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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重点阐述了我国科技治理的三角模型和科技情报事业的三阶段历史演变，以及如何借助时
代大势，转换好“建设者”的职能定位，全面提升科技情报功能，通过多项制度化建设，根本上破解
我国科技情报事业面临的战略难题，以顺利迎接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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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Second Prosperity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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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id of triangle mod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 order to meet the second
prosperity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methods to convert the
management functions, improve the service functions, and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strategy problem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through the new system construc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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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情报是国家科技情报机构主导开展的认
知对抗活动，目的在于确保战略性装备的科技优

特约稿件

科技创新发展等新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挑战，应在
理论上继续探索突破，以迎接新的发展需要。

势，防范科技资源流失。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应该
往哪里发展、科技情报体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国
家责任、科技情报机构应该如何改革、科技情报

1、科技治理的三角模型与科技情
报事业的三阶段演化

工作应该如何创新等，始终是困扰科技情报界与
科技情报学界的一大战略性难题。

从国家的角度分析，我国的科技治理体系可

受国家战略的调整，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随

以划分为三大部类，第一类是军事、国防、安全（对

着上世纪 50 年代国防体系和工业经济建设的兴起

外）、公安等负责科技安全的核心部门，以及边防、

而获得了大发展。但 80 年代后随着工业体系建设

海关、国土、通讯等科技安全的支撑部门；第二

的基本完成和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体制

类是农业水利、能源矿产、工业信息、交通物流、

改革的推进，科技情报界实行了大规模的职能转

金融外贸、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负责工农业科

变和机构转型，科技情报事业经历了从兴盛到衰

技创新与科技应用的部门；第三类则是国家科技

落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情报学界

情报、地方科技情报、行业科技情报等负责科技

热议了近 30 年但依然困惑难解的话题，我国很多

情报职能活动与管理的专门部门；三部类在科技

知名专家学者比如钱学森、包昌火、梁战平、霍忠

治理体系中，互相支撑，协同发展，分别以科技

[1]

[2]

[3]

[4]

[5]

文 、符福峘 、武夷山 、郑彦宁 、沈固朝 等，

安全、科技发展和科技情报的要素形式在如图 1

因应时代发展需要，在科技情报概念、科技情报

所示的模型中，共同构成比较稳定的联动结构关

职能、科技情报方法、科技情报机构变革、科技

系，要素之间的支撑与协同关系则因不同的国家

情报政策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与建设性的理论阐

治理政策呈现出强弱不等的变化，并呈现出有规

述，为引领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不断进步做出了

律的演化过程。

历史贡献。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全面实施国家安

科技治理三角模型中的（A），表示了我国

全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情报事业面临

在建国后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的近 30 年时

着国家安全治理、军事国防变革、经济结构转型、

间里，是科技情报事业的第一个春天，科技安全

图 1 我国科技治理的“三角模型”与科技情报的三阶段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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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技情报之间、科技发展与科技情报之间建立

在党的十八大后很长一段时期（10-30 年），是

了强有力的协同关系。“一五”期间，我国在苏

科技情报的第二个春天，科技安全与科技情报之

联的援助下，提出和实施了全面的国防工业建设

间、科技发展与科技情报之间、科技安全与科技

和工农业经济建设，在国家推动下，于 1956 年设

发展之间，相互协同功能将获得全面强化。党的

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即中国科

十八大在“四个全面”战略指导下，2013 年设立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前身），1958 年设立了国防

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 年设立了国

科委，60 年代逐步设立了各行业和各地区的科技

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

情报部门和国家科技情报网络，1977 年设立了军

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相继提出

[6]

委科技装备委员会 ，集国家之力，开展了大规

了国家安全战略（实行包括科技安全在内的总体

模的对外科技情报获取与研究工作，为我国以“两

国家安全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战略、

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工业建设和以“电子、化工、

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国家战略等多个顶层战略，

机械”等为代表的工农业经济建设，发挥了“耳目、

并以“十三五”政府规划的形式全面组织实施，

尖兵、参谋”的战略作用。

这就为科技情报部门与科技安全部门之间的大融

科技治理三角模型中的（B），表示了我国

合、科技情报工作的大规模扩展、科技情报机构

在 80 年代初期至党的十八大前的近 30 年时间里，

的“建设型”职能转型、科技情报事业的再次大

是科技情报事业的转型时期，科技安全与科技情

发展，奠定了国家制度基础和战略基础。

报的协同功能被逐步弱化，科技发展与科技情报
的协同功能继续维持了稳定的发展关系。在该时
期，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指导，我国实施

2、从工作者、服务者到建设者的
科技情报职能转变

了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力量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国防工业建设大幅减缓，科技安全与

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我国科技情报部

科技情报部门被全面整编与重组，全国科研机构

门在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职能，经历了工作者转型为

的财政经费进行了调整，1982 年设立了国防科工

服务者，从服务者迈向建设者的两次实质性跃迁。

委，1983 年设立了国家安全部，1992 年科技情报

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无论是

[7]

机构陆续实施了改名活动 ，科技情报职能全面

国家科技情报部门还是地方与行业科技情报部门，

转型为面向市场经济的科技信息服务，为我国科

其主要职能包括科技情报工作和情报科技两大类。

技创新、科技信息资源建设

[4]

等做出了历史贡献。

其中，科技情报工作包括科技情报侦察、人力科

值得一提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这次转型只是策

技情报工作、公开科技文献收集、科技文献信息

略性的或是调适性的，并非彻底的部门转轨，更

储存整理与检索服务、科技文献信息系统建设、

非学术或理论的研究失误，比如在改名运动后，

科技情报规划研究等业务性工作内容，直接为国

只有部分的科技情报机构与职能转型为科技信息

家的国防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工业装备的研

资源管理与图书馆管理方向，部分国防科技情报

发与生产、先进农业装备的研发与生产等提供情

机构与职能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这种策略性或调

报信息获取与分析服务；情报科技则包括钱学森

适性转型造成了巨大的学术混乱，引发了所谓的

先生总结的情报获取科技（注：应该包括侦察科

[8]

“情报名不副实” 的全面争论。
科技治理三角模型中的（C），表示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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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和调查科技）、情报资源存储与检索科技，以
及情报分析科技等 [9]。这两大类科技情报职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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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业务性或技术性层次，故可称其为“工作者”

面向国际安全的信息资源管理与架构、技术平台

职能。

建设、大量数据的技术分析、面向数据处理的核

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转型时期，除少部分

心科技研发等，出现巨大的空白性国家需求，科

的国防科技情报机构获得保留以外，其他科技情

技情报部门必将以“国家情报体系建设者”的身

报部门基本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科技信息产品的供

份承担起整合社会各界情报科技研发力量的重要

应者角色，除承担部分政府规划与咨询职能外，

职能；特别是随着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全面实

主要面向政府部门、院所高校的科技研发部门、

施，中国将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引领世界的发展，

各类企业科技研发单位等

[10]

提供公开科技信息的

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我国实施科技安保政策，以

获取 - 存储 - 检索服务，以及相应的科技文献信

防止战略性装备、战略性技术、战略性人才等的

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组织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研

全球流失和区域扩散，科技情报部门则需要以“国

究、人才培养与科技推广等经营性业务。这时期

家情报体系建设者”的身份全面参与科技流失风

的科技情报职能属于面向市场经济的经营属性，

险控制、科技安保实践、科技安保治理等工作。

故可称其为“服务者”职能。
但是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科

3、科技情报功能结构与战略提升

技情报部门不是要简单地回归到“工作者”的职
能状态，比如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建议中国科技情

然而，尽管战略需求已经显现，但我国科技

报机构要强化情报获取与情报研究等力量，显然

情报部门在经过长期的转型发展后，尚不具备全

在中国各行各界的科技情报工作能力普遍获得提

面承接这种需求的能力，比如在图 2 所示的当前

升的新时期，这种战略定位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我国科技情报部门的功能结构中，信息资源、信

因此，科技情报除了继续服务科技发展领域、服

息管理、信息研究与科技研发四大领域只具备初

务科技创新市场主体

[11]

以外，更重要的是以“国

步的资源与能力，在人才队伍、数据库建设、系

家情报体系建设者”的身份，面向包括科技安全

统平台、情报研究、科技研发、情报理论等方面

在内的国家安全领域，增加包括战略性科技信息

远不足以向国家安全领域进行力量延伸，这就需

资源建设与管理、战略性科技创新研究、战略性

要国家领导层以及科技情报部门转变思想观念，

情报科技研发等核心职能体系，以与国家政治安

开展跨越式的领导机制建设、组织机构调整、组

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等体系进行

织能力改善、人才队伍建设、法律法规建设等综

总体性融合；而且随着我国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

合性改革与战略性提升。

图 2 我国科技情报部门的功能结构与战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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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我国科技情报部门在国家安全战

系 [13]。

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指导下，至少应完善和

（2）重建国家科技情报网络，在上世纪 70

发育出如下四大新的功能体系：（1）国家科技信

年代开始的全国性科技情报合作网络（还有称“专

息平台建设，即在涉及国家重大创新的领域，面

业科技情报网”）基础 [14] 上，以“国家 - 地方 +

向全球获取、加工和提供相应的科技文献与信息

行业”的部门结构为基础，以“层级分工、区域错配、

内容，覆盖科技人物、科技成果、科技设备、科

系统共建、信息共享、联合协同”等原则为指导，

研制度、科研激励、科研投资、科研项目、科研

以“中国 - 亚太 - 全球”为地理空间扩展方向，

政策等；（2）国家安全信息资源管理，即在服务

构建统一的国家科技情报协作网络，强化信息集

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科技情报部门将为军事、国

成、智库服务与科技引领等作用，为国家科技创

防、安全、外交、文宣、经济、公安、边防、海洋、

新平台建设、国家安全信息平台建设、国家情报

民政、地方政府、国企等大型企业提供全球安全

科技集成研发、国家科技安保治理等奠定物质基

信息资源获取、储存、信息组织、技术分析等能

础；面对不断发展的数字化挑战和多样化的国家

力配置与服务保障体系；（3）国家情报科技研发

治理目标，我国的科技情报网络必须在情报获取、

整合，即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方面，以国家安全

情报分析、情报设计、情报行动等方面实行基于

的身份外包采购或分包研发

[12]

具有共性特征的情

网络结构的集成化和一体化治理模式，即由不同

报科技产品、情报科技方法、情报科技人才等，

的网络节点承载和执行不同的任务，节点间整体

以总体服务于各大国家安全治理的科技需要；（4）

发挥起协同联合的效应。

国家科技安保治理，即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方面，

（3）编制国家科技安全战略，出台《国家

以科技安全治理者的身份参与重大的科技安保工

科技安全战略》报告，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

程项目、科技安保宏观治理决策等。

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各大部门，联合确立科技情报
战略，明确科技情报工作重点项目，明确工作模

4、五大科技情报制度变革措施

式和考核激励体系等；科技安全是科技情报服务
的两大部门之一，而我国在科技安全领域的治理

任何国家重大治理体系的实施首先需要从国
家制度的变革着手。为了迎接第二个科技情报的
春天，我们应至少采取如下五大措施：

还刚刚起步，必须首先借助法治手段发挥起指导、
协调与监管等作用。
（4）出台科技情报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保障

（1）建立科技情报领导与协调机构，在现有

体系；可参照我国 1991 年颁布的《国家科学技术

的国家治理框架中，补充完善和建立起“国家安

情报发展政策》[15]，在跨部门融合措施、资源管

全委员会——国家科技部——科技部科技情报司

理措施、决策服务保障、系统平台建设与管理、

（即恢复已撤销的‘科技情报司’）——由全国

科技研发管理、理论研究、队伍建设、财政安排、

科技情报院所组成的国家科技情报合作网络”四

成果共享、危机管理等方面做好制度性保障工作，

级联动的领导与协调机制，并明确相应的权责分

以满足我国科技情报战略与具体目标的落地实施。

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面对的科技情报问题是

（5）建立科技情报理论研究与人才教育体

复杂而多元的，既要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又要

系，建设科技情报学院和科技情报智库，设立国

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起

家重大理论课题，提升科技情报协会地位，全方

纵向层级分明、横向分工合理的国家情报治理体

位建设人才队伍和能力水平；人才是科技情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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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就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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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 , 2009, 30(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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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败的关键，没有一支坚强有力的人才队伍，

而科技情报是服务科技创新、保障科技安全、维
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和
国家战略的调整，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已悄然迎
来了第二个发展的春天，但机遇的到来还需要科
技情报界与国家领导层共同努力，通过事业改革、
机构改制、机制创新、队伍建设等具体落实与切

[8] 沈 固 朝 . 两 种 情 报 观 :Information 还 是
Intelligence?—— 在 情 报 学 和 情 报 工 作 中 引 入
Intelligence 的思考 [J]. 情报学报 , 2005, 24(3):259267.
[9] 钱学森 . 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 [J]. 情报理论与
实践 , 1983(6):3- 10.

才能再创辉煌！

[10] 郑彦宁 , 杨阳 , 赵筱媛 .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情报
研究业务发展现状调查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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