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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学术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要： 介绍了泛在学术 （ UA） 环境及其特点，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分析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摘

因素，建立了影响因素研究模型，以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及研究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感知有用性和知识质量对 UA 环境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而对科研人员参与 UA 环境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感知成本和感知风险对 UA 环境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进而对科研人员参与 UA 环境知识共享行为有负影响。
关键词： 泛在学术环境； 知识共享； 科研人员； 影响因素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Ubiquitous Academic （ UA） environm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in the UA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model of influence factors. Taking the research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the object of survey，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perception usability and knowledge
quality have obvious positive influence on UA environment trust，and further have obvious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earchers' participation in knowledge sharing in the UA environment. The perception cost and risk have obvious negative influence on UA environment
trust，and further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researchers' participation in knowledge sharing in the UA environment.
Keywords： ubiquitous academic environment； knowledge shar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influence factor
1991 年，施乐实验室的科学家 M. Weiser 提出一种超

别是融合 （ Convergence） 、内容 （ Contents） 、计算 （ Com-

越桌 面 计 算 的 全 新 计 算 模 式———泛 在 计 算 （ Ubiquitous

puting） 、 通 信 （ Communication ） 、 连 接 （ Connectivity ） ；

Computing ，UC） ，描述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5A 分别是任意时间 （ Any Time） 、任意地点 （ Any Place） 、

都可以利用合适的终端设备与网络进行连接，获取个性化

任意服务 （ Any Service） 、任何网络 （ Any Network） 和任

［1］

。此后，在 UC 的基础上，日本和韩国提出

［4］
何对象 （ Any Object） 。目前，当科研人员利用互联网

了泛在网络 （ Ubiquitous Network） 、欧盟提出了环境感知

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需要首先掌握相关的技术知识或检

智能 （ Ambient Intelligence） 、美 国 提 出 了 泛 在 知 识 环 境

索技巧，虽然这些技术技巧可能跟当前研究任务没有必然

（ Ubiquitous Knowledge Environment） 等描述不同但内涵一

联系，但其实在无形中增加了科研人员的认知负担，并且

信息及服务

［2］

致的概念

。尽管这些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内

很容易使科研人员产生挫折感，分散注意力。然而在 UA

容都是构建一个充满计算和通信能力，且与人们逐渐地融

环境下，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具有积极主动性。科研人员

合在一起的环境，来推动信息服务的发展和变革。信息社

需要关注的将是研究课题 / 目标本身，而不是外围的学习

会的理想正在逐步走向现实，强调网络与应用的 “无所

工具或环境因素。技术对人而言，会是透明的，科研人员

不在” 或 “泛在” 通信理念的特征正日益凸显， “Ubiqui-

甚至不会注意到，这样科研人员就可以更顺利、更自然地

tous” 将成为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U 环境 （ 也称为泛在

将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任务本身，而不是技术环境。UA 环

环境或泛在网络） 作为未来信息社会的重要载体和基础设

境帮 助 人 类 实 现 “4A” 化 通 信，即 在 任 何 时 间 （ Any-

［3］

施，对其研究已得到国际普遍范围的重视

1

。

文献评述

time） 、任何地点 （ Anywhere） 、任何人 （ Anyone） 、任何
物 （ Anything） 都能顺畅地通信，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和知识，从而轻松地完成科研任务。
［5］

泛在学术 （ Ubiquitous Academic，UA） 环境是指在泛
在计算技术支持下的学术环境。泛在计算技术应用于科学

国外学者 Ipe
［8］

等

，Jrvenp 等［6］ ，Bartold 等［7］ ，Hooff

，Preseotte［9］ 都对知识共享进行了研究，他们界定的

技术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构建一个泛在学术平台

知识共享共同点在于： 强调个体与他人、组织之间知识的

或环境。UA 环境关键特征可以总结为 “5C + 5A”，5C 分

扩散、传递、吸收和使用的过程。但在 UA 环境下，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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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难，如缺乏面对面的

研人员参与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的行为，同时感知有用性

交流，增大了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 科研人员不愿意贡献

和知识质量也被认为直接影响科研人员参与 UA 环境下知

知识； 科研人员不愿意 （ 或不能有效） 利用其他成员贡

识共享的行为。
研究表明，用户的使用态度受感知技术有用性影响，

献的知识； 科研人员之间信任度不够等。这值得我们对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继而影响新技术被用户采纳和使用。技术接受模型被广泛

L. C. Jeffrey 和 B. Teng 从知识情境、关系情境、接受者情

用来解释用户对一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

境和活动情境 4 个方面对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是技术接受模型的两个主要成分之一，有用性是指用户采

［10］

［15］

。感知有用性

。S. Sanjeev 和 B. Gee-Woo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电子

用新技术后能提高用户的工作绩效。后来，很多学者在研

知识库中知识求知行为激励和抑制因素进行了研究，这些

究中引入技术接受模型，考察技术接受模型与信任之间的

因素包括信任、知识异步、共享规范、兼容性、可感知的

关系，实证了信任和感知有用性对网上购物动机有显著的

究

［11］

有用 性、 求 知 努 力、 未 来 的 义 务、 自 我 效 能 等

。

［16-17］

影响

。Kim 等人研究了消费者使用移动银行动机和信

B. Gee-Woo 等人探讨了协同规范如何与其他前因 （ 包括知

任的关系，他实证了消费者感知的移动银行的相对利益对

识增长、资源便利条件和自我效能） 一起影响知识查找

消费者初始信任和使用移动银行动机有显著的影响

［12］

行为

。张爽等从个体知识共享动因角度出发，研究发

现知识共享态度、信任 （ 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 和自我效

［18］

扩展到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可以作出如
下假设：
H1： 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参

能都能较好地预测知识共享行为。同时发现，态度和自我
［13］

效能部分地通过信任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产生

。谢荷

与知识共享的行为。
H2： 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

锋等从企业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性质和类别出发，选择知
识密集性行业员工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不同类型的知识

信任。
一般研究都认为，成本对用户选择服务的负面影响。

分享行为所受激励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激励和心理
激励对企业员工知识分享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经济激励
［14］

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对科研

。

科研人员在使用 UA 环境发生知识共享行为的过程中，必
然要付出一定的时间、货币、精力和体力。如果科研用户
感知 UA 环境对自己非常有用，他对感知成本的可接受程

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科研人员要快速了解本学科领域的

度就高，同时也会影响他对 UA 环境的信任感。因此，提

知识以及掌握学科发展动态，对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也产

出假设：
H3： 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

生了新的需求。感知有用性以及知识质量会影响科研人员
对 UA 环境的信任和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行为，而感知成

信任。
Bauer 将心理学概念 “感知风险” 引入到研究消费者

本与风险也对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信任产生影响，从而影
响着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

2

研究模型和假设
基于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 UA 环

行为中，认为由于任何购买行为都将带来一定程度上难以
精准预测的后果，某些后果是令人不悦的，故产生感知风
［19］

险

。考虑到 UA 环境在不断发展中，存在不稳定性和

不完善性，科研用户感知风险可能是影响其对 UA 环境信

境下科研人员参与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任的重要因素。科研人员对风险的感知主要基于泄露隐私

所示。模型假设包括 4 个因素： 感知有用性、感知成本、

信息和个人知识流失等。因此，提出假设：

感知风险和知识质量共同决定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信
任。信任的前因通过信任变量影响用户参与 UA 环境下知
识共享的行为。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信任将直接影响科

H4： 感知风险显著负向影响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
信任。
科研人员通过知识共享获取知识，若所共享的知识质
量低下，则影响科研人员的知识吸收和消化，或给科研人
员带来误导，甚至知识会转变为无用的信息，势必导致科
研人员放弃在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所以，在 UA 环境下
共享知识的质量显然会影响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信任，
进而会影响科研人员参与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的行为。因
此，提出以下假设：

图1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参与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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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本文选取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为调研对

H6： 知识质量显著正向影响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参与
知识共享的行为。

放调查问卷 330 份，回收调查问卷 293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对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表明，客户信任影响其利用网
络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意愿。客户对电子商务网站越信任，
［16］

就越有可能使用电子商务网站实行相应的购买行为

。

扩展到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研究，提出

276 份，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88. 8% ，有效回收率为 83. 6% 。

4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模型进行

检验。首先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样本数据的 KMO （ Kai-

假设：
H7： 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科研人
员参与知识共享的行为。

3

象，通过参加会议现场收发以及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

ser-Meyer-Olkin） 值，进行 Bartlett 检验。数据处理结果得
出，KMO 的值为 0. 831，Bartlett 检验的结果表明在 0. 001
的水平显著，说明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方差最

模型变量与数据收集

大正交旋转后，获得因子负载矩阵及解释的方差见表 2。

对模型包括的 6 个变量采用多指标进行测度。通过文

抽取的因子有 6 个，解释了 75. 263% 的方差。各指标在其

献研究，结合专家访谈调研，提取各变量的指标，并适当

对应因子的负载远大于在其他因子的交叉负载，表明各指

对初始量表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了正式的研究问卷。所有

标都能有效地反映其对应因子，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指标采 用 7 点 李 克 特 （ Likert） 法，从 “强 烈 不 认 同 ”
（ 1） 到 “强烈认同” （ 7） 。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1
变量

感知有
用性

测度项内容

Q1

UA 环境下可以有效地搜索到
需要的知识

Q2

UA 环境下可以方便发布信息
或知识

Q3
Q4
感知
成本

感知
风险

知识
质量

参与 UA
环境知
识共享

UA 环境下可以增加与其他学
者沟通的效率

0. 81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各测度项具有较好的
量表来源

内容一致性。
表2

旋转后因子负载矩阵
Component

［15］

Davis
和
Kim［18］

感觉 UA 环境非常有用

Q5

使用 UA 环境要承担更多经济
上的成本

Q6

使用 UA 环境要花费更多时间
和精力

Q7

当在 UA 环境下发布知识或信
息时会感到不安全

Q8

担心在 UA 环境下个人信息或
Featherman［21］
隐私会泄漏

Q9

担 心 在 UA 环 境 下 共 享 知 识
时，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

Q10

UA 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
应用

Q11

利用 UA 环境中的知识很方便

Q12

感觉在 UA 环境中获得的知识
新颖、有价值

Q13
UA
环境
信任

ability，CR） 计 算 见 表 3，各 标 准 α 值 和 CR 值 都 大 于

模型变量及测度指标

测度项

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 值和复合信度 （ Composite Reli-

Dahlberg［20］

Loiacono［22］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解释方差
累积解释
方差

1
0. 811
0. 571
0. 770
0. 844
0. 134
－ 0. 172
0. 146
－ 0. 139
0. 130
0. 054
0. 196
0. 175
0. 041
0. 180
0. 175
0. 192
0. 003
15. 679

2
－ 0. 057
0. 270
0. 406
0. 257
－ 0. 175
－ 0. 045
－ 0. 152
－ 0. 153
－ 0. 015
0. 159
0. 449
0. 074
0. 834
0. 846
0. 736
0. 280
0. 302
14. 220

3
－ 0. 138
－ 0. 019
0. 091
0. 061
－ 0. 050
0. 254
0. 642
0. 900
0. 882
－ 0. 103
－ 0. 116
－ 0. 453
0. 081
－ 0. 259
0. 299
－ 0. 055
－ 0. 239
13. 947

4
0. 025
0. 127
0. 332
0. 180
0. 032
－ 0. 108
0. 131
－ 0. 129
－ 0. 221
－ 0. 066
－ 0. 222
－ 0. 053
0. 244
0. 085
0. 134
0. 831
0. 763
11. 866

5
0. 117
0. 266
0. 141
－ 0. 229
0. 085
0. 298
0. 219
0. 070
0. 132
0. 687
0. 699
0. 850
0. 142
－ 0. 029
－ 0. 171
－ 0. 102
0. 120
10. 329

15. 679

29. 899

43. 846

55. 712

66. 104 75. 263

表3

标准 α 值和 CR 值

UA 环境是值得信任的

Q14

UA 环境知识共享和服务机制
是安全有效的

Q15

UA 环境提供的知识和服务是
可信赖的

Q16

若有机会，就会使用 UA 环境

Q17

如果现在正在使用，将会继续
使用 UA 环境共享知识

·情报理论与实践·

感知
有用性

［23］

C. Chiu

Cronbach's α 0. 818
CR
Pavlou［13］

0. 892

6
0. 299
－ 0. 085
－ 0. 046
0. 125
0. 936
0. 739
－ 0. 180
0. 005
－ 0. 102
0. 271
－ 0. 115
－ 0. 137
－ 0. 189
－ 0. 050
0. 090
0. 005
－ 0. 048
9. 159

参与 UA
UA 环境
环境知
信任
识共享

感知
成本

感知
风险

知识
质量

0. 865

0. 870

0. 833

0. 811

0. 881

0. 890

0. 936

0. 944

0. 918

0. 924

借助偏最小二乘 （ Partial Least Square） 方法对结构模
型进行估计，最终运算结果见图 2。图 2 中，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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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 “＊＊” p ＜ 0. 001，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 0. 05、

具体行为特征，对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共享行为量表

0. 01 和 0. 001 的条件下显著。

进一步设计和完善，使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从而对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共享行为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更加
深入的探讨，为促进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共享、知识
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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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模型分析结果

感知有用性对 UA 环境信任和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的
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1 和 H2 得到验证，表明技
术接受模型在 UA 环境下的适用性。UA 环境下，应当通
过多种途径来提高科研人员的感知有用性，不断丰富知识
和服务的内容，吸引并稳固科研人员及其知识共享行为。
感知成本和感知风险对 UA 环境信任有负影响，均在
显著性水平 0. 5 的条件下显著，假设 H3 和 H4 得到验证，
UA 环境下，应当尽量降低科研人员知识共享的成本投入。
特别是一些研究图片、视频以及大量实验数据的共享，会
产生大量的数据流量，应在确保数据传输无障碍的情况
下，降低费用，避免科研人员额外支出。并且要加强对科
研人员隐私信息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安全机制，减
低科研人员在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的感知风险程度。
知识质量显著影响 UA 环境信任和 UA 环境下知识共
享的行为，并且知识质量参与知识共享行为的路径系数较
大，为 0. 406，表明知识质量对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
共享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应加强 UA 环境下知识发布、传
输、吸收及利用等的质量控制和把关，采用同行评议、知
识评价等方式，减少知识噪音，从而提高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下知识质量的感知度。
UA 环境信任在显著性水平 0. 001 的条件下显著正向
影响 UA 环境下知识共享的行为，路径系数为 0. 465。说
明科研人员对 UA 环境的信任，将会极大地提升 UA 环境
下科研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促进知识流动。从软件分析
和计算结果来看，本研究的数据和模型分析是合理的。

5

结束语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结果，基于技术接受和创新扩散理

论，构建了一个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
素模型，并通过对中国科学院有关科研人员的实证研究，
验证了假设，为研究 UA 环境下科研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当然，本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计划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扩大样本数量和范围，同时考虑
不同层次的科研人员的不同知识需求和知识共享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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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相信另一方会完全对双方关系负责，大家愿意做超

其是明里的 “言” 与暗里的 “行” 是否一致。归结起来，

过契约所期望的事，而且并不期望因此而得到优先或直接

上述 3 个条件创造中竞争情报的应用其实就是通过竞争情

回报，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发生损人利己的行为，供应链整

报监测，对供应链合作进行风险评估，使企业了解合作的

体稳定性最强，系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则此时的信任

潜在风险，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或减轻合作的风险。

水平达到最高，属于信誉信任。
3. 4

保持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稳定

4

结束语

合作关系建立后，企业之间如何进行协调，保持稳定

在供应链合作关系中，由于竞争性因素的客观存在和

运行成为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内容。一般来说，稳定的供应

成员企业的自利追求，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体现为一种竞

链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整体绩效明显、利益分配合理、合

争性合作关系或合作性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存在，尤其

［8］

作方坦诚相待并高度信任

。在这 3 个条件的创造过程

是直接现实的竞争导致供应链中产生竞争情报。竞争情报

中，竞争情报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包括： ①整体绩

可以看作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有效工具，既可以用来选择

效的获得需要供应链作为一个整体了解外部环境变化，通

合适的合作伙伴，又能够用以保持供应链合作的稳定和发

过竞争情报敏锐地感知外部市场机遇，从而加以把握，又

展。□

需要利用竞争情报及时地探查到来自外部的威胁，从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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