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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为组织创新发展赋能

告别 2020，告别不平凡的 2020。新冠病毒，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威猛和无情。不过，我们

挺过来了，取得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初步胜利。纵然新冠在今后很可能会成为常态，我们已不再

恐惧，不再无助。2021，我们一定会超然面对变化，我们也一定坚毅地走好每一步路。

在 2020 年，《知识管理论坛》也经历住了疫情的考验，疫情没有影响我们出版，期刊的学术质

量与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全年来稿 138 篇，发表 37 篇（录用率 26.81%），其中编委的支持最

大。2020 年 7 月 16 日，《知识管理论坛》编辑部与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联合主办“2020 知

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学术研讨会”通过线上成功举办，200 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后出版了专辑。

微信订阅用户数稳步增长，达 2290 人。微信发布 79 篇，微博发布 57 条。

《知识管理论坛》首次进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位于 Q3 区（46 种期刊

排名 33），虽不理想，但也是不小的进步，表明它已经进入学术界的视野，进入到主流学术研究系统。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本刊的学术支持单位，给予了很多的协助与支持。

《知识管理论坛》是知识管理领域的学术期刊，跨学科，纯网络，开放获取，实行严格的同行评议，

并通过了国际知名开放获取平台 DOAJ 评估并被收录。

本刊注重学术前沿和行业引领，以发表知识的生产、创造、组织、整合、挖掘、分享、分析、

利用、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主，包括理论、方法、工具、技术、应用、政策、方案、最佳实践等，

对推动知识管理行业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际图联（IFLA）于 2003 年就设立了“知识管理专委会”，以促进图书馆和信息领域对知识管

理及其相关知识的更深理解，跟踪知识管理的最新发展，帮助图书馆应用知识管理，提高图书馆员

的知识管理技能等。国际上也有专门的知识管理学术期刊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知识

管理论坛》是植根于中国知识管理土壤的学术交流平台。

在当今的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智能化时代，政府部门、创新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图

情档机构等等，都与知识与知识管理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联，也都需要将知识管理作为重点发展的

战略领域。谁善于运用知识管理，谁就拥有了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和优先权。

2021，《知识管理论坛》需要您的关注和支持，需要编委、评审专家、作者、读者的共同努力。

《知识管理论坛》值得期待！感谢一路有你！

初景利
《知识管理论坛》主编

2021 年 1 月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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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多任务环境下融合迁移学习的新冠疫情新
闻要素识别研究
赵梓博 1,2 王昊 1,2 刘友华 1 张卫 1,2 孟镇 1,2

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2. 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23

防疫方法等知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数量呈

爆炸式增长的新闻报道给公众带来了一定程度

的心理压力和阅读负担。因此，有必要快速、

准确地提取新闻报道中的关键要素，帮助公众

获取并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并为进一步构建

疫情新闻知识图谱 [1] 提供数据支撑，为自动生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提出多任务环境下融合迁移学习的疫情新闻要素识别方法，

向公众提供面向应急事件的知识服务。[ 方法 / 过程 ] 首先，通过多任务识别新闻要素：基于规则识别

时间要素；并融合模型迁移与深度学习方法，构建跨领域的要素识别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疫情新闻

要素的关联数据，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 结果 / 结论 ] 实验结果表明，除药

物外的新闻要素的识别 F1 值均在 80% 以上，说明融合迁移学习的模型能够取得较优的识别效果；并且，

关联数据知识图谱能够直观显示新闻的重点要素及新闻的主要内容。综上所述，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识

别新冠疫情新闻要素，从而帮助新闻读者准确、高效地获取新闻中的重要信息。

关键词：多任务   迁移学习   新冠   新闻要素识别   命名实体识别   冷启动

分类号：TP391.1; TP181; G202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01

引用格式：赵梓博 , 王昊 , 刘友华 , 等 . 多任务环境下融合迁移学习的新冠疫情新闻要素识别研究 [J/

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21, 6(1): 2-13[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235/.

1  引言

自 2020 年初，官方正式通报新型冠状肺炎

（以下简称“新冠”）存在“人传人”现象以

来，社会公众愈发关注新冠疫情的相关新闻动

态。新冠疫情新闻对于帮助公众了解疫情动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 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 ”（项目编
号：17ZDA291）和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 “ 基于知识图谱的医学信息挖掘与推荐研究 ”（项目编号：
CXYJ21-69）研究成果之一，并受江苏青年社科英才和南京大学仲英青年学者等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
作者简介：赵梓博（ORCID:0000-0001-7487-5756），硕士研究生；王昊（ORCID:0000-0002-0131-0823），
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E-mail: ywhaowang@nju.edu.cn；刘友华（ORCID:0000-0002-5859-9795），
教授，硕士生导师；张卫（ORCID:0000-0003-4050-7255），博士研究生；孟镇（ORCID:0000-0002-1130-4996），
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0-12-09        发表日期：2021-01-15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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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疫情新闻关键词 [2]、自发推送疫情新闻 [3] 等

工作奠定基础。

新闻要素通常包括时间、人物、地点、机

构 4 类基本要素，而新冠疫情新闻在此基础上

还涉及疾病名称、发病症状、药物名称、诊断

或治疗方法等医学要素，因此新冠疫情新闻要

素识别需要对跨领域的多个类别的要素进行识

别，这就涉及到多任务、多过程的要素识别。

时间要素的表述形式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基于

规则模板能够较准确地对其进行识别 [4-5]，因此

笔者采取基于规则的要素识别方法识别时间要

素；而对于人名、地名、机构名 3 类基本要素

以及疾病、症状、药物、方法 4 类医学要素，

利用基于现有深度学习模型的命名实体识别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方法进行识别，

但是，疫情新闻作为一类新型应急信息资源，目

前该领域尚存在缺乏供 NER 模型训练的标注数

据这一数据冷启动问题，为此，笔者引入迁移学

习思想，设计了跨领域迁移的实体识别模型。

笔 者 基 于 NER 领 域 较 为 成 熟 的 BERT-
BiLSTM-CRF 三层结构模型，分别利用 MSRA
数据集和医学领域数据集训练可迁移的 NER 模

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新冠疫情新闻领域的要

素识别。最后，通过构建基于共现频次的要素

关联数据，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可视化地展现疫

情新闻要素间的关联关系，从而清晰、直观地

揭示疫情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近期相关研究

新闻文本要素的识别与提取是信息抽取领

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以往的实践中大多采用

基于词典 [6-7]、基于规则 [8-9] 或基于统计机器学

习 [10-12] 的方法进行。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研

究的逐渐成熟，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命名实体

识别也成为新闻要素识别的重要支撑技术 [13-15]。

相比传统机器学习算法，深度学习模型具有网

络层数更深、学习特征更加复杂且无需人工构

建特征等优势 [16]。近年来提出的双向长短时记

忆网络（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 

BiLSTM）[17] 通过叠加句子在顺序和逆序方向

的隐层表示，能够极大程度地揭示句中实体的

依赖关系，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NER 任务。研究

表明，将 BiLSTM 与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模型

效果 [18]。由谷歌 AI 团队于 2018 年发布的字表

示模型 BERT[19]，刷新了 11 项自然语言处理任

务的记录。将BERT中文预训练模型（BERT-Base, 
Chinese）与识别效果较好的 BiLSTM-CRF 模型

结合，被多项研究证实能够取得中文 NER 的最

优效果 [20-22]。

深度学习模型由于学习能力极强，易出现

过拟合问题，因此需要庞大规模的标注数据作

为训练集，而部分领域由于缺乏足够的训练数

据而存在数据冷启动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迁移学习（Transfer Learning）[23] 的概念应运而

生，其将在源领域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与源领

域不同但相关的目标领域的任务中，利用源领

域的标注数据训练可供目标领域应用的模型。

迁移学习主要包括基于实例、基于特征和基于

模型的迁移学习，基于实例的迁移学习的原理

是将与目标领域实例相似的源领域样本加入训

练集，以扩充数据量 [24-25]；基于特征的迁移学

习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取并利用源领域与

目标领域之间共同的特征表示，从而实现表示

层面的迁移 [26-27]；基于模型的迁移学习是将基

于源领域数据训练的模型及参数迁移至目标领

域 [28-29]。模型迁移学习基于大量源领域数据训

练得到具有较强泛化能力的预训练模型，能够

较好地适应目标领域的数据分布，从而取得较

优的迁移效果，因此被广泛应用于NER领域。M. 
Al-Smadi 等构建了基于迁移学习的多语言通用

语句编码器，并将其应用于复杂阿拉伯语语境

下的实体识别任务 [30]；刘宇飞等将公共领域源

知识迁移至科学领域，进而对专利文献中的科

学术语进行识别 [31]；孔祥鹏等提出基于迁移学

习的联合深度模型，通过共享网络隐藏层以及

BP 算法微调参数的方法训练跨语言迁移模型，

有效提升了维吾尔语 NER 任务的成绩 [32]。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01

知识管理论坛，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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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构建的迁移学习模型均取得了较

好的实体识别效果，但是尚未考察以医学论文

语料作为源领域训练数据的模型效果。考虑到

新冠疫情新闻是一种面向当下应急事件的即时

信息资源，领域内尚缺乏大规模的标注语料，

笔者融合模型迁移与深度学习方法，以医学论

文文本作为源领域数据集，基于学习效果较优

的 BERT-BiLSTM-CRF 三层结构模型，训练实

体识别模型，并将模型应用于疫情新闻要素的

识别。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笔者选取澎湃新闻发布的新冠疫情专题系

列报道作为新冠疫情新闻文本的数据来源。由

于澎湃新闻在我国新闻媒体网站排行榜排名居

于前列 [33]，其文章质量较高，用词和句法较为

规范和标准，因此适用于新闻要素抽取。基于

模型迁移学习的思想，笔者确定以下两个源领

域训练数据集：①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数

据集，是中文 NER 任务的常用数据集，其语料

含 27 000 余个句子，在本研究中将其用于识别

人名、地名、机构名 3 类基本要素的基本要素

识别模型的训练；②医学文本数据集，来源为

中国知网平台新冠相关主题的中文医学论文题

录数据，通过对论文题录数据进行处理后获得，

其语料含 12 000余个句子，用于识别疾病、症状、

药物、方法 4 类医学要素的医学要素识别模型

的训练。源领域数据集采用 IOB 格式进行实体

标注，B 表示对应类别实体的起始字符，I 表示

实体中的其他字符，O表示非实体字符，如B-PER
表示人名实体的起始字符，I-METHOD 表示方

法实体中的非起始字符等。

笔者采用半监督的处理方法获得带标签

的医学文本数据集，具体处理过程如下：①以

“SU=’新冠’ + ‘新型冠状病毒’ + ‘武汉

肺炎’ + ‘2019-ncov’ +’covid-19’”作为检

索式，使用中国知网专业检索功能，搜索医药

卫生科技分类下发表时间在“2020-02-01”后的

中文论文，将检索结果显示的 6 000 条论文题录

数据批量下载并保存；②提取题录数据中的关

键词字段，人工对关键词进行实体类别标注，

共得到 530 个标注后的关键词数据；③使用知

网（Hownet）近义词词典，结合人工补充的方

式，将原词的近义词标注为与原词相同的类别

并补充入关键词集，扩充后的关键词集包含 607
个关键词；④提取题录数据中的全部摘要字段，

通过最大匹配算法，使用标注关键词集匹配摘

要文本中的句子，从而生成包含 12 000 余个含

医学实体句子的医学文本语料。应用这种处理

方法，只需要人工标注少量关键词，便能够匹

配获得大量包含实体的句子，大大减少了人工

标注的时间开销。

3.2  研究框架

为实现新冠疫情新闻要素的自动化识别

及抽取，笔者设计了研究框架，见图 1。①首

先，进行数据集的准备和预处理工作。分别收

集 MSRA 数据集、医学论文题录数据以及新冠

疫情新闻文本数据，然后人工标注医学论文题

录数据中关键词的实体类别，并拓展关键词数

量，随后利用拓展后的关键词集匹配论文摘要

集中的句子，得到带有训练标签的医学文本数

据集。②基于源领域数据集训练迁移要素识别

模型。使用 BERT-BiLSTM-CRF 三层结构模型，

分别基于 MSRA 数据集和医学文本数据集训

练得到能够识别人物、地点、机构要素的基本

要素识别模型 COV19News-Base 和能够识别疾

病、症状、药物、方法要素的医学要素识别模

型 COV19News-Med，并抽取原数据集中一定比

例的样本作为测试集，以检验模型的识别效果。

③将要素识别模型应用于新冠疫情新闻文本领

域的要素识别。人工标注新冠疫情新闻文本中

的部分句子作为目标领域测试集，分别检验将

模 型 COV19News-Base 和 模 型 COV19News-
Med应用于新冠疫情新闻要素识别的迁移效果。

④最后，基于新闻要素构建要素关联图谱。使

用 COV19News-Base 和 COV19News-Med 的 模

型组合抽取大量疫情新闻文本要素，结合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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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抽取的新闻时间要素，构建新冠疫情新闻

要素关联数据，并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现各要

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以达到直观揭示新闻主要

内容的目的。

 
新闻要素关联数据 

方法 

MSRA 数据集 论文题录数据 

论文摘要 

论文关键词 

匹配 
标注、拓展 

医学文本数据集

检验 检验 BERT-BiLSTM-CRF 

训练 训练 

新冠疫情新闻文本 

COV19News-Base 

应用 

COV19News-Med 

应用 

时间 人物 地点 机构 药物 症状 疾病 

基于规则识别 

要素关联图谱 

图 1  研究框架

基于此，笔者将主要解决以下 3 个重要问

题：

（1）多类别要素的识别问题。将划分多个

要素识别任务，基于命名实体识别和规则识别

方法，分别对新冠疫情新闻中的基本要素、医

学要素与时间要素进行识别。

（2）数据冷启动问题。引入模型迁移学习，

利用源领域充足的标注数据训练可迁移的 NER
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疫情新闻领域的要素识别，

从而解决了目标领域标注数据不充足的问题。

（3）疫情新闻要素的利用问题。将提出的

要素识别方法应用于大量无标签的疫情新闻文

本，并将识别的要素及要素间的共现关系以疫

情新闻要素关联数据的形式存储。基于此，进

一步以要素关联图谱的形式可视化展现要素间

的关联关系，从而揭示疫情新闻的主要内容。

3.3  新冠疫情新闻要素分类

笔者试图实现 8 类疫情新闻要素的自动识

别和抽取，8 类要素的名称及示例见表 1。其中，

时间、人物、地点、机构 4 类要素是描述新闻内

容的基本要素。此外，新冠疫情主题的新闻文本

往往还包含疾病名称、发病症状、药物名称、诊

断或治疗方法的名称等医学要素。对于具体识别

哪些类别的医学要素，可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

在2019年全国知识图谱与语义计算大会（CCKS）
医疗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中，医疗命名实体被划分

为 6 类：疾病和诊断、检查、检验、手术、药物、

解剖部位 [20]；2017年CCKS定义了4类医学实体：

身体部位、症状和体征、检查和检验、疾病和诊

断 [34]；赵青等、夏光辉等将医疗实体划分为疾病、

症状、检查、治疗 4 类 [35-36]。由上述研究总结，

医学实体总共包括 5 类：疾病名称、症状体征、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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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检查和治疗方法以及身体部位。但身体部

位实体在新闻领域语境下往往具有除患病部位以

外的含义，如“握手言和”中的“手”“嘴上说

说”中的“嘴”等并非指代患病部位，不属于描

述新闻内容的关键要素，因此识别身体部位实体

对提取新闻要点的意义不大。综上所述，笔者最

终确定将疾病、症状、药物、方法 4 类要素作为

待识别的医学要素。

表 1  新冠疫情新闻要素类别及示例

要素序号 要素名称 例句 句中要素

1 时间 1月24日，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1月24日

2 人物 灿扬的咽痛没有缓解的迹象，杨雪涛也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灿扬，杨雪涛

3 地点 英国也有医院出现了病人被感染的情况 英国

4 机构 大学毕业后，李文亮去到厦门眼科中心工作 厦门眼科中心

5 疾病 3月4日，新冠肺炎的海外传播发酵近两月 新冠肺炎

6 症状 5例病例均发烧，无畏寒，体温在36.5°C-38.0°C之间波动 发烧，畏寒

7 药物 药物方面，他们现在为密接者提供了连花清瘟胶囊 连花清瘟胶囊

8 方法 核酸检测会出现一定的假阴性率 核酸检测

笔者通过多个任务识别各类疫情新闻要素。

对于除时间要素以外的 7 类要素，采取命名实

体识别方法对其进行识别，基于 BERT-BiLSTM-
CRF 模型分别训练基本要素识别模型和医学要

素识别模型；对于时间要素，采取基于规则的

识别方法，通过构建正则表达式，匹配并获取

新闻文本中的时间要素。匹配时间要素的正则

表达式模板如公式（1）所示：

pattern=[  r"\d{4} 年 \d{1,2} 月 \d{1,2}[ 日 | 号 ]",
 r"\d{1,2} 月 \d{1,2}[ 日 | 号 ]\"",
r"\d{1,2}[ 日 | 号 ]\""               公式（1）

3.4  基于迁移学习的 COV19News 模型训练

由于疫情新闻领域尚缺乏可供 NER 模型

训练的标注数据，笔者采用融合迁移学习的模

型训练方法，分别基于 MSRA 数据集和医学

文本数据集训练模型 COV19News-Base 和模型

COV19News-Med，并将上述模型应用于疫情新

闻文本中各类要素的识别。为了检验不同模型

的识别效果，分别对 MSRA 数据集和医学文本

数据集进行训练集、测试集的划分，以供模型

COV19News-Base 和 模 型 COV19News-Med 在

源领域的训练和检验；并从新闻文本中分别抽

取并标注 100 个包含基本要素和医学要素的句

子，作为模型的目标域测试集。

在进行模型训练前，对源领域训练集、源

领域测试集和目标领域测试集中的实体数量进行

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2，其中模型 COV19News-
Base 的源领域数据集为 MSRA 数据集，模型

COV19News-Med 的源领域数据集为医学文本数

据集，两模型的目标领域测试集均为新闻文本中

抽取的句子。从表 2 中可以发现，源领域数据集

存在不同程度的实体分布不均衡现象，MSRA 数

据集中地名实体明显多于人名和机构名实体，而

医学文本数据集中疾病实体更远多于其他 3 类实

体，这是由于来自医学论文的标注关键词集中大

部分关键词属于疾病实体，主要包括新冠的大量

别称，因此造成了匹配实体数量分布不均匀的问

题。从目标领域测试集实体分布的角度看，人名、

地名、机构名 3 类实体分布较为均匀，而医学实

体中疾病实体仍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实体，这与

新冠疫情新闻的特点有关（报道中包含较多新冠

的指代与别称）。实体分布的不均衡是否会影响

模型效果有待实验考证。此外，医学文本数据集

的规模相对 MSRA 数据集较小，因此可供训练

的实体数量相对较少，可能会对模型效果造成影

响，具体有待后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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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集中实体的数量统计情况

模型 实体类别
实体数量统计/个

源领域训练集 源领域测试集 目标领域测试集

COV19News
-Base

人物 8 144 2 748 73

地点 16 571 5 609 80

机构 9 277 3 169 83

COV19News
-Med

疾病 13 443 2 178 82

症状 1 734 309 57

药物 1 183 202 30

方法 1 986 347 35

基 于 BERT-BiLSTM-CRF 模 型， 使 用 上

述训练数据分别训练模型 COV19News-Base 和

模型 COV19News-Med。BERT 采用多层的双

向 Transformer[37] 编码器结构，能够捕捉长距离

上下文的语义特征，从而得到较为精确的文本

向量；BiLSTM 采用二重逆序的 LSTM 网络，

能够充分学习向量间双向的语义关系；CRF 则

能够依照序列标签的约束规则，输出全局最

优的标记序列。因此，采用 BERT-BiLSTM-
CRF 模型进行模型训练，在模型表示层、网络

层和输出层均能取得较优的学习效果，适用于

COV19News 模型的训练。模型训练完毕后，分

别基于源领域和目标领域测试集对模型效果进

行检验，检验结果见实验结果与分析部分。

3.5  疫情新闻要素的知识图谱构建

在利用上述模型实现对疫情新闻要素的识

别和提取后，进一步构建疫情新闻要素的知识

图谱，可视化展现要素间的关联关系。

考虑到疫情新闻要素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并且要素间的关联能够揭示新闻的主体事件，

因此对新闻要素关联关系的挖掘有助于推断疫

情新闻的主要内容，对读者理解新闻内容具有

重要的意义。首先将整篇新闻文本划分为句子

的集合，然后将在同一句子中出现的要素记为

共现一次，由此计算两两要素的共现频次，以“要

素A-要素B-共现频次”的格式保存为数据文件，

作为疫情新闻要素的关联数据。疫情新闻要素

关联数据描述了要素间的关联关系以及关联关

系的强度，为疫情新闻要素知识图谱的构建提

供了数据支撑。

疫情新闻要素知识图谱能够清晰、直观地

展现要素关联及其强度，有助于读者定位新闻

中的关键要素，进而推断新闻的主要内容。因

此，基于新闻要素关联数据，以要素作为节点，

两要素的共现频次作为两节点连线的权重，进

一步构建疫情新闻要素的关联数据知识图谱。

笔者使用网络分析软件 Gephi 绘制疫情新闻要

素关联知识图谱，见图 2。由图 2 可知，新闻中

与其他要素关联较为紧密的关键要素得到了突

出显示，并且根据要素间的关联关系，读者能

够联系各个要素，对新闻的主要内容进行推断。

图 2  使用 Gephi 绘制疫情新闻要素知识图谱演示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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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环境及模型参数设置

模型的训练、测试和迁移全部在装载

6GB 显存的 NVDIA GeForce RTX 2060 显卡、

内存 16GB、操作系统为 Windows10 的个人

计算机中进行，模型运行环境为 Python3.5 + 
Tensorflow1.12GPU 版，CUDA 版 本 为 10.2。
BERT-BiLSTM-CRF 模型的部分参数如表 3 所

示：

表 3  模型参数设置

序号 模型参数 参数含义 参数取值

1 Batch Size 一次送入训练模型的样本（字符）数 128

2 Segment Embedding Size 表示BERT句子嵌入的向量维度 20

3 Char Embedding Size 表示BERT字符嵌入的向量维度 100

4 Dropout Rate BiLSTM网络的遗忘率 0.5

5 Learning Rate BiLSTM网络的学习率 0.001

6 Optimizer 网络前向传播使用的优化器类型 adam

7 Max Epoch 迭代轮数 100

4.2  模型 COV19News-Base 的测试与迁移

笔者采用精确率（Precision, P）、召回率

（Recall, R）以及二者的调和平均值（F1-measure, 
F1）评估模型的识别效果。对于通常包含多个

单字的实体，当且仅当模型输出的实体标签序

列与原标注序列完全相同时，记为正确识别实

体，否则记为错误识别。在后续实验中，OP、
OR、OF1 分别表示模型在源领域的 P、R、F1 值，

TP、TR、TF1 分别表示模型在目标领域的 P、R、

F1 值。

基于 MSRA 数据集训练模型 COV19News-
Base，源领域和目标领域的测试集表现如图 3
所示。由图可知：①由于同领域的训练集和测

试集的实体分布特征较为一致，因此模型在源

领域测试集上表现出较优的识别效果，3 类实体

的 F1 值均在 90% 以上。②模型迁移至目标领

域后，3 类实体的识别效果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下降，但 F1 值仍能保持在 80% 以上。考虑到

疫情新闻领域文本与 MSRA 数据集在实体分布

上存在差异，迁移后模型识别效果的略微下滑

符合预期。③对 3 类实体的识别效果进行相比，

人物实体的识别效果最优，其次是地点实体，

机构实体的识别效果最差。地点和机构实体的

平均长度通常大于人物实体，其识别难度也相

对更大，因此模型对不同实体的识别效果存在

差异。④虽然地点实体在源数据集中的出现频

率高于其他两类实体，但其识别效果并未更优，

这说明训练集中实体的不均衡分布并未影响模

型效果。

4.3  模型 COV19News-Med 的测试与迁移

复原模型的基础参数，基于医学文本数

据集训练模型 COV19News-Base，源领域和目

标领域的测试集表现如图 4 所示。可以发现：        
①模型在源领域测试集的表现仍然较优，4 类医

学实体的识别 F1 值均在 90% 以上，表明 BERT-
BiLSTM-CRF框架具有较强的表征和学习能力，

对于不同领域的数据均能够保持较好的拟合效

果。②虽然医学文本数据集相较 MSRA 数据集

规模较小，但在源领域测试集的表现并未落后，

说明在数据规模量级达标的前提下，投入相对

少量的样本也能使模型取得较好的训练结果，

不会影响模型效果。③将模型迁移至目标领域

后，各类实体的识别效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

滑，但除药物实体外，其他 3 类实体的 F1 值仍

能保持在 80% 以上，较符合预期。识别效果下

降是因为各类实体在目标领域测试集的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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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较差，可能因为医学论文文本与疫情新闻

文本中医学实体的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导

致模型迁移后的泛化效果不够理想，使得一部

分目标领域中存在但未能被模型学习的实体难

以被识别。尽管如此，迁移后的模型依然能保

证较高的识别精确率。④在源领域数据集中，

疾病实体的数量远超出其他 3 类实体，疾病实

体在源领域和目标领域测试集的表现也最优，

但在目标领域测试集的 F1 值与症状、方法两类

实体相比差距已不明显。这表明，虽然极不均

衡的实体分布可能会对某类实体在源领域的识

别起积极作用，但是未必对该类实体在目标领

域的表现产生较大影响，后者仍然与目标领域

的实体分布特征有关。

81.44 

86.90 

93.15 

90.71 

94.48 

97.62 

1009080706050403020100102030405060708090100

机机构构

地地点点

人人物物

物人点地构机
TF1 51.3909.6844.18
TP 44.4909.6872.77
TR 98.1909.6880.68
OF1 26.7984.4917.09
OP 71.8901.4976.98
OR 90.7968.4987.19

图 3  模型 COV19News-Base 测试结果（单位：%）

84.38 

66.67 

83.67 

84.56 

94.44 

90.48 

90.91 

99.14 

1009080706050403020100102030405060708090100

方法 药物 症状 疾病
TF1 84.38 66.67 83.67 84.56
TP 93.10 88.89 100.00 94.03
TR 77.14 53.33 71.93 76.83
OF1 94.44 90.48 90.91 99.14
OP 94.44 82.61 100.00 99.42
OR 94.44 100.00 83.33 98.85

图 4  模型 COV19News-Med 测试结果（单位：%）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01

知识管理论坛，2021（1）:2-13



知识管理论坛
2021 年 第 1 期（总第 31 期）

10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基于迁移学习方法

训练得到的 NER 模型，对于目标领域疫情新

闻要素的识别具有较好的效果。为展示所提出

方法的识别效果，笔者在疫情新闻文本中随

机选取多个包含多类要素的句子，使用模型

COV19News-Base 和 模 型 COV19News-Med 对

其中要素进行识别，并基于时间要素的表述规

则构建正则表达式模板，匹配并识别句子中的

时间要素，最后将多个任务的识别结果汇总，

部分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疫情新闻要素的识别结果举例

序号 示例 识别结果

1
那是2020年1月21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从武汉向全
国蔓延，翁秋秋所在的湖北黄冈蕲春县距离武汉不过百余里，黄
冈是武汉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2020年1月21日，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武汉，翁秋秋，湖北，黄
冈，蕲春县}

2
从1月26日出现乏力、咳嗽等症状以来，吴娟父亲一直在等待一个
明确的诊断——如果没有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
称“新冠肺炎”），他就无法收治入院

{1月26日，乏力，咳嗽，吴娟，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新冠肺炎}

3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徐顺清2月9日晚间在湖北省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侵害的部位主要是肺部，所以
用核酸检测存在一定的假阴性，也就是有一部分病人没有检测
出来，就是漏诊，这样可能造成一些传染源没有真正地被识别出
来，有扩大的风险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顺
清，2月9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

4

当奥地利方面3月4日通知该邮轮有奥地利男子感染新冠病毒
时，“歌剧”号邮轮正停靠在雅典比雷埃夫斯港，出于安全考
虑，“歌剧”号邮轮要求当时在比雷埃夫斯港上岸的所有乘客尽
快返回船上

{奥地利，3月4日，新冠病毒，“歌
剧”号邮轮，雅典，比雷埃夫斯港}

5
李文亮，男，35岁，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004年参
加高考，从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毕业后，先在厦门工作
了三年，2014年回到武汉，一直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

{李文亮，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大
学，厦门，武汉}

4.4  新冠疫情新闻要素知识图谱的构建

基于上述疫情新闻要素的识别方法，提取

新闻要素并构建要素关联数据，进而构建新冠

疫情新闻要素的关联知识图谱。以一篇标题为

《家属口述｜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 12 天》

的新闻报道为例，构建其要素知识图谱，如图 5
所示：

图 5  疫情新闻要素关联关系展示举例

由图 5 可知，该篇新闻主要涉及时间、人物、

地点、机构、疾病要素，其中“翁秋秋”“武汉”“肺

炎”为重要要素。结合要素关联情况推断，该

篇新闻的主要内容为黄冈市民翁秋秋身患新冠，

并于黄冈市中医院接受治疗。可见，疫情新闻

要素的关联知识图谱能够有效帮助读者确定新

闻重点以及推断新闻主要内容，因此有潜力成

为面向新冠疫情突发事件的新型知识服务。

5  结论

笔者提出了一种多任务环境下融合迁移学

习与深度学习技术的疫情新闻要素识别方法，

为应急事件下公民的信息获取提供了可行的服

务方案。首先，结合命名实体识别与规则识别

方法，通过多个任务对多类别的新闻要素进行

识别。同时，为解决疫情新闻领域数据冷启动

的问题，采用模型迁移的解决方案，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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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效果较好的跨领域要素识别模型。最后，

将识别方案应用于大量新冠疫情新闻文本，基

于识别到的新闻要素构建要素关联数据知识图

谱，从而帮助新闻读者直观、快速地发掘新闻

关键要素及主要内容。

通过对模型测试和迁移的效果进行比较，

得到以下结论：① BERT-BiLSTM-CRF 三层结

构模型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命名实体识别任务，

且源领域各类实体识别的 F1 值均在 90% 以上；

②将模型由源领域迁移至目标领域后，模型的

识别效果有下降趋势，但尚保持在可接受的范

围内，大部分实体识别的 F1 值均在 80% 以上；

③若源领域训练数据中实体分布极不均衡，可

能导致对某类实体的过度学习，在源领域中对

该类实体的识别效果远优于其他实体，但是否

会影响目标领域实体的识别仍有待后续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的基于迁移学习的要

素识别方法对于新冠疫情新闻要素具有较优的

识别效果。但本研究尚存在部分类别实体识别

率较低等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将重点考虑将

实例迁移与模型迁移相结合，使训练域与目标

域的实体分布更加接近，从而提升模型在目标

领域的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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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of COVID-19 News Elements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in Multi-
task Environment

Zhao Zibo1,2  Wang Hao1,2  Liu Youhua1  Zhang Wei1,2  Meng Zhe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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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of identifying COVID-19 news elements in multi-task environment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to provide knowledge services of emergency for the public. [Method/process] Firstly, multiple tasks 
were	used	to	identify	news	elements:	Time	element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rules;	besides,	a	cross	domain	
element recogni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model transfer and deep learning methods. On this 
basis, the associated data of COVID-19 news element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s was displayed by knowledge mapping. [Result/conclus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1 values of news elements except Drug are above 80%,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fer learning model can 
achieve	fine	recognition	effect.	Moreover,	the	knowledge	map	of	associated	data	can	intuitively	display	the	
key elements and main contents of news. In conclusion,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elements in COVID-19 news, thus it can help readers obtain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news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Keywords: multi-task				transfer	learning				COVID-19				news	elements	identification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cold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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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规制研究热点演化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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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当前环境方面的挑战已成为我国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梳理已有环境

规制文献，分析其研究热点的演化过程，对环境规制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 过程 ]

选取我国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2 日环境规制领域的 1 473 篇核心期刊文献，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手段进行时间切片处理，以关键词为核心、以研究热点聚类分析等为基础，厘清环境规制领

域的研究演进历程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探究环境规制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结果 / 结论 ] 环境

规制领域研究依托波特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化博弈等理论基础，主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方向

性距离函数等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的环境规制领域进行分析。目前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环境

规制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力、产业结构等的关系上，却忽略了环境体制的优化、企业对环

境制度的履行程度、环境的地区差异以及民间机构与政府合作对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等，因此，这些也

成为未来环境规制领域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环境规制  知识图谱  聚类分析  波特假说

分类号：X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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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政府环境治

理的决心前所未有，推进环境治理制度创新、

优化环境规制成为必然选择。2015 年 1 月 1 日，

正式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

的环保法律 [1]，其要求构建多元共治、联防联

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并强调了政府的环境

规制管理责任。然而，多年之后环境形势仍然

严峻，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环境体制该

如何优化？如何对环境规制进行监管？如何促

进社会各方面与政府合作治理环境问题？环境

政策如何解决环境的地区差异？基于此，笔者

梳理了 20 多年来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成果，探

究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轨迹，厘清环境规制与

生态文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指引未来环境规

制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为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科

学参考。

2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获取

笔者以 CNKI 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

源，选取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北大

核心、CSSCI 及 CSCD 等期刊来源类别进行

全文精确检索。检索条件为“主题 = 环境规

制”，时间跨度为 1998-2019 年，最终数据

更新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 日，经过筛选，剔

除会议通知、重复文献等无效结果，并对关

键词进行规范处理，得到较为权威、全面的

学术论文 1 473 篇。

2.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以文献为对象，运用数理统

计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方法，是对某一

领域研究状况和研究规律进行分析和总结 [2]。

笔者运用文献计量法对我国环境规制领域研究

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具体运用了文献分析

法、词频统计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

2.2.1  文献分析方法

文献分析方法是指将某一研究领域的书目、

文摘或索引进行数量统计，得出统计结果或分

析结论 [3]。本文依靠 SCI、CSSCI、CSCD 引文

数据库对我国环境规制领域的文献引文进行数

据的收集。

2.2.2  词频统计方法

词频统计方法主要是对某一领域内能揭示

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 [4]，关键

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说明该方面的受关注度越

高。通过该方法能够确定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以及发展状况。

2.2.3  聚类分析方法

聚类分析方法是将某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划

分为若干个组别，每个组别内的研究对象具有

相似的特征，各个组别之间呈现互斥的统计方

法。这种方法可以将某一领域的若干研究对象

形成直观的网络图。

2.3  研究工具

笔者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绘制环

境规制相关研究的可视化图谱，剖析高频关键

词及共现网络，并通过关键词时区图、时序图

对环境规制领域的发展进行趋势预测，明晰环

境规制研究的内在动力机制，探索环境规制学

科发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环境规制领域。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高频关键词及关键词共现网络

通过对 1 473 篇国内环境规制领域核心文献

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所有文献关键词

的频次、中心性和首次出现的年代等信息。关

键词的频次是指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在本数据

集的所有文献中，对全部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

计，按照出现次数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再将

其分为理论基础类、研究方法类、影响因素、

经济后果类四大类。笔者对排名靠前的关键词

进行信息汇总，结果见表 1。中心性是指该关键

词距离环境规制中心节点的远近程度以及在网

络中的重要程度，中心性的值越高代表其距离

中心节点越近，连接的节点越多，越处于网络

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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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规制领域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序

分类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理论基础类

波特假说 89 0.06 2007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15 0.00 2011

演化博弈 23 0.04 2013

小计 127

研究方法类

门槛效应 169 0.04 1998

空间杜宾模型 10 0.01 2018

方向性距离函数 5 0.00 2011

小计 184

影响因素类

外商直接投资（FDI） 83 0.04（0.02） 2006

产业结构 23 0.04 2011

小计 106

经济后果类

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 184（30） 0.16（0.02） 2014

环境污染 49 0.07 2007

经济增长 37 0.03 2012

全要素生产率 34 0.00 2012

碳排放 25 0.02 2012

技术进步 24 0.01 2012

产业转移 17 0.01 2015

产业结构升级 17 0.02 2016

生态效率 17 0.03 2015

企业绩效 15 0.00 2011

小计 449

由表 1 可知，环境规制领域关键词出现频

次如下：

（1）理论基础类关键词词频共计 127 次，

包括波特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化博弈，

他们首次出现的年份分别为 2007年 [5]、2011年 [6]

和 2013 年 [7]，这表明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

国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不仅越来越丰富，而且

学者们也认识到环境规制是动态发展的，需要

在环境规制的研究框架中添加环境规制方与被

规制方的博弈分析。

（2）研究方法类关键词词频共计 169 次，

包括门槛效应、方向性距离函数、空间杜宾模型，

1998 年“门槛效应”首次被引入环境规制的研

究中，直至 2011 年“方向性距离函数”[8] 才被

应用到环境规制研究中，而随着空间计量经济

学的发展，在 2018 年“空间杜宾模型”[9] 才率

先与环境规制研究相结合。

（3）影响因素类关键词词频为 106 次，

2006 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引起学

者们的关注 [10]，2011 年有学者提出产业结构对

环境规制具有一定的影响 [11]，这也说明影响因

素作为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得到

了相关学者广泛且深入的讨论，同时也因此尚

未形成具有共识且完备的环境规制影响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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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框架体系，但影响因素分析都贯穿了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始终。

（4）经济后果类关键词词频高达 449 次，

说明经济后果是环境规制领域最关心的研究内

容，包括环境污染、企业绩效、经济增长、全

要素生产率、碳排放、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

级、产业转移、生态效率等。其中，“环境污

染”2007 年首次出现在环境规制的文献中 [12]，

“企业绩效”在 2011 年进入环境规制研究的视

野 [13]，而“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碳

排放”“技术进步”则在 2012 年与环境规制领

域相结合 [14-17]， 直至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产业转移”和“生态效率”应运而生，

才与环境规制的研究相结合，而 2016 年出现的

“产业结构升级”是环境规制发展的后果之一。

与此同时，表 1 中“技术创新”一词中心性最大，

说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领域中处于重要地位，

自 1998 年以来一直贯穿我国环境规制领域研究

的全过程，说明国内学者比较注重环境规制对

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此外，环境规制领域核心文献的关键词由

研究方法类关键词、理论基础类关键词（2008
年之前）等向经济后果类关键词（2008 年之后）

转变，这与我国宏观环境紧密相关，2008 年之

前我国经济依靠资源、环境等要素投入而快速

增长，2008 年之后我国学界充分意识到经济增

长模式所带来的环境破坏，所以更加重视环境

规制带来的后果，导致环境规制领域发文呈现

出高速增长趋势，环境规制研究与我国更加注

重绿色经济发展的环境政策相适应。

3.2  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笔者采用 Log-Likelihood Ratio（LLR）算

法对研究热点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

以清晰地看出哪些关键词在文献网络中处于关

键位置，从而能快速准确地梳理出该研究领域

的前沿热点。笔者从每一篇文献中选择出现次

数前 50 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并聚类，共得到

262 个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 1 所

示：

图 1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将环境规制研究文献的关

键词归纳成 10 个大方向，包括方向性距离函数、

门槛效应、波特假说、空间杜宾模型、外商直

接投资（FDI）、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经济增

长、污染避难所、SBM 模型，具体见图 1。为

厘清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脉络，把握环境规制

领域的前沿热点，笔者进一步将上述 10 个聚类

划分为理论基础类、研究方法类、影响因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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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后果类 4 类进行具体分析。

3.2.1  理论基础类

理论基础类中波特假说、演化博弈和污染

避难所是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基本理论。如赵

莉等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分析环境规制强度

对我国污染型制造业的影响 [18]；李俊杰和张红

基于演化博弈研究地方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的

决策的演化过程 [19]；冉启英和吴海涛基于“污

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两种对立的理论，

对外商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检验 [20]。

3.2.2  研究方法类

研究方法类具体包括方向性距离函数、空

间杜宾模型、SBM 模型 3 个研究方法，说明环

境规制领域主要采用这3种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李光龙和范贤贤利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分

析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 [21]；李健和马晓芳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测度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

率 [22]；卢子芳等利用 SBM 模型和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对江苏省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进行分析 [23]。

3.2.3  影响因素类

影响因素类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FDI）和

产业结构。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环境、

城镇化水平、信息公开等都对环境规制有一定

的影响。从图 1 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FDI）
和技术创新是环境规制的两大影响因素。如李

娜娜和杨仁发研究发现，FDI 能够明显促进区域

经济高速发展 [24]；但龚新蜀等认为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恶化了母国本地环境，对邻近地区的污

染物排放也没有起到抑制作用 [25]；任梅和王小

敏等根据 2003-2016 年我国的三大沿海城市群的

面板数据，得出产业结构是京津冀城市群和珠

三角城市群的环境规制主要影响因素 [26]；范亚

西认为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升环境治理绩效 [27]；

孙程认为上级政府的约束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合

作能够明显改善污染空间外溢状况 [28]。

3.2.4  经济后果类

经济后果类主要概括了环境规制带来的一

系列后果，如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

进步等。张娟和耿弘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

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出“U”型关系，

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绿色技术创新先

减少再增加 [29]；而徐菁鸿则认为环境规制能对

技术创新产生连续的正向影响 [30]。陶静和胡雪

萍认为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非线

性的影响，即环境规制强度增强会抑制经济增

长，环境规制的强度减弱会促进经济增长 [31]；

而刘满凤等认为投资型环境规制能促进区域产

业结构升级，费用型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

升级 [32]。

目前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比较侧重于环境规

制带来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

等积极的后果，而忽略了环境的地区差异、生

态文明体制的滞后性、企业的环境责任等方面

的不完善，未来环境规制领域应该更加注重上

述方面的研究。

3.3  关键词变迁及趋势预测

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结合环境规制领

域研究关键词时序图（图 2）与环境规制领域研

究关键词时区图（图 3），可以清晰地观察出环

境规制研究领域从 1998 年到 2019 年的变化态

势。其中，横坐标代表每一个年份，纵坐标代

表关键词聚类。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关键词时序图可以直观

地显示该领域研究方向随着时间的变化过程，

但是为了明确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阶段只依靠

关键词时序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结合环境规

制领域研究关键词时区图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

阶段，大致将本研究领域划分为 3 个研究阶段，

即 1998-2009 年理论研究阶段、2010-2013 年转

变发展阶段、2014-2019 年深化发展阶段。

在 1998-2009 年理论发展阶段，学者们主

要关注环境规制领域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如门槛效应、方向性距离函数等，一方面说明

了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在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者们主要是通过

门槛效应来剖析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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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关键词时序图

图 3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关键词时区图

在 2010-2013 年转变发展阶段，2010 年之

后我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环境规制领域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侧重于经济

增长、碳排放、产业结构等，科学发展引导我

国经济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模式转变，

因此环境规制研究领域开始关注低碳、环保投

资等问题。

在 2014-2019 年深化发展阶段，我国经济

持续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学者们

的研究方向侧重于生态效率、产业转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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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2014 年 8 月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

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促进服务性

行业的发展，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

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这进一步说明了学者们

对环境规制的研究深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

3 个不同时期环境规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主要是由不同时期我国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政策

甚至经济发展阶段导致的，这也说明国内的环

境规制领域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总之，环

境规制研究中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热度持续

时间比较长，而一些特殊的热点问题持续时间

比较短，容易受到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

的指引下，我国环境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尤其是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

的实施，将会大力改善国内环境的地区差异性、

生态文明体制的滞后性、企业的环境责任不明

确等问题，环境规制将会朝着完善生态文明体

制、确立企业的环境责任、注重环境的地区差

异以及加强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共同治理环境

等方面发展，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

同建设美丽中国。

4  结论与展望

笔者以国内环境规制主题领域为研究对象，

整理了国内权威核心期刊的相关文献，通过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提取、关键词网络共现、

关键词聚类与突变分析等步骤揭示了近 20 年环

境规制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依托不同时期环

境发展理念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将 1998 年以来

我国环境规制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阶段、转变

发展阶段和深化发展阶段。研究发现目前我国

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依托波特假说、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演化博弈等理论基础，主要运用空

间杜宾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等研究方法，以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内容。

总的来说，我国环境规制的研究虽然展开

相对较晚，但已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呈

现出多层面、广角度的趋势。这些研究围绕“波

特假设”的验证来展开 [33]，基于门槛效应、空

间杜宾模型等研究方法，侧重于对基于市场的

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并以政策的静态或动态

效率为出发点倡导运用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政

策 [34]，学者们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污染治理、调整产业结构等 [35-37] 具有

积极的影响。并且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充分证实

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产业竞争

力、产业结构等密切相关，张平等 [38] 认为不同

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不同，

制定政策时要突出侧重点；姚圣等 [39] 认为政府

应该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同

时应该加强企业的环境监督；成德宁等 [40] 认为

环境规制的类型和标准对企业竞争力有很大的

影响，政府应该灵活使用各种类型的规制政策；

张秀广等 [41] 认为利用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地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国内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仍侧重于环

境政策的积极影响，但随着环境新问题的不断

涌现，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结合现阶段我国环

境与经济领域发展现状，未来我国环境规制研

究仍需关注以下几点：

4.1  环境规制优化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构建的必然

选择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环境规制优化已成为

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基于此，环境规制

研究体系要朝着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以及改革生态环

境监管体制等方向转变。此外，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环境规制法规，完善环境规制的立法、

执法、监督体系，并健全环境管理公众参与机制，

让环境规制的触角深入到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

面面，使环境违规行为难以隐藏。

4.2  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耦合研究将

引起学者关注

政府规制是矫正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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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但囿于社会责任制度诱致性变迁的需求

主导、自动自发、路径依赖和难以移植特征 [42]，

不同的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存

在差异。已有研究侧重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

产率和竞争力、出口贸易、规模分布等的间接

效应，但很少探讨环境规制下企业所进行的环

境行为，缺乏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行为选择研

究，且对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耦合深入

探讨较少。而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与环境规制之

间的互动是不能被忽略的 [43-44]，即政府环境规

制不仅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影响，同样企

业环境责任履行反作用于政府环境规制 [45]，最

终对彼此的行为都产生推动作用。因此，绿色

发展观下的环境共治要跳出以往孤立地强调政

府、企业、公众某一方面作用而进行方案设计

的思维定式 [46]，充分利用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

环境责任的耦合效应，提升环境规制效力，促

进生态文明社会建设。

4.3  地区差异导致环境规制异质性研究将成为研

究主流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的影响中存有重要作用，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是

不同的。若企业所在辖区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效

率和能力较强，则会引导企业重视并投资于对全

体利益相关者有益的项目，势必会强化辖区内企

业环境责任履行行为，主动追逐利于环境保护的

高附加值项目投资，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可见基于相同的国家环境规制政策，不同地区

的环境规制效果不同。同时，各地区自然禀赋和

经济资源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各地区制定环境

规制政策时要综合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环

境状况，避免因环境规制的地区发展状况差异过

大造成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因此，地区差异导

致环境规制异质性将成为学者研究的主流方向之

一。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环境的地区差异，以促

进环境规制朝着异质性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因地

制宜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

4.4  环境规制合作机制构建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环境规制的主体是政府，在今后

的环境治理中，应该加强民间机构和政府的合

作。中国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领

域的顶层设计，而环境非政府组织应该利用网

络与媒体的优势，加强环保宣传教育、环境信

息公开等，充分发挥政府与环境非政府组织共

同治理环境问题的作用，从而实现现代生态环

境治理的和谐共赢格局。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协调者和主要实施者，对环境问题

的治理和防治负有关键责任，但是媒体行为、

社会公众、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等都可能影响

政府对于环境规制的供给。因此，政府与环境

非政府组织、媒体、社会公众等的互动与整合

机制成为化解当前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综上，

通过对环境规制领域的可视化分析，结合党的

十九大报告，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匹配，必须

完善环境规制体制，倒逼绿色技术创新，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保护绿水青山，建设天蓝、地绿、

水清的美丽中国。

总之，环境规制的优化不仅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相关主体基于微观动

机表达偏好的过程，政府主导下的环境规制和

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契合是环境保护工作有效

推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吴学安 .“ 史上最严环保法 ” 助推 “ 美丽中国 ” 建设 [J].

防灾博览 , 2015(2):50-53.

[2] 代艳 . 我国中学化学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

析（2010-2019年）——基于CNKI收录的四本期刊 [D].

重庆：西南大学研究生院 , 2020.
[3] 邱均平 . 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 [J]. 图书情

报知识 , 1984(4):43-46, 54.

[4] 储荷婷 . 图书馆情报学主要研究方法：了解、选择及

使用 [J]. 图书情报工作 , 2019, 63(1):146-152.

[5] 王斌义 . 国外关于 “ 波特假说 ” 的论争及启示 [J]. 特区

经济 , 2007(1):256-257.

[6] 牟新利 , 祁俊生 , 黄宇 , 等 . 重庆农业面源污染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评价 [J]. 贵州农业科学 , 2011, 

39(01):228-230.

[7] 王丽萍 .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J].

现代管理科学 , 2013(1):85-87.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02

知识管理论坛，2021（1）:14-23



知识管理论坛
2021 年 第 1 期（总第 31 期）

22

[8] 杨文举 . 基于 DEA 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 : 以中国地区

工业为例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2011, 28(1):19-

34.

[9] 任小静 , 屈小娥 , 张蕾蕾 .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

变的影响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8, 

20(1):1-8.

[10] 应瑞瑶 , 周力 . 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

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J]. 财贸经济 , 

2006(1):76-81.

[11] 夏春婉 , 林勇 .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经济、环境双

赢的环境规制力度的测定 [J]. 生态经济 , 2011(11):78-

81, 91.

[12] 朱启荣 . 我国出口贸易与工业污染、环境规制关系的

实证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 2007(8):47-51, 87.

[13] 李志学 , 杨媛 .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

研究 [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 2011(4):81-82.

[14] 殷宝庆 . 进口中间品碳排放、环境规制与本土企业的

技术创新 [J]. 学术论坛 , 2012, 35(3):125-129.

[15] 张中元 , 赵国庆 . 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 —— 基

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 2012, 29(4):19-32.

[16] 屈小娥 , 席瑶 . 资源环境双重规制下中国地区全要素

生产率研究 —— 基于 1996-2009 年的实证分析 [J]. 商

业经济与管理 , 2012(5):89-97.

[17] 谢涓 , 李玉双 , 韩峰 .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 : 基于中国

省际面板联立方程的分析 [J]. 经济经纬 , 2012(5):1-5.

[18] 赵莉 , 薛钥 , 胡逸群 .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

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 
2019, 36(10):59-65.

[19] 李俊杰 , 张红 . 地方政府间治理空气污染行为的演化

博弈与仿真研究 [J]. 运筹与管理 , 2019, 28(8):27-34.

[20] 冉启英 , 吴海涛 . 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会

一直存在吗 ?—— 基于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J]. 生态经济 , 2019, 35(4):152-159.

[21] 李光龙 , 范贤贤 . 贸易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 2019, 16(4):103-

111.

[22] 李健 , 马晓芳 . 京津冀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差异及

影响因素分析 [J]. 系统工程 , 2019, 37(5):51-61

[23] 卢子芳 , 邓文敏 , 朱卫未 . 江苏省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动

态评价研究 —— 基于 PCA-SBM 模型和 TFP 指数 [J].

华东经济管理 , 2019, 33(9):32-38.

[24] 李娜娜 , 杨仁发 .FDI 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 ?[J]. 统计与信息论坛 , 2019, 34(9):35-43.

[25] 龚新蜀 , 韩俊杰 . 对外直接投资改善母国环境了

吗？ —— 基于中国市场一体化视角 [J]. 生态经济 , 
2019, 35(12):112-118, 152.

[26] 任梅 , 王小敏 , 刘雷 , 等 .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

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地理科学 , 2019, 

39(7):1119-1128.

[27] 范亚西 . 信息公开、环境监管与环境治理绩效 —— 来

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J]. 生态经济 , 2020, 36(4):193-

199.

[28] 孙程 . 污染空间外溢条件下地方政府策略行为分析 [J].

生态经济 , 2020, 36(2):167-170, 176.

[29] 张娟 , 耿弘 , 徐功文 , 等 .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研究 [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 2019, 29(1):168-

176.

[30] 徐菁鸿 . 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及其异质性研

究 —— 基于中国 271 个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J]. 生态

经济 , 2020, 36(1):154-160.

[31] 陶静 , 胡雪萍 .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研究 [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 2019, 29(6):85-96.

[32] 刘满凤 , 陈梁 , 廖进球 . 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研究 ——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检验 [J]. 生态经济 , 2020, 36(2):152-159.

[33] 甘家武 , 龚旻 , 冯坤媛 . 中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方式

的影响研究 —— 基于 “ 双重红利 ” 视角 [J]. 生态经济 , 
2017, 33(1):14-20, 27.

[34] 赵玉民 , 朱方明 , 贺立龙 . 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

进研究 [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 2009, 19(6):85-90.

[35] 王雪宇 , 刘芹 .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

响效应分析 [J]. 经济研究导刊 , 2019(5):8-11.

[36] 陆立军 , 陈丹波 .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治

理效应：机制与实证 [J]. 财经论丛 , 2019(12):104-113.

[37] 杨守云 . 以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J]. 人民论坛 , 

2019(16):90-91.

[38] 张平 , 张鹏鹏 , 蔡国庆 .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

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 2016, 

26(4):8-13.

[39] 姚圣 , 梁昊天 . 政治关联、地方利益与企业环境业

绩 —— 基于产权性质分类的研究 [J]. 财贸研究 , 2015, 

26(4):141-149.

[40] 成德宁 , 韦锦辉 .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我国产业竞争

力的效应分析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 2019, 34(3):26-

33.

[41] 张秀广 , 刘晓君 . 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的影响研究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 2018(11):124-

128.

[42] 辛杰 , 于俊军 . 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23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7(5):57-

62.

[43] Frederiksen C S, Nielsen M E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44] 李胜兰 , 申晨 , 林沛娜 . 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分析 ——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 财经

论丛 , 2014(6):88-96.

[45] AGUINIS H, GLAVAS A.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38(4):932-968.

[46] 沈洪涛 , 黄楠 , 刘浪 .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

机制研究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13-22.

作者贡献说明：

冯丽丽：进行结论分析及总结归纳 ;

史颖莹：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撰写论文 ;

冯鑫：确定文章框架，进行写作指导 ;

李佳培：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及实验验证 ;

刘苑：进行语言润色，修改论文。

Knowledge Map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earch Hotspot Evolution in our 
Country

Feng Lili1  Shi Yingying2  Feng Xin3  Li Jiapei1  Liu Yuan4

1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1
2Law and Politics institute,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1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4Shijiazhuang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Shijiazhuang 0508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have become sensi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China. Sorting out exis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actice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took 1473 
CNKI	core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January	1,	1998	to	July	2,	2019	in	
China as analysis samples，used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method for time slicing，and took the keywords 
as the core，based on the hotspot cluster analysis，clarified the research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edicte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o explor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ult/conclusion]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lie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volutionary game and othe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ainly uses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At	prese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ost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 structure, etc., but ignor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 the degre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 by enterprise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private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tc. Therefore, these have also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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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在线评论与消费者退货意向：认知失调的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魏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南京 210044

同比增长了 19.6%。然而在线销售在繁荣的背后

却存在较高的退货率，尤其在冲动消费、从众

消费、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境下，消费者更容

易产生退货意向。原本较低的在线价格加上退

货处理成本，大幅降低了在线零售的边际利润。

探究消费者的退货意向和原因，降低退货率成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 海量信息环境下在线评论的效用优化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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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编号：2016SJB630017）和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201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魏娟 (ORCID：0000-0003-1104-0334)，副教授，博士，E-mail：weijuan8010@163.com。

收稿日期：2020-11-10        发表日期：2021-02-03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线评论是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销售量，而且

可以降低退货率。探索在线评论和消费者退货意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在线评论的价值。[ 方

法 / 过程 ] 本研究运用 SOR（刺激 - 机体 - 反应）和认知失调理论，构建消费者退货意向的概念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和 Bootstrap 中介检验以及调节检验，探讨在线评论对消费者退货意向的作用机制，并检

验认知失调的多重中介作用及产品涉入度的调节效应。[ 结果 / 结论 ] 研究表明：较少的、低质量或低

可信的在线评论通过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正向影响退货意向，且情绪失调的中介效应大于产品失调的中

介效应，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的总中介效应大于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的直接效应，而产品涉入度对中介

路径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在线评论  SOR 模型  认知失调  退货意向  产品涉入度

分类号：G203; F7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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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线销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019 年 11 月 11 日阿里巴巴集团平台交易额达

到了 2 864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2 135 亿元，

同比增长了 25.7%；美国 2019 年感恩节期间在

线销售也刷新了记录，在线销售额达 7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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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

D. H. Lee[1] 采用调查的方法探索顾客退货

的诱因和动机，主要包括产品缺陷、产品损坏、

投递错误、购后后悔、不满意、外部信息线索等，

前 5 项动机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相比于以往

的调查，D. H. Lee [1] 提出的外部信息线索是新

的退货动机，消费者可以从在线评论中获取消

费决策所需的外部信息。如果消费者浏览在线

评论后发现，相比于已经购买的产品，其他零

售商提供的产品价格更低或者更符合自己的需

求，消费者容易产生购后失调，引起焦虑和不

确定性，进而选择退货来缓解不适的心理状态。

在线评论是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后发表的

有关产品或服务信息，包括使用经验、产品评

价和购买意见等。这种信息能够消除消费者购

买的不确定性、增强对产品的信任，已经成为

网络时代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影

响消费者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然而，目前大

多数研究集中于在线评论对销售 [2-3] 和消费者

购买决策的影响 [4-5]。很少提及在线评论与消费

者退货之间的关系。PETCO 是一家私营专业的

高端宠物零售商，该公司调查表明，在线评论

可以有效地降低退货率，有评论的产品退货率

比没有评论的产品低 20.4%[6]，因此，PETCO
鼓励消费者在网站上进行评分和撰写评论。N. 
Sahoo 等 [6] 使用北美一家零售商的交易数据验

证了对于理性且风险规避型的消费者，高评分、

高评论数、高有用性投票比可以降低退货率。

然而，在线评论如何影响消费者退货意向，尚

缺乏深入分析。

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认

知主义学习理论 SOR 模型和认知失调理论，构

建在线评论对消费者退货意向的概念模型，采

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探究在线评论经过认知

失调影响退货意向的内在机制。

2  理论基础

2.1  SOR（刺激 - 机体 - 反应）模型

消费者行为通常会受到外界环境刺激的影

响 [7]，A. Mehrabian 和 J. A. Russell[8] 研究环境心

理学提出了 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刺激 -机体 -反应）模型，环境刺激（environmental 
stimuli）会引起消费者的情绪反应（emotional 
reaction），进而促使消费者做出接近或逃避

（approach or avoidance）的行为反应。刺激是

外在因素，由物理环境要素构成；机体指个体

的内在处理，是消费者将刺激转变成有用信息

并影响其行为的处理过程，在刺激和行为反应

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刺激结果由消费者的情绪

状态决定，该模型在营销和服务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

刺激变量多指在购物情景中的环境因素。

S. A. Eroglu等 [9] 将 SOR 模型引入网络购买情

景中，网店环境分为：高任务相关和低任务相

关，并考虑消费者个性特征的调节作用；D. C. 
L. Thang 等 [10] 将店面环境细分为：促销、店

面形象、店内服务、易获取性、推广、声誉、

设施和历史交易服务，前 6 个因素均对消费者

的店面选择偏好有显著影响；H. Y. Hsu 等 [11]

将网站质量看成一种环境刺激，网站质量细

分为：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J. Y. 
Kim 等 [12] 认为环境刺激除了网站质量，还应

考虑网站声誉。

机体变量起中介作用，由感觉、知觉、心

理和思考 4 个要素构成，因此，情绪状态概念

化为机体。情绪状态分为愉悦、唤起和支配，

支配在预测消费者行为方面的作用比其他两种

情绪小 [13]。此外，很多学者提出认知在刺激和

消费行为之间也起中介作用，认知和情绪一起

作用于消费者决策。网络购物环境下，认知描

述消费者内在心智过程，包括态度、信念、理解、

记忆和知识，高任务相关环境通过认知影响消

费者行为、低任务相关环境通过情绪作用于消

费者决策 [14]。

反应变量是由刺激引发的结果，包括接

近或逃避。接近行为指消费者想在环境中停

留、探索、互动及认同；而逃避行为则相反，

产生不满、焦虑、无聊及暴躁，并希望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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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该环境。现有的反应变量多选择接近行

为：满意度、忠诚度、逗留时间、购买数量、

购买意向等。

2.2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是一种心理现象，L. Festinger
发展了该理论，人们通常倾向维持态度和认

知系统的一致性 [15]。当态度和行为不一致时，

便会产生失调的感觉，失调令人感到不愉快，

易产生心理紧张。人们试图减少这种紧张，

让其恢复到一致或协调的状态。机会成本和

决策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产生失调，进而重

新思考做出的决策是否正确 [16]。认知失调在

提出后的十多年被广泛地用于消费者行为分

析，但随着满意度和忠诚度理论的发展，学

者对认知失调的研究兴趣所有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该理论开始复苏，其对客户行为具有

很强的解释力，在营销领域的地位不容忽视。

起初，认知失调理论仅用于解释消费者购后

行为，实际上，该理论影响购买决策的全过程，

包括购买前、决策中和购买后 [17]。购前阶段，

消费者需要从相互替代的产品中选择一个，

并权衡是否购买，购前冲突发生 [18]；购买过

程中，消费者对比未被选择产品的优势和选

中产品的劣势，易引起心理紧张；购后阶段，

消费者思考自己的决策是否最佳，产生购后

失调。

3  概念模型及研究假设

3.1  概念模型

在线评论是消费者依据自身体验，发表产

品或服务的正面或负面观点，与专家评论和企业

信息相比，在线评论更可信。因此，网络环境下

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

在线评论。已有研究表明，在线评论数量对销售

存在正向影响，有推荐系统的产品销量是不提供

推荐系统的 2 倍 [19]，在线评论显著影响图书销

量和消费者购买意愿，评论数量被认为是产品流

行和价值的衡量标准。评论数量越多，潜在消费

者了解该产品的可能性就越高，该产品就越有可

能受到更多的关注，数量起到了“知晓效应”；

评论内容反映了评论的质量和可信度，高质量的

正向评论劝服消费者购买该产品、负向评论促使

消费者放弃该产品，评论内容起到了“劝服效应”。

郑小平 [20] 证实了在线评论内容的质量、评论者

的可信度、评论的时效性以及评论数量对消费者

购买决策的影响。本研究选择评论数量、评论质

量和评论可信度三个变量作为在线评论的表征因

素，将情绪失调和产品失调作为引发消费者产生

失调状态，欲通过退货或其他决策来降低失调的

心理因素，产品涉入度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概念

模型，探讨在线评论对消费退货意向的影响路径

及程度，如图 1 所示：

在线评论

产品失调

情绪失调

退货意向

产品涉入度

图 1  在线评论影响退货意向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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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设

在线评论数量越多，产品特征描述越详细、

越全面，消费者从中获取与产品相关的有用信

息的可能性就越大 [21]。在线评论的内容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顾客所发表评论的数量，较多的

评论可以增加销量，而较少的评论不会增加销

售。评论数量还可以增加客户信任 [22]。根据信

号理论，评论数量作为外部线索，能够降低消

费者质量感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感知风险

和购后后悔，失调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提

出假设：

H1：数量少的在线评论正向影响消费者退

货意向。

在线评论的影响力存在差异。高质量的评

论详细、准确地介绍产品功能或使用经验，能

更好地增强顾客购买意愿 [23]；而低质量的评论

只反映评论者的主观感受或者只进行简单推荐

且无属性描述的评论，此类评论很难降低消费

者不确定性感知。在线评论的感知有用性越高，

消费者越愿意采纳 [24]，高质量的评论更具有说

服力 [25]。从信息理论视角，在线评论是产品质

量和消费者适合度的重要标识（在线评论是否

能真正反映产品质量存在分歧，这里假定在线

评论能够体现产品质量的好坏），消费者从高

质量评论中能够获取更多有用的客观事实性信

息 [26]，进而判断是否符合自己的购买预期。评

论效用每增加 10%，退货率降低 2%[27]。因此，

提出假设：

H2：低质量的在线评论正向影响产品失调。

在线评论的说服效应不仅体现在评论信息

的准确性，评论来源更重要。来源可信度是说

服受众的先决条件，可信度高的口碑更具有说

服力。如果在线评论不是消费者的经验或推荐，

而仅代表评论者的个人偏见，不能真实地反映

产品质量，其可信度会下降。消费者感知信息

的可信度不高，也会弱化在线评论的说服效应。

在线评论的可信度决定消费者信息采纳和学习

效果，进而影响购买意愿 [20,28]。在线评论可信

度越低，消费者越难感知产品的真实质量，感

知风险和购买不确定性随之增加，从而引发焦

虑、不安等情绪状态。因此，提出假设：

H3：可信度较低的在线评论正向影响情绪

失调。

J. C. Sweeney 等 [18]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了购后认知失调的三个维度（一个情

绪维度和两个认知维度）：情绪反应、选择智

慧和交易疑虑。其中，情绪反应指在完成购买后，

消费者心理上不舒服的状态；选择智慧指购买

后，消费者质疑自己是否需要该产品或做了最

佳的选择；交易疑虑指购买后，消费者质疑自

己是否受到营销方式的影响左右自己的信念。

交易疑虑对购后失调影响不显著，因此，本研

究选择前两个维度来测量购后认知失调。当消

费者处于高感知风险或替代产品更符合自己的

需求时，就会产生失望、悲伤甚至后悔等情绪。

根据评价理论，认知引发情绪，R. S. Lazarus [29]

进一步证实了认知评估是情绪形成的充分和必

要条件。评价理论认为情绪反应不依赖于事件

或刺激本身，而是由个体需求和处理能力决定，

从而解释不同个体对同一事件或相同个体经历

不同事件后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J. C. Chebat
等 [30] 比较了“环境—情绪—认知—消费”和“环

境—认知—情绪—消费”两种模型的作用结果，

认为后者拟合度更好，验证了情绪的认知理论。

T. L. Powers 等 [31] 将跟产品有关的失调称

为产品失调，产品失调是由购买后的感知绩效

引起的，是当消费者对购买产品的认知评价与

预期存在差异时产生的结果；情绪是认知评价

的结果。因此，提出假设：

H4：产品失调正向影响情绪失调。

研究表明，认知失调是消费者退货的初始

动机 [22]。购后阶段，消费者对比已经购买的产

品和未被选择的替代产品，如果比较结果不满

意，容易产生情绪上的不舒适 [32]，消费者会试

图减轻这种状态；此外，已经购买的产品未满

足消费者预期、未被选择产品的优势特征在消

费者心理引起反事实概念，进而增加产品失调。

失调促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后，试图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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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后悔的选择，例如：退货。因此，提出假设：

H5：产品失调正向影响消费者退货意向。

H6：情绪失调正向影响消费者退货意向。

4  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影响的实证
分析

4.1  研究设计

认知失调的研究范式包括：自由选择、信

念冲突、努力调试和诱导服从 4种，本研究采用 J. 
W. Brehm [33]提出的自由选择范式进行实验设计。

为了分析消费者购买产品之后选择保留还是退

货，使用信息差异的概念来解释购后行为的发

生动机。消费者购买产品之后，收到与先前选

择不一致的外部信息，该信息促使消费者否定

先前的选择，刺激消费者重新思考自己的购买

决策。设计一个实验情景：消费者在网上购买

某个产品之后，发现另一个商家销售同样的产

品，两家销售商的产品特征描述和价格一致，

但销售量及产品评论存在很大差异，后者在线

评论的好评度、好评率远远超过前者。已选择

的产品订单不可取消，但允许七天无理由退货，

重新选购其它产品。当产品感知和购前期望不

一致时，消费者通常会选择退货 [34]，此情景中

的退货与产品质量无关，而仅与产品外部信息

有关，如产品评论、零售商信誉等。因此，本

研究假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功能性满足预期，

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仅探索信息差异刺激消

费者产生退货意向。例如：在网上购买了一件

产品以后，发现另外的商家正在销售相同特征

的产品，但从此商家的产品评论中，感知质量

和匹配度更迎合自己的需求。

4.2  量表开发

在线评论数量和质量量表借鉴 D. H. Park 
等 [23] 和郑小平 [20] 构建的测量项目，评论可信

度量表参考 M. Y. Cheung 等 [28] 的问卷，从评论

内容和评论来源两个方面设计题项，在线评论

三个维度的题项设计体现量少、质低、可信度

低的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的影响；认知失调量

表在 J. C. Sweeney 等 [18] 设计的题项基础之上，

结合 T. L. Powers 等 [31] 提出的退货政策和退货

障碍等因素对产品退货的影响，将认知失调分

为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产品涉入度采用 J. L. 
Zaichkowsky[35] 的 PII 量表；退货意向量表选择

可能、强烈和立刻三个等级表示消费者退货的

可能性。在线评论影响消费者退货意向的量表

及指标来源如表 1 所示，各题项采用 Likert 7 级

量表。

4.3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实证数据，问卷

由在线评论的表征因素、认知失调的心理状态、

产品涉入度和退货意向的测量题项以及被试对

象的人口统计信息组成。初始问卷包含 42 个题

项，预调研采用线下校园发放的方式，发放问

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4 份。依据此情景下

填写的反馈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中的载荷系数较小且独立

的因子，包括：主观感知的评价内容真实性、

不自在和沮丧情绪因子共 3 个题项，剩余 39 个

题项，形成正式问卷。

正式问卷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线上通过问卷星和社交群、线下通过校园发

放获取调查数据，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 395
份，删除答卷中有明显规律的、随意回答的无

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382 份，有效回收率为

84.9%。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43.5%，女性占

56.5%；在年龄方面，18-30 岁、30-40 岁占比分

别为 38.2%、55%，18 岁以下及 40 岁以上人数

较少；在职业方面，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职员、

个体工商户、学生及其他分别占 13.1%、51%、

6.9% 和 29%；在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下、本

科、硕士及以上分别占 22%、60.7% 和 17.3%；

在网购经验方面，网购时间 1 年以下、1-3 年和

3 年以上分别占 2.6%、24.3% 和 73.1%。网络消

费者以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主，具有良好的

教育背景、年轻化和较长的网购时间等特点，

该群体能够理性地选择网络信息来指导决策。

本研究采用的工具有 SPSS24.0、Process 3.5 和 
Amos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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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量表及指标来源

构念 二级构念 具体指标 指标来源

在线评论

评论数量

NUM1：很多人对该产品发表了评论

文献 [20, 23]NUM2：该产品受到较高的关注

NUM3：该产品评论包含的信息量很大

评论质量

QUA1：评论内容很真实

文献 [20, 23]

QUA2：评论内容很客观

QUA3：评论内容很容易理解

QUA4：评论内容观点很清晰

QUA5：评论内容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QUA6：该评论能反映最新的交易情况

评论可信度

CRED1：评论内容具有说服力

文献 [28]
CRED2：评论者具有良好的信誉

CRED3：评论同时包含产品的优点和缺点

CRED4：很多评论获得了有用性投票

认知失调

情绪失调

EMO1：我感到很不自在

文献 [18]

EMO2：我感到很失望

EMO3：我感到很烦恼

EMO4：我感到很难受

EMO5：我感到很生气

EMO6：我感到很沮丧

EMO7：我感到很痛苦

EMO8：我感到被愚弄

产品失调

PRUC1：怀疑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该产品

文献 [18, 31]
PRUC2：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PRUC3：怀疑自己购买该产品是否正确

PRUC4：怀疑自己是否不应该购买任何产品

产品涉入度

PINV1：同其他产品相比，该产品对我很重要

文献 [35]
PINV2：该产品是我所需要的

PINV3：选购该产品时，我很慎重地选择

PINV4：我经常关注该产品

退货意向

RET1：退货的可能性很大，而之前没想过

作者编制RET2：有很强烈的退货意向

RET3：想立刻退掉购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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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信度及效度检验

信度和效度检验是衡量问卷结果好坏的工

具。信度指测验结果的可靠程度，通常以内部

一致性来表示信度的高低；而效度指测验结果

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条件，

要求设计的问卷可信且有效。Cronbach’s α 系

数可以处理多重计分，通常用于测量信度大小，

但 α 系数不能确保单维度同质性，易受到问卷

题项数量、内容相关性和被调查者特质变异大

小的影响。而建构信度（C.R）允许误差之间相

关且不相等，潜变量对各题项的影响不同，比

α系数更为精确。结合平均方差抽取量（AVE）
观测指标的总变异量有多少是来自于潜在结构

的变异量，多少是由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对正

式问卷采用主成分法抽取因子，KMO=0.92，
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小于 0.000，表

明问卷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各潜变量的信度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潜变量信度分析

指标 评论数量 评论质量 评论可信 情绪失调 产品失调 产品涉入度 退货意向

α 0.77 0.83 0.80 0.86 0.82 0.84 0.83

C.R 0.78 0.83 0.80 0.87 0.83 0.85 0.83

AVE 0.54 0.55 0.50 0.62 0.55 0.60 0.62

评 论 数 量、 评 论 质 量 等 所 有 构 念 的

Cronbach α 值都在 0.7 以上，量表具有良好的

内部一致性；建构信度 C.R 的值也大于 0.7，表

明各潜变量的测量题项能够一致性地解释相应

变量；AVE 的值大于等于 0.5，表明测量指标对

总体方差的解释程度大于误差方差的解释程度，

测量变量的收敛效度满足要求。

4.5  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检验各构念之间的

关系，为了验证假设模型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引入 4 个竞争模型进行比较，根据拟合指标选

择较优的模型；然后，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的

Bootstrap 方法检验多重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并

验证中介效应的强弱和方向是否受到产品涉入

度的调节。

4.5.1  概念模型的结构方程检验

以在线评论为外生变量，退货意向为内

生变量，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为多重中介，

评论数量、评论质量和评论可信作为在线评

论的三个维度，建立假设模型，检验在线评

论对退货意向的影响路径。模型的适配度指

标中，卡方自由度比 =2.369，GFI=0.943，
AGFI=0.914，CFI=0.967，RMSEA=0.06。各

项指标均达到临界值标准，表明模型和数据

适配度良好。

为了检验假设模型的有效性，引入四类

竞争模型进行比较，模型的具体结构及适配

度指标见表 3。除了假设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

=2.369<3，其他结构模型的 Χ2/df 均大于 3，且

按 MI 值进行修正，与删除的路径互相冲突。如

并行中介模型中，根据 MI 值进行修正，需要增

加产品失调到情绪失调二者误差项的共变关系，

且增加后，修正模型的适配度指标和假设模型

完全相同；链式中介模型中，需要增加情绪失

调构念的题项 2 的误差项和在线评论的共变关

系、产品失调误差项和情绪失调误差项的共变

关系，这与删除的路径有冲突。从表 3 可以看出，

假设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小于 3，且其他各项拟

合指标均较忧，因此，原假设模型为最合理的

模型。

从表 4 假设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

α=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

影响显著（p=0.004<0.05），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8，且在线评论对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的正向

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

也正向显著影响退货意向，原假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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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结构模型的适配度指标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GFI AGFI RMSEA

假设模型 163.442 69 2.369 0.967 0.943 0.914 0.060

部分中介 207.781 69 3.011 0.952 0.930 0.893 0.073

并行中介 216.893 70 3.098 0.949 0.927 0.890 0.074

链式中介 242.823 71 3.420 0.927 0.914 0.872 0.080

完全中介 250.554 72 3.480 0.938 0.915 0.876 0.081

注：部分中介删除在线评论到情绪失调的路径；并行中介删除产品失调到情绪失调的路径；链式中介删除在线评
论到情绪失调、产品失调到退货意向的路径；完全中介删除产品失调到情绪失调、在线评论到退货意向的路径

表 4  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S.E. C.R. P 检验结果

H1 在线评论→产品失调 0.47 0.086 6.93 *** 支持

H2 在线评论→情绪失调 0.49 0.085 7.87 *** 支持

H3 在线评论→退货意向 0.18 0.083 2.87 0.004 支持

H4 产品失调→情绪失调 0.42 0.068 6.77 *** 支持

H5 产品失调→退货意向 0.23 0.065 3.83 *** 支持

H6 情绪失调→退货意向 0.60 0.083 7.12 *** 支持

注：***p<0.001

4.5.2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表 4 给出了各构念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

为了检验认知失调对在线评论和退货意向影响

路径上所起的作用，需要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

验。常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有：依次检验法、

Sobel 方法和 Bootstrap 方法。系数乘积的依次

检验法简单，但检验力较低；Sobel 方法检验力

高于依次检验，但需要满足系数乘积符合正态

分布和大样本的要求；相比而言，Bootstrap 方

法更具有优势，尤其在检验多重中介效应时，

当中介效应值和样本量都很小的时候，Bootstrap
方法明显优于其他方法 [36]。因此，本研究采用

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首先采用重

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中抽取 5 000 个

Bootstrap 样本，根据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的假

设模型，生成 5 000 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

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将这些效应值按数值大小

排序，用 2.5 百分位和 97.5 百分位估计置信度

为 95% 时中介效应对应的置信区间。如果该区

间不包括 0，则中介效应显著。

假设模型的中介效应及显著性检验结果见

表 5。Bootstrap 分析结果显示，产品失调和情绪

失调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分别为 [0.07，0.16] 和
[0.17，0.31]，二者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 [0.05，
0.14]，每条路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都没有包

括 0，产品失调和认知失调的多重中介效应显

著。总中介效应量达到 64.7%，大于直接效应量

35.3%，说明多重中介效应对解释在线评论影响

退货意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中介模型中包

含三条中介路径，其中，产品失调的个别中介

效应占总中介效应的 25%，情绪失调的个别中

介效应占总中介效应的 54.5%，而认知失调的链

式中介效应占总中介效应的 20.5%。产品失调和

情绪失调的对比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 [0.11，
0.36]，且情绪失调较产品失调的中介效应更强

（a1b1-a2b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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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介效应及 Bootstrap 分析结果

中介路径 效应值 LLCI ULCI SE

在线评论→产品失调→退货意向 0.11 0.07 0.16 0.024**

在线评论→情绪失调→退货意向 0.24 0.17 0.31 0.034**

在线评论→产品失调→情绪失调→退货意向 0.09 0.05 0.14 0.024**

对比中介效应（a1b1-a2b2） -0.13 -0.21 -0.05 0.042**

总中介效应 0.44 0.32 0.55 0.058*

总效应 0.68 0.58 0.77 0.049**

注：**p<0.05; *p<0.01

在线评论与退货意向之间存在产品失调和

情绪失调两个中介变量，形成多重中介模型，

二者中介效应差异值为 -0.13，置信区间为 [0.11，
0.36]，不包括 0，即产品失调比情绪失调对在线

评论与退货意向之间产生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

差异，产品失调产生的中介作用比情绪失调的

中介作用小。

4.5.3  调节效应分析

在线评论通过认知失调影响退货意向，影

响路径是否受到调节变量产品涉入度的影响，

认知失调的中介作用何时较强、何时较弱。在

检验调节效应时，将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看作

认知失调的两个维度，用二者的均值代表认知

失调的程度。采用温忠麟等 [37] 的调节效应检验

流程。

首先，检验直接效应是否受到产品涉入度

（U）的调节，在线评论（X）对退货意向（Y）
的 效 应 显 著（c1=0.577, t=13.618, p<0.000），

在线评论与产品涉入度的交互项（UX）对

退货意向的效应不显著（c3=-0.037, t=-0.945, 
p=0.345>0.05）。

然后，检验在线评论经过认知失调（W）

对退货意向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产品涉入度的

调节，这里的调节指假设模型里的前半路径。

在线评论对认知失调的效应显著（a1=0.533, 
t=12.254, p<0.0.000），在线评论与产品涉入

度的交互项（UX）对认知失调的效应不显著

（a3=-0.044, t=-1.096, p=0.274>0.05）， 认 知 失

调对退货意向的效应显著（b=0.614, t=15.735, 

p<0.000）。c1 和 c3、a3 和 b两组检验系数都不显著，

不能确定在线评论通过认知失调对退货意向的

中介效应是否受到产品涉入度的影响。

其次，根据检验流程，需要计算 a3 b 的置

信区间，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

法计算 a3 b 乘积系数 95% 置信度时的置信区间

为 [-0.101,0.033]，区间包含 0，需要进一步检

验中介效应 (a1+ a3 U)b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U
取 1 和 -1）之差的显著性，差值的置信区间为

[-0.202,0.067]，包含 0，差值不显著。综上所述，

产品涉入度对在线评论经过认知失调影响退货

意向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5  结论及讨论

N. Sahoo 等收集了 14 000 条零售商交易数

据及在线评论数据，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评

论数量、评论效价、评分分布、评论长度等因

素对退货率的影响 [6]，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究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影响的内在机制。

首先，验证在线评论（低质、低可信或者数量

少的在线评论）与退货意向之间关系，然后，

从 SOR 和认知失调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二者

之间的影响机理，得出如下结论：

（1）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网络购物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很难评

估产品的真实质量，尤其对于经验型产品，只

能通过浏览产品图片、阅读产品的描述信息和

在线评论，进而判断产品是否匹配自己的需求。

评论数量少、有用性投票低、评论中包含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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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事实性信息等因素都会增加消费者对产

品感知的不确定性，导致购后质量感知与预期

存在差异，进而选择退货，转向选择产品信息

详实、客观、可信的替代产品。量多、质高或

可信的在线评论起到促进销售和降低退货率的

双赢效果 [6]。

（2）在线评论对认知失调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对产品失调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46，对

情绪失调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49，对情绪失调

的影响程度大于产品失调。在购买阶段，外界

提供不一致的信息，会增加消费者选择智慧的

关注程度和心理感觉的不适度。在线评论作为

一种外在信息线索，刺激消费者对已有决策行

为做出反应。如果消费者从替代产品的在线评

论中感知产品质量或者需求匹配度更高，会怀

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最佳的选择（即产品失调），

也会增加心理不适感（即情绪失调），比如：烦恼、

失望或者不愉悦等。

（3）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对退货意向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产品失调的影响程度小于

情绪失调，二者对退货意向影响的路径系数分

别为 0.23 和 0.60。当消费者从替代产品的在线

评论中感知有更好的选择，这一外在信息刺激

消费者产生产品失调，同时伴随着焦虑、紧张

或不愉快等负面感受 [31]，进而造成心理上不舒

适的状态，容易构成一种压力，驱使消费者想

方设法来减轻或消除这种不协调，使认知系统

重新恢复到协调一致的状态。退货是消费者降

低失调感的一种手段 [31]，认知失调是消费者产

生不满意、退货或负向口碑传播的驱动因素。

（4）认知失调对在线评论与退货意向之间

起多重中介作用，且总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在线评论对退货意向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

0.18，经过产品失调和情绪失调作用的总中介效

应为 0.44。网络购物环境下，消费者对产品的

感知和销售商的信任都来源于可获取的信息，

如产品的描述信息、与销售商的交流信息以及

在线评论等，而在线评论是消费者发布的对产

品、服务等对象的评价或使用体验。高质量的

在线评论包含客观事实性信息和主观评价性信

息，而质量差、可信度低的评论会增加消费者

的负面情绪以及对已选购产品的怀疑，从而增

加消费者退货意向。

（5）产品卷入度对在线评论经过认知失调

作用于退货意向影响的中介路径调节效应不显

著。该结果部分支持相关研究，高产品卷入度

对消费者退货意向的影响不显著 [38]。产品卷入

度越高，消费者对产品越重视，或者该产品对

消费者来说越重要。在购买产品之前，消费者

对在线评论采用精细加工的方式，当受到外界

信息的刺激之后，不愿意改变原有的认知，而

是搜索新的信息，淡化新的认知，降低认知失

调的可能性及程度 [39]，不会产生退货意向。

6  管理启示及研究不足

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信

息搜索、信息采纳和购买决策，即购前和购买

中阶段，鲜有文献讨论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购后

行为（如退货、满意度等）的影响。消费者购

买并不是最终行为，持续、较高的退货率会影

响企业净利润。在 N. Sahoo 等 [6] 的研究基础上，

本研究在从消费者心理层面分析退货发生的原

因以及影响路径，给销售商和平台提供一些有

意义的指导。

（1）激励消费者发表在线评论。在线评论

影响消费者行为，作用于购前、购中和购后三

个阶段。商家和平台应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

鼓励消费者积极、主动地发表评论，并能分享

产品的客观事实性信息和主观评价性信息，便

于其他消费者充分了解产品，包括产品的优点

和缺点。这样消费者会对购买决策更有信心，

减少引发认知失调的因素和退货的可能性。

（2）提供及时和高效的售后应对机制。销

售商应该努力控制引发情绪失调和产品失调的

因素，实施相应的干预策略。在消费者形成退

货意向时，及时有效地与消费者沟通，缓解消

费者的认知失调状态。在消费者质量感知过程

中，外在信息刺激仅仅是部分影响因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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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售后服务等对消费者情绪和行为反应同

样起着重要影响。根据选择性注意理论，销售

商应该展示给消费者显示产品质量的关键评论

信息，促使消费者淡化由于外在信息刺激产生

的认知失调，降低退货的可能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线评论

有多个表征，本研究只关注评论数量、评论质

量和评论可信度，而忽略了评分、评论者角色

等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的在线评论

表征与退货意向之间的关系以及差异性。其次，

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产品失调对情绪失

调的正向影响以及情绪失调对退货意向的影响，

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且作用路径存在差异 [31]；

相比于快消品，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时，认知

失调可能性更高。最后，没有考虑消费者个体

差异。不同个性的消费者，购后失调倾向及失

调程度不同。自信的消费者，受外在信息干扰

及购后失调程度较低；购买前喜欢咨询他人意

见或大量收集信息的消费者，购买后易受外界

信息刺激，购后失调水平较高。未来研究将对

以上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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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Reviews and Consumer Return Intention: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Wei J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Engineering,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Online review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decision-making for 

consumers, which not only boost sales but als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product returns.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online reviews on consumers’ return intention will help to find the value of online reviews. [Method/
process] In this paper, a conceptual model between online reviews and consumers’ return intention was 
proposed based on SOR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W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online reviews on return 
intention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tested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product involvement by bootstrap.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ew,	low	quality	or	low	reliability	online	review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turn	intention.	The	
emotion dissonance and product dissonance play a parallel and ser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online reviews 
and return inten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dissonance is greater than product dissonance does. But 
the	product	involvement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mediation	path.

Keywords: online reviews    SOR model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return intention    product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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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专业虚拟社区知识增值的路径模型建构
赵欣 赵琳 李佳倩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54

1  引言

专 业 虚 拟 社 区（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y, 简称 PVC）是由地理位置分散而志

趣相投的人聚集形成的网络空间，人们在其中

进行专业知识交流、不断创造新的内容 [1]。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以“Github”IT 社

区为代表，国内以“CSDN”IT 社区为代表，

PVC 开始崛起；如今 PVC 扩展至 IT 之外的众

多领域，总体数量不断增长，已成为互联网时

代的知识交流与知识创造平台。二十年大浪淘

沙，有的专业虚拟社区如人大经济论坛（http://
bbs.pinggu.org/），现注册用户超 600 万，日活

跃用户超 40 万，每日更新帖子和资源 3 000 多

个，共计拥有经管类资源 30 余万个，细分专业

版块超过 150 个，成为该领域知名的网络社区；

而有的专业虚拟社区则停滞更新，逐渐走向衰

败，例如同是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统计之都论

坛（http://cos.name/cn/），每日发帖仅寥寥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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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意义 ]基于 Delone & Mclean 的成功模型，提出检验专业虚拟社区成功与否的标准 ——

知识增值，指出知识应用过程可以提炼通用知识、修正已有知识、拓展原理论、引入新理论，建构了专

业虚拟社区实现知识增值的路径模型。[ 方法 / 过程 ] 基于 332 份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本文

实证检验了专业虚拟社区知识增值的四条路径。[结果 /结论 ]研究发现，用户搜寻知识，应用并修正知识、

应用并开发新理论，而后将新知识回馈给 PVC，是专业虚拟社区实现知识增值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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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无细分版块，其用户亦不断流失，与人大

经济论坛有着天壤之别。

对比发现，成功的专业虚拟社区实现了“知

识增值”——将运营之初 PVC 提供给用户的知

识资源视作知识投入，将运营一段时间之后由

用户产生的知识资源视作知识回报；当回报比

投入更多、更新，即陈旧知识得以更新，知识

资源总量增加时，PVC 实现了知识增值。

本文延续信息管理领域传统，从用户行

为视角解读 PVC 知识增值，将用户知识搜

寻行为视同 PVC 的知识投入，将用户的贡

献行为视同 PVC 的知识收益；基于 W. H. 
Delone 与 E. R. Mclean 的信息系统成功模

型 [2] 阐释 PVC 知识增值的理论基础；引入

知识应用环节，从提炼通用知识、修正已有

知识、拓展原理论、引入新理论 4 个角度提

出了专业虚拟社区实现知识增值的具体路

径；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

型检验路径假设。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知识增值的理论基础

W. H. Delone 与 E. R. Mclean 认为，那种

“建好系统，用户自然会用”的逻辑已经失效，

信息系统的成功必须考虑使用者因素。他们于

1993 年提出经典的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即 D & 
M 模型）[2]，包含 6 个维度，分别是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用户使用、用户满意、个体影响、

组织影响（见图 1 上）。该模型已成为信管领

域学者开展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

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

服务质量

知识搜寻

知识增值

知识贡献

技术因素

社会因素

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

信任
社区管理

用户
满意度

用户
归属感

用户
忠诚度

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

用户使用

用户满意

个人影响 组织影响

图 1  从 D & M 成功模型到社交虚拟社区成功模型、专业虚拟社区成功模型

针对社交型在线社区的特点，I. Y. L. Chen
提出用户在 PVC 中的社会联系越多，越处于社

会网络的中心位置，就越可能具有高的持续使

用意向 [3]；H. F. Lin 认为陌生人间非面对面的互

动缺乏有效的社会规则，PVC 中信任很关键，

信任对社区成员满意度、归属感和忠诚度产生

正向影响 [4]。学者们在用户使用、满意度等核

心指标之外，将用户归属感、用户忠诚度等作

为社交型在线社区成功与否的测度指标（见图

1 左下）。

PVC 作为专业领域的知识交流平台与一般

信息系统、社交型虚拟社区有所不同，学者们

按照知识流向将 PVC 用户的使用行为区分为

知识搜寻与知识贡献，并展开实证研究 [5]。在

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知识增值是用户进行知

识贡献（使用）的直接结果，也是吸引潜在用

户进行知识搜寻（使用）的前提，知识增值是

PVC 系统质量高、信息质量高、服务质量高的

集中体现，可以说知识增值是判别各类专业虚

拟社区成功与否的一个具体标准（见图 1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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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知识增值的间接证据

学者们从用户行为视角解读 PVC 知识增

值，将用户知识搜寻行为视为 PVC 的知识投

入，将用户的贡献行为视为 PVC 的知识收益。

C. J. Chen 与 S. W. Hung[1]、Y. M. Zheng 等 [6]、K. 
W. Gang 与 T. Ravichandran[7]、J. H. Park 等 [8] 以

IT、旅游、科研、投资等领域的专业虚拟社区

为研究对象，发现了知识搜寻与知识贡献之间

的正相关关系，知识搜寻意味着 PVC 将专业知

识提供给用户，知识贡献意味着用户将知识回

馈给 PVC，二者正相关为证实 PVC 存在知识增

值提供了间接证据。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阐

释用户从知识搜寻者转变为知识贡献者的机理，

没有打开 PVC 知识增值的黑箱。

表 1  知识增值的实证研究

作者及年代 研究对象 样本情况
知识搜寻与知识

贡献关系
路径机制

C. J. Chen 和 S. W. 
Hung（2010）

程序员俱乐部社区
蓝色小铺社区

323 行为相关0.41 未考察

Y. M. Zheng, K. Zhao和 
A. Stylianou（2013） 某大型旅游社区 281 行为意向相关0.68 未考察

J. H. Park, B. Gu和 A. C. 
Leung等（2014） 某大型投资社区 502 行为意向相关0.32

行为相关0.27 未考察

K. W. Gang 和 T. Ravi-
chandran（2015）

全球韩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社区
（the Global Network 

of Korea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KOSEN））

105 行为态度相关
0.525 未考察

Y. L.Yan 和 R. M. Davi-
son（2013）

中国Web 2.0 虚拟社区，例如
百度知道、百度文库、维基

百科等
430 行为相关

0.349
考察用户动机、未
考察有无知识新增

李力（2016） 百度知道等 220 意向相关0.616 考察用户动机、未
考察有无知识新增

赵欣、王倩雯和张长征
（2017） 人大经济论坛、CSDN社区等 234 行为相关

0.33
考察用户能力、未
考察有无知识新增

本文检索到三项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尝试

考察知识搜寻与知识贡献之间的中介机制。Y. L. 
Yan 和 R. M. Davison 以乐于助人、自我价值感、

全情投入三项内部动机为中介解释知识搜寻与

知识贡献的正向关系，研究认为用户在知识搜

寻时会观察到他人的贡献行为，进而根据他人

的外显行为推断其内在动机并由此产生相似的

内在动机，开始知识贡献 [9]。李力以互惠为中

介解释知识搜寻与知识贡献的正向关系，研究

提出当用户决定继续在社区内搜寻知识时，其

对于社区互惠规范的感知会增强，出于互惠动

机考虑，用户会选择在社区中贡献知识 [10]。赵

欣等以用户的知识水平为中介解释知识搜寻对

知识贡献的正向影响，研究认为知识搜寻能够

提高用户的知识水平，增强自我效能感，进而

促进用户进行知识贡献 [11]。

Y. L. Yan 等和李力关注了 PVC 用户的动

机变化，赵欣等关注了 PVC 用户的能力提升，

却都没有考察——此过程中是否出现了新知

识——这一核心问题。若有新知识，则搜寻行

为到贡献行为的变化过程即为知识增值；若没

有新知识，则用户从搜寻者到贡献者的转变对

于 PVC 知识增值而言是无意义的。

从逻辑上讲，知识搜寻与知识贡献正相关

可能是内容相同的陈旧知识在 PVC 内外循环流

动、并没有新知识产生与知识总量增加，因而

不是知识增值。要排除竞争性解释，真正理解

PVC 知识增值，需要进一步打开知识搜寻与知

识贡献之间的黑箱，对其过程机理做出理论阐

释。

2.3  知识增值的路径假设

本文将知识应用引入 PVC 知识增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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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PVC 知识增值的过程描述为“PVC 之中的知

识搜寻行为——PVC 之外的知识应用行为——

PVC 之中的知识贡献行为”。考察知识资源在

PVC 之外的应用过程，搞清楚用户在知识应用

过程中如何创造出新知识，是理解 PVC 知识增

值的关键 [12]。

PVC 用户在应用知识的过程中会创造出新

的知识。本文结合用户获取的知识资源不同、

应用知识的场景不同，提出 PVC 实现知识增值

的 4 条具体路径。按照知识应用的情景不同，

可将 PVC 用户搜寻到的知识资源划分为：情境

化知识和非情境化知识，例如某企业的营销企

划案是情境化知识，而某个普适性的营销理论

则是非情境化知识。类似的分类还有 M. H. Zack
的通用知识与专门知识 [13]，李金明、戴昌钧、

汤建民的原理性知识与具体知识 [14-15]。按照用

户工作学习领域不同，可将 PVC 知识的应用划

分为：本领域内应用和非本领域应用 [16]。例如

从事营销工作的用户从某营销专业虚拟社区获

取营销知识应用于工作属本领域应用，而 IT 和

传媒行业的用户从该 PVC 获取营销知识应用于

工作则属非本领域应用。将用户获取的知识资

源类别与应用知识资源的领域两两组合，可得

出 PVC 知识增值过程与路径，如图 2 所示：

提炼通用知识 知 

识 

应 

用 

知 

识 

搜 

寻 

知 

识 

贡 

献 

修正已有知识 

拓展原理论 

开发新理论 

情景化知识、本领域应用 

非情景化知识、本领域应用 

非情景化知识、跨领域应用 

情景化知识、跨领域应用 

PVC知识流出 PVC外新知识创造 PVC知识流入 

图 2  PVC 知识增值过程与路径

路径 1：用户从 PVC 获取情境化知识应用

于本领域，提炼出通用知识回馈 PVC。PVC 中

的很多知识内容与其情境交织在一起，这是知

识共享无法回避的问题 [17]；M. L. Markus 的知

识再用理论指出，新手或初学者、同领域用户

在使用他人贡献的知识时会遇到困难，需进行

“去情境化”操作 [18]。例如 A 的任务是策划一

次营销活动，A 从营销专业虚拟社区中搜寻并

得到文档《甲公司 ×× 营销活动策划案》，但

此文档无法直接用于 A 的工作，A 须对此文档

做“去情境化”处理。“去情境化”，首先要

补充文档中缺失的甲公司背景信息以理解该策

划案；而后从文档中剔除与甲公司特殊背景有

关的营销策划，由此可获得营销活动策划的通

用知识；最后 A 应用通用知识完成自己的工作。

不难看出，若干嵌入情境的专门知识经“去情

境化”处理后成为更具普适性的通用知识。

据此，提出假设 1：用户应用并提炼通用知

识的行为对知识搜寻行为与知识贡献行为间的

正向关系起中介作用。

路径 2：用户从 PVC 获取非情境化知识应

用于本领域，修正和完善 PVC 中的陈旧知识。

除去情境化知识，PVC 中还有大量的通用知识。

例如 B 为策划一次营销活动，在营销专业虚拟

社区中搜寻并得到帖子《营销策划十项原则》，

B 学习通用原则和一般步骤后结合本公司实际

将其应用于工作，此“情境化”应用即李金明、

戴昌钧和汤建民所谓的“知识具体化”，被认

为是知识创造的重要途径之一 [14-15]。知识应用

中，B 可能发现该帖所述原则与实际情况不符，

需要修改，也可能发现该帖内容已过时或不全

面，需要补充。黄梦婷、张鹏翼的研究对此提

供了证据，他们发现知乎用户能结合自身实践

经验对他人贡献的知识内容提出质疑，纠正他

人错误，或者提供新的实例，补充相关资料 [19]。

可以说，知识的“情境化”应用是对知识的实

践检验，原内容经去伪存真、补充完善之后发

生了变化，成为可靠的新知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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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提出假设 2：用户应用并修正已有知

识的行为对知识搜寻行为与知识贡献行为间的

正向关系起中介作用。

路径 3：用户从 PVC 获取非情境化知识进

行跨领域应用，拓展 PVC 中原理论的适用范围。

当人们遇到本领域知识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会

进行跨领域知识搜寻与求助 [18]。例如，信管领

域学者 A. Bhattacherjee 在考察信息系统持续使

用这一新问题时，发现本领域知识如技术接受

模型等不能提供有效解释，转而从营销管理中

借鉴了“期望 - 确认理论”，将信息系统用户视

为消费者，提出用户的使用期望、确认以及试

用满意度决定着他们是否再次使用某信息系统
[21]。跨领域应用将“期望 - 确认理论”的适用范

围从传统商品领域扩展至 IT 领域，在解决新问

题的同时创造出了新的知识，即信息系统持续

使用模型 [22]。PVC 是开放的知识交流平台，众

多志趣相投的非专业人士跨领域搜寻和应用知

识，拓展了原理论，创造出新知识。

据此，提出假设 3：用户应用知识并拓展原

理论的行为对知识搜寻行为与知识贡献行为间

的正向关系起中介作用。

路径 4：用户从 PVC 获取情境化知识进行

跨领域应用，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开发新理论并

回馈 PVC。知识再用理论将数据挖掘视作知识

再用的主要形式 [18]，M. L. Markus 曾指出，与

原知识提供者的目的不同，挖掘者搜寻和使用

这些知识的目的是创造新知识。例如，知名旅

游经验分享网站蚂蜂窝中有很多个人旅行游记

和攻略，是极其个性化、情境化的知识；对这

些游记攻略展开数据挖掘、从旅游企业的视角

展开分析，可以建立游客需求预测模型 [23-24]，

获得新知识。蒋建洪、马瑞云对多家旅游网络

社区的个人游记进行文本挖掘并建立模型，向

游客推介下一个旅行目的地 [25]，这些新知识有

力地支持了旅游营销工作。PVC 的开放性为数

据挖掘者提供了便利，从新的视角挖掘和分析

数据，能创造出新知识、开发出新理论。

据此，提出假设 4：用户应用知识并开发新

理论的行为对知识搜寻行为与知识贡献行为间

的正向关系起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基于知识增值的基本原理以及用户在知识

应用过程中创造新知识的 4 种模式，本研究开

发了 9 个题项的知识应用量表。借鉴并翻译 C. J. 
Chen 与 S. W. Hung[1]、C. M. Chiu 等 [5] 关于知识

搜寻、知识贡献的量表，本研究形成了研究问卷。

本研究面向经济管理专业虚拟社区、计算

机网络专业虚拟社区用户发放调查问卷共计 410
份，剔除无回应问卷和无效问卷，得有效问卷

共计 332 份。

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2。本研究

所采用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大于临界值 0.7，
组合信度大于 0.7，平均方差抽取量大于 0.5，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表 2  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量 测量指标 题项 因子载荷 克伦巴赫α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抽取量

知识应用
提炼通用知识

解决问题 1-1 0.878
0.861 0.871 0.771

应对挑战 1-2 0.878
知识应用

修正已有知识
修正错误 2-1 0.872

0.853 0.864 0.760
补充完善 2-2 0.872

知识应用
拓展原理论

解决新问题 3-1 0.874
0.860 0.866 0.764

拓展适用范围 3-2 0.874

知识应用
开发新理论

提炼新理论 4-1 0.796
0.866 0.806 0.582总结新理论 4-2 0.821

领悟新理论 4-3 0.663

知识贡献
新知识上传发布 5-1 0.947

0.883 0.946 0.897
新知识帮助坛友 5-2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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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

本 研 究 采 用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分 析 软 件

AMOS 检验路径假设，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如

图 3 所示：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模型的数据拟合度指标显示，卡方与自由

度比值为 2.047，小于标准值 3，RMSEA为 0.056，
小于标准值 0.08，其余指标均符合要求，表明

调查数据与假设模型有良好的适配性。

表 3  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

评估指标 χ2/df RMSEA RFI IFI CFI TLI NFI

建议标准 <3 <0.08 >0.9 >0.9 >0.9 >0.9 >0.9

假设模型 2.047 0.056 0.917 0.969 0.968 0.956 0.917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从知识搜寻行为至知识

应用 - 提炼通用知识、知识应用 - 修正已有知识、

知识应用 - 拓展原理论、知识应用 - 开发新理论

的路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而知识应用至知识贡

献的路径系数仅修正已有知识显著，开发新理论

接近显著。简言之，假设2和假设4得到数据支持。

本文认为，用户修正已有知识和开发新知

识这两类知识创造的结果能较容易地回馈给原

来进行知识搜寻的 PVC，原因是新创造的知识

与原搜寻的知识属于同一专业领域，是 PVC 中

专业人士和爱好者愿意接纳的。而用户提炼通

用知识、拓展原理论，是跨度较大的知识创造，

其知识创造的结果超出了 PVC 用户进行知识交

流的范围，难以贡献给原来进行知识搜寻的社

区。故而，假设 2、假设 4 得到支持，而假设 1
和 3 未得到支持。



43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 显著性

知识搜寻→知识应用-提炼通用知识 0.200 0.035 5.682 ***

知识搜寻→知识应用-修正已有知识 0.146 0.045 3.256 **

知识搜寻→知识应用-拓展原理论 0.160 0.043 3.688 ***

知识搜寻→知识应用-开发新理论 0.165 0.038 4.389 ***

知识应用-提炼通用知识→知识贡献 0.097 0.083 1.160 0.246

知识应用-修正已有知识→知识贡献 0.410 0.092 4.481 ***

知识应用-拓展原理论→知识贡献 0.058 0.101 0.573 0.567

知识应用-开发新理论→知识贡献 0.202 0.110 1.833 †

性别→知识贡献 0.389 0.137 2.837 **

年龄→知识贡献 0.007 0.013 0.513 0.608

网龄→知识贡献 0.003 0.016 0.168 0.867

注：p 小于 0.1 标注 †，p 小于 0.05 标注 *，p 小于 0.01 标注 **，p 小于 0.001 标注 ***

值得关注的是，假设 1 与假设 3 所指代的

路径中部分环节得到验证，即用户搜寻知识并

应用知识，在应用知识的过程中通过提炼通用

知识、拓展原理论方式进行新知识的创造得到

了数据支持。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未能返回原

PVC，则存在多种可能。

5  结论

不同于以往研究将专业虚拟社区成功混同

于一般信息系统成功、社交型在线社区成功的

做法，本文基于 D & M 成功模型，提出将知识

增值作为检验专业虚拟社区成功与否的独特标

准。如 M. Alavi 和 D. E. Leidner 所言，知识管

理系统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已有知识的存储与

交换，更重要的是促进新知识的产生 [26]。PVC
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共享平台，更重要的是在

支持用户应用和创造知识同时实现自身的知识

增值。

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 PVC 用户动力机

制、能力机制而不考察有无知识新增的做法，

本文在理论上提出了 PVC 知识创造的 4 条具体

路径。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应用结构方

程模型检验路径假设，发现用户应用知识并修

正知识、用户应用知识并开发新理论是 PVC 用

户实现知识增值的主要路径。

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是 PVC 用户在知识应

用中创造出的且没有回报给原社区的新知识，

此类知识仍为用户的个人知识，或者在线下被

共享，又或者流向了其他专业虚拟社区，有待

进一步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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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aths Model of Knowledge Proliferation in 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y

Zhao Xin  Zhao Lin  Li Jia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ased on Delone & Mclean’s IS success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criterion, knowledge proliferation, to test the success of 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y.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knowledge application process can refine the general knowledge, modify the existing knowledge, expand 
the original theory and introduce the new theory. Then, this paper construct the paths model of knowledge 
proliferation in 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y. [Method/process] Based on 332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ed four paths of knowledge proliferation in 
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y. [Results/conclus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users	first	search	for	knowledge,	
then	apply	and	modify	knowledge,	apply	and	develop	new	theories,	and	finally	feed	new	knowledge	back	to	
PVC, which is the main paths to realize knowledge proliferation in 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y.

Keywords: professional virtual community    knowledge proliferation    knowledge utilization    pa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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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文章关键词和标题分词多样性及其绘制知
识图谱的比较
李继红  徐桂珍  江珊  王洪江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合肥  230031

知识图谱是通过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

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

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并利用可视化的图谱形

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

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达到多学科融合的现代理

论。它可以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

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显示出来，揭

示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为学科研究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 [1]。目前，知识图谱的绘制工具有

多种类型，主要包括 CiteSpace、HistCite、Sci2 
Tools、Leydesdorff、Ucinet、Pajek、VOSviewer
等 [2]。其中，CiteSpace 是应用最广泛、功能最

强大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可通过选择节点类型

进行相应的共被引网络、共现网络或合作网络

的分析，进而形成可视化、序列化的知识图谱 [3-5]。  
在所发表的 CiteSpace 相关论文中，对关键

词进行共现分析的占了较大比例。关键词是为

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以

作者简介：李继红（ORCID:0000-0002-1863-0890），助理研究员，博士；徐桂珍（ORCID: 0000-0003-1304-
8831），研究员，硕士；江珊（ORCID:0000-0001-5127-0367），副研究员，硕士；王洪江（ORCID: 0000-
0002-2456-5466），研究员，硕士，通讯作者，E-mail: 2398606371@qq.com。

收稿日期：2020-12-21        发表日期：2021-02-24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基于文章的关键词和标题分词，分析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多样性以及基于二

者绘制的知识图谱的差异。[ 方法 / 过程 ] 爬取中国知网 2010 － 2019 年研究主题为 “ 学术不端 ” 的相

关论文，采用多样性指数定量分析文章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特征，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定性比较基于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所绘制知识图谱的架构。[ 结果 /结论 ]关键词的丰富度（S）、多样性（H’）和均匀

度指数（EH）均异于标题分词，且两个单元的相似性较弱，表明文章关键词和标题分词是两个不同的单元；

基于此绘制的知识图谱虽有差异，但二者均能从各自的角度展示 “ 学术不端 ” 领域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学术不端  关键词  标题  中文分词  多样性  知识图谱 
分类号：G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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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 [6]。

从文献库存储信息的特点形式来说，关键词是

摘要的“摘要”，高度概括了论文主题，集中

表达了论文内容的核心和精髓。对论文的关键

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探讨研究领域的热点、

趋势以及知识结构等。而对于没有关键词的数

据源（论文标题、基金项目、网络舆情、影评）

进行分析时，主要采用中文分词的方法 [7-9]。分

词就是将连续的字序列按照一定的规范重新组

合成词序列的过程。论文标题是标明文章内容

的简短语句，是文章最重要的部分。对论文标

题进行分词，可以得到涵盖文章内容和主旨的

词语。

论文关键词和标题分词都能揭示论文的主

题内容，那么对于同一篇文章，关键词和标题

分词有何关联，基于二者绘制的知识图谱又存

在什么差异？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SSCI 来源

期刊）为统计源，爬取以“学术不端”为主题

的研究文献，并采用多样性指数定量分析关键

词和标题分词的特征，依托 CiteSpace 软件定性

分析基于关键词和标题分词所绘制知识图谱的

架构差异。该研究不仅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一

定的理论基础，还有着积极的应用意义。

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

笔者以中国知网（CSSCI 来源期刊）为数

据统计源，检索研究主题为“学术不端”的学

术论文。检索式为：“主题 = 学术不端 or 学术

造假 or 学术道德 or 科研诚信”；论文发表时间

为 2010 － 2019 年。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4 日，剔除通知、征文、声明等，清洗后共得

到 757 条学术论文，再爬取、汇总题录信息，

题录信息主要包括论文标题、作者、关键词等

字段。

1.2  分析方法

1.2.1  标题分词

对论文标题进行分词处理应遵循如下原则：

①应选择能明确表达主题概念的词语；②筛除

无意义的词语；③对名称内含义相同但是表述

不同的词汇进行合并。例如，学术不端、学术

腐败等词规范化处理后统一为“学术不端行为”，

AMLC、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等统一为“学术不

端文献检测系统”。

基于以上分词原则，采用武汉大学研发的

ROSTCM6 软件对项目名称进行分词。直接获

得的关键词的粒度比较粗糙，聚类效果不理想，

可通过人工标注的方式补充添加用户词典，使

其达到研究要求。再采用数据清洗器对分词后

的词语进行清洗、合并。

1.2.2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多样性分析

多样性一直常见于生态学名词，常用的多

样性指数主要包括丰富度指数（Richness index，
S）、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H′）、Pielou 均匀度指数（Pielou 
evenness index，EH）等，可用于判断群落或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 [10-12]。本研究中，借用上

述 3个指数来描述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多样性。

1 1
ln ( / ) ln( / )S S

i i i ii i
H p p n N n N

= =
′ = − = −∑ ∑  

 公式（1） 

max/ / lnHE H H H S′ ′ ′= =       公式（2）
式中，S 为关键词或标题分词的词语数量；

Pi 为关键词或标题分词词语 i 的相对丰度，代表

某一词语的数量在所有词语总量中所占的比率，

即 Pi = ni/N，ni 是关键词或标题分词词语 i 的数

量，N 是所有关键词或标题分词的数量。

为了对关键词和标题分词两个单元的相似

性进行研究，笔者借用 Sørensen 指数（CS）和

Jaccard 指数（CJ）对二者进行分析。Sørensen
指数和 Jaccard 指数是生态学中用于反映群落间

物种组成相似性的指数 [13]，这里用来反映单元

间词语的相似性。

CS=2c/(a+b)              公式（3）
CJ=c/(a+b–c)             公式（4）

式中，c 为关键词和标题分词两个单元的共

有词语数；a 和 b 分别为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词

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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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标题分词格式转化

众所周知，CiteSpace 软件只能分析特定数

据库中的文献，还不能直接用于其他数据库。

笔者采用格式转化软件对非特定数据库中的数

据进行转化处理，使之成为 CiteSpace 软件能够

识别的数据，从而进行相关的分析。

1.2.4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或标题分词共现分析就是对数据集

中关键词或标题分词集合进行分析，通过对关

键词或标题分词的可视化分析可以确定研究领

域的学科结构、研究热点等。笔者分别采用“学

术不端”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和标题分词集合为

分析单元，依托 CiteSpace 绘制主题聚类图，从

而比较该领域的知识架构。

可视化分析的参数设置如下：时间跨

度设置为 2010 － 2019 年，时间切片（Time 
Slicing）为 1 年；节点类型（Node Types）确

定为 keyword；节点强度（Links）默认 Cosine
与 Within Slices 选 项； 选 择 阈 值（Selection 
Criteria）选取 Top N per slice=50；网络裁剪功

能区（Pruning）默认不进行剪裁，最终生成关

键词和标题分词共现知识图谱。 

2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多样性比较 
2.1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词语组成

笔者对“学术不端”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和

标题分词进行统计分析，分别得到 3 131 个关键

词和 3 094 个标题分词，把各个单元的相同项进

行整理，最终获得 1 541 个关键词词语和 1 432
个标题分词词语。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出现的频次以及该词频

下词语的数量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出现频

次最高（344 次）的关键词是学术不端行为，

然后依次是科研诚信（95 次）和学术道德（77
次），出现频次最少的为 1 次。随着词频的下

降，该词频下关键词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例如，

学术不端行为、科研诚信、学术道德、研究生

的词频较高，该词频下的关键词数量较少（1
个）；而词频为 3 次以下的关键词则较多，词

频为 2 的关键词为 147 个，词频为 1 的有 1 254
个，占比高达 40%。出现频次最高的标题分词

也是学术不端行为，达到 268 次；排名第 2 和

第 3 的分别是研究生和高校，出现频次分别为

107 和 84 次；出现最少的词频也是 1 次，出现

频次为 1 的词语共有 1 094 个，占所有标题分词

的 35.36%。

对于“学术不端”的研究，论文关键词比

标题分词多 37 个；所整理的词语，前者比后者

多 109 个（7.61%），说明论文自带的关键词比

标题分词后的词语要丰富。但出现频次较高的

一些词语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学术不端行为、

研究生、高校、科研诚信、科技期刊等。说明

不管用标题分词还是论文关键词，最核心的词

语是不变的，而且在这两种方法中，随着词频

的下降，该词频下的词语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2.2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多样性

基于文章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词频以及该

词频下词语的数量，本研究对这两个单元（关

键词和标题分词）的词语多样性进行了分析。

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知识图谱时，词语

的出现频次设定阈值为 ≥2 次，因此除了对两个

单元内所有词语进行统计外，还对出现频次 ≥2
词语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

研究主要采用丰富度指数（S）、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H′）、均匀度指数（EH）、

Sørensen 指数（CS）和 Jaccard 指数（CJ），从

单元内、单元间两个层面对文章的关键词和标

题分词进行多样性的分析，以探索表达相同主

题而来源不同的词语在数量、丰度、分布情况

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二者的相似性。其中，丰富

度指数、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均匀度

指数属于 α多样性指数，主要用于研究单元内

词语的结构多样性。丰富度指数（S）的大小

反映了词语数量的多少；Shannon-Wiener 多样

性指数（H′）是基于词语数量来反映单元内词

语的多样性，H′值越大，表示单元所含的信息

量就越大，词语的多样性就越高；均匀度指数

（EH）可反映单元内词语的均匀度，EH 数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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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明各个词语的数量越接近；Sørensen 指

数和 Jaccard 指数属于 β多样性指数，主要用于

分析研究单元间词语的相似性，数值越大，说

明两个单元越相似，一致性越高。 

表 1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统计性描述

关键词
词频

（次）
词语数量
（个）

标题分词
词频

（次）
词语数量
（个）

学术不端行为 344 1 学术不端行为 268 1

科研诚信 95 1 研究生 107 1

学术道德 77 1 高校 84 1

研究生 67 1 科研诚信 48 1

学术规范 49 1 学术道德 46 1

科技期刊 46 1 科技期刊 43 1

学术期刊 44 1 治理 34 1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42 1 对策、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29 2

高校 38 1 启示 28 1

应对策略 31 1 科技论文、美国 24 2

编辑 23 1
学术期刊、期刊编辑、学术规
范等

23 4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 19 1 大学生、高校教师、实证分析 18 4

防范策略 16 1 比较、学术诚信、学术道德失范 17 3

美国 15 1 现状 16 1

研究生教育、高校教师、大学生 14 3 实践 15 1

学术失范 13 1 制度 14 2

学位论文、学术腐败 12 2 论文撤销、学术道德教育 13 2

治理、文字复制比、期刊编辑等 11 8 学位论文 12 1

影响因素、一稿多投、学术论文 9 4 作用 11 1

医学期刊、学术评价、学术共同
体等

8 8 检测、特点 10 2

学术责任、学术生态、学术伦理等 7 7 成因、规范、科技期刊编辑 9 7

制度建设、审稿专家、数据库等 6 10 科研人员、路径、学术论文 8 3

自律、著作权、同行评议等 5 13 策略、创新、期刊 7 8

重复率、治理体系、知识产权等 4 25
撤销论文、高校图书馆、医学
论文等

6 5

学术制度、学术环境、实证分析等 3 44 诚信、存在问题、管理等 5 15

作者、职称评定、职业伦理等 2 147 伦理学、科研管理、学术行为等 4 24

作者资格、作者信息、自我剽窃等 1 1 254 案例分析、编辑部、博士生等 3 61

CNKI、参考文献、大数据等 2 181

Scopus、SWOT分析、科技查
新等

1 1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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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多样性见表 2。从表 2
中可看出，对于所有词频的关键词，其丰富度

指数为 1 541，Shannon-Wiener 指数为 6.25，均

匀度指数为 0.85；对于所有词频的标题分词，

其丰富度指数为 1 432，Shannon-Wiener 指数为

6.26，均匀度指数为 0.96。关键词的丰富度大

于标题分词的，二者的 Shannon-Wiener 指数较

接近，关键词的均匀度指数小于标题分词的，

这是由于后者各个词语的数量比前者更接近，

分布更均匀。因为两个单元内词频为 1 的词语

数量较多，所以词频 ≥2 的关键词和标题分词

的丰富度均大幅下降，关键词的丰富度下降了

81.38%，标题分词的丰富度减少了 76.40%，前

者的丰富度（287）和多样性（4.54）均小于后

者的丰富度（338）和多样性（4.86），但二者

的均匀度相近。Sørensen 指数（CS）和 Jaccard
指数（CJ）是用来衡量两个单元相似度的指标。

在本研究中，所有频次的关键词和标题分词两

个单元的相似性较低，CS 和CJ 的数值分别为0.39
和 0.24；对于频次 ≥2 的词语，两个单元的相似

性比前者稍高，CS 和 CJ 分别提高了 17.95% 和

25%，但也是弱相关。

表 2  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多样性

项目 S H’ EH CS CJ

所有关键词 1 541 6.25 0.85
0.39 0.24

所有标题分词 1 432 6.26 0.96
≥2次关键词 287 4.54 0.80

0.46 0.30
≥2次标题分词 338 4.86 0.83

3  利用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知识
图谱

3.1  图谱参数比较

基于 2010 － 2019 年间发表论文的关键词

和标题分词，按照统一的参数设置，可以生成

如图 1 所示的共现网络。需要说明的是，软件

选取每一年中被引次数排名居前 50 位的词语，

且每个词语至少出现 2 次。在图 1 中，数字代

表聚类主题的 ID 号；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

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的出现频次。

（a）采用关键词绘制的词语共现网络                        (b) 采用标题分词绘制的词语共现网络

图 1  采用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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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左上角的数据是该图谱的参数，

主要包括使用软件信息、运行时间、数据存放

位置、时间切片（Timespan）、选择标准（Selection 
Criteria）、生成网络（Network）、裁剪方法

（Pruning）、模块度（Modularity）以及平均轮

廓值（Mean Silhouette）等。其中，软件信息、

运行时间、数据存放位置、时间切片、选择参

数属于软件设置参数，生成网络、最大的分支、

裁剪方法、模块度以及平均轮廓值属于网络生

成参数，可用于解读图谱的信息。表 3 为分别

采用关键词和标题分词所绘制图谱的参数，包

括 N、E、Density、Modularity、Silhouette、
Largest CC。N 表示网络节点数量；E 表示连线

数量；Density 表示网络的密度；Modularity 表

示网络的模块度，值越大表示网络的聚类结果

越好；Mean Silhouette 表示聚类平均轮廓值，

Silhouette 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越

接近 1，网络的同质性越高。

表 3  基于关键词和标题分词所绘制知识图谱的参数

词语来源 N E Density Modularity Silhouette

关键词 115 327 0.049 9 0.435 2 0.366 7

标题分词 131 420 0.049 3 0.411 5 0.493 5

从表 3 可以看出，基于关键词绘制的图

谱，其网络节点数有 115 个，连线数有 327 条，

网络密度为 0.049 9；基于标题分词绘制的图

谱，网络节点数和连线数分别为 131 个和 420
条，比前者分别增加了 13.91% 和 28.44%，

网络密度为 0.049 3，和前者相近。Modularity
和 Mean Silhouette 是反映图谱整体框架特征

的重要参数。在采用关键词绘制的图谱中，

Modularity 值 和 Silhouette 值 分 别 为 0.435 2
和 0.366 7。在采用标题分词绘制的图谱中，

Modularity 值 为 0.411 5， 比 前 者 低 5.7%；

Silhouette 值为 0.493 5，比前者高 34.58%，说

明前者所有集群的同质化程度低于后者。二者

的 Modularity 值均大于 0.3，一般认为聚类模

块值 >0.3 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说明无论是采

用关键词还是标题分词绘制的图谱，其结构均

符合聚类要求。

3.2  图谱词语比较

在图谱中，词语的频次高低能够反映出该

领域研究的总体状况，每一个词语对应图谱上

的一个节点。即采用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共

现图谱的词语分别为 115 个和 131 个。

表 4 为基于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图谱中

词频 ≥30 的词语信息，包括词语、词语出现的

词频以及其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是测定节

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是一个用以量

化点在网络中地位重要性的图论概念 [2]。词语

的中介中心度越大，说明其在图谱中的重要性

越大。在采用关键词绘制的图谱中，词频 ≥30
的词语有 9 个，词频加起来共 782 次。其中，

词频最高的学术不端行为，共出现 340 次，其

次为科研诚信（92 次）、学术道德（76 次）、

研究生（67 次），其中介中心性分别为 0.38、
0.23、0.2、0.32。虽然词语的频次排序与中介

中心度并非一一对应，但在整体上是基本一致

的。在采用标题分词绘制的图谱中，词频 ≥30
的词语有 7 个，词频 639 次，词语和词频量均

小于前者。但主要的词语和前者的相近，都包

括了学术不端行为、科研诚信、学术道德、研

究生、科技期刊以及高校等，词频最高的词语

也是学术不端行为（262 次），其中介中心性

最高（0.39）。 
3.3  图谱聚类比较

聚类分析法是一种探索性数据挖掘分析方

法，可用于识别和分析特定研究领域中显著术

语和背景的分类，利用一系列的算法将收集到

的数据转换成几个结构化的集群，从而发现知

识领域的主题分布和组织结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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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图谱中词频≥ 30 的词语（节点）信息

序号 词频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序号 词频 标题分词 中介中心性

1 340 学术不端行为 0.38 1 262 学术不端行为 0.39

2 92 科研诚信 0.23 2 107 研究生 0.37

3 76 学术道德 0.20 3 84 高校 0.29

4 67 研究生 0.32 4 64 科研诚信 0.20

5 48 学术规范 0.09 5 45 学术道德 0.16

6 45 科技期刊 0.18 6 43 科技期刊 0.07

7 43 学术期刊 0.23 7 34 治理 0.10

8 37 高校 0.13

9 34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0.06

从图 1 可以看出，采用关键词绘制的图谱，

共聚合成 6 个主题，集群从大到小依次为 #0 学

术道德、#1 责任编辑、#2 学术期刊、#3 学位论

文、#4 科研管理和 #5 失范。在采用标题分词绘

制的图谱中，也聚合成 6 个主题，从大到小依次

为 #0 学术不端行为、#1 科研诚信、#2 实践、#3
学术道德失范、#4 论文撤销和 #5 慕课。两个图

谱中每个集群的信息见表 5，涵盖了各个集群包

含的节点以及该群的轮廓值（Silhouette）。从表

5 可以看出，在采用关键词绘制的图谱中，各个

集群的轮廓值都较高；在采用标题分词绘制的图

谱中，除了 #1 的轮廓值稍低（0.375），其他集

群的同质化程度都很高，再结合图 1 中的参数情

况，可以得出，两幅图在聚类方面是理想的。

表 5  基于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图谱中各集群信息

关键词图谱群号 大小 Silhouette 标题分词图谱群号 大小 Silhouette

0 23 0.623 0 28 0.868

1 20 0.787 1 28 0.375

2 19 0.774 2 22 0.749

3 15 0.806 3 21 0.816

4 15 0.715 4 18 0.645

5 11 0.796 5 4 0.963

根据聚类主题的语义结构和研究主题的相

关性，分别将二者的集群进行整合。采用关键

词绘制的图谱可整合为三大知识域，分别是学

术不端的行为和该方向研究的两大主要领域（期

刊和高校）。第一个知识域包括 #0 学术不端行

为和 #5 失范，研究主题涵盖学术不端的具体表

现；第二个知识域包括 #1 责任编辑和 #2 学术

期刊，反映了期刊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第三

个知识域涵盖 #3 学位论文和 #4 科研管理，体

现了高校是学术不端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采

用标题分词绘制的图谱中的聚类也可整合为三

大知识域：第一个知识域包括 #0 学术不端行为、

#1 科研诚信和 #3 学术道德失范，说明学术不端

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术不端行为、科研诚

信、学术道德失范等方面；第二个知识域涵盖

#2 实践和 #5 慕课，主要体现了学术不端的防范，

这一问题又可以分为素养教育培训和体系构建

两个维度；第三个知识域即 #4 论文撤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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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术不端的后果以及撤销论文带来的影响

等。 
采用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的图谱，其聚

类结构既有相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词语

的来源相关。来源为关键词的一部分属于表达核

心主题因素的词语，可表达论文主题的关键性因

素；一部分属于非核心主题因素的词语 [15]，包

括对核心主题因素起限定修饰作用的概念、核

心主题因素的具体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中所应

用的新方法及改进的常规方法、对核心主题因

素起限定作用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等，这两类词

语共同概括了文章的主题、表达了内容的核心。

来源为标题分词的是对文章标题进行分词而产

生的，标题是文章精要内容的提炼、概括与浓缩，

切分后大多数属于表达核心主题因素的词语，

而非核心主题因素的词语较少，可能会缺少某

些非核心因素、补充性的词语，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有别于文章的关键词。采用关键词和标题

分词绘制的图谱均可清晰、客观地展现学术不

端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但由于词语来源不同、

性质不同，图谱所表达的侧重点亦不同。采用

关键词绘制的图谱侧重于体现学术不端研究的

问题，采用标题分词绘制的图谱更倾向于学术

不端研究的方式方法。 

4  讨论与结论

（1）CiteSpace 软件的应用拓展。如何从海

量的文献信息中快速厘清从事领域的研究架构，

找到最重要、最关键的有效信息，了解其过去、

现在及趋势，是科学研究中面临的难题。知识

图谱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有益的科学

探索途径。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是一款功

能强大的工具，所绘制的图谱具有“一图展春秋，

一览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的特点 [2]，

从其问世便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CiteSpace
软件只能用于分析特定数据库中的文献信息，

包 括 WoS、Scopus、ADS、arXiv、CNKI、
CSSCI、NSF、CSCD、Derwent 专利数据库等，

而对于上述数据库以外的数据信息，还不能直

接进行分析。笔者采用格式转化软件对非指定

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格式的转化处理，使其成

为 CiteSpace 软件能够识别分析的数据。研究结

果显示，该方法科学有效，拓展了 CiteSpace 软
件的应用数据源，可以为非 CiteSpace 指定数据

库数据的可视化分析提供参考。

（2）关键词与标题分词的多样性。语言作

为逻辑思维和推理工具，其基本要素是语词 [16]。

笔者以学术文献中的关键词和标题分词作为

概念演化基础，尝试采用丰富度指数（S）、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均匀度指

数（EH）、Sørensen 指数（CS）和 Jaccard 指数（CJ）

等比较两种词语的多样性。

对于“学术不端”的研究，论文关键词比

标题分词的词语多 109 个，但出现频次较高的

一些词语还是一致的。说明不管用标题分词还

是论文关键词，其最核心的词语是相同的。对

于所有词语而言，关键词的丰富度大于标题分

词，多样性指数二者较接近。因为标题分词各

个词语的数量比前者分布更均匀，所以其均匀

度稍高。由于去除了词频等于 1 的大量词语，

对于词频 ≥2 的关键词和标题分词，其词语的丰

富度比所有词语时均大幅下降。关键词的丰富

度和多样性均小于后者，但二者的均匀度较相

近。在本研究中，不管是所有频次的关键词和

标题分词还是词频大于 2 的词语，两个单元的

相似性都较弱，说明二者是差异较大的两个单

元，这为后续知识图谱的绘制提供了支撑。

（3）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的共现网络。关键

词是为了便于文献索引、文献标引和检索全文，

并从论文中选取出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的词或

词组。在对常规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时，

CiteSpace 软件会自动提取文献的关键词，这些

关键词既包括表达核心主题因素的词语，又包

括非核心主题因素的词语。在本研究中，还通

过对论文标题进行分词来获取词语，所获取的

词语大多数属于表达核心主题因素的词语，而

非核心主题因素的词语较少。关键词和标题分

词都包含了表达核心主题因素的和非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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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词语，但词语的数量和内容还是存在差

异的，因此基于关键词和标题分词绘制的图谱，

既有相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同的是，两

种方式绘制的知识图谱均能清晰、客观地展现

“学术不端”研究领域的相关主题。不同的是，

虽然采用同样的参数设置，但两种方式从各自

的维度出发，揭示了不同的“学术不端”领域

研究主题：采用关键词绘制的图谱更侧重于体

现学术不端研究的问题，采用标题分词绘制的

图谱则更倾向于学术不端研究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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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Keywords and Title Segmentation Words and a Comparison of Their Knowledge 
Mappings

Li Jihong  Xu Guizhen  Jiang Shan  Wang Hongji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efei  23003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ity of keywords and title 
segmentation word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knowledge mappings drawn based on them. [Method/process] 
We selected papers related to “academic misconduct” from CNKI from 2010 to 2019, used diversity indexe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eywords and title segmentation words quantitatively, and compared their 
knowledge mappings by Citespace software qualitatively.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richness index (S),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 and Pielou evenness index (EH) of keywords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itle segmentation words, and the similarity of these two units was low, 
indicating the keywords and title segmentation words are two different units in this paper.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knowledge mappings drawn based on keywords and title segmentation words, both of them 
can	demonstrate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misconduct”	from	their	perspectives.

Keywords: academic misconduct    keyword    title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diversity    
knowledge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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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从 SOR 视角探索手机网络游戏中辍意愿产生的原因，拓展中辍理论的研究领

域，并为手游用户维系提供一定的建议。[ 方法 / 过程 ] 以 SOR 模型为基础，构建手机网络游戏中辍意

愿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在线问卷收集 251 份有效数据，利用 SPSS 和 SmartPLS 软件（结构方程模型）

进行数据分析，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 / 结论 ] 结果显示，信息过载、（低）游戏品质、（高）

转换成本显著正向影响情绪衰竭，而社交过载对情绪衰竭无显著影响；情绪衰竭则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

中辍意愿。

关键词：手机网络游戏  中辍意愿  影响因素  刺激 - 机体 - 反应

分类号：G252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06

引用格式：区庆生 . SOR 视角下手机网络游戏中辍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21, 6(1): 

56-65[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240/.

1  引言

随着国内移动网络的高速发展和手机的

加速普及，手机网络游戏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娱

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于 2020 年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

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手机网络游戏（以下简称“手游”）

用户规模达到 5.29 亿，占手机网民的 59.0%[1]。

根据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9 年手机游戏行

业研究报告》[2]，中国手机游戏安装渗透率达

73.4%，游戏玩家最常使用的游戏载体中，手机

占 80.8%。尽管手游市场拥有庞大的规模，但用

户粘性降低、用户流失、中辍等消极使用行为

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极光大数据《手机游戏

流失用户研究报告》显示，腾讯游戏旗下的两

款热门手游《王者荣耀》与《和平精英》分别

占据 17.0% 和 11.2% 的渗透率，然而在 2019 年

的月流失率却分别达到了 11.0% 和 15.8%[3]。用

户广泛的消极行为会对游戏厂商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手机网络游戏用户的消极行为具有研究

价值。

“中辍是指个体在采纳并使用一项创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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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后又决定拒绝或中止使用它的行为”[4]，

“间歇性中辍表示个体在采纳和使用一项创新

后中止使用，但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数周以上

但少于半年）后又再次采纳和使用它，甚至在

使用与中止间循环反复的行为”[5]。中辍是用户

消极行为的一种，在手机网络游戏的背景下，

这是持续玩某手游一段时间后的“老玩家”对

该手游态度转变的标志，可能反映出玩家在后

续体验中发现的不足之处。那么手机网络游戏

用户的中辍意愿由哪些影响因素引起？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手游用户的需求，

提高用户粘性。

经过文献调研发现，近年来手机网络游戏

的用户行为相关研究丰富。S. Okazaki 构建了包

含内在享受、逃避、效率等 7 个变量的在线移

动游戏体验价值模型 [6]；T. Zhou 发现易用性、

连接质量和内容质量影响心流，而心流、社会

影响和使用成本决定手机游戏使用意向 [7]；I. 
O. Pappas 等发现价格价值、游戏内容质量、情

感、性别和游戏时间在组合情况下才能解释高

下载意愿 [8]；J. Balakrishnan 和M.	D.	Griffiths发
现手机网络游戏成瘾对游戏忠诚度和应用内功

能购买意愿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忠诚度也显

著正向影响内购产品购买意愿 [9]；P. Choe 和 D. 
Schumacher 发现在手机游戏中加入物理振动可

以显著提高游戏的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认知

集中度 [10]；K. Browne 和 C. Anand 对一款滚屏

射击移动游戏进行测试，发现基于加速度计的界

面是测试者最为偏好且带来最佳表现的界面 [11]；

董好杰发现用户界面情感设计的加强有助于拉

近用户与游戏的距离 [12]；段菲菲等发现心流体

验是影响手机游戏用户粘性的重要因素，而互

动性、远程感知、实用性、感知控制力显著正

向影响用户心流体验 [13]。近年来中辍受到的关

注逐渐增加，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移动 APP 等

领域。J. V. Chen 等构建了基于压力处理理论的

移动消费者中辍模型，验证了感知信息过载、

感知回报等因素通过用户处理策略的中介作用

对中辍行为的影响 [14]；S. Fu 等发现系统功能

过载、信息过载、社交过载通过社交媒体疲倦

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社交媒体中辍行为 [15]；Z. 
Tang 等发现，信息质量不满意、期望不满足、

兴趣转移、品牌个人不匹配显著影响用户对品

牌粉丝页的取关意愿 [16]；张敏等发现技术压力

因素和使用满足因素均正向影响转社交网络使

用疲劳和社交网络转换疲劳，而这两种疲劳正

向影响社交网络用户的间歇性中辍 [17]；甘春梅

等发现消极社会比较对社交网络用户嫉妒、焦

虑、倦怠情绪产生影响，且嫉妒和倦怠对社交

网络用户间歇性中辍有显著影响 [18]。

可以看出，对手机网络游戏用户态度与行

为研究多数是对用户使用、消费的态度与意愿

或用户视觉、触觉等交互体验进行的实证研究。

这些研究往往从正面角度出发，研究用户对手

游的正面意愿、行为，而对直接导致用户消极

行为的原因或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笔者聚

焦影响手机网络游戏用户中辍意愿的因素，试

图从更为直接的角度探究用户产生负面态度乃

至中辍意愿的机理，以得出避免用户粘性、积

极性降低的理论依据。此外，笔者还引入信息

过载和社交过载因素，探究其在手游中是否存

在，对手游用户是否有与对社交网络用户相似

的影响。总体来看，本文不仅是对中辍理论应

用领域的拓展，同时为手机游戏企业提高对用

户行为意愿的认识与优化手机游戏设计开发和

运营提供一定的依据。

2  理论模型与假设提出

2.1  研究模型

刺 激 - 机 体 - 反 应 (Stimulus-Organism-
Response, S-O-R) 理论模型主要研究外界环境因

素对人类机体反应的作用及机制，为行为产生

及预测提供理论支持。近年来，S-O-R 模型也

被引入到网络环境下各种应用软件或平台的用

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中。A. Luqman 等学者基于

SOR 理论构建并验证了 Facebook 中辍意愿影响

因素模型，其中刺激因素为过度社交使用、过

度享乐使用和过度认知使用，机体因素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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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社交网络倦怠 [19]；X. Z. Xie 和 N. C. Tsai
基于 SOR 模型研究了信息相关的负面事件对社

交媒体中辍意愿的影响，其中广告干扰、流言

传播、信息含混为刺激因素，机体因素则包含

社交媒体倦怠 [20]；朱光婷和朱君璇基于 SOR 模

型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消费者的行为模型，其

中刺激因素网站质量通过机体因素消费态度的

中介作用影响用户购物意向 [21]；郑美玉构建并

验证了手机图书馆用户持续使用影响因素模型，

其中刺激因素为系统质量、服务水平、使用成本，

机体因素为需求匹配度和感知趣味性，反应因

素为系统粘性和持续使用意愿 [22]。手机游戏情

境与上述研究情境存在一定相似性，在游戏过

程中的各项感知、体验会作为外界刺激对包括

情绪的用户机体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导致用

户做出反应。因此笔者借鉴了上述研究的模式，

基于 S-O-R 模型，提出了以下概念模型。其中，

信息过载、社交过载、游戏品质、转换成本是

在游戏过程中会被用户感知到并可能带来一定

负面感受的重要因素，因此设为外界刺激因素；

情绪枯竭可以作为用户机体对上述刺激认知过

程的反映，因此设为内部机体因素；中辍意愿

则为反应因素。模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信息过载

社交过载

游戏品质

转换成本

情绪枯竭

刺激 机体 反应

中
辍
意
愿

图 1  手机网络游戏中辍意愿影响因素 S-O-R 理论
模型

2.2  研究假设

信息过载 (Information Overload, IO) 是指信

息的数量超过了个体信息处理能力的现象 [23]。W. 
Chaouali[24]、M. Wang 和 D. Li[25]、甘春梅 [26] 等

学者研究发现，信息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

倦，用户在处理社交网络冗余信息时会耗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容易造成疲倦。在手机网络游

戏背景下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在如今的手游市

场中，各式手游为了吸引玩家，都倾向于在游

戏中设计丰富多样的内容，使手游中充斥着大

量的文字、图像、动画、音乐、音效等形式的信息；

同时手游中往往存在每日、每周的规律性游戏

活动内容和间歇性的特别活动内容，要求玩家

进行大量的操作。手游玩家往往会在游戏内接

受、处理大量信息（包括游戏内容与操作），

这可能会使他们产生疲倦、厌烦等负面情绪。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信息过载显著影响手游用户的情绪

枯竭。

社交网络平台用户往往会出于责任感而给

予他人社会支持，但当用户感受到自己需要给

予过多的社会支持时，就会产生社交过载 (Social 
Overload, SO) [27]。X. Xiao 和 T. N. Wang[28]、J. 
Lo[29]、甘春梅 [26] 等学者发现，社交过载显著影

响社交网络疲劳，用户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接受

和提供社会支持，当需要提供的社会支持过多

因而耗费过多时间、精力时，用户会产生疲倦。

手机网络游戏中往往也有丰富的社交功能，比

如好友系统、公会系统、协作战斗等，这些社

交性功能同样有潜在的社会支持需求，也可能

会导致用户消极情绪。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交过载显著影响手游用户的情绪

枯竭。

游戏品质 (Game Quality, GQ) 是指用户对游

戏设计质量和运营服务质量的总体评价。I. O. 
Pappas 发现游戏内容质量与其他因素的组合作

用可以解释手游的高下载量 [8]；张迪发现游戏

因素（包括服务质量和游戏设计）对用户机体

存在显著影响 [30]；张国华、雷雳发现对网络游

戏的品质感知通过态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

络游戏成瘾 [31]；周涛、陈可鑫发现服务质量通

过虚拟社区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会化商

务用户使用、分享行为 [32]。基于此，提出以下

假设：

H3：游戏品质显著影响手游用户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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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竭。

转换成本 (Switching Cost, SC) 是指对于某

种需要重复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用户放弃原来

的供应商而转向另一个供应商时所要付出的经

济、时间等成本的总和 [33]。马力行、蒋馥指出

转换成本是客户忠诚的重要影响因素 [34]。张初

兵的研究证明，在网络购物情境下，财务转换

成本、程序转换成本对顾客后悔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35]。在手机网络游戏背景下，转换成本

是指玩家在曾经玩过的手游中投入的时间、金

钱等成本和转换至另一款新游戏时要付出的时

间、金钱等成本。过高的转换成本可能引起手

游玩家的负面情绪。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转换成本显著影响手游用户的情绪枯竭。

C. Maier 等 认 为 情 绪 枯 竭 (Emotional 
Exhaustion, EE) 是指一种个体感知到的过度扩张

的情绪，并发现在社交网络情境下用户的倦怠、

疲惫、烦躁等极端情绪会导致负面态度和行为
[27]；X. Cao 和 J. Sun 发现情绪枯竭正向影响社

交媒体用户中辍意愿 [36]；W. Gao 等发现社交网

络枯竭显著正向影响用户中辍意愿 [37]。在手机

网络游戏背景下这种现象同样可能存在，对手

游的负面情绪可能导致用户对手游投入度的降

低或彻底停玩手游。

H5：高水平的情绪枯竭显著影响手游用户

中辍意愿。

信息过载

社交过载

游戏品质

转换成本

情绪枯竭

刺激 机体 反应

中辍
意愿

H1

H5
H2

H3

H4

图 2  研究假设表示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为保证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笔者所采用的

量表均来源于既有研究，并根据手机网络游戏

用户研究情境对量表进行修改完善。信息过载

的测度项来源于 P. Karr-Wisniewski 等 [38]，社交

过载和中辍意愿量表来源于 C. Maier[27]，游戏

品质的测度项来源于 A. Parasuraman 等 [39]、P. 
Karr-Wisniewski 等 [38] 和张迪 [30]，转换成本的测

度项来源于 R. A. Ping [40]，情绪枯竭的测度项来

源于成吉 [41] 和 R. Ayyagari 等 [42]。测度项采用

Likert 7 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4”
表示中立，“7”表示完全同意。

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向 1 位图书情报领

域专家征求了意见，对问卷部分格式、内容、

题项顺序进行了修改。而后邀请了 18 位手游玩

家进行小样本预调研，对量表信效度进行初步

测试，并再次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最终

形成了正式量表。

3.2  数据搜集

笔者主要选取年轻群体作为研究样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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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群体通常乐于接受新事物，更能广泛、深入

地接触和体验各类型的手机网络游戏；同时极

光大数据《2019 年手机游戏行业研究报告》[2]

显示，在各大热门手游用户中，年轻群体均占

据较大比例：25 岁或以下用户在《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贪吃蛇大作战》3 款手游中分

别占 74.1%、65.0%、52.3%。因此，选取的样

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利用社交软件发布电子

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回收问卷 280 份，剔除了

全部或几乎全部选择相同答案的问卷后，得到

有效问卷 251 份，有效率为 89.6%。从性别来

看，男性占比 47.4%，女性 52.6%，差别较小，

与男性游戏玩家更普遍的传统认识不同；从年

龄来看，年轻群体为样本主体，19-24 岁的占

92.8%；从学历来看，本科占 84.9%，硕士及

以上占 8.4%，样本学历层次较高；从职业状态

来看，93.2% 为学生，与年龄分布相符；从每

月可支配收入来看，2 000 元以内的占 54.6%，    
2 001-3 000 元的占 31.1%，与样本大多为学生

有关，具体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人口统计学特征

项目 分类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 119 47.4%

女 132 52.6%

年龄 18岁及以下 11 4.4%

19-24岁 233 92.8%

25-30岁 7 2.8%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1 4.4%

大专 6 2.4%

本科 213 84.9%

硕士及以上 21 8.4%

每月可支配收入 2 000元及以下 137 54.6%

2 001-3 000元 78 31.1%

3 001-5 000元 19 7.6%

5 000元以上 17 6.7%

4  数据分析

4.1  信效度分析

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信度分析的

标准，当 α 值大于 0.7 时量表信度较高 [43]，一

般大于 0.6 时也可接受。效度分析的主要指标包

括因子载荷、CR（构念信度）和 AVE（平均方

差提取值）[44]。其中因子载荷与 CR 值大于 0.7
时普遍认为量表效度较高，而AVE的阈值为 0.5。
根据上述范围，由表 2 可看出此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当各变量 AVE 的平方根大于该

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时，可认为总体变

量区分效度较好 [45]。由表 2 可看出量表总体区

分效度较好。

4.2  模型检验

运用 SmartPLS 软件进行路径分析后得出的

路径系数见表 3。由表 3 可以看出，信息过载

显著正向影响情绪枯竭 (β=0.176, p<0.001)；社

交过载对情绪枯竭无显著影响；游戏品质显著

正向影响情绪枯竭 (β=0.267, p<0.001)；转换成

本显著正向影响情绪枯竭 (β=0.243, p<0.001)；
情绪枯竭显著正向影响中辍意愿 (β=0.476, 
p<0.001)。即假设 H1、H3、H4、H5 均成立，

假设 H2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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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度效度分析

变量 测度项 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s	α IO SO GQ SC EE DI

信息过载
（IO）

IO1 0.824 0.875 0.640 0.810 0.800

IO2 0.809

IO3 0.626

IO4 0.798

社交过载
（SO）

SO1 0.687 0.812 0.592 0.693 0.426 0.770

SO2 0.704

SO3 0.418

游戏品质
（GQ）

GQ1 0.664 0.840 0.515 0.774 0.242 0.228 0.718

GQ2 0.652

GQ3 0.817

GQ4 0.543

GQ5 0.780

转换成本
（SC）

TC1 0.773 0.851 0.741 0.660 0.146 0.236 0.247 0.861

TC2 0.775

情绪枯竭
（EE）

EE1 0.709 0.933 0.822 0.891 0.222 0.068 0.341 0.305 0.907

EE2 0.688

EE3 0.691

中辍意愿
（DI）

DI1 0.758 0.831 0.623 0.685 0.229 0.053 0.138 0.111 0.476 0.789

DI2 0.648

DI3 0.718

表 3  路径系数表

路径 路径系数 T值

信息过载→情绪枯竭 0.176 2.582***

社交过载→情绪枯竭 -0.125 1.540

游戏品质→情绪枯竭 0.267 4.770***

转换成本→情绪枯竭 0.243 3.652***

情绪枯竭→中辍意愿 0.476 8.300***

注：*** 表示极其显著

结合 SmartPLS 软件分析结果绘制的模型路

径图见图 2。情绪枯竭和中辍意愿的方差解释比

例分别是 19.6% 和 22.7%，模型具有一定的解

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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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过载

社交过载

游戏品质

转换成本

情绪枯竭
R2=0.196

中辍意愿

R2=0.227

0.176***

n.s

0.267***

0.243***

0.476***

注：图中 *** 表示极其显著，n.s 表示不显著

图 3  SmartPLS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基于 S-O-R（刺激 - 机体 - 反应）模型框架，

笔者构建了手机网络游戏中辍意愿影响因素模

型，探究了信息过载、社交过载、游戏品质、

转换成本和情绪衰竭对手机网络游戏用户中辍

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的主要结论：

（1）信息过载显著正向影响手游用户的情

绪衰竭。这一结果与甘春梅 [26] 在社交媒体相关

领域的研究相近。这首先说明了信息过载不仅

仅存在于网站、社交网络平台等背景下，在手

机游戏中也同样存在，并能被明确感知到且对

手游用户的心理情绪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手

游背景下，信息过载不仅表现为文字、图片、

音乐信息过载，还表现在游戏内容与操作过度

之中。部分手游运营方为了占据玩家的使用时

间，将日常内容与操作设计得繁复而冗长，导

致手游玩家感受到了信息过载，使玩家进一步

产生腻烦、疲惫等情绪。因此手游公司应该合

理把握游戏内的信息量，减少信息过载的发生。

（2）社交过载对情绪衰竭无显著影响。已

有研究证明，社交过载存在于社交网络平台、应

用中，且对用户情绪和使用行为有负面效果 [26]。

但在此次研究中并未出现这种现象。这可能是

因为手游的娱乐性高，社交性与社交压力较低，

人们不会对手游中的社交关系有过高的要求，

也不会因为好友的虚拟成就有过多的压力。即

使有部分好友的社交请求、需求不能满足，个

体也不会对此感到过高的负面情绪。

（3）低水平游戏品质对情绪衰竭有显著正

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张迪 [30] 的研究结果相近。

本文的游戏品质变量包括了游戏设计和服务质

量两个维度。小样本预调研中已有多位手游玩

家提到过游戏设计或服务质量的问题导致其产

生了中辍意愿或行为。游戏设计是游戏品质的

灵魂，是决定游戏品质的基础；服务质量是用

户留存的要求，是游戏品质的保障。当玩家由

于一些原因决定玩一款手游，但后续发现手游

存在游戏设计和服务质量的问题，例如规则设

计不公平、内购产品收费过高等，则玩家情绪

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手游公司必须充

分了解玩家对游戏设计和服务质量的需求，提

高的游戏品质，例如加强平衡性测试，给予玩

家更公平的游戏体验或小心控制内购产品价格，

以免造成玩家负面反应。

（4）转换成本对情绪衰竭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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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与 R. A. Ping[40] 在零售业领域的研究结

论相似，即转换成本与用户满意度存在显著相

关性。转换成本的提高正向影响手游用户的情

绪衰竭，可能是由于过高的成本投入使手游玩

家反思自己的时间、金钱投入是否值得，从而

导致负面心理情绪的产生；或者是在出现其他

负面反馈时，加重了用户的负面情绪。因此手

游公司不能为了留住玩家而盲目提高玩家的转

换成本。

（5）情绪衰竭对中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一结果与X. Cao和 J. Sun[36]的研究结果相似。

当手游玩家感到腻烦、无聊时，更倾向于产生

手游中辍意愿。因此手游公司必须注意对信息

过载、游戏品质、转换成本等因素的控制，以

减少用户情绪衰竭的出现。

5.2  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看，笔者将信息过载、社交过载

和中辍意愿引入到手机网络游戏用户研究背景

中，一定程度上延伸发展了其研究领域。在研

究中验证了信息过载在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行为

中的影响作用，发现了信息过载在手游用户中

辍意愿影响模型中的显著影响效应，即其对机

体情绪衰竭的显著正向影响；虽然社交过载在

模型中无显著影响作用，但也对此作出了较为

合理的解释；同时在调研中验证了中辍意愿和

行为同样存在于手游背景中，并且笔者从用户

负面态度的角度出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

研究大多聚焦于手游用户正面行为（如用户粘

性、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缺口。

从实践上看，本文结论为手机网络游戏厂

商在游戏推出后的运营和用户保持策略方面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首先，即使在手游设计

愈加精致化、内容数量与形式愈加多样化的行

业趋势中，也必须考虑用户的信息处理能力极

限，保证信息的精而简，不能只依靠信息的丰

富繁杂来试图占据用户的时间；同时要保证手

游内购设计的科学合理，盲目提高价格、硬性 /
软性强迫玩家内购来提高玩家转换成本并不会

提高用户粘性，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此外，

游戏推出后的设计更新与服务质量水平需要得

到保证，以免用户产生心理落差，可以通过不

定期的用户调研以确保其设计与服务能够贴近

玩家真实需求，制定策略时必须考虑手游的可

持续发展。 
5.3  研究不足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被调查者

群体较为集中于年轻的学生群体，未能全面反

映手游玩家的整体行为。其次，其他可能对中

辍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并未考虑，如玩家个人

性格因素、心流体验等。最后，本文面向的是

所有类型的手机网络游戏，但手游类型众多，

不同类型的手机网络游戏背景下玩家中辍意愿

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都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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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dis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mobile	online	games,	expands	the	research	field	of	discontinuance	theory,	and	
provides some advice for the maintenance in mobile game user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SOR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bile online game discontinuance 
intention. 251 valid data were collected by online questionnaire and analyzed with SPSS and SmartPLS, and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model were conducted. [Result/conclusion] Information overload, game quality 
and switching cos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while social overload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discontinuanc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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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新时期图情档领域学术会议主题及分布特
征分析
           ——以“图情会”公众号报道为例

杨思洛  刘华玮  董嘉慧  肖敖夏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00

此领域的前沿成果、揭示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有重要作用。无论是学者、学生亦或是广大的

从业人员，学术会议都提供了一个可分享研究

成果的平台，为研究者深入研究启发灵感和拓

宽思路。而对与图情档领域紧密联系的研究机

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也能通过会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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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图情档领域召开的会议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图书情报学科学术会议主题及

分布特征，揭示图情档领域学术会议发展现状。[ 方法 /过程 ] 通过收集 “ 图情会 ” 公众号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发布的会议信息，统计会议基本信息、传播情况等，利用定量研究方法，

分析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主办单位等方面；探讨国内外会议的关注度区别；对会议背景和主题等进行

文本挖掘，揭示新时期图情档学术会议的分布特征及现状。[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图情档领域学术

会议线下召开时间主要集中在周末，线上召开时间不固定。召开地点主要集中在图情档学科资源比较丰

富的中心城市，如武汉、北京、上海等。国外会议关注度高于国内会议。会议主题聚焦于创新、智慧、

融合、开放等方面，会议内容日益丰富。

关键词：图情档  学术会议  分布特征  图情会

分类号：G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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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杨思洛 , 刘华玮 , 董嘉慧 , 等 . 新时期图情档领域学术会议主题及分布特征分析 : 以 “ 图情会 ”

公众号报道为例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21, 6(1): 66-75[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241/.

1  引言

学术交流是科学的基础 [1]，学术会议则是

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在当前信息技术

不断发展的新时代，学术会议的举办更加便捷

和频繁。图书情报档案（以下简称“图情档”）

领域历来重视学术交流和学术会议，这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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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便捷地了解和对接图情档领域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工作。

随着学术会议举办的日益增多，与会议相

关的研究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当前此方面的

研究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会议内容

的述评。如惠澜等就“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

和图书馆学发展研究”高端论坛进行述评，探

讨图情领域前沿动态与图书馆未来的发展 [2]。

又如对图情档学科发展论坛的内容研究：“守

正拓新”[3]、“挑战与策略”[4]、“融合与智慧”[5]

等。二是对会议中某一学科领域的热点研究分

析。如李新来等依托 2019 年 ASIS&T 年会收录

的会议论文分析信息科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6]；

杨思洛等从 ISSI 会议中探讨信息计量学的新发

展：开发、融合、拓展 [7]。可以看出，对会议

所报道的论文主题内容进行计量分析或是述评

研究成为主流，较少有从会议主题出发，揭示

会议的分布特征和发展现状。本研究是对图情

档领域的会议信息进行分析，探索此领域学术

会议在新时期体现出的分布特征和发展规律，

主要包含学术会议的传播情况，国内外及不同

学术平台会议的关注度差异以及会议主题体现

出新时期图情档发展的变化和趋势。

2  数据来源与基本统计

“图情会”公众号创建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以优化科研创新环境，推进图情事业繁

荣，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宗旨，针对当前我

国图书情报领域学术会议资源分散、信息封

闭、交流面窄的现状，提供全面、及时、有

效、精准的会议信息，实现会议资源全面共

享，拓宽学术交流渠道，推进学科快速发展。

作为专门报道图情档会议的公众号，成立一

年多以来，集中展示国内外图书情报档案领

域各类会议征文、通知、报道等，提供专业

领域学者、师生、工作人员交流平台，以天

为周期发布新的会议消息，逐渐成为图书情

报领域重要的公众号之一。因此，本文以“图

情会”发布的学术会议为例，探讨新时期图

情档学术会议分布特征及发展现状。

本文数据来源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图情档会议信息，2020 年由

于疫情影响，图情档学术会议呈现出新的特点。

因此选取这个时间段的数据，不仅具有代表性，

还可以对比不同时期会议的变化。经过无效会

议信息的剔除、会议数据的预处理，最后得到

219 条相关数据。其中 2019 年 11 月召开会议数

量最多，达到 41 场。其次是 2020 年 7 月，有

31场。排在第三位的是 2019年 10月，达到 30场。

线上会议共有 67 场，占比达到 30%。国际会议

共有 31 场，占比 14%。

3  会议基本信息分析

3.1  会议时间     
对会议举办时间按照线上、线下不同举

办形式分别进行分析。以 2019 年 8 月 3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学术会议召开日期为样本，以

一天为最小粒度，统计一年内会议召开日期，

如图 1、图 2 所示：

图１  线下会议召开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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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线上会议召开时间分布

从图 1、图 2 中可以看出，对于线下会议来

说，举办时间明显偏向于周末，周六日召开会

议频次占比多达 54%。从线下会议的举办时间

可以看出，在工作日专家学者忙于学术研究和

教学工作，未有较多的时间精力参与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线下会议，在周末空余时间可花费较

多时间参与。与线下会议相反，线上会议召开

时间未显示出偏向于周末，反而在周一、周二

召开的会议占比较多。因此，相对于线下会议

来说，线上会议在时间上未有明显的要求，参

与自由度更高，参会者不需要提前到达指定场

地，只要有网络和设备，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交流。这也体现出线上交流便利性的优势。

3.2  会议地点

对219个学术会议召开地点进行整理统计，

得到图 3。其中，国内会议召开地点仅显示举办

次数超过 3 次的城市。可以看出，除亚洲地区外，

国际图情档学术会议召开地点遍布各个地区，

其中较为集中的为欧洲地区，形成了较为明显

的集聚点。而国内图情档学术会议召开地点明

显聚集在三个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武汉、

上海。其中召开会议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多达

25 场次，其次是武汉，有 15 场次。上海则排在

第三位，达 11 场次。其他城市，比如南京、广

州也举办多场会议。除此之外，可以发现国内

图情档学术会议在疫情的影响下，仍多次成功

举办，这也凸显了在封闭的疫情环境下，学术

研究从未停止，线上学术会议作为学术交流的

重要途径之一，发挥了其重要性。从整体来看，

图情档学术会议已经逐步形成以北京、武汉和

上海三个城市为核心的图情圈。

图 3  国内国际会议召开地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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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会议支持媒体

将有媒体支持的会议进行分析统计，得到

支持会议超过一次的媒体见图 4。从图 4 可知，

《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

论坛》《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设》等图情

档领域的核心期刊都积极为学术会议提供支持。

其中，期刊参与会议支持最多的是《图书情报

工作》，作为本领域的权威期刊，在已有会议

中作为支持媒体多达 7 次，《图书情报知识》

《图书馆论坛》《农业图书情报》也有较多参与。

研究发现，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媒体参与越来

越普遍，逐渐成为会议举办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而期刊参与是其中一项重要途径。线上会议的

增多，使得传统依赖投稿的期刊也转变发展方

式，兼顾线上和线下，适应大数据和智能化社

会的发展 [8]。在 2019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

年学者论坛中，图情档 39 青年学者沙龙与武汉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期刊中心联合举办了期刊交

流冷餐会。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陈传夫教授、

方卿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及此次青年学者论坛邀

请的 22 家学术期刊编辑部主编、副主编和编辑

出席交流冷餐会 [3]。期刊参与学术会议不仅能

争取到会议优质资源，还能实现会议与会者、

会议主办方与期刊三方共赢。

图 4  会议支持媒体统计

3.4  会议主办单位

对会议主办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主办

场次排名前 10 的单位，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

可以发现，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其各个分会举办

会议最多，高达 23 次。其次为武汉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举办了 16 次。纵观这 10 所举办单位，

多数为高校，其中，主办学术会议最多的学校

是武汉大学。高等院校作为科学研究主要阵地，

在图情档领域，显示出了高校和学术会议的紧

密联系，也从侧面反映出学术会议的举办可以

揭示此领域的最前沿的科研进展。不仅如此，

会议主办单位也与会议召开地点形成三个中心

相吻合。召开地点主要集中在图情档类学科资

表 1  会议主办单位统计（前 10 位）

主办单位 频率

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其分会 23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6

图书情报知识编辑部 15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7

国家图书馆 7

中国人民大学 6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5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5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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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比较丰富的城市，如武汉、北京等。笔者分

析主要原因是随着图情档领域不断发展壮大，

会议中参与高校也逐渐增多，三个中心城市中

图情档领域资源丰富，并且都有图情档排名靠

前的高校参与。

4  会议内容主题分析

对会议主题以及征文主题进行整理汇总，

使用 tagxedo 软件，分别绘制如下词云图见图 5
和图 6。会议主题是领域发展的宏观把握，主要

体现领域的趋势，而征文主题则是具体学科研

究前沿的微观体现。会议主题词云图中显示，

当前会议主要围绕创新、智慧、融合、开放等

展开，紧密贴合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会

议的征文主题作为细分领域发展的具体呈现，

信息、服务、数据、创新等关键词，显示出了

细而全的特征。

图 5  会议主题词云

图 6  征文主题词云

对词云图进行分析后，得出当前图情档学

术会议主要围绕以下 4 个方面展开：

4.1  创新
创新是科研永恒的主题，在新时期新技

术背景下，创新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会议作

为信息交流的平台，是连接学者的媒介，是学

术思想碰撞的平台，是创新成果孕育的摇篮。

特色创新是驱动创建图情档学科体系与提升学

科研究能力的重要特征 [9]。在全新的智能化时

代，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学研的深度融

合，实现智能社会建设中的信息系统发展与创

新是重要的一步。在 201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青年学者沙龙中，与会者提出要传承核心知

识，创新理论体系。与会青年学者认为，需要

继承传统知识体系中有利于二级学科融合的知

识点，坚持二级学科的独特知识体系，在解决

特定文化和信息机构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优势的

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二级学科的理论建设道路，

以融合和集成的战略思路增加学科理论自信，

建立学科自省长效机制，实现特色发展 [10]。

ALIRG2019 则是在会议内容上体现了创新的思

想，结合亚洲图书馆和情报学发展及教育的现

状与特征，使用合作、交叉学科的思想，将图

书馆学与情报学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其发展与

创新。当前，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创新实践已经

走在了前面，但是理论发展相对滞后 , 理论对实

践的支撑不够 [2]。马费成等提出我国图情档学

科要面向新问题，创新方法论，构建我国图书

情报学科的方法体系。只有这样，在新技术环

境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才能更好地使用新方

法、新理论，解决新问题 [11]。

4.2  智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科学研究逐渐从“智能”转

向“智慧”。智慧服务是继文献服务、信息服务、

知识服务后又一新的发展阶段，并将成为情报

服务的主流理念与方式 [12]。对图书馆领域而言，

“智慧”一词应用到了“智慧图书馆”的建设。

图书馆的“智慧”不能仅限于技术应用的智慧，

还应该有更宽广的内涵和实践意义。智慧图书

馆不仅是当前学界和业界追求的一种具体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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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形态，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本质上看，智

慧图书馆更是一种图书馆需要长期坚守的发展

理念 [13]。2019 年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重

点围绕“智慧时代的情报学创新发展：知识融合”

这一主题，搭建开放自由、兼收并蓄的学术交

流平台，旨在更有效地整合相关研究，开拓情

报学的研究领域，使之更好的适应智慧时代的

变化。2019 中国未来智慧图书馆发展论坛以“跨

界融合智慧——新一代智慧图书馆”为主题，

力图为全国高校及中小学图书馆搭建一个学术、

业务、技术交流的平台，从校园图书馆、公共

图书馆等不同角度，探讨未来智慧图书馆发展

的理论和实践前沿问题，进一步促进我国智慧

图书馆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当前技术背景下，

智慧图书馆创新了传统图书馆的发展模式，是

当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外学者 P. F. Yeh
也通过大量案例说明了在未来情报服务中人工

智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指出了情报的智慧服

务是未来情报服务发展的方向 [14]。

4.3  融合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在科学交流

中的广泛应用 , 不同学科间的纵横交叉与相互渗

透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学科之间关系

的动态发展往往通过知识流动的形式来维系，

正是这些动态变化的知识流动促进了学科发展，

加强了学科联系，同时也传导着学科变化 [15]。

在 201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与研

究生教育论坛中，各位与会专家主要围绕学科

发展方向、一级学科融合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

剖析与总结：马费成强调，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学科应与时俱进，要不断接收新理念，不断

跨界融合；冯惠玲在讲话中指出，泛在数字信

息环境下，学科正趋于数字化、社会化和知识

化转型，青年教师应该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培

养交叉能力，不断融合创新，用新技术、新思

想、新理念引导学科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李广建等提出，当前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发

展趋势为走向知识融合。已有的知识融合研究

成果，对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创

新发展 , 起到了促进和支撑作用；情报学作为一

门研究知识的学科，有必要充分利用自身已有

的积淀和优势，深入研究、总结、发现知识融

合在情报活动中的机制机理以及方法和技术 [16]。 
4.4   开放

学术知识的传播方式从书信等的非正式形

式逐渐发展为目前利用开放获取进行知识生产

和传播的新模式，旨在创建一个更为开放的科

学传播与共享体系，读者可以免费获取文献并

进行自由传播 [17]。跻身科学研究开放、透明的

大时代，作为与信息资源、开放获取、知识服

务密切相关的图书馆有必要尽早立足于自身发

展需要，重新思考和设计开放科学环境下的信

息资源建设模式与发展战略，提高核心业务能

力 [18]。2019 竞争情报上海论坛（SCIF） 暨国际

科学技术信息理事会（ICSTI）年会以“开放科

学与开放创新”为主题，集结情报、信息、科

技和企业界人士共同分享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

的最新发展态势，探讨在开放理念下竞争情报

的服务模式、演化路径及发展愿景，研究竞争

情报如何在人类共同受益的科学技术领域推动

开放科学，助力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的开

放式创新。开放科学已成趋势，图情档应积极

参与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建设，调整资源建设模

式，引领开放科学发展。开放环境彻底改变社

会知识的供给与消费生态，使图书馆的传统优

势与功能受到严峻挑战。作为向社会公众免费

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图书馆应在新型环境中

创新发展路径，获得社会赋能，规避发展风险，

以更高水平的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保持

在开放社会中的文化与信息主流地位 [19]。

5  会议关注度分析

会议关注度显示出不同学术会议的受关注

程度，由于本研究依托“图情会”公众号平台，

公众号平台的粉丝数量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使得

会议的阅读量有所差异，因此，对会议关注度

进行分析不能仅仅考虑阅读量。由于阅读量与

关注数量相关，本研究采取的方法为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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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标：会议阅读量与当时粉丝数的比值，

将此比值记为 a，比值越高，关注度也就越高。

以下从国内外会议关注度和线上线下会议关注

度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5.1  国内外会议关注度

将 a 值按照大小排序，得到表 2（仅选取排

名前 10 的学术会议），对表 2 中的会议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见图 7。

表 2  关注度排名前 10 的会议

会议名称 关注度（a值）

ASIS&T 82nd Annual Meeting
ACM/IEEE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JCDL 2020）

CIKM 2019
国际信息系统中国分会第八届学术年会（CNAIS 2019）

2019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

1.73
0.65
0.61
0.48
0.45

2019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天府国际论坛

2019年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0.43

0.40

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 0.35

第二十五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 0.34

第六届中国科学数据大会 0.34

图 7  国内外会议关注度

其中，蓝色代表国际会议，红色代表国内

会议。由于排在首位的 ASIS&T 的 a 值远高于

其他会议，因此，为显示会议整体情况，图 7
将 ASIS&T 进行人工剔除显示。从图 7 中可清

晰看出，国际会议的 a 值总体上要大于国内会

议的 a 值。除 ASIS&T 之外，排在前几位的分

别是 JCDL、CIKM 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会

议。计算出国际会议与国内会议的 a 值的平均

值，分别为 0.245、0.086，相差较大。整体来

看，国际会议关注度高于国内会议。其原因可

能是，报道国际会议的公众号较少，且没有统

一的资源发布平台，各个国际会议的来源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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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而“图情会”会定期关注国际会议，是

一个汇集国际会议信息的平台，节省了在各大

官网查找并关注国际会议信息的时间。国内会

议除可以从官网获取之外，还可从其他渠道如

杂志公众号等获取，而不局限于“图情会”，

所以产生了分流。需要注意的是，高关注度的

国际学术会议也体现了学者对国际会议的重视。

纵观图情档学术会议，一些专业、影响力大的

会议也都是国际会议，比如 JCDL、ASIS&T、
iConference 等。

5.2  线上线下会议关注度

2019 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学

术会议交流的步伐，许多图情档学术会议只能

延期或者取消。后来，大多学术会议都改为线

上会议。形式的差别造成了会议关注度的差异，

会议带来的影响力也较之前线下会议有了较大

区别。在 219 场会议中，线上会议举办 67 场，

占比高达 30%。由于线上会议统计结果多为国

内会议，因此，对线上会议关注度进行对比分

析时仅对线上会议与线下国内会议进行分析。

如图 8 所示，橘色代表线下会议，蓝色代

表线上会议。很明显可以看出，线下会议有很

多极高值，也有一些极小值。而线上会议则分

布比较平均。所以从图上很难看出线上会议与

线下会议的关注度差异。因此，对线上会议及

线下会议 a值平均值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分别为：

0.07、0.09。目前来看，线上会议关注度依然低

于线下会议，但是差距较小，线上会议依然有

上升的空间。线上会议在我国学术界虽然处于

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基本可以与线下会议达到

相对平衡，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线上会

议有可能会成为主流。

图 8  线上线下会议关注度

对线上会议使用平台进行分析的结果见图

9。从图9中可以看出，线上会议依托的平台较多，

如腾讯会议、学术志、知网在线、Zoom 等，其中，

腾讯会议在众多平台中使用频次最高。这可归

因于其强大的功能，如线上多人会议、同步直

播等，更加方便快捷。其次像学术志、知网在

线、直播平台使用频次次之。不同的学术会议

会根据自身需要挑选合适的平台。不难发现，

在线上会议召开的平台中，社交媒体平台也参

与其中，像哔哩哔哩、抖音等都协助了线上会

议的转播，无形中扩大了学术会议的传播渠道，

增加了学术会议的影响力。对于参会人员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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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的参会不再局限于某个地点，参与渠

道也更加多样，会议的整体关注度有所提高。

图 9  线上会议使用平台

6  结语

通过对 2019 年 8 月 3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会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时期图

情档学术会议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国际会议关注度高于国内会议关注度。

本研究通过对会议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

线上会议拓宽了会议举办的渠道，参与会议更

加便捷，会议关注度更高，但国际会议的关注

度整体高于国内会议。短期内国内会议关注度

想要超越国际会议依然十分艰难。 
（2）会议召开逐渐形成以武汉、北京、上

海三个城市为中心的图情学术圈。从会议召开

的单位和地点来看，以中部的武汉为中心点，

向北辐射北京、向东辐射上海。图情档会议正

形成以武汉、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学术圈子。

从其他城市来看，广州、南京也不容小觑，在

未来可能出现“五足鼎立”的局面。总而言之，

图情档学术会议召开地点主要集中在图情档领

域学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而且大多都有高

校参与。

（3）学术会议逐步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由于疫情影响，很多学术会议都选择的

线上召开的方式，线上会议关注度与线下会议

关注度差别较小。虽然线上会议会受到网络的

影响，专家的交流也只能通过线上提问的形式，

无法面对面地交流，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

的线上会议也可实现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交流。

线上会议便捷性的优势是线下会议无法比拟的。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会议交流方式的

变革，带来了尝试新的交流方式的机会，在现

有技术条件下，线上会议仍存在一些问题，但

在未来，线上会议成为一种与线下会议平行的

常态化会议方式大有可能。

（4）会议主题主要围绕创新、智慧、融合、

开放展开。研究发现，会议的主题紧随着图情

档学科的发展而变化，在过去的一年中，会议

主题整体呈现出创新、智慧、融合和开放的特点。

创新主要是领域在新时期的变化，也体现了征

文内容新、征文形式新、会议主题新；智慧主

要体现在智慧服务以及智慧图书馆；融合主要

体现在学科交叉融合以及跨界融合；开放主要

体现在在开放理念下，利用人工智能新技术、

大数据方法切实推进图情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满足社会提出的新需求。

本研究的不足为：首先在对召开时间进行

分析时，可以增加对召开月份的具体分析，但

是由于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的学术会议可

能会推迟，会造成数据误差，所以没有进行研

究，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多找几年的数据进行对

比；其次，在对关注度进行分析时还可以再深

入一点，比如，可以找到会议信息的转发次数、

分享到朋友圈次数等进行详细会议关注度分析。

此外，由于图情会公众号报道信息不够全面，

也会存在一些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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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formation Science——Take the Public Account “Meetings of LI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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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ference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is research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LIS. 
[Method/process]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erence by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e “meetings of LIS” from August 31, 2019 to August 31, 2020,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onference. Us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meeting time, location, organizer, etc.; 
explored the difference in atten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and different platform meetings; conducted 
text mining on the theme and background of the meeting to reveal features of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the 
new era.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offline	academic	conferences	for	LIS	are	mainly	held	on	
weekends,	and	there	is	no	fixed	time	for	online	conferences.	The	venu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universities	
or cities with rich resources in the subject of LIS, such as Wuhan, Beijing and Shanghai.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on foreign conferences than domestic conferences.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around the innovation, 
wisdom, integration and openness, and the content of meeting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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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2021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学术研讨会通知

由《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及《知识管理论坛》编辑部与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联合主办、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支持的“2021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学术研讨会”将于 2021 年 5 月 7-9 日在美丽的

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市召开。会议将邀请国内外从事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相关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学

者等人员，分享知识管理与服务的实践进展与学术成果。欢迎相关领域研究、实践和管理人员踊跃

报名参会。

1. 会议主题

新技术环境下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

2. 会议征文 
通过《知识管理论坛》期刊官方网站（http://www.kmf.ac.cn/）提交，投稿时请注明“知识管理

学术会议：姓名”。投稿截止日期：2021 年 4 月 10 日。

会议论文录用结果通知日期：2021 年 4 月 15 日。

3. 会议缴费与报名 
普通代表：800 元，全日制学生（包括研究生）代表：600 元。请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完成缴费（需

公对公转账，开会期间领取发票），对公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行  号：105100005027
账  号：11001007300059261059
收款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会议现场报名缴费标准（现金形式，会后快递发票）：普通代表：1000 元；全日制学生代表 800 元。

上述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等，往返交通及住宿自理。

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请参会人员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

 
4. 其他

会议报名咨询：谢梦竹，张国瑞

电话：010-82623933   E-mail：tsqbgz@vip.163.com
请加入会议 QQ 群：596172840
会议征文咨询：刘远颖（010-82623933，13126868836），E-mail: kmf@mail.las.ac.cn
                            叶光辉（13545099271）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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