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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发展与科研创新的有机结合，共同驱动着知识创新服务新业态的形成。研究创新活动中
的用户需求、服务供应商需要解决的问题与知识创新服务趋势及发展对策，是构建知识创新服务理论
与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问卷调研科研用户与实地访谈知识服务供应商两种形式，遵循科学
研究流程，采用统计分析、比较综合、归纳提炼等方法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用户目前较多
使用传统方式获取信息，但对知识集成融合等知识加工类服务有了更高的需求；服务供应商多重视多
源数据集成、多维度知识关联、个性化推荐服务等知识加工类服务面临的困境；未来的知识创新服务
发展趋势是倾向于构建基于科研众包平台的学术交流共享服务、提供数据类服务、对现有服务进行多
样化推广、向着专业化个性化方向发展、重视新技术在服务方面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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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big data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drives the formation of new form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services. Researching the user needs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problems that service providers need to solve, and
trend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knowledge innovation service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building knowledge innovation
service theory and method systems. Through questionnaire innovative users and interviewing service providers, this study follow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and conduct research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ynthesis, induction and refi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novative users tend to use traditional methods to obtain information, but there is a higher demand for
knowledge processing services such as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Moreover, service provid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iculties of multi-source data integration, multi-dimensional knowledge association,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nd
other knowledge processing services. In the future, knowledge innovation services tend to create services based on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provide data services, promote existing services with diversified methods, develop professionalized and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and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Keywords: Knowledge innovation; knowledge innovation service; service demand; trend research; driven by big data;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novation

引言

务会议通过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②，
确立了大数据发展与应用的国家基础性战略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

地位与作用，指出大数据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为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倡

的新动力、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是

与 实 施 创 新，2016 年 7 月 28 日 国 发（2016）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43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

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

技创新规划的通知》①，并号召各行业“面向全

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 [2]，它不仅是科学

球、立足全局，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

新常态的新要求和国内外科技创新的新趋势，

更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

系统谋划创新发展新路径，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在知识创新活动中，伴随着大数据渗透与影响

开拓发展新境界，加速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

而兴起的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促使科研用户

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另一方面，随着信

的知识创新方式与对知识服务的需求，无论在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技术和社交网络的广

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

泛应用催生了多样化的数据形态，使得人们可

同时，在大数据快速发展与国家科技创新发

以突破时间、物理空间与逻辑空间的障碍，自

展的双重驱动下，原有的知识服务必须朝向

由使用各种资源 [1]，人类的数据化能力显著增

知识创新服务转变，也就是通过推动革新，

强，人类已置身于浩瀚的大数据中。为迎接大

使知识服务聚焦到知识创新服务上。因此，

数据时代的挑战，2015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常

以服务知识创新为目标，以满足科研用户的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08/content_5098072.htm.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content_101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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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求为出发点，以促进数据转化为知识

Kyung 等 [7] 通过调研知识服务方面的专家，探

与智慧为主线，并将数据转化的流程嵌入到

究现有知识服务企业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规划类

知识创新各个环节中，生成出知识创新活动

服务等；Aarikka 等 [8] 分别针对知识密集服务的

需要的知识产品和服务，解决知识创新模式

供应商和购买者进行调研，分析在知识密集的

的变革和更严峻的数据 / 信息供给过载但有效

商业服务模式中，供应商和购买者对价值共创

知识不足等问题，是知识创新服务的主要内

合作模式的需求。在知识创新服务模式构建方

容。那么，在大数据与创新共同驱动的新背

面，现有学者多从理论分析和用户需求角度来

景下，科研创新用户对现有的知识服务平台

进行研究，如宋海艳等 [9] 提出了科研创新环境

提供的服务与功能使用情况如何？用户在创

下的深度知识服务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开

新过程中有着怎样的需求？服务提供商在服

展深度知识服务的实现路径；周新跃 [10] 从专家

务模式转变中面临的困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的知识需求出发，提出面向专家的知识服务研

有哪些？知识创新服务的趋向与对策如何？

究框架，为图书馆提供新的知识服务模式。

是构建知识创新服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重要

结合已有研究，本文拟从科研创新用户和

组成部分，也是本研究着力探索的主要问题。

服务供应商两个角度进行调研，以分析知识创

用户需求的准确定位和精准对接，是服务

新服务的需求、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究知识

成功开展的关键。服务提供商需求的研究，能

创新服务未来的发展趋势。

够为知识服务模式构建提供参考。在用户需求
方面，部分学者关注于用户对图书馆知识服务
的需求，如杨莉等

[3]

1 调查设计与方法

针对创新领军人才对图书

馆知识服务的需求展开调研，提出潜力挖掘、
实时跟踪、精准深化等服务策略；王玉玫等 [4]

1.1 调查设计
为探究新背景下科研人员知识创新与知识服

通过对研究生学术资源和学科服务需求的调研，

务的需求、服务供应商构建知识创新服务的困境

构建了基于该群体学习和科研活动周期的学科

以及面向创新的知识服务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

服务体系；周艳枚等 [5] 通过调查大学生的信息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两种方式进行调研：一

服务需求，提出了以信息素质教育内容为主线、

是通过调查问卷的回收与分析，了解科研人员对

以面向科研方向为重点的多资源整合和多服务

知识创新服务的需求。其中，在问卷的前期设计

定制的信息服务对策。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

过程中，通过网上调研现有的知识服务平台，了

者关注用户对项目、企业等服务机构的需求，

解现有的知识创新服务提供情况，以分析科研人

如 Kim 等 [6] 通过访问研究人员准备 R&D 项目

员对现有知识创新服务的使用现状；二是通过深

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服务，提出构建基于元数

度访谈的方法，对现有知识服务商的高层领导者

据的集成服务，为用户提供项目报告以及文献

和技术人员进行专访，以了解知识创新服务构建

中图、表、重点语句等相关元数据集成信息；

的难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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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方法

情报机构、上海图书馆等。访谈采用半结构化

1.2.1 对知识服务平台进行网上调研

的形式，通过面对面交流，深入地了解各服务

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为了弄清现有知识

商提供的知识创新服务现状、构建的重难点以

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笔者在问卷前期对多种

及对未来趋势的展望。访谈结束后，依据访谈

类型的平台进行网上调研。调研对象主要选取

结果补充调整部分调研问题，形成最终的调查

数字图书馆、全文数据库网站和学术搜索引擎。

问卷。

如较为典型的国家性质的数字图书馆——中国
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2 知识创新服务使用现状与需求的
调查及分析

用户较多的全文数据库网站——中国知网、万
方、惠普和 Web of Science；学术搜索引擎——

2.1 使用现状与需求调查结果

百度学术。通过对平台在线知识服务的归纳总

2.1.1 常用的知识服务平台与功能

结，提取要点设计调查问卷。
1.2.2 向科研人员发放问卷调查

在调研科研人员常使用的知识服务平台时
发现，科研人员更倾向于使用全文数据库网站

为深入了解科研工作者对现有知识服务平

和学术搜索引擎，对数字图书馆使用较少，如

台的使用情况以及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的需求，

图 1 所示。可见随着网络的普及，全文数据库

有针对性地向 32 名不同行业的专门情报工作人

网站及学术搜索引擎的高度使用率使得图书馆

员和 67 名科研工作者发放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成为次要的知识服务使用来源。

共 99 份，通过筛选获取合格问卷 85 份，其中
男性 46 人，占 54%，女性 39 人，占 46%。此外，
在受调查的研究人员中，工作 10 年以上的受调
查者共 69 人，占总人数的 81.1%。该部分工作
者具有丰富的使用知识服务平台的经验，经历
了平台的发展变化历程，对知识服务的需求有
着更深刻的认识。
1.2.3 对知识服务商进行深度访谈

图 1 常用的知识服务平台

为深入了解现有知识服务提供商在构建知
识创新服务模式和平台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

在进一步调研现有知识服务平台提供的知

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根据现有资源，分别选

识服务使用情况时，发现学者使用较为频繁的

取了全文数据库平台、情报所研究机构以及数

功能为“学科研究热点报告”“国外学术 / 专

字图书馆三种服务平台类型的高层领导人员和

利信息”和“学科专业数字图书馆”，而对“学

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访谈，如中国知网、210 所

者 成 果 库”“ 知 识 脉 络 分 析” 等 功 能 使 用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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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机构的自建数据库中，多使用“学位论

有的知识服务了解不够，也可能是因为现有知

文库”“专业数据库”“专题数字图书馆”等，

识加工类服务不够完善，用户体验不足。因此，

如图 2 所示。可见目前学者在知识服务平台的

在知识服务的构建中，应加强多源信息集成服

使用过程中以获得文献信息、学科热点和专业

务和学科专业化类型服务的建设，同时加大对

化内容为主，而对知识集成和关联分析等类型

学者成果库、知识脉络分析等知识加工类服务

的服务使用较少。可能的原因是创新用户对现

的宣传推广和培训，提高细化类服务的使用率。

图 2 常用的知识服务功能

2.1.2 现有知识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及需增加的

足”“多源信息没有统一集成”等问题，各选

服务

项所占比例如图 3 所示。可见学者在使用知识

在被问及现有知识服务平台可能存在的问

服务平台时，不再仅仅集中于知识获取层次，

题时，多数受调研者认为现有知识服务存在“知

而对知识关联和知识融合等知识加工类服务有

识内容挖掘不够深入”“知识特征分析维度不

了更高的要求。

图 3 知识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和服务需求

为进一步探索知识创新用户对现有知识

同创新”等；在开放式题目中，部分学者提出，

服务的需求，同时设立了选择题和开放式题

希 望 获 得“ 文 献 快 速 共 享 和 发 表”“ 精 准推

目。调查发现，现有科研人员最迫切的知识

送”“ 专 业 分 析” 等 服 务。 可 见 学 者 希 望 现

服务需求为“多源信息集成”
“知识可视化”
“协

有的知识服务能够满足用户对知识的集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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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共享化、专业化以及个性化等方面

知识服务平台首先需化被动为主动，以问题为

的需求。

导向引导用户明确其确切的需求。其次，可利

2.1.3 知识创新过程中的服务需求

用社交媒体信息的易获取特性，在相应的平台

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创新灵感是创新的

上推广知识服务。

源泉和不竭动力，是知识创新的直接来源。图 4

此外，调研中发现，91.66% 的受调查者均

的统计数据表明，“学术活动交流”“文献资

认为学科 / 技术的研究前沿有助于自我的知识

料阅读”“实验 / 实践操作”是创新灵感最主

创新。获取前沿的途径主要为“参加会议 / 讲座”

要的来源，受调查者的认可度分别达到 79%、

和“阅读文献”，对机构提供的服务或数字图

73%、64%，其次为“网络公开数据”“机构在

书馆的功能依赖较少（见图 4）。表明在知识

线服务”“数字图书馆”，认可度达到 50% 以

前沿信息的获取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更传统

上。可见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灵感主要通过学术

的途径，机构或数字图书馆提供的研究热点服

交流和自我探索获得，网络资源和平台服务也

务可能作为辅助和补充，但是不作为学者判断

能给予适当补充。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研究趋势和前沿发展情况的基准。可能的原因

一方面在寻找创新灵感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对

是目前机构提供的研究热点功能的准确性有待

自我的需求较为模糊，无法准确检索和使用网

提高，且待推送的信息经过机构服务人员的处

络资源和平台服务，只能通过知识或经验的积

理后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可能是因为科研人

累来获得创新灵感；另一方面，随着自媒体的

员对机构 / 图书馆提供的前沿性质的服务不太

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如社区、论坛、微博等作

了解，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因此，机构或

为可能提供学术交流的线上平台以及微信订阅

图书馆既要加大对已有服务的宣传推广，让学

号等实时推送知识信息的服务也逐渐在走上创

者了解到更多的服务，也要加大对前沿服务的

新舞台，为学者的知识创新活动贡献力量。因此，

投入，完善已有的服务类型。

图 4 创新灵感来源和前沿知识获取途径

2.2 需求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科研创新用户在

使用知识服务的过程中，多使用信息获取类服
务，而对新型服务和知识加工类服务使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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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需求方面，更迫切希望获得多源信息集

将多源数据进行集成，不仅需要从不同来源、

成、多维度知识特征融合等知识加工类服务，

渠道、异构和自治的数据源中集成数据，同

以及学科专业特色数据库、精准推送服务等个

时还需要保持数据在不同系统上的完整性和

性化服务；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实时地与同

一致性 [12-13]。

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有助于科研用户创新灵感

在计算科学中，数据集成的理论框架被分

的闪现与学科前沿知识的获得。因此，知识加

为两大类，“渴望”和“懒惰”[14-15]。在“渴望”

工类服务、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学术交流共享

方法中，数据被复制到全局模式并存储在中央

空间是目前创新用户最迫切的需求。

数据仓库中，而在“懒惰”方法中，数据分布

此外，在调查创新用户需要增加的知识服

在不同的数据源，基于源之间的数据映射关系，

务功能时，被调查者选择的部分服务如学科特

按需集成在全局模式中。不同的数据集成方式

色数据库等在现有服务平台已经有类似的服务

都面临着挑战，“渴望”方法面临的挑战主要

功能——学科专业数字图书馆。一方面，创新

为保持数据更新、一致性以及保护全局模式免

用户可能对自己的需求不明确，对已有的知识

受数据损坏 [16-17]；“懒惰”方法主要面临着改

服务了解不全面，另一方面，现有的知识服务

进数据查询过程 [18-19] 以及确保数据源完整性 [20-21]

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不能很好的满足用户需求。

的挑战。

因此，为更好地服务创新用户，需要引导用户

解决这两种模式面临的挑战的方案主要有

明确个人需求，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大力宣传

数据标准化和数据格式统一化 [22]。通过访谈了

推广已有的知识服务，从而让用户能够全面地

解到在数据标准化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为新词

了解可使用的资源，综合使用多种知识服务平

处理较为困难；在构建或使用同义词表时，出

台，更好地服务于创新活动。

现词量少、学科分类范围不明确等问题。在数
据格式统一化中，需要将文献进行碎片化，进

3 服务供应商构建知识创新服务的
困境
通过对多个知识服务商的高层领导者和技
术团队的深度访谈，将现阶段知识创新服务构
建遇到的主要难点总结如下：

而将碎片化的内容进行清洗，遇到的问题主要
为数据清洗问题。

3.2 多维度数据的关联分析
关联数据是一种旨在提高网络数据机器可
读性的技术框架，它通过构建网络环境下数据
的引用和解引机制来建立数据之间的关联，从

3.1 多源异构数据的集成

而实现数据在 Web 平台上的分享与重用 [23-24]。

在 数 据 时 代， 快 速 准 确 地 获 取 多 源 数 据

关联数据的核心之一就是和其他数据集

是许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11]。多源数据通常

实现数据共享和相互关联。在关联数据中，

比单一来源的数据具有更多的维度和广度，

词汇表和本体是建立数据之间实现语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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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基本要素，是关联数据的底层控制基
础

[25]

。如在上海图书馆最新开设的项目——

上海记忆中，通过构建人名、地名、时间、事件、

专题、检索式、期刊目录、引文、产品信息等
进行推送，并未对用户的兴趣及需求进行更深
层次的挖掘。

建筑物等基础数据库以及基础数据库内容之

基于用户行为日志的数据分析和挖掘是个

间的关联，实现上海文化历史的多维度分析。

性化服务的主要支撑技术。数据挖掘方法能够

通过数据关联，将人或物的历史全方位立体

发现用户兴趣和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个性

化地展现，有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整

化检索和推荐 [30]。因此，在构建个性化推荐服

体文化。

务中，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深入分析用户的兴

在构建基础数据库的词汇表过程中，出现
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间的消歧问题，如人名、地

趣和隐性需求，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成为问
题的关键。

名的变迁、重名问题，文献数据中机构的合并、
拆分、别名、简称问题，以及作者和机构的对
应唯一性问题。目前构建的高效专家库系统、

4 知识创新服务构建的对策及发展
趋势

人名词典、机构词典、完善的机构知识库等方
法部分解决了机构简称、别名等问题，但是对
于机构合并、拆分以及作者和机构的对应问题

综合需求分析与实地访谈内容，将知识创
新服务构建的对策和发展趋势归结如下：

仍处于未解决状态。

4.1 基于科研众包平台的学术交流共享服务
3.3 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构建

众包模式是知识服务平台由提供一、二次

个性化推荐服务主要用来帮助用户从大量

文献到参与零次文献生产转变过程中的产物，

的信息中寻找所需要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主

具有平等参与性、资源丰富性、不受时空限制

动地推荐给用户 [26]。在大数据环境下，现有个

等特点 [31]。在该平台上，用户可以自主进行任

性化服务面临着“知识迷航”
“信息过载”和“情

务的分配和问题的讨论，能够较大程度地发挥

感缺失”等问题 [27-29]。

自主性，激发知识创新的灵感。此外，该服务

在访谈中发现，目前多数服务平台仍处于

能够让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让不同科研团队突

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过程中，对于用户的

破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进行交叉式创新和破

个性化需求仅有着浅层次的研究。如上海图

坏式创新 [32]。众包平台的运营可以依靠精神或

书馆目前的个性化服务多为根据用户的借书记

物质的奖励来激发，如在精神层面，可以给予

录，构建用户仓储，形成用户画像，然后根据

头衔、专家称号等，在物质层面，可以通过积

用户画像推送活动 / 展览 / 图书或者其他的资

分制来换取知识加工类服务。提供面向协同创

源；在文献服务方面，现有的文献数据库提供

新的科研众包服务，能够集合大众开放式的智

的个性化定制推送服务主要依据用户常使用的

慧，充分调动用户积极性，为学术交流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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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提供广阔的空间。

地图等产品。

4.2 多样化推广服务

4.4 专业化信息服务

目前，部分知识服务平台缺乏对专深服务

面对泛在的知识环境以及科学研究的第四

的宣传推广，使用户仅停留在信息获取类服

范式，知识创新主体对深层次知识内容和情景

务的应用层面，而新型服务和知识加工类服

化知识的需求愈加迫切，对知识服务质量有了

务却无人问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

更高的要求 [34]。将来的知识服务发展可能趋向

体的普及，为服务推广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和

于两个极端：一方面越来越专深，即面向专业

途径。如使用微信公众平台对新型服务的功

人士，提供较窄领域范围内专题研究的相关内

能及优势进行推送；向学校或企业团体定期

容；另一方面越来越大众化，即面向普通大众，

发送在线版知识服务的使用手册；营造蝴蝶

提供更方便、快捷和人性化的功能服务。对单

效应，采用分享有奖的方法，使用户主动去

一的科研用户或科研团队来说，专业化知识创

寻找熟悉的同学、校友，产生不同层次的熟

新服务主要是根据学科的发展，加强资源的分

人圈，扩大服务的知名度；举办知识服务相

类与整合，为特定用户提供深层次的专业知识，

关的在线竞答活动等，提高知识服务的熟悉

如学科化服务等。

度。充分利用在线平台，通过多种途径推广
现有服务功能，即为用户提供便利，又可通
过用户的反馈进一步改进服务质量。

4.5 个性化推送服务
随着各类智能化技术的应用，用户期望知
识服务能够更加精准化、个性化，并且能够用

4.3 数据服务

更智慧的方式提升用户体验。个性化推送服务

知识创新活动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如

主要利用相关用户的显性和隐性数据建立用户

何有效地利用数据一直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

画像，分析推断用户在不同层次的需求，从而

[33]

。针对已有数据，一方面，服务平台

在知识检索、知识发现、知识呈现等不同阶段

可通过多维度的数据关联分析，形成应用产品，

提供适当的服务内容。如利用情景感知技术收

如上海图书馆利用读者的借阅信息，包括书目

集移动终端等设备的位置和浏览记录等情景信

的借阅地点、类型、数量等，构建读者账单，

息，构建用户实时需求模型，进而实现精准推

以方便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可

送和导航等服务。目前，微信、微博等移动化

通过开放数据或举办数据大赛的方式，吸引不

知识服务的发展为个性化推送服务提供了多样

同的科研团体，使同样的数据在结合其它团队

化的发展途径。

题之一

数据的情况下，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提高数
据的利用率，如上海图书馆通过举办开放数据
竞赛，已形成外国人学中文 app 以及祠堂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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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的数据存储、检索、计算、组织以及管

多维度数据特征的关联融合以及个性化推荐服

理等能力提出了挑战，异构化的数据信息也需

务的构建；未来知识创新服务的发展发展趋势

要合理的方法技术进行分析处理。未来知识服

主要集中于构建基于众包平台的学术交流共享

务的发展将由技术和数据来驱动。如通过自然

服务、提供数据类服务、对新型服务进行多样

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方法，对数据进行清洗

化推广、向专业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以及注重新

和分类；利用关系数据库、本体等将异构数据

技术在知识创新服务重构中的应用。此外，由

电子化，使数据易于存储和融合；运用数据可

于调研样本和调研对象的局限性，希望在后续

视化工具，以提高用户体验等。此外，还可通

的研究中能够不断完善。

过爬取文献、媒体、网页、新闻等信息，自动
筛选学科领域内最重要的人物以及自动明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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