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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览了有关研究企业知识传播规律的文献，并将研究成果归类为几个角度，即传播过程角度、系统动力学

角度、扩散机理角度、物理“场”角度和利益驱动角度，
并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每个角度的研究都有可取之处，但
也存在不足，从而为后续研究开拓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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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方式不少，在传统模式下，显性知识

０ 前言

的传递以人到人或资料到人的方式进行；但

知识管理是以知识为核心，对企业生产

１ 研究综述

是对于隐性知识的传播，由于其存在不能书

由于不同的研究学者对知识传播规律

和经营所依赖的知识进行有效识别、获取、

面化的、只能意会的特点，所以隐性知识的

的研究角度不尽相同，本文在分析这些研究

开发、分解、使用、存储和共享等一系列过程

传播还只能借助人到人的方式进行。

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类。

的管理 。描述知识管理过程的模型很多
［１］

，

［２，
３］

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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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播过程的研究角度

但总的来看，包含知识获取、知识加工、知识

年代 ，研究历史不长；知识传播作为知识管

传播、知识创新等几个阶段。

理过程的一个环节，专门的研究文献也不

度来研究传播规律，以香农、奥古斯德和施

多，尚未形成一个权威的研究成果。基于此，

拉姆为代表。

企业的知识传播，也称知识扩散，是将

［４］

加工好的企业知识通过一定的形式或手段

本文对当前研究知识传播规律的文献成果

传递给相关人员，以达到知识的共享。知识

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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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可能传播的消息中产生实际传播的一条

者信号转化的效果，而依赖于更为复杂的因

类：
没有获得这一隐性知识的人和已
①Ｓ 类，

消息，这个消息可以由口头语或者文字、音

素［７］。由于传统传播理论不能刻画出影响知

经获得这一知识但又忘记的人，称为知识学

乐、图像等组成。渠道是将信号从发射器传

识传播的主要因素，因此对预测知识传播的

拥有这一隐性知识的人称为知
习者；
②Ｔ 类，

送到接收器的传送中介。接收器的工作与发

效率缺乏效力；三是尚未揭示企业知识传播

识传播者。根据隐性知识的传播特征，假设

射器相反，它将信号重新恢复为消息。信宿

的内在规律。对于企业知识传播到底遵循一

隐性知识的传播完全是在人与人共同工作、

是消息要传达到的人或者物，即接受者。在

种什么样的规律，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发

学习和生活的直接交互过程中完成，拥有隐

口语传播中，信源是人的大脑，发射器是人

挥其作用等问题，传统的传播模型无法给出

性知识的人在与别人的工作、学习接触中就

的发声器官，传播渠道是空气，信号是从一

合理的解释。

可能把隐性知识传播给别人。

另外，从知识传播过程角度来研究知识

用 Ｓ（ｔ）表示时刻 ｔ 未获得隐性知识员工

传播规律的还有孙冉［８］。他从知识传播的起

的数量，
Ｔ（ｔ）表示时刻 ｔ 已获得隐性知识员工

个人的发声器官传到另一个人耳朵里的声
压，接受器是耳朵，
信宿是接受者的大脑。
奥古斯德在 １９５４ 年提供了一个同时具
有发射和接收功能的个体模型，并且考虑了

点、中途和终点 ３ 个阶段描述了影响知识传

的数量。当企业之间没有员工流动时，
第ｉ个

播的障碍因素：

企业员工隐性知识传播的动力学模型可以

（１）知识传播的起点缺乏必要的控制。

符号的意义。他认为处于语言共同体中的每
一个人都可以被当作为一个完整的、既能接

知识控制系统脱节，各类知识处理机构之间

受又能发送信息的传播单位。
“输入”是一种

彼此独立，缺少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各自为

物理能量或者“刺激”
，可以一定的形式解码

政的局面，无法实现知识传播保障和知识开

其中，
Ｓｉ 是第 ｉ 个企业未获得隐性知识

并且转化为可以感知的冲动。

发的整体和规模效应，致使资源浪费，即一

的员工数量；Ｔｉ 是第 ｉ 个企业获得隐性知识

方面知识过多过剩，另一方面有用的知识或

的员工数量；Ｎｉ＝Ｓｉ＋Ｔｉ 是第 ｉ 个企业员工的总

价值高的知识却很少。

数量；
Ｂｉ（Ｎｉ）是第 ｉ 个企业员工的调入率（指

施拉姆没有将技术和人际的模型截然
分开，他在香农和奥古斯德模型的基础上发

!ＳＴ′′＝Ｂ＝" Ｓ（ＮＴ）Ｎ－ （!－ !＋$Ｓ）Ｔ－ " Ｓ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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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ｉ

（２）知识传播的流通渠道阻塞。知识收

从企业集团外部调入的比率）
；!ｉ 是第 ｉ 个企

型与香农模型相似，研究简单的传播。第二

集能力不足，知识处理加工方式落后，知识

业员工的自然退出（包括死亡、退休，为了处

个模型提出的观点是，只有在信源和信宿经

通道阻塞，知识容量有限，对知识接受或利

理问题的方便，把调出企业集团员工也包含

验范围内的共同领域才是实际传播的部分，

用者的情况不了解，盲目传递和交流知识，

在这里）的比例，称为自然退出率；
%ｉ 是单位

因为只有在共同的领域里，信号才是信源和

这些都是知识传播过程中的障碍。

时间内第 ｉ 个企业已获得隐性知识的员工与

展了 ３ 个传播模型。施拉姆的第一个传播模

（３）知识传播的接受者滞纳。知识接受

其他员工接触的人数占该企业总人数的比

两个部分之间编码、解释、解码的互动，这里

者对知识需求的强烈程度制约着其对知识

例，
称为接触率；$ｉ 是第 ｉ 个企业员工获得隐

［６］
。
提出了反馈和共享信息的
“循环”

的反应和接受状况。接受者若不具备相应的

性知识后又遗忘了的人数占获得隐性知识

专业知识或相应的语言阅读能力等，则易发

人数的比例，
称为遗忘率。

信宿共同拥有的。第三个模型将传播看成是

以香农模型为基础的一般传播理论提
出了信源经转换为信号、被信宿接收的基本

生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思想或语言障碍。

传播路径。企业员工可以被看成是信源，这

张生太在论述后得出如下结论：一个组

孙冉描述的影响知识传播的障碍因素

织要想使其隐性知识在组织内部广泛而迅

些员工拥有的知识类似于可供选择的“消

是从知识传播的活动起点、过程和终点来分

速地传播，首先是要使组织内部成员能够进

息”
，这些知识可以转化为类似于香农理论

析的，从传播过程的角度来看是比较全面

行经常而广泛的接触，尽量提高组织成员之

中的“信号”
，如文字、图像、音乐或者口语、

的，但这种描述未考虑到知识本身的特征和

间的接触率，其次是要尽量减少组织成员的

数字符号、
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通过接收

性质，
因此也存在局限性。

知识遗忘率，第三是要尽量减少组织成员的

者的视觉或者听力器官接收这些“信号”，经

１．２

过将这些“信号”转化为神经冲动，知识进入
—接收者的大脑。
“信宿”
——

３４

描述为：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研究角度

调入（调出）率。同样，也可以通过参数控制

张生太等根据隐性知识的特征与传播

不良行为在组织内部的传播。

等特点，从数理化角度应用系统动力学方

另外，张生太在 ２００４ 年对组织中的人

虽然经典的传播理论对研究企业内部

法，建立了隐性知识在企业集团成员之间传

群重新进行了划分，增加了 Ａ 类，即已经获

员工间的知识传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这

播的微分动力学模型 ［９］。关于隐性知识传播

得这一隐性知识，之后因认为没有价值而遗

些传统理论毕竟不是专门用来研究知识传

的途径，张生太主要考虑了员工通过在企业

弃的人，
成为知识遗弃者［１０］。一般来说，遗弃

播规律的模型，所以针对企业知识传播过程

之间流动进行知识传播的方式，把两企业之

者的人数正比于传播者的人数 ＮＴ，假设遗

中存在的特殊性和个性化特征，该模型的解

间存在的隐性传播方式，如员工之间的个人

弃者与传播者的比例为 $，把 $ 称之为遗弃

释力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交往、员工之间在企业之外的其它场所的交

者比率。

一是忽视了企业员工间客观存在的知识影

流和学习等，都看成一定折合率的员工流

响力，即知识能够从一个员工传给另一个员

动。

张生太等提出模型的研究对象为集团
内部企业之间的隐性知识传播，因模型的结

工；二是不能预测知识传播的效果。知识传

模型只考虑隐性知识在企业集团成员

果没有时间参数，所以无法揭示知识在传播

播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物理工具的效率或

间传播的情况，把企业在 ｔ 时刻的人分为两

过程中的规律，同时也很难借助模型来预测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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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模型为分析知识流动的动力

念来描述知识扩散的规律，提出了知识扩散

基于扩散机理的研究角度

机制提供了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实质上包括

知识扩散影响因素是指
场［１４］的定义。他认为，

徐渝等人借用物理扩散机理，针对某个

知识主体的知识存量、
知识主体的
３ 个维度：

在知识扩散源和知识吸收体间实现知识有

动机水平、
环境因素。可用下式表示：

效扩散的条件。由于各地区的知识水平、经

企业知识的传播。
１．３

特定知识元的传播规律提出了基于组织学
习的知识动态传播模型 ［１１］，探讨了知识传播
的高峰期及其影响因素，为组织管理者促进
知识的高效传播提供了依据。
该模型假设企业作为知识传播的主体，
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存在人员的流动和对

（Ｋｓ，
Ｓｋ＝ｆ
Ｍ，
Ｅ）

济形式、需求、环境的脆弱性、制度因素、知

其中：
Ｓｋ 为知识流动的速度；Ｋ 为知识

识保密、距离、政策、资金、观念的不平衡性，

主体的知识存量；Ｍ 为知识主体的动机水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知识扩散的效果不同。

平；
Ｅ 为环境因素，涉及技术基础、法律环境

在设计知识扩散场时，将知识的扩散放入到

和社会体制等。

一个立体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存在 ３ 个坐标

外交流，企业员工获得知识的途径就是通过

基于上述框架，
得出了以下结论：

与拥有知识的其他成员之间的接触，而这种

轴，
即 ｘ 轴、
ｙ 轴和 ｚ 轴。
ｘ 轴重点考虑知识扩散场的内生因素，

知识存量决定了知识主体的知识区位。

接触对于企业内每个成员的概率都是相同

显性知识的转移效果和效率比隐性知识的

包括知识缺口、经济因素等，知识缺口是知

的。在这些假设前提下，模型利用企业在某

好，转移过程更易发生，转移成本更低，且显

识存储量的差距，而经济因素主要考虑 ＧＤＰ

一特定时刻 ｔ 的知识拥有者数量的增长率，

性知识的使用规模远远大于隐性知识的使

值。

建立了以下模型：

用规模。

ｄＩ（ｔ）
＝!Ｉ（ｔ）（１－ Ｉ（ｔ））
ｄｔ

ｙ 轴考虑的是知识扩散场的外生因素，

知识供给主体的知识传递能力影响流

包括知识需求、环境的脆弱性、制度因素、经

动成本。针对不同性质和内容的知识，知识

济形式、知识保密、距离等。其中，需求是经

供给主体应加以辨别，以用不同的发送方式

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存在需求时供给才会实

进行传递。对于显性知识，知识的发送者和

现，知识扩散只有存在知识的需求时才能存

接受者无须面对面交流，通过传播媒介，知

在。区域内可能会因为某种特定的现象而形

识的接受者即可直接搜寻到所需要的知识，

成对特定知识的需求，更多的情况下是为增

但发送者对知识的编码技能会对接受者理

加其竞争力，追求新知识、新技术，从而对知

解和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效果产生影响；对于

识形成需求。对这些因素，采用适当的方法

时期。由模型可知，当 Ｉ（ｔ）＝０．５ 时，知识拥有

隐性知识，发送者往往还需要借助一定的实

进行量化。

者数量增加最快，此时刻应为组织把握知识

物工具反复演示，发送者的演示能力以及对

传播高峰的时机，而这个时机是与 ! 成反比

接受者的知识反馈会影响知识的有效转移。

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知识本身的

的。

同时，随着发送者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在同

特点不同，新知识在进行扩散时受到各方面

样的时间能够向更多的人传递更多的知识，

条件的制约，可被采用的只占一定的百分

传播的自然增长状况，没有考虑到企业对知

从而节约知识的传播成本，扩大知识的使用

比，这个百分比就是知识转移率。知识的转

识传播的努力程度。当企业在努力进行知识

规模。

移包括知识的发送和知识的接受两个基本

Ｉ（０）＝Ｉ０
其中：Ｉ（ｔ）为企业中在 ｔ 时刻的知识拥有
者数量的比例；
Ｉ０ 为企业在 ｔ＝０ 时刻的知识
拥有者数量的比例；
! 为每个知识拥有者在
单位时间内交流的人数；
ｔ 为时间。
在徐渝的模型分析中，定义了知识传播
的高峰期，就是知识拥有者总数增加最快的

这种规律描述的是知识在企业内进行

ｚ 轴指的是知识扩散场中的知识转移

传播时，会要求组织内的每一位知识拥有者

知识需求主体的知识存量影响学习成

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由扩散源和吸收体分别

都积极参与知识的传播，并辅导组织内的非

本。一般来讲，
知识的转移成本越大，
知识就

完成，并通过中介媒体连结起来。转移主体

知识拥有者，使其成为新的知识拥有者。因

越难以发生有效的转移，知识的使用规模就

之间基于知识的发送／接受所形成的关系就

此考虑到企业对知识传播的努力因素，知识

会受到限制，反之，知识的使用规模就会更

能构成知识组织的交流网络；在网络中存在

传播规律就不会遵循徐渝的模型，所以该模

容易得到扩张 。

着几个核心主体，对知识的转移起到促进、

［１３］

知识流动模型主要是为了研究知识存

型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同时，李顺才等人借助流体力学的原理

量对知识传播的影响而建立的，而且得到了

建立知识流动模型 。正如流体流速的快慢

知识流动速度的快慢与知识存量之间的关

［１２］

协调、领导作用，而其他主体则处于依附接
受地位。
通过对 ｘ、
ｙ、
ｚ 轴的界定，可以建立以 ｘ、

取决于液体的粘度、阻力和位差一样，组织

系。其模型是借助流体力学的原理而构建

ｙ、
ｚ 为坐标轴的三维空间坐标系 Ｒ３，形成知

知识的流动取决于该组织在知识流动中的

的，更多地说明影响知识流动的因素，而在

识扩散场的整体环境。设知识扩散源为原

区位、约束力和环境的力量。知识的流动可

揭示知识传播规律方面有些欠缺。

（０，
点，扩散环境最佳为 Ｏ
０，
０），｜ｘ｜、｜ｙ｜、｜ｚ｜越

以比喻成液体中的一颗粒子从一个组织里

１．４

基于物理
“场”
的研究角度

大越不利于扩散和吸收。知识扩散源在这个

移动到另一个组织里，
“粒子”在知识流动中

借助物理“场”的概念来研究知识扩散

空间里产生知识扩散场，处于此知识扩散场

所处的位置越深，在那里的流动越快。不同

规律的主要有张黎和芮明杰，两人同样建立

中的任一个吸收体 Ａ 依其在 ｘ、
ｙ、
ｚ 三方面

组织若在知识流动中处于同一深度（即具有

了三维的知识场，但建立的方式和对坐标轴

（ｘ、
，因而找到了
的情况得到一个坐标 Ａ
ｙ、
ｚ）

相似属性）
，则意味着其在“等压线”内，知识

的定义方式有所不同。

它在此场中的位置。扩散源和吸收体之间的

在其间更易流动。

张黎等借助现代物理理论中“场”的概

距离为｜ＯＡ｜＝ !ｘ２＋ｙ２＋ｚ２ ，可知距离越小，越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３５

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

利于扩散源的知识扩散。

比较关系来决定知识的传播结果。

芮明杰在研究高技术企业知识员工间

Ｃｈｉｈ Ｍｉｎｇ Ｔｓａｉ 根据 Ｗｉｌｋｉｎｓ 等人提出

的知识传播时建立了知识场模型 ，他认为

的基于知识的成本活动模型 ，建立了知识

高技术企业环境下的知识传播受到弥漫其

的扩散模型［１７］，
描述了知识的特征，
解释了单

中的知识影响力的作用，知识载体客观存在

个知识的扩散过程，并解释了知识的价值和

着知识影响力，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如

公司收益的动态联系。它所描述的扩散模型

果知识空间中某个知识源存在靠自己现有

表示如下：

［１５］

［１６］

Ｓ（ｔ）＝ＳＫ－ Ｘ（ｔ）＋ＳＬ－ Ｋ－ Ｘ（ｔ）

的存量知识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时，这就意味

＝Ｋｍａｘ×ｆｋ－ ｘ（ｔ）＋Ｉｍａｘ×ｆｌ－ ｋ－ ｘ（ｔ）

着存在知识缺口，这个缺口需要通过从其他

郁次郎“自我超越”模型的一个扩展［Ｊ］
．南开管
理评论，２００３，
（５）．
［４］郝建苹．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现状综述
［Ｊ］
．情报
（８）．
杂志，
２００３，
［５］Ｃ．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 Ｗｅａｖ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
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６］Ｗ． Ｓｃｈｒａｍｍ． Ｈｏ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ｒ－

知识源获得知识来弥补。此时，其周围会存

其中：
Ｓ（ｔ）表示增加的公司收益；ＳＫ－ Ｘ（ｔ）

在许多将其它源的知识推向该问题的电力

表示在时间 ｔ 由原有知识创造所增加的公司

［７］Ｈａｉ Ｚｈｕｇｅ．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ｅｅｒ－ｔｏ－

线。类似于正电荷周围存在发散的电力线一

收益；
ＳＬ－ Ｋ－ Ｘ（ｔ）表示在时间 ｔ 由增加的知识创

ｐｅｅｒ ｔｅａ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４．

样，所有的知识载体承载着各种知识，成为

造所增加的公司收益；
Ｋｍａｘ 表示知识价值的

２３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２３）：

一种发散的知识场。知识场的场强同样可以

最大值；Ｉｍａｘ 表示知识投资的最大值；ｆｋ－ ｘ（ｔ）表

－ ３０．

看成是三维空间坐标的函数，决定场强的变

示在时间 ｔ 由现有知识 Ｋ 对增加的公司收

量是：物理地理距离、心理距离和知识距离，

益的贡献率；ｆｌ－ ｋ－ ｘ（ｔ）表示在时间 ｔ 通过投资知

表示为 ＥＫ（ｇ，ｐ，ｓ）。物理距离表现为地理距

识创新对增加的公司总收益的贡献率。

［８］孙冉．论知识传播的生态模式［Ｊ］
．现代情报，
（５）．
２００５，
［９］
张生太，
段兴民．企业集团的隐性知识传播模型
研究［Ｊ］．系统工程，２００４，
（４）
．

离以及联系的便利程度，现代交通和通讯技

通过对知识价值和公司收益的动态联

术的发展缩短了地理距离；心理距离表现为

系进行描述，可以确定当企业投资知识传播

信任程度，双方越是信任，知识提供者越愿

和知识扩散时所能给企业带来的价值。Ｃｈｉｈ

意提供知识，知识接受者越愿意接纳对方提

Ｍｉｎｇ Ｔｓａｉ 等人是将基于成本活动的方法用

供的知识；知识距离表现为双方共同具有的

于建立知识扩散模型，基于成本的活动模型

知识基础量以及双方关于怎样与对方交流

只能静态地描述知识的价值，而建立的知识

特征及其相关性分析［Ｊ］
．自然辩证法研究，

的知识以及对对方拥有的知识及其可靠性

扩散模型能够帮助企业测量和预测企业利

（４）．
２００１，

的评价。

益和知识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且该模型

知识扩散场和知识场是借用自然科学
的概念，将用于“场”研究的物理和数学理论

围，同时也丰富了知识扩散的研究理论和方

同样适用。模型认为，知识的传播结果主要

法。

决定于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关系，跟知识传
播的影响因素差距较大，所以模型无法揭示

侧重于研究影响知识扩散的因素，并将这些

出知识传播的真正内在原因。

因素分类化，且寻找出相关的操作变量，然

２

结论

后用场的形式描述出来。通过知识扩散场，

情况下更容易传播，主要针对高技术知识员
工之间的知识转移。而对于企业的知识传播
来说，这两种描述很难解释知识如何在企业
内传播，而且都未考虑传播时间因素，因而
无法预测知识传播的结果。
１．５

从研究综述中可以发现，目前研究企业

（４）．
［Ｊ］．管理科学，２００５，
［１５］陈娟，芮明杰．高技术企业知识员工间的知识
（１０）．
传播模型［Ｊ］．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０４，
［１６］Ｗｉｌｋｉｎｓ，Ｊ．，ｖａｎ Ｗｅｇｅｎ，Ｂ．，＆ ｄｅ Ｈｏｏｇ，
Ｒ．． Ｕｎ－
ｏｖｅ－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１３（１），５５－ ７２．
［１７］Ｖｉｃｔｏｒ Ｂ Ｋ，Ｃｈｉｈ Ｍ 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科学规律来说明知识的传播规律，还没有形

［１８］吴晓波，
郭雯，
刘清华．知识管理模型研究述评

成一个权威的观点；而且每个角度的研究都
有可取之处，但并不深入，都有待进一步的
挖掘。
参考文献：
［１］Ｍａｒｙａｗ Ａ，Ｄｏｒｏｔｈｙ Ｅ Ｌ． Ｒｅｖｉ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
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１，２５（１）：１０７－ １３６．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１４］张黎，蓝峻．知识扩散场的构建、分析与应用

２００３，
（２５）：
１７７－ １８６．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从利益驱动角度来看知识传播，认为知
接受方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且由双方的利益

［１３］Ｈａｉ Ｚｈｕｇｅ．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ｔ－

知识传播规律的角度很多，且多为借助自然

基于利益驱动的研究角度

识的传播和扩散都是与知识传授方和知识

［１２］李顺才，
邹珊刚，
常荔．知识存量与流量：
内涵、

系，
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知识的传播规律，实际上对个体的知识转移

散；而芮明杰的知识场则说明了知识在何种

模型［Ｊ］．科研管理，２００３，
（１）．

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

散研究中，不仅开拓了场论研究的应用范

应用范围主要集中在人类知识的传播和扩

模型研究［Ｊ］．科研管理，２００４，
２５（４）．
［１１］朱少英，徐渝．基于组织学习的知识动态传播

（２２）：
３１３－ ３２０．
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

该模型虽然是站在公司的角度来看待

能够知晓知识更容易朝哪个方向移动，但其

［１０］张生太，
李涛，
段兴民．组织内部隐性知识传播

还能够帮助企业建立一套知识管理战略体

有机地移植到属于经济科学范畴的知识扩

张黎等人所研究的知识扩散场更多地

３６

［３］耿新．知识创造的 ＩＤＥ－ ＳＥＣＩ 模型——
—对野中

［２］Ｎｏｎａｋａ Ｉ．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１，６９（６）：９６．

（１２）
［Ｊ］．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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