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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主要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方面相关的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

并对传统方法和新研究方法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方法/过程］主要采取文献综述和对比分析等方法，梳理出

较为完整的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研究体系。［结果/结论］对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相关研究提供了较

为完整的前期研究总结，并对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作出了阐述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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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3年 Howard Rheingold 首次提出虚拟社区

（Virtual Community）这一概念，他认为虚拟社区源于

网络空间的公共讨论，参与的用户据此也可以形成

网络人际关系[1]。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虚拟社区平

台交互能产生一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按照不同的标准，虚拟社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

种类。比如，按照社区成员关系的不同，可以分为社

交型、专业型和商业型[2]。其中，社交型社区是虚拟社

区的最初形式，也是虚拟社区其他形式的基础[3]。按

照用户活动的不同，可以分为交易型、兴趣型和娱乐

型等[4]；按照知识呈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讨论型、

问答型、即时聊天型、协同知识建构型等[5]。

学术虚拟社区既有一般虚拟社区的特性，同时

在用户群体定位和相关交流内容上又区别于一般虚

拟社区。学术虚拟社区的用户主要是学者，具有广泛

参与、用户素质较高、信息规范性强等特点[6]。因而可

以将学术虚拟社区理解为，这些用户进行特定学术

专业相关知识交流的虚拟社区[7]。交流的内容往往以

学术思想、学术经验、学术文献、专业评论等为主[8]。

这些内容主要是指具有一定创新性、前沿性、不以实

用为目的的学术知识交流[9]。

国内常见的学术虚拟社区有人大经济论坛（现

1



科 技 情 报 研 究第4卷第1期

改名为经管之家）、知乎、小木虫、丁香园、科学网等，

国外常见的有Quora和ResearchGate等。

2 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效率研究

2.1 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

经历了多年的学术交流，现在很多著名学术虚

拟社区都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各类学术信息资源，可

以为更多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一般而言，主

要有会话、链接、引证关系 3种主要学术知识交流

模式[10]。

同时，作为一种学术文献信息的有益补充，互联

网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更为频繁和及时，这种

交流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术虚拟社区之间，而且还更

为深刻的改变了现有学术文献信息的交流模式。更

好地理解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才能更为准确

地探索学术知识的整体发展特点和演化趋势。

按照前苏联米哈伊洛夫将科学信息交流划分为

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的方法，非正式交流主要是

指不同学者不通过传统的科技文献来实现学术交

流[11]。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非正

式交流形式彻底改变了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学者交

流模式。虚拟社区连同面谈等线下交流方式逐渐成

为学者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12]。其中，相对于各

种线下交流形式，虚拟社区交流显得更为方便及时，

不同的用户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以较低的

成本和较为灵活自由的方式实现更为广泛的信息交

流。因此，可以认为虚拟学术社区实现和增强了现代

学者非正式交流的可能和手段。同时，站在非正式组

织研究理论的视角下，也可以将虚拟学术社区的知

识交流行为看成是一种学者之间的非正式组织模

式。这些不同的学者根据兴趣相近性和利害关系一

致性等因素，经由虚拟社区的交流，自发产生共同的

意识和价值观念，进一步形成具有共同特性的虚拟

社交关系。这种虚拟社交关系无需人为引导，具有自

然演化的特点，最终可以促进参与学者之间网络社

交关系的形成，并使得学术知识得以在其中转移和

扩散，分散于各个学者之间的知识实现了更快捷、更

有效的共享和传播[13]，而且这种知识共享呈现出双向

交流的特点[14]。

除了这些优点外，也有学者认为学术虚拟社区

知识交流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内容偏重于学术型资

源，相对于一般虚拟社区用户参与度、活跃度往往不

高，因此，知识传播效率相对较低[15]。虽然持续和高效

的用户知识交流行为是学术虚拟社区健康发展的关

键，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很多学术虚拟社区存在着用

户贡献度较低的问题，甚至有“90-9-1”现象[16]。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效率研

究显得更为必要。

从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的主体和客体来看，

主体主要可以分为知识发布者、知识传递者和知识

接收者[17]，这些不同形式的主体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对

知识处理方式的不同。交流的客体呈现的形式往往

会随着平台内容媒体形式的不同而各不一样，如博

文、帖子或者短文等，但是，学术虚拟社区交流的主

要客体仍然是以知识为代表的信息资源。这些交流

客体既包括一些已有的知识，通过虚拟社区在知识

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传播，同时，也有很多知识

正是借助于学术虚拟社区的交流得以产生和创造[18]。

在知识传播和创造的过程中，知识接受和转化都需

要相关学者付出精力和时间，才能将这些知识通过

学习转化为内化的知识[19-20]。

不同于以引用为主要特点的期刊知识交流，在

虚拟学术社区中，这些知识交流的过程是可以通过

一些外在的数据特征得以观察和证实，具体包括用

户发帖回帖等行为。如果站在更大的角度来看，用户

在浏览后发表的类似学术论文，更可以看成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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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特征。

2.2 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效率研究内容

知识交流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模式研究[21-22]、行为

研究[23]、内容研究[24]、效率研究[25]、主体研究[26]、影响因

素[27]等，这些研究并非独立，往往彼此相关，比如知识

交流效率显然极大的受到虚拟社区交流模式和用户

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方法也比较多，在知识交流模

式研究方面，有链接分析、会话关系、引证关系、社会

网络分析等方法，在知识交流行为研究方面，多从社

会心理学、管理学等视角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总

体来看，知识交流效率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以动

态视角考察知识交流效率变化规律的研究更为

鲜见。

效率（Efficiency）是物理学领域出现较早的基本

指标之一，一般用于测度机械运动中能量的损失程

度，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主要用它来表示投入与产

出的比率。因此，在学术虚拟社区中的知识交流效率

就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用户在知识交流过程中投入与

产出的比率。如果效率较高，就意味着该社区的技术

水平和管理方案最大程度的实现了目标，可以更好

地促进用户之间知识的交流、共享和创新等过程。

总体来看，国内的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

相关研究较多，国外相对较少，而且国外更注重应用

研究而非理论研究，研究内容更为微观和具体[28]。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

的测度和影响因素 2个主要内容。在效率测度研究方

面，国内较早的研究主要采用DEA方法来进行，比如

研究科学网博客的 8个学科[29]、研究小木虫和人大经

济论坛 8个学科[30]等，也有研究采用 SFA方法（如研

究经管之家经济学论坛三区[25]105）、Super-SBM方法

（研究小木虫专业学科区 11个板块[31]）等。在效率影

响因素研究方面，有学者发现学术虚拟社区用户的

年龄、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职称等因素具有积极

作用[32]，还有学者认为学术虚拟社区开设时间、社区

成员质量和社区管理水平等因素也对知识交流效率

具有积极影响[31]20-34。

从具体各学术虚拟社区分析来看，比如科学网，

数理综合、管理综合、医学科学的综合知识交流最为

高效[29]74-75。又如，经管之家的知识交流效率和规模效

率低于小木虫论坛，但是，纯技术效率高于小木虫论

坛[30]1。再如，经管之家经济学论坛三区的 6个版块知

识交流效率整体较高，但呈现出效率递减趋势，而且

知识交流效率较高的版块发展态势不如效率较低的

版块[25]106。

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效率研究具有较强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一方面，可以帮助人

们了解学术虚拟社区目前的知识交流变化规律，也

提供了一种有效评价学术虚拟社区的手段，从而有

助于改进相应的社区管理措施，完善相关政策管理；

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单纯依靠学术文献分析知识交

流效率的局限性，可以从更为宏观整体的层面上探

索人类学术知识交流的客观规律。

在现实方面，基于知识交流效率的评估方法，可

以评价学术信息资源的影响力，进而考察学术信息

资源在知识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为包括论

文、期刊和网络资源等各种学术信息资源质量评估

提供一种辅助参考，高质量的学术信息资源应该具

有较高的知识交流效率。

在其他应用方面，有学者通过对不同学科的情

况进行对比，发现人文管理类学科形成社区核心的

可能性更大[16]148。站在用户的角度，有学者认为感知

互惠规范、人际信任、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33]、感知

相对优势、专业经验[34]、互联网用户的在线社交属

性[35]、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对知识获取的态度、感知信

息质量对学术虚拟社区中的知识贡献产生积极

影响[36]。

3



科 技 情 报 研 究第4卷第1期

3 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效率研究方法

3.1 传统方法

3.1.1 总体分类

交流效率具有很多研究的切入点，主要研究方

法有以下几种[37]。

3.1.1.1 基于组织模式的理论分析

基于组织模式的理论分析，即根据学术虚拟社

区中知识交流模式和交流系统规律，借助与线下学

术交流模式的对比分析来计算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

流效率，如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等[38]。不同于

一般从知识提供者的知识贡献行为分析角度，该方

法的主要特点在于主要从知识接受者的角度，对其

知识利用行为进行研究，因此，更多反映出知识接受

者利用和吸收知识的有效性，并据此测度知识传播

效率。

3.1.1.2 基于用户感知的调查分析

基于用户感知的调查分析，即通过构建模型和

评价体系，如 UTAUT模型等[39-40]，通过各种实际用户

的调研方法来获取学术虚拟社区用户的感受，从用

户的角度评价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的效率及其影

响因素。如有学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实现了学术虚

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测度模型，使用问卷调查法来

分析知识交流效率评价值的总体分布情况及影响

因素[32]76-81。

同时，虽然调研数据从用户角度可以为学术虚

拟社区的发展提供建议和对策，但是仍然受限于调

研样本数据数量、调研问卷设计合理性、调研用户的

代表性和有效调研结果的收集等实际因素的影响。

由于受限于指标选择的范围和可行性，这些方法所

提供的分析途径仅限于所能收集的指标数据，这样

对于隐藏在更多数据下的一些隐式关键特征往往无

法得以正确提取。

3.1.1.3 基于交流数据的定量分析

基于交流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一类研究十分常

见，也是目前最受关注和主要的一种知识效率研究

方法，本文主要对这一类研究方法进行详细说明。比

如，以用户交流特征等客观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借

助计算模型来得到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的效率，

现有研究主要是在单纯测度学术信息资源知识交流

效率基础上进一步测算效率影响因素。该类方法强

调效率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由于这些方法所涉及

的相关指标内容很多，因此，这些指标大部分都是现

有数据库中的统计指标，但是在具体内容选择方面

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学者采用多投入多产出

设计方案，也有单一投入指标多产出[41]、单一投入单

一产出[42]等不同设计方案。除了采取经典的指标设计

方案外，也有学者尝试利用一些方法更智能地选择

更有效的指标体系，如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的

方法[32]74-76、经济学中的效率测度方法 [43]等。

3.1.2 基于交流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

基于交流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是目前最为常

见的一种知识交流效率研究方法。在具体计算方法

的选择上，投入产出分析也最为经典和常见，它具体

包括成本收益分析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ROI
绩效评价法、数据包络分析[44]等。从是否需要参数设

定来看，主要包括 CCR、BCC在内的各种数据包络分

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45]和随机

前 沿 分 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方

法[45]960-961等。其中，DEA属于非参数方法而 SFA属于

参数方法，前者比较常见而后者比较少见。

3.1.2.1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运筹学家 Charnes A、
Cooper W W、Rhodes E等于 1978年提出[46]，是运筹

学和经济学中用于计算生产前沿的一种非参数方

法，该方法基于线性规划技术，主要通过计算评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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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投入产出指标，从而对同质决策单元的相对效

率进行分析。该方法不仅可以进行相对效率的有效

性评价，还可以指出决策单元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

提供如何进行有效调整等信息[47]。根据规模报酬可变

与否，数据包络分析的模型还可以细分为 BCC和

CCR两种主要模型。

有学者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通过构建包括产出指标和投入指

标在内的知识交流效率指标体系，对 2010—2014年
的人大经济论坛和小木虫论坛进行了知识交流效率

和知识交流生产率的实证分析[30]171-173。还有学者利用

非参数方法 Super-SBM进行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

效率评价，采用非参数 Kernel估计对技术效率进行

动态演变，建立 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具体

分析[31]15-19。

随着研究的发展，两阶段 DEA模型开始得到更

多的关注，和单阶段 DEA方法相比，在两阶段方法

中，每个决策单元利用在第一阶段产生的中间输出

再次成为第二阶段的输入，由此产生最终的输出[48]。

后期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多层 DEA模型[49]、

DEA/AR博弈交叉效率算法[50]、SBM模型[51]、超效率

DEA-Malmquis方法[52]等。比如，基于松弛变量的评价

方法（Slack-Based Measure，SBM）充分考虑产出和投

入的松弛，比较有利于处理不良输出结果，从而改进

效率的计算准确度。相对而言，传统DEA模型排序识

别能力较弱，可能会高估决策单元的效率[53]。在学术

虚拟社区领域，较新的研究中有使用基于三阶段

DEA模型的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评价方法，

并发现剔除外生因素的影响后，学术虚拟社区的知

识交流效率有所提升[28]260-262。

3.1.2.2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随 机 前 沿 分 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由 Aigner D等[54]于 1977年提出，主要测度在决

策单元中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最优产出的相对效

率，也可以看成是在原始生产函数中添加了决策单

元效率损失计算，并可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效应

和程度[55]。作为一种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效率

评估的参数方法，该方法不同于数据包络分析主要

面向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同类型部门，该方法主要针

对多投入单产出的同类型部门，通过分解误差项来

计算相关效率[56]。该方法不易受随机误差的干扰，但

只适用于单输出系统，同时，需要预先估计基础系统

的生产函数。

同时，该方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函数

的预测形式[57]。相对于此，DEA方法不需要对生产函

数形式进行假设，可以很好地衡量具有多个输入和

输出系统的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 SFA方法的

实际分析效果并不能保证一定比DEA方法优异[58]。

但是，作为一种参数方法，该方法以各种统计特

征作为数据样本拟合度分析的参考，因此，可以利用

所有样本数据的特征，结果的稳定性、可比性和可靠

性都较强。而DEA等非参数方法，由于采用线性规划

方法，因此，可能因为舍弃部分样本而影响分析结果

的有效性[59]。

综上所述，从总体效果来看，基于交流数据的统

计分析方法相对更为准确和客观，避免了单一理论

总结缺乏实证分析、存在用户主观因素影响等诸多

不利因素。但是，上述两种主要方法都不可避免的存

在一些问题。如 DEA方法会存在径向选择而产生的

计算结果偏差问题等；SFA方法也没有充分利用投入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由于指标体系的使用，

这些方法往往侧重于短期静态知识交换，对高维数

据的鲁棒性较差。而且对于学术虚拟社区的知识交

流而言，如何从这些方法中选择最优的方法仍然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60]。

当然，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问题也可以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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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性知识交流效率问题的一种具体呈现方法，

因此，也可以从更为抽象的定量分析角度来单独研

究知识交流效率问题。如有学者从知识发送者动力

和知识发送者能力 2个角度进行分析，围绕兴趣、报

酬、自我价值实现、表达能力、识别能力等方面设计

知识交流效率影响指标[61]。还有学者从知识交流深度

与广度的匹配，对知识网络交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62]。

3.2. 新研究方法

借助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多学者进行

了相关的尝试。

3.2.1 社会影响力方法

从社会影响力角度，也可以提供一种理解虚拟

社区知识交流效率的有效方式。决定虚拟社区社会

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有 4个，即来源、信息、渠道和受

众[63]。而且不同类型的虚拟社区信息也会产生不同的

影响效力。比如网站自身的内容（Proprietor Contents）、

用户生成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s）、聚合的

用户表示（Aggregated User Representations）和附带

的用户表示（Incidental User Representations）[64]。虚

拟社区内容在决定虚拟社区影响力方面起着根本性

的作用。这些内容的影响力可以通过用户的感受、思

考和行为等方面得以判断[65]。

3.2.2 网络分析方法

网络分析方法也是一种有效的计算方法。知识

流动可以连接知识主体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而知识

网络又影响着知识流动的速度和范围。通过分析知

识网络的节点数、度和路径长度等网络结构参数，找

出影响知识网络效率和成本的关键特征，这可以为

计算知识共享效率提供研究基础。在学术虚拟社区

的知识交流效率领域，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可以

从学术性、动态性（内部变化和外部流动）、创新性这

几个方面和文献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在结构上可以

考虑社交性和主题性 2种维度。

该研究主要有 2类：一类是对知识交流网络本身

的特征研究。如有学者从整体网络、内部子结构和个

体中心性 3个角度对网络学术社区学科关系社会网

络进行研究[66]，有学者研究了用户关注关系构建的人

际关系网络主要构局和网络形成原因[67]；有学者研究

了通过关系维和结构维 2个维度构建的知识交流网

络结构特征[68]。另一类是利用知识交流网络特征，进

一步对知识交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学

者通过分析网络结构和知识扩散之间的关系，网络

知识水平在具有小世界结构特征的网络中可以达到

最大值[69]；有学者运用 BP神经网络模型，根据网络成

员间认知差距、知识共享环境、协调行为、共享结果

等特征，设计了评价知识共享效率的计算模型[70]；还

有学者将创新网络主体间的知识互动率嵌入到加权

RIN图的解释中，阐明了度量网络关键变量的有效规

则[71]；有学者综合分析信任和惩罚 2种机制在知识网

络交流不同阶段的互动匹配产生的知识网络交流

效率[72]。

3.2.3 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法

上述这些方法的特点是，广泛应用近年来逐渐

成熟的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来辅助完成诸如数据增

强、指标选择、效率验证等内容，从而对现有方法进

行完善，甚至也可以提出新的效率评价思路。如有学

者提出基于粗糙集和 RBF神经网络的 R-RNN知识

共享效率评价模型[73]；还有学者使用遗传投影寻踪算

法评价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同时，比较了遗

传投影寻踪算法与DEA算法在评估知识交流效率方

面的差异，并认为遗传投影寻踪算法优于 DEA
算法[74]。

从这些已有的方法中，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更多

可行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一是，利用机器学习等方法来对现有的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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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更为有效的分析。基于交流数据的现有定量

分析方法往往存在指标数据获取不完整等不利情

况。在现代大数据环境下，随着人们对于各种不同来

源的异质数据整合，可以实现综合利用文献数据和

网络数据等多方面信息资源的大数据评价方法，这

给现有的基于交流数据的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

率分析方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发展契机。比如，对于

学术虚拟社区数据而言，参考投入产出评价指标，投

入一般有用户数量、发帖数据、讨论时间；产出有浏

览数量、回帖数量、再回复数量、网络密度等。但是，

这里可能存在着数据列有限的不足，因此，可以考虑

将不同主题的话题、不同方式设置为列，观察不同主

题和方式对最终产出的影响。

二是，探索结合文献信息在内的大数据评价方

法。借助于传统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分析方法，确实

可以对影响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率的主要因素

做出解释和分析，比如，有学者结合非参数 Super-
SBM知识交流效率评价方法和引入非期望产出构建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发现，社区建立时间、

管理水平和社区成员素质会显著影响虚拟学术社区

知识交流的效率[31]20-34。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信

息资源载体的知识交流效率评估上，比如有学者利

用 Super-SBM模型和 Tobit模型考察环境因素对学

术期刊知识交流效率的影响，发现引用半衰期、机构

分布数、出版周期对学术期刊知识交流效率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办刊年限的正向作用不显著[75]。这里虽

然在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外增加了环境变量，但

是环境变量也只有引用半衰期、机构分布数、办刊年

限、期刊出版周期。

对于学术虚拟社区而言，相关学术研究主题并

非独立出现，往往可以在学术文献等更多异类资源

中找到相关内容，原因在于相关作者会同时在包括

虚拟社区、学术文献、学术交流等诸多领域发表和阐

述相同或者类似的观点，因此，有效结合包括学术文

献、学术交流等大数据资源，将能对现有学术虚拟社

区特征指标数据中表现力不足和数量有限等问题，

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思路。

4 结语

学术虚拟社区作为Web2.0技术发展的产物，具

有较低的使用门槛、开放的使用方式等诸多特点，允

许包括学者在内的所有互联网用户自由交流和讨

论，成为了个人和组织所常见的知识交流和分享平

台形式之一。即使是在经历了诸如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冲击后，碎片化短文、短视频等新型互联网媒体资

源及其交流形式也依然没有完全动摇现代学术虚拟

社区的功能和服务方式。因此，探索有效的知识交流

模式及其效率，将有助于学术虚拟社区的进一步发

展，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学者，为知识创新和科学研究

提供强有力的网络信息资源支撑。具体来看，一方

面，基于交流数据的传统定量分析方法依然受到很

多学者的关注，在方法和数据指标的选择上，仍然有

较大的改进空间，尤其是面对日益增多的海量数据

处理而言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借鉴人工智能领域的

数据分析方法将在未来知识交流效率研究中发挥更

大作用，不仅这些方法本身也可以提供适应大数据

规模的处理要求，而且在诸如数据选择、指标构建、

方法优化、有效性评价等方面都有更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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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contents,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exchange in domestic academic virtual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nd makes a more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new research
methods.[Method/process]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sort out a relatively complete research system of knowledge exchange efficiency of academic virtual
community. [Result/conclusion]It can provide a relatively complete pre-research summary for the research on
knowledge exchange in academic virtual community, and elaborate and introduce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content that need attention.
Keywords：academic virtual community; knowledge exchange; research methods; index design; 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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