领域为例，旨在进一步明确专利家

族规模改变对专利价值贡献变化，为专利价值

评估提供重要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高价值与低价值专利数据集的选择

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诉讼专利、转让专

利以及标准专利作为高价值专利的替代量。

2004 年，J. R. Allison 等 [14] 针对诉讼专利进

行了深入研究，通过严谨的实验得出结论：

专利诉讼与专利价值之间有很强的双向关系，

即涉讼专利相对于一般专利来说有更高的价

值，而高价值专利相对于一般专利来说更容

易涉讼。在此后的 2007 年，J. R. Allison 等  [15]

进一步证实涉讼专利与未涉讼专利相比，价

值更高。武汉大学张克群等 [16] 在研究不同技

术发展阶段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分析时对专

利诉讼作为专利价值的代理变量这一观点表

示认同并采纳。从之前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

得出，专利诉讼与专利价值之间的双向关系

是确实存在的，将诉讼专利作为高价值专利

的子集是有科学依据的。

专利转让指的是专利的所有权或持有权由

转让方转移给受让方，受让方需要支付约定好

价款，是一种有偿的活动，对于专利受让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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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专利才是值得花钱购买的专利，且转

让过程中还需缴纳一定的税款，所以专利转让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专利的价值。由于专

利转让有时是出于企业内部技术战略布局的变

动或资源配置的优化，此时专利转让不能充分

反映专利价值，所以本文中选择的是在不同公

司（同一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也被视为同一公司）

中进行转让的专利。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专

利与技术标准的融合已经成为了发展新趋势，

技术标准与专利相比更具有先进性，掌握技术

标准代表着掌握了该技术领域的至高地位 [17]。

为了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专利所有者致力于

将高价值专利转化为该技术领域的技术标准，

从而实现市场垄断。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择

诉讼专利、转让专利以及成为标准的专利作为

高价值专利子集进行分析。

本文选择当前专利法律状态为放弃、终止、

驳回和撤回的专利申请作为低价值专利的子集。

专利权授予之前，专利申请人未完成法定事项

或指定期限内未按要求修改的专利申请视为撤

回，专利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法授予专利

权的专利申请视为驳回。专利授权之后，一些

专利权人针对专利价值低的专利会停止缴纳年

费，此时专利法律状态为 “ 终止 ”；或者出具书

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此时专利法律状态为 “ 放

弃 ”。因此将四者合并作为低价值专利的子集是

合理的。

2.2  研究思路

太阳能是未来理想的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

因此笔者选择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太阳能

领域作为目标领域开展相应研究。首先，针对

当前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现状进行分析，使用

非参数检验证实该领域专利家族数量对专利价

值影响显著，验证专利家族在该领域作为专利

价值评估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之后，按照

专利家族大小对专利进行分组，进一步探索专

利家族规模变动对专利价值的贡献变化趋势，

为国家和企业在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的布局提

供科学参考。

3  太阳能领域实证研究

3.1  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现状

鉴于 incoPat 数据库收录了全球 112 个国家、

组织和地区的专利信息，并且以每周 4 次的速

度进行更新，该专利数据库收录的数据较为完

善，因此笔者选择 incoPat 数据库作为太阳能领

域专利数据的来源数据库。

通过专利检索式 TIAB=(solar OR “solar en-
ergy” OR “solar power”) 进行检索，时间选择所

有年份，共检索到 637 653 条已公开的专利申请

数据（检索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4 日），为了

进一步精炼检索结果，保证检索结果的准确性，

笔者选择检索结果中占比最大的分类，即 IPC
分类号为 “F24J2” 大组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

F24J2 大组下包含所有与太阳热的利用、利用

太阳能产生机械动力的装置、把太阳能转换成

电能的半导体器件等相关的专利，最终得到 96 
851 条可分析数据。

经过统计分析得出，以专利公开号为统计

项，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5 位的国家 / 组织 / 地

区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德国和欧盟，见

图 1。排名前几位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太阳能产业

发展前沿地区，专利申请数量的高低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发展程度。

中国, 39 352, 41%

日本, 
11 163, 11%

美国, 6 091, 6%

德国, 5 803, 6%

欧盟, 
4 804, 5%

其他, 29 638, 31%

中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欧盟 其他

图 1  太阳能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5 位国家或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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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96 851 条专利申请数据的专利家族

情况统计分析，得出专利家族为 1 的专利占比

最高，之后专利申请数量随专利家族规模增大

整体呈下降趋势，如图 2 所示：

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0 10 20 30 40 50

专
利

数
量

专利家族规模

图 2  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规模趋势图

3.2  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与专利价值之间总体关

系分析

专利家族作为专利价值的评判指标，已在

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得以证实。针对本文选取的

太阳能领域，在 incoPat 数据库中进行数据检索

并清洗后共得到96 851条公开的专利申请数据。

其中法律状态为放弃的数据共有 9 539 条，终止

的有 18 946 条，撤回的有 4 840 条，驳回的有 1 
178 条；高价值专利中，诉讼专利有 51 条，标

准专利有 6 条，清洗后的转让专利有 6 403 条。

为了验证在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与专利价值之

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本文将 33 325 条低价值

专利分为一组，同时将 6 460 条高价值专利划分

为另一组。在进行检验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

正态性检验，使用 SPSS 软件运行后，两组的 P
值都小于 0.05，所以均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

选择使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高价值专利与低价

值专利的专利家族数量差别在统计学上有意

义，双侧 P=0.004<0.05，符合 α=0.05 的水准，

所以可以认为在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数量

在高价值专利与低价值专利之间具有显著的

差别，专利家族规模可以作为专利价值的评

估指标。

表 1  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原假设 检验 显著性 决策

高价值专利与低价

值专利之间专利家

族规模差别不显著

独立样本

非参数检

验

.000
拒绝原假

设

3.3  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数量与专利价值之间关

系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专利家族规模与专利价值

之间的关系，本文对遴选出的高价值和低价值

专利集按照专利家族规模进行分组，将高价值

专利和低价值专利分别视为一个整体，并按每

一组中专利数量所占比例绘制高价值专利和低

价值专利条形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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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专利数量占比条形分布图

图 3 与数据表相结合可以较为明显看出，

在专利家族规模小于 12 时，高价值专利组与低

价值专利组中专利数量占比差异明显，之后趋

于一致。为了更明显观察到专利家族数量占比

在高低价值专利集之间差异的变化，本文针对

专利家族大于 3 的样本数据单独作图，观察变

化趋势，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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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专利家族数量大于 3 的专利数量占比折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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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中可以明显看出，高价值专利与低

价值专利之间，随着专利家族规模的不断增加，

特别是从专利家族规模大于 12 之后，高低价值

专利之间专利家族数量占比的整体差异越来越

小，逐渐趋于一致。要想明确专利家族规模增

加对专利价值贡献的变化情况，除直观观察外，

还需要有精确的数据支撑。为了进一步检验差

异的显著性，依据上文观察结果，从专利家族

12 开始对不同组之间专利数量占比的差值进行

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专利数量非参数检验

专利家族数量 <12 <13 <14 <15 <16 <17 <18

非参数检验显著性 0.039 0.026 0.027 0.037 0.043 0.057 0.064

专利家族数量 <19 <20 <21 <22 <23 <24 …

非参数检验显著性 0.070 0.063 0.076 0.074 0.081 0.095 …

从表 2 标红的数据可以得出，当专利家族

规模大于 16 时，P 值大于 0.05，高价值专利与

低价值专利之间专利家族数量占比差异不再显

著，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得出，在

太阳能领域专利家族规模对专利价值的贡献并

非是线性的，在专利家族小于 16 的情况下，专

利家族规模增加对专利价值贡献明显，随着专

利家族规模的不断扩大，专利家族数量占比在

高低价值专利之间的差异性不再显著，此时专

利家族规模增加对专利价值的贡献明显减小。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目前专利家族规模变化对专利价

值贡献变化尚不明朗这一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将涉讼专利、转让专利和标准专利作为高价值

专利的子集，将专利法律状态为放弃、终止、

驳回和撤回的专利作为低价值专利的子集；以

太阳能领域为例，选择 incoPat 数据库中收录相

关的专利数据作为数据集：首先对专利数据进

行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证明了在太阳能领

域专利家族可以作为专利价值的评估指标，然

后对检索到的专利数据按照专利家族规模大小

进行分组并分别进行检验，得出在太阳能领域，

在专利家族小于 16 的情况下，专利家族规模增

加对专利价值贡献明显，随着专利家族规模的

不断扩大，专利家族数量占比在高低价值专利

之间的差异性不再显著，此时专利家族规模增

加对专利价值的贡献明显减小。

对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分析如下：①专利

家族的申请费用相对高昂，对于大型企业来说

费用尚可承受，但对于小型企业和个别发明人

来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其在众多国家申请

专利或在相同国家对同一个专利进行多次申请，

所以对于众多高价值专利只是选择性地在重点

国家进行申请，这点在图 1 中可以明显看出，

在太阳能产业发展排名前几位的国家，也是专

利数量拥有最多的国家；②不同国家重点发展

的技术领域不同，如本文中所选取的太阳能领

域，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是美、日、中以

及欧洲各国，所以对于很多技术来说，仅仅

在存在规模经济和大市场的国家申请就已经足

够，没有必要在较小或不发达的国家申请，徒

增成本。

本研究对于太阳能领域的专利申请具有重

要意义，在专利申请之前需要对专利价值做出

合理预估，指导专利申请人实现既减少专利申

请的费用，又保护发明、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除此之外，本研究对于专利价值评估的研究人

员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证明专利家族数量

与专利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线性的，当

专利家族数量超过一定的数值时，专利家族数

量的增加对专利价值的贡献明显减小。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笔者

只选取了单一研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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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重点发展的国家有所不同，所以后续

的研究可以考虑选取多领域分别研究并进行对

比分析；此外，由于国家政策的不同，专利申

请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将

国家政策、政府决策等因素考虑在内，进一步

完善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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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atent families to the value 
of patents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atents strategy layout optimization and patent value eval-
uation. [Methods/process] Taking the new clean solar energy field as an example, we identified high-value 
and low-value patent data sets, and designed experiments on patent family size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val-
ue patents and low-value patents. Finally, then SPSS 22 was used to verify the model. [Results/conclusion] 
Empirical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atent families to the value of patents 
is not invariable.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patent families, the proportion of patent families is no 
long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igh-value patents and low-value patents. At this time,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tent families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contribution to pat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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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互联网 +” 时代，网络募捐成为一种新

型慈善捐助方式。这种募捐方式极大提高了公

众对慈善活动的参与率，因此越来越为社会大

众所接受 [1]。然而，网络募捐固有的匿名性和

隐蔽性问题，使募捐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

障，不断涌现出网络诈捐、骗捐等事件，对社

【学术探索】

互联网募捐模式下的多方动态行为演化分析
             ——基于三方博弈视角

◎宾宁  柯晓萍  谭国旗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52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互联网募捐是“互联网 +”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慈善捐助模式，但因其匿名性和

隐蔽性导致各参与主体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方法 / 过程 ] 基于三方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构

建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和捐赠人三方行为主体的互动博弈模型，分析互联网募捐中各方博弈人的策

略行为、演化趋势和均衡状态。[结果/结论]采取适当措施控制某些参数值，则募捐主体选择发布真实信息、

互联网募捐平台选择不核实信息、捐赠人选择捐助构成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多方主体的决策行为共同影

响着互联网募捐的健康发展，因此应构建多方行为主体协同作用的社会机制，建立良好的信任体系，共同

努力化解互联网募捐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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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比如轻松筹平台成

立之初是为了帮助有困难的患者在短时间内筹

得治疗款项，然而却被别有用心的项目发起人

利用，出现了 “ 女子募捐后晒吃喝玩乐 ”“ 卢兆

泉在朋友圈晒出马来西亚度假照 ” 等事件；还

有 2016 年 11 月的罗一笑事件当事人罗尔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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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真实信息，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打赏文，

结果却被媒体曝光是 “ 带血营销 ”。事件真相经

过互联网平台传播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

据知微事件平台的调查显示 [2]，在该事件持续

传播的 12 天 10 小时中，平均传播速度达到 78

条 / 小时，峰值传播速度高达 692 条 / 小时，该

事件的影响力指数达到 83.3，较全部事件平均

值高 34.7%（见图 1）。广泛而高度的公众关注

使得该事件被新华社评论为 “ 败坏了整个社会

的信任 ”。

2016- 11- 25 0am         2016- 11- 30 14pm             2016- 11- 25 23pm  日期

图 1  罗一笑事件传播趋势

由此可见，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蔽性，

互联网募捐各参与主体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

对称现象。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三方行为主

体——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和捐赠人之

间的多方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运用复制动态方

程求得均衡的临界条件，分析互联网募捐中各

行为主体的策略行为、演化趋势和均衡状态，

并进一步运用雅克比矩阵对演化稳定性进行分

析，提出多方主体协同构建社会信任的作用机

制，促进多方努力共同解决互联网募捐的社会

信任危机。

1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在网络募捐方面，西方国家应用互联网时

间较早，对其研究的文献早在 20 世纪末就已经

出现。P. Barber 通过对美国自 1954 年以来慈善

募捐管理的梳理，指出网络募捐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成为非营利活动的重要资源支持途径 [3]；

S. D. Phillips 也在分析加拿大慈善募捐从管制到

共治与善治的演变历程时，指出在激烈的竞争

环境中，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来竞

争有限的资金，而互联网正改变着募捐的性质 [4]。

针对互联网募捐监管方面的研究，T. Onishi 指

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面对面募捐方式所形成的

慈善组织与捐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特性，互联

网在给慈善带来功效的同时，也为立法机关对

网络募捐的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5]。

我国互联网募捐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很

足，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募捐运作

机制、存在的问题和监管等方面。在互联网募

捐运行机制方面，汪国华、张晓光根据网络募

捐的主体特征进行分类，将网络募捐的运行机

制划分为 “ 企业倡导型 ”“ 网络自发型 ”“ 慈善组

织主导型 ” 三大类别 [6]；李丹等的研究提到了 “ 第

三方募捐模式 ”，即借助第三方 B2C 商业模式

实现对于网络募捐平台的监管 [7]。在互联网募

捐存在的问题研究方面，柯凤华、王藐运用治

理理论分析了网络募捐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

解决措施 [8-9]；汪丹等认为我国网络募捐存在问

题主要为募捐主体确认困难、募捐信息真假难

辨、募捐信息公开、救助效果评估困难、监管

缺位等 [10]；叶托则指出应及时跟进对互联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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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平台的监管，理清民政、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

电信管理等各个部门的职责 [11]；李颖指出由于

互联网本身的复杂性和虚拟性使得部分公民天

然存在不信任感，这种质疑与不信任由于诈捐、

骗捐等行为被放大 [12]。针对互联网募捐的监管

问题研究方面，李程指出要从政府角度出发，

突出政府监管职责，建立 “ 相对独立 ” 的监管

机构，对网络募捐行为、群众举报行为、慈善

组织活动行为等进行有效指导和规范 [13]；张小

玲从政社共治的视角探讨了公益网络募捐的多

元监管路径选择 [14]；陈婉婷提出应引导和激发

更多监管主体参与到网络募捐行为中，并对网

络募捐平台和组织开展第三方监管和评估 [15]。

可以看出，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

注互联网募捐这种新型捐助模式，但大部分

文献仍然集中于对互联网募捐的管理运作模

式或者相关立法问题的宏观研究上，从微观

视角入手，尤其是从三方博弈的角度研究各

参与行为主体的策略行为选择的文献较少 [16]。

三方博弈理论在学术界的其他领域已经得到

一定的运用，这些研究工作奠定了本文的认

识基础。在互联网募捐中，募捐主体、互联

网募捐平台、捐赠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

不对称情况，影响了互联网募捐的健康发展。

募捐主体的虚假信息发布会导致捐赠人对求

助人、对信息发布平台的不信任，而由于互

联网平台的极速传播效应，这种不信任会迅

速放大和扩散，进而引发公众对整个社会的

信任危机。为了研究各方行为人策略行为对

互联网募捐发展的影响，本文运用三方演化

博弈理论，构建了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

捐赠人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运用雅克比

矩阵分析了博弈的演化稳定性，该研究方法

直观展现了多方参与主体决策行为共同变化

对互联网募捐的影响作用，且进一步通过模

型分析了不同行为作用下的互联网募捐发展

方向，不仅克服了以往研究中仅通过两方博

弈建模分析的局限性，而且对引导互联网募

捐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分析框架与模型设计   

2.1  博弈主体的界定

参与互联网募捐的行为人，即博弈主体主

要有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和捐赠人，这

里给出这三方博弈主体的界定。

（1）募捐主体：根据 2017 年 7 月 20 日民

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的规定，在平台上进

行募捐的主体应是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 [17]。

（2）互联网募捐平台：通过互联网为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发布公开募捐信息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 [17]。

（3）捐赠人：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

地以向慈善组织赠与财产等方式，参与慈善活

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17]。

2.2  研究假设

为客观分析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

捐赠人三方的决策行为及其互动关系，本文做

出以下 3 个基本研究假设 [18]：

（1）募捐主体的有限理性行为。出于自身

利益的考虑，募捐主体在发出募捐申请时，有

可能不发布真实募捐信息，而选择夸大或歪曲

信息，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募捐主体为了获取

最大捐赠利益而采取的行为决策，符合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需要，属于有限理性行为。

（2）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有限理性行为。当

募捐主体发出募捐申请后，互联网募捐平台出

于利益的考虑，可能为了获取公众关注力而选

择不对发布信息进行核实，从而导致不真实甚

至虚假的信息在互联网空间传播。互联网募捐

平台利用募捐事件增加公众关注的行为决策，

符合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也属于有限理

性行为。

（3）捐赠人的有限理性行为。捐赠人面对

互联网募捐事件时，主要选择通过互联网募捐

平台，或者其他网络媒体平台了解信息的真实

性。由于信息不对称，捐赠人在募捐信息的引



45

导下，或者在募捐平台或网络媒体对募捐事件

网络舆论的推动下，有可能对真实募捐信息采

取不捐助行为，而对虚假募捐信息却发出了捐

助，比如大量网民对罗一笑进行了捐款。由此

可见，在互联网募捐模式下的捐赠人行为决策

也属于有限理性行为。

2.3  各方博弈策略及模型构建

在互联网募捐中，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

平台、捐赠人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考虑做出相

应的行为决策。

（1）募捐主体。募捐主体的行为策略可以

分为 “ 发布真实信息 ” 和 “ 发布虚假信息 ”。假

设募捐主体选择 “ 发布真实信息 ” 的概率为：x,x∈
[0,1]。当募捐主体选择 “ 发布真实信息 ” 并得到

核实时，会收获来自社会公众的信任。

（2）互联网募捐平台。互联网募捐平台作

为信息发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选择 “ 核

实信息 ” 和 “ 不核实信息 ” 两种行为策略。假

设互联网募捐平台 “ 核实信息 ” 的概率为：y,y∈
[0,1]。当平台对募捐信息进行核实时，起到了

审查监管的责任，也会收获来自社会公众的信

任。

（3）捐赠人。由于信息不对称，捐赠人可

以选择 “ 捐助 ” 或 “ 不捐助 ” 策略。假设捐助人

选择 “ 捐助 ” 策略的概率为：z,z∈[0,1]。
三方行为人的决策互动问题是一个动态博

弈问题，可构建多方动态博弈模型描述三方的

策略选择过程，如图 2 所示：

募捐主体

互联网募捐平台

捐赠人

发布真实信息（x） 发布虚假信息（1-x）

核实信息（y） 不核实信息（1-y）

捐助（z） 不捐助（1-z）

互联网募捐平台

网民 网民 网民

① ② ⑧ ⑨ ⑫ ⑪ ⑩ 

图 2  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捐赠人的多方动态博弈模型

2.3.1  参数与支付矩阵

各博弈主体决策行为会对社会公众信任造

成很大影响，因此这里引入 3 个信任参数。募

捐主体可以选择 “ 发布真实信息 ” 和 “ 发布虚假

信息 ” 策略，如果被证实其发布求助信息是真

实的话，募捐主体会收获来自社会公众的信任

收益，定义为参数 T1。类似的，互联网募捐平

台因为核实真实求助信息和揭露虚假求助信息，

也会获得来自社会公众的信任收益，分别定义

为 T2 和 T3。

图 2 动态博弈中各方的支付及其他参数定

义分别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捐赠人的多方博弈支付矩阵

博弈策略 （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捐赠人） 得益
① （发布真实信息，核实信息，捐助） (U1+U2+T1-u, W+T2-w, R1+R2-r)
② （发布真实信息，核实信息，不捐助） (U1+T1-u-a1, T2-w, 0)
③ （发布真实信息，不核实信息，捐助） (U1+U2, W, R1+R2-r)
④ （发布真实信息，不核实信息，不捐助） (U1-a1, 0, 0)
⑤ （发布虚假信息，核实信息，不捐助） (U1-a2, T3-w, R4)
⑥ （发布虚假信息，不核实信息，捐助） (U1+U2-a3, W-t, R1-R3-r)
⑦ （发布虚假信息，不核实信息，不捐助） (U1, 0,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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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数定义

符号 定义

U1 募捐主体通过互联网募捐平台发布募捐信息获得的正常收益

U2 募捐主体通过互联网募捐平台获得捐助的额外收益

u 募捐主体通过互联网募捐平台审核需要付出的成本

T1 发布真实信息的募捐主体因为信息被核实所获得的社会信任收益

a1 发布真实信息的募捐主体需承担因为未获得捐赠人信任与捐助而导致的无法凑齐资金延误病情或项目进
展的风险

a2 发布虚假信息的募捐主体被查出后所受到的经济或法律上的处罚

a3 发布虚假信息的募捐主体需承担被捐赠人谴责的舆论压力及声讨的风险

W 互联网募捐平台因为促成捐助所获得的正向的经济社会效益

T2 互联网募捐平台因为核实真实信息所获得的社会信任收益

T3 互联网募捐平台因为揭露虚假信息所获得的额外社会信任收益

w 互联网募捐平台对募捐信息进行审核所付出的成本

t 互联网募捐平台需承担因为不核实虚假信息而导致的可能被捐赠人谴责的舆论压力与声讨的风险

R1 捐赠人通过互联网募捐平台给募捐主体捐助所获得的正常收益

R2 捐赠人通过捐助发布真实信息的募捐主体所获得的额外收益

R3 捐赠人因为捐助发布虚假信息的募捐主体所带来的金钱上的损失及心理落差等负面收益

R4 捐赠人因未捐助发布虚假信息的募捐主体所获得的额外收益

r 捐赠人通过互联网捐助平台给募捐主体捐助需付出的成本

2.3.2  演化博弈模型的复制动态方程

假设募捐主体选择 “ 发布真实信息 ” 策略

的收益为 U11，选择 “ 发布虚假信息 ” 策略的收

益 U12，募捐主体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1 ；互联网

募捐平台选择 “ 核实信息 ” 策略的收益为 U21，

选择 “ 不核实信息 ” 策略的收益 U22，互联网募

捐平台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2 ；捐赠人选择 “ 捐

助 “ 策略的收益为 U31，选择 “ 不捐助 ” 策略的

收益 U32，捐赠人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3 。

（1）募捐主体的得益分析。由下述公式，

可计算得到募捐主体的平均得益：

公式（1）

 公式（2）

                                  公式（3）

则可得募捐主体选择发布真实信息的复制

动态方程为：

      公式（4）

    
公式（5）

下面分 3 种情况进行分析：

① 当
y

a z a a
T u a z U a

=
- -

+ + -
1 1 3

1 2 2 3

( )

( )- 时 ，

F x dx
dt

( ) = ≡ 0，此时 x 取任意值都为稳定状态。

② 当 T u a z U a1 2 2 3 0- + + - >( ) 时， 若

y
a z a a

T u a z U a
>

- -

+ + -
1 1 3

1 2 2 3

( )

( )- ， 则 F ' (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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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 此 时 x=1 是 演 化 稳 定 策 略，

即 募 捐 主 体 选 择 “ 发 布 真 实 信 息 ”； 若

y
a z a a

T u a z U a
<

- -

+ + -
1 1 3

1 2 2 3

( )

( )- ， 则 F ' ( )0 0< ，

F ' ( )1 0> ，此时 x=0 是演化稳定策略，即募捐

主体选择 “ 发布虚假信息 ”。

③ 当 T u a z U a1 2 2 3 0- + + - <( ) 时， 若

y
a z a a

T u a z U a
<

- -

+ + -
1 1 3

1 2 2 3

( )

( )- ， 则 F ' ( 0 ) < 0 ，

F'(1)<0， 此 时 x=1 是 演 化 稳 定 策 略，

即 募 捐 主 体 选 择 “ 发 布 真 实 信 息 ”； 若

y
a z a a

T u a z U a
>

- -

+ + -
1 1 3

1 2 2 3

( )

( )- ，则 F'(0)<0，F'(1)<0，

此时 x=0 是演化稳定策略，即募捐主体选择 “ 发

布虚假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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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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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 z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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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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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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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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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3 为当 T1–u+a2+z(U2–a3)>0 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当 T1–u+a2+z(U2–a3)<0 时图形类似

图 3  募捐主体策略演变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2）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得益分析。由下述

公式，可计算得到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平均得益：

U21=xz(W+T2–w)+x(1–z)(T2–w)+(1–x)(T3–w) 公式（6）

   U22=xzW+(1–x)z(–t+W)           公式（7）

 U yU y U2 21 221= + -( )           公式（8）
则可得互联网募捐平台选择核实信息的复

制动态方程为：

F y dy
dt

y y U U

y y x T w x T w zW z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21 22

2 3+ ]]                         
公式（9）

F y y x T w x T w zW zt' ( ) ( )[ ( ) ( )( )]= - - - - - +1 2 12 3+      
公式（10）

下面分 3 种情况进行分析：

①
x

w T z W t
T T z W t

=
- + -

- + -
3

2 3

( )

( )时，F y dy
dt

( ) = ≡ 0，

此时 y 取任意值都为稳定状态。

② 当 T 2 – T 3 + z ( W – t ) > 0 时 ， 若

x
w T z W t
T T z W t

>
- + -

- + -
3

2 3

( )

( )，则 F'(0)<0，F'(1)<0 可知，

此时 y=1 是演化稳定策略，即互联网募捐平台

选择 “ 核实信息 ”；若
x

w T z W t
T T z W t

<
- + -

- + -
3

2 3

( )

( ) 时，

则 F'(0)<0，F'(1)<0 可知，此时 y=0 是演化稳定

策略，即互联网募捐平台选择 “ 不核实信息 ”。

③ 当 T 2 – T 3 + z ( W – t ) < 0 时 ， 若

x
w T z W t
T T z W t

<
- + -

- + -
3

2 3

( )

( ) ，则 F'(0)<0，F'(1)<0 可知，

此时 y=1 是演化稳定策略，即互联网募捐平台

选择 “ 核实信息 ”；若
x

w T z W t
T T z W t

>
- + -

- + -
3

2 3

( )

( ) 时，

则 F'(0)<0，F'(1)<0 可 知， 此 时 y=0 是 演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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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策略，即互联网募捐平台选择 “ 不核实 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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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4 为当 T2–T3+z(W–t)>0 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当 T2–T3+z(W–t)<0 时图形类似

图 4  互联网募捐平台策略演变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3）捐赠人的期望得益分析。由下述公式，

可计算得到捐赠人的平均得益：

U31=x(R1+R2–r)+(1–x)(1–y)(R1–R3–r) 公式（11）

U33=(1–x)R4                 公式（12）

U zU z U3 31 321= + -( )            公式（13）
则可得捐赠人选择捐助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公式（14）

公式（15）

下面分 3 种情况进行分析：

①当
x

R R R r
R R R

=
+ - +3 4 1

2 3 4+ + 时，F z
dz
dt

( ) = ≡ 0，
此时 z 取任意值都为稳定状态。

② 当
x

R R R r
R R R

>
+ - +3 4 1

2 3 4+ + 时， 则 F'(0)<0，

F'(1)<0 可知，此时 z=1 是演化稳定策略，即捐

赠人选择 “ 捐助 ”。

③ 当
x

R R R r
R R R

<
+ - +3 4 1

2 3 4+ + 时， 则 F'(0)<0，

F'(1)<0 可知，此时 z=0 是演化稳定策略，即捐

赠人选择 “ 不捐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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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捐赠人策略演变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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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演化稳定性分析

基于上述复制动态方程方法分析，可以看

到博弈主体策略选择会在一定动态条件的变化

下随着时间发生改变，进而改变演化均衡点。

但动态过程究竟会趋向于哪个均衡点，取决于

博弈方采用策略比例的初始状态和动态微分方

程在相应区间的正负情况，因此可利用雅克比

矩阵分析各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找到使博弈

达到持续稳定状态的稳定点
[1]

。根据稳定性分析，

得知某个比例是稳定的，则该比例就对应于演

化稳定策略（ESS）。进一步根据 J. Hirshleifer

的观点，作为一个演化稳定的策略 z*，必须是

这样一类稳定点：给该稳定点一个小的扰动，

复制动态仍会使其恢复到 z*
[19]

。根据微分方程

的稳定性定理，构建雅克比矩阵对平衡点的演

化稳定性进行判断，当且仅当雅克比矩阵的行

列式 DetJ>0 且迹 TrJ<0 时，该点才具有局部

稳定性，这样的动态稳定平衡点就是演化均衡

点
[20]

。

下面根据该系统相应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

稳定性来分析系统在这些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可得到该博弈问题的雅克比矩阵为：

公式（16）

如果募捐主体选择 “ 发布虚假信息 ”，互联

网募捐平台选择 “ 核实信息 ”，则捐赠人肯定不

会选择 “ 捐助 ” 策略。因此，去掉（0，1，1），

该博弈有 7 个平衡点。将各平衡点代入，可得：

当 E1=（0，0，0）时，DetJ1=–a1(T3–w)(R1–
R3–r–R4)，TrJ1=–a1+(T3–w)+(R1–R3–r–R4)。

当 E2=（0，0，1）时，DetJ2=–a3(T3–w–W+t)(R1–
R3–r–R4)，TrJ2=a3+(T3–w–W+t)+(R1–R3–r–R4)。

当 E3=（0，1，0）时，DetJ3=(T1–u+a2–a1)(T3–
w)R4，TrJ3=(T1–u+a2–a1)–(T3–w)–R4。

当 E4=（1，0，0）时，DetJ4=a1(T2–w)(R1+R2–
r)，TrJ4=a1+(T2–w)+(R1+R2–r)。

当 E5=（1，0，1）时，DetJ5=a3(T2–w)(R1+R2–
r)，TrJ5=–a3+(T2–w)–(R1+R2–r)。

当 E6=（1，1，0）时，DetJ6=(T1–u+a2–a1)(T2–w)
(R1+R2–r)，TrJ6=–(T1–u+a2–a1)–(T2–w)+(R1+R2–r)。

当 E7=（1，1，1）时，DetJ7=–(T1–u+a2+U2)(T2–
w)(R1+R2–r)，TrJ7=–(T1–u+a2+U2)–(T2–w)–(R1+R2–
r)。

分析支付矩阵，显然有：① T2–w>0，T3–

w>0，R1+R2–r>0，R1–R3–r<0；②当募捐主体选

择 “ 发布虚假信息 ” 即 x=0 时，无论捐赠人选

择何种策略，互联网募捐平台选择 “ 核实信息 ”
的得益都应该比选择 “ 不核实信息 ” 的得益要

大，即 T3–w–W+t>0；③同理，当互联网募捐平

台选择 “ 核实信息 ” 即 y=1 时，无论捐赠人选

择何种策略，募捐主体选择 “ 发布真实信息 ” 的

得益都应该比选择 “ 发布虚假信息 ” 的得益要

大，即 T1–u+a2+U2>0，T1–u+a2–a1>0，则根据雅

克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判定，如表 3 所示：

表 3  演化博弈模型均衡点的稳定性判定

均衡点 Det J 符号 Tr J 符号 结论

E1 + 有待进一步分析 有待进一步分析

E2 + + 不稳定

E3 + 有待进一步分析 有待进一步分析

E4 + + 不稳定

E5 + 有待进一步分析 有待进一步分析

E6 - 不确定 鞍点

E7 - - 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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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虽然还不能判断出博弈

的演化稳定点，但当平衡点为（1，1，0）、（1，1，

1）时，行列式 DetJ<0，则平衡点为鞍点，表明

选择以上两个策略组合虽然不能使博弈达到演

化稳定状态，但会使博弈处于局部稳定状态，

但是如果受到外界微小影响，则会倾向相反方

向的策略使整体稳定性产生波动；而平衡点（0，

0，1）和（1，0，0）则是博弈的不稳定演化点。

2.5  模型的指导意义

通过表 3 可以看到，虽然还不能确定博弈

的演化稳定点，但是有 3 个平衡点（0，0，0）、

（0，1，0） 和（1，0，1） 的 DetJ>0， 而 TrJ
有待进一步分析。从策略组合上分析，在 3 个

策略组合中，（1，0，1）表示募捐主体选择 “ 发

布真实信息 ”、互联网募捐平台选择 “ 不核实信

息 ”、捐赠人选择 “ 捐助 ” 策略，显然该策略组

合更有利于互联网募捐的健康发展。因此，如

若希望该策略组合能构成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需要进一步满足 TrJ5<0 的条件，即满足 TrJ5=–
a3+(T2–w)–(R1+R2–r)<0。从公式分析上，可采取

以下措施：

（1）减小 r 的值。尽可能减少捐赠人通过

互联网捐助平台给募捐主体捐助需付出的成本；

实际捐赠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募捐的成本并不

大，很多情况下，募捐成本基本为 0。

（2）增大 R1、R2、a3 的值。R1 表示捐赠

人通过捐助所获得的正常收益，可以理解为捐

赠人捐助后所获得的回报等。比如政府可以对

进行捐赠的企业或个人采取税收减免措施，或

者对捐赠人进行表彰或者嘉奖等，提高捐助人

的捐助回报；R2 表示捐赠人捐助真实募捐主体

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可以理解为捐赠人捐助后

所获得心理满足感等，比如互联网平台可以及

时向捐赠人公布募捐款项的使用进度、去向和

清单，满足捐赠人的知情权和监视权，提高捐

赠人的心理满足感；a3 表示发布虚假信息的募

捐主体所受到的舆论压力及声讨的风险，增大

a3 的值，意味着要加大社会媒体或社会公众对

互联网募捐的监督。引入社会各界对互联网募

捐的共同监督，增大虚假募捐主体所受到的社

会谴责，都有助于促使平衡点（1，0，1）构成

博弈的演化稳定点。

3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传

统的两两博弈模型，基于三方博弈视角的动态

演化博弈考虑到募捐主体、互联网募捐平台、

捐赠人的决策行为的共同作用，更能反映出互

联网募捐所涉及到的多方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

对募捐发展方向的影响。政府或者相关监管机

构采取适当措施控制某些参数的值，如提高捐

助人的捐助回报、加大社会媒体或社会公众对

互联网募捐的监督等，则有助于形成募捐主体

选择发布真实信息、募捐平台选择不核实信息、

捐赠人选择捐助的互联网募捐良性运行机制。

基于此，笔者认为，需要构建多方行为主

体协同作用的社会机制，建立良好的信任体系，

才能有效保障互联网募捐的健康发展。

（1）民政部门和各级监管机构应对募捐主

体的求助资格进行审核，建立 “ 诚信名单 ”。管

理部门应加快建立互联网诚信体系，为发布真

实信息的募捐主体建立 “ 诚信名单 ”，而将发布

虚假信息的募捐主体列入 “ 黑名单 ”，并定期向

社会公众公布，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网络诈捐、

骗捐事件的发生。

（2）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应加强内部管理，

保证募捐信息的透明公开。互联网募捐平台自

身应该加强募捐信息的审查甄别能力，为捐赠

者全面获取信息、准确判断信息提供帮助；同时，

开发建立募捐信息追踪数据库，持续公布善款

的使用进度、去向和清单，满足捐赠人的知情

权和监视权，提升捐赠人乃至社会公众对互联

网募捐平台和公益组织的信任。 
（3）捐赠人及社会公众应积极参与到互联

网募捐的监督中，协助政府和民政部门监督完

善互联网募捐的运行；建立全民监督的管理机

制，通过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促进互

联网募捐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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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ayer Dynamic Behavior Analysis in the Mode of Internet Donation

——Based on Three-side Game

Bin Ning  Ke Xiaoping  Tan Guoqi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ternet donation is a new type of charitable donation mode emerging in 
the “Internet+” era. However, due to its anonymity and concealment, there are seriou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participating subjects. [Method/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side dynamic evolution-
ary game, the paper constructed a game model for three parties involved in internet donation: the donation 
subject, the internet donation platform and the donor, analyzed the evolution trend of each party’s strategy, 
mutual influence and 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Results/conclusions] If appropriate measures are taken to 
control the value of certain parameters, then the donation subject will publish real information, the internet 
donation platform will not verify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donor donating will be the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multi-players affect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don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s the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to 
build social trust, to establish a good trust system and work together to resolve the trust crisis of internet do-
nations.
Keywords: multi-player dynamic game    internet donation    evolutionary game    three-sid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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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知识管理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知识管理中心主任田志刚

◎ 采编：王铮  刘远颖  王传清

专家简介

田志刚： 知识管理中心（KMCenter）创始人、主任，北京知行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服务于制造型军工企业、软件公司、知名管理咨询公司，担任技术总监、运营总经

理、高级咨询顾问等职位，是国内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开拓者和布道者，被媒体誉

为“最理解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专家。当前主要从事知识管理领域的咨询、培训工

作，著有《你的知识需要管理》《卓越密码：如何成为专家》。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刘远颖、王传清

文字整理：王铮

采访时间：2019 年 2 月 28 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商服中心

引用格式：知识管理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知识管理中心主任田志刚 [J/

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9, 4(1): 53-58[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63/.

知识管理中心（KMCenter）成立于 2001 年，

是以知识管理研究、咨询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机

构，致力于推动知识管理落地。其创始人田志

刚先生更是有着丰富的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经

验，不仅主持知识管理的实施项目，帮助组织

和专业人员解决知识管理问题，还开展知识管

理培训，出版专著。田主任对《知识管理论坛》

的成长也十分关注，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邀

请。在 2 月最后一天阳光灿烂的午后，田主任

田志刚

刚从外地调研结束回京，虽风尘仆仆，但精神

奕奕，带着最新的调研成果与我们侃侃而谈。 

1  首先从个人的维度理解知识管理
的价值

KMF：田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新书《卓越

密码：如何成为专家》出版。很多人了解您是

通过您的第一本书《你的知识需要管理》，这

本书从知识管理的立场，来帮助知识工作者提

发表日期：2019-02-28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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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我。我们也了解到《你的知识需要管理》自

2010 年出版至今已经加印 10 余次，足见其影响

和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全社会对于知识管理的

关注和需求。那么，从《你的知识需要管理》到

《卓越密码：如何成为专家》，从书名就可以

看出这是知识工作者从 “ 养成 ” 到 “ 卓越 ” 的过

程。作为作者本人，您是如何看待这两本书之

间的联系，从第一本书到第二本书，这之间的

将近 10 年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体验、思考和心

路历程呢？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两本书的缘起。

田志刚：谢谢。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有一

个初衷，就是想证明知识管理的价值，证明知

识管理是有用的。对比图书情报档案，知识管

理起步较晚，很多人在早期缺乏了解。而以前

我们在给企业的实践者推广知识管理的时候，

企业会说：你们说的都对，但是和我们没关系，

企业一定要看自己实际取得的效果。因此我就

想先从个人的维度切入，让个人了解到知识管

理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是能够给个人

带来价值的，再由此推而广之。

至于第二本书的背景，是我们发现企业经

常招不到能干的人，招不到“高手”。因此我

希望探究一下如何练就高手，并发现高手背后

共通的东西。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发现讨

论这方面的文献是比较少的。国外有一些研究

专长的文献，但是主要侧重在文艺、体育领域，

这些领域具有自身的特点，即都是一些特殊技

能，但是研究知识型员工如何成为高手的很少。

所以我们想提炼出知识型员工成为高手的路径，

分析他们的成长方式。

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优势在于我们一直在做

企业咨询，我们会到企业和项目中去调研，这

样就会和那些高手、专家们交流，我们会去考

察他们的经验与秘笈，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许

多年，也帮助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

总而言之，第一本书是站在知识的立场上，

第二本书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现在我觉得第二

种立场更为重要。每个人都觉得知识管理好，

但是知识管理要发挥作用一定是和实际场景和

特定需求结合起来的，归根结底，是需要和人

结合起来。实现了这一点，未来即使你不叫知

识管理也没有关系；相反，做不到这一点，你

要去推广知识管理、单纯地讲知识管理现在是

没有人听的。

2  知识管理是艰难却必然的道路

KMF：您本人是 KMCenter（中国知识管理中

心）的创始人。KMCenter 是国内知识管理领域

研究和实践的权威机构，成立于 2001 年，距今

已经有 18 年的历史。而 18 年也是一个生命从

出生到成年的时段，与国内知识管理的引入、发

展相同步。那么回首过往，您能否为我们简要

回顾一下 KMCenter 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以此为

缩影，介绍一下您对国内知识管理发展整体现

状的认识。

田志刚：我们最初做知识管理的出发点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有意思，慢慢地就

专门做这个了，可以说是把兴趣做成了事业。

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每年会组织不少活动，邀

请一些同行来进行思想碰撞和研讨。我们认为

知识管理这个事情很有价值，也有需求，所以

我们也有一群人在研究和实践这个事情，在这

十几年中间，我们做了不少启蒙性的工作，也

共享了许多资料、电子书等内容。起始的时候

KMCenter 是一个虚拟组织，当时如果是实体，

运营难度将更大。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公司，专

门做知识管理，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服务

了上百家机构，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探索

出不少方法。

我们不想去卖一些软件和工具，而是选了

那条最难的路，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充满各种艰

难困苦。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一

件有价值的事，值得去做。

对于国内知识管理发展现状，总体上感觉，

现在还是有很多停留在宣传和表面的阶段，具

体做实事的还比较少。所以有客户在找到我们

的时候，我们会客观地跟他讲：知识管理这个

事挺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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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知识管理又是我们发

展的必然阶段，是躲不掉的。改革开放 40 年了，

一些数据都显示我们国家在很多区域、很多

方面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发

达国家的主要产业一定是做复杂性的、创新

性的工作。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

段，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的

挑战就是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创

新驱动。中国未来一定要干复杂性、创新性

的工作。以前我们的发展创新含量比较低，

但随着中国从跟随到各个领域逐步进入到全

球较前面的位置，你就是想去山寨也有没有

山寨的对象了。所以这个时候，知识管理就

是一条必然的路，如何提高知识工作的效率、

如何创新、如何更好地激发知识型员工，都

是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3  从跟随到创新，知识管理是“形
势所逼”“需求拉动”

田志刚：知识管理本质上是需求拉动的，

创新也是。如果不是逼到那个地步，没有人、

公司和组织真正地想去做好知识管理。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知识库建设。以前的

各类企业的呼叫中心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规

模扩张阶段可以几乎无限地招人，我们看到很

多呼叫中心把人员坐席规模作为一个重要的指

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现在这样做

成本太高，另一个原因也是很难招到人了，这

时候人工智能就成了普遍的需求，而人工智能

发挥作用还是有赖于知识库。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中国做好知识管

理，一定是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可能普及。

真正下功夫去做知识管理的一定是“形势所逼”，

当“混不下去了”，企业才会想起来并真正投

入资源。现在的企业变得越来越聪明，不会被

一些名词概念所蒙蔽，直到他们被逼到一定程

度，就会自然采用知识管理的办法。

我们也看到一些企业，甚至从来没有听他

们提过“知识管理”的表述，但是实际上他们

的知识管理做得很好，他们是把这个作为管理

优化的自然过程。我们这里有一个客户是设计

行业的，他们一直以来做得很好。当他们的业

务发展很快时，就发现人手不够，随着项目增多，

他们仅有的人分身乏术，因此需要增加人手，

并且复制成功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主动

去思考，如何把这些做事情的有效方法传授给

别人。

这时候，又面临新的问题——有很多东西

难以显性化、难以复制和分享，你需要把做事

情的方式流程化、条理化、系统化、结构化——

这就是知识管理的精髓，也是最难做的。形成

论文容易，但是任何一个企业机构都不是依靠

发表论文来形成竞争力的，一定是有自己最独

特的东西。而这些独特的东西，一定是无法完

全依靠文档、图表来表述的。这时候我们就需

要看背后的东西，就又回到“人”本身。

目前很多企业建立了大量知识库，积累了

大量文档，但是脱离了“人”，就形成不了“真

正的知识”，大量文档被冷落在那里是没有任

何用的。

我们进一步探究，知识库为什么用不起来

呢，因为大家不需要这个。用户的需求一定是

很明确的，知识库里的知识要能够指引我干活，

要能够帮我省时省力，毕竟，懒惰是人类的本性。

比如我们坐出租车，很多司机就习惯跟着导航

走，导航让我向哪儿开我就向哪儿开，因为这

样我不用动脑子。

另外，谈到知识管理发展的国内外差异，

很多人说国外知识管理比较发达，但是你把

国外的知识管理专家请到中国来做能不能

成？我表示怀疑，因为这和管理的土壤有关。

我们这个差异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

基础，另一个是知识员工的成熟度。比如，

国外的员工拒绝加班，但是人家上班是真上

班。而中国的文化则是领导不下班，我也不

下班，但干不干活不一定。所以管理的基础

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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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服务时代，面向 “ 知识消
费 ”，培养 “ 服务意识 ”
KMF： 对比多年前《你的知识需要管理》一书

出版时，中国知识管理已经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不论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新技术，还是

知识付费等新模式，用户的认知水平和成熟程

度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尤其注意到，国内知识

管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市场，一端是旺

盛的需求，另一端是多元的、不断进入的 “ 新

玩家 ”，提供着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的 “ 知识服

务 ”。您是如何看待近年来来形形色色的知识服

务供应商？

田志刚：大家对于知识服务的定义不一样，

现在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知识服务”定义。

因此，谁都可以说自己做的是知识服务。比如

教孩子学习也是知识服务，开辅导班也可以是

知识服务。当没有统一定义和标准时，你也没

有办法说别人不对。

但是，我觉得不同知识服务业态的差异还

是很大的。互联网知识服务和图情档的知识服

务就很不一样，互联网知识服务是解决焦虑的，

是普遍性的，也带有很多营销的手段，而“知网”

（CNKI）的知识服务就是面向研究和写论文的

需求。

对于普通用户的需求，我们有一个假设，

普通人是不爱下功夫学习的，都希望知识拿来

就能用，但他们又需要用知识解决问题。通俗

来说，一个人可能不爱“学习”知识，但他一

定会“消费”知识。比如我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要依靠知识分析卖家靠不靠谱，会不会骗我，

这就是在“消费”（运用）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消

费”行为更加复杂。

对于知识服务这个概念，我是认同的。其

实知识管理的本质就是把知识用起来、转起来。

所以把“知识”加上“服务”这个词是有好处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服务意识。

长期以来，无论中外，有知识的人大都是

骄傲的。但西方的好处是有工业革命，让知识

和生产结合起来，让知识应用于生产。但是中

国还没有，因此很多有知识的人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不愿意去服务。这是一个大问题。而现在

知识服务推广了服务意识，让知识去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好事。

5  知识付费满足通识需求，专业领
域还需深入研究

KMF：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重要的话题：2016 年

被称为中国的 “知识付费元年 ”，涌现了很多 “现
象级 ” 的平台、产品、IP 和大 V。对于知识付

费业态、尤其是对于那些知识大 V，很多人有

不同的认识。那么，您是如何看待 “知识付费 ”业
态的？

田志刚：我觉得这一波知识付费首先是和

中国教育的某些缺失有关。现在网上知识付费

产品卖得最火的，反倒是那些中小学阶段、大

学阶段应该接触的常识性知识。知识付费产品

你讲深了没有人听，所以一定要讲普及性的，

你的内容层次越往上，受众越少。

而那些受欢迎的普及型的知识应该是中小

学阶段就应该掌握的。但在中国这方面的中小

学教育缺失了，那时大家都在强调考试。在那

个阶段按理说是海量阅读的时候，但是并没有。

本科阶段的阅读量也没有，因为一上大学大家

都觉得自由了。正是这种欠缺造成了现在的知

识付费产品的需求。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知识焦虑。表现为

“我如果不学东西，我就没法混”。现在知

识付费正是抓住了人们的焦虑心理。面对知

识焦虑，人们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我索性

不学了，第二种就是逮到什么学什么，这些

都是自我安慰。

我觉得知识付费也有积极作用，它弥补了

博雅教育阶段的缺失，现在是在为常识补课。

但这也仅仅限于知识普及作用，对于专业人士

来说，还是需要专业知识，这时知识付费内容

的价值就有限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很

多课，最后也无用武之地。作为职场人士，你

还是要系统学一些专业的东西，有深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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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具不是万能的，没有工具是
万万不能的

KMF：我们看到国内一些知识管理服务供应商

在开展咨询或培训时，都会依托于一套系统或

平台，而 KMCenter 似乎没有自己品牌的软件或

平台销售。您是如何理解知识管理与“系统”、“工
具 ” 的关系的？

田志刚：我们自己不做软件，但是我们会

根据客户的需求去选择和推荐适合的工具。因

为用户需求差异很大，我们会跟客户说如果你

资金不是很充足的话，用开源的也可以。我们

是希望真正根据需求去做，如果我们做软件，

就只能卖我们的东西了。

说实话国内的知识管理软件系统功能、体

验都还有待提高。与中国互联网工具的发展对

比，企业知识管理软件跟这个之间有一个巨大

的鸿沟。我经常和软件开发者交流，提出现在

知识管理软件存储知识不是关键的问题，分类、

标签、信息组织等基本功能我们都能够实现，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推动知识的运用”。

在工作场景下，员工在干活的时候，最需

要的是能够精准满足他当下需求的一点点知识。

企业的知识管理不是管理知识，不是在企业内

部建一个“知网”就可以的。“知网”为什么

活得好，因为它卖给“有刚性需求的人”：你

在写论文、做研究的时候，不看参考文献做不

下去啊。但是企业员工的工作方式与此完全不

同。在企业里面，解决问题才是主要的。在这

个时候，你给他提供20篇参考文献，他是不看的。

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内容，才是他最需要的。

员工需要的是可操作、可执行的内容，但是我

们发现很多的知识库软件还是提供传统的长文

档。

系统、工具是一个手段，有时候，有它你

不在意，而没它却又不行。就好比这个月的工

资多了 500 元你不会在意，而如果扣了 500 元

你就要问为什么。系统、工具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有时候背负了“骂名”——在没有使用知

识管理软件的时候，人们如果想抱怨，不知道

抱怨什么，有了软件之后，就有了抱怨的对象。

我们曾经给一家客户做咨询，对方说——你们

这次不要提知识管理行不行——一提知识管理

就挨骂。

总之，我觉得知识管理系统、工具是需要的，

但是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

的需求，你要知道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系统、

工具才能发挥出功能。

7  不同的工作类型具有不同的知识
管理方式

KMF：您书中有一个段落令人印象深刻，就是

您讲到曾经系统地调研了国内对于知识管理岗

位的招聘需求。那么，根据您的了解，当前国

内单位对于知识管理专职岗位与人才都有哪些

需求？我们也发现，很多单位可能并不直接以

“ 知识管理 ” 作为知识工作者的岗位或部门命

名，那么从 KMCenter 的咨询经验来看，都是哪

些部门的知识管理需求（或者知识化水平）比

较高呢？

田志刚：哪些领域知识管理需求量比较大

呢？一定是知识密集型的领域，比如说研发设

计。我们发现在中国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有

一个问题，就是做知识管理的大都是年轻人。

而在国外，你会发现是很多“老同志”在做知

识管理。比如一个员工搞了几十年销售，如今

开始做知识管理。而国内我们很多新入职的年

轻人可能有知识管理的专业学科背景，但是他

不了解所在企业的文化、积淀、特点、工作方式，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做好知识管理的。我们看到

很多企业并不了解知识管理和业务之间的这种

密切关系。

当前知识管理职能放在什么部门的都有，

人力资源部门、信息化部门、行政部门等。现

在最成熟的的是运维和客服的知识管理，因为

呼叫中心离不开知识管理，缺了知识库没法运

营。我们把工作分成三类，一类是重复性的工作，

这是知识管理最容易产生成效的领域；第二类

是项目性工作；第三类是创新性工作。任何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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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都会包括这三种工作，这也是企业知识管理

的难点，其实在一个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的方

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实现推动知识管理落地的理想

KMF：在KMCenter的网站主页上，我们看到 “推
动知识管理落地 ”这句话非常醒目。相比推广、宣

传、销售，“ 落地 ” 对于知识管理是最难的，也

是最关键的。那么，您认为相比其他知识管理

服务供应者，KMCenter 是如何践行 “ 推动知识

管理落地 ” 这句话的？

田志刚：首先，我们不是为了单纯的营利，

我们当然需要赚钱，但是我们不是希望通过这

个事情欺骗误导人家。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欺

骗呢？就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我们有

一个信条：利用信息跟知识的不对称赚钱是可

耻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相对难走的道路。我

们的用户有很多，而且我认为不是我们在帮他

们，而是他们在帮我们，我们从他们身上了解

中国用户的需求，了解他们有什么、想什么，

我们通过他们去学习。因此，我认为我们更懂

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管理。

也许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缺点”，就是比

较理想化，我们是真正想把知识管理做好，真

正产生价值，但是我们的用户中有很多也是为

了应付一下，引入知识管理是为了装点门面、

得到表扬。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

是客户能真正通过知识管理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会选择客户。我们会判断用户是

不是真的想做，以至于一些用户抱怨说——你

们怎么这么不热情啊。我们认为，你不把知识

管理作为一个真正的战略性的事情来推动的话，

积累多少文档都是没用的。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知识管理单纯作为生

意可能并不是一门好生意，但是这和价值观有

关。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

来真正帮助中国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9  把知识管理事业，做有内在驱动
力的知识工作者

KMF：最后，我们看到 “ 知识工作者 ” 是您的

书中出现非常多的概念，您自己也是 “ 知识工

作者 ” 的代表，我们从公众号上也看到你持续

地进行写作和更新，您个人是如何保持旺盛的

工作状态和持续输出？对于更多的知识工作者

以及研究者，又有什么建议呢？

田志刚：曾经有文章探讨人与人的差距是

何时被拉开的。我们看到有些人非常聪明，成

绩非常好，也上了名校，但是毕业之后并没有

取得什么成就。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地喜欢过学

习，也没有探究精神。以前上学学习时为了成绩，

有人逼你。当没人逼你的时候，你就容易放弃了。

作为一个独立上进的个体，越往上走，

越是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办，越是高处不胜

寒，你得自己去摸索。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的

内驱力是不够的，所以就放弃了。我们也说

“革命人永远年轻”，正是因为他心里有事业，

永远闲不下来，所以即使外表会变老，内心

也不会变老。

最后，对于知识管理研究，我的一点建议

是可以从小处着眼，研究真问题。学术界的不

同领域都在研究知识管理，比如图情档、人力

资源管理、战略管理、企业管理、信息技术等，

但是侧重点不一样。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研究，

题目起得很大，但是一看内容都是从文献到文

献，没有响应实际的需求。我建议选取一个小

点进行主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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