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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预见研究进展综述*
陈云伟 渊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041冤
摘要 文章从技术预见的研究历史尧国际格局尧功能尧应用领域和方法等角度出发袁对近年来国际上对
技术预见的理论尧方法及应用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袁侧重对新概念尧新思路尧新应用等进行分析与总结袁并对其
功能与应用前景进行讨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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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co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foresight through the follow鄄
ing aspects: history, international pattern, functions, application fields and methods.This paper emphasized on the new
concepts, ideas and usages, and discussed the functions and prospects of technology for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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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预见渊technology foresight冤是指对未来提出合
理陈述或说明袁 并采用广泛的行动对这些陈述和说明
进行解释的一种行为袁 是为应对未来挑战而开展的共
同学习过程袁 技术预见的研究范围不仅包含技术本身
及其应用袁还包括公共政策和社会挑战 [1]遥 Amanatidou
等[2]在 2014 年指出袁技术预见的主要影响包括知识尧网
络创造和促进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遥 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对技术预见的定义为院野技术预见是技术
发展过程中的最上游元素袁 为规划和制定指导特定技
术基础结构的政策和战略提供决策支持遥 技术预见在
技术管理和技术转移领域为创新尧鼓励和扶持企业提供
支持袁最终带来增强的竞争力和增长冶[3]遥 技术预见的主
要目标包括院探求未来机会以设定科学与创新活动的优
先投资领域曰再定位创新系统曰验证创新系统的活力曰为
战略决策制定活动引入新的参与者曰构建跨领域尧跨部
门和市场的或围绕特定问题的新的网络和链接[4]遥
技术预见这个专有词组由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

Irvine 和 Martin 两位学者明确提出[5,6]袁20 世纪90 年代开
始在欧洲得到广泛应用袁并快速传播到其他国家[7]遥 到
目前为止袁已有大量研究开始相关分析工作袁本文将从
技术预见研究的功能尧 应用领域和方法等角度进行归
纳袁 同时结合技术预见研究相关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
析袁揭示技术预见研究的发展历程尧国际研究格局等信
息遥 本文采用的文献计量分析数据来自 WOS 数据库袁
采用野TS=foresight冶检索 2014 年以前 WOS 收录的 arti鄄
cle尧letter尧proceedings paper 和 review 四种文献 类 型 袁
去 除 Web of Science 类 别 中 野psychology*尧neuro鄄
sciences尧psychiatry尧ethics尧behavioral sciences尧meteo鄄
rology & atmospheric sciences尧cultural studies冶 等与技
术预测研究弱相关或不相关的文献袁总计获得 2139 篇
文献袁数据下载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遥
2 技术预见相近概念关系分析
当前有多个概念与技术预见在发展及影响方面具
有相似性或部分重叠性袁主要包括技术监测渊technology
monitoring冤尧技术情报渊technology intelligence冤尧技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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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野西部之光冶人才培养计划野引文耦合网络演化分析及在科技评价与预测中的应用研究冶渊编号院科发人字也2013页165 号渊3-6冤冤的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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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渊technology forecasting冤尧技 术 路线 图 渊roadmapping冤
和技术评估渊assessment冤等袁这些方法常常利用相似的
工具并且得到相似的结果[8]袁所有这些相似的方法同时
又 都可 以 被 用 于技 术 未来 分 析 渊Technology Futures
Analysis袁TFA冤[9]遥 这几个相似概念的界定与区别列举如
下院渊1冤技术监测袁也称为技术观察渊watch冤或技术预警
渊alerts冤袁 主要是收集信息并对信息加以解释和说明遥
渊2冤技术情报袁也称为竞争情报渊competitive intelligence冤袁
主要是将信息转化为有用的情报遥
渊3冤技术预测袁预判变化的方向和步
骤遥 渊4冤技术路线图袁与预期的技术
和产品发展相关的计划制定遥 渊5冤技
术评估袁 主要是技术的影响力评估袁 论
也包括战略环境评估遥 渊6冤技术预见袁 文
也称为国际和区域预见袁 如预见有 数
效的发展战略袁常包括参与机制遥
在上述几个 相 近 的 TFA 技 术
中袁 技术预测与技术预见这两个概
念最易混淆袁也常常被混用或错用遥
事实上袁 这两个概念在应用时有较
为明确的界定袁 技术预测分析常常
聚焦于特定技术本身袁 是描绘未来
某个时间某个技术的产生尧 表现特
征及影响的系统过程曰 而技术预见
则通常是指鉴别未来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和环境相互
作用的系统过程袁 目的是指导实际行动以创造更加美
好的未来[9]遥 从应用区域角度分析袁受到社会期望与市
场和政府差异的影响袁 这些 TFA 概念的应用还具有区
域差异性袁工业路线图的研究主要由私有部门牵头袁在
美国尤为流行曰而预见研究则常常由政府主导袁目前已
成为欧洲国家的优先选项遥 从使用者的角度分析袁政府
机构通常倾向于利用区分想法和行动的概念袁 如 野评
估冶和野预见冶曰而企业界倾向于利用链接想法和行动的
概念袁如野路线图冶和野竞争情报冶[8]遥
3 技术预见研究的发展历史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袁 技术预见的概念最早由
John Irvine 和 Ben Martin 两位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提出 [5,6]袁随后在欧洲范围内得以快速发展袁并快速影响
到全球范围 [7,10]遥 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包括他们撰写的
Foresight in Science [5] 渊1984冤 和 Research Foresight [6]
渊1989冤遥 事实上袁预见野foresight冶这个词的使用历史要
早得多袁 在本文计量统计的论文数据中袁 最早在 1900
年就有 foresight 的论文出现袁 只是应用于天气预报的
描述 袁属于物理领域 [11]遥 在本文所检索的 2139 篇文献
中袁在 80 年代以前袁已有 1 篇 1977 年发表的经济学领
域的论文被引频次高达 277 次袁在 2139 篇文献中的被
引频次排名中位居第三位袁 是技术预见领域研究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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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代表作之一袁 核心内容是构建了一个服务于企业的 论
平衡预见模型[12]遥
探
图 1 描绘了技术预见研究论文的逐年发展态势袁 索
数据显示袁虽然野预见冶这个词在文献中出现的历史较
久袁 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袁20 世纪 90 年
代以前袁论文产出数量较少袁进入 90 年代以后才开始
真正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袁特别是在 2006 年以后袁又进
入了论文数量急剧增长的阶段遥

发表年
图 1 技术预见论文逐年发展态势

为了考察在技术预见研究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引
领或传承作用的研究成果袁 揭示技术预见发展过程中
的关键研究成果袁呈现技术预见研究的核心发展脉络袁
本文分析了图 1 中呈现的技术预见发展的三个时期中
的高被引论文发现袁 在 1990 年以前的高被引论文中袁
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面向未来和发展的政策制定研究
方面遥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袁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主
题主要包括针对技术预见方法的讨论和商业前景预见
领域袁例如袁Martin[13]在 1995 年论述了美国尧日本尧荷兰尧
德国尧澳大利亚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家在利用技术预见
的方法以帮助选择和寻找具有长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研究领域方面的研究工作袁 并对相应的技术预见模型
和方法开展了比较分析曰Hamel 和 Prahalad[14]在 1994年
讨论了企业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尧 在未来
发挥引领作用曰vanRaan[15]在 1996 年对文献计量分析方
法在技术预见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系统讨论遥 2007 年以
后的高被引论文多数都是有关针对特定领域的研究袁例
如对全球农业最主要的 100 个问题的预见研究[16]袁适应气
候变化的社会阻力因素研究[17]袁未来能源技术预见研究[18]袁
新兴热点技术如纳米技术的未来发展预见研究[19]等遥
4 技术预见研究的国际格局
2139 篇技术预见的论文来自 73 个国家或地区袁其
中美国的论文数量最多袁达到 521 篇袁论文数量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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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篇以上的国家还包括英国尧德国和法国遥本文利用 SCI2
探 软件分析技术预见论文的国家合作网络渊见图 2冤发现袁
索 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技术预见研究的主要国家袁 不仅论
文数量多袁且合作关系也较为紧密袁其中美国和英国处
于国际技术预见研究的中心地位遥 而以中国尧日本和中
国台湾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论文数量普遍不及
欧洲国家袁 在国家合作上仅中国在与美国的合作上有
较好的表现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水平则较低遥

论文数
渊节点冤

合作数
渊边冤
图 2 技术预见论文国家(地区)合作网络

技术预见研究这一概念诞生于英国袁 在欧洲范围
内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袁 并在美国开展了广泛的研
究袁 而其在亚洲国家中被研究与应用的程度还相对较
弱袁 表 1 是对各国家/地区的技术预见研究重点主题分
布情况进行的归纳遥 在功能角度袁支撑战略决策尧政策
制定尧研发项目布局以及风险评估均是欧洲尧美国和亚
洲的研究焦点曰在应用领域角度袁欧洲国家涉及领域最
广袁而亚洲国家的应用领域则较为分散且重点不显著袁
仅在产品与质量评估以及中国问题分析领域有一定数
量的文献分布袁而欧洲和美国对可持续发展尧环境尧能
源尧气候变化尧纳米技术等领域均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曰
在方法角度袁美国专门针对技术预见方法研究的成果较
少袁欧洲国家对德尔菲尧模型尧情景分析尧重叠模型尧专家
小组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均有较多成果袁亚洲国
表 1 美国尧欧洲和亚洲技术预见重点研究主题统计

功能
应用
领域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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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战略决策尧 创新尧 研发尧政
策尧风险
可持续发展尧环境尧能源尧气
候变化尧 纳米技术尧ICT尧经
济尧政府尧农业尧洪水尧食品尧
产品与产量
德尔菲尧模型尧情景分析尧重
叠模型尧专家小组尧社会网
络分析

美国
战略决策尧创新尧研发尧
政策尧风险
可持续发展尧 环境尧能
源尧气候变化尧纳米技
术尧政府尧财政尧产品与
产量
情景分析

亚洲
战略决策尧 研发尧政
策尧风险
产品与产量尧 中国问
题
德尔菲尧情景分析尧专
利尧文本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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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则在专利用于技术预见的研究方面具有优势遥
5 技术预见的功能
技术预见的产品通常包括战略建议和指导意见尧
特定技术或其成果尧市场价格或趋势尧产品产量等遥 早
期的技术预见研究通常受到修改科技政策的驱动袁特
别是为设定科技资助优先领域提供决策依据遥 例如袁英
国在 1993 年组织了英国技术预见项目袁重点对那些可
对经济和渊或冤社会众多部门带来显著益处和贡献的通
用技术开展预见研究[20]遥 匈牙利在 1997 年组织开展了
大规模的基于德尔菲法的技术预见项目袁 重点为满足
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学的需求[21]遥
而 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以来袁相当多的研究则
关注于研究与分析教育尧环境尧健康和环境等领域所面
临的挑战等问题 [1]袁特别是商业尧管理与政策研究则日
益受到关注遥例如袁Carlson[22]在 2004 年开展了利用技术
预见创造商业价值的研究袁Sanz-Menendez 等[23]在 2001
年利用技术预见作为制定政策的一个有用的工具遥
Havas[24]在 2010 年分析了预见对创新政策制定的影响袁
指出技术预见可以在政策的制定尧 咨询和促进三个大
的方面发挥作用袁技术预见有助于减少技术尧经济和社
会不确定性袁 通过凝聚多领域和团体的参与者而使政
策更具操作性袁 有利于 获得更为广泛的公众支持遥
Weigand[25]在 2014 年采用联合预见的方法作为长期战
略计划的补充袁 联合预见通过改进长期战略的构思过
程尧问题定义和获得一致同意袁增强了编制长期战略的
弹性袁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增加了观点的种类袁提高战略
选择性遥 在此项研究中袁 结构性对话设计渊Structured
Dialogic Design袁SDD冤方法被用作传统的基于能力的计
划制定过程渊Capabilities-Based Planning袁CBP冤的战略
计划制定方法的补充遥
6 技术预见的应用领域
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成为技术预见研究的应用
对象 袁例如 Linstone[26]在 2011 年分析了在工业社会 尧信
息社会和未来分子社会三个时代中影响技术预见的特
定因素袁并讨论了未来分子社会渊主要包含纳米技术尧
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冤 技术预见的应用及方法所面临
的挑战与机会袁 指出信息技术与分子技术的融合将变
革创新过程袁将不仅转变技术预测的调控作用袁还将转
变技术预见与计划的过程遥 Weinberger 等[27]在 2012 年
对环境技术领域开展了一项技术预见研究袁 目的是为
识别未来研究资助的优先领域提供支持遥 Cook 等[28]在
2014 年指出袁 技术预见或将在环境决策中发挥更重要
的调控作用袁主要参与途径包括检测现有问题尧识别新
兴威胁尧鉴别有前景的机会尧测试政策的弹性以及定义
研究日程遥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更多地讨论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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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信息技术的角色和作用袁例如袁Markus 和Mentzer[29]
在 2014 年 利用技术预见工具讨论 了 信 息通 讯 技 术
渊ICT冤领域未来的正面和负面结果遥 Zhang 等[30]在 2014
年对全球虚拟世界市场的前景和挑战进行了预见袁指
出全球虚拟世界所面临的普遍挑战是如何留住用户袁
新兴市场渊如中国冤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实现虚拟世界的
本土化袁预计对信息技术研究人员来说袁基于虚拟世界
的在线学习以及商业创新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遥
Battistella[31]在 2014 年对电信企业开展了一次多实证对
象的企业预见研究袁 以八家电信企业为实证对象研究
了企业预见工作的组织与实施问题遥 此外袁技术预见研
究也被用于教育研究[32,33]和药物发现等领域[34]遥
7 技术预见的方法
目前已有许多方法被用于技术预见分析袁 主要方
法包括同行评议与德尔菲法尧文献计量学方法尧科学地
图方法尧系统与建模等遥
7.1 同行评议与德尔菲法
同行评议与德尔菲法常被用于技术预见与技术预
测分析袁 其特点在于在技术预见过程中汇集专家群体
的智慧和经验遥1973 年以来袁日本采用德尔菲法开展了
多次技术预见活动袁其他诸如英国尧德国尧芬兰等欧洲
国家也在技术预见中采用了德尔菲法遥 例如袁德国联邦
教研部渊BMBF冤在 2001 年在研讨组形式的基础上提出
了名为 Futur 的野德国研究对话冶方法袁其核心思想是以
工作组面对面的讨论作为讨论的中心媒介袁 而互联网
则用于提供信息和交流平台袁 同时保证整个预见过程
的透明度[35]遥Lintonen 等[34]在 2014 年利用芬兰的欧盟国
家网络中的 43 名药物专家组建成一个德尔菲专家小
组袁对芬兰 2020 年的药物形势的变化趋势开展了预见
研究袁专家主要来自公共部门袁领域涉及社会科学尧医
学尧化学尧政策研究尧行政事务和法律等遥
当德尔菲法在技术预见工作中得以广泛应用的同
时袁该方法的缺陷与不足也日益获得关注袁张冬梅和曾
忠禄[36]指出袁德尔菲法用于技术预见存在有参考点效应
和证实性偏差两大缺陷袁 如果专家的信息源和分析信
息的方法存在缺陷袁 将导致专家的知识参考点不够全
面袁而专家一旦在预见工作开始时产生了错误的观点尧
预期或假设袁 在随后的预见过程中也很容易将焦点置
于支持其最初观点尧预期或假设上袁进而忽略更多的其
他反证信息袁 因此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预见结果遥 因
此袁在技术预见实施过程中袁需要优化专家队伍的学科
结构袁同时还需为专家群体提供必要的辅助信息遥 当前
在技术预见的方法研究层面袁 已有学者开始针对德尔
菲法的优化进行研究遥 例如袁Forster 和 Gracht[37]在 2014
年对基于公司内外部参与者对战略预见研究的德尔菲
专家小组组成结构进行了评估袁 发现基于内部和外部
两类专家小组的德尔菲法技术预见结果有显著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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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对战略决策也会提出不同的咨询建议遥 因此袁公司 论
企业在开展德尔菲技术预见活动中袁 需根据目的与目 探
标构建适当的专家小组遥徐磊[38]提出了将德尔菲法和技 索
术路线图发进行对接的方法袁 实现将德尔菲调查得出
的基于专家智慧的权威数据对技术路线图中所涉及的
技术尧产品进行有效的说明和补充袁通过融合德尔菲法
和技术路线图的优点袁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预见方
法的不足遥 有效地将需求分析尧德尔菲调查和技术路线
图的绘制结合在一起袁 不仅起到了对未来技术发展的
预测作用袁而且囊括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愿景的描绘遥
7.2 计量学方法
技术预见的一个典型方法就是文献计量学方法袁
早在 1996 年袁 vanRaan[15]就已经对文献计量学方法用
于评估研究表现和监测科学发展的应用潜力与不足进
行了概述与分析袁 指出研究表现评估是基于论文数与
引文数据的高级分析遥 近年来也有多个工作开展基于
科学计量学方法的技术预见研究袁事实上袁计量学方法
在技术预见研究中的应用涵盖文献计量学分析 尧 科学
计量学分析尧引文分析尧专利分析等广泛的领域遥
王金鹏[39]在 2011 年研究了在技术预见的实施过程
中袁在组建专家团队尧确定课题尧提高专家预见能力等
环节引入科学计量方法的必要性袁并通过实证分析袁论
证了科学计量方法在技术预见中应用的可行性袁 证实
了一套新的基于野专家智慧+定量数据+科学方法冶的技
术预见优化模型框架的有效性遥
引文分析法可以通过分析引文网络中的关键节
点袁挖掘技术发展的主路径袁能更好地揭示研究主流袁
发现新兴领域袁 为技术预见提供学科研究基础结构的
保障遥 例如袁韩毅等[40]利用基于引文的主路径方法分析
了富勒烯领域的领域演化结构袁 揭示了主路径组分析
方法与高被引方法的不同袁 证明了主路径分析方法的
独特性遥
张冬梅和曾忠禄 [41]在 2010 年指出袁专利分析可作
为德尔菲法专家技术预见的参考点袁 克服参考点效应
和证实性偏差遥 例如袁他们构建了一个将专利分析与技
术环境监测整合在一起的技术预见模型袁 能有效减少
专家在预见过程中的认知偏差袁 增强了技术预见工作
的系统性袁还可及时确认或修正预见结果遥
7.3 科学地图方法
科学地图渊Science map冤是一种采用可视化图形来
描述科学问题的研究方法袁 其目的是探究某一特定科
学领域的研究前沿[42]遥科学地图方法早已被广泛用于技
术预见工作中袁在监测科学发展过程中袁科学地图方法
是一个必需的工具遥 例如袁Yoog 等 [43]在 2010 年开发了
一个基于关键词的科学地图袁 用于制定支持有前景的
研发领域的政策和长期研究计划遥
叶继涛[44]对技术预见与专利地图进行了关联分析袁
提出了构建基于专利地图基础上的技术预见法袁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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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将专利地图方法用于技术预见可以用来分析发展态
探 势尧研发态势和研发优势袁有助于提高技术预见工作中
索 提高知识产权布局的水平袁提高预见成果的质量袁丰富
和完善技术预见方法遥
王伟军和王金鹏[45]在 2010 年探讨了将科学地图方
法用于技术预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袁 指出将科学地图
方法用于技术预见具有以下优势院 有助于确定科学发
展趋势和把握主流研究领域袁 有助于客观地选择专家
队伍并构建高质量专家组袁 有助于通过揭示科技演化
路径而提高预见能力袁此外袁还可以为技术预见工作提
供情报支撑乃至作为技术预见成果的表达形式遥
7.4 系统与建模
从前文的介绍可见袁 虽然技术预见的概念和实践
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袁 然而受困于技术预见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差距袁 已有针对技术预见的研究工作多数都是
描述性的介绍袁为此袁Andersen 等[46]在 2014 年构建了一
个基于创新系统的技术预见理论基础结构和步骤袁如
图 3 所示遥 基于此袁他们对创新系统方法的理论元素如
何在预见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行了讨论袁
并在北欧国家设施管理部门的技术预见工作中对创新
系统方法的应用开展了应用研究[47]遥Battistella[31]在 2014
年讨论了企业预见的设计及组织方案袁 分析了企业预
见的组织结构尧协作机制尧决策过程和控制系统四个主
要方面的关键问题袁 并围绕这四个方面系统地讨论了
提高企业预见成效的方法遥

图 3 技术预见的常规阶段和步骤[46]

建模与系统方法应用与技术预见研究的优势在于
以客观的可计算的数据为依据进行预见袁 可以克服专
家小组个人主观判断误差或偏差对预见结果的影响袁
提高技术预见结果的科学性及准确性遥 然而袁目前在技
术预见研究中依然是定性研究占据主流袁 即使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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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数据的计量分析与科学地图分析也仍旧是作为技
术预见整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袁 多数情况
是作为定性分析的一种客观证据遥 虽然目前也有一些
关于优化实施流程和步骤的研究袁 但仍停留在操作层
面的规范化袁还缺少基于模型的系统化尧定量化的研究
工作遥 典型的几项与系统与建模研究相关的工作包括院
早在 2003 年袁Salo 等 [48]就提出了 SMART尧AHP尧PRIME
和 DEA 等多指标方法在技术预见领域的应用潜力袁并
对二者之间的异同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遥 他们指出袁与
德尔菲法相比袁 多指标分析的重点在于比较指导未来
行动多个选项间的替代性袁 而德尔菲法强调的是对未
来发展潜力的描绘遥 Shiue 和 Lin[49]在 2011 年开发了一
个 MASA 预见模型用于评估用于电动汽车工具的未来
技术袁该研究整合了想象尧链接分析规划尧马尔科夫链和
情景分析方法袁同时还对现有模型进行了改进遥 Chen[50]
在 2012 年提出了一个结构变异模型渊structural variation
model冤用于回答哪种类型的信息能作为潜在的有价值想
法的早期信号遥
8 结语
尽管技术预见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袁 但其未来
应用及影响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袁其
未来应用总体上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体现院第一袁
技术预见将成为一种精细的政策制定工具曰第二袁技术
预见将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内在成分袁在政策制定尧
咨询和实施方面发挥重要调控作用曰第三袁技术预见将
成为构建政策制定系统的自反性的引领者曰第四袁技术
预见还将作为影响力评估的重要工具[24]遥
然而袁 仅依赖当前的方法还很难支撑技术预见实
现上述功能袁 技术预见方法中如何提高基于客观数据
的定量研究的比重袁 如何构建有效的系统化的技术预
见模型将成为未来技术预见方法学研究的重点遥 特别
是在当前大数据研究热潮的大背景下袁 如何从海量的
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支撑面向未来的技术预见
是当前亟须关注并探索解决方案的重点遥
同时袁在我国袁得益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明
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袁 为各类智库发展
提供了广阔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遥 技术预见作为组
织开展智库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袁 随着我国智库建
设的稳步推进袁 技术预见的理论方法研究及实践应用
将在我国取得长足的发展遥
因此袁对于图书情报部门而言袁利用自身拥有的数
据资源与方法学优势袁研究并构建基于大数据尧面向技
术预见的算法尧模型和系统袁积极参与到国家尧机构和
企业各个层面的技术预见实践中去袁 这将是新时期图
书情报系统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遥 在具体操作上袁首
先袁建议拥有数据资源的图书情报机构加强特色型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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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型数据库开发与建设工作袁特别要重视多源数据尧多
属性关联关系的构建袁 为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技术预见
工作提供数据基础曰第二袁建议拥有多学科背景人才的
新型知识服务型图书情报机构袁 加强对科技政策尧规
划尧项目尧行动尧科技史尧科技前沿等知识和信息的跟踪
和凝练袁全面尧及时地把握学科新动向曰第三袁发挥图书
情报机构所普遍拥有的信息技术优势和情报分析优
势袁 加强技术与方法的融合袁 开发支撑技术预见的工
具曰最后袁充分利用图书情报机构与科研一线人员直接
交流的优势袁 如学科馆员与科研一线科学家的稳定互
动关系袁组建务实的尧高水平的专家团队袁有效开展德
尔菲分析袁针对国家学科布局尧学科方向选择尧重大项
目设置等问题袁提出有价值的技术预见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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