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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基于知识管理的广义营商环境建设与保障
葛新权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92

1  营商环境创新的意义

1.1  营商环境的作用

营商环境一般是指诸如企业等市场主体在

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

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

素和条件的总和 [1]。无疑，良好的营商环境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基于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把

“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

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

等作为评价幸福标准的九大领域，以及各大领

域若干分级分项与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

满意度、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等考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有利于提高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全球幸福指数”[2]。

对于我国来说，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下，传统的营商环境不能满足企业，

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 方法 / 过程 ] 应用知识管理理论，把营商环

境作为创新的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体系考量，从知识创新和知识服务以及知识管理视角，分析社会经济

系统集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的知识管理特征，构建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

的广义营商环境，将为企业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以及绿色、高质

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系统的营商知识服务。[ 结果 / 结论 ] 广义营商环境既具有知识

管理上的创新，又将能够解决营商环境所面临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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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新发展格局下，基于全球疫情与全球百年

未有大变局下的实体经济关系、民生福祉与国

家稳定安全，营商环境对于实体经济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十分重要的。然

而，目前国内外研究与实践中尚无创新的营商

环境出现，现实的营商环境由于缺乏全局、系统、

科学以及颠覆性创新考虑，表现为“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已经

不能满足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中小微

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绿色、高质量与数字经济

发展的需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发展的瓶颈。

1.2  对营商环境创新的新认识

针对营商环境面临的瓶颈问题，我们需要

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与态度，从社会经济与自

然生态以及颠覆性创新大格局出发，基于创新

驱动，从知识管理、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的视

角重新认识、构建与实施新的营商环境。根据

营商环境与知识（产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营商环境通常是以涉及政务环境、市场环境、

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相

关的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发展纲要规划战略、

制度规制政策、实施意见条例与管理办法等文

件表达的 [3]。进而，构建的营商环境本身是理

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继承与发扬等方面上

集众多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营商环

境是通过知识创新，包括学习知识（获得知识

服务）与创新知识（提供知识服务），得到的

一个知识产品，为企业提供知识服务。其中文

件是营商环境的知识载体，而文件中相应具体

的机制、制度、法规、政策等则是营商环境的

知识（内容）。严格地讲，构建营商环境是突

显知识创新，并进行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的过

程；实施营商环境是突显知识管理，并进行知

识服务与知识创新的过程。通常的营造营商环

境中“营造”可以理解为“构建中实施、实施

中（完善）构建”式“干中学”。

因此，基于知识创新、知识服务与知识管

理的关系，营造营商环境可以概括表述为一个

集知识创新、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的过程。如

此营商环境为社会经济系统中诸如企业等市场

主体提供系统的知识服务。因其有别于传统的

营商环境，我们把这种新的营商环境称为广义

的营商环境，它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创新的知识

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

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以及绿色、高质

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与系统的知识服

务。可见，知识服务是广义营商环境的核心概念，

包括营商环境创新中对知识服务的需求和提供

知识服务，以及营商环境作为创新的结果是知识

服务（产品），并为企业提供知识服务（体系）。

营造一个良好的广义营商环境是解决企业发展瓶

颈的首要任务，同时需要全社会参与的集知识创

新、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的过程，也是解决企业

发展面临的营商环境瓶颈问题的必然选择。

2  基于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的知识
管理

2.1  人类活动中的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

简言之，在人类活动中，一方面，人生（一生）

三件事，生活、学习与工作。生活贯穿于一生，

并伴随着学习和工作。无疑，理财和养老是生

活中重要的活动内容。同样，学习贯穿于一生，

并伴随着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人生大体还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的学习阶段，主要

是指进入社会参与工作前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系

统学习；中期的工作阶段，主要是指进入社会

参与工作；后期的养老阶段，主要是指退休后

安度晚年。同样，对于学习，有工作阶段中的

在职继续学习，还有退休后的老年学习；对于

工作，有学习阶段后期的兼职工作和社会公益

服务，还有退休后的兼职工作或参与社会公益

服务。

知识已经成为第一要素。学习，以及终身

学习已经成为第一需要。通过“干中学”，学

会学习、工作、生活，以及理财与养老，以提

高自身修养、学习力与知识力，承担追求环境

友好、快乐幸福与美好简约的生活的社会责任

与义务。为此，无论学习，还是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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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理财与养老，都需要相应的知识创新、知

识服务与知识管理，都需要个人的知识管理。

也就是说，人类活动是集知识创新、知识服务

与知识管理的过程，贯穿于我们一生。

进一步，人类的生活、学习与工作活动，

体现为人类相互有机联系、互利合作形成的群

体，并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经济关系和社会

制度而结成的有机总体，即构成社会。简单地

讲，在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学习与工作活动

中的经济活动组成经济系统。经济系统由企业、

产业和宏观经济部门组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同类的企业又构成某一产业，全部产业构成宏

观经济。当然，按地理及隶属关系，经济系统

可划分为企业、区域和宏观经济。可见，微观

的企业是基础，中观的产业或区域是通宏洞微

的加总，宏观是顶层的整体。我们绝大多数人

在经济系统中的企业工作，少部分人在产业和

宏观经济部门工作。其他的人在非经济系统从

事诸如政治、行政、市场、法律、文化，以及

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事业工作。基于人类

具有的生命过程的自然属性和生活、学习与工

作过程的社会属性，我们认为，从事这些事业

工作与经济系统工作，以及学习和生活有直接

或不同程度的间接关系，以及工作主体之间的

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互关系构成了内嵌文化

特征的社会系统。可见，社会系统的要素是个人、

人群和组织，其联系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

文化关系。

如前所述，无论是在社会，还是经济系统、

社会系统中，知识创新、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

都将发挥着日益显著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社

会经济系统中，不仅需要个人知识管理，更需

要社会经济系统中各主体各方位各层面的部门、

机构或单位、企业等组织知识管理，这是知识

管理普适性决定的，也是普适性在社会经济系

统中的印证 [4]。

2.2  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知识创新、知识服务与知

识管理

从宏观上，经济系统还分为实体经济和虚

拟经济 [5]。实体经济由实体经济产业组成，虚

拟经济由虚拟经济产业组成。同样，实体经济

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石，同类的实体经济企业

组成某一实体经济产业，虚拟经济企业同样是

虚拟经济的基石，同类的虚拟经济企业组成某

一虚拟经济产业。

实体经济企业生产并提供产品（服务），

创造出真实的产品（价值），以满足生产与工

作，以及人们生活、学习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尤其是信息、知识与文化的需求。虚拟经济企

业生产提供产品（服务），创造出虚拟的产品

（价值），以满足实体经济企业的生产需要，

以及虚拟经济企业生产和人们工作、生活、学

习，以及理财与养老的需要 [6]。值得强调的是，

虚拟经济企业生产提供的虚拟产品服务并融于

实体经济企业生产提供的真实产品中才有意义，

此时虚拟产品的价值融入真实产品的价值，并

参与真实价值分配。也就是说，只有真实产品

创造真实的社会财富，虚拟产品只构成虚拟的

社会财富。因此，那种脱离或背离实体经济企

业真实价值创造所计算出的虚拟社会财富只是

一个符号，只有服务并融于实体经济企业真实

价值创造，且参与真实社会财富分配所得到的

“虚拟社会财富”才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此

时它是真实社会财富的一份额。

无论从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来说，实

体经济企业，以及虚拟经济企业通过服务实体

经济企业，为生产提供真实的产品（服务），

创造出真实的产品（服务）价值和真实的社会

财富，都需要知识创新、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

当然，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以

及非经济系统中从事诸如政治、行政、市场、

法律、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事业工

作的发展。但归根结底，发展实体经济是本，

但需要虚拟经济创新提供的知识服务支撑，同

时需要政治、行政、法律、文化，以及科学技术、

教育、医疗等部门、机构或单位等组织创新提

供的知识服务支撑。因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

实体经济企业基于自身的研发创新，还需要产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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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域与宏观层面相应的制度机制、规制监管、

政策管理等创新提供的知识服务支撑 [7]。

可见，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无论从事

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工作，还是政治、行政、

法律、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事业工

作都是知识工作者，既需要知识服务，又需要

为创新知识提供知识服务。

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我们直接或间接从事

宏观、中观（区域）和微观经济活动工作。实

质上，基于服务实体经济企业产品创新，虚拟

经济企业、产业或区域和宏观经济部门工作者

则侧重知识创新及提供知识服务，政治、行政、

法律、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部门、

机构或单位中从事间接经济活动的工作者同样

侧重于知识创新及提供知识服务。因此，从知

识创新与知识服务角度来说，我们都是知识工

作者，也都是个人知识管理者，还有政治、行

政、法律、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部门、

机构或单位，以及企业等组织知识管理者。

对于企业来说，外部环境很重要，但其内

部环境同样重要。也就是说，为企业生产提供

产品（服务），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提供良

好的外部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我们把

外部环境提供的知识服务与企业内部环境提供

的知识服务组成的知识服务体系称为广义的营

商环境。

对于生产真实产品、创造真实价值和社会

财富的实体经济企业来说，如此广义的营商环

境是显著重要的。同样对科学技术、教育、医

疗等事业工作部门、机构或单位，需要并可以

构建类似的广义“营商”环境。

以上，从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以及知识

管理视角分析并构建了广义营商环境。鉴于社

会经济系统集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的知识管理

特征，营造广义营商环境也是知识管理的系统

设计与实施过程 [8]。为此，全面实施社会经济

系统的知识管理是基础。为了满足诸如个人、

政府部门、事业机构或单位、企业等组织知识

创新与知识服务的需要，优化包括硬件平台、

软件库、数据库、知识库、案例库、模型、方

法与工具等的知识管理系统，鼓励个人的知识

管理和政府部门、事业机构或单位，以及企业

等组织的知识管理是重中之重。

3  广义的营商环境

如前所述，对于企业来说，广义营商环境

包括外部和内部环境，其共同构成一个由知识

创新形成的知识服务体系，包括外部环境的宏

观、中观（区域和产业）、微观三个层面，以

及企业内部环境（即企业的软环境）[9]。同时，

社会文化环境对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

障作用。

3.1  外部环境

3.1.1  宏观层面

要基于知识型政府和知识服务创新，对诸

如政治、经济、市场、法律、文化、科学技术、

教育、医疗等相关的机制、制度、法规、政策

进行评估，根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结合未来发展环境与目标，了解企

业实际需求。宏观顶层设计一方面需要对政治、

行政、法律、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

相关机制、制度、法规、政策等进行创新提供

知识服务。另一方面需要基于正确处理政府与

市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依法治理，

兼顾公平与效率，严格执行劳动法，以及“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中央整体与地方局

部”密切结合，在财政金融与保险、市场准入

监管与追溯、扩大就业与就业环境、创新与人

才、知识产权保护、精准的税收与政府转移支

付、合理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机制、制度、法

规、政策等进行创新提供知识服务；对重大关

键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的制度、法规、准入规

则与监管，以及财政、税收、保险与金融支持

政策等进行创新提供知识服务；从技术、法律、

经济与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

济，尤其绿色、高质量、数字经济发展，发挥

立法在保护科学家与企业家及企业资产，尤其

数据生产、数据产权、数据安全与数据共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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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面进行创新提供知识服务；在营造倡导科

学精神尊重科学家、珍惜创业者、尊重企业家，

以及社会责任、从业者及其劳动，营造良好的

人才选拔培养与使用成长的社会与文化创新土

壤与环境方面进行创新提供知识服务。

3.1.2  中观层面

基于知识型产业或区域，以及政治、经济、

市场、法律、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

部门与机构，在宏观顶层设计下，针对实际把

宏观层面的机制、制度、法规、政策等具体落

实细化到区域或产业或部门或机构上进行创新

提供知识服务，发挥“通宏洞微”承上启下的

桥梁与纽带作用。一方面，如根据产业或区域

资源禀赋及发展环境优劣势，以及经验与教训，

面对机遇与挑战、支撑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制

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优惠、奖惩与法律责任的绿

色、高质量区域或产业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

展政策，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

害化”“（排放者）污染者付费”原则，依法

合规、依法执法，实施监管与追溯，公平竞争，

彻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拒绝“劣币驱良币”，

让市场“干净”，还绿色、高质量产品的市场

品牌溢价。又如为绿色、高质量、数字经济发

展培养亟需的人才，提供“从 0 到 1 的创新”“卡

脖子”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如发挥智库作用，

为决策者和企业等提供诸如高精尖与关系国家

安全、资源生态环境安全等产业技术及产业发

展趋势分析，以及关系绿色、环保与民生健康

安全的企业宏观质量画像与预警分析等智力支

撑与知识服务 [10]。

3.1.3  微观层面

在宏观与中观层面下，不仅实体企业与虚

拟企业，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机构要依法

依市场规则相互提供产品和知识服务，更重要

的是要营造良好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唇齿”

关系的文化环境。特别地，在宏观、中观指导

与要求下，虚拟企业需要创造新产品，如金融、

保险等知识产品服务于实体企业。同时，需要

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机构或单位进行创新，

为实体企业及虚拟企业提供相应的知识、科技、

人才与健康等知识服务。

总之，基于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

人才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创新中最关键且具

决定性的因素。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下，广义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尤

其实体企业产品（服务）创新都离不开人才 [11]。

因此，在宏中微观层面，以及全社会为各类人

才从人力资本投入相关的机制、制度与政策等

提供良好、健康的人文关怀同样是重中之重。

3.2  内部环境

在良好的宏中微观、社会文化外部环境下，

企业的内部环境也是广义营商环境不可缺少的。

如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企业的技术、工艺与设

施等硬件以及要素投入下，由于企业内部的机

制、制度、管理与文化等软件不同，企业的产

出及其效率与效益，包括创新、质量与水平，

以及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贡献等都是不同的。

这些企业内部的机制、制度、管理与文化等软

件就组成内部环境，由企业通过实施平等管理

及创新提供的知识服务 [12]，成为广义营商环境

知识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如在绿色经济发展中，中央及相关部委、

部分省市已经出台了一些有利于相关绿色、高质

量经济、促进数字化及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以

及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等，为企业赋能，

有利于从事绿色、高质量经济及其数字化的企业

在市场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创造高质量市场

溢价，实现共享信息、精准决策。但鉴于绿色经

济数字化引领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硬件与软件问

题的解决最后都落在实体企业上，企业需分清哪

些问题需要短期解决，哪些问题需要长期解决。

考虑到软件问题比硬件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企业

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化硬件前提下，从态

度、社会责任、创新土壤与创新文化、选人用人，

以及绿色、质量、品牌、数据理念软件等方面营

造其内部环境就成为重中之重。

3.3  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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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主体，以及每个家庭和个人价值观、社会

意识责任和行为决定的，即通过长期共同努力

营造的稳定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友好宜居健

康的生态环境、自律的社会意识义务与责任，

以及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真实可信舆论导向

的文化环境。

严格地讲，社会文化环境与营商环境是相

容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会有什么样

的营商环境，反过来也是如此，即营商环境内嵌，

并彰显社会文化环境。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对营商环境

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社会文化

环境可以看作为营商环境中最基础而普适的知

识服务，十分重要，但同时还需要法律与规则，

还需要倡导与引导，还需要每一个人与组织全

方位从自己做起。如在绿色、高质量、数字经

济发展中，个人行为可能影响很小，但叠加起

来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不利的影响，这种“蝴

蝶效应”现象显著。因此，从社会性和文化性

研究绿色、高质量与数字经济中的行为科学很

有价值。如“利他性”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社会；

反过来，绿色、品牌与数据理念，以及尊重人

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思维、理念、责任与义务、

贡献等的社会观为全社会自觉自愿接受并付诸

行动，进而形成良好的履行“有钱的出钱、有

力的出力”社会责任与义务、回馈社会的生态

与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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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e real economy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micro-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pplie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and considere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an innovative knowledge product and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to analyze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 socio-economic system integrating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service, 
and constructed a gener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ncluding macro-micro levels and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which will provide the condition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real economy 
enterprises,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high-quality and digital economy to provid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ystematic business 
knowledge services. [Result/conclusion] The gener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both innovative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can be used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caused by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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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中阅读服务类课程
特色
吴建华 郭晶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印度拥有较完备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和人才培养体系，其在阅读服务课程建设

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方法 / 过程 ] 首先采用网络文献调查

法对印度从事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院校进行调查，然后运用案例分析法深入剖析开设的阅读服务类课程。

[ 结果 / 结论 ] 发现印度有两所大学系统地开设 3 门阅读服务类课程，这些课程涉及的服务对象覆盖儿

童和成人两个代表性群体。课程内容全面，通过学习，学生将能够在图书馆阅读服务理论与方法方面受

到系统的训练。印度的阅读服务类课程具有针对性强、重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供灵活的在线教育 3

个特点，可以较好地解决印度对阅读服务人才的大量需求。从印度的经验得到 3 点启示：设计涵盖主要

阅读服务馆员和服务对象的课程体系；设计并实施具有实效的模块化实习项目；依托网络开设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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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

担负着开展阅读推广、阅读指导等阅读服务工

作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将推动、引导、

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1]；《普通高校图

书馆规程》要求图书馆积极开展阅读推广等文

化活动 [2]；《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指出，

“组织学生阅读活动，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

阅读习惯”是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 [3]。日益

深入的阅读服务工作需要一定规模的阅读服务

专业人才来支撑，然而，由于我国阅读服务专

业教育严重不足，阅读服务人才的供需矛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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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突出 [4]。为尽快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学者

通过总结西班牙 [5]、美国 [6]、加拿大 [7]、芬兰 [8]

等国的先进经验，为建立我国自己的专业教育

提供参考，但目前尚未发现来自亚洲的经验。

印度与中国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

国家，都面临着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的巨大挑战。

人们通常认为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

口素质不高。然而，印度的软件产业水平却引

人注目，其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发展迅速，

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软件大国 [9]，

这说明印度的高素质人才已颇具规模。一个贫

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若要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

才，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除完备的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体系之外，还要有促进人才成长的社

会制度和保障体系。事实上，印度的图书馆事

业历史悠久，已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网络，在促进社会公平和自我教育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

英国人的帮助下，印度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加尔

各答图书馆于 1836 年正式对外开放 [10]。美国图

书馆学家博登于 1910年应邀来到印度巴洛达邦，

按照美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模式在这里建立公

共图书馆系统 [11]。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因

其著作《图书馆五法则》而蜚声国际图书馆界，

他起草的公共图书馆法案成为印度各邦制定公

共图书馆法的重要基础 [12-13]。印度有 29 个邦和

6 个联邦属地，其中 19 个邦颁布了公共图书馆

法 [14]。印度公共图书馆法十分重视图书馆服务

的延伸，从中心馆到流动图书馆，总分馆体制

下的公共图书馆致力于为普通百姓提供优质的

图书馆服务，在以扫除文盲和增加阅读为目的

的活动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15]。印度共有公共图

书馆 46 746 个，其中乡村图书馆 12 714 个 [16]，

已建立覆盖基层民众的总分馆制公共图书馆服

务网络 [17]。与之相比，截至 2019 年末，我国拥

有区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3 196 个 [18]，尚未形

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网络。

如此庞大的图书馆服务网络需要一定规模

的专业人才支撑，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为人

才的供给提供保障。印度共有 920 所大学 [19]，

其中有 130 所开展图书情报学教育 [20]。图书情

报学专业教育的规模为专业人才的供给提供了

保障，这些专业馆员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开

展参考咨询和阅读推广，为普通居民提供专业

化的图书馆服务 [21]。印度各邦的公共图书馆法

还对馆员的权利和职责做出明确的规定，这种

做法既有利于保障馆员的权益，又有助于确保

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13]。

可以看出，无论是图书馆服务体系，还是

图书情报学教育，印度的规模都超过我国，且

历史悠久，有较好的法律保障。调查并总结印

度图书馆员阅读服务能力培养方面的经验，能

够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参考。通过访问印度大学

的网站，发现其课程信息披露比较充分，因此，

笔者重点考察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阅读服务

类课程开设情况。

2  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阅读服务
类课程

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始于 1911 年，目前

有 128 所高校开设图书情报学士项目，93 所开

设图书情报硕士项目，21 所院系开设 2 年的综

合项目，16 所大学有资格授予哲学硕士学位，

82 所大学有资格授予图书情报博士学位，且早

在 1950 年就培养出第一位博士 [22]。 
印度图书馆学会提供了开展图书情报学教

育的 130 所高校的名单和网站链接（实际上是

126 所，有 4 所学校的名称是重复的）[20]，一一

访问这些学校的网站，浏览从事图书情报学教

育的院系的网页信息，可以发现各专业完整的

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招生要求、教

学语言、必修及选修课程、实习、毕业论文等

方面的规定，绝大部分学校提供了每门课程的

教学大纲。调查显示，上述学校都没有设置阅

读服务专业，但有些课程包含较多阅读服务方

面的内容。其中有两所院校开设了系统的阅读

服务类课程，代表性课程有 3 门，见表 1。这些

课程都是 4 学分 60 学时，被划分为 4 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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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设阅读服务类课程的印度院校

序号 大学名称 院系名称 课程 学分/学时 课程性质

1 萨克尔西女子大学 图书馆学院[23] 学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 4/60 方向必修

2 普纳大学 跨学科研究院[24]
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业 4/60 专业选修

阅读指导服务 4/60 必修

还有一些课程也包含阅读服务方面的内容。

萨克尔西女子大学的图书情报硕士课程“健康图

书馆事业”第 4 单元“健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

势”，涉及替代疗法、信息疗法、阅读疗法方面

的内容 [25]。普纳大学的图书情报硕士课程“图

书情报学基础”第 4 单元“图书馆类型与服务”，

列出了阅读习惯这一子单元，具体包括阅读的定

义、重要性、类型、不同类型图书馆在促进和培

育阅读习惯方面的作用等，还有一些实例 [26]。

下面分别介绍印度的 3 门代表性阅读服务

类课程。

2.1  学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

萨克尔西女子大学位于孟买，其图书馆学

院创建于 1961 年，目前主要从事图书情报学硕

士和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同时提供档案管理、

学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在线证书课程，毕业

生主要供职于孟买及印度其他地区各大图书馆

与信息中心。其二年制图书情报学硕士项目每

年招收 25 位女生，英语是教学语言。实行小班

授课，教学方法包括：课堂讲授、小班讨论、

项目、专题研讨会、实践。要求修完 16 门专业

课程，完成一篇学位论文，以及 120 小时的实

习。必修课程包括：图书情报学基础，分类与

编目，图书馆管理，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参

考咨询服务与信息源，信息与通信技术，信息、

知识与社会，研究与统计学导论，数字图书馆。

其中部分课程分两个阶段在两个学期开设，如

分类与编目、图书馆管理、信息组织与信息检

索、参考咨询服务与信息源，实际上每门课占 8
学分 120 学时 [25]。

“学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是二年制图书

情报硕士的一门方向必修课，另外两门供选择

的方向必修课分别是健康图书馆事业和档案管

理。课程主要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萨克尔西女子大学课程“学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的主要内容 [25]

单元 主题与内容

1
（a）学校与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定义、目标、在个性发展中的作用
（b）学校图书馆的规划与设计：设计与布局；学校及儿童图书馆服务标准（国际图联《儿童图书馆服
务指南》）

2 
馆藏建设：资源类型（图书、声像资料、多媒体资源、电子资源）；儿童网站与数字图书馆；儿童文
学体裁；儿童作家和出版商的作用；青少年文学；选择与采集过程；资源的存储与维护；学校图书馆
的分类、编目及其他技术过程

3 
图书馆与阅读/学习过程：阅读过程；阅读理论；可读性标准；阅读类型；图书馆在阅读/学习中的作
用；讲故事；在图书馆使用计算机；儿童文学评论

4 阅读推广：推广的方法、信息素养、书目指导、展览等；推广项目的规划与组织

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这个两年制图书情

报学硕士项目主要为学校及儿童图书馆、公共

图书馆的儿童服务区域或少儿图书馆、健康信

息中心、档案馆培养人才，通过第 4 学期的一

门方向必修课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以适应

不同就业部门及岗位的特殊需要。

学校及儿童图书馆的一个核心职能就是培

养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这一点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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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这门课程的内容设计上

体现很充分。该课程共 4 个单元：在第 1 单元，

学生将学习学校及儿童图书馆的概念、功能、

布局及服务标准，服务标准的依据就是国际图

联的《儿童图书馆服务指南》；接下来的 3 个

单元分别围绕各类阅读资源、阅读理论、阅读

推广方法与实务展开。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

学生将能够很好地理解学校图书馆的作用、阅

读及学习过程，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够为

学校及儿童图书馆选择合适的馆藏资源，规划、

管理学校及儿童图书馆，规划并实施阅读推广

项目。

2.2  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业

普纳大学有两个学位项目开设“学校及媒

体图书馆事业”这门课程。

普纳大学最新的 2 年制图书情报硕士培养

方案，于 2020-2021 学年开始实施。学生需要

修满 16 门专业课程，然后参加实习，最后撰写

学位论文或实施一个项目。第 3 学期提供了 3
门专业选修课，分别是“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

业”“信息素养”和“文献计量学”，学生选

择其中一门即可。

这门课程还是普纳大学一年制图书情报学

士学位项目的 1 门专业选修课。该学士学位项目

的申请人需要是大学毕业生，与我国的双学位项

目有些相似。这种一年制的学位项目很有特色，

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这里简要介绍其课

程设置情况。该项目持续两个学期，学生每个学

期都要学习 6 门课程，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实

习也在其中，但不要求撰写毕业论文。

在第一学期，学生需要学习 5 门必修课和

1 门专业选修课，都是 4 学分。必修课包括：图

书情报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源、信息系

统与服务，知识组织 - 分类理论，知识组织 - 编
目理论。专业选修课从以下两门中选择1门即可：

学校与媒体图书馆事业、公共图书馆系统。在“公

共图书馆系统”这门专业选修课里，也包含阅

读指导服务方面的内容。

在第二学期，学生需要学习 4 门 4 学分的

必修课、1 门 2 学分的通用选修课，以及 1 门 2
学分的能力与技能提升课。必修课包括：知识

组织 - 分类实践、知识组织 - 编目实践、信息与

通信技术 - 理论、信息与通信技术 - 实践。通用

选修课有 2 门可供选择：图书馆专业人员的软

技能、技术写作，学生选修 1 门即可。“图书

馆专业人员的软技能”包括两个方面的技能：

交流技能、个人技能。交流技能指阅读技能、

倾听技能、演讲技能、写作技能、记笔记的技

巧等。个人技能包括制作各种简历、SWOC 分

析、准备面试及小组讨论、电话沟通技能、小

组讨论技能、时间管理、人际关系、演示技巧等。

“技术写作”这门课主要涉及学术性写作方法、

规范与技巧等内容。“能力与技能提升”这门

课的内容有：管理实践、汇编文献目录、参考

咨询、整理编目记录、学习考察报告、实习报告、

口头报告信息源，以及实习。实习是在一位馆

员的指导下，在图书馆工作 15 个工作日，并完

成一份实习报告。

“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业”这门课程的主

要内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普纳大学课程“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业”的主要内容 [26- 27]

单元 主题与内容

1
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业基础：不同类型的儿童及其需求；阅读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儿童阅读习惯
养成的方法与手段；儿童图书馆的意义、功能与类型；学校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中的儿童区域

2
学校及媒体图书馆的馆藏：无字书（图画书）、各类故事书、绘本小说（连环画）、儿童杂志、声像
资料、互联网资源、儿童数字图书馆

3
学校及媒体图书馆的服务：大声朗读；参考咨询服务；图书与图书馆素养；阅读指导服务；故事时
间；图书讨论组；讲书；暑期阅读计划；家庭阅读计划与家庭扫盲

4 学校及媒体图书馆的管理：馆藏发展（采访与剔旧）、加工（分类与编目）、藏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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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这门课程是为培养学校

图书馆馆员、儿童图书馆馆员、公共图书馆的

儿童服务馆员而开设，为儿童提供阅读服务是

这些馆员的日常工作。因此，课程内容以阅读

理论、阅读材料、阅读服务为主，以图书馆的

管理为辅，前者占据 3 个单元的内容，后者只

占 1 个单元。馆藏这一主题，还特别针对不同

年龄儿童，介绍合适的阅读材料。

对照表 2 和表 3，容易发现两门课程在内容

设置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阅读内容所占比

例、单元主题与内容的安排。然而，在内容的

组织编排、馆藏资源的侧重点等方面还是有所

不同，体现了两校课程设计者思路上的差别，

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3  阅读指导服务

“阅读指导服务”是普纳大学 2 年制图书

情报硕士第 4 学期的一门必修课，课程的主要

内容如表 4 所示：

表 4  普纳大学课程“阅读指导服务”的主要内容

单元 主题与内容

1
阅读：阅读的含义、过程与益处；大声朗读，适合大声朗读的阅读材料类型；持续的静默阅读；不同
类型的用户以及休闲阅读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

2

阅读指导服务的含义、需求与历史：阅读指导服务与参考咨询服务；不同类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的阅读指导服务；阅读指导服务工具 - 印本资源；参考书目、阅读清单、
带注释的图书清单；关于图书的图书；基于技术的工具（网站如 Goodreads，数据库如 Novelist）；阅
读疗法

3 阅读指导服务的面谈与注释写作：含义、需求、过程；写作注释的需求、方法与过程

4
不同类型的阅读资源及其特征：虚构类（如悬疑、科幻、传奇、西部等）与非虚构类（自助、传记、历史等）；
非虚构类休闲阅读资源；引人入胜的因素

从课程内容不难看出，“阅读指导服务”

这门课程针对的服务对象是成人，服务内容主

要是成人休闲阅读。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休闲

阅读一度不被认可，也不受图书馆的重视。随

着研究的深入，对休闲阅读的作用有了正确认

识，为读者提供专业化的休闲阅读指导，已成

为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一

项重要工作，这门课程正是针对实际工作的需

要而开设。通过系统学习阅读发展理论、阅读

指导的理论方法与工具、阅读指导实务、阅读

资源的类型与特征等内容，学生将在阅读服务

理论与方法方面得到全面训练，从而能够胜任

实际工作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

课程大纲列出的参考文献都是欧美流行的专业

著作，其中有一些也被芬兰高校采用 [8]，这些

著作无疑也可以用作我国阅读服务课程的参考

教材。

3  印度阅读服务类课程的特色

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芬兰相比，印

度在阅读服务类课程数量上并不突出，只有 3
门代表性课程，也没有在各院校普遍开设。然而，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图书馆服务网络较完备的

发展中国家，印度的阅读服务类课程具有自己

的特色，而且符合其国情。概括起来，印度的

阅读服务类课程具有以下 3 个特点：课程设置

针对性强，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灵

活的在线教育。

3.1  课程设置针对性强

印度的 3 门课程分别针对即将从事儿童阅

读服务和成人休闲阅读服务的学生开设。萨克

尔西女子大学的“学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为

方向必修课，也就是说，那些准备进入学校图

书馆、儿童图书馆等机构从事儿童阅读服务的

学生，都有机会在儿童阅读服务理论与方法方



139

面受到专业训练，从而能够胜任专业工作。普

纳大学的“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业”是一年制

图书情报学士的专业选修课，“阅读指导服务”

则是二年制图书情报硕士的必修课。同样的道

理，这两个项目的学生都有机会学习阅读服务

的理论、方法和技能。此外，还有部分课程包

含阅读服务方面的内容。例如，萨克尔西女子

大学的“健康图书馆事业”涉及替代疗法、信

息疗法和文献疗法等内容，而普纳大学的“图

书情报学基础”则关注阅读习惯的培育。

印度这种针对实际需要而精心设计的课程，

能够为学生将来从事阅读服务工作奠定必要的

专业基础，不仅有利于馆员的专业能力发展，

而且让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立足于现实需求，

从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3.2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指导高等院校的

课程设置，要求各高校结合学校自身特点，“以

需求为基础，以职业为导向”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确保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能够掌握职业

所需知识和技能 [28]。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设系统的实践课。对于一些重要

课程，实践课与理论课一一对应。例如，普纳

大学图书情报学士课程“知识组织 - 分类”“知

识组织 - 编目”“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都分

别开设理论课与实践课，各占 4 学分。此外，

还专门开设一些通用能力培养课程，如“能力

与技能提升”“技术写作”。

第二，安排时间紧凑的实习。印度上述 3
个学位项目都把实习列入培养方案。萨克尔西

女子大学的二年制图书情报硕士项目，实习占 8
学分 120 学时。普纳大学一年制图书情报学士

学位项目，要求在图书馆工作 15 个工作日，有

馆员指导，确保通过实习，学生的实践能力可

以得到锻炼。如果按 8 小时日工作时间换算，

15 个工作日就相当于 120 学时。时间并不长，

但比较紧凑，容易产生实效。普纳大学二年制

图书情报硕士项目，不仅安排实习环节，还针

对多门课程，建议采用实习的教学方法。

第三，重视项目设计。普纳大学两年制图

书情报硕士，把项目设计和毕业论文并列，都

是 4 学分，并且把项目设计排在前面。此外，

还对多门课程，建议采用基于项目的教学方法。

第四，实践环节的考核落在实处。实践课、

实习、项目设计、参观学习等实践性学习都被

纳入课程考核范围。“学校及儿童图书馆事业”

这门课程，要求学生评论儿童图书和数字文档，

并策划一个阅读推广计划。普纳大学一年制图

书情报学士项目，在多门课程里面安排参观学

习，要求提交报告。

3.3  提供灵活的在线教育

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层次丰富，除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教育外，还有证书、文凭课程

等形式，后两种教育形式对学习者要求较低，

特别适合在职人员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为了

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人，还广泛采用在线

教学模式。

萨克尔西女子大学的“学校及儿童图书馆

事业”这门课程，就采用在线文凭课程模式教学。

学员注册之后，即可在线学习这门课程，通过各

项考核就可以获得课程文凭。这种教学方式非常

适合馆员在职学习，也方便其他学校的学生在课

余时间学习。印度拥有比较完备的图书馆服务网

络，基层图书馆数量多，因而需要大量从事阅读

服务的馆员。然而，印度开设阅读服务类课程的

高校数量十分有限，这种在线文凭课程，凭借其

灵活性，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

4  印度阅读服务类课程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阅读服务类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每

门课程都针对实际工作的需要设计，重视对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灵活的在线教育，可

以较好地解决印度对阅读服务人才的大量需求，

这种做法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1  设计涵盖主要阅读服务馆员和服务对象的课

程体系

图书馆界从事阅读服务的馆员主要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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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

高校图书馆，阅读服务对象可以大致划分为儿

童和成人两个代表性群体。从阅读服务专业人

才培养的角度来考虑，阅读服务课程体系应涵

盖主要服务人群和服务对象，具体到每门课程，

则有其特定的目标人群和服务对象。如印度两

所大学开设的 3 门阅读服务类课程，“学校及

儿童图书馆事业”针对的是中小学图书馆和儿

童图书馆的馆员，以及公共图书馆从事儿童服

务的馆员；“学校及媒体图书馆事业”针对的

是中小学图书馆馆员；“阅读指导服务”针对

的则是为成人提供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

书馆馆员。课程内容包括阅读行为发展理论、

阅读资源的类型与特征、阅读服务的形式与方

法等，确保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能够胜任上述

机构的阅读服务工作。

我国可以借鉴印度的做法，建立覆盖主要

服务人群和服务对象的阅读服务课程体系。印

度的课程分别为图书情报学士（双学士学位）

和图书情报硕士项目开设，我国的开课层次可

以更多元化。例如，为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

理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图书馆阅读服务”这样

的导论课程，引领学生进入阅读服务领域；为

图书馆学硕士和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开设“学校

图书馆”“儿童图书馆”“阅读指导”这样的

专业课程，帮助学生构建从事实际工作所需的

知识和技能体系；为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开设

“阅读行为与阅读服务”这样的专业理论课程，

为阅读服务领域培养后继研究人才。针对我国

目前阅读服务专业人才供需矛盾突出的实际，

还可以开办双学位教育项目，为该项目的学生

开设阅读服务类课程。

4.2  设计并实施具有实效的模块化实习项目

阅读服务是一种面向服务对象的实践活动，

实践能力的训练是阅读服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

要方面。印度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有专门的实践课，还把实习、项目设计、参观

学习等都纳入课程考核的范围。

我国的图书馆学本科生和图书情报专业硕

士研究生需要参加实习，对图书馆学硕士研究

生则没有实习的要求。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实习时间长达一学期，占据了两年学习时

间的四分之一，不仅在时间上有些浪费，而且

实习效果也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学校只对实

习时间提出要求，实习内容则由实习单位来安

排，这种安排往往比较随意，缺乏系统性。

根据学生的专业和实习单位业务特点，设

计并实施模块化的实习项目，有利于产生实效。

例如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如果是到图书馆实习，

就可以设计 3 个模块：文献分类与编目，1 周；

数字资源采集与组织，1 周；阅读服务，2 周。

这样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实习。此

外，还可以安排一些课程实习，如“阅读指导”

这门课，就可以在课程结束之后，安排为期两

周的实习，让学生有机会学以致用，同时获得

一些实践经验。

4.3  依托网络开设证书课程

印度开设的在线文凭课程能够让众多的在

职馆员受益，如萨克尔西女子大学的“学校及

儿童图书馆事业”，只要注册成为学员即可开

始课程学习，通过各项考核，就可以获得课程

证书。

这种证书课程非常适合广大基层图书馆的

馆员在职学习。我国基层图书馆数量多，分布

广，从业人员众多，很多从事阅读服务的馆员

缺乏专业训练。借助各类慕课平台，开设面向

中小学图书馆、区县图书馆及社区图书馆馆员

的阅读服务类课程，让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不仅能够补充专业知识，获得新技能，通过课

程考核之后，还可以获得课程证书。

从图书馆管理的角度而言，这种课程证书

可以用作聘任馆员从事岗位工作的依据。这将

有助于形成基层图书馆馆员在职学习的风气。

馆员知识能力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促进图书

馆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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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ading Service Course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India

 Wu Jianhua  Guo J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re is a rather complete library service network and talent 
cultivating system in India, and its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ding service courses 
would be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our work in this field.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firstly visited 
the websites of the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India, then did case 
study on the courses of reading service. [Result/co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universities in 
India that systematically offer three reading service courses, which cover two representative service groups 
of library, i.e., children and adults. The content of each course is comprehensive, by studying it students will 
receive a systematic training in the library reading service theory and methods. There are three features with 
India’s reading service courses: highly targeted, 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viding flexible online education, which can better meet the large demand for reading service talents 
in India and is worthy of reference in China. Three less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ndia: to 
design curriculum system that cover the primary reading service librarian and target audienc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modular internship programs; to offer certificate courses over the Internet.

Keywords: the cultivation of reading service talents    courses of reading servic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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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技术竞争是新市场环境下企业保持优势的有力武器，构建适合中小企业进行

技术机会识别的流程框架，以期为企业挖掘有潜力的技术发展机会，充分利用有限的研发资源获得技术

上的突破创新。[ 方法 / 过程 ] 以标杆分析为主要方法，从技术相似与技术能力两个维度选取目标企业的

竞争者标杆，结合标杆企业与行业整体技术态势框定潜力技术类别，最后引入时间维度构建三维技术 -

功效 - 时间矩阵识别技术机会，并以吸尘器行业为实例进行验证。[ 结果 / 结论 ] 将时间维度引入技术功

效矩阵，能够直观地体现技术研发的可持续性，构建的框架有助于保证所识别技术机会对于目标企业的

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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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行业中企业间

从传统的资金、规模、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

的竞争转变为技术竞争。企业要在竞争中立足，

必须在技术上不断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向市

场推出新的产品。然而一旦在关键技术方向的

识别和选择上有所偏差，不仅会错失时机，造

成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还有可能影响企业

未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投资和启动新技术的

固有风险，要求企业摆正技术机会分析的战略

性地位，将技术机会识别视为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标杆分析是以

业内的高度竞争者或知名领导者为标杆，对自

身进行评价并改进的过程，对中小企业的发展

方向与技术路线具有指导作用 [2]。基于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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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技术相似度与技术能力相结合的方法分

析并确定企业的竞争者标杆，通过对标杆的专

利分析为中小企业识别合适的技术机会，以期

为其技术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2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2.1  标杆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施乐公司首先将标杆

理念运用在企业管理领域，并成功摆脱经营困

境，夺回既失市场，自此，众多知名企业竞相

在经营活动中采用这一理念，标杆分析法成为

企业知识管理的核心手段之一。结合网络技术，

标杆分析在信息素养教育 [3]、高校咨询服务 [4]、

非政府组织网站建设 [5]、政府知识服务 [5] 等领

域应用广泛。欧明臣等 [2] 将标杆分析定义为“以

同业内的高度竞争者或知名领导者为标杆，针

对自身产品、服务与作业流程予以评量的连续

过程”，识别合适的竞争者是企业进行标杆分

析的前提。现有研究中，在通过专利分析进行

竞争对手的识别时往往以专利数据统计为主，

包括高专利申请量 [7-8]、高专利被引 [9] 等，也有

研究通过关键路径确定技术带头人以识别主要

竞争对手 [10]。虽然所使用的数据与技术不同，

但本质上均存在对企业或专利权人排名的过程，

将排名位于前列的企业或专利权人作为竞争者。

中小企业技术投资资源有限，技术重点也有所

偏重，简单将行业最强者作为标杆对企业技术

机会识别指导作用较小。基于企业间技术关联、

相似度去进行竞争对手识别的研究相对较少，

吴菲菲等 [11] 根据专利及其后向引用信息分析企

业间的技术关联，进行潜在竞争者的识别；李

芳芳等 [12] 利用相对专利相似度的计算方法，根

据技术竞争圈概念识别技术竞争对手，这些研

究识别出的竞争企业间特征相似，但技术发展

水平同样相近，难以具备“标杆”的内涵。因此，

选择合适的多维角度确定企业针对性竞争对手

目标，从而探讨竞争者标杆的专利分布与发展

情况，结合自身状况寻找新的技术机会是本文

的研究重点之一。

2.2  技术机会识别

“技术机会”于 1995 年首次由 A. L. Porter
等 [13] 正式提出，是指存在于技术发展过程中且

与当前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发展趋势；而 Y. Lee
等 [14] 认为技术机会是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或者在

特定领域内、不同行业之间技术进步的潜能。

技术机会识别则是通过技术手段预测与识别即

将出现的技术形态或技术发展点的过程 [13]。越

来越多的技术和产品出现在市场上，其生命周

期也越来越短，识别技术机会的能力被视为国

家和企业的研发核心竞争力，将为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创造新的利润 [15-16]。

早期技术机会识别研究以定性分析方法为

主，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

这些方法对专家经验的依赖性较高，虽然可以

获得有创造性和远见性的预测，但主观性较强，

方法和结论往往难以复制 [17]。近年来技术机会

识别的研究在方法、领域和流程上更为丰富。B. 
Yoon[18]、王金凤 [19] 等利用专利中的关键词构建

了技术和产品的形态矩阵；朱东华等 [20]、冯灵

等 [21] 在提取技术关键词基础上绘制技术路线图、

重点技术发展时区图，以挖掘多个领域的技术

机会。相比于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的分析方法，

新兴的 SAO（Subject–Action-Object）语义分析

法保留了关键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能更深入地

剖析独立词组间的内在联系，S. Choi 等 [22] 应用

SAO 结构挖掘分析专利文本信息，开发出技术

树以分析技术机会；李乾瑞等 [23]、郭俊芳等 [24]

将 SAO 分析法引入到技术路线图中，识别可能

存在的技术创新方案。技术文献中同样存在引

用与被引用关系，因此引文分析方法也用于专

利技术分析，B. Kim 等 [25] 通过构建专利引文网

络，筛选出核心专利对来识别具有高度融合潜

能的技术领域；韩燕等 [26] 通过构建论文和专利

引文网络识别专利关键文献对，提取重组高频

知识单元以识别医疗服务机器人领域的技术机

会。基于专利文献的技术空白分析法和离群专

利检测法也多用于领域技术发现，龚惠群等 [27]

收集并结构化文本数据，通过核主成分分析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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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器人产业技术的专利地图，寻找技术空白

点；冯立杰等 [28] 创新多个维度构建手机供电系

统专利地图，挖掘该领域的技术空白区；黄鲁

成等 [29] 利用异常点检测方法识别具有潜在技术

机会的异常专利，结合改进的市场价值评估模

型确定目标领域的技术机会；C. Lee 等 [30] 应用

局部异常因子的方法检测出异常专利，以专利

地图的形式展现潜在技术机会。此外，也有运

用情景分析和专利地图 [31] 等方法，综合专利地

图、K-Means 聚类、文本挖掘以及孔多塞投票

法 [32] 的综合研究，构建了独特的技术机会识别

流程框架。

上述研究多以专利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

专利文献为研究对象，基于不同的目标与技术

优化偏重选取不同的研究方法，面向某个特定

领域发现其技术发展态势、挖掘潜在技术机会，

所涉及的技术领域较为广泛，但却鲜有为中小

企业寻求合适的技术机会的针对性研究。因此，

笔者拟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构建适合中小企业

进行技术机会识别的流程框架，帮助企业确定

有价值的研发方向。

3  技术机会标杆分析识别模型

标杆分析是企业发现竞争对手优势、找出

自身差距、改进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手段，其

实施步骤具有系统化、结构化的特点，阅读相

关文献发现，各研究中的具体流程不尽相同。

笔者以标杆分析流程为基础，确定中小企业的

竞争者标杆，并融入专利技术分析方法进行具

体分析，以逐步为中小企业发现有价值的技术

机会为目的，构建企业技术机会识别模型，具

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技术机会标杆分析识别模型

所构建的识别模型主要有 3 个部分，包括

竞争者标杆识别、数据收集与整理以及专利技

术标杆分析过程。竞争对手识别是竞争情报的

核心内容，分析竞争对手发展路线，有利于企

业适时调整自身战略，避免技术研发的过程中

触及行业壁垒 [9]。从技术演进角度看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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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应是掌握较高技术能力的行业技术带

头人，而企业要选择进行标杆分析的竞争者标

杆，除了考虑竞争对手的技术能力，还需考虑

其技术成果与企业自身技术期望的相似性。因

此，在竞争者标杆识别阶段，笔者创新地从技

术相似度与企业技术能力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企

业相对竞争力，将与目标企业具有相似技术偏

好且技术能力高的企业作为竞争者标杆。专利

是记录技术研发成果的文献载体，专利分析是

识别竞争对手、了解竞争对手技术开发策略及

行业整体技术发展趋势的有效手段。在数据采

集与整理阶段，笔者以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
www.sipo.gov.cn/) 为专利数据来源，构建合适的

检索式检索行业整体与竞争者标杆专利数据并

整理去重。在进行专利技术标杆分析时，根据

所搜集的专利数据分析行业发展趋势、竞争者

技术态势，结合企业自身技术偏好挖掘技术趋

势与未来研发重点，确定可重点研发的技术国

际专利分类（IPC）类别。通过专利定性分析方

法对所识别出的重点 IPC 类下专利进行解读并

标引，构建二维技术 - 功效矩阵，揭示专利文献

的技术主题内容和功能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挖掘技术密集区、稀疏区与空白区，缩小技术

机会识别领域范围。传统的二维技术 - 功效矩阵

虽然可以挖掘区分不同密度的技术区域，但结

果呈现过于扁平，无法反映技术发展的动态趋

势，在考察专利可持续研发性时力所不及，基

于此笔者在二维技术 - 功效矩阵中引入时间维度

构建三维技术 - 功效 - 时间矩阵，进一步探讨稀

疏区技术的延续性及空白区技术的可开发性，

从而完成企业技术机会识别的目标。

4  技术机会标杆分析识别流程

4.1  竞争者标杆识别

根据专利数量、被引量等排名识别竞争者

的传统方式缺乏针对性，例如对某企业 M 来说，

行业内排名第一的企业为 A，排名第二的企业

为 B，A 企业较 B 企业拥有更多的专利技术，

其研发能力更强，但如果 B 企业与 M 企业在专

利领域分布上较 A 企业更相近，那么在 B 企业

技术能力同样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前提下，将

B 作为标杆分析的竞争对手标杆可能更合适。

因此企业需以考虑企业技术能力和技术相似度

相结合的方法确定竞争对手标杆。

4.1.1  技术能力

专利数据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信息，专利

文献在数量上占期刊文献的 10% 左右，却能提

供约 40% 的新产品信息，向公众展示了 90% 以

上的新技术 [33]。专利申请数量则显示了企业在

领域内的投入与产出，通过对企业拥有的专利

数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科研实力 [7]，

累积专利申请数量较高的企业，其专利累积被

引量、发明人数、企业活动年限也往往占优势，

笔者以企业在所研究行业近 10 年来的专利申请

数量作为企业技术能力的表征，在评估其能力

的同时确保企业在近年来仍保持技术活跃性。

4.1.2  技术相似度

相似度分析常采用余弦相似度的方法，然

而余弦相似度直接应用于技术相似存在一定的缺

陷。首先，只有企业的专利覆盖范围和专利倾向

都相似时，技术才会有较高的相似度，而标杆分

析的双方在技术上存在差距，中小企业专利覆盖

度总是小于领先企业；此外，余弦相似度是绝对

数据，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似度是一定的，而

实际情况中，小企业 M 将领先企业 A 作为标杆

分析中与自身技术相似的竞争对手，而领先企业

A 一般不会认为小企业 M 是其竞争对手。基于

此，笔者在进行余弦相似度计算时，不将行业涉

及的全部专利分类号（IPC）作为计算维度，仅

以目标企业拥有的技术 IPC 作为余弦相似计算的

维度，从而获得与目标企业专利技术相对相似的

待选企业，且相似企业较目标企业拥有更广泛的

技术覆盖范围时不影响其相似度结果。

4.1.3  相对竞争能力

从技术能力与技术相似度两个维度综合评

定备选企业面向目标企业的相对竞争能力，构

建相似度 - 能力四方图，以高技术能力水平、高

相似度的企业为主要竞争者，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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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相似度 - 能力四方图

当落在高技术能力 - 高相似度区域的标记

点较多时，考虑到分析竞争者技术态势时需以

一定数量的专利数据为研究依据，而专利申请

量较高的企业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拥有较

大的技术话语权，笔者优先考虑技术能力维度

进行竞争标杆识别。

4.2  数据收集与整理

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www.sipo.gov.cn/) 提
供国内企业完整详细的专利文本数据，包括国

际专利分类号（IPC）、专利申请人、专利内容

等信息，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有两年的时滞，

笔者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为专利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需求构建合适的检索式，时间区间设

定为 2010 年 -2019 年间，收集行业整体、目标

企业与竞争者标杆企业的专利数据。

4.2.1  行业整体数据

在选定目标中小型企业后，检索收集企业

所处行业整体在 2010-2019 年间的专利申请情

况，分析近 10 年来行业整体专利申请的动态变

化趋势，以国际专利分类（IPC）为依据，挖掘

行业相关专利中的重点技术研发类型，收集重

点技术研发类下专利 10 年来的专利申请数量与

专利申请人数，从而判别重点技术所处的生命

周期阶段，圈定行业中活跃度高、研发前景好

的技术类别。

4.2.2  企业数据

分别以目标企业和竞争者标杆企业为申请

人构建检索式，收集 2010-2019 年间两家企业的

专利申请数据，分析目标企业与竞争者标杆企

业的专利研发历史，预测未来技术重点战略，

验证两企业技术发展战略的相似性以及标杆企

业对目标企业技术机会的参考性。

最后在综合分析行业整体、目标企业与竞

争者企业研发趋势的基础上，选定整体上拥有

较高研发空间且有机会成为目标企业未来重点

研发对象的 IPC 类别，收集此类别下竞争者标

杆企业的全部专利文本数据以备后续的专利文

本解读工作。由于专利文本结构化程度较高，

因此文本预处理主要为清洗去重。

4.3  专利技术标杆分析

4.3.1  技术趋势与重点

（1）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企业在不同类

别技术的研发投入会随着年度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存在主次轻重之分，关注行业整体在研发

趋势上的变化，了解重点技术类别，对目标企

业调整自己的研发方向、识别技术机会十分必

要。按照国际专利分类号 (IPC) 划分技术类别，

将年度作为专利趋势的时间维度，以专利数量

为依据判断不同类别技术的投入程度，并绘制

分类技术趋势图，可以清晰地分辨整体行业重

点研发且有活力的技术类别。

（2）竞争者标杆技术态势。专利与产品

一样有其生命周期，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专利申请人数量和专利申请量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如图 3 所示，各节点表示时间顺序上的年

度，根据各年份的专利申请人数量与专利申请

量可以划分出专利技术萌芽期、成长期、成熟

期、衰退期和再发展 5 个阶段。竞争者标杆技

术态势分析包括竞争者标杆技术发展趋势与重

点技术生命周期判断两个部分，在绘制竞争者

标杆企业整体技术趋势与分类技术趋势图，寻

找竞争者标杆企业研发重点的基础上，对在研

究趋势上处于重点的活跃技术进行生命周期的

判断，有助于辨别发展潜力大、机会多的技术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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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技术生命周期

（3）企业自身技术偏好。由于标杆分析的

目标是对自身进行评价和改进，因此还需考察

目标企业的技术发展态势，分析不同时间段目

标企业的专利分布情况并探讨自身技术偏好，

将目标企业的技术现状与趋势和行业整体以及

所识别出的竞争者标杆企业的潜力技术对比综

合，以确保技术研发机会对于目标企业具有可

实施性，符合企业战略规划。

4.3.2  技术机会领域

结合行业整体、标杆企业的技术趋势和研

发重点以及目标企业自身技术现状，框定目标

企业技术机会存在的可能领域，并对竞争者标

杆领域内的专利文献进行解读。考虑到标题与

摘要是专利文献的两个核心，包含了主要内容

和创新点，在专利解读时以标题与摘要为主要

文本对象。首先对专利文献进行文本预处理，

即文本分词与去除停用词，并对处理后的语料

进行信息抽取。传统技术 - 功效矩阵以技术手段

为横轴，可达功效为纵轴，横纵轴交叉点为对

应此技术 - 功效的专利文档数量。技术手段为专

利文献中呈现核心技术的名词短语，在标题摘

要字段中进行了充分论述，因此笔者基于统计

的方法进行技术词抽取，借助 Python 3.7 软件

从语料中提取领域高频词，依据高频词的词性

词义，并结合专家知识进一步人工标引表征技

术主题或创新内容的关键词，实现技术词的半

自动化抽取。功效短语常由符合动宾结构 (v+n/
a+n)或主谓结构 (n+a)等短语组合而成，例如“提

高吸尘效率”“噪音较小”；或存在于摘要文

本的功能性语句中，与线索词同时出现，例如“本

发明……能够 / 满足 / 便于 / 有利于”等。笔者

结合线索词特征与结构特征制定功效短语识别

规则，根据线索词定位符合规则的功能性语句，

提取满足功效语句结构的短语作为功效词候选

词，最后人工进行同一化处理，将相同或相似

的功效合并，使其类目数量处在可控范围内。

以专利文献中采用的技术手段为横轴，预

期达到的功效为纵轴，对技术领域内的专利分

别按其技术与功效作细化分类，在对应空格内

以气泡图的形式表示，气泡大小体现专利数量

的多少，运用可视化手段分辨所构建技术 - 功效

矩阵中密集、疏松、空白区域分布的技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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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可图及尚未开发的区域，压缩高潜力的机

会识别领域范围。

4.3.3  技术机会识别

基于上述步骤，进一步缩小机会识别领域

范围后，引入时间维度，使用 Matlab 9.5.0 软件，

以技术特征为 x 轴，功效特征为 y 轴，申请年

度为 z 轴构建三维技术 - 功效 - 时间矩阵，同样

以气泡图的形式体现专利数量的多少，以弥补

二维矩阵无法体现技术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

的不足，从而可分析有利可图区域相关技术的

延续性，综合讨论技术禁区及尚未开发但存在

开发可能的技术，最终完成企业潜在技术机会

的识别。

5  实证分析

从 2020 年的市场看来，传统品类小家电

市场萎缩，而以吸尘器等清洁家电为代表的新

兴健康类小家电市场快速发展，在疫情期间仍

有较佳的表现，2020 年吸尘器国内销售规模为

231.8 亿元，同比增长了 15.3%。据全国家用电

器工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戴森、科沃斯、美的、

小米、石头等企业处于吸尘器市场的领头位置，

占据了 64.2% 的线上市场 [34]。成立于 2009 年 6

月“苏州宝家丽电器有限公司”，由德国著名

电器公司 BOB-HOME 与苏州德力普贸易公司共

同出资创建，虽然目前占据的市场份额较小，

仍属于中小型企业，但其在吸尘器杀菌除螨功

能的投入与突出表现，充分体现了“苏州宝家

丽电器有限公司”在技术创新上的野心。

将上述方法应用于吸尘器制造与销售行业，

以“苏州宝家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

称为“宝家丽公司”）为目标企业进行实证，

识别其主要竞争者，并通过行业整体趋势与竞

争者标杆分析进行企业潜在技术机会的识别。

5.1  竞争者标杆识别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检索 2010-2019
年以吸尘器为关键词、企业为申请人的专利，

共检出 9 319 条数据，选取专利申请量高于宝

家丽公司的 30 家企业进行技术相似度和技术

能力分析。以宝家丽公司近 10 年来专利文献

涉及的 14 个专利 IPC 类别为余弦相似计算维

度，构建企业 -IPC 矩阵，部分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中第一行为宝家丽公司拥有专利所涉及的 14
个 IPC 分类号，表中数值为 30 家申请量高于

宝家丽公司的企业在此 14 个 IPC 分类下的专

利申请数量：

表 1  企业 -IPC 矩阵表 ( 部分 )

企业 A47L7/00 A47L9/00 A01M3/00 … A47L9/02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0 197 9 … 1

小狗电器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494 2 … 42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2 161 0 … 12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189 4 … 24

… … … … … …

宁波海际电器有限公司 1 36 0 … 4

通过 Python 3.7 软件对矩阵数据进行余弦

相似度计算，得到 30 个企业与宝家丽公司的相

对技术相似，具体如表 2 所示。

以企业在不同类别的专利申请量表示企业

该类技术能力，从技术相似与技术能力两个维

度绘制四方图评判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以识别

高相似、高能力企业为目标企业的竞争者标杆，

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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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对余弦相似度计算结果

企业 相似度 企业 相似度 企业 相似度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670 戴森技术有限公司 0.531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0.707 

小狗电器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77 苏州诚河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0.608 创科（澳门离岸商业服务）
有限公司

0.38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680 苏州爱普电器有限公司 0.709 追觅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0.472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767 苏州宝时得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0.611 宁波大华电器有限公司 0.640 

天佑电器（苏州）有限公司 0.624 尚科宁家运营有限公司 0.654 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 0.627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0.627 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0.552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597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0.806 宁波哲恺电器有限公司 0.529 苏州凯丽达电器有限公司 0.712 

苏州市春菊电器有限公司 0.693 佛山市顺德区德尔玛电器有
限公司

0.610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607 

苏州百特电器有限公司 0.531 永康市超锐电器有限公司 0.629 苏州海力电器有限公司 0.567 

法国赛博公司 0.574 苏州普发科技有限公司 0.617 宁波海际电器有限公司 0.622 

图 4  企业技术能力 - 相似度四方图

优先考虑技术能力维度，选择江苏美的清

洁电器有限公司为宝家丽公司的竞争者标杆，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有限公司在 14 个专利类别上

的研发倾向与目标企业相似，并且在吸尘器制

造销售行业占据技术领先地位，以其为标杆进

行专利分布与研发重点分析，为目标企业识别

可能的技术研发机会，从而评价与改进宝家丽

公司的技术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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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专利技术标杆分析

5.2.1  技术趋势与重点

行业整体专利申请趋势如图 5 所示，2010-
2014 年吸尘器相关专利逐渐起步，在 2014-2019

这 6 年持续高速发展，专利申请人数量也持续

上升，可以认为吸尘器行业的技术竞争仍如火

如荼，中小型企业急需创新与突破，以保证自

身在长期竞争中的生命力。

图 5  吸尘器行业整体专利申请趋势

近 10 年来，吸尘器行业中申请数量处于

前十的专利技术类别及其申请趋势如图 6 所

示，A47L9/00 是吸尘器行业的重点研发类

别，整体申请量远高于其他类别，而其下的

A47L9/28 也与其他类别有较明显的区分，见

图 6。

图 6  吸尘器行业 10 项热点专利申请趋势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1.015

知识管理论坛，2021（3）:143-157



知识管理论坛
2021 年 第 3 期（总第 33 期）

152

判别 A47L9/00 和 A47L9/28 的技术生命

周期阶段发现，A47L9/28 类下相关技术已逐

步步入成熟阶段，在专利申请数量与申请人数

量上呈现衰退趋势，而 A47L9/00 类下技术整

体仍处在成长期，拥有较高的研发空间，如图

7 所示：

                                                                                       
                                 年度专利申请人数 / 人                                                                                        年度专利申请人数 / 人

图 7  技术生命周期

标杆企业江苏美的清洁电器有限公司专利

申请趋势与行业整体具有相似性，见图 8，2014
年以前该企业仍处于技术弱势，2014-2016 两年

间专利呈井喷式发展，2016 年是该企业专利申

请最为活跃的年度，A47L9/00 同样是该企业的

重点研发类别。

图 8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有限公司热点专利申请趋势

宝家丽公司最早于 2016 年开始专利申请，

研究热点为 A47L7/00、A47L9/00、A01M3/00 3
个类别，而 2018 年以来，宝家丽公司新申请专

利的数量骤减，如图 9 所示。可见其在技术创

新上存在一定的困境，为其分析可靠的技术机

会具有很高的必要性。综合以上技术分布与趋

势发现，A47L9/00( 吸尘器的零件或辅助用具 )
及其下小类长期以来都是吸尘器行业的技术集

中区域，因此以该类专利文本进行后续的文献

解读，以框定合适的机会识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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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苏州宝家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整体专利 
申请趋势

5.2.2  技术机会领域

笔者拟通过技术 - 功效矩阵探讨技术机会

的识别领域，为保证分析效果，技术功效分析

往往将文本数据量限制在 500 条内，检索竞争

者标杆江苏美的清洁电器有限公司 A47L9/00
分类下的专利文本，得到 462 条技术数据。借

助 Python 语言 Jieba 组件对专利文献的标题摘

要进行分词处理，清洗文本内的标点符号，通

过自定义词库去除语气助词等无内容词汇，最

后基于词频统计提取领域高频词进行技术词标

引。根据线索词定位摘要文本中的功能语句，

抽取功效候选词并进行同一化处理，以描述各

专利的技术手段与预期功效，部分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专利文献解读结果 ( 部分 )

专利号 高频词 功能句 技术 功效

CN201620785781.4 卡扣、轮体、加强筋、
安装、连接强度

提升产品的使用可靠性，提
高产品的组装效率

细节设计
可靠性
组装效率

CN201620045831.5 附件刷、挂架、机体、
固定、外表面、空间

合理调整吸尘器的占用空
间，操作方便，省时省力

机体设计
减小空间
使用体验

CN201620319408.X
挂刷槽、变形、加强筋、
槽内、地刷、外壳、

壳体

防止地刷相对于壳体晃动，
方便地刷从挂刷槽内取出

壳罩设计 使用体验

CN201710272229.4 内罩、内圈、外圈、
罩盖、空气流道、电机

降低传递到外界的气流噪音 壳罩设计 降低噪音

CN201510148376.1 抹布、支架、机体、
角度、底部

方便用户摘取或更换抹布，
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

机体设计 使用体验

CN201410148126.3
抽吸装置、集尘、
进风口、出风口、
导风管、排气口

提高了该吸尘器的吸尘效率
抽吸装置
集尘装置

吸尘效率

CN201620874614.7
驱动、滚刷、传动件、
转动、机体、转轴、

电机

满足一般家庭低噪音的需
求，减少了噪声污染

机体设计 降低噪音

CN201620011514.1 机壳、固定架、轮体、
转动、限位

提高了轮体灵活性，便于用
户使用，提高产品的舒适性

壳罩设计 使用体验

CN201710197187.2 限位部、尘杯、机体、
分离、位移

便于用户取下尘杯，实现了
尘杯与机体的分离

机体设计 使用体验

CN201410148126.3 电机、壳体、出气口、
风道、容纳腔、进风口

有利于降低噪音，使吸尘器
的噪音较小

壳罩设计 降低噪音

……

通过文献解读，获得所构建专利数据集的技

术、功效特征，制作 2010-2019 年度竞争者标杆

企业A47L9/00类的技术 -功效矩阵，如图10所示。

技术特征概括为细节设计、机体结构、壳

罩设计、附件设计、尘杯组件、静音装置、指

示装置、气流装置、整体结构、固定件及电机

组件；功效特征概括为可靠性、生产 / 组装效率、

优化空间、用户体验、降低噪音、清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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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美化和减少损耗。当某类技术在较多的功

效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技术研发成果，意味着此

类技术研发已趋于完善，且在功效上具有倾向

性；而当空白点较少时，其研发创新前景也较差。

因此从气泡分布情况辨别技术 - 功效的密集、疏

松、空白区域时，将机体结构 - 优化空间对半径

为基准半径，将超过基准半径的气泡数大于等

于 3 个或空白点少于 2 个的技术判别为密集技

术，发现细节设计、机体结构、壳罩设计、附

件设计、整体结构和电机组件相关技术已经获

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专利申请相对密集，分

析这 6 类技术中空白点的技术 - 功效对应关系发

现其实现可能性较低，因此将技术机会识别领

域范围缩小到剩余的 5 类中。

图 10  标杆企业专利技术 - 功效矩阵

5.2.3  技术机会识别

使用 Matlab9.5.0 软件，构建标杆企业包含

时间维度的三维技术 - 功效 - 时间矩阵，观察各

技术 - 功效随时间变化的申请趋势，具体如图

11 所示。

关注尘杯组件、静音装置、指示装置、气

流装置和固定件 5 类技术稀疏区的时间变化趋

势，发现尘杯组件、静音装置、指示装置 3 类

技术功效从申请数量上看仍存在发展空间，且

在一定连续年度均有新专利的出现，即技术延

续性较好，如图 12 所示。

上述 3 类技术功效对应关系标注为静音装

置 - 降低噪音、指示装置 - 用户体验、尘杯组件 -

用户体验，可识别为存在技术研发机会。

最后，由于技术空白区通常存在两种机会

可能性，一类意味着此类技术 - 功效几乎不存在

对应关系，或进行开发的难度与成本极高；另

一类则意味着该领域是可实现的但由于技术基

础不扎实等原因尚未被开发，此类空白点值得

企业持续关注，存在一定的技术研发机会。因此，

对 5 类技术的技术 - 功效空白点进一步讨论，排

除难以实现的空白区域，笔者认为空白点中通

过改善气流装置的结构提高组装效率、提高空

间利用率或实现外观的美化以及设计新的固定

件减少吸尘器取用的物理损耗同样是有可能的

技术研发方向，值得企业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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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标杆企业专利三维技术 - 功效 - 时间矩阵

图 12  类技术功效的时间趋势聚焦图

6  结论

中小企业研发资源相对有限，把握合适的

技术机会向市场提供新的产品对维持竞争优势

十分必要，笔者选用的标杆分析法以技术事实

为基础，以行业领先者为典范，启发目标企业

的技术研发方向；结合相对技术相似性和技术

能力选取竞争者标杆，基于目标企业自身偏好

与标杆企业技术态势分析挖掘技术机会，一定

程度上保证所识别技术机会相对于目标企业的

可实施性与战略契合性；在进行具体机会识别

时将时间维度引入技术 - 功效矩阵，观测其动态

演化趋势，更直观地体现技术研发的可持续性；

最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此识别流程可实现，

能够为行业中小企业寻求技术创新机会。

将模型应用于吸尘器行业进行实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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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通过技术相似性和技术能力两维度

相结合的竞争者识别，能在保证标杆企业的技

术研发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其研发

战略偏重也与目标企业相适应，为标杆分析法

实践应用中的企业标杆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与

手段；而在技术 - 功效矩阵中引入时间维度，能

够观测到传统技术 - 功效矩阵无法展现的技术发

展动态趋势，尤其能够判别疏松区域技术是否

存在发展延续性，从而使技术机会识别结果更

加全面、科学。模型依赖的数据来源于专利数

据库，对各技术领域的中小型企业技术机会识

别均存在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资源充足的条件下本文未来仍存在改进

之处，例如对空白点的技术可行性的判别可依

靠更多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所识别的技术机会

可以从成本、预期收益、创新性等维度进行相

对价值的计算以确定最佳或优先技术机会，同

样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经验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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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Competitors 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echnology 
Proximity and Benchmarking Analysis

Lu Yanchi  Bian Yijie
School of Busines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their advantages in the new market environmen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suitabl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identify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so as to tap potentia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s and make full 
use of Limited R&D resources to obtain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Method/process] 
Benchmarking analysis was used as the main method to select the competitor benchmarking of the target 
enterprise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echnical proximity and technical cap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benchmarking enterprises and the overall technical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potential technology 
categories were divided, and a three-dimensional patent technology/function matrix was constructed to 
identify technical opportunities, and the vacuum cleaner industry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Result/
conclusion] The time dimension is introduced into the patent technology/function matrix to directly reflec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framework constructed helps to ensure that 
the identified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can be implemented for the target enterprises.

Keywords: benchmarking    patent analysis    technic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effect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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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研究综述
汪明艳  周成阳 林国英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1  引言

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模式可以更加方便

地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并且已经成为用户获

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

使用，公众主动获取健康信息和传播健康信息

的意识也在显著增强。国外调研数据显示，互

联网已经成为了公众获取健康类信息的主要途

径 [1]。根据 CNNIC 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为 1.52 亿，占网民的

22.1%，其中线上医疗信息查询、在线预约挂号

和在线信息咨询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18.4%[2]。

2020 年 10 月 29 日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

强调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因此梳理

国内外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现状，可

以有效对该领域进行技术预见和研判，更好地

推动“健康中国”规划的实施，尤其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网民会比以往更加偏向于利

用互联网搜索相关健康信息，以获取更多的健

康知识 [3]。

目前，用户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作为

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在传播学、心理学、

医学和情报学等多个领域都受到了国内外学者

作 者 简 介： 汪 明 艳（ORCID：0000-0003-1897-4041）， 教 授， 博 士， 硕 士 生 导 师，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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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2-24        发表日期：2021-06-24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成为用户获取和分享健康信息的重要方式，分析网络健康

信息搜寻行为可以掌握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为提升网络健康信息质量和服务满意度提供参考。[ 方法

/过程 ] 梳理国内外网络健康信息搜寻相关文献，首先对影响个体信息搜寻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评析，

然后对研究视角进行分类，主要从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心理特征、健康平台和任务类型 4 个方面对

影响用户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 结果 / 结论 ] 结合文献梳理结果，依据现阶

段的研究现状，从方法创新、媒介选择、变量探索、案例结合这 4 个角度给出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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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也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了分析

和梳理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在

文献检索中分别选择了国内外知名的文献数据

库（中国知网 CNKI 以及 Web of Science）, 国
内数据库的检索关键词和主题设置为“健康信

息搜寻”或“健康信息搜索”，国外数据库的

检索关键词和主题设置为“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或“HIS”，选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

献共 96篇，其中中文文献 35篇，英文文献 61篇。

经整理初步发现，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

究视角和影响因素分析较为分散，国外在理论

基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尚未形成

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而国内学者研究更多

的是从用户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个体人口

统计学特征、健康平台建设情况出发进行分析。

基于文献梳理结果，本文将结合现有的信息搜

寻行为理论模型，从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个体

心理认知特征、健康平台和健康任务这 4 个方

面进行梳理与评述，旨在系统掌握研究主题的

发展趋势，为有效提高健康网站和社交媒体平

台的健康信息质量和服务满意度提供参考。

2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理论分析

E. Manafo 等 [4] 认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HISB）是

在具体事件或情境下，用户在获取、澄清及确

认与健康相关知识或信息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消除个体对于自身健康

情况的不确定性。S. Poortaghi[5] 在梳理相关理论

概念时也指出健康搜寻行为能够有效地促进健

康、预测疾病和减少患病风险。从研究理论的

角度来看，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了

社会认知理论、健康信念模型以及健康知识模

型，这些理论分别从认知效能、健康信念和健

康素养三个角度解释了用户所表现出的健康行

为，其本质都揭示了个体特征及环境特征对健

康行为产生的影响。

2.1  社会认知理论（SCT）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A. Bandura[6] 提出了

社会认知理论，后被用于解释社会学习的过程。

G. M. Jessica[7] 将评估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相结

合，用来理解和预测人机交互和健康行为是否

相关，研究表明搜索后的情绪会影响社会认知

变量（结果预期和自我效能）和感知相关性，

从而间接影响搜索后的态度（满足）和行为（灵

感、希望和恐惧）。梁函等 [8] 研究发现自我效

能对健康行为存在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对健

康行为的预测作用是正向的，并呈显著正相关，

同时自我效能感在健康价值观和健康行为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9]。

社会认知理论在用户健康搜寻行为研究中

的实际应用也验证了健康搜寻行为具有交互决

定性，即健康信息行为既受到了环境因素的影

响，也受到了个体自身的影响，行为是环境和

个体交互作用的结果，诸如居住地等外部环境

可能会改变健康搜寻行为，自我效能等个体心

理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2.2  健康信念模型（HBM） 
在 20 世纪 50 年代，G. Hochbaum[10] 提出了

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

认为强烈的健康信念可以导致个体行为的改变。

该模式运用心理学中刺激 - 反应模型和价值期望

理论来解释心理和相关健康行为的主要关系。

刺激 - 反应模型可以解释行为结果对个体行为

的影响，而价值期望理论解释了个体行为是由

行为结果的价值和实现的可能性决定的。如图

1 所示，该模型认为个体的健康行为形成的要素

是：①疾病威胁；②结果期待。

J. Sheppard[11] 以 COVID-19 作为研究案例，

指出医生和药剂师可以通过应用健康信念模型

来和患者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以满足患者对于

健康信息的需求。另有学者结合了计划行为理

论和健康信念模型，探讨了游客的健康信念、

态度、自我效能感、预防行为以及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 [12]。然而健康信念模型侧重于个体的心

理特征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外部环境

对个体的影响。当个体感知到疾病所产生的威

胁，并且认为自己通过采取一定的行动就能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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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疾病时，健康搜寻行为就会因此发生变化， 同时信念的强烈程度也会影响用户行为。

社会人口学因素
人口特征

社会心理因素
结构化因素

感知疾病的威胁
感知易感性
感知严重性

价值期望
感知到裨益
感知到障碍
自我效能

行动的可能性

提示因素

图 1  健康信念模型

2.3  知信行模型（KAP）
知 信 行 模 型（knowledge、attitude、

practice，KAP）认为健康素养是健康信念的基础，

健康信念是健康行为的动力，而健康行为是前

两者合力的产物 [13]。健康教育和健康行为干预

是指在健康信息传播的基础上运用教育和干预

措施促使态度的改变和信念的生成，且推动不

健康行为向健康行为改变，最终实现人群健康，

知信行研究框架如图 2 所示：

信息传递 信息获取 态度转变 行为改变
知 信 行

图 2  知信行模式示意图

知信行模式认为，行为改变有两个关键

步骤：确立信念和改变态度。人们从接受知

识到行为改变受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A. A. 
Subait 和 M. Alousaimi[14] 研究发现男孩和女

孩对口腔健康的态度有显著不同，通过在学校

开展口腔知识活动使学生们了解口腔知识，从

而引起态度变化，最终促进其行为改善。该结

论也验证了知和行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但知

信行模型同时也指出，知与行并非完全是因果

关系，一个人的行为与其掌握的知识有关，也

与其观念和态度有关，更与其长期生活环境有

关 [13]。

3  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和相关理论分析，基于用户

的健康信息搜索行为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个

体心理认知特征、健康平台和健康任务类型 4
个方面对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

行综述，如图 3 所示：

人口统计特征

个体心理特征

健康平台

任务类型

用户在线健康

信息搜寻行为

年龄

性别

居住地

教育程度

认知效能

健康素养

健康信念

社交媒体

搜索引擎

健康网站

图 3  用户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3.1  人口统计学特征

3.1.1  年龄影响

不同年龄层次用户的在线健康信息搜寻

特点以及对搜索平台的依赖程度都有不同。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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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gie[9] 研究发现年龄会对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产生显著影响，青少年在进行健康信息搜寻

时虽然对搜索引擎有所依赖，但更倾向于获取

不同来源、不同形式的健康知识。L. Chang[15]

在研究新加坡妇女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时发现，

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手机使用行为、健康搜寻

行为及健康资讯评估上存在明显差异。

3.1.2  性别差异影响

C. H. Basch 等 [16] 的研究表明性别对健康信

息搜寻的态度和行为有影响，女性每日平均使

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相比男性更长，且对于健康

信息搜寻更为主动。也有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低、

网络技能低的男性更易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寻

求健康信息 [9]。此外，有统计研究也发现男性

在健康信息搜寻的过程中倾向于寻找烟酒类的

健康信息，而女性则更关注养生和美容方面的

健康信息 [17]。

3.1.3  居住地影响

居住地差异本质上代表着文化、收入、经

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居住地的用户对健

康信息的关注程度具有差异性，从而导致健康

信息搜寻行为也存在差异。R. F. Mccloud 等 [18]

以城市的贫困用户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用户

由于互联网连接问题而导致的数字鸿沟障碍对

其健康信息搜寻会产生负面影响；另有学者分

析了不同种族间健康信息获取的差异，与白人

相比，黑人受访者对自己获取健康信息的信任

度更高，而西班牙裔受访者寻求健康信息的占

比则较低 [19]。T. H. Laz[20] 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以探寻不同民族与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之间的关

联，调查指出不同民族间存在的健康搜寻行为

差异与整体的健康意识有关。此外，还有学者

从城乡差异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搜寻行为，结果

发现城市青年对于一般的生理性疾病较为关注，

而乡村的年轻人更重视重大疾病的健康信息 [21]。

3.1.4  受教育程度影响

A. Kyriacou 和 C. Sherratt[22] 研 究 发 现 超

过半数以上的患者有在线健康信息搜索行为，

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尤为显著；I. 

Feinberg 和 J. Frijters[23] 讨论了有无高中毕业证

书的美国成年人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与健康状

况、防御性健康措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拥有高中毕业证书的成年人使用更多的是基于

文本内容的健康信息来源，而没有高中毕业证

书的成年人获取健康信息则主要通过口头传播。

D. Wu 对中国老年人的线上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进

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

的健康信息搜寻效率呈正相关 [24]。

3.2  个体心理特征

3.2.1  认知效能因素的影响

认知风格或者说是认知方式是影响用户交

互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H. Samarraie[25] 的

研究表明认知风格对用户的信息搜索行为存在

影响；N. Liu 等 [26] 借鉴社会自我理论和个人自

我的理论的概念，对百名在线医疗社区用户进

行调查，证明了在线医疗社区的社会认同和个

人用户对疾病严重程度的感知对健康信息寻求

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情感也是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搜索过程中的情绪会影响社会认知

变量和感知相关性，从而间接影响态度和行为 [7]，

因此情感认知同样也是影响用户健康搜寻行为

的重要因素。H. J. Son 和 K. E. Lee[27] 的研究表

明，健康关注、健康焦虑与网络健康信息寻求

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网络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最

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是健康焦虑；另有研究发现，

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能帮助搜寻者填补信息空白，

增强应对能力，这表明搜索可能会导致一些用

户产生满意和积极的情绪 [28]；有学者的研究进

一步发现情绪可以影响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

经历可以增加自我效能，而负面的情绪经历则

会降低自我效能，结果期望和自我效能可以相

互联系和影响 [29]。此外，有学者注意到了一种

特殊现象——网络忧郁症，网络忧郁症是指一

种不正常的行为模式，是指人们在网上过度或

者重复搜索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所产生的痛苦或

焦虑情绪，其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与在线健康信

息寻求之间有密切联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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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传播爆炸式增长的今天，用户在进

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难以确认信息真

伪，分辨信息质量，这可能会使得用户在认知

过程中产生问题，加剧用户的焦虑情绪 [31]，因

此如何改善健康信息发布平台的信息质量，保

证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营造可靠的信息环境，

进而改变用户的认知方式并调节用户的情绪是

值得深入研究的。

3.2.2  健康信念因素的影响

根据健康信念模型，不同的人格特质会使

得个体产生不同强烈程度的健康信念，进而对

用户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影响 [10]。郑策等 [32]

对不同健康信息平台下的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的人格特质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人格特质对青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具有显著

影响，而且用户在不同健康信息平台上的搜寻

行为具有差异性；此外，感知风险和价值期望

同样会对健康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邓胜利 [33]

运用技术接受模型和信息采纳模型，通过调查

问卷的方法对影响用户进行健康信息搜寻意愿

的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用户感知有用

性、主观规范与提问意愿正相关，感知风险与

提问意愿负相关，而感知易用性则对提问意愿

无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信念越强烈，越

容易产生积极的健康搜寻行为，因此如何提高

健康信念成为了关键所在，但是现有研究对何

种变量特征会对健康信念产生影响尚不明确，

导致影响路径产生断层，相关信息发布平台和

政策制定者难以获得理论支持来制定相应措施

以引导用户进行积极的网络健康搜寻。

3.2.3  健康素养因素的影响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

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 [34]。E. 
Maitz 等 [35] 在对 12-14 岁的青少年进行的健康

素养的测试中发现，青少年学生对自己的网络

健康素养的评价远远高于实际价值，而自我评

价较好的学生却不会访问高质量的网站，同时

研究还发现网络健康素养与学生自我效能感显

著相关。另有学者通过 Poisson 回归分析发现，

健康素养评分高、自我评定健康状况较差、患

有慢性疾病、上网频次较高均是在线健康信息

寻求的显著预测因素 [36]。M. K. Lam[37] 调查了

澳大利亚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与健康

素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线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与教育水平、健康素养存在显著相关效应，

并且随着用户在线搜寻频率的增加，其关联强

度也随之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一些研究发现老年

人群体不经常进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这是由

于老年人普遍较低的健康素养水平导致的，然

而也有相关研究指出老年人作为健康状况较差

的群体，有较高的治疗和养生的需求 [38]，理应

会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情况，促进健康搜寻行

为的产生。因此，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作用有

主次之分，也可能会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值得进一步挖掘影响因素。

3.3  健康平台因素

3.3.1  搜索引擎的影响

用户借助搜索引擎可以迅速键入想要搜寻

的信息，从而获得海量的相关信息。同时搜索

引擎的匿名性能够有效保护用户的健康信息和

个人隐私，这一特征也使得搜索引擎成为健康

信息搜寻的主要渠道 [39]。然而王若佳 [40] 的研究

指出搜索引擎所呈现的内容方式也会对用户的

健康信息搜寻体验造成一定影响，搜索引擎应

当根据用户搜寻的行为特征，通过对于搜索引

擎的规则优化，向用户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

健康信息 [41]。

3.3.2  健康类网站的影响

健康网站被定义为为用户提供健康信息和

咨询服务的网站平台，该类平台通常会与医院

或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合作 [42]。早期的健康信息

搜寻行为研究大多以健康类网站作为对象展开。

H. S. Lee[28] 调查结果显示，网站中被认为是准

确、可信、易于获取和持续更新的健康信息往

往被使用得最多；D. T. S. Chang 等 [43] 比较了互

联网上与某疾病有关的健康信息质量和这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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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赞助来源，发现大多数结石病网站健康信

息未经权威验证，且近三分之一的网站有商业

赞助，从而会影响用户对于信息的信任程度。

另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对移动健康信息行为进

行研究，结果发现健康类网站的知名度和可信

度均较低 [44]。

3.3.3  社交媒体的影响

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信息的传播模式，进而对用户的信息搜寻行

为产生影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健康信息的重

要传播媒介 , 用户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与其他用

户交流健康信息，获取帮助和建议，迅速了解

自身的健康状况 [45]。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也多以

社交媒体为媒介载体，对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的

影响展开研究。国内学者不仅对基于社交媒体

平台的健康信息传播特征 [46]、健康信息扩散模

式和特点进行了研究 [47]，同时也对社交媒体

的健康信息质量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 [48]。I. A. 
Nikoloudakis 等 [49] 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确定了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影响男性与女性进行

健康搜寻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另有学者研究发

现社交媒体的健康信息谣言及过度的社交媒体

使用可能存在潜在的健康威胁 [50]。

3.4  任务类型

信息搜寻行为是由信息需求引起的，而信

息需求是由任务所激发的，任务是用户开展信

息搜寻的原动力，是用户为实现某项目标达成

某种结果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37]。部分学者以

任务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国

外学者通常将搜寻任务划分为事实型任务、解

释型任务以及探索型任务 [25]，而 Y. L. Li[51] 则基

于分面分类法将任务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任

务的通用面，即任务来源、执行者、时间等；

另一类是任务的特有属性，包括复杂性、独立

性等客观的任务特征及重要性、紧急性、主观

复杂性等用户感知特性。国内学者也探讨了这

三种不同的任务类型对大学生在线健康信息搜

寻行为的影响，发现在健康信息搜寻的过程中

任务完成时间、提问式个数、关键词与任务类

型显著相关 [52]。因此，任务类型同样也会对健

康搜寻行为产生影响，但研究依旧处于起步阶

段，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十四五”规划中“健康中国建设”

的提出和自媒体时代用户信息搜寻方式的变化，

为提高健康信息的服务满意度以及为用户提供

有针对性的健康信息支持，本文主要从用户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视角从

个体特征（人口统计特征和心理特征）、健康

平台和健康任务类型多角度展开研究，经文献

梳理可以发现，研究的发展趋势从人口统计特

征的描述性研究转向了对于个体心理认知的内

部因素对健康信息行为的解释性研究，研究深

度逐步加深，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

（1）创新研究技术和方法。现阶段的研究

主要是通过问卷设计和搜集数据探究用户在线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而问卷、量表

的数据获取方式会造成数据的失真，且用户的

个性差异、平台使用和情感认知都具有极大的

特殊性和偶然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

以突破传统的经验或实证的研究范式，与大数

据分析相结合，采用实时数据流及多维标签化

的人口统计指标。

（2）选择合适的信息传播媒介。在早期的

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基于健康网站这一传播

媒介来展开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导致该方面的

研究已趋于饱和，而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新型的

传播媒介，在近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和用户行为，

因此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研究也成为学者近年关注的研究方向 [45]。

（3）探索深层次的特征变量。虽然已有学

者对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依旧有不

少值得挖掘的特征和变量，例如在个体心理特

征中，驱动健康信念进而影响健康搜寻行为的

深层次变量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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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在人口统计特征中，较少的研究关注地域

特征差异所带来的健康行为的不同，因此在未

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入不同地域下的种族、宗教

和文化等特征，更加深化对于线上健康搜寻行

为的探究。 
（4）研究结合实际社会背景。多数学者在

探究健康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时较少地考虑社

会背景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在公共突发事件，

尤其是与卫生相关的事件中，所带来的社会变

化可能会切实影响到网民的健康信息搜索行为，

同时事实也一定程度地验证了这一观点，2019
年末所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使得网民加强了

网络健康搜寻行为，如何更好地满足公众对于

健康信息获取需求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53]。

因此研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开展的网络健康信

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应急

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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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 Nowadays,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users 
to obtain and share health information. Analyzing the search behavior of network health information can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etwork 
health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Method / proces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Firstly, it evaluated the theoretical models that affect 
the individual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and then classifie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user’s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from four aspects: 
individu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ealth platform and task types. [Result 
/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view,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method innovation, media selection, variable exploration and case combination, this 
paper gives the aspect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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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可信在线社交媒体平台设计
与实现
罗旭
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深圳 518061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出

一系列在线社交媒体平台，拉近了用户间的“距

离”，同时也导致谣言的快速传播。以往对在

线社交媒体的谣言抑制研究大多为：先对其社

交网络拓扑结构进行研究，提出谣言传播抑制

策略，结合谣言传播模型，验证提出的谣言传

播抑制策略的有效性与实用性。基于此，相关

学者分别对谣言抑制策略与谣言传播模型进行

了研究。乔雅峰对在线社交网的拓扑结构以及

节点行为特点进行分析，提出了基于用户亲密

度的舆论领袖节点识别方法，通过向舆论领袖

节点注入真相来抑制谣言传播 [1]；张晋博通过

对社交网络中节点的风险程度与谣言传播路径

树的分析，提炼出“关键节点”，并对其进行

谣言传播抑制 [2]；顾亦然等根据真实在线社交

网络中节点重要度评估的节点收缩方法，提出

作者简介：罗旭 (ORCID：0000-0002-4949-5353)，硕士研究生，E-mail: rossue@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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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随着比特币、以太坊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和新型分布式社群计

算范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统互联网项目可以利用区块链的链式数据结构、去中心化网络、安全机制

重塑 “ 数据 ” 生产关系，有助于提高系统效用。旨在利用区块链技术为在线社交媒体平台赋能，建立

具有明确经济激励的可信社群生态。[ 方法 / 过程 ] 通过基于用户信用值的自下而上集群 “ 投票 ”，对

平台 “ 社区 ” 用户的价值贡献进行量化，设计平台内容生产者和内容评价者的激励机制，以激励内容生

产者发布优质真实内容，内容评价者积极参与内容评价，同时抑制评价者合谋 “ 投票 ” 与鼓励评价者进

行批判性思维的 “ 投票 ”。[ 结果 / 结论 ] 通过数值分析与仿真验证所设计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最后基

于以太坊区块链实现所设计的在线社交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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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熟人免疫策略 [3]。这几类谣言抑制策略的

根本机理是对复杂网络中节点间的拓扑结构进

行分析，挖掘出“关键节点”进行辟谣。然而

这需要耗费较大的计算资源，另一方面，单纯

地依靠自上而下的辟谣将高度依赖“中心节点”

的信用背书，若“中心节点”作恶，可能给社

会带来动荡与经济损失。

考虑到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性、不可篡

改性与可编程性，一些新型在线社交媒体平台

应运而生。例如 Steemit 社交网站 (steem.com)
基于 Steem 区块链建立了一个自由的、安全的、

用户激励的可信社交媒体平台 [4]。同时学术界

也对激励机制、区块链技术在社交网络中的应

用展开了研究，例如王慧贤对社交媒体平台中

用户参与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设计

有效的用户贡献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

尾端用户“搭便车”行为（只消费内容却从不

或很少生产内容的自私型用户），通过设计基

于信誉的用户内容质量审核激励机制，可有效

抑制冗余信息或垃圾信息的滋生、泛滥与扩散，

通过设计内容推荐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解

决用户不积极参与内容评价的问题 [5]。谢小松

等提出在电力物联网中引入基于区块链的社交

网络激励、社会设备主人激励和抢单激励机制，

以重构输电线路反外损的管理体系 [6]。宾晟研

究了区块链技术 - 社交网络范式下，因量化价值

贡献而产生的激励机制对用户信息传播的影响，

构建在不同传播行为下的收益 - 风险矩阵，利用

演化博弈论计算稳定策略对于各转发概率的影

响，通过对转发概率的取值验证基于区块链的

社交网络中激励机制可影响各状态间的转换过

程与转移概率 [7]。通过相关研究分析可以看出，

区块链作为一个不可篡改的、去中心化的、可

编程的分布式账本，可有效对社交网络中用户

行为进行记录，并基于智能合约技术构造开放

的、可编程的激励机制合同。

由于互联网的普惠性，国内网民基数大，

且国内的教育很少强调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

能力的培养，使得当前在线社交媒体平台呈现

出明显的羊群效应 [8]。同时，国内对在线社交

媒体平台的辟谣高度依赖于政府官方账号、民

营主流媒体或社群无组织的自下而上共识出讯

息真相，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笔者借鉴于

Steemit 等平台的思想以期基于区块链建立具有

明确经济激励的可信在线社交媒体平台 (Onl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 Based on BlockChain)，下

文简称 OSMP-BChain 平台。相较于以往研究，

笔者提出通过基于用户信用值的自下而上集群

投票，对“社区”用户的价值贡献进行量化，

同时兼具合谋投票抑制、批判性思维投票的鼓

励，设计了具体的激励机制，通过数值分析与

仿真验证其有效性，该部分内容主要在第 2 节

进行阐述，另外笔者基于以太坊区块链实现了

所设计的平台，该部分内容体现在第 3 节。

2  OSMP-BChain 平台设计

在国内主流在线社交媒体平台中，内容的

用户互动栏常只涉及到点赞、评论、转发、收

藏（如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哔哩哔哩、抖音

视频），很少有平台在设计内容的互动栏时考

虑反面评价（如踩、不赞成标记转发）。平台

运营商会考虑用户对平台的粘性，若在设计内

容互动栏考虑反面评价，虽然给内容评价用户

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但同时也会打击内容生

产者的积极性，而在自媒体时代，留住内容生

产用户才是平台可持续运营的主要因素。但随

着平台用户对真相渴望的需求增加，也有一些

独特的平台在设计用户互动栏时将用户的反面

评价考虑在内，例如重视高质量原创内容生产

的知乎，将用户对内容的反面评价需求考虑在

内，其用户互动栏如图 1 所示，巧妙之处在于

只将赞同用户“投票”数量展示出来，反对评

价只提供动作输入而不提供“选票”数量统计

输出，这使得内容评价者更具有赞同评价倾向。

图 1  知乎平台用户互动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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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前瞻性的视角提出在建立可信在线

社交媒体平台中，应鼓励内容评价者发出不同

“声音”，使得内容的真伪在不同意见间“碰

撞”出真相，根据辩证论的观点，要证明事物

真伪，应从其对立面充分考量。为简化模型，

对 OSMP-BChain 平台中内容的评价二分为正面

评价与反面评价，正面评价有点赞、正面转发等，

反面评价有踩、反面转发等。用户的每次评价

都以其信用值加权，则下文的评价与投票表示

同一含义。记内容获得的正面评价票数与反面

评价票数分别为 v_up 与 v_down，则 v_up-v_
down 表示内容的净胜正面评价“票数”，记为

diff。一般而言，diff > 0，内容被判定为真实信息，

反之则被判定为虚假信息，且其绝对值 |diff | 越
大，内容的真伪程度越大，|diff | 在意义上表示

内容的净胜评价“票数”，也被作为相关用户

获得奖励的指标。基于此，平台的社交互动与

代币流通如图 2 所示。

在图 2 中，变量 R_A 与 R_V 分别表示平台

代币系统分配给创建者与评价者的奖励额度。 Vi

表示当前代币结算周期内第 i 个内容的所有评价

者（代币结算周期指内容的有效计票时间，与平

台内容的平均活跃时间成正相关），按评价策

略不同，Vi 又可表示成 {Ui, Di}，即正面评价者

(upVoters) 与反面评价者 (downVoters) 的集合。

...
1V

...
1U

...
1D

...
2V

...
2U

...
2D

1c

1c
a

2ca

_R V

...

代币激励 _R A

代币激励

· OSMP-BChain平台

2c
内容发布

内容评价内容评价

内容发布

图 2  平台社交互动与代币流通

2.1  平台区块链系统

以往学者常将区块链系统基础架构模型自

顶向下分为应用层、合约层、共识层、网络层

和数据层，在此基础上结合所设计平台特征，

得出 OSMP-BChain 平台基础架构如图 3 所示：

交易数据 Merkle树 时间戳 密码学技术 链式结构数据层

P2P网络 传播机制 验证机制网络层

PoW PoS DPoS ...共识层

智能合约 算法机制 脚本代码合约层

应用层

内容发布与评判 社交关系与信息流动 “矿工”选举

...

Genesis New

...

图 3  OSMP-BChain 平台区块链系统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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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用层封装了所设计平台的各类

应用，包括：内容发布与评判、社交关系与

信息流动、“矿工”节点选举等；合约层封

装各类脚本、算法和智能合约，是区块链系

统可编程特性的基础；共识层封装了分布式

网络节点的共识算法，为民主网络与系统数

据一致性提供保证；网络层封装了网络组网

机制、数据的传播机制与验证机制；数据层

封装了区块数据结构、时间戳与数据加密等

技术。

在区块链生态里，数字加密货币可分为原

生币 (coin) 和代币 (token) 两大类，前者直接在

自己区块链上运行，后者依附于现有区块链平

台发行，为价值流通提供更灵活的结算形式。

其中，以太坊代币生态最为繁荣，它们大都遵

循 ERC-20 代币协议。此外，以太坊是面向智能

合约和分布式应用的全球性开源平台，其代币

生态依附于智能合约开发，本平台为建立在以

太坊区块链的社交媒体网络。以太坊中智能合

约运作机理如图 4 所示：

区块 区块... ...

预制触发条件
（事件、时间等）

预制响应规则
（交易、动作等）

智能合约

状态 值

外部输入数据

外部输入事件

区块

输出数据

编译部署

图 4  以太坊中智能合约运作机理

相对于其他线上合约，以太坊智能合约具

有如下优点：可触发的反射机制、去中心化的

执行环境、程序代码部署后不变性。这有助于

在非信任方之间建立共享代码的信任（链上计

算）。智能合约部署在区块链上，其调用受制

于最新区块交易的验证，当智能合约达到预制

触发条件执行后，将通过“交易”的形式更改

区块链中相关的状态变量。

在 OSMP-BChain 平台代币系统设计中，将

代币种类分为可流通代币与信用值代币两类，

前者用于用户间的直接交易，后者代表用户在

平台的话语权、收益权。两类代币间的关系如

图 5 所示，可流通代币按特定转换关系经时间

延迟转换为信用值代币，当用户在社交网络中

参与社交活动（例如内容发布、内容评价、“矿

工”竞争）时，其收益与其信用值有关。

可流通代币 信用值

时间滞后

间接影响

图 5  OSMP-BChain 平台两类代币

此外，OSMP-BChain 平台通过按期增发代

币对平台进行持续激励，新增发代币按一定比

例配额到不同用户群体奖励池，该增发分配如

图 6 所示，其中区块链“矿工”节点奖励池用

于对平台区块链系统维护节点的代币激励。

下文将在本小节提出的平台区块链系统上，

对用户的价值贡献进行分析并设计相应激励机

制，激励机制的逻辑规则均以智能合约的形式

被编译部署在以太坊区块链上，代币体系基于

以太坊 ERC-20 协议开发。



171

平台系统新增发代币

内容创建者、评价者奖励池 信用值代币持有者奖励池 区块链“矿工”节点奖励池

内容创建者奖励池 内容评价者奖励池

图 6  新增发代币分配

2.2  内容的创建者与内容的所有评价者激励机制

OSMP-BChain 平台中的代币激励机制主要

是为了引导内容生产者发布真实优质内容，引

导内容评价者对内容真伪性进行证实，则对于

创建者与评价者的代币分配略有不同。具体地，

以单个内容为例，若其被证实为真实信息，其

内容创建者对平台做“正功”，反之对平台做

“负功”，考虑到平台用户的粘性和模型的简

化，对做“正功”的创建者进行奖励，对做“负

功”的创建者选择忽略（既不奖励也不惩罚）；

另一方面，无论该内容是否被证实为真实信息，

其所有评价者都将获得奖励，因为他们对内容

真伪性的证实都投出了宝贵的一张“选票”，

即对平台做了“正功”。因为 |diff | 表示内容的

真伪程度，则内容的创建者与内容的所有评价

者做“功”大小与 |diff | 成正相关。最后，代币

系统按做“功”的大小分别对内容的创建者与

内容的所有评价者进行奖励。

当前代币结算周期内容的创建者与内容的

所有评价者的代币收益算法分别如表 1 与公式

(1) 所示 , 其中 N 为当前代币结算周期内容的

数量。在表 1 中，首先输入当前代币结算周期

平台所有内容净胜正面评判票数 diff1,diff2,……, 
diffN，然后计算出当前平台创建者“正功总计值”，

代币系统根据创建者做“功”大小占“正功总

计值”比例，对创建者进行奖励。

表 1  内容创建者收益计算伪代码

Pseudo-code: 内容创建者收益计算算法

INPUT: [diff1,diff2,……, diffN]

INITIALIZE: R_A，正功总计值 ← 0，索引数组 ← []

PROCEDURE

FOR diffi IN [diff1,diff2,……, diffN] DO

IF diffi > 0 THEN

正功总计值←正功总计值+diffi ，并将做“正功”内容的索引i存储到索引数组

ELSE THEN

R_Ai = 0

END IF

END FOR

FOR i IN 索引数组 DO

R_Ai = (diffi /正功总计值)×R_A

END FOR

OUTPUT: R_Ai

END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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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1)
2.3  “垄断评价惩罚”机制

根据 2.2 小节的分析，内容获得的净胜评价

票数（|diff |）越大，内容真伪性评判结果越明朗，

收益越高，这体现了辩证法中矛盾斗争性思想，

但矛盾也具有同一性，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事实上，观点常常是相对的，若一个观点没有

任何反对“声音”，常常是受到某些强加“外力”

的作用，例如某种外界意识形态的强加、“网

络水军”的大量雇佣或篡改用户存储在服务器

上的数据等。基于此，笔者提出“垄断评价惩

罚”机制以抑制评价用户合谋“投票”与“投票”

结果的恶意操控，同时被惩罚的代币用于激励

优质真实内容的生产。

“垄断评价”指内容评价过程中，竞争方

呈现一方独占情形的倾向。在 OSMP-BChain 平

台中，以内容获得的正面评价票数占其获得的

正反评价票数总计的比例 ( 记为 proportion_up)
作为是否发生“垄断评价”的“标尺”。根据

图 2，平台存在正面评价垄断与反面评价垄断

两类情形，则对应有正面评价垄断阈值与反面

评价垄断阈值，分别记为 Th_up 与 Th_down。
当内容的 proportion_up 值大于 Th_up 时，该

内容存在正面评价垄断，其评价者惩罚强度随

proportion_up 值变化关系如图 7 中 CD 函数段

所示，小于 Th_down 时，则存在反面评价垄断，

如图 7 中 AB 所示。此时对内容的评价者进行

惩罚，且“垄断”程度越高，惩罚强度越大，

令惩罚强度 Intensity_p 随 proportion_up 大小线

性变化。特别的，当投票的一方完全独占时，

惩罚强度为 90%，对应图 7 中的 A 或 D；当

proportion_up 刚好达到垄断阈值时，惩罚强度

为 0，对应图 7 中的 B 或 C。

在图 7 中，假设投票的一方完全独占时，

惩罚强度为特定的 90%，一是为了后面数值仿

真中的具体计算，实际过程中该值可以是 0% 到

100% 之间的任何数值（即根据现实需求对完全

垄断的惩罚强度进行设定）；二是为了避免在

对合谋投票抑制的过程中对常识性或公理性内

容的评价者（自然垄断者）进行过度惩罚，例

如设定完全垄断时惩罚强度为 100%，内容评价

者的收益将为 0，在付出了基于用户信用值消耗

的投票成本考量下，将影响用户评价的积极性；

三是合谋垄断相对于自然垄断常具有更高的运

营成本，在相同的惩罚强度下，合谋评价者的

经济损失更高；四是惩罚强度是在未引入“垄

断评价惩罚”机制时内容的所有评价者收益上

做乘法运算，在图 7 所示的评价者惩罚强度随

proportion_up 值变化关系中，垄断评价者仍能

获得一部分收益，只是相对于未引入该机制时，

收益降低。

图 7  惩罚强度随 proportion_up 值变化

将代币结算周期内第 i 个内容的 proportion_
up 代入图 7 所示的函数关系，得到该内容的“垄

断评价”惩罚强度 Intensity_pi，则该内容的所

有评价者 (Vi) 被“惩罚”的代币量 Punishi=R_
Vi×Intensity_pi，这部分代币用于激励优质真实

内容的生产。引入“垄断评价惩罚”机制后，

第 i 个内容的所有评价者收益更新为：R_Vi=R_
Vi×Punishi，平台代币系统分配给优质真实内容

创建者代币量更新为：R_A=R_A+ΣiPunishi。

2.4  内容评价者行为策略与激励机制

2.2 节从宏观角度分析，提出了内容的创建

者与内容的所有评价者的代币分配机制，本节具

体到内容的每位评价者的行为策略，并提出一种

新型内容评价者激励机制，该机制能够正确引导

评价者独立地、具有批判性地对内容进行评判。

2.4.1  内容评价者行为策略

在 OSMP-BChain 平台中，评价者的行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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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有：对内容的真伪性判断、社交关系激励、

代币激励。其中，社交关系激励会对内容客观

真伪判断产生主观影响，若在评价过程中切断

评价者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内容评判结果将

更客观。但这不符合在线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

“点赞”与“踩”的心理，因为单次评价带来

的收益甚微，评价者更愿看到在前端界面操作

带来的变化与内容的投票结果的实时更新 ( 认同

与被认同 )，此外用户在评价时常有知晓主流投

票意见的需求。在线社交媒体平台中内容的评

价过程为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过程，可用图8描述，

即每位评价者在投票时知晓“前面”的投票结果，

将与“前面”主流投票策略一致的投票称为“从

众”投票，反之称为“叛逆”投票。此外，在

代币结算时刻，一个内容的评价者按是否与主

流意见一致分为“赢家”与“输家”。

2c
OSMP-BChain平台

1c
...

... ...1,1v 1,2v 1,mv ... ...2,1v 2,2v 2,mv

图 8  内容投票过程

2.4.2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投票策略与其激励机制

“赢家通吃”指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一方

获得全部奖励，将该概念引入 OSMP-BChain 平

台中内容评价者的代币分配，具体地，若内容

被评判为真实，其正面评价者获得系统分配给

该内容的评价者奖励，反之其反面评价者获得

系统分配给该内容的评价者的奖励。但在图 8
所示的完全信息下的动态投票过程中，显然“赢

家通吃”的内容评价者激励机制会导致投票过

程将呈现出“从众效应”，不利于得出与客观

相符的评判结果。若想根除“从众投票效应”，

可令“赢家”与“输家”效用相同，但同时也

会导致一张“选票”被滥用。若既要保证一张“选

票”不被滥用，又要保证投票“市场”的竞争性，

可综合两个维度考量：①代币结算时刻评价者

是否被认证为“赢家”；②评价者投票时刻是

否“从众”投票。“一张选票”按两个维度可

分为 4 种类型：从众赢家、叛逆赢家、从众输家、

叛逆输家。一般地，评价者在评价时根据风险

收益评估进行投票，影响风险收益的主要因素

有：预期“选票”类型的概率与其收益，在自

然条件下，成为“赢家”应是第一投票动机，

设定“赢家”收益大于“输家”收益合乎情理，

也有利于“投票市场”的竞争。而要成为“赢家”，

“从众投票”仍是最优策略，因为自然条件下，

成为“从众赢家”选票的概率远大于“叛逆赢家”，

即用户选择“从众投票”动机远大于选择“叛

逆投票”动机。这又不利于事物真伪性的评判，

为了削弱“从众投票”动机，可引入适当的“叛

逆投票”奖赏与“从众投票”成功惩罚。4 类“选

票”的收益计算如表 2 所示：

表 2  4 类“选票”的收益计算

结算时刻认证
投票时刻

“从众”投票 “叛逆”投票

“赢家” ①（“赢家”收益－“从众”惩罚） ②（“赢家”收益＋“叛逆”奖赏）

“输家” ③（“输家”收益－“从众”惩罚） ④（“输家”收益＋“叛逆”奖赏）

记 4 类选票收益分别为 R1、R2、R3 与 R4。

设具有同等大小信用值（或单位大小信用值）

的“赢家”收益 (Incomew)与“输家”收益（Incomel）

间 关 系 为：Incomel = μ•Incomew, μ∈(0, 1]， 则

R2>R3, R2>R1, R2>R4, R1>R3, R4>R3。4 类选票收益

关系中唯一不确定的为 R1 与 R4 孰大孰小，根据

其收益计算式，R1>R4 的必要条件为：“赢家”

收益减去“输家”收益 >“叛逆”奖赏加上“从

众”惩罚，假设“叛逆”奖赏等于“从众”惩罚，

收益与效用成正比，则 R2>R1>R4>R3 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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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写为：(1–μ)×“赢家”收益 > 2×“叛逆”

奖赏，进一步地，其必要条件为：

“赢家”收益∶“叛逆”奖赏 > 2 ∶ (1–μ)
若 μ=0.7（即同等大小信用值的“输家”

评价者获得代币奖励量为“赢家”评价者获得代

币奖励量的 70%），根据上面的不等式约束条件，

可令“赢家”收益∶“叛逆”奖赏 = 10 ∶ 1。单

位大小信用值的“赢家”收益∶“输家”收益∶“叛

逆”奖赏∶“从众”惩罚 = 10 ∶ 7 ∶ 1 ∶ 1。
在该代币分配机制下，同等大小信用值（或

单位大小信用值）的 4 类“选票”收益比值

R1 ∶ R2 ∶ R3 ∶ R4=(10–1) ∶ (10+1) ∶ (7–1) ∶ 
(7+1)=9 ∶ 16 ∶ 6 ∶ 8。即通过设置适当的金融

配置参数可使得 R2>R1>R4>R3 且呈现数量上的比

值关系，可有效削弱评价者“从众”投票动机，

因为即使评价者“叛逆”投票，不幸被判定为

“输家”，其收益还是会比“从众输家”（R3）

高，反之若心中真理被判定为真理（“赢家”），

其收益将是 4 类选票中最高；同理对于“从众”

者，若被判定为“赢家”，其收益（R1）处于 4
类选票中的中上位（2 号位），反之若不幸被判

定为“输家”，其收益（R3）将处于最下位（4
号位）。综上，该机制既能保证一张“选票”

不被滥用，又能保证投票“市场”的竞争性，

使得评判结果更客观。

2.5  数值仿真

在 2.3 节与 2.4 节中，分别对提出的“垄

断评价惩罚”机制与一种新型内容评价者激励

机制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本节基于图 2 的平台

社交互动与代币流通，建立仿真模型，令当前

代币结算周期内平台“存在”11 个待结算内容

(c1,c2,...,c11)，与 10 位内容评价者 (v1,v2,...,v10)，
每个内容对应一位创建者，每位评价者与每位

创建者“相连”并投上以信用值加权的选票。

平台代币系统拟分配给所有创建者与投票者的

代币量 R_A 与 R_V 分别为 100 与 100。另外，

10 个待结算内容获得的正面评价票数占其正反

评价票数总计的比例（proportion_up）均匀地

落在 0 到 1 之间，若每位投票者的信用值都为

10，则 10 个内容的净胜正面评价票数 (diff) 分
别为 -100, -80,-60,-40, -20, 0, 20, 40, 60, 80, 100。
在该模型中内容获得“选票”的分布如图 9 所

示，红色填充标记的“选票”表示反面投票，

绿色填充标记的“选票”表示正面投票。例如，

从图 9 中可知 c2 从 v1 到 v9 获得了 9 张反对票，

从 v10 获得 1 张赞同票。

图 9  数值仿真模型中内容获得的“选票”分布

下文在该模型上，分别验证所提出的“垄

断评价惩罚”机制与内容评价者激励机制对内

容的创建者与评价者收益的影响。

（1）“垄断评价惩罚”机制对内容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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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评价者收益的影响。将“垄断评价惩罚”

机制中的正面评价垄断阈值 (Th_up) 与反面评

价垄断阈值 (Th_down) 分别设为 0.8 与 0.2，结

合仿真模型可得内容评价者与内容创建者在引

入“垄断评价惩罚”机制前后的收益如图 10 所

示：

   

图 10  “垄断评价惩罚”机制对模型中内容的所有评价者与创建者收益影响

由图 10 可知，引入“垄断评价惩罚”机制

后，c1、c2 与 c10、c11 的所有评价者收益降低，

这是因为其达到“垄断惩罚”标准，而 c3 至 c9

则因未达到该标准，收益保持不变。被评判为

真实内容 (c7 至 c11) 的创建者收益增加，被评判

为虚假内容 (c1 至 c6) 的创建者收益依然保持为

0，这是因为内容评价者被“惩罚”的代币量被

用于真实内容的创建者激励。

（2）新型内容评价者激励机制对评价用户

收益的影响。在“垄断评价惩罚”机制下，引

入 2.4 节提出的新型内容评价者激励机制，结合

仿真模型，得到评价者从每个内容获得的收益

如图 11 所示。以第一个柱状图为例，可知 v1 从

c1 至 c11 获得的代币值分别为 0.2，0.89，1.22，
0.82，0.42，0，0.3，0.59，0.87，0.63，0.2，且

v1 获得的总收益为 6.13 单位代币。

至此，数值仿真已完成，实验结果将用于

与第 3 节中基于以太坊的 OSMP-BChain 平台应

用工程结果进行对比，论证实现的平台是否能

够满足所设计的数据计算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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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评价者从每个内容获得的收益

3  OSMP-BChain 平台实现

以太坊 (Ethereum) 是一个用于分布式应用

程序开发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全球性开源平台，

本节在以太坊公有区块链上对所设计的 OSMP-
BChain 平台进行实现。

3.1  OSMP-BChain 平台开发框架

Truffle 框架是基于以太坊虚拟机的开发环

境，笔者基于其开发 OSMP-BChain 平台应用程

序。通过 Truffle 框架将编写好的智能合约编译、

部署到以太坊区块链中；在控制端通过 Web3.js
库与本地或远程的以太坊节点交互；用户通过

Web 浏览器向 Node.js Web 服务端发送请求与获

取响应与区块链项目建立通信。开发框架如图

12 所示。

3.2  OSMP-BChain 平台项目搭建

OSMP-BChain 平台应用程序开发流程如

图 13 所示，本节主要对需求分析、模块设计与

Node.js Web 服务端设计进行阐述，功能联调将

结合实验结果在 3.3 节阐述。

以太坊用户

Web浏览器

Solidity智能合约

Web3.js

Node.js Web服务器
HTML/CSS/JS

操作

区块链

请求

编译部署

返回

Truffle框架

图 12  OSMP-BChain 平台开发框架

需求分析 模块设计 数据结构设计与实现

Web服务端设计前端设计与实现功能联调

图 13  OSMP-BChain 平台应用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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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需求分析

本平台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集群投票，

挖掘出在线社交媒体中的真实内容与虚假内

容 ( 谣言 )，并对内容创建者、评价者进行基

于区块链的代币激励。由于平台基于以太坊

区块链开发，每个以太坊账户都可注册成为

平台用户，参与到内容发布、评判、转发等

社交活动。

3.2.2  模块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OSMP-BChain 平台系统主

要模块可分为平台配置信息设置模块、平台用

户注册与登录模块、平台用户个人信息展示模

块、平台内容信息展示模块。其主要功能模块

与细化如图 14 所示，绿色背景部分中平台配置

信息用于展示当前平台的配置，用户注册与登

录后即可发布内容；蓝色背景部分用于用户个

人信息展示以及当前平台的内容信息，用户可

对相关内容发起评判、转发等；橙色背景部分

用于展示当前区块链代币结算周期内内容创建

者以及内容评价者的收益。

平台配置信息

发币者地址

代币标识

发币量

代币余额

发行时间间隔

注册用户信用值代币拥有量

平台用户注册与登录

账号地址

注册/登录请求按钮

平台用户个人信息

账号地址

信用值

投票记录

平台内容信息

内容地址

内容信息

正面评价票数与反面评价票数

正面评价与反面评价请求按钮

OSMP-BChain平台

内容编辑与发布

内容编辑输入域

发布请求按钮

当前代币结算周期内收益分布

内容的创建者与所有评价者收益

评价者从每个内容获得的收益

图 14  主要功能模块与细化

3.2.3  Node.js Web 服务端设计

在 OSMP-BChain 平台中，Node.js Web
服务端在 Web 浏览器与区块链系统间起着

“管道”通信的作用，其程序流程如图 15
所示。

3.3  OSMP-BChain 平台项目联调与实验结果对

照

在与仿真实验同样的“输入”下（同样的

代币增发机制、用户激励机制、用户内容发布

与内容评价），观察应用项目实验结果与仿真

实验结果是否一致，来测试应用项目是否能够

满足所设计的数据计算与控制。验证流程如图

16 所示，通过对应用项目前端界面截图的形式

采集到的内容的创建者与内容的所有评价者收

益如图 17 所示，每位评价者从每个内容获得收

益如图 18 所示。

经验证，在与仿真实验同样的“输入”下，

应用项目实验结果与仿真实验结果一致，说明

基于以太坊公有链实现的 OSMP-BChain 平台能

够满足所设计的数据计算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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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监听注册请求、登录请求

或结算请求是否触发

哪一类请求被触发？
注册请求 登录请求

读取用户

注册信息

将该账号注册为OSMP-BChain
平台用户（存储在区块链）

注册信息

是否“合法”

是

读取OSMP-BChain
平台用户登录信息

更新用户个人信息

更新当前账号“相连”

账号发布的内容信息

登录信息

是否“合法”
是

获取投

票信息

写入区块链

哪一类请求被触发

区块链

投票请求否 否

区块链

配置当前代币结算周期“金融”参数

获取所有内容的信息

（内容地址、投票信息等）

按奖惩机制和“金融”配置参数
对每个内容的创建者、评价者进

行奖励与惩罚

结算请求
监听用户请求

获取要发布

的内容信息

创作者签署内容，写
入区块链，并广播给

“相连”用户

发帖请求

图 15  Node.js Web 服务端程序流程

注册、登录相关以太坊账号

用户发布内容，用户对内容投票

开始

采集内容的创建者与所有评价者收益 采集评价者从每个内容获得的收益

是否与仿真结果图10一致 是否与仿真结果图11一致

平台实现了“垄断评价惩罚”机制 平台实现内容评价者激励机制

调试代码
重启工程
重新验证

调试代码
重启工程
重新验证

验证完成

等待系统发起“结算”请求

是

否

是
否

图 16  OSMP-BChain 平台项目验证流程

图 17  内容的创建者与投票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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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投票者从每个内容获得收益前端展示界面

4  结语

笔者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嵌入区块链技

术，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去中心化以及可

编程智能合约特性，以区块链代币系统为依托，

设计了详细的激励机制，通过量化用户的价值

贡献，并兼具合谋投票抑制以及具有批判性思

维评价的鼓励，引导用户积极参与真实内容发

布与内容真伪性的客观评价。通过数值分析与

仿真的形式验证所设计的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同时基于以太坊开源平台实现了所设计的社交

媒体平台。目前，区块链在在线社交媒体平台

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其他大流量型区

块链应用项目类似，主要受制于区块链系统的

“不可能三角”约束 [9]，需要在“高效率低能

耗”“去中心化”以及“安全”间综合平衡，

以满足在线社交媒体平台的“大流量高带宽”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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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Trusted Onl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 Based on Blockchain

Luo Xu
College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rise of encrypted digital currencies and new distributed 
community computing paradigms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such as Bitcoin, Ethereum and etc, more 
and more traditional Internet project can use Blockchain’s chained data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network, 
and security mechanism to reshape the data produc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overall utility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use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empower onl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build a trusted community ecology with clear economic incentives. [Method/process] Quantifying the value 
contribution of platform users through bottom-up cluster voting based on the users’ speech power, and then 
a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platform content producers and content evaluators was designed to motivate 
content producers to post high-quality real content and content evaluato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ntent 
evaluation, and it could also suppress evaluators from colluding to vote and encourage evaluators to vote 
critically. [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numer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we verifi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igned incentive mechanism. Finally, we implemented the designed onl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 based 
on Ethereum.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Blockchain    value contribution quantific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Ether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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