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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了解一个学科教育的关键在于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并明确相关研究内容在历史发展中各

个阶段的特点和重点，以及服务于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需求和国家需求。［方法/过程］首先，剖析了情报学

学科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关系，并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定位来看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关系，重点围绕与情

报密切相关的信息和数据类学科，如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并最终完成对情报学自身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

［结果/结论］在此基础之上，从情报应用相关和情报处理相关的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对情报学教育内容

进行了历史总结，并据此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情报学教育体系建设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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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

前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

技术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普及和应用。同时，随着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安全法》和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

法》的出台，我国急需国家安全学等学科专业人才，

因此，对人才培养提出越来越明确的要求。其中，情

报能力是国家安全人才专业能力的重要构成。这些

都对现有情报学教育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

也为情报学教育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因此，为了贯彻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实现当前我国情报学教育发

展的历史使命，加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已经成为

当代我国情报学界广受关注的研究热点[1]。

本文主要研究目标是，从学科研究对象演化的

角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发展、形成

和方向等主要内容作出梳理，并对面向国家安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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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情报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关系

发展战略的情报学教育体系重点进行论述，以期得

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 从学科研究对象定位来看相关学科的关系

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对象可以表征情报学学科的

研究范围，是相关具体研究问题的出发点[2]。从理论

上 说 ，情 报 学 的 学 科 研 究 对 象 就 是 情 报

（Intelligence）。但是，情报并非一个独立的概念，它的

产生、发展和应用都与信息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

整个情报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上，正是因为信息技术

的不断发展变化，导致了人们对于情报的认知不断

发生变化，不断从表象的理解趋近于对内涵的把握。

只有确定了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内容，才能确定

情报学学科研究内容和相关教育的体系。

人类对于情报的重视、研究和应用主要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随着四五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

得信息相关学科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演化形式，包括：

文献自动化处理相关的图书馆情报学，以通信理论

为核心的信息学，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信息

科学等。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情报学由于学科研究

对象从传统纸质资源向电子资源的改变，而导致了

学科发展呈现多种轨迹齐头并进和相互交叉的特

点。因此，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处理方法上去区分，必

然会导致对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割裂，只有站在学科

研究对象本源，即情报本身的角度，才能找到情报学

自身研究的核心。

2.1 情报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关系

情报可以看成是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智能这 5个要素构成的信息链中的一环，如图 1所
示。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对该问题进

行了研究，比如，DIKW概念链（数据—信息—知识—

智慧）[3]、DIKIW层次结构模型（数据—信息—知识—

智能—智慧）[4]、DIKUW（数据—信息—知识—理解—

智慧）[5]等。这些在整体上形成一个具有递进性和层

次性的概念体系，沟通了自然的物理世界和人类的

认知世界，该定义也与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一

致 [6]，布鲁克斯将该理论看成是情报学的哲学

基础 [7]。

从信息链的角度，已有一些情报学研究常常把

诸如情报、信息甚至数据都作为学科研究对象。因

此，我们一定要理解情报、信息、数据的区别，也只有如

此才能明确情报学学科和情报学教育的自身特点。

一般而言，数据、信息、情报的区分很明显，一般

认为产生信息的原料称为数据。数据更多体现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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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事物的量化特征，不强调价值取向和主观的理解。

从数据中，人们可以分析得到信息，纵观各种观

点，可以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包括申农的狭义信

息论（减少或消除一种情况不确定的东西）、维纳的

狭义信息论（系统组织程度或有序性的标志）等强调

信息客观性的观点，认为信息是反映物质运动的存

在形式，可以提供对自然客观世界的描述，人们利用

信息可以实现更大的价值[8]；二是，包括钟义信的全

信息理论等，强调与主观认知结合的认识论信息观

点，认为人类采用特定符号系统对不同层次信息进

行表征，最终形成了信息。

在与人们主观认识结合的信息中，情报是一类

非常独特的信息，强调获取手段和利用的价值[9]。换

而言之，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情报，但是情报一定是

信息的一种。与情报相关的知识也是信息的一种形

式，更多强调信息的内容特征和科学价值。而智慧不

仅可以作为人类一种获得知识、情报的结果，同时，

也是一种可以改变影响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

能力。

2.2 情报学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学科在特定的知识系统或学问积累所规定的时

空界限内，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有相对的规范性、稳

定性和谱系性[10]。确定好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

内容，也就能在一定时空界限内确定该学科的发展

轨迹和模式，如图 2所示。

图 2 情报学及其他学科与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关系

上述分析指出，情报是指激活的知识[11]，也构成

了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实践的核心问题[12]，类似的观点

还有认为，情报是基于用户所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所

处环境约束，而从全部利益相关者外部获得的信

息[13]，这些都强调情报的应用价值。

2.2.1 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关系辨析

信息科学所关注的信息源自于 19世纪以来人们

对于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比如，麦克斯韦[14]是将“信

息（Information）”引入科学的第一人[14]。从物理学角度

来研究信息科学，更加关注信息科学中的数学解释，

及其在诸如电子通讯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强调信息

传输能力和控制可靠性的研究，其中，比较经典的就

是维纳和香农的定义。比如维纳[15]认为，信息的实质

是负熵，强调信息的内容就是人们和外界进行调节

和交换带来的。再如香农[16]用概率测度和数理统计的

方法，并对信息量的测度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由此构

成了现代信息论的基础。

因此，信息的产生并不具有竞争性，情报的属性

是为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决策的需要，情报学

科的宗旨是服务社会竞争和满足社会需求[17]。情报与

信息的主要区别在于，情报突出对用户感知和社会

价值的关注。从入口来看，用户感知强调用户从各种

信息源中提取出所需和有价值的情报；从出口来看，

社会价值强调情报需要提供给情报用户“耳目、尖

兵、参谋”的服务功能[18]。不同于信息分析，情报分析

更具有诸如隐性情报获取、风险性、服务竞争性和情

报可分析获取性等特点[19]。

信息科学可以看成是以信息为主要学科研究对

象、以信息运动过程的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信息

科学方法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扩展人的信息功能

为主要研究目标[2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学科非常

独立，由于信息学学科同时包含着多种学科的交叉

和渗透，因此，表现出较强的跨学科特点[21]。

和情报学很相似，信息论相关的信息科学一直

都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有

李树青，苏 震，蒋伟伟，等：学科研究对象演化视角下的情报学教育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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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一是，主要学科研究对象是电子通讯传输；二

是，研究方法主要是数学[22]。比如香农甚至认为信息

论就是一门数学[23]。这个现象非常类似于从图书文献

学科产生的早期情报学，虽然，这些学科在很多领域

的地位一直未被其他学科取代，但是，这些学科往往

更多的表现出与其他学科的密切交融性。比如，信息

论相关的信息科学更多的表现为通信数学领域的一

个分支；早期的情报学更多表现为与图书文献学科

相关，后来又逐渐表现为与计算机学科中的信息处

理内容相关，而对信息处理和分析应用则更多表现

为与管理学研究相关。

事实上，信息论相关的学者早在 20世纪 60年代

就希望能构建一门超越计算机科学和信息论广义的

信息学科，称之为“信息学”。比如，1957年德国计算

机专家卡尔·斯坦布克[24]创造了术语“informatik”，
1966年前苏联科学家也创造了术语“informatika”[25]，
这些都是“Informatics”词语的相关不同语言版本。后

来，随着 OECP不断使用该词语，“Informatics”逐渐成

为当时信息论学科的主要概念，并在和其他学科融

合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相关学科研究领域，如生物

信息学（Bioinformatics）[26]。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信息论相关的信息

科学也开始关注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1983年戈林

首先将信息学定义为计算机科学加信息科学。到了

今天，信息学更多表现为与计算机科学或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密切相关[27]。

但是，通过已有的各种信息科学研究，相关信息

的定义都和情报学现有研究领域和实践内容并不十

分契合。如果从统一的角度来看，信息论产生的信息

科学与情报学包含的信息科学，其实都是关注于各

种科研和应用中的信息处理本身。信息论关注信息

的结构和性质，从最初的狭义通信研究后扩大到计

算相关领域，侧重于揭示机器和计算的设计特征，强

调计算技术、计算方法、计算机处理和计算机应用。

情报学则更关注信息的内容，侧重揭示人和社会的

行为特征，是研究信息的收集、组织、检索、交流和利

用的科学。有学者通过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两个角

度区分了信息论和情报学 [17]22-23。因此，从这个角度

来看，两者所表现出的学科发展相似度也就不难理解。

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差别更多表现为学科研究

的表面内容，对于基础层次的研究内容而言，两者的

差别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融合而越来越小。这

也构成了现代统一信息科学和统一信息理论等相关

研究思潮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单纯以学科研究对

象来做学科的划分，只能形成在领域内起作用的学

科研究内容。既然信息、物质、能量都是世界三大基

本要素，那么以信息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信息学科也

可以形成一类基础科学门类。相应的，信息论学科可

以看成是计算信息学，而情报学则可以看成是社会

信息学，它们都是一个完整体系下的不同研究内容，

也都可以看成是“部门信息科学”[28]。或者前者称为

“工程信息科学”，后者称为“社会信息科学”[29]。在实

际学科分布场景中，这些学科有时被称为“计算机信

息科学（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通讯信

息 科 学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和“ 图 书 馆 信 息 科 学（Libra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等。显然，这些不同的表述虽然

凸显了自身的特色，但也模糊了不同学科之间本来

应有的差异。

不可否认，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构造起能够同

时在各个信息领域内都起作用的大信息学科，也没

有找到一种能够使各种信息学科真正统一的科学基

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学科的分化依然还

会存在。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信息科学

体系。

因此，在这种学科分化的背景下，情报学就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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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试图去涵盖包括信息论在内的其他信息学科内

容，更不应该扩展成统一信息科学。相反，更应该专

注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对应国外的相应研

究，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是指 Intelligence
Studies，该表述更好体现了为特定主体决策和行动提

供信息服务的特点。国外最早出现的标志可以认为

是 Kent于 1949年的《服务于美国的世界政策战略情

报》[30]，内容涉及企业竞争、国家竞争等问题，核心问

题主要包括情报收集、情报分析、反情报、情报行动、

决策支持等内容。有学者认为，情报学研究还可以细

分为历史学派、政治学学派、社会学派和竞争情报学

派等研究取向[31]。

2.2.2 情报学与数据科学的关系辨析

数据科学的特点在于，不强调带有任何先设动

机和理论假设驱动，而强调对数据自然计算的客观

观察和计算。但是，数据科学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

研究数据的科学。事实上，由数据、信息、情报等外延

概念相关的学科产生太多的交叉，如图 3所示。相反，

当前我们所说的数据科学和数据科学发展的动力都

来自于 2010年以来不断得到关注的大数据资源[32]。

“十三五”自科基金委员会规划设立，数据与计算科

学方向主要面向大数据研究，认为数据科学的基础

问题就是大数据领域的相关数据收集、整理、解读和

应用等内容。这种研究热潮吸收了在信息论、控制论

和系统论等底层理论中独立出来的“数据问题”后，

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数据科学[33]。

图 3 数据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差异

在辨析大数据与数据、信息的关系时，对于大数

据，从资源本身来看，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信息资源，

而且是一种海量、异质和高度变化的信息资源。事实

上，之所以称此为大数据而不是大信息，也正是强调

了数据资源本身因为这些特点带来的处理难度。或

者说，正是因为此类大数据资源带来的完全不同于

以往的数据处理场景和要求，甚至对这些数据诸如

存储、表达等一些基本操作，都必须研究专门的方法

来进行，这些都使得相关研究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研

究内容。

在数据科学和情报科学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

情报学注重信息资源的存储与检索，而数据科学更

强调从数据中发现所需的信息和知识[34]，也有学者认

为数据科学与信息科学本质一致，都具有相同的科

学基本原理[35]；还有学者认为数据科学将情报学中直

接面向数据处理的底层理论和技术问题进行了剥

离，形成独立的数据问题，因此，可以将数据科学看

成是情报学的研究分支学科[4]。

因此，在处理情报学和数据科学的关系上，我们

应该将数据科学引入情报学研究中，为情报分析等

工作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等工具性学科用途，而不

是一味的将数据纳入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对象，甚至

将数据科学的研究内容也归入情报学研究领域[36]。比

如有学者提到，将数据也作为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对

象，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没有

做出必要的区分，即使我们需要，也可以从数据中直

接获取情报，但是，并不代表着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对

象就从情报转向了数据，就像情报来源于信息，但是

我们也不能认为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对象就是信息。

学科定位不能因研究方法变化带来的转换而变化，

否则，我们会再次遇到八九十年代信息化给情报学

学科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大数

据时代来临前，由于认知的局限性，人们尚不能完全

李树青，苏 震，蒋伟伟，等：学科研究对象演化视角下的情报学教育定位研究

5



科 技 情 报 研 究第3卷第3期

认识到数据资源可能给研究方法带来的影响，因此，

在一些诸如情报学基本原理等基础理论方面，确实

需要当前学者做出更多的修订和补充。甚至在应用

领域，也应该考虑结合诸如国家安全等新兴重点领

域，全面描画当前情报学研究主体内容[37]。

我们可以认为：一方面，情报学更关注于主观性

信息的价值发现和利用，强调社会价值的应用结合；

另一方面，数据科学更关注包括大数据资源在内的

信息资源研究。与此相对，计算机学科则更多的表现

为对数据资源的原始处理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从这

一点上看，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也具有本质关注

点的不同，数据科学扩展了计算机科学的内涵与外

延[38]。和情报学一样，数据科学也可以为其他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在量化的实证性研究与非量化的解释

性研究之间提供基础手段，提供一种数据驱动的研

究方法[39]。数据驱动的研究，美国图灵奖得主吉姆·格

雷[40]认为，可以构成 4种当代科学研究范式，即数据

密集型科学范式、经验范式、理论范式与计算范式。

类似的观点还有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41]和数据

驱动型决策支持服务（Data-Driven DSS）[42]等。当然，

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并非万能，基于直觉获得的人

类意会知识仍然很难，甚至永远都无法被映射为可

计算和编码的数据资源[43]。即使在大数据时代，经验

与直觉仍然会占有一席之地[44]。而这些恰恰体现了情

报学注重用户需求和用户研究的优势。

2.2.3 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对象界定

情报学作为二级学科，本身就容易与其他学科

深度交叉，产生诸如公安情报、科技情报等不同应用

领域的结合，这些都是当前不同学科自然培育和演

化的结果。同时，情报学的用户需求结合和社会价值

导向也使得情报用户对情报价值的研判、采纳，甚至

人才培养也需要根据实际专业背景需求。专业背景

对情报应用至关重要，许多知名情报学学者往往也

是某应用领域的专家，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更好体现

情报学的决策支持作用，学科地位可以借助优势学

科得到提升。进一步看，与其纠结于情报学学科建

设，不如回归到情报科学，学科应该服从于科学，只

要情报科学可以形成自成体系的科学研究门类，即

使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也能在科学研究上创

造出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和价值。

情报学在这种既有的学科发展环境中，一方面，

必须要撇清因为技术发展带来的历史影响，尽快剥

离技术层面导致的学科历史性特色，比如，传统的以

纸质文献分析为主的科技情报研究等；另一方面，情

报学也需要及时跟进诸如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新研究

方法和手段[45]。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围绕在情报

学自身研究核心的周围，即解决情报这一主要学科

研究对象，解决情报服务的社会需求问题。随着大数

据环境的变化和新兴技术的出现，需要从传统非数

据驱动的研究方法转变为从事实、数据和信息中直

接挖掘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知识和情报。

但是，情报本身的应用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发展

变化，并非具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因此，情报学

也会因为处理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在不同时代

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如图 4所示，较为完整地展示

了不同信息技术发展时期下，情报学领域的发展特

点及其对相关扩展应用领域的影响。

我国情报科学理论体系既受美国的信息科学理

论影响，还受到前苏联米哈依洛夫学派科技情报理

论的影响，加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

长期以来关注点的不断转移。纵观现有情报学教育

比较复杂的局面，各种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3 从情报来看情报学教育的内容

3.1 从情报应用和处理的静态角度来看

3.1.1 与情报应用相关的情报学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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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情报活动的历史发展新引发的情报学发展阶段特点

有学者通过领域应用分析研究方法，认为情报

学研究的是学科、专业、领域、环境之间的交流，而非

个体之间的交流。因此，情报学必须植根于社会认识

论，甚至引入必要的心理学方法来解决情报学领域

中的认识论问题[46]。美国情报理论专家 Sherman
Kent[47]认为情报相关活动可以归结为若干步骤或行

动的过程；情报学相关的研究学科也可以称之为“情

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情报学学科研究对象

是指情报（Intelligence）而不是信息（Information）[48]；

情报学主要应用研究是面向科技情报工作和军事安

全情报工作等领域；情报学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情报

基本概念、情报历史、情报获取、情报分析与决策、情

报系统、情报评估、情报监督、情报预警、反情报、情

报文化与法律等[49]；未来的情报学将走向以情报研究

为核心、情报技术为方法的情报工作发展模式[50]。

3.1.2 和情报处理相关的情报学教育内容

情报处理流程一般包含情报获取、情报加工、情

报传递、情报分析与决策等内容。按照该流程，情报

学教育内容体系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别进行设

计和研究。

比如，在情报收集方面，情报收集内容与方式决

定并且取决于情报决策水平。早期主要以人力情报

和信号情报为主，这些情报收集的特点在于更强调

对秘密来源和非公开情报的收集，注重对非常规手

段的应用。现在情报收集更注重对基于开源资料的

研究报告，注重对来自于不同来源的情报进行综合

获取和集成，从而获得单一情报难以提供的有效分

析结果[51]。互联网，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化媒体和众包

情报方法都扩展了情报收集的可能性，可以适应更

大的场合和时空范围内的情报收集需要。

再如，在情报分析方法上，有学者提出包括情报

情境分析和情报支撑方法等[52]。由于情报分析是情报

工作的核心，因此，相关研究构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

一套方法论和认知体系。这些方法从整体上看，有两

大类：一是，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管理学领域提

供的诸如甘特图、头脑风暴、PESTELO 分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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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方法等，尤其是近年来计算机领域提供的

包括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等；二是，情报分析自

有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称之为技巧型情报分析方

法，通常面向问题，注重分析过程，没有明确期望的

输出结果[53]。另外，在情报加工和融合方面，不论是将

情报融合看成情报分析的预处理过程，还是将情报

融合看成情报分析过程，都说明情报加工和情报分

析是两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步骤。

3.2 从情报应用和处理的动态角度来看

情报学教育的内容，必须要从情报学产生的历

史来看。中国情报学科的诞生之初就打上了中国特

色的烙印，即使在后来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也都与

国家需要、科技发展、社会需求、国家安全紧密联

系[54]。从情报学发展的角度，可以将我国情报学的发

展分为 20世纪 40年代的学科形成阶段、50年代的初

期发展阶段、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八九十年

代的研究深化阶段和 21世纪以来的新发展阶段[55]。

本文以应用领域的发展阶段特点，将不同时代

我国情报学应用领域的关注点做了划分，如图5所示。

图 5 不同时代对情报学应用领域的关注点

3.2.1 第一阶段

军事促进情报的发展，带动科技快速进步。在计

算机方法广泛应用之前，纸质文献处理为主的情报

资源形式及其处理方法是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比

如通过军事谍报人员在海外收集各种新闻和杂志等

文献资源，并进行阅读研究，形成可供参考的内部参

考读物和资料，并通过邮寄等方式传递回国[56]。

作为情报最早的相关概念，“信息”最早相关词

语也分别是从军事和图书馆等领域开始出现。比如，

1882 年，美国设置的海军情报处（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在 1885年改为了“军事信息部（Military
Information Division）”[57]；1891年图书馆出现了称为

“信息台（Informatica Desk）”的概念，即参考咨询

台[58]。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情报学起源于文献学[59]；

1903年保罗·奥特莱特创造“Documentation（文献）”

这一术语，表示提供文件信息给信息需求者的过

程[18]2。这个阶段的情报处理工作主要结合文献工作，

强调手工采集处理和编辑汇总以形成二次三次等文

献形式。

因此，在现代情报学教育当中，军事情报学和图

书馆学，尤其是科技情报相关的内容依然构成了一

个重要教育内容。但是，由于相关内容体现了早期情

报学的历史发展特点，所以，这些教育内容也逐渐形

成了较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教育内容，和现代情报

学关注的主体内容并不完全一致。

3.2.2 第二阶段

伴随着计算机方法的应用和现代信息检索技术

的发展，检索逐渐成为收集、存储、查阅和通信等情

报自动化处理工作中最为核心的问题[60]，比如，20世
纪 50年代莫尔斯首创“检索（Retrieval）”一词。情报

工作的早期也主要集中于检索领域，检索行为与用

户关系最为密切，也是终端用户接触情报服务第一

关口，因此，也是最早切入信息化领域形成早期的情

报学主要研究内容，具体包括数字文献检索、自动文

献、索引编目自动化等。事实上，信息检索也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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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开始正式产生。这些新的检索方式带

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远远超出了传统文献学为

情报学作为独立学科发展提供动力，有学者甚至认

为情报检索的提出，可以被看成是传统文献学向情

报科学转变的重要标志，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958
年国际科学情报会议[61]。另外，美国情报科学学会主

席贝克和汉斯在 1963年合著的《情报的存储与检索：

工具、单元和理论》一书，确定了早期情报学以信息

检索为基本框架的情报学科整体架构[62]，比较有代表

性的事件还有 20世纪 70年代情报科学最佳著作奖

都为情报检索类，分别是兰卡斯特 1973年的《联机情

报检索》与 1979年的《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与

评价》。

因此，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情报学概念，

主要是指情报检索等情报自动加工技术及其应用，

也强调科学情报活动和科学交流过程的应用结合，

与计算机学科关系较为密切。因此，该学科的应用学

科或技术层次学科的特点愈发明显。到了 70年代后，

由书目统计学发展而来的文献计量学相关研究，也

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发展逐渐成为可能，并在 80
年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主要

特色内容之一，也被认为是使情报科学成为独立学

科的主要因素[63]。但是在理论方面，情报学仍然没有

形成丰富的理论支持的方法与技术所组成的分支学

科体系[64]。不可否认，重技术轻理论的观念、轻视人文

因素的观念等诸多因素最终使得情报学一直以来备

受理论研究落后于应用研究的困局。因此，有学者认

为情报科学是为适应文献工作的现代化需要而产

生，因此，在发展中一直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重技术轻理论和实用主义倾向[65]。但

是，这些也使得现代情报学教育的技术特点一直都

很明显，尤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情报学

教育也必须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及时跟进，以满足

新时期对新型信息资源处理的技术和能力需求。

3.2.3 第三阶段

1979年钱学森[60]20-21指出科技情报现代化需要收

集、存储、查阅、检索和交流包括图书、文献和档案在

内的各种情报资料。80年代以后，情报学又开始关注

以光盘存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情报系统网络等

新兴技术应用[66]。其中，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影响最

为深远。互联网一方面削减了传统数据库联机检索

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开辟了新的信息资源获取方

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更容易看出情报学的位

置和教育特色，不能单纯的将知识管理、社会情报、

竞争情报等单方面的应用内容作为情报学的主要教

育内容，它们只是解决情报学研究的技术方法外延

应用，更不应该将图书馆学、文献计量学、计算机科

学相关信息资源处理方法也作为情报学教育的主

体，这些学科都是位于不同时期处理不同资源类型

的方法性学科，而且文献计量学是属于情报学研究

专属范围之内的子学科，和计算机科学和图书馆学

科并不处于同一学科层次。

从 2003年开始的 iSchool运动，是相对较近时期

图书情报学界求变求新的一种重要创新形式[67]，但是

更多的是从图书情报领域开始，强调面向信息时代

的转型升级，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强调面

向信息技术的体系设计[68]。可一贯关注和面向信息技

术应用领域的创新和结合的 iSchool运动没能彻底解

决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有效融合的问题[69]。

在诸多情报学应用结合方向中，竞争情报主要

面向市场经济，并为决策者提供市场情报分析，它是

指，为了提高组织竞争力而进行的一切情报过程和

情报活动，相关应用实践可以提高情报服务的社会

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情报服务与社会发展和实际需

求相联系[70]。竞争情报的相关人才培养不仅迥异于传

统的图书情报学培养方式[71]，而且更贴近于今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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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倡导的情报学回归方向，比如，竞争情报教育的目

标更侧重结合商业案例分析和实践教育等形式，强

调对面向市场经济决策的管理能力培养[72]，注重体现

“耳目、尖兵、参谋”培养目标的情报分析及决策支持

能力。因此，有学者为了强调竞争情报在情报教育中

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将竞争情报教育作为当前情报

学教育转型的新思路和新方向[73]。

3.2.4 第四阶段

这一阶段中的智能化特点，反映了情报工作者

以智能的技术手段加工信息、激活知识、运用情报的

能力[74]。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情报机构不再仅仅是满足

科技创新需求的信息保障，也不再满足于为科技决

策者提供情报支持，而是将工作边界扩展到对广义

的科技创新发展的宏观决策提供支撑和前瞻，为政

府、企业提供战略情报知识服务[75]。

比如，智库建设，可以看成是现代情报学研究关

注国家安全的早期实践。事实上，中国情报学的起源

也与此高度相关[76]。1956年，新中国开始规划发展科

技情报事业，当时科技情报就是为了担负起“耳目、

尖兵、参谋”的功能，即在科技情报工作中具有动态

跟踪的“耳目”作用，在科研和生产中具有助手的“尖

兵”作用，在管理决策和社会决策中具有“参谋”的

作用。

这些也都说明，中国情报学具有明显的支撑科

技决策的软科学特征，核心内容是面向竞争，支撑决

策服务的优化，属于思想库（智库）的范畴。智库建设

不仅可以满足企业组织进行各种市场经济行为的现

实需求，也逐渐成为国家安全战略实施中不可或缺

的智力支撑基础。

3.3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情报学教育体系

建设

无论中国学者还是美国学者，都发现要想整合

现阶段已经存在的以图书文献发展过来的情报学和

以安全军事为主的情报学等不同领域的相关学科，

由于学理根基和应用领域的巨大差异，相关工作一

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77]。在这种情况下，以总体国

家安全观为指导的新时期情报学学科和相关教育建

设开始受到关注。比如，在理论上构建国家情报学

说，在组织上建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应用上提供国

家安全与情报智库服务等。有学者也提出这种做法

和以色列已有的做法类似，具有一定的可行性[78]。这

种以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体系设计，可以让

不同领域和方向的相关学者既能保持各自研究应用

领域的优势，同时，也有助于通过目标导向来解决学

科分歧，形成交叉领域中新的理论生长点[79]。在方法

论上，有学者提出，情报需求识别是国家安全情报工

作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环节，也提出一种基于模板的

国家安全情报需求识别方法[80]。有学者还进一步提出

了构建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体系的实现方法和路径，

包括推进国家情报工作的“三融合”，实现国家情报

工作“五跨越”的协同管理和服务，用数字传感和人

工智能方法辅助决策施政[81]。

面向国家战略和面向民用服务并不矛盾，因此，

有学者提出新时期的情报学应该体现出民用情报与

国家安全情报并行发展和交叉融合的发展特点[82]。过

去军民情报学研究分别沿着各自领域发展，在国家

安全与发展框架下，大情报学科的思想需要两者融

合[83]。有学者认为，军民融合为情报概念、原理、规律

等基础性的转变，可以提供更为良好的运行体制、机

制和政策执行环境，从而形成不同应用领域相互通

融的整体情报学理论发展特征[84]。还有学者在信息链

的要素及其之间相互转化关系上梳理出军民情报的

共同基础，并以此融合两者的基础理论[85]。

因此，新时期情报学教育，一方面，必须回归情

报学本源，即将情报及其谋略作为我国情报学教育

和情报工作实践的重要任务[86]，人才培养也需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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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以决策支持为主要目标的培养方向上来[87]。上述

观点也很早就被很多学者意识到，比如，有学者认

为，情报学教育目前困境的根源就在于对情报的偏

离[88]。以培养情报人才的情报处理和情报服务能力为

目标，实现以“耳目、尖兵、参谋”式的高端情报人

才[89]，强化情报人员的核心竞争能力与决策技术优

势[90]。具体应用领域应该走出单一市场经济领域的竞

争情报服务领域，更应该进一步融合包括国家安全

竞争情报、军事竞争情报等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服

务内容[90-91]。另一方面，情报学也需要及时转换传统

资源利用方式，将学科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文献资源

更多的转移到大数据资源上，丰富现有的情报研究

能力[93]。其中，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is，IA）构

成了连接信息技术能力和情报服务能力的关键枢

纽[94]，情报分析人才培养处于情报学教育的核心地

位[95]。有学者利用招聘网站的企业岗位需求数据，通

过基于神经网络的实体自动抽取模型，发现在面向

情报学课程设置的数据科学技能中，排在前 10位的

技能素养实体词语有数据分析、Excel、统计、数据挖

掘、Python、数据库、SAS、SQL等，大都与数据分析有

关。同样，在对国外 iSchool院校基于课表知识抽取的

情报学课程分析中，发现信息检索、信息组织和信息

标引也都为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96]。甚至有学者认

为，是否奉行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is）是区别

情报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分水岭，可以构成判断两种

学科之间界限的一个新的指征[14]。

即使到了大数据时代，新的信息技术带来了情

报学研究和情报学应用相关方法、技术和模式等内

容的改变，但是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对象、学科边界、

教育主体和历史使命需要也必须保持不变[97]。新技术

的不断出现，只应该促使情报学研究回归对理论源

头规律的探讨，重新思考情报学研究的范式与方

法[98]。不可否认，一味的追风逐影只会模糊情报学的

核心研究领域，成为影响情报学学科地位提升的重

要原因之一[99]。

4 结语

从 2017年形成《南京共识》以来，面向新时期的

情报学教育也日益受到我国情报学学界的关注和重

视。适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的建设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情报学教

育必须要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在“大情报观”

思想的指导下，对教育体系整体发展及其内容进行

梳理和重新定位。我们要进一步根据这些要求，明确

和细化情报学教育在各个层次和应用领域的具体人

才培养方案设计和教学内容设计。这些也构成了本

研究后续的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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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The key to understand a discipline education is to determine the discipline
research object, and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point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s in all
stag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especially the social and national needs that need to serve the current era
background.[Method/process]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lated
concept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sitioning of the research obje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is analyzed with focusing on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related disciplines closely such as information science, data science, etc. The paper finally complet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tself. [Result/conclusion]On this basis,the contents of
intelligence education from the static and dynamic aspects of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processing is summarized,and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th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guided
by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s proposed.
Keywords:intelligence studies; information science; data science; discipline education;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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