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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校图书馆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构建探析
2018级硕士研究生  贾玲玲

摘要：[目的/意义]我国科技投入大，但成果转化率不高，而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现状更差强人意。以
转型后的图书馆为中介，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解决高校与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率。[方法/过程]本文深入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图书馆新型服务模式以及从外部政策、内部优
势和特色服务等方面分析以高校图书馆为桥梁，搭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优势，并提出了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的构想。[结果/结论]以高校图书馆为中介支撑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一方面提高了图书
馆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为科研人员和企业提供了科技信息传递、科技成果交易、科技成果评估等服
务，能够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1  引言
          政府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
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国家着力于科研成
果建设，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鼓励全方位、多角度的提供科研
成果转化渠道和途径。高校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发源地，其每年
的科研项目较多，但很多项目立足于教育领域缺乏对市场需求的
把握，科研项目脱离市场，且项目进展情况不明确，科研质量无
把握，导致了高校科研成果停滞不前，无法转化和推广。与此同
时，企业为应对挑战，需要把握市场最新动态，需要情报咨询服
务，需要大力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
此企业对高校科技成果的需求较大，但对高校科研成果进展不明
确，缺乏对最新成果的掌握，更无法引进。基于现状，在科技兴
国的政策背景下，政府提出产学研一体化的理念，建立孵化器、
科技园、科技中介等机构促进成果转化，但效果不佳。为此，笔
者提出让高校图书馆参与到科技成果转化研究中，图书馆对高校
而言，能与科研人员接触较深，通过文献服务、嵌入式学科服务
了解科研进程，能够把控科研质量；对企业而言，图书馆为企业
提供专业化情报服务而了解市场需求，为政府提供智库服务而了
解政府政策，因此，高校图书馆与科研人员和企业均有深入了解
和接触，能够作为桥梁，引导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提供战
略建议。
         本文从高校图书馆视角处罚，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该平
台主要由嵌入式知识服务系统、前沿动向互动系统、项目进展服
务系统等三个模块组成，并对平台的功能、平台实施路径和保障
机制进行了详细阐述，力求最大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实现
企业技术需求和高校科技成果的“无缝”对接，并积极探索供求
双方的交易模式。

2  科技成果转化现状
          创新能力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
战略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落实和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
以鼓励新思路新视角实现科技创新，而科技成果转化的数量、质
量和速度则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参数。
         迄今我国有科技人员3000万人，有从事科技研发的人员106
万人，分别占到世界的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我们的研发投入近年
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速快速增长，2017年全社会R&D支持预计
达1.76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0.9%，研发总投入已占到GDP的总
量的1.98%，这同中等发达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基本相当。科技进
步贡献率从2012年52.2%升至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
第20位升至第17位。
          据资料显示，我国每年至少有3万项科技成果问世，有7万项
专利成果诞生，但其中能够转化并批量生产的仅有20%左右，能

形成产业规模的仅有5%，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
发达国家40%的水平，更低于美国8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水平。
而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39%，离达到创新型国家的
70%仍有较大差距。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高校与社
会接轨的桥梁。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科研投入巨大，但
成果产出较小，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不高。究其原
因，是因为创新成果的科技市场转化体系未真正建立，很多成果
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因此，当前急需打破传统模式，基
于互联网的新理念，以转型后的图书馆为支撑，搭建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解决高校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  图书馆新型服务模式
          图书馆是大学校园中信息资源的提供者，是创新成果的发
源地，为科研、教学提供优质的资源与服务。高校图书馆隶属于
特定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满足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情境下的信息查询与获取。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浪潮中，图书馆积
极适应环境进行了颠覆式变革，在接受挑战的过程中也迎来的各
种机遇，扩展领域范围，提升业务水平等。高校图书馆能够直接
接触到科研人员和科技成果机构，以自身的优势提供文献服务、
情报服务、嵌入式学科服务、智库服务、智慧服务等一系列服务
，在建立数据库、信息平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1信息资源多样化
          从传统的纸质资源到电子化资源，从馆藏资源到网络资源
，从书本资源到多媒体资源，图书馆信息资源在不断的丰富。图
书馆已不仅仅是馆藏资源的整合组织，需要对网络资源、开放的
信息、多媒体非结构化的信息资源等进行组织整理。

3.2 空间布局创新化
          信息数字化资源的普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人们开始习
惯随时随地阅读电子资源，到馆阅读开始边缘化，同时大量的电
子化资源也为图书馆节省出更多空间。新型图书馆有必要进行空
间布局再造和创新，提供信息共享空间、阅读推广等特色服务，
吸引到馆用户并为他们提供优质创新化服务。

3.3 网络技术应用化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为图书馆带来了新的技术，从信息获取、
存储、利用、处理等各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
。现在新型图书馆已经具备了语义网技术、物联网技术、跨库检
索技术、个性化定制技术、情报咨询服务技术、平台架构等技术
，适应社会需求，有创新和转变搭建各种平台的技术支撑。

3.4 复合人才涌现化
          图书馆的发展已不仅仅是提供简单的信息搜索服务，而是
需要具备信息组织的专业化知识和了解追踪不同科技发展趋势及
市场需求的能力，不仅仅是简单的文献服务工作者，而是高层次
的情报服务人员、知识服务人员、市场分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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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角色地位转变化
          传统的图书馆作为用户与文献服务商之间的中介，但数字
化网络信息的发展使图书馆的中介职能弱化，核心地位边缘化，
文献服务商开始与用户直接建立关系。基于此，图书馆必须迅速
转变自己的角色地位，开始寻求其立足之本。深入用户，提供嵌
入式服务、个性化不可缺少的特色服务；深入服务商，为用户提
供从科研发现到出版发行的一条龙服务。

3.6 服务理念重要化
          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将服务作为主要工作。不
仅提供到馆服务，而是需要走近用户，提供嵌入式服务、专业化
服务，以文献信息服务为基础，提供新型的分析服务、情报服务
、可视化服务等智慧服务。

4  图书馆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的可行性分析

4.1 外部环境共建平台
          近年来国家对于高教事业高度重视，从政策上看，先后颁
布了一系列政策方针，注重普通高校向应用型大学的转型，强调
高校发展科技产业，以转化高新技术成果并实现产业化为目的，
实现产教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在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从经济上看，国家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从教师工资到科研基
金项目费用以及财政教育拨款，政府高等教育投入高。近年高校
在校生和专任教师数目增长，科研项目数量增多，对信息资源的
需求不断增加。面对良好的政策和扩大的需求，图书馆作为高校
事业发展的核心、科研成果的发源，正成为了其发展的高峰期。

4.2 独特的优势助力平台
（1）丰富的馆藏资源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收藏着大量的书籍、
报刊、杂志、期刊等资源，具有文献齐全、专业面广、信息量大
、知识性强、传播度高等特点。图书馆致力于服务教育科研工作
者，因此是科研人员信息数据源的主要来源。社科院新闻所的调
查表明，我国企业所需经济信息中68%来自报刊，36.1%来自广
播、电视，可见服务于社会经济信息的绝大部分是图书馆所拥有
的文献资源。无论是科技成果的研发人员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接
受单位企业，都需要以图书馆信息资源为依托，创造科研成果、
转化科研成果，以图书馆为纽带，疏通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障
碍。
（2）先进的技术支撑
         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已具备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包括科研
工作者所需的信息搜索技术、信息分析可视化工具、前沿热点分
析技术、个性化推荐跟踪技术；企业发展研究所需要的专利分析
技术、市场数据分析技术、语义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已具备能够向科研工作者读者和企业用户提供高质量、
高效率、安全性较高的技术基础，更具有搭建信息平台的技术能
力。
（3）优秀的复合型人才
          在传统图书馆转型之后，图书馆员以不是简单的文献工作
者，而是能够走出图书馆，走向市场的信息工作者、知识工作者
，是一种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信息分析的能力，又具有掌
握市场了解趋势动态的信息渠道。图书馆员的综合能力也是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发展中比不可少的关键人才。

4.3创新服务支撑平台
（1）文献情报分析服务
          新型图书馆的文献情报分析服务，可以基于文献数据、网
络数据进行科学前沿分析，还可以根据市场数据、专利数据进行
市场前景分析，能够了解市场，让科研立项更符合市场需求，为
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提供了分析匹配的核心技术。
（2）嵌入式学科服务
提供嵌入式学科服务，了解科研人员动向，随时提供科研帮助。

 

学科馆员嵌入到科研不同阶段，提供立题查新、学术跟踪、成果
展示等，学科馆员嵌入到科研团队，对科技成果提供人员和专业
技术帮助。图书馆通过嵌入式的学科服务了解科技成果的进展阶
段，把握项目动向，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提供了成果动向追踪的
保证。
（3）智库服务
图书馆提供的智库服务，能够跟踪市场政策体制动向，向科研人
员、企业提供政策指引。智库服务是图书馆走出去的一个重大体
现，是知识服务产生经济价值的表现。智库服务为搭建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提供了政策动向支持。
（4）出版服务
出版服务是科研成果展示的过程，是一个扩展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是图书馆迈向市场的重要战略。出版服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
题、版权归属问题、利益分配问题为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中涉
及的这些问题提供了参考。

5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构建
5.1 平台框架设计

          该平台主要由嵌入式知识服务系统、前沿动向互动系统、
项目进展服务系统组成，每个系统中又包含了各自的功能特色。
图中单向箭头表示信息流动，双向箭头表示信息交流传递。

5.2 平台功能建设
5.2.1 嵌入式知识服务系统
（1）目标与定位
          嵌入式知识服务系统是一个综合的提供多过程的服务，图
书馆需要进行信息资料的组织和整理，以系统化形式呈现。该系
统支持科研人员或团队对资源的检索，提供嵌入式的学科服务，
嵌入科研过程、嵌入专业人员和独特技术等；同时为企业提供情
报分析服务，支持企业进行科技查新、专利分析、市场调研等活
动。
（2）功能特色
A. 基础信息录入认证：科研人员或团队注册输入团队实力信息
、科研领域、参与项目情况；企业注册输入企业规模、资金实力
、需求方向、成果转化案例，方便进行立项需求指导，疏通科研
与企业需求之间的障碍。
B. 信息组织检索：图书馆将科技成果转化中涉及的文献资源、网
络资源、相关协议规定等进行有序化处理，方便科研人员进行科
研，方便企业了解科技成果。
C．情报咨询服务：该服务主要面向企业，图书馆通过自己的专
利数据库和专业的检索过程，提供专利分析，把握竞争对手的技
术布局，并对网络信息资源整合，提供市场调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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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前沿动向互动系统
（1）目标与定位
         该系统主要目的是跨越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的信息鸿沟，以
图书馆提供智库服务为基础，解析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相关政策，
让企业明确自己需求并表达呈现，让科研人员及时掌握市场需求
并及时调整科研计划，同时以论坛等在线交流方式，为科研人员
和企业搭建互动平台，并由图书馆提供专业化指导。
（2）功能特色
A. 政策解析：转型后的图书馆已经开始提供智库服务，其对于
市场的把控和政策的解读具有权威性，基于此，图书馆提供有关
科技成果转化或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方向解读、引导科研人
员和企业动向变化。
B. 学术前沿发现：图书馆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借助信息挖掘、
分析可视化工具，呈现学术发展前沿信息，助力科研人员和企业
把握动向。
C. 企业新闻与需求：对网络上相关企业的科技信息进行整理呈
现，对企业的需求进行有选择的表达呈现（此处涉及到商业机密
等问题，可只针对已参与项目合作的双方呈现）。
D．在线交流版块：科研人员和企业可针对一些棘手问题交流互
动反馈和改进，图书馆主导控制方向（对机密问题隐藏、对共性
问题呈现）并提供专业化指导。
5.2.3 项目进展服务系统
（1）目标与定位
          图书馆通过对外部政策环境、企业需求的整体把控，前期
辅导科研立项，中期对项目进行跟踪汇报和质量评估审核，后期
企业审核科技成果，以图书馆涉足于出版领域的经验为基础，处
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技术转移问题、资金
交易问题。
（2）功能特色
A. 立项指南与需求分析：图书馆以专业化知识，为科研人员提
供科研立项的方向指南，最大限度的使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匹配
，并对已成立的项目进行市场前景预估，科研经费评测。
B. 项目进展跟踪：项目一旦开展，图书馆就必须对企业负责，对
项目进行定期的跟踪和汇报呈现，并对科研质量进行评定打分。
C. 科技成果评估审核：企业对科技成果进行评定，决定是否引
入或提出意见。
D. 科技成果转化：对决定引入的科技成果，进行最终的合同签
署，版权方面的协商。
E. 成果案例展示：对已经成果转化并投入生产产生经济效益的案
例进行呈现。

5.3 平台实施路径
5.3.1 盈利模式
（1）任务酬金
         该平台从每次交易中抽取费用实现盈利。企业在任务发布之
初就将酬金全额存入服务平台的“酬金”账户上，同时平台可通
过巨额的预付款获取利息或进行放贷业务等。
（2） 广告收入
         平台通过刊登广告、提供网站链接等方式收取费用。在平台
上帮助企业提升品牌，同时可以通过宣传细分用户群体，收取企
业的宣传费用。
5.3.2 收益分配
         合理分配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平台的发展潜力。根据《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政策，该平台基于项目进展的不同阶
段，采取了不同的收益分配机制。
（1）可直接转化成生产力项目
         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二十九条、三十条规定，对
企业的任务酬金（即在产权转过程中）进行如下分配：图书馆获
取酬劳中50%，用于人员分配和平台维护，科研人员获取酬劳的
50%。在高校科技成果成功投入生产之后，企业在3-5年内将转化
收益的10%给予高校的科技人员。

（2）理论阶段项目
          项目以理论形式存在，未转化或尚处于研究中，则需要一
笔启动资金，由高校图书馆进行协商，签订协议。该笔启动资金
不作为酬金范围。若项目由于企业原因中断，启动资金不予退还
。收益分配为：图书馆获取酬劳的60%，用于人员分配、平台维
护、项目跟踪等费用，科研人员获取酬劳的40%，同时收取全部
的启动资金。当最终投入生产时，企业在3-5年内将转化收益的
7%给予高校的科技人员。

5.4 保障机制
5.4.1 信任机制
         任何交易都是建立在交易各方信任的基础上，信任机制的完
善与平台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网络平台交易中产生的安全隐患较
为严重，因此信任机制已成为当前亟待关注的问题。结合该平台
的实际情况，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平台的信任机制。
（1）资金保管与分配
        交易资金采用预付款和缓到账的方式，由平台“酬金”账户
托管，之后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配，从而避免了交
易各方由于资金分配出现的信任危机。
（2）知识产权
          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问题成
为科研人员和企业合作的首要风险。以高校图书馆为第三方担保
人，负责监督与协调。
a.完备的法律协议
高校图书馆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熟悉关于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
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合作期间，图书馆与企业对接，拟定完备的
法律协议，确保科研人员、企业之间无知识产权纠纷。
b.精确的保护权限
由高校图书馆作为中介，限制了科研人员个体与企业的直接利益
冲突接触，而影响科研成果，同时以图书馆与科研人员交流更为
通畅，对科研人员只交涉项目不涉及企业，确保了企业商业机密
不被泄露，同时也能使高校科技成果顺利转化。
c.有效的预警机制
高校图书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实时跟踪项目进展，确保科研人
员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细节，同时防止商业机密泄露。若进展过
程中出现问题，及时预警，确保知识产权转移过程顺利进行。
5.4.2 监督管理机制
高校科技项目进展情况不一致，图书馆在与企业对接过程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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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技项目不同的进展程度采取不同的举措，以监督项目顺利进展，保障企业权益。
（1）项目有成果
          在项目完成时，科研人员与高校必须完成委托转让协议，一旦项目被启动转化阶段，图书馆可以直接与企业进行对接，不需要再次
经过科研人员许可，直接完成交易，避免繁琐过程。
（2）项目已进展或未开始
         图书馆需要通过跟踪科技项目进展，制定项目节点，确定每个项目节点成果，并且对科技项目的进展进行监控，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和及时性。对项目进行分阶段，定时以文件、视频或其他方式向企业发送进展报告，获取反馈。

6  结语
          高校图书馆在图书馆2.0之后，又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其根据自身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迅速扩大其服务范围。有以实
体图书馆、数字虚拟图书馆为基础的，文献服务、嵌入式学科服务、智慧知识服务、出版服务、参考咨询服务；有跨出图书馆范围走向
市场的信息服务、情报服务、智库服务等。如今的图书馆，不应该闭门造车，应主动投身到社会主义经济主战场，适应社会的发展，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信息资源的组织开发为基础，以服务为主体，通过独特的经营战略建立一个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向企业向社会提供
信息情报资源，促进科研成果与市场的紧密结合，疏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渠道，加速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

注释：
1.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二十九条：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从转让职务科技成果所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重要
贡献的科技人员予以奖励
2.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三十条：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单位应当连续3-5年从实施该科技成果新增利益
中提取不低于5%的比例，对重要的科技人员给予奖励。采取股份形式的企业，可以对重要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报酬或者奖励折算成股份或
出资比例。
3. 《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高等学校将其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使用的，应当提取净收益中不低于
20%的比例，对科技人员给予奖励。

Web2.0环境下
高校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面临的困境与思考

2019级硕士研究生 刘惠

摘要：数字参考咨询是高校图书馆核心业务之一，为了帮助其摆脱困境，本文在界定核心概念，梳理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调查了国内42所一流大学和美国11所知名大学的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分
析了国内外高校数字参考咨询的实践现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国内高校图书馆存在的
问题，主要包括网站功能布局、知识库建设、微信自助服务、服务政策标准以及数据服务五个方面，
针对每一方面的问题本文都提出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以期推动高校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的
发展。
关键字：高校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咨询服务

1.引  言
 
        作为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数字参考咨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是一种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环境中，咨询馆员依托馆藏
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通过各种网络化手段为用户解决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时遇到的各种问题的问答知识服务。通过提供数字参考咨询
服务，高校图书馆在当代信息社会中起着重要的导航作用。但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众多知识服务机构和信息咨询组织应运而生, 它
们以快捷、精确的服务吸引着本来属于图书馆的用户群, 抢占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因此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中, 图书馆早已不再是
唯一的知识信息服务提供者, 失去了信息中心的地位，数字参考咨询的发展也陷入瓶颈。为了重新夺回在Web2..0时代的重要地位, 高校图
书馆必须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如何摆脱困境，与当代新事物如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相结合获得新的转机成为了一
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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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参考咨询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内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对发表于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进行内
容分析，梳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脉络以及最新研究方向。从总体
来看，国内以理论研究为主，调查研究为辅。从时间线上来看，
2010年以前，国内该领域处于起步阶段，部分研究者对湖南、北
京、黑龙江等地的高校馆实践进行了调查，理论研究以对系统平
台建设、存在的问题、发展对策为主，目的是为尚在开展中的实
践提供理论指导。这些研究成果提出的问题和对策具有较大的重
复性和相似性。如徐华、杨勤、赵春辉、周瑞华、邱建玲等皆发
现了宣传力度不够、合作参考咨询不完善、专业咨询人员不足以
及标准化程度低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天的高校馆数字参考
咨询服务中依然能看到。2010年以后，对各地高校馆实践的调查
研究仍在进行，理论研究则加大了创新力度，呈现研究方向细化
，研究层次加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社交媒体
平台成为数字参考咨询发展依托的新平台，Wiki、博客、微博等
都曾被引入参考咨询服务，现在则以微信公众号的研究为主。如
刘薇对39所“985”院校的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研究。（2）提出引入众包模式，加大用户参与力度。如霍建梅
曾对高校图书馆引入众包模式的可行性和意义进行了基于德尔菲
的调查，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认可。然后基于该项研究成果她在
2016年提出了一个数字参考咨询众包服务平台的构想。（3）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越来越被重视，自助问答服务进一步发展。如
刘宝瑞、郭宏娇引入Deep QA技术，设计了参考咨询问答系统的
工作流程。张文竹则提出虚拟咨询机器人的建模评价、自然语言
处理、语料库的建设仍是需要创新与突破的关键技术。

2.2国外研究现状
          以Emeral和百度学术数据库为数据源，梳理检索结果发现，
上个世纪8、90年代，由于国外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参考咨询实践
也处于普及发展阶段，因此研究以如何构建和维护该项服务以及
实践调查为主。21世纪初，数字参考咨询服务质量评估标准的制
定是研究重点之一，高校馆服务调查也很普遍。此后随着该领域
的理论和实践渐趋成熟，其研究深度和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尤
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完善的搜索引擎和社交问答
平台使参考咨询服务的利用率越来越低，数字参考咨询的发展逐
渐走入困境。因此一方面许多学者对图书馆是否还需要参考咨询
服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Bandyopadhyay等人通过全面的文献
综述提出，由于数字时代网络信息资源的庞杂性，高校图书馆的
参考咨询服务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帮助用户辨别信息质
量和解决复杂问题时。另外一方面有部分学者则在尝试寻找数字
参考咨询服务的新出路，他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社交问答服务与图
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比较研究以及对新媒体平台的利用上。
Vakkari通过评估发现谷歌在回答事实或主题性问题时准确率并
不高，因此认为搜索引擎不是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可靠替
代品。Baro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图书馆的facebook页面是尼日
利亚的大学图书馆第二受欢迎的参考咨询服务渠道。Chu和Du认
为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工具在信息知识共享，加强参考服
务方面非常有帮助。Mugridge等人也提出提高在线参考服务的可
见性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新技术，如弹出式聊天框，Facebook等社
交媒体空间以及移动短信。Ahenkorah-Marfo则运用了李克特式
调查问卷的定量研究法调查加纳6所大学99位图书馆员对社会媒
体在参考咨询服务中应用的看法，结果表明图书馆员承认社交媒
体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是传统咨询服务方式更加舒适。

3.数字参考咨询国内外实践现状
 
        对于数字参考咨询的开展，图书馆门户网站依旧是重要的依

托平台，此外Web2.0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咨
询手段。为此在对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实践进行
网络调查时，主要针对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国内以微
信为主，而国外因为网络限制无法进入twitter、Facebook等流行
社交媒体，因此主要是看图书馆门户网站是否提供了相关入口。
在展开网络调查时，为了确定调查内容，笔者总结、借鉴了前者
研究成果，针对门户网站，笔者主要从用户界面友好性（名称、
位置）、FAQ设置、咨询方式、知识库建设（除FAQ）、服务政
策（仅咨询服务）、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内容几大方面进行调查；
针对微信平台，主要从开通现状、菜单设置、自助回复、实时应
答四大方面进行调查。

3.1国内实践现状调查
         笔者根据教育部2017年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选取了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作为调查样本。
3.1.2图书馆门户网站
          通过调查，发现国内42所高校的图书馆门户网站关于数字参
考咨询的建设较为完善，具备了基本功能，但是也存在着各种各
样的问题。因数量较多，这里只列出前10所高校馆的情况，排名
不分先后。经过统计，（1）在用户界面设置方面，71.4%的高校
馆对于参考咨询有统一的名称和入口，69%将入口置于二级类目
。（2）在咨询方式方面，所有高校馆都提供了基本的电话、邮
件、微信、FAQ等咨询手段。除此之外还包括微博、BBS、QQ
咨询、留言板（表单）、CVRS实时咨询、CALIS联合咨询等途
径，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和云南大学还运用了人
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机器人问答功能。（3）在服务政策方面
，绝大部分图书馆都对查收查引、学科服务等的服务进行了服务
内容等的说明，但针对咨询服务却鲜少制定了政策、标准，只有
北京大学等12所高校对咨询服务进行了服务时间等的简单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大学制定了咨询馆员遴选、职责及管理办法。
（4）在系统稳定性方面，大部分高校的图书馆主页访问速度和
可获取性较好，个别高校馆的FAQ或者CALIS虚拟咨询链接打不
开。（5）在服务内容方面，80.9%的高校馆除基本服务外还涉及
了其他信息服务，包括学科知识服务、专利信息服务。高校馆虽
然提供了学科馆员联系方式或者专利信息服务的咨询方式，但是
通常分散在不同页面，只有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将学科服务与基
本咨询服务相结合并统一到了“咨询台”页面中。而因为国内数
据服务处于研究起步阶段，数字参考咨询尚未在其中发挥作用。
（6）数字参考咨询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支撑就是知识库，这里
的知识库主要包括FAQ、学科信息导航等。几乎全部高校馆都设
置了FAQ，只是大多数建设粗糙，更新慢。此外只有52.3%的高
校馆搭建了学科信息门户，且主要是自建平台、LibGuides平台以
及学科博客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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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咨询服务，也集成了学科馆员咨询和研究咨询预约的入口，
极大地方便了用户。（2）在咨询方式上，除了邮件、电话、短
信、实时在线咨询等传统必备的咨询手段外，美国高校馆的数字
参考咨询服务与社交媒体结合的非常好，它们普遍在twitter、
facebook等主流社交媒体上注册了账号，并在图书馆主页下方设
置了明显的标识。（3）在系统稳定性上，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网页加载慢，其余10所高校网页加载快，链接都可用，较为稳定
。（4）在服务政策上，这几所美国高校都在参考咨询页面对咨
询服务的服务时间、服务内容以及服务范围作了介绍和说明，如
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大学都只对校内用户开放，而西北大学
则可以为社会大众解答问题。哈佛大学主要解答关于图书馆服务
和馆藏的问题，麻省理工大学则致力于从简单问题到深入研究。
（5）在服务内容上，除了基本服务美国高校馆数字参考咨询还
普遍涉及学科知识服务，并提供研究咨询预约。此外虽然11所美
国高校均提供了数据管理服务，但与数字参考咨询的结合程度较
低。（6）在知识库上，这几所美国高校馆都组建了完善的用于
支持教学、科研和学习的指南，指南里整合了按学科或课程分类
的网络资源、研究工具和最新学术信息等内容。此外FAQ的建设
都较为完善，每一个问题都有标签，用户可查看标签云，然后点
击浏览。

注:基本服务包括图书馆普遍提供的教学与培训、科技查新、查
收查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咨询等服务。
3.1.2微信公众平台
         Web2.0时代，社交媒体成为参考咨询服务的新阵地，相比较
微博，如今微信公众平台在图书馆服务中应用得更加普遍。因此
笔者关注了42所高校馆的微信公众号并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统计，（1）在开通现状上，41所高校馆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其中41.5%的高校馆开通了服务号，58.5%开通了订阅号
，南京大学等3所高校开通了订阅号+服务号。（2）在菜单设置
上，43.9%的高校馆在微信菜单里设置了参考咨询功能，其中11
所高校馆提供了FAQ，2所提供了在线咨询功能，4所提供了馆员
联系方式。此外智能机器人是微信咨询服务的新方向，南京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和同济大学还提供了智能问答机器人功能。（3
）微信的最大价值是能够实现信息自动回复，关注后是否自动回
复有用信息影响到用户的使用友好性和互动体验，虽然只有六所
高校馆的微信公众号没有任何自动回复，但是超过50%的微信公
众号的自动回复是“欢迎关注”之类的无意义信息，此外做的比
较好的是武大、清华等高校，自动回复数字或关键词快捷菜单帮
助用户快速获取所需信息。（4）在实时应答方面，因为咨询馆
员要面临多个平台多种途径的读者咨询，所以自动回复成为了无
法及时回复时安抚读者的重要手段。笔者统一输入一个完整的问
题，除了3所高校馆的微信号明确提出不接受提问外，54.5%的微
信号有自动回复，只有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自动回复解答了我
的问题，不再需要人工服务。此外51.2%的微信号有人工回复，
其中61.9%为当天回复，其余为第二天回复，没有超过两天的情
况。

3.2国外实践现状调查
         在选取国外知名大学进行网络调查时，参考了 U.S. News的
2019年美国大学排行榜。选取 U.S. News主要是因为该排行榜更
加注重高校教学本身，与图书馆的的目标和职责相近。最终笔者
选择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前10名共计11所美国知名大学作
为调查样本。
          经过统计，（1）在用户界面上，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10
所美国高校的图书馆主页都在一级类目的位置设置了参考咨询入
口，且有统一的名称。此外参考咨询页面设置也完整，不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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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参考咨询当前面临的困境
4.1网上咨询台功能布局混乱
          根据网络调查，虽然有71.4%的高校馆对于参考咨询有统一
的名称和入口，但是仍然有69%的高校馆将入口置于二级类目。
位置较隐蔽，这是网上咨询台布局的问题之一，不利于用户直接
获取该项服务。而美国高校馆则通常将咨询标识置于web网页的
右上角，导航条的上方，清晰明了。在点击进入咨询台后，我国
高校馆在设置功能布局时又有很大差异，总体上呈现的问题除了
没有对所有咨询途径做好整理排列外，也没有与学科服务、数据
服务和专利服务等做好衔接，数字参考咨询止步于提供基本咨询
服务，与学科知识服务、数据服务等其他服务完全割裂，而美国
高校馆则普遍会在咨询台内展示学科馆员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因此网上咨询台的页面设置还有待完善。

4.2知识库建设不完善
          知识库在广义上包括咨询档案库、 FAQ及知识资源库。笔
者在调查时主要针对可获取的FAQ和知识资源库。本文的知识资
源库主要指学科信息资源导航，因为它是数字参考咨询提供深层
次服务，辅助学科服务的重要工具之一。而FAQ和学科信息门户
的建设情况都不容乐观。对于FAQ，虽然大多数高校馆的FAQ规
模在逐渐扩大，也在不断更新，但是高级检索、分类浏览以及排
序方式等功能仍然缺失。对于学科信息门户，只有一半的一流高
校搭建了学科信息门户，且大部门学科信息门户建好的学科门类
少，资源内容不够充实，资源种类单一。

4.3微信公众平台建设水平不一
          虽然微信已在我国一流大学全面普及，但是建设水平不一
，差距较大，而建设不完善的微信公众平台呈现出一些普遍存在
的问题，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与web网页的咨询台没有连接或者
没有提供图书馆咨询馆员的联系方式，这使用户咨询在没有得到
后台人工回复的情况下无法继续进行；二是关注后的自动回复大
多没有意义，不能为用户利用图书馆服务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只有少数几个公众号利用FAQ知识库设计数字快捷回复菜单从而
帮助用户完成自助服务；三是微信作为社交媒体软件最大的优势
是实时应答，但是只有半数微信号有自动回复，且只有人大的自
动回复解决了问题，另外只有三分之一的微信公众平台做到了当
天人工回复，三个设置了智能问答机器人的微信号中只有武大的
准确给出了答案，总之自动回复功能仍需完善，人工智能技术仍
待普及应用。

4.4缺乏详细的政策、标准
         服务政策、标准不仅是馆员在提供服务时的准则和依据，也
是用户获取服务时的参考和要求。虽然强调了许多年，但是相比
较美国高校馆，绝大多数国内高校馆的图书馆主页仍然找不到对
于数字参考咨询的服务政策或标准的说明。美国高校馆通常会直
接在咨询台页面说明每一项咨询途径的服务内容和时间，如哈佛
大学更在页面下方对本校咨询服务的服务目的、服务对象和服务
范围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而国内高校馆则通常是简单罗列咨询途
径，缺少辅助说明和服务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用户对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使用，更不利于用户加深对该项服务的认识
。

4.5与数据管理服务结合不足
    学科服务、数据服务等与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关系密切，图书馆
在为用户解决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问题时离不开数字参考咨询所
提供的咨询途径和手段。相应地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地位，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不应局限于提供基础问答服务。应努力与图书
馆其他数据信息服务相结合。根据调查分析，国内高校馆数字参

考咨询与学科服务、专利信息服务等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与
数据管理服务的结合几乎为零。面对数据密集型科研的发展趋势
，高校图书馆势必要提供完善的数据管理服务。而我国该项服务
还处于起步阶段，走在前端的北京大学提供了科研数据管理、学
科开放数据导航、GIS数据等服务，但相应网页仍然处于建设中
，数据和链接很少，其他高校更是处于摸索状态，尚不知如何发
挥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优势。因此数字参考咨询如何促进该项服
务的发展并与其融合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

5.推动数字参考咨询发展的建议
5.1统一网上咨询台的设置
          Web2.0在强调互动性的同时也强调界面的友好性，为了方
便校内外用户的使用，使用户对高校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的位置
和标识形成统一印象，我国的各个高校图书馆门户网站应尽量统
一网上咨询台的设置。如尽量将参考咨询的入口设置在一级类目
，点击进入后页面上集成了所有咨询途径。此外可以统一将弹出
式自助问答对话框放在页面上方显著位置，引导用户自助获取所
需信息。后台会根据用户提问自动到FAQ或学科信息门户中寻找
线索，如果回复没有解决问题用户可以往下浏览再选择其他咨询
方式。这样的设置方法可以使咨询馆员从重复的咨询工作中摆脱
出来，将精力主要放在知识库的建设和提供深度研究咨询上。

5.2完善知识库的种类和内容
        知识库是开展参考咨询服务的基础和支撑，它既能帮助咨询
馆员减轻部分工作量，也能辅助学科服务等深层次知识服务。因
此需要不断完善知识库的建设。建设高质量知识库应先制定知识
库标准和规范，其次应明确知识库的种类和内容。笔者认为现阶
段高校馆应着力建设的知识库种类主要包括FAQ和知识资源库，
而知识资源库主要指学术信息资源导航，作为促进教学、科研和
学习的重要工具。对于FAQ，根据前面的调查结果，高校馆首先
应完善FAQ的形式，设置详细的分类体系、多样的排序方式以及
丰富的检索机制，可以仿照美国高校馆为每一个问题设置关键词
，然后以标签云的形式供用户点击浏览。其次应完善FAQ的内容
，高校馆应整合邮件、微信、电话、QQ等多种咨询途径收到的
问题，提炼问答记录，及时补充到FAQ中。对于学术信息资源导
航，应加快对更多学科门类的建设，并且丰富知识资源的种类，
可以包括国内外相关专业网站、专业数据、常用研究工具等，甚
至可以增加课程导航，整合国内外相关网络课程、教学课件等。
此外还可以将每一学科的信息门户链接到对应的学科馆员的介绍
中，方便用户直接跳转。

5.3强化微信自助服务，搭建智能问答机器人
         互动性、实时性以及问题处理水平是微信公众平台数字参考
咨询服务建设水平的衡量标准。因此强化微信平台的自助服务非
常重要。微信自助服务主要是指自动回复功能，目前国内大部分
高校馆的微信平台自动回复功能仍不健全。无论是关注后的自动
回复还是提出问题后的自动回复都应尽量具有实际意义。关注后
可以自动回复数字或关键词快捷菜单，指引用户获取图书馆资源
和相关服务信息，用户后台留言后也需回复具有引导线索性信息
或者提示等待人工答复。为了深化自动回复功能，减少咨询馆员
重复工作量，并增强用户的互动感，搭建智能问答机器人也是必
然的发展趋势。虽然目前已有高校图书馆将智能问答系统引入门
户网站和微信平台，但是不够普及，并且存在答案不准确、分析
问题主观性等问题。未来图书馆技术部门可以尝试搭建基于
Deep QA的概率型智能化问答系统，采用多种自然语言处理、信
息检索、机器学习和推理算法等技术，全面提升自助问答的准确
率、自信度和回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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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加快服务政策、标准的制定
          为了使数字参考咨询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以及使校内外用户更加了解该项服务，国内高校既要从宏观上加快服务标准的制定和推
行，又要从微观上促进服务政策的制定和展示。服务政策是每一所高校馆结合自身馆情制定的，政策的内容应主要包括服务目标、 服
务对象、 服务时间、 服务内容、 用户行为、 咨询馆员职责、 隐私保护、知识库规范、学科馆员咨询和研究咨询流程等。而形式则可以
以用户须知、 服务声明等形式呈现。此外，展示服务政策的位置也很重要，一方面应将完整的服务政策放置在咨询台页面较醒目的位
置，另一方面还应在每一个咨询途径的后面详细注明服务时间、服务内容或范围，帮助用户在合适的时间提出合适的问题，提高咨询服
务的效率。服务标准则是根据国内高校馆发展的总体情况制定的统一方针、框架和要求，其内容应主要包括数据格式、版权保护、知识
库种类和内容等。只有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开展联合咨询服务以及与国际对接。

5.5促进、融入数据管理服务
          服务融合是趋势也是手段，数字参考咨询应不断探索如何促进、融入数据管理服务，帮助图书馆成为科研数据存放与监管的优质机
构，更好地服务各个学术群团体。数据管理服务贯穿于整个科研生命周期，为了促进其发展，首先应在数字参考咨询平台提供相关咨询
入口和学科数据馆员的联系方式，整合科研数据管理指南和各种讲座信息，向科研人员提供科学数据管理教育，然后在研究起步阶段提
供科学数据管理政策咨询、科学数据引用政策咨询等的咨询入口，在研究展开阶段以嵌入咨询的方式帮助获取所需的开放科学数据，在
成果发表阶段可辅助提供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和数据引用咨询。除了促进、融合科研数据管理，数字参考咨询也可以致力于基于系统数据
挖掘的数据管理服务，web网页和社交媒体在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数据，包括用户行为数据、馆员服务数据等，馆
员可以借助数据分析工具深入挖掘图书馆运营数据，支持管理层决策，提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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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研究及启示
——以上海市图书馆实践为例

2019级硕士研究生 刘惠

摘要：全球创客运动蓬勃发展，公共图书馆参与创客空间的构建已是时代的要求，必然的趋势。公共
图书馆积极构建创客空间对其自身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参与到创客
运动中，但是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欧美国家的实践具有一定差距。本文以上海市图书馆创客空间为例
，从实体空间设计、虚拟空间设计、资源设备、人力资源、服务活动五大方面对其实践进行详细分析
，并结合英美等国的成功案例，对上图实践的优缺点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改善我国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带来一定的启示。

0  引言
 
         公共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已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不断重塑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消费和使用习惯，驱使公共
馆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导向以及时代趋势也要求着公共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国
家创新驱动的新引擎。至此，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都积极地参与到了创客空间的构建运动中，像美国的费耶特维尔图书馆
、旧金山图书馆，还有英国的埃克塞特图书馆等都是公共馆创客空间构建的典范。而国内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起步较晚：2013年
开放的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2014 年长沙图书馆成立“新三角”创客空间；2015年7
月，成都图书馆成立“阅创空间”；2016年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的井喷之年，先后有超过九家公共馆构建了自己的创客空间
，包括云南省图书馆、铜陵市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虽然我国已有不少公共图书馆构建了创客空间，但是相比较国外，我国成熟的创
客空间较少，且存在较多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第一个也是学界经常探讨的创客空间——上海市图书馆“创·新空间”和产业图书馆为
例，在明确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意义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探讨创客空间的概念和特点，总结创客空间构建的体系，并从中
选取几个方面对上图的实践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对比英美等国的成功案例指出上图实践存在的优缺点，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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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意义
1.1空间再造
          传统观念认为，图书馆是人们获取知识并相互接触、交流
的物理空间，是家庭、工作场所、学校之外的“第三空间”。而
随着创客运动袭来，所谓第三空间的说法已不再新鲜，无法完全
覆盖图书馆这一物理空间的意义与作用。创客空间将有助于实现
图书馆空间的概念更迭和功能转向，推动图书馆空间再造运动的
发展，赋予其空间更多的可能性。

1.2宗旨转变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是在通识教育运动下兴起的，满足用户
识字需求是传统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在这个人人都能
识字的时代，公共图书馆应转向促进用户的各种素养的服务宗旨
。素养不只包括信息素养，更包括技术素养、职业素养、外交素
养等。这种从单数到复数的转变揭示了公共图书馆更广阔的活动
空间。吴建中总结出现代图书馆有三大任务：让更多人能够增加
工作机会、让更多人提高创业能力、让每一个人能够提升自己精
神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品质。可见新时代的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宗
旨离不开创客空间的建设和发挥作用。

1.3角色重塑
          吴建中也曾指出图书馆转型是大趋势，并总结了图书馆发
展的十个新话题，其中之一便是“第三代图书馆”。第一代图书
馆以收藏为主体，第二代图书馆以借阅为主体，而第三代图书馆
则以交流为主体。即未来的图书馆应该是知识中心、学习中心、
交流中心，更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器与创业孵化器
。因此创客空间的构建将加速我国图书馆迈向第三代图书馆，将
使图书馆更加注重人的需求，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
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了网络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网络调查法主要应
用于对上图实践的调查。本文对上海市图书馆的新版网站和旧版
网站分别进行了浏览，获取了关于该馆创客服务活动的最新资料
和情况。文献研究法主要应用在概念辨析、构建体系和案例分析
部分，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检索式=题名：（“图书馆
”and“创客空间”）or（“图书馆”and“众创空间”）。

3  概念和特点
3.1概念及由来
         创客空间，英文名称为Maker space，此外还有”Hacker 
space” ”Hack lab” ”Maker space””creatives space”等。学界
较一致的看法是创客空间诞生于Make杂志，2009年该杂志的主
编在MAKE杂志发表题为Is It Time to Rebuild&Retool Public 
Libraries and Make‘Tech Shops’？的文章，首次将“创客”这一
概念与图书馆联系起来。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美国图书馆学界
的创客运动开创领导者之一Lauren Britton女士在费耶特维尔公共
图书馆建立了全美第一所创客空间。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创客空间的定义并不统一。国外学界
较推崇维基百科的解释：一个具有加工车间，工作室功能的开放
的实验室，创客们可以在创客空间里共享资源和知识，来实现他
们的想法。此外英国政府官网上对Maker space的定义是一个人们
能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共享资源和知识，开展项目的物理空间
。国内，刘芳认为创客空间是一种在技术、科学、艺术、数码等
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的活动、合作和聚会场所。罗博和吴钢则

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把创客空间看成是指代任意形式的，
将人们聚集起来、创造并分享关于创造想法的创意空间。此外，
对于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李红培和鄢
小燕认为图书馆创客空间是一个为创客们提供材料、工具和技术
，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设计并完成某个项目的空间，是一个人们共
同建造实物和共享的工作区域。宋甫等人认为图书馆创客空间是
图书馆为使用户能发挥创意和实现创意提供工具资源和交流平台
，让用户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知识学习和知识创新的 一种新型图
书馆服务模式。
         虽然创客空间的概念众说纷纭，但是均提出了创客空间的本
质：一个实现创意、交流共享的工作空间。而图书馆创客空间则
是将创客空间进一步延伸为了图书馆提供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

3.2特点
            通过对上述定义，可以总结出创客空间具有几大特点：
（1）社交性，即交互性。社交功能是创客空间必不可少的核心
功能要素。人类带有与生俱来的与人交流的欲望，而且只有自由
畅通的交流、交互才能碰撞出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2）融合性。一个成功的创客空间是便捷访问的站点、精心设
计的空间、丰富多样的软硬件、熟练的技术人员、多样的项目目
录以及丰富的辅助知识信息等要素融合的共同体。
（3）实践性。创客空间鼓励人们利用先进的技术、工具等动手
实践，将自己的创意由幻想变为现实，制造出自己的产品，最终
达到通过动手操作获取知识、感受知识、共享知识的目的。
（4）共享性。共享是创客空间的另一重要特征，包括知识的共
享、思想的共享、创意的共享等，通过共享，创客们相互学习、
协同合作，从而使创客空间更有活力。

4  空间构建体系
         在对上海市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实践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明
确空间构建涉及到的要素和内容，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
文总结创客空间的构建体系如图所示。
         可见，构建一个成功的创客空间牵扯了许多方面，包括构建
要素、运行模式、构建内容、影响因素、服务内容等，整个构建
过程复杂而漫长，需要不断调整改进。结合整个构建体系，本文
分别选取了实体空间设计、虚拟空间设计、资源设备、人力资源
、服务活动五个方面对上海市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情况进行分
析和解读，最后指出它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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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市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
情况

         上海市图书馆的创客空间包括两部分，分别是“创·新空间
”和2014年7月正式启动的产业图书馆。“创·新空间”侧重于
大众创新意识和思维的培养，并让普通市民参与到新产品、新技
术的创新与体验中。而产业图书馆则侧重为相关企业提供文献、
工具等资源，并提供平台让企业发布、展示新成果、新产品，从
而更好地服务于创业孵化。下面从五个方面对这两个创客空间进
行具体分析。

5.1实体空间设计
         上图的“创·新空间”占地2000多平方米，在布局上注重空
间的动静结合，将整体划分为阅读空间、信息共享空间、专利标
准服务空间、创意设计展览空间和全媒体交流体验空间5大功能
区域：
（1）阅读空间：主要提供传统的阅读服务与检索服务。该空间
提供数千册中外文创意设计类新书和上百种创意类外文期刊供读
者阅览。
（2）信息共享空间：主要为读者提供讲座、讨论的场地。该空
间配置有多媒体投影设备和 50 多个座位，充分体现了“创·新
空间”分享与交流的目的。
（3）专利标准服务空间：“创·新空间”建立在原专利标准特
种文献阅览室的基础上，继承了大量与创新创意相关的特种文献
与数据库，为创客提供专利检索、外观检索等服务，并配置专业
情报服务人员，将文献情报服务与文化创业产业服务有效结合起
来。
（4）创意设计展览空间：主要用于各类设计师作品、创意产品
的展示。后期引入的高科技产品也主要放在这一区域供读者体验
。例如，上海图书馆在国内图书馆界率先引入的3D打印机和3D
扫描仪就放在该空间内。
（5）全媒体交流体验空间：主要提供人机交互体验。该空间主
要由 3 部分设备组成：第一部分包括 6 副液晶屏组成的数字画廊
，第二部分为三组数字创意台，主要用于 CAD 设计，第三部分
为一组大型创意数字化展示台。
          产业图书馆的空间主要划分为小型办公间、信息共享空间
和产品展示空间。

5.2虚拟空间设计
           所谓虚拟创客空间，就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搭建一个线上平
台，起到信息资源整合、活动信息发布、宣传推广、与用户线上
沟通互动的作用。通过调查，上图既没有为创·新空间搭建一个
专门的平台，也没有在官网中开设创·新空间的专栏，从而普通
读者无法从官网上找到该馆创客空间的开放时间、收费标准、资
源设备、举办的活动等基本信息，因此更不用谈创客线上反馈与
交流社区的建设。而对于产业图书馆，可以在上图老版网站上找
到它的专门模块，你可以在该模块浏览产业项目，获取产业资讯
和资源应用，并且联系创客空间的工作人员。此外，上图还建设
了创之源@上图网站，专门提供面向中小企业信息与知识需求的
公益性图情服务。

5.3资源设备
         上图为创·新空间和产业图书馆配备了丰富充足的文献资源
和软硬件设备。
5.3.1文献资源
             “创·新空间”建立在原专利标准特种文献阅览室的基础
上，拥有大量专利、标准、科技报告等资源。此外，为了弥补上
图艺术设计类资源稀缺的问题，馆员对全球范围内的时尚创意产
业数据库产品进行了全面的调研，通过试用，比对资源优劣，最
终采购了Bridgeman艺术图书馆、Oxford Art Online（牛津格罗夫
艺术在线）等丰富的艺术类电子资源。而产业图书馆增加了以“
皮书”系列为主，其他相关图书为补充的产业信息文献，还利用

馆所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的资源，收录了部分研究报告。
5.3.2软硬件设备
          如表1所示，上图配备了充足的软硬件工具，其中以软件为
主，硬件设备较为单一。此外，上图会对使用复杂的工具提供相
应的背景知识介绍，让读者在亲身体验高科技产品的同时，对产
品的原理、制造过程等也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5.4人力资源
5.4.1馆员培训
         上图在“创·新空间”的馆员配置上，主要考虑从4 类馆员
即服务导航型、学科专业型、技术支持型和策划推广型来组建自
己的专业馆员服务团队。上图明确了对人才需求后采取自愿报名
、考试选拔的方式对馆员进行筛选。最终，形成了由9名馆员组
成的“创·新空间”的运营团队。
5.4.2创客、创业团队涌入
         “创·新空间”一开放便进入火爆状态，不断有创客以及创
业团队来到上图的创客空间交流和展示他们的作品。既有大学组
建的创客团队，如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的团队——新车间，也有来自“设计丰收”、美田艺术、上海
设计中心等机构的创客群体。而在产业图书馆项目启动后也吸引
来了不少具有创新意识的中小企业。
5.4.3专家合作
         该空间与同济大学中芬中心、上海设计中心、上海市动漫行
业协会、美田艺术工作室等多家机构合作，邀请了各行业专家，
开展了“专家坐堂”“现场教授”“互动教学”等多种形式的活
动，从而形成馆员与专家、读者与专家，甚至专家与专家的多向
交流。

5.5服务内容
         “创·新空间”活动内容形式多样，包括设计展览、讲座交
流、DIY创意制作、科普活动、电影放映、读者培训等。为了更
加详细地了解上图创·新空间创客活动举办情况，笔者调查了上
图的旧版和新版网站。通过调查，发现旧版网站中设置了上图展
览、上图讲座栏目，读者需要分别点击浏览，创客活动分散在展
览讲座等各个主题之中。而新版则对全部类型的活动进行了整理
并增设了“活动日历”功能，但是所有活动均没有“创客”的明
确标识，需要读者自己判断，如图3。总之，上图既没有专设创
客活动专栏，也没有在活动的标签里表明“创客”，读者获取创
客活动信息不便，此外活动也没有划分年龄层次，每月举办的数
量较少。总体来说上图的创客活动体系还不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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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业图书馆则开展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创业服务，加强了产
业领域非正式出版物的收集、整理、加工和服务，举办了各类小
型专题论坛、主题报告，开展产业、信息增值创新服务、产业信
息展览、传播和交流活动，为相关企业新成果、新产品发布、展
示提供大众平台。

6  上图创客空间的优势和存在的
问题

6.1优势
6.1.1将图情服务与创客空间相结合
          无论是“创·新空间”还是产业图书馆都为创客们搜集、
组织了丰富的图书、期刊、专利、标准、数据库等纸质或数字化
的文献资料，产业图书馆还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情报所的科技查新
、专利检索等服务，可以说上图在创客空间的构建中充分发挥了
图书馆的作用，使创客服务与图情服务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馆员在创客空间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6.1.2空间划分功能明确
          上图创客空间无论是创·新空间还是产业图书馆都将整体
空间划分为了几大功能区域，这种划分方式是国内公共馆创客空
间划分的典型代表，也是区别于英美等国创客实体空间设计的独
特之处。这种功能明确的划分方式可以使有限的创客空间得到充
分利用。
6.1.3中小企业创业孵化较成熟
          这也是上图创客空间建设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体现了上
图创客空间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定位。2014年产业图书馆项目启动
以后，上图就将精力和经费主要投入到产业图书馆尤其是虚拟空
间的建设上。从提供图情服务，到提供产业信息展览、传播和交
流的平台，再到创之源虚拟平台的建设，上图的产业图书馆实现
了公共馆对中小企业的最大助力，充分发挥了图书馆在“大众创
业”浪潮中的作用。 

6.2存在的问题
6.2.1虚拟创客空间还未起步
         不只是上图的创·新空间，通过搜索本文发现，成都“阅创
空间”、广州创客空间等都没有给本馆的创客服务建立专门的网
页，长沙图书馆在网站可以找到其“新三角”创客空间的专栏，
但无法点击进入。而国外公共馆则普遍为自己的创客空间设计了
网页或搭建了专门的网站，如费耶特维尔和埃克塞特图书馆，用
户可以轻松了解该馆创客空间的一切基本信息，进行线上报名和
在线培训等。落后的虚拟空间的建设一方面不利于用户了解该馆
创客空间的背景和基础信息，从而使其宣传和推广受阻；另一方
面也不利于创客的意见反馈、社区互动以及企业关于创客项目的
线上洽谈等。
6.2.2服务活动体系不够完善
          上图的创客空间服务活动虽然形式也较为丰富，但是相比
较费耶特维尔图书馆和埃克塞特图书馆的创客空间有着自己层次
化的服务活动体系，上图的创客空间尤其是创·新空间则服务活
动划分粒度过粗，不够完善系统。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没有设置培训课程。图书馆引进的这些数据制造工具不仅
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术，有些工具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安全风险
。因此创客空间有责任承担起工具使用的培训工作。上图目前还
没有对读者开展工具设备的使用培训。而美国的费耶特维尔图书
馆则设置了专门的培训课程，英国的埃克塞特图书馆还分别设置
了针对成人和儿童的定期培训课程。因此上图需要在这一方面进
行改进。
（2）缺乏针对青少年、幼儿的创客教育。上图的创客服务活动
首先没有划分年龄群体，其次是目前显然把重点放在了产业图书
馆创客空间的建设上，从而忽视了社会上一般创客创新能力的培
养和促进，尤其是针对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的STEAM能力的培
养。

6.2.3服务工作团队尚不成熟
（1）专业图书馆员培养不足。图书馆员是创客空间管理的主体
，更是帮助创客们利用创客空间的工具设备进行创造性活动、引
导创客开展创客项目的主力，因此图书馆培训馆员掌握这些工具
设备的使用方法、技术以及与时俱进的创客文化等十分重要，但
就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上图缺乏对馆员的系统培训，而是强调就馆
员已有的知识储备筛选合适的人选。
（2）专业志愿者利用不够。当创客空间来访者变多，创客项目
增多时，单凭专业馆员完全无法应对，尤其是创客活动涉及到工
程、技术、数学、艺术等多学科、多领域知识，无论怎么培训都
不可能使馆员的知识储备覆盖全面，因此需要引进具有专业知识
背景的志愿者，协助开展服务活动比如培训课程。上图在这方面
做得也不尽如人意。
6.2.4成长环境不如英美等国
成长环境主要是指创客运动的社会态度、氛围，政府的政策支持
与财政支持，行业协会的关注与推动等。相比较英美等国，且不
论社会的认知和关注度，但就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行动来说我国支
持的力度还是太单薄，目前我国有关机构对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
的支持力度主要集中在举办创客空间的活动与大会上，只停止于
大方向的导向和指示，而缺乏国家层面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和指
导政策，也缺乏权威机构出台的统一的建设方案和建设标准。

7  建议和启示
7.1开发虚拟创客空间
          虚拟创客空间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应该满足以下两大基本
功能：
（1）信息资源
1）资源整合、发布。一方面仿效英美公共馆创客空间网站，设
计网页结构，对该馆创客空间基本信息进行收集、整合与发布；
另一方面将上图拥有的支撑创客活动的数字资源和馆藏资源整合
到网站上供创客使用。
2）资源对接。即将创新需求方与技术提供方两方面资源对接，
为创客线上洽谈研发和项目承接提供服务。
（2）用户交互。应建立起创客虚拟社区，满足用户学习交流的
需求。这一点可以充分利用其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另外，也可以
根据不同专业、主题将虚拟社交空间细分为各种小空间，吸引创
客针对某一研发议题进行探讨，推动创客团队的形成。这一点就
类似于论坛、贴吧、问答平台等，可以在知乎或者百度贴吧开设
创客交流话题或贴吧然后连接到官网中。
总之，最后一个完整的虚拟创客空间应有由以下几方面组成：数
字资源整合平台、信息检索与获取平台、在线虚拟社区等。

7.2建设围绕创客教育的服务活动体系
           创客教育是由美国推出的全新教育理念，又叫做STEAM教
育，是将五大学科——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数学（Maths）融合起来的
教学。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个人具有STEAM知识与技能，而培
育好青少年和幼儿的STEAM能力甚至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创新创
造力。因此我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也越来越重
视创客教育的发展，201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创客教
育政策，我国各地的中小学已陆续建立起了一批实验室。因此公
共馆也应充分利用已建立的创客空间参与到创客教育中。上图可
以在借鉴英美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创客教育完善服务活动体
系。具体措施有三条：
（1）完善硬件资源。进行创客教育就是要利用先进的数字制造
工具培养人们的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和对先进技术的认识。费耶
特维尔和埃克塞特等的英美图书馆创客空间普遍引入了3D 扫描
仪、激光切割机、乙烯切割机、数控机床等先进设备围绕机器人
、工程、数字创作、3D设计、科学实验、计算机编码等主题提
供实践学习。而上图的硬件设备则主要包括3D打印机和数字媒
体，种类稀少，因此要开展STEAM教育必须完善硬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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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权TextRank的新闻文摘生成方法
2019级硕士研究生  李明菲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新闻资源呈指数级增长，为了获得高质量的自动新闻文摘，本文提出
了基于TextRank算法，考虑关键词和标题对使用Word2vec生成的词向量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语句重要
性评分再经过考虑语句位置、语句长度等语句特征更新分数后进行语句排序，经过冗余信息筛选得到自
动摘要的新闻文摘生成方法。与传统TextRank算法相比，生成的摘要具有较为明显的质量提升。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给人们带来海量知识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数据冗余和垃圾信息。信息源过多及信息内容和观点的大量重复
导致了互联网上新闻资源剧增，如何从内容繁多的新闻网页中快速有效地获取主要信息，提取新闻中用户需要的信息是文本摘要领域研究
的重要方面，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文摘是全面准确地反映某一文献中心内容的简单连贯的短文，是文章发布和文章阅读极为重要的一环，
读者可以快速阅览摘要继而判断文章的续读必要性。
          自动文本摘要（Automatic Text Summarization）是一种针对信息过载现象利用计算机程序将文档自动转换为摘要的信息压缩技术。代
替速度较慢的传统手工处理文献方法，从而帮助人类快速、准确、全面的获取重要信息。近年来，自动文本摘要技术在科技情报领域的应
用不断扩展，提高了科技工作者浏览、处理信息的效率，是信息检索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网络新闻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快节奏时代，传统的人工文摘由于代价高、耗时长等因素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闻文摘日益
增长的实际需求，因此自动文摘技术渐渐应用到了新闻领域。
本文基于给用户提供快速、准确的单篇新闻文摘的目的，提出了一种基于TextRank算法,通过文本特征、句法结构等因素加以影响的新闻自
动文摘生成方案。
          本文在单篇新闻的自动文摘生成研究中，通过学习并借鉴前人对于自动文摘生成的成果，结合新闻文档的特殊行文结构与句法特征，
提出新的新闻自动文摘生成方案，为单篇新闻的文摘自动系统的开发能够起到一定的参考意义。

（2）发展丰富的合作伙伴。STEAM教育需要结合相关领域的先进实践，因此需要与创新型企业、大学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费耶特维
尔图书馆与15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包括锡拉丘兹大学、NOVA教育、三角科技教育联盟、ITT技术、HiTech Rochester等。
（3）建立STEAM虚拟平台。费耶特维尔图书馆除了在图书馆官网开辟了创客空间专栏还开辟了创客教育专栏，在该网页FFL整合了该馆
STEAM发展的基本情况、STEAM资源、STEAM数据库以及活动月历等信息。
此外，在围绕STEAM学习开展服务活动时还可以学习费耶特维尔图书馆划分年龄层次，学习埃克塞特图书馆设置定期的工具技术培训课
程，并对创客的学习结果进行线上或线下测验。

7.3完善创客空间的服务队伍
（1）加强馆员的培训。应设置以实用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培训课程，丰富馆员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科普知识），提高其服务水平，使馆员
能对创客进行合理引导，并组织与指导项目研发， 从而满足不同类型创客的体验。如费耶特维尔图书馆对图书馆员工进行持续、与时俱
进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到各种专业层面的实用知识，还包括 CPR、人工呼吸等急救课程。
（2）发挥志愿者的作用。优先引进具有专业背景知识或特殊技能的志愿者。图书馆在引进专业志愿者的同时还应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合
理安排服务时间，促进志愿者与馆员的协作。如埃克塞特图书馆创客空间的课程主要由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提供，而且目前他们
拥有了50多名志愿者，通过轮班制使课程的开设保持较高的频率。此外旧金山公共图书馆也建立了自己的志愿者团队，培训空间的一些
培训课程由志愿者团队完成，如Computer Help活动。

7.4改善创客空间的成长环境
（1）加强官方宣传，提高我国创客空间在社会公众中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如英国政府在信息公开网上专门开辟了创客空间专栏向大众介
绍创客运动，甚至整合了创客空间构建培训资料帮助各个有意愿的主体参与创客空间的建设。
（2）加强行业协会的统一指导和规划，出台一份区域乃至全国性的创客空间设置指导意见文本。如2013年10月，ALA与创意制品分享社
区Instructables.com合作建立Make It @ Your Library，将所有来自Instructables的项目按工具、空间、对象、专题种类、成本、时长等进行分
类，方便图书馆员利用Make It @ Your Library寻找合适的创客创意和创客项目。
（3）加大资金支持和保障。构建创客空间费用不菲，包括启动成本、每年运营成本。启动成本主要包括人员和导师费用、空间建造、工
具和材料以及其他费用。相比较英美，我国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经费来源单一，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在运营过程中难免会出问题。而除
了政府财政拨款，行业协会、地方企业、公益基金等都可以为图书馆创客空间提供资金支持。这就要求一方面行业协会等主动加强对图
书馆创客空间的支持，如2011-2015年间图书馆服务协会 (IMLS) 共投入了超过 4 百万美元的基金来支持打造图书馆及博物馆中的创客空间
及与创客相关项目；另一方面图书馆也要主动争取，如美国新泽西州立图书馆与本地图书馆联盟协作，共同为新泽西州的各类型图书馆
提供创客空间的建设资金。

7.5建立创客空间的用户评价反馈体系
          在考察上海市图书馆以及其他图书馆的实践时均没有发现其创客空间建立了完善的用户评价反馈体系。而为了考量创客空间的服务
绩效和质量，图书馆应建立创客空间服务反馈体系，积极与用户进行交流沟通，多方收集意见与建议。图书馆可以根据创客服务满意度
调研问卷、创客空间网页的浏览访问量、创客实体空间的访问量等，结合创客项目的资金投入等指标来综合考量和评判创客空间的服务
效果。 此外，要调查用户创客服务的满意度需要建立起完善的质量评价指标。目前我国对该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例如柴源等人以
西安航空学院图书馆，通过三轮用户访谈构建起了一个涵盖实体创客空间、虚拟创客空间和创客空间整合服务的质量评价体系。我国公
共图书馆应尽快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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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
          本文在经典TextRank算法这一近两年较为成熟的文本摘要算
法基础上，通过选择更高效的句子相似度计算方法，以主题词、
标题衡量句子权重和根据新闻文档的行文结构进行首段句子加权
、特殊句子处理这几个方面来进行TextRank算法的改进，提出一
种新闻自动文摘生成的解决方案。     
         与经典TextRank文本摘要算法相比，本文算法生成的自动摘
要在可读性、信息覆盖率上都有所提升，表明本文提出的新闻文
摘自动生成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1.4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本文在开题伊始，通过调查“自动文摘生成
”、“TextRank改进”、“新闻自动摘要”三个主题及其相似主
题进行文献调查，达到全面、准确地了解研究内容。
          统计分析法：基于本文提出的基于加权TextRank算法的新闻
文摘生成方法在大量的新闻语料上进行文摘自动生成，通过实验
结果的统计分析，并与传统TextRank算法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得到本文方法的实验结果。
         自然语言处理：全文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对词语构
建空间向量模型，用词向量表示词语本身及其在自然语言中的“
使用习惯”，结合新闻行文习惯与句法结构，衡量词语构成的句
子在自然段落及文本中的重要性，进而输出重要性较高的句子生
成文摘。

1.5 论文结构
          本文一共包含五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相关研究，主要对文献自动摘要技术领域、TextRank
算法及新闻自动文摘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主要从句子相似度加权计算、基于关键词
和标题的加权相似度计算、特殊语句处理三个方面来对经典
TextRank算法进行改进，并对算法实现过程进行简述。
第四部分，实验与分析，包括：训练语料库的选择、获取、预处
理；词袋模型的构建；新闻语料的选择、获取、解析转换；冗余
处理以及从连贯性、内容概括角度的摘要评价。
第五部分，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研究结论、不足之处进行总结。

2 相关研究

2.1 自动文摘相关研究
          第一个自动文摘系统是由IBM公司的Luhn于1958年研制成功
，标志着自动文摘历史的开始，起初关注度并不高，但随着大数
据时代海量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快速、准确地提取文档中心内容
并去除冗余的自动摘要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意识到。
自动文本摘按照产生方式可分为抽取式和生成式。抽取式自动文
摘是从原文中抽取一些含有主题内容的语句生成文摘。生成式自
动文摘又称为基于理解的自动文摘，是通过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
生成摘要，主题来源于原文，内容上可以包括原文没有出现的语
句和词项。生成式自动文摘更为复杂，需要较为深入的自然语言
特征，目前还在起步阶段，故不具有实用性。本文主要面向抽取
式自动文摘。
           图1是抽取式自动文摘的生成流程。其中语料预处理是指对

语料进行格式统一，如编码格式、简繁体等，并且进行文本分割
，然后定义特征集合并根据不同的特征分析计算语句权重，排序
后依次输出适量语句生成摘要。 
          在选取特征的研究中，Luhn首次提出了“词频”的方法，
通过计算文章中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来找出高频语句组成文摘，同
时，他提出高频词中要排除不包含语义信息的词语。1969年，
Edmand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启发式方法，即通过选取标题词
、语句位置、线索词和关键词频四种特征表示语句通过加权来获
取关键语句。
         对于基于词语共现频率作为语句的影响权重这类算法依据词
语的统计特征，而往往忽略了词语语义、语法等要素，仅仅将一
篇文档作为词语集合，且词语之间相互独立，如果能够将外部知
识添加到自动文本摘要算法之中，理论上是可以改进算法的。在
新闻自动文摘生成研究中，张筱丹、胡学钢提出了考虑词频、标
题、位置、线索词、句法结构5种形式特征来选取摘要句。
          基于图模型的语句排序算法就考虑到了全局信息，其通过
把文本分割成若干组成单元，并以其作为顶点，基于语义或词汇
度量文本单元之间的相似度，并且加权以反映文本单元的相似程
度建立拓扑结构图, 并对其进行排序, 实现提取关键词、生成文摘
等工作。

2.2 TextRank算法相关研究
         TextRank是基于图的自动摘要生成的经典算法，Mihalcea在
PageRank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句图结构表示文档，计算文章内
在结构，主观上评价语句重要性的TextRank算法，该算法意义重
大，极大的推动了自动文摘的发展。
           TextRank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把文本分割成若干组成单
元(单词、语句)，这些单元作为顶点集，单元间的相似度则构成
边以建立文本图, 通过边及边的权重对文本中的组成单元进行排
序, 实现关键词提取、文摘生成, 简单有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
改进。
          在句子相似度的计算方面经典TextRank算法是基于语句间共
现词语个数，Blanco和Lioma的研究考虑了词语间的语法关系及
共现关系构建无权的TextRank网络图。Mihalcea将标题、段落、
特殊语句、语句位置和语句长度等信息引入TextRank图模型构造
中，曹洋等人则进一步讨论了计算句子相似度的方法，并在计算
语句权重方案中提出结合语句位置、线索词的因素。蒋昌金等则
考虑词频、词性、词的位置、词长等构建词语权重计算方式，通
过将解释主题的词和短语赋予较高权重来生成摘要。
随着深度学习的兴起，由Google研究团队开发出的用于解析语言
的一款开源的学习工具Word2Vec则简化了句子相似度的计算。
通过使用词向量来表示词语，并且表示词语之间的关系，计算语
句的相似度被简化为多维向量运算。

2.3 新闻自动文摘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新闻自动文摘研究中，大部分是对文档通过文本
特征进行聚类或信息抽取，从而形成基于话题、事件、时间戳或
人物的主题新闻簇的多文档自动文摘研究，而单文档的新闻自动
文摘研究较少。这是因为基于单文档的自动摘要生成由于文档信
息较少，可利用的信息不足，因此摘要句的判断难度往往比基于
多文档的要难的多。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李峰等人基于TextRank使用扩展关键
字的方法提取新闻自动摘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刘茵则借鉴模
糊决策理论，将判断语句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决策过程，融合各文
本特征构造更灵活的决策公式。王玮等人则提出计算语句与标题
的相似性，并融合句子情感以生成自动摘要。这些研究只关注了
文本或语句的本身特征，而没有考虑将外部丰富的语料或领域知
识引入系统，还有改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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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新闻的单文档自动文摘生成研究中，针对其单文档信
息不足的缺点，提出了通过引入维基百科作为语料进行训练，获
得的模型包含大量的自然文本结构规律与语法信息，并结合深入
考察文本内部不同单元的相互关系两种方法来丰富文档信息。即
基于TextRank算法建立图模型表示词-句关系，使用基于融合主
题词和标题的加权余弦相似度计算方法，并考虑到新闻文档中首
段句子对于文摘生成效果的影响，而对句子权重部分进行了针对
性的改进，提出了一种新的新闻自动文摘生成方法。

3 研究设计
          本文在经典TextRank算法上，将主题词、标题作为权重加入
相似度计算以对句子排序产生影响，使生成的文摘更加符合文档
主题内容。
         同时，根据新闻文档的行文习惯与句法结构，将处于首段的
句子、过长过短的句子及疑问句、感叹句等进行特殊处理，让基
于单篇的新闻文档生成的自动文摘更为精准。

3.1 句子相似度计算
         相似度作为图模型中的“边”结构，是图模型构造的关键，
也是输出自动文摘中作为“顶点”的语句排序的重要依据。作为
基于图的经典算法TextRank，使用的是基于内容覆盖率的相似度
计算方法，通过查阅文献，本文选取了基于余弦公式的相似度计
算，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计算方法的原理及公式。
3.1.1 基于内容覆盖率的相似度计算
          通过计算语句与语句之间的内容覆盖率即计算相同文本单
元的占比，可以得到语句的相似度。
           原始文本经过停用词过滤和分词后，每个语句转换为单词
组成的列表。这种相似度方法就依据两个语句共同包含单词的个
数。同时，取对数以避免长语句的影响。
相似度计算公式：

           经过上述公式的计算，得到语句的相似度作为权重，带入
TextRank算法，计算出每个顶点的重要程度，排序输出后即为文
摘。
3.1.2 基于余弦公式的相似度计算
         余弦相似度是指计算向量间的夹角余弦值来度量两个向量的
相似度，依赖于由Word2Vec模型生成的词向量进行计算，余弦
相似度的原理是通过坐标值将向量绘制到向量空间中，如二维空
间。
余弦公式如下：

         余弦值越接近1，两个向量越相似。相对与欧式距离，余弦
值更能体现向量的方向性差异，所以本文选用余弦公式作为相似
度度量。

3.2 基于语句特征的加权相似度计算
3.2.1 基于关键词的加权计算
          在句子相似度的计算中，具有一定主题揭示意义的关键词
能够为所在语句在输出摘要的排序中起到积极作用，某一文档的
关键词往往在该文档中使用频繁，且不常在其他文档中出现。因
此，本文使用TF-IDF对可能的关键词进行定义，词语的TF-IDF
值越高，则其为关键词的可能性越大，通过使用TF-IDF值作为权
重，构建加权词向量的余弦相似度计算。
         词频 (term frequency, TF) 是指某词语在该文档中出现的次数
。为了统一度量，计算其在文档中的出现频率。

词频TF的计算公式：

         逆向文件频率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 是统计某个词
与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文档个数，IDF主要用于与TF结合使用，TF
得到文档的高频词，IDF度量高频词是否对于该文档具有“独特
性”，而不是作为广泛文档中均存在的常用词。因此引出了另一
个概念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词频-
逆文件频率)。
          当某一词语在某一文档内为高频词，且该高频词在整个文
档集合中每个文档中出现的次数少，那么该词语应有一个较高的
TF-IDF值。因此，TF-IDF常用于过滤掉文档中出现高频却又常
见的词语。
逆向文件频率IDF的计算公式：

3.3 特殊语句
          本文根据中文新闻文档的写作习惯、语法结构等因素考虑
进文摘生成过程，将其中一些特殊语句的权重进行了适当调整。
3.3.1 首段语句
          根据新闻的特点，第一个段落往往是具有高概括性、精炼
性的主题内容，符合摘要的要求并极有可能成为摘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物理位置处于第一自然段落的语句的权重需要提升，本文
将该部分语句的权重增加至原来的两倍。
3.3.2 语句长度
           语句长度在验证语句是否能够作为摘要组成部分中也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过长或过短的语句在生成摘要中应该删去，权重
降为零或负数。
           本文中将长度系数 <0.2的语句判定为语句过短，长度系数 
>0.8的语句判定为语句过长。长度系数定义为：

3.4 算法实现
         本文算法的实现过程具体如下：
（1）对训练语料进行预处理
包括使用Wikipedia Extractor抽取语料内容，使用OpenCC进行简
繁转换，进行分句、分词和去除停用词。
（2）进行词袋模型训练
使用Word2vec模型生成词向量，生成向量空间模型，为相似度
计算做好准备。
（3）对实验文档进行预处理
对文件进行转码解析，将整体数据文件切分为一条新闻存放在一
个文档中，并按照新闻频道分类存放。读入新闻文档后进行分句
、分词。
（4）计算词语的TF-IDF值，归一化处理
           计算新闻文档中词语的TF-IDF值，进行归一化处理（也可
称为标准化处理），使所有的TF-IDF值处于[0,1]之间。使标准化
的TF-IDF值作为与其对应词语的词向量的权重。
             本文统一使用的归一化方法为min-max标准化，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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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句子相似度，构建图模型，计算加权的句子相似度。
基于余弦公式计算句子相似度，通过TextRank算法构建图模型，
基于TF-IDF构造的词向量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加权的句子相似
度。
         一般的，我们句向量可以通过句中词向量求平均。但是，每
个词对于句子的价值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有TF-IDF权来
判定词对句子的价值。同时使用归一化处理，来使得权重和为1
。
（6）统计句子得分。
（7）对首段语句进行分数加倍处理，作为第二轮评分；
（8）进行语句长度过滤，去除疑问句等不适合做摘要的语句；
（9）将候选摘要语句原文顺序输出评分TopN的语句组成摘要。
（10）摘要质量评价。
         将在线语义分析系统生成的摘要作为参照标准，与传统
TextRank算法进行比较，其中人工评价摘要阅读、逻辑连贯性，
内部评价主体内容概括质量即信息覆盖率。

4 实验与分析
          本文介绍了基于经典TextRank算法，考虑相似度计算方法、
基于语句特征加权和特殊语句处理等因素的加权TextRank算法的
新闻文摘生成。实验过程包括语料库的选择、获取、预处理，词
袋模型的构建，新闻语料的选择、获取、解析转换，在于传统
TextRank算法的比较重，加权TextRank算法在新闻文摘自动生成
中在可读性、连贯性及信息覆盖率上都有所提升。

4.1 语料库
4.1.1 训练语料
          本研究选取来自中文维基百科语料库作为训练用的数据集
。中文维基百科是维基百科协作计划的中文版本，自2002年正式
成立，由维基媒体基金会负责维持，截至2019年5月21日，中文
维基百科已拥有1，058，261篇条目，总编辑次数达54，189，817
次。此外还设有其他独立运作的中文方言或版本，包括闽南语维
基百科、粤语维基百科、文言文维基百科、吴语维基百科、闽东
语维基百科、赣语维基百科及客家语维基百科等。
4.1.2 测试语料
         用作实验测试的语料是搜狗实验室新闻分类语料库中的搜狐
新闻资源，其来自搜狐新闻2012年6月—7月期间奥运、传媒、公
益、互联网等共18个频道的新闻数据。搜狗实验室（Sogou Labs
）是搜狗搜索核心研发团队对外交流的窗口，提供分类新闻、标
注图片等数据资源。

4.2 实验环境
硬件信息：
Intel Core i5-4200 CPU @ 1.60GHz 内存6GB
Intel 酷睿i5-4590 CPU @ 3.30GHz 内存8GB
操作系统：
Windows 8 企业版
Windows 10 专业版 
开发语言：
Python
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Anaconda spider
主要使用的开源工具：
Wikipedia Extractor、OpenCC、结巴分词、Gensim
        Wikipedia Extractor，中文名是维基百科提取器，是基于
python语言用于提取维基百科语料库文章的一款工具。
         OpenCC(Open Chinese Convert，开放中文转换) 是用于中文
简繁转换的工具，支持词汇级别的转换、异体字转换和地区习惯

用词转换，支持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其官网
位于Github中（https://github.com/BYVoid/OpenCC）。
        结巴分词是Python的一个中文分词模块。
        Gensim是可以用于从文档中自动提取生成语义主题的Python
库，它支持TF-IDF、LSA、LDA和Word2Vec等多种主题模型算
法，可以借助其进行信息检索、相似度计算等。

4.3 训练语料库预处理
4.3.1 语料说明
       中文维基百科语料库提供的是XML格式的数据集，大小约为
1.37GB，使用的语料数据条目达96万余条，xml格式说明如图所
示。

4.3.2 内容提取
          使用Wikipedia Extractor工具对语料内容进一步提取，从原始
的xml文件中提取出标题和正文，对965446篇文章进行抽取。
4.3.3 简繁转换
         由于词条原文本中混杂了繁体和简体，需要使用OpenCC工
具进行统一转换为简体。
4.3.4 文本分割
         首先去掉特殊字符，使用Wikipedia Extractor工具提取的文章
，会包含许多<doc></doc>用来分隔不同文章，另外还会有如空
括号、「」等特殊字符，所以需要先去掉这些特殊字符。
         再依靠句号、问号、感叹号、逗号、分号、省略号等标点符
号进行分句，形成语句集合。
          最后使用结巴中文分词对所有语句进行分词，并构建并使
用停用词表（如表1所示）进行停用词过滤。停用词是人工输入
、非自动生成的，指在进行文本相关任务中，文本预处理时过滤
掉某些不含有语义信息的标点、字或词，使用停用词可以节省存
储空间和提高搜索效率。
          表2是文本分割的一个示例，对“数学”这一条目中随机截
取的一个段落进行特殊字符去除、分句，再在过滤停用词的基础
上进行分词后，最终得到的一个个词项构成的语句列表。

4.3 新闻语料库预处理
         本文使用的是搜狗实验室数据资源中的新闻资源包括奥运，
传媒，体育，公益等类别的新闻数据，格式说明见下图。下载得
到完整版新闻数据（解压缩后大小约为2.0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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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给定参考文摘的内容重合度进行衡量。分为人工评价和自动评
价。内部评价方法直接对摘要内容进行评价，可以独立于应用环
境，但是人工评价不确定性高，代价大，自动评价难以测定摘要
的连贯性等。
4.7.2 外部评价方法
          外部评价是一种间接评价方法，将生成的摘要应用于某一
特殊的任务中，根据完成任务的效果来评价摘要方法。如检索任
务、分类任务等。外部评价方法容易进行多个自动摘要方法的对
比，但是每次测评都只是针对一个特定任务，有局限性，不利于
全面改进。
4.7.3 本文评价方法
          本文使用在线语义分析系统 (http://ictclas.nlpir.org/nlpir/) 生
成的摘要作为参考标准。
           在连贯性方面，通过人工从阅读连贯性、逻辑连贯性两个
方面进行评价。
          在信息覆盖率方面，通过统计待评摘要和参考摘要之间重
叠的基本单元的数目来进行评价摘要质量，主要考察平均准确率
P、平均召回率R和平均F值三个方面来分析：
        平均准确率P的计算公式：

4.8 实验结果
4.8.1 连贯性
         本文算法生成的摘要在阅读连贯性方面体验较好，与在线语
义分析系统生成的摘要无太大差别。但摘要逻辑性较差，具体结
果请见表3（由于在线语义分析系统生成的文摘为3句，所以本文
文摘生成算法中N=3）。
          原文1中，两者生成的摘要首句相同，为新闻中心内容；次
句不同，在线语义分析系统给出了新闻主角什克里尼亚尔加盟了
“蓝黑军团”，末句指出其加盟后创造的成绩，有前后递进关系
；本文次句和末句均为新闻主角什克里尼亚尔在本赛季的成绩，
没有提到其进入“蓝黑军团”的事，因此逻辑性较差。
原文2中，两者生成摘要相同。

          获得的数据文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对其进行转码并且切
片，最后得到奥运，传媒，体育，公益等11个类别的文件夹，每
个文件夹下存放着新闻文档的txt文件。至此，作为实验的新闻语
料预处理完成。

4.4 构建词袋模型
         Word2Vec是第一款面向大众的Deep Learning 学习工具。其
使用的是神经网络的模型进行实现，是在对统计语言模型进行研
究的背景下产生的训练词向量的工具。Word2Vec 提供了两种词
汇训练模型，一种是连续词袋模型 CBOW（Continue 
Bag-of-Word Model），一种是Skip-Gram 模型。本文基于CBOW
进行模型训练。

4.5 冗余处理
          对于获得的摘要，需要满足两个指标：新颖性和相关性。
新颖性是指语句中含有较少冗余信息，每个语句都要尽可能独立
地表达一种意思。相关性是指摘要所用的语句最能够表示文档的
中心内容。因此，在得到了根据语句重要性大小排名后，使用余
弦公式计算句子相似度，在相似度较高的两个语句中保留重要性
排名较高的语句，删掉重要性排名较低的语句，获得最终组成摘
要的语句。

4.6 摘要输出
          考虑到摘要的连贯性和可读性，在获得从不同段落中抽取
的语句来形成摘要时，将语句按照原文顺序依次输出，以保证逻
辑连贯、衔接自然。

4.7 算法评价
          自动摘要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有效、智能的自动摘要评价
方法成为该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自动文摘领域是很重要
的部分。人工评价成本高昂、耗时长久且评价结果带有评价人员
的主观性。目前对自动摘要进行评价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内部
评价方法和外部评价方法。
4.7.1 内部评价方法 
         内部评价是指直接通过分析信息量覆盖率、连贯性、可读性
、长度、冗余度等摘要质量评价要素来评价摘要方法，常用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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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信息覆盖率
         实验结果与传统TextRank算法结果对比如表4所示，参与实
验语料为搜狐新闻的体育频道下的37211篇文档，其中从平均准
确率P、平均召回率R和平均F值三方面进行对比，三项指标的值
越高，代表该算法生成的摘要与标准摘要重复的文本单元越多，
摘要的信息覆盖率越高，算法效果越好。
查看图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本文算法产生的摘要在上述三方面
均强于传统TextRank算法，与标准摘要更贴近，效果更好。本文
提出的加权TextRank算法随着N值增加，即输出语句越多其与标
准摘要内容越相近，虽然召回率也在逐渐增加，但与传统
TextRank相比，其对于文章主题内容的信息覆盖能力更强。
综上实验结果说明，在生成自动文本摘要过程中，利用合适的相
似度计算方法，将关键词、标题重复率、语句位置和语句长度等
语句特征考虑到提取式摘要生成的过程中，生成的自动文本摘要
质量在主题内容表达全面、准确上比经典TextRank算法有所提升
。由于抽取式摘要生成方式是抽取原文语句，所以阅读的连贯性
还不错，但是自动摘要的逻辑连贯性方面仍然较差。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Word2vec模型生成词向量，并使用基于关键词与
标题进行加权的余弦相似度计算，考虑新闻文档的整体结构与语
句位置、语句长度等特征进而得到了一种效果更好的新闻自动文
摘生成的解决方案。在本文的研究中，我深知我接触到的只是自
动文摘领域的冰山一角，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中能够进行更深层
次的学习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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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研究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2015级  王天娇

摘要：随着电子商务社会渗透率不断提高，网购生鲜农产品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方式，网购生
鲜农产品的发展为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我国的
生鲜电商发展相较其他欧美国家较晚，存在顾客复购率低、钱包份额低等问题。本文基于学者关于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的研究成果与结论，构建了制约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影
响因素的假设模型，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进行数据的采集，综合各个变量运用SPSS软件对其进行因子分
析与回归分析，从而对构建的客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假设进行验证，运用调查数据，构建生鲜农产品
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矩阵。分析发现：影响电子商务消费者满意度的最关键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交易
平台系统质量、生鲜产品质量、产品信息质量以及服务质量四个因素。最后提出生鲜农产品电商企
业可以采取提升产品标准化水平、完善物流体系等措施以提升客户满意度水平。本文旨在为推动生
鲜农产品电商行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生鲜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

１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目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渗透，我国电子商务
经历了一个“点”、“线”、“面”的发展过程，即“工具”、
“渠道”、“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作为基础设施已经遍布各个
领域，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也顺应时代进军电子商务领域。另一
方面随着物流供应链的完善、网上支付的便捷，出现了大量生鲜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互联网+生鲜农产品”行业迅速发展，为
生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据CNNIC第43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可知，截止至2018年12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互联网普及率可达59.6%；同时网络
购物用户规模达6.10亿，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5.92亿，网络
支付用户规模达6.00亿[1]。同时在数字经济和竞争激烈的时代，
人们对高效化、便捷化、人性化的生活有了更大的需求，因此生
鲜电子商务开始崛起，生鲜电商发展迅猛一跃成为电子商务领域
的掌中宝。据《2019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商业模式与用户画像分析
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规模突破千亿，预
计201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600亿[2]。虽然近几年生鲜电商发展迅
速，但是由于生鲜农产品自身的特点，即具有易腐易损、标准化
低、物流要求高等特点，生鲜电商行业发展道路崎岖，仍然存在
消费者满意度低、复购率低、钱包份额低等一系列问题，在农业
比重如此大的我国，任何一个生鲜电商平台想要取得一席之地，
就必须从客户角度出发，完善自身服务与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
，提高消费者复购率及钱包份额，在保持原用户的基础上吸引新
客户，因此研究提升生鲜农产品的客户满意度对于生鲜电商行业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影响生鲜农
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的因素出发进行研究，旨在构建生鲜农
产品电子商务的客户满意度指标体系，为生鲜电商企业提出行之
有效的建议。

1.2  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与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程度相关，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
展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较中国成熟，最典型的两个代表是英国和
美国。英国最早开始发展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美国也先后
出现大量生鲜电商平台且形成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一整套标准化
集约化服务。关于生鲜农产品电商的研究也较为丰富。Pellegrini 
etal (2009)消费者在购买有机食品时最关注的是新鲜度，生鲜产
品是否符合卫生标准,产品的原产地和种植、饲养过程中使用的
原料，是否有产品质量认证，这些都是重要因素。Qiu(2008)得
出感知产品,购物经验,售后服务,感知风险四个要素会影响消费者
网购满意度,其中感知产品是最重要的因素,另外三个要素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的满意度。Hunt（2005）分析
表明在电子商务环境迅猛发展的时代，电商对农产品产业物流和
销售过程的影响。Chun-Ming Chang（2006）认为产品属性、网
站服务质量、风险感知控制，三种影响因素会对客户网购满意度
有影响。
          综合国外关于生鲜农产品客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个指标：产品质量、感知风险、网站服务质量、物流配
送。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相较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起
步较晚。2005年生鲜电商企业才开始萌芽，2012年出现大量的生
鲜电商频道如顺丰优选、苏宁易购等，被称为生鲜电商的发展元
年，从此之后生鲜电商才开始走向正轨。对于生鲜农产品电子商
务的研究我国也比较少，大部分主要基于运营模式、未来发展趋
势等的理论研究，基于实证分析的较为缺乏，且关于生鲜农产品
电子商务满意度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因此本课题中生鲜农产品
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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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与客户满
意度相关知识

2.1　生鲜农产品
          生鲜农产品的内涵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本
文中主要研究的是果蔬、肉类、水产品。所谓生鲜主要是指没有
经过深度加工、直接来自农户或产地的、需消费者自己对其进行
烹饪制作的非成品，即初级产品。生鲜农产品有着不同于其他电
商产品的独特特征：一是易腐易损性。容易腐败损坏是生鲜农产
品最显著的特征，产品新鲜度是决定了生鲜农产品价值，也是影
响消费者满意度的焦点问题。因此为了保障产品新鲜度便对物流
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运输过程中要保证适宜的温度与特定的
湿度。二是季节性和区域性。生鲜农产品种类繁多，但是由于季
节、温度、气候以及地域的不同，导致不同区域、不同季节生鲜
农产品种类的不同。三是供应的有限性。供应的有限性主要与生
鲜农产品的季节性、区域性有关，某些产品只有在特定季节、一
定的温度才能产出。四是非标准化和异质化。生鲜农产品属于自
然产品，非机械技术批量加工的同质化产品，因此不可避免的存
在非标准化与异质化的现象。
2.2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简称生鲜电商，关于生鲜电商的定义
，各个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吴传淑（2015）认为生鲜电商
是依托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生鲜农产品的网上销售的一种销售模式
。主要是生鲜农产品领域通过电子商务的营销手段进行网上营销
的商业模式；郭俐（2016）从物流流通的角度，认为生鲜电商主
要是指生鲜农产品利用电子商务网络的手段，实现从供应商、销
售商、第三方物流公司，最终送达消费者手中的过程。虽然不同
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关于生鲜电商的含义可以用生鲜农产
品、电商网络手段、销售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生鲜电商指生鲜农
产品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依托电子商务为平台，直接进行销
售，实现供应商、销售商、第三方物流、消费者四位一体化服务
。生鲜电商由于生鲜农产品的特征与其他电商不同，在产品上，
电商平台要严格把控生鲜农产品新鲜度、安全性；在物流上，要
用特定的冷链物流体系，同时针对不同消费人群，采取不同的物
流配送模式。
2.3　客户满意及客户满意度
          客户满意，即Customer Satisfaction（简称CS），是人的一种
感觉状态水平，它来源于人们对一件产品的可感知效果（或结果
）与人们的期望进行比较后，所形成的愉悦或者失望的水平。客
户满意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分为产品满意、服务满意和社会满意
。
          客户满意度(Consumer Satisfaction)，也叫客户满意指数。客
户满意度主要是指消费者自身对于产品或服务的心理感觉状态，
此种感觉状态是基于消费者对于产品预期与实际体验的对比，客
户满意度制约着消费者对产品的复购率与钱包份额，因此客户满
意度对于B2C电商企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提升客户满
意度、构建客户忠诚是每个电商企业竞争立足的关键。对于客户
满意度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了这一概念
，此后又有众多学者进行探究，如日本学者提出卡诺模型、美国
学者提出ACSI模型以及中国学者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CCSI模
型，这几个模型成为研究客户满意度的理论基础。

3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
度调查与实证分析

3.1 调查概述
3.1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问卷通过互联网和一些社交软件如微信等渠道，发放给
调查者：在校大学生，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司白领等。问卷
的发放时间为2019年3月至2019年4月，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问卷的
发放以及数据的收集。此次问卷共收集了213份，其中有效问卷
有180份。
3.2　调查数据分析
3.2.1　描述统计分析
          根据生鲜农产品客户满意度问卷调查以及生鲜农产品电商
客户满意度指标体系假设的构建，可以将影响客户满意度的指标
归纳为以下几个因素：客户预期、交易平台质量、平台信息质量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其均值、标准差具体情况如下表3-2.

3.2.2　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共含有19个测量项，这19个测量项总体的
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为 0.895，而且单个因素的 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均达到了 0.7 以上（0.7～0.98 之间属于较高信度）。
由此可以判断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量表整
体信度良好；同时针对每个变量的“项已删除的α系数”值，分
析项被删除后的信度系数值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因而说明题项全
部均应该保留，进一步说明研究数据信度水平高。具体分析，见
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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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效度分析
         效度表示一项研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程度。又称真确性。本
效度分析主要的是 Bartlett(巴特利特球体)检验中显著性概率是 
0.000，小于 1%，因此应该拒绝零假设，认为研究变量各测量题
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分析，见表3-4。

         由表3-4可知，两个维度的KMO值为0.792，表明测量值的效
度较好（KMO值介于0.7~0.8之间，说明效度较好）；由效度分
析可知，分析变量与因子具有对应关系，对应关系与所研究预期
相一致；共同度方面，共同度值均大于0.5，旋转后累积方差解
释率为60.902%>50%，因此说明不存在可删除项，研究信息可以
有效地提取，进一步说明研究数据效度水平较高。

          表3-5，描述的是在生鲜农产品购买过程中，用户对产品质
量及服务质量的反馈，由其KMO值为0.852（高于0.8，说明效度
高），且每个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6，表明变量与因子
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与研究预期一致，进一步说明研究效度良好
；同时所有变量的共同度均高于0.4，不存在可删减项，信息被
有效提取。因此变量设置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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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6可知，KMO值为0.828,高于0.8,同时Bartlett球形度检验
对应sig值为0，小于0.05，两项分析项都表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
析；同时，由表4-7可知，本研究数据使用方差解释率进行分析
，因子分析一共提取出5个因子，特征根值均大于1，此5个因子
的方差解释率分别是34.827%,9.156%,7.574%，6.656%，4.908%。
表明每个因子与题项具有对因关系，与研究预期相符。

         由表3-8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使用因子分析法具体分析如下
：
        19个测量项中共提取出5个因子，因子1主要包括服务质量（
快递速度等）、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速度很快两个测试量，属于服
务质量指标；因子2主要包括整体质量（包括产品与服务）很好
、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您的个性化需要、关于产品品质或服务信
息的描述真实可靠三个测试量，属于客户预期指标；因子3主要
包括对比其他渠道同等价格的产品，网购产品质量更好、对比其
他渠道同等质量的产品，网购价格更具吸引力、生鲜产品质量（
品类、新鲜程度、安全性等）、生鲜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产品
安全无农药或病害、产品种类是我喜欢的、产品很新鲜七个测试
量，属于产品质量指标；因子4主要包括系统质量（操作简易程
度、反应速度等）、该网站或APP很符合我的使用习惯、很容易
搜索到我所需的产品信息、购买很方便四个测试量，属于交易平
台质量；因子5主要包括信息质量（产品信息符合需求且易获得
）、产品信息更新速度能满足我的要求、产品信息是我需要的、
产品信息丰富，齐全，详细四个测试量，属于平台信息质量。

          服务质量=0.046*整体质量（包括产品与服务）很好+0.075*
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您的个性化需要+0.073*关于产品品质或服
务信息的描述真实可靠+0.082*对比其他渠道同等价格的产品，
网购产品质量更好+0.075*对比其他渠道同等质量的产品，网购
价格更具吸引力+0.082*系统质量（操作简易程度、反应速度等
）+0.079*信息质量（产品信息符合需求且易获得）+0.078*生鲜
产品质量（品类、新鲜程度、安全性等）+0.189*服务质量（快
递速度等）+0.085*生鲜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0.070*该网站或APP
很符合我的使用习惯+0.070*很容易搜索到我所需的产品信息
+0.085*产品信息更新速度能满足我的要求+0.083*产品信息是我
需要的+0.057*产品信息丰富，齐全，详细+0.097*提供产品或服
务的速度很快+0.062*产品安全无农药或病害+0.049*产品种类是
我喜欢的+0.054*产品很新鲜+0.079*购买很方便
         客户预期=0.194*整体质量（包括产品与服务）很好+0.191*
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您的个性化需要+0.257*关于产品品质或服
务信息的描述真实可靠+0.217*对比其他渠道同等价格的产品，
网购产品质量更好+0.130*对比其他渠道同等质量的产品，网购
价格更具吸引力+0.144*系统质量（操作简易程度、反应速度等
）+0.106*信息质量（产品信息符合需求且易获得）+0.152*生鲜
产品质量（品类、新鲜程度、安全性等）+0.111*服务质量（快
递速度等）+0.134*生鲜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0.134*该网站或APP
很符合我的使用习惯-0.216*很容易搜索到我所需的产品信息
-0.164*产品信息更新速度能满足我的要求-0.145*产品信息是我需
要的-0.143*产品信息丰富，齐全，详细-0.152*提供产品或服务的
速度很快-0.113*产品安全无农药或病害-0.165*产品种类是我喜欢
的-0.036*产品很新鲜-0.169*购买很方便
          产品质量=0.337*整体质量（包括产品与服务）很好+0.158*
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您的个性化需要+0.179*关于产品品质或服
务信息的描述真实可靠+0.216*对比其他渠道同等价格的产品，
网购产品质量更好+0.202*对比其他渠道同等质量的产品，网购
价格更具吸引力-0.232*系统质量（操作简易程度、反应速度等）
-0.194*信息质量（产品信息符合需求且易获得）-0.276*生鲜产品
质量（品类、新鲜程度、安全性等）-0.194*服务质量（快递速度
等）+0.287*生鲜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0.183*该网站或APP很符合
我的使用习惯+0.098*很容易搜索到我所需的产品信息-0.012*产品
信息更新速度能满足我的要求+0.077*产品信息是我需要的
+0.122*产品信息丰富，齐全，详细+0.015*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速
度很快-0.488*产品安全无农药或病害-0.293*产品种类是我喜欢的
-0.297*产品很新鲜-0.061*购买很方便
          交易平台质量=0.004*整体质量（包括产品与服务）很好
-0.143*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您的个性化需要+0.119*关于产品品质
或服务信息的描述真实可靠+0.071*对比其他渠道同等价格的产
品，网购产品质量更好-0.082*对比其他渠道同等质量的产品，网
购价格更具吸引力-0.245*系统质量（操作简易程度、反应速度等
）+0.141*信息质量（产品信息符合需求且易获得）-0.026*生鲜产
品质量（品类、新鲜程度、安全性等）-0.028*服务质量（快递速
度等）-0.082*生鲜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0.257*该网站或APP很符
合我的使用习惯-0.269*很容易搜索到我所需的产品信息-0.089*产
品信息更新速度能满足我的要求+0.295*产品信息是我需要的
-0.257*产品信息丰富，齐全，详细-0.020*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速度
很快+0.079*产品安全无农药或病害+0.110*产品种类是我喜欢的
+0.189*产品很新鲜-0.270*购买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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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信息质量=0.160*整体质量（包括产品与服务）很好
-0.220*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您的个性化需要-0.186*关于产品品质
或服务信息的描述真实可靠-0.165*对比其他渠道同等价格的产品
，网购产品质量更好+0.203*对比其他渠道同等质量的产品，网
购价格更具吸引力-0.134*系统质量（操作简易程度、反应速度等
）+0.344*信息质量（产品信息符合需求且易获得）-0.194*生鲜产
品质量（品类、新鲜程度、安全性等）+0.398*服务质量（快递
速度等）+0.189*生鲜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0.359*该网站或APP很
符合我的使用习惯+0.024*很容易搜索到我所需的产品信息-0.247*
产品信息更新速度能满足我的要求+0.235*产品信息是我需要的
+0.270*产品信息丰富，齐全，详细+0.234*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速
度很快-0.143*产品安全无农药或病害-0.046*产品种类是我喜欢的
-0.021*产品很新鲜-0.187*购买很方便
3.2.5　回归分析
         根据上面因子分析可知，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影
响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指标，即客户预期、交易平台质量、平台信
息质量、产品信息、服务质量，与之前对生鲜电商指标体系假设
构建相符合，下表是运用回归分析对对假设指标进行检验。

          表3-9是客户预期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关系，客
户预期作为自变量，客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析可知，其t
值为3.594，大于2，sig值为0.01（<0.05），表明客户预期与生鲜

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表3-10是交易平台质量与生鲜农
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关系，交易平台质量作为自变量，客户满
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析可知，其t值为4.067，大于2，sig值为
0.00（<0.05），表明交易平台质量与生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
关关系；表3-11是平台信息质量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
关系，平台信息质量作为自变量，客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
析可知，其t值为5.522，大于2，sig值为0.00（<0.05），表明平台
信息质量与生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表3-12是产品质
量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关系，产品质量作为自变量，
客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析可知，其t值为5.858，大于2，sig
值为0.00（<0.05），表明产品质量与生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
关关系；表3-13是服务质量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关系
，服务质量作为自变量，客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析可知，
其t值为4.694，大于2，sig值为0.00（<0.05），表明服务质量与生
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4.2.6　分析结论
          本课题研究是基于前人关于生鲜农产品客户满意度研究的
基础上进行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指标假设，通过假设
设计问卷调查，从而进行假设的进一步完善。通过问卷发放、回
收进行数据的采集与统计分析。
           首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通过对19个
测量项总体的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KMO值、Bartlett(巴特
利特球体)检验等系数进行观察比较，可得收集到的测量项的数
据均真实可靠，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等进一步分析。
          其次，在信度、效度均满足的基础上，进行测量项的因子
分析，通过因子载荷系数、方差解释率以及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进行观察分析，可得19个测量项可提取出5个因子，将因子1~5，
分别命名为服务质量、客户预期、产品质量、交易平台质量、平
台信息质量，此5个因子均符合研究预期。
          最后，在因子分析与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对
研究假设进行验证，通过t值与sig值可得，5个因子均满足研究假
设具有显著性，与因变量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
系。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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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10月31日主持人工智能发展
现状和趋势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
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与广泛，它正在为
农业、医疗、教育、能源、国防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大量新的发展
机遇。机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更成为广大学者的关注重
点。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简称ML，是使机器掌握智能的根
本途径，也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它是根据对已掌握的状态及其产
生的可能原因进行分析与学习，进而判断未知情况下可能出现的
状态的一种方法，其实质就是利用算法来分析大量数据，使机器
从中学习并做出推断或预测，进而由机器来模拟或实现人类的行
为以完成任务。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情报领域的
学者对机器学习相关主题的关注度也较高。但笔者通过对图书情
报领域内以机器学习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当前的
研究缺乏对机器学习在图书情报领域整体应用情况的梳理与归纳
，因此本研究根据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
域中国核心期刊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信息源，对其
中刊载的图情领域机器学习相关研究成果，从知识网络视角, 包
括引文网络、文献共词网络、关键词网络、机构合作网络、作者
合作网络、共被引网络、网络社区等，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
工具对主题相关文献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研究机构分析、热点
研究主题分析以及演化路径，得出图情领域机器学习研究的重要
作者、重要机构、主题研究、发展趋势以及机器学习技术在图情
领域的具体应用，旨在把握图书情报领域机器学习的研究现状，
为未来机器学习在图书情报领域的深入开展提供实践探索和理论
研究方面的参考。

2   实验设计
2.1研究思路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理论，运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和知
识网络分析方法对图书情报领域机器学习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
。主要借助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绘制知识图谱，更清晰直
观地展现图书情报领域机器学习研究的现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
：
（1）图书情报领域进行机器学习研究的研究机构有哪些?
（2）图书情报领域进行机器学习研究的关键研究者都有谁?
（3）图书情报领域进行机器学习研究的热点话题是什么？
（4）图书情报领域进行机器学习研究演化路径是什么?

2.2数据来源
2.2.1国内图书情报领域数据获取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平台界面对发表

         在2020年以前的期刊文献进行高级检索，检索策略为主题或
关键词=“机器学习”,文献类型设定为“期刊”，期刊来源为图
书馆或情报，也包括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检索出331条结果。将其通过Refworks导出并保存为txt格式的文本
文件。
         为便于进行分析，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
据库检索相关文献，设定检索式为所有字段=“机器学习”，来
源期刊文献为图书馆或情报，也包括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得到
107条检索结果，将其下载并保存为txt格式的文本文件。
2.2.2国外图书情报领域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SCI-Expanded、
SSCI和CPCI-S）获取数据，通过高级检索查询发表在2020年之前
的相关文献，设定检索式为：SU=（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AND TS= machine learning,检索时间为所有时间，语种
限定为英文，文献类型选定为article，得到747条机器学习相关研
究的检索结果，对数据去重后得到结果为713条，并将其保存为
txt格式的文本文件。具体检索式为：((SU=(Library and Informa-
tion Science) AND TS=machine learning)) AND 语种: (English) AND 
文献类型: (Article) 索引=SCI-EXPANDED, SSCI, CPCI-S 时间跨度
=所有年份。

3 实验结果与讨论分析
3.1 国内外研究机构分析
3.1.1 国内研究机构分析
           在CiteSpace中，设置时间为1998-2020年，每个时间切片的
值为1，节点类型选为institution,选取每个时间分区中前50个关键
词，网络连线裁剪方式选择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运行
软件，得到如图所示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机器学习研究的研究机
构合作网络图谱，其中共含有节点39个，连线数为20条，显示文
字的是出现次数为4次以上的研究机构。可以看出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出现次数最高，是主要研究机构。其次有南京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文献情
报中心，以及南京农业大学。发现同地区之间的高校合作比较紧
密，交流广泛。

机器学习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研究
——基于知识网络分析视角

蒋璐 李兰芳 李雅倩 刘盼盼
（20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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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国外研究机构分析
          同国内研究机构分析，作出同样操作，分析的结果如下图
所示，其中美国高校数量占比较大，被引频次较高。
        合作频次前十的机构如下表所示，其中范德堡大学与各大学
合作次数最多，其与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合作较为紧密
，亚利桑那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紧随其后。

3.2 国内外作者共被引分析
3.2.1 国内作者共被引分析
          对作者进行共被引分析，可以识别出图书情报领域进行机
器学习研究的重要研究者。在Vosviewer中，将节点类型设为
“cited author”。阈值设为“3”，即被引次数为3次以上的作者
，有46位作者（包括被引次数为3次的作者）满足条件并对其进
行作图，得到国内图书情报领域机器学习研究的作者共被引知识
网络图谱，如图所示。
         根据图中的颜色可知，这些作者被分为6个类别，表示不同
的研究方向。国内图书情报领域被引次数比较高的作者有澳门大
学的吴建中，研究开放获取和图书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
王昊，研究语义标注和本体学习;南京农业大学的侯汉清，研究
自动分类和中文信息处理；武汉大学的张玉峰，关注数据挖掘和
领域本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余传明，关注情感分析和迁移学
习。barzilay,r ，salton,g, Small H也在中文文献中被引用的比较多
。barzilay,r 研究信息传播；salton,g提出了向量空间模型，研究方
向包括自然语言文本处理，如文本匹配，文本生成等；Small H
，研究个性化推荐。

3.2.2 国外作者共被引分析
         将经过整理后的记录数据导入VOSviewer软件中，VOSviewer
检测到18714个作者，在VOSviewer中阈值设为“20”即共被引量
为20篇以上的作者，有68位作者（包括共被引文章数达到20篇的
作者）满足条件并对其进行作图，得到作者共被引网络图。对作
者进行共被引分析，可以识别出图书情报领域进行机器学习研究
的重要研究者。

 
         在VOSviewer 中运行，得到国际图书情报领域机器学习研究
的作者共被引知识网络图谱，如图所示。其中每个圆形节点表示
作者，节点大小与被引用次数有关，节点越大，被引次数越高。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引用关系，区块间的颜色则表示研究方向。
共被引次数较高的几位作者分别是breiman, l(Leo Breiman)、
joachims, t(Joachims Thorsten)、thelwall, m(Mike Thelwall)。
joachims, t(Joachims Thorsten)的研究方向集中在支持向量机，文
本分类，结构化输出预测等。他的被引次数最多，是图情领域研
究机器学习的高影响力作者。
               处于相同颜色的作者其研究方向相近，且合作紧密。其
中breiman, l(Leo Breiman)的研究方向为模式识别、决策树分析、
概率统计等，thelwall, m(Mike Thelwall)的研究方向为情感分析、
网络计量学、传播学等，他们的研究领域都具有跨学科属性，因
此作为桥梁连接了多个团体。

3.3 国内外研究热点分析
3.3.1 国内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炼与概括，因此对关键词
进行聚类，有助于揭示某一领域研究方向的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中，将节点类型选为“keyword”,对其聚类后以时间线
图的方式展示出来，得到如下图。可以看出国内图书情报领域机
器学习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
能三个重要方面，具体表现为利用SVM、LDA主题模型、神经网
络等模型，处理情感分析、信息检索、序列标注、发展趋势预测
、文本挖掘、个性化推荐等具体任务，以支持在电子病历、图书
馆智慧服务等不同领域的应用。在算法方面，早期支持向量机被
广泛应用，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深度学
习、迁移学习、广度学习等也越来越多的被应用进行处理更复杂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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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国外研究热点分析
           基于引文网络图谱，引入关键词聚类方法，选择timeline类
型对研究热点情况进行分解得到下图。我们发现，目前国际上前
十个机器学习研究热点在于：自然语言处理、伦理、用户影响力
、信息检索、电子病历、决策制定、风险、系统、内容分析、互
联网等方面。连线表示引用关系，由此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时
间段内机器学习研究主题的变化过程。其中，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从2006年开始受到国际学者的重视，这与人工神经网络的第三次
热潮时间相符，深度神经网络与大规模机器学习算法推动了自然
语言处理领域的蓬勃发展。此后，大规模深度神经网的应用逐渐
扩展到了互联网搜索、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

3.4 国内外演化路径分析
3.4.1 国内演化路径分析
            文献共被引通过分析文献间在一定时期内被引关系和强度
，反映现有文献在特定领域内的知识基础与演化路径。
             将文本数据导入VOSviewer软件中，将最小引用次数设置
为“2”，共有41篇文献满足条件，得到如图所示的文献共被引
网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内作者引用的文献大多是英文文献。
国内只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的徐文海发表的《一种基于
TFIDF方法的中文关键词抽取算法》的文章得到引用比较多，文
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向量空间模型和TFIDF方法的中文关键词抽取
算法。hinton,g,e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基于深度信念网络
的学习算法。osborne m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使用最大熵模型进

行语句提取。luhn的文章中指出自动文本摘要的创建。基于这些
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关于机器学习的研究路径主要
体现在基于文本信息抽取模型和算法的变化。

3.4.2 国外演化路径分析
           在CiteSpace中，设置时间为1990-2020年，每个时间切片的
值为1，节点类型选为Cited Reference,选取每个时间分区中前50个
关键词，网络连线裁剪方式选择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
运行软件，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对图谱中的节点进行聚类，选
择Timezone视图，得到如图所示的国外图书情报文献机器学习研
究文献共被引网络节点的时区视图，其中共含有节点997个，连
线数为3096条，显示文字的是被引频次为13次以上的文献。

          图中每个圆形节点代表一篇引文，节点大小与被引用次数
有关，节点越大，被引次数越高，文献价值也越大，最外圈的紫
色圆环表示代表引文的中心度，中心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节
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节点之间
的连线表示引用关系与引用时间。
            我们可以发现，2002年学者Sebastiani F研究自动文本分类中
的机器学习，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学者Pedregosa,Fabian一直从事
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2011年发布python机器学习sk-learn模块，
之后不断深化，在2017年公开了自己在随机增量法的改进异步并
行优化分析方面的成果。Mikolov T学者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研
究的是自然处理领域的基于采样的建模技术，用于捕获语言模型
中的复杂依赖项，中心度也是最高的。2015年Gandomi,A学者研
究大数据在预测和分析方面的应用。可以看到，机器学习在图书
情报领域的应用，由文本分类，到机器学习模型优化，到自然语
言处理和大数据分析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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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表3-10是交易平台质量与生鲜农
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关系，交易平台质量作为自变量，客户满
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析可知，其t值为4.067，大于2，sig值为
0.00（<0.05），表明交易平台质量与生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
关关系；表3-11是平台信息质量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
关系，平台信息质量作为自变量，客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
析可知，其t值为5.522，大于2，sig值为0.00（<0.05），表明平台
信息质量与生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表3-12是产品质
量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关系，产品质量作为自变量，
客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析可知，其t值为5.858，大于2，sig
值为0.00（<0.05），表明产品质量与生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
关关系；表3-13是服务质量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的关系
，服务质量作为自变量，客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分析可知，
其t值为4.694，大于2，sig值为0.00（<0.05），表明服务质量与生
鲜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4.2.6　分析结论
          本课题研究是基于前人关于生鲜农产品客户满意度研究的
基础上进行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客户满意度指标假设，通过假设
设计问卷调查，从而进行假设的进一步完善。通过问卷发放、回
收进行数据的采集与统计分析。
           首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通过对19个
测量项总体的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KMO值、Bartlett(巴特
利特球体)检验等系数进行观察比较，可得收集到的测量项的数
据均真实可靠，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等进一步分析。
          其次，在信度、效度均满足的基础上，进行测量项的因子
分析，通过因子载荷系数、方差解释率以及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进行观察分析，可得19个测量项可提取出5个因子，将因子1~5，
分别命名为服务质量、客户预期、产品质量、交易平台质量、平
台信息质量，此5个因子均符合研究预期。
          最后，在因子分析与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对
研究假设进行验证，通过t值与sig值可得，5个因子均满足研究假
设具有显著性，与因变量生鲜农产品电商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
系。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4 结论与展望
          从机构合作网络来看，高校和科研机构是进行研究的主要力量，同时高校学院之间和本地高校合作关系比较紧密，跨地区之间
进行研究的机构比较少，可加强交流。与国内研究机构相比，国外的研究机构在数量上更多，并表现出较为紧密的联系强度。
从关键研究者来看，国外的关键研究者多于国内，并且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更为丰富，其中可能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
国家在机器学习领域中的研究起步较早，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国内学者可进一步加强图情领域关于机器学习的相关理论与应用研
究，提升国内研究水平。
          从研究热点来看，国内和国外也有显著差异。国内使用较为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如SVM、KNN等，处理文本挖掘、情感分析
、信息检索、个性化推荐等任务。国际上对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较为重视，而且对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不止局限于模型算法方面，
也更加注重伦理、用户影响力、决策制定、风险等方面。总之，国际上对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更多关注模型或算法的创新，并广泛
应用到其他领域，而机器学习在国内的图书情报领域更多体现在图书馆相关服务等理论和实践方面。
         从演化路径来看，发现国外的机器学习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由文本分类、机器学习模型优化，再到自然语言处理和大数据分
析均有涉及；而国内的主要体现在前面两个方面，且最新的研究突破较少。
在期刊中因作者姓名显示方式不同，Citespace分析时只进行了作者“姓”或“名”的合并，所以在作者共被引网络图中的结果显示不
够严谨，可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抓住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2/content_5336686.htm, 2018-11-20.
[2] 闫志明, 唐夏夏, 秦旋等. 教育人工智能(EAI)的内涵、关键技术与应用趋势———美国《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
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解析[J]. 远程教育杂志,2017,35(1):26-35.
[3] 陈康, 向勇, 喻超. 大数据时代机器学习的新趋势[J]. 电信科学, 2012, 28(12):88-95.
[4] 科睿唯安印度工商业联合会. 人工智能, 下一代数字转型的创新力与颠覆力[J]. 科学观察, 2017,(5):45-55.
[5] 侯剑华,胡志刚. CiteSpace软件应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现代情报,2013,(4):99-103.
[6] 何晓萍, 黄龙. 大数据领域演进路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J]. 现代情报, 2015, 35(4):46-51.
[7] 陈超美, 陈悦, 侯剑华,等. CiteSpace Ⅱ: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J]. 情报学报, 2009, 28(3):401-421.
[8] Osborne M . Using maximum entropy for sentence extraction[C]// 2002.
[9] 徐文海, 温有奎. 一种基于TFIDF方法的中文关键词抽取算法[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8, 031(002):298-302.
[10] Luhn, H.P. The Automatic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bstracts. IBM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2), 157-165[J]. Ibm Journal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1958, 2(2):159-165.

26 /page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文献情报中心 19级硕士 刘惠

常人逛博物馆，走马观花，观赏那一尊尊一
件件躺在玻璃罩子里的文物时，了解一下它的
外形、年代、用途，点点头，感叹一下，然后燕过
无痕，只在心里留下了一个个淡淡的影子。这样
在馆里走一遭，不够有温度，也不够有深度。看
了《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就有点把玩古代
艺术品的工巧了，但不是鉴赏古玩，而是站在人
类活动的叙事逻辑上，把它们看作历史演变的
沉默见证者，比作窥视几千几百年前古人生活
和情感的窗子。

这个角度很是有趣。中学时背历史大事年
代表和某某出现的原因意义，背到天昏地暗。以
至于后来一翻史书或者听别人侃侃而谈就自动
产生头脑发胀的生理反应。不是对历史不感兴
趣，只是私以为大部分文字内容角度宏观、抽象
，有种距离感。于是扔掉书本，兴冲冲地去了几
趟博物馆，却也只能发出“好啊美啊”之类没营
养的感叹，混乱模糊的历史记忆无法与文物对
上号，最后只有灰溜溜地走出博物馆，索然无味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就是对我这个症的
良方。张经纬把每一种文物器件当作绣针，慢慢
牵引出围绕在它们身边的历史故事，最后绣好

的就是一幅幅朝代的风貌。这样学历史，就有了
人情和趣味。这样逛博物馆，才有了实在的参与
感。

随手记了些好玩的知识点，比如，以玉璧为
代表的高古玉在铜币出现以前曾作为人们用来
交换物产、部落结盟的流通货币。

良渚文化玉璧，武进寺墩1号墓出土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有感

逛博物馆也要“用点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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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疫情中的勇者们：
“我爱那些为大地而献身的人们，他们从来都不曾走向星空，不曾固执地弄清

楚牺牲与被牺牲的理由，他们为让大地有一天能够成为超人的领地而不断地作出努
力。”

他们是西西弗斯，明白这是苦难，但是他们从未绝望和退缩，坚持发声，坚持
救治，用批判和行动来对抗扭曲和混乱，还保持着旺盛的愤怒、理性和反击力的人
，在我看来都是最硬核的终极乐观主义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属于奇迹的范畴。

最好的人用尽全部力气，在黑暗中一遍遍点燃火柴。八位医生是这样，言论阵
地和疫区前线的勇者们也是这样。

——2019级直博生 李雪思
都说逝去的人会变成星星，人和人自从相聚就有别离的一日～这世上啊，自那

天起便少了一个爱我的人，却多了一个每念及起来都会流泪的人。您在那里一切都
好吧，没有病痛了吧～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您放心吧～希望来世还可以与您相见
，笑着给您一个迟来的拥抱～我想您～很想～很想  

 ——2019级硕士研究生 任娇菡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在危急的病患面前力挽狂澜；我想成为一名护士，对需要

帮助的人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想成为一名保安，守护在这些白衣天使的身后；
我想成为一名法官，对恩怨纠葛做出正确的决断。我想保护他们的安全，也要还他
们以公平。

——2019级硕士研究生 朱冬亮
从前没有学会表达对父母的爱，以为做好自己的事，不能父母担忧就是最好的

。时光匆匆，离家求后才知道陪伴和表达爱意是才父母相处，心灵相通的途径。夏
天快到了，星月绝美，是时候和父母一起做一些浪漫可爱的事。

——2018级硕士研究生 陈林涛
离别时来去匆匆情感迟钝，往往让人留有遗憾。近来宅家，似是找到内心的平

静，也明白了团聚的珍贵。偶尔分担家务或做一顿饭，连做几次便开始厌烦。可是
，妈妈也会厌烦一天做三顿饭，爸爸也会厌烦日复一日的工作吧。今天向我亲爱的
爸爸妈妈道一声感谢，谢谢你们的养育，往后的日子，女儿一定替你们分担更多，
照顾你们更多，爱你们更多！

——2018级硕士研究生 陈新兰

说出我们心底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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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长到可以安慰爸爸妈妈的年纪了，却常常害羞。一句我爱你，一句对
不起都说不出口。《1988请回答》里说“听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
...... 妈妈，最有力量的名字。”鉴于我爸最爱我而不是我哥，谨以此献给我的爸爸
妈妈，感谢你们给我的血脉、养育和深情。

——2018级硕士研究生 齐铮
什么是爱？爱是感情中的一种，但也是最为可贵的一种(鄙以为)。关于爱这个

问题就拿爱情来说吧，喜欢是占有，而爱是自由；喜欢是冲动，而爱需要勇气；喜
欢是激情，而爱是激情过后依然不变的喜欢；喜欢是耿耿余淮般的青涩，而爱是泰
坦尼克般的深刻。

——2017级博士研究生 廖宇
最近一直在上网课，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回去雁栖湖，有点想念果壳的风景了。

也很想念同学们，我的舍友有好几个是兰州的，这学期结束我们就要各自回所了，
快快开学，说好的一起去吃海底捞的~

—— 2019级硕士研究生 董美
写给我的BFF露露：非常感谢露露在2020年的春天，在她自己准备复试的间隙

中，用持之以恒的电话闹铃和人声备忘录帮我摆脱了拖延症，养成了吃早餐的好习
惯：) 希望她今年的努力能有所回报，两年后我们一起拍毕业照！

—— 2019级硕士研究生 严格

感谢给予我生命，作为我坚强后盾的父母；感谢在学术道路上指引我前行的杨
艳萍老师；感谢陪伴我走过了高中、大学，并在研究生阶段继续与我同行的温同学
；感谢在国科大遇到的所有优秀同学。

—— 2019级硕士研究生 郎宇翔
写给美少女明泽：谢谢大老婆在我最无助不知所措之时陪在我身边，忘不了瘦

瘦的小身板匆匆忙忙的身影，却有着大大的能量。明泽姐在生活、学习上都给予了
我很多很多帮助，感谢美美的明泽姐。

——2019级博士研究生 闫群娇
写给疫情期间默默奉献的人：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感恩您们的付出，坚持

营业为的餐馆，运送物资的货车司机，还有各地赠送的防护物品、食物，这种奉献
值得我们敬佩。感恩你们，给寒冬的武汉送去温暖。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中心小学四年级八班孙子涵
写给我的妈妈：我很爱我的妈妈，她每天很辛苦，陪着我写作业，我不会的题

她都给我讲，我想玩的玩具她也会考虑给我买，她会给我买好多书，陪着我一起看
。她只会做面条，但是疫情期间还坚持给我们做饭。

——济南市甸柳一小刘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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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情报中心

研 

究 

生 

会

2018-2019届

换届暨

2019-2020届

竞选大会

历史回顾

文：郝雪丽 杨晓

图：阮伟南

整理者：赵建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会表彰与换届
大会在中心7D会议室隆重举行。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国科大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系主任初景利、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助理兼
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张冬荣、研究生教育处副处长张
彦秋、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张章老师、研究生教育处
教育主管郭立娟老师以及院中心50余名研究生共同
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由2018-2019届研究生会
主席廖宇主持。

        会议开始，廖宇表示此次研会换届选举会是中
心历年研会换届选举会中邀请领导及同学最多的一
次，他代表全体研会成员对各位领导和同学们的到
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久以来关心和支持研会工
作和发展的领导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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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院中心领导为2018-2019届研会成
员、中心各年级班长及《研究生通讯》编委颁
发荣誉证书，充分肯定了学生干部和《研究生
通讯》编委一年来的辛勤付出、无私奉献。

     随后，廖宇从工作回顾、
经验教训和未来期望三方面
对研会工作作了总结报告，
并播放了同学们对研会工作
的感知与建议的视频。

  他希望下一届研会谨遵
“服从领导、服务同学”
的工作宗旨，继承优良传
统、不断开拓创新，并且
强调研会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要走近用户，充分
了解师生需求，要走出中
心，加强与其他院校的合
作交流。

TEAM

各
年
级
班
长

︽
研
究
生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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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委

研会成员

        接着，12名2019-2020届研究生会候选
人依次作竞选演说，每人五分钟的发言精
彩纷呈。

        12位候选人对自身的竞选优势、职业
理念和职位设想进行了详细解说，展现了
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

        竞选演说结束后，现场听众通过扫描
二维码为候选人投票。

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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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礼开始，刘会洲主任首先对
2019级新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并表达了对学生的殷切期待。会洲主任
指出，新学期伊始，大家应当及时调整
状态，尽快进入学习状态中来。在日常
学习生活中，要增强认识水平，学会辨
证地看待问题、全面准确地认识问题，
培养良好心态，从而高效地完成学习任
务。会洲主任还勉励大家要转变观念，
将以往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不
断培养自己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在研
究生期间，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
导师保持密切的沟通，尽快找到自己的
研究方向，不仅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
识，而且要结合实际，师生共同努力，
教学相长，为文献情报中心注入新的活
力、增添新的动力、书写新的篇章。

 随后，国科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系系主任初景利老师从一项关于“当
代毕业研究生核心能力的掌握”小调查
引出图情领域研究生应该具有专业自信
和职业自信的讲话。

      金色九月，秋高气爽，2019年8
月30日，文献情报中心2019级新生
开学典礼暨回馆教育在中心报告厅
顺利举行。

        出席开学典礼的有文献情报中
心主任刘会洲、文献情报中心副主
任李春旺、潘亚男与国科大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系系主任初景利、文
献情报中心主任助理赵亚娟、文献
情报中心主任助理兼研究生教育处
处长张冬荣、文献情报中心业务处
处长韩涛、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李
玲和部分2019级新生导师，2019级
全体硕士和博士新生参加了会议。
本次开学典礼采用视频会议的形
式，北京、武汉和成都三地同时进
行，张冬荣老师主持会议。

文献情报中心
2019年新生开学典礼
暨回馆教育顺利举行

中 科 院

文：张若楠 刘琪

照片：刘琪

整理者：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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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老师在分享过程中，向新生们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入学后要及时调整状态，尽
快适应环境。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
士，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学习研究方
式上都存在较大转变，因此应尽快
转变，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国科大的
生活和学习生涯。

第二，要重视学习研究能力的培
养，学会学习。学习不应只拘泥于
课堂，要广泛地阅读，有目的地阅
读，学会批判思考，培养研究创新
意识和能力。

第三，努力做到互助传承，与导
师、师兄师姐和同学们保持密切联
系，尽可能多地参与导师课题，进
行业务实践和课题研究。

第四，快乐学习和生活，要在学习
研究的同时，感受身边的美好和快
乐。热爱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应怀
揣着对专业的热爱与激情投身到科
研事业中来。

最后，初老师勉励大家应当志存高
远，不要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要珍惜研究生时光，努力锤炼研究
基本功，全面锻炼自己的品质与能
力。

 接下来，研究生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代
表导师队伍亲切又热情地表达了对新生的欢
迎，并和同学们分享了几点小建议。

 李老师对新生们提出了期望，一
定要尽快与自己的导师们沟通，提早规
划，合理安排时间，尽早进入研究状
态，找到研究方向；从研一开始要阅读
大量专业文献，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进
入自主学习状态；多参与导师项目和实
践工作，开放心态，广泛参与活动，多
与身边人交流、学习。最后，李老师提
出了希望同学们要有“家国情怀、使命
担当”，在研究生阶段汲取能量，在未
来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成为国家的栋
梁和社会的中流砥柱。

 博士新生代表李雪思同学发表了
《我们的路》演讲，勉励大家在科研之
路上努力前行，学会与孤独为邻，做到
为学科立新，为生民立命，一句“此心
光明，亦复何言”，道出同学们的激情
和斗志，必将不负青春的使命和梦想。

40 /page



        综合办公室李国利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文献情报
中心相关的安全制度与要求，耐心讲解消防安全隐
患及防范措施，并现场进行了展示和教学。

     研究生教育处副处长张彦秋老师分享了
多年来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经验，并为新
生们介绍了众多解决心理问题的途径，为
大家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风 景 游

经验分享
        硕士新生代表徐曾旭林同学代表
新生表达了对自己未来的研究生生活
的期待和信心。

        2017级博士段美珍师姐代表师兄
师姐欢迎大家加入文情大家庭，并给
在座的师弟师妹们提出了几点建议，
提出“离开自己、坚持自己和寻找自
己”，勉励大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
努力生活，理性思考，学会感恩。

        业务处处长韩涛老师从中科院发
展历程说起，将中心业务发展变革历
史娓娓道来，使同学们对中心的业务
情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指出我们
正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希望大
家多多思考，对学习领域前沿问题做
更多探索并提出自己见解，为自己职
业生涯打下良好基础。

       主任助理、系副主任赵亚娟老师为新生详细解读
了《国科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
方案》，从课程体系、论文开题和中期、答辩和毕业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使大家对接下来的学习任务
有了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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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张冬荣老师将
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定位为“服
务”，向同学们详细地介绍了中心
研究生工作的管理与服务架构，并
就学籍管理、学习纪律、国际学术
合作交流、住宿等重要的涉及研究
生学习与生活过程中的政策、制度
和工作流程进行了解读。

    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张章老师为同
学们介绍了研究生党支部，简明清
晰地介绍了这支有力的队伍，以及
日常开展的一系列深刻的组织生活
和丰富的党建活动。

经验分享

赵
亚
娟
老
师

      学生会主席廖宇同学向新生介绍了中
心研究生会及《研究生通讯》概况，号召
大家参与到学生活动中来。

   认真的观众们 / 2019级开学典礼合影

      文献情报中心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暨
回馆教育在凉爽秋风中圆满结束。新生们
的到来为文献情报中心增添了活力，他们
承载着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殷殷期望，立
足于崭新的起点，定将劈风斩浪，开启新
的旅程。
     （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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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
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中的浮梁是唐代最有
名的茶市，就位于江西景德镇市。唐代人喜欢
喝工夫茶，所以有了备受追捧的越窑⻘瓷。宋
朝人爱“斗茶”，茶膏冲茶的习惯后来还影响
了日本的茶文化。

还有东晋北伐的紧张时期王羲之竟违背时
势举办兰亭聚会，孟浪举止的背后是对现实境遇
的无言反抗。因为时局动荡，以王羲之为代表的
文人名家大多信奉道教，飘逸洒脱的风度实则暗
含对现实的迷惘和逃避，按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
一种鸵鸟心态，只是古人采取的方式更加高雅罢
了⋯⋯

网上对该书的评价不一，喜欢的人拍手叫好
，批判的人也能挑出一些毛病。我觉着百家争鸣，
写书传递知识不用一种风格。这本书的定位就是
历史普及读物，不得算作严谨的专著，适合具备

一定历史知识体系的读者当作“下午茶甜点”
来翻阅。而且对于对博物馆有兴趣的人来说它
是一本有趣且实用的“指南手册”。它让人更
会逛博物馆，更喜欢逛博物馆，这就是它不可
被替代的价值。反正我是再次有了“勇闯”博
物馆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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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风采一览

刘敬仪同学                                          阮伟南同学                                        陈林涛同学

闫群娇同学                                                贾玲玲同学                                              郝雪丽同学

杨晓同学                                                    杜宇同学                                                   赵建同学

齐铮同学                                                    公喆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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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刘会洲
01

系主任初景利
02

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张冬荣
03

        之后，上一届研究生会成员为他们
传授工作经验交流。2018-2019届研究生
会副主席张潇月、文艺部部长邱韵霏、
生活部部长庞娜、宣传部部长刘琪、体
育部部长王振伟、学术部副部长许景龙
（廖宇代）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汇报
总结以及提出了不足与建议，其拳拳之
心饱含着对研会工作的热爱与对新任干
部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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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中心主任刘会洲、系主任初
景利、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张冬荣分别为
本次会议做总结。

         老师肯定并感谢了上一届研会的工作与付
出，祝贺新一届研会的成立，期待新一届研会
创造出更好的战绩，为同学们带来丰富充实的
课余生活。

        为了祝贺新一届研会的成立，老师赠予新
一届研会主席团成员《图书情报工作》的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40周年纪念专
辑，希望这届研会的同学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工
作，兼顾学业与研会工作，为同学们在紧张的
学习科研生活中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和不一样
的惊喜，享受研究生的美好时光。

        老师希望这届研会能够传承和发展，走出
去，引进来，同时加强工作的计划性与效率，
多多交流沟通，内外部之间要团结合作，为学
生举办温暖的活动。 38 /page/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