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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 +”环境下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给情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文章在对“互联网 +”的概念
内涵与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当前情报工作的特点，分析总结新环境下情报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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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Intelligence Work Under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SUN Jianjun, XIAO Lu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The deeply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 in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intelligence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ion and
feature of “Internet plus”,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 of intelligence work, we discus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intelligence work under this new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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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涉及技术的创新，但在技术与行业融合过程

引言

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如工作流程的转变、服务理

“互联网 +”概念是在 2012 年由易观国际于扬

念的变革等。因而，在“互联网 +”环境下情报

提出的，2015 年 3 月腾讯马化腾在全国两会上提

工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将从“互联

交促进“互联网 +”发展议案，同月李克强总理从

网 +”的内涵出发，重点探讨“互联网 +”环境下

政府层面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至此，
“互

情报工作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以期为

[1]

联网 +”由行业实践升级成为国家战略 。国务院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的
出台，明晰了“互联网 +”具体实现路径 [1]。

新环境下的情报工作提供一定支持。

2 “互联网 +”的内涵

“互联网 +”的核心是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传

“互联网 +”概念已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统行业，促进传统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其本身不

但其定义却缺乏统一标准，研究机构、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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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其解读。例如：阿里研究院认

享程度的提高等。“互联网 +”时代强调打破信息

为“互联网 +”是融合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壁垒，充分流动信息资源，极大降低信息资源的

云计算等的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

采集与获取成本，因此传统情报工作的优势减弱

方面的应用与扩散的过程，其本质是对传统产业

速度将不断加快。再者，随着信息资源生产渠道

进行在线化与数据化，从而有效促进数据的流

的扩展与生产速度的加快，替代资源增加，单一

动，使其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马化腾将“互联

数据资源的重要性下降。例如：科技文献是获取

网 +”定义为一种连接一切的新生态，这种生态

科技信息的重要数据源，随着科技论坛、博客、

基于网络平台，并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各个行业

社区等的出现，科技信息的获取源得到丰富，且

的有机结合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新的

相较传统文献信息，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与交互

产品、业务模式等将不断涌现 [3]。学者柳洲在综

性都有所提高。

[2]

合各方定义后认为可以将“互联网 +”看作是一

当拥有与获取资源不再是情报工作优势时，

种系统，这种系统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将社

新的优势是什么呢？应该是情报资源蕴藏价值。

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高

但这种隐性价值较难直接利用，需要通过一定方

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生产服务模式，并推动创新

法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才能显现。美国麻省理工学

与发展 [4]。
虽然“互联网 +”定义尚未有统一定论，但
对其特征总结得到较多认可。一般认为，“互联
网 +”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
重人性、开放生态与连接一切等 6 个特征 [3]。“互
联网 +”是技术与行业的融合，是融合过程创新
与结构重组必不可少的；以用户为中心、开放连
接是互联网的重要特征，在新环境下则表现为对
人性的尊重、环境的开放以及内部与外部的连

院（MIT）与 IBM 对 30 个行业中来自全球各地的
3000 位领导人进行分析发现 [5]，数据分析工作量
的多少与工作表现好坏成正相关 [6]。由此可知，
情报分析工作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也
是在新环境下情报服务机构的优势所在。
情报分析一直以来都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互联网 +”时代则对其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首先，需要提高数据预处理能力。传统
情报分析数据类型较为固定，如文献数据、数据
库数据等，而在传统行业与互联网融合过程中及

接。

其融合后可能产生各种类型的实时数据，如业务

3

情报工作面临的挑战

流数据、用户需求数据等。这些数据呈现形势多

“互联网 +”时代互联网将充斥在社会生活

样，在对其挖掘分析之前需对其进行预处理，以

的各个角落，依托于强大的信息技术，降低信息

得到格式统一的标准化数据。其次，需要提高分

交换成本，增加资源利用率。情报工作的重要内

析多源数据的能力。当互联网渗透到社会乃至经

容是对信息进行采集、分析与处理。因此，在这

济生活的各个角度时，数据将从多个角度产生，

个时代情报工作也将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其服

针对某一问题的情报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这

务与分析对象、研究方法与流程都有可能发生变

时就需要对多源数据进行综合挖掘分析。再次，

化。下面将对其进行详细分析与梳理。

需要提高情报深度分析的能力。“互联网 +”环境

3.1

情报服务机构优势的转变

下的分析数据大多为一手数据，该类数据虽具有

拥有大量情报资源与强大的情报资源获取能

准确、直接等优点，但相较二次数据来说其价值

力是传统情报服务机构的重要优势，但在“互联

密度较低（这在“大数据”环境下已充分体现），

网 +”之前这种优势就有减弱趋势，主要原因是

只有对多源海量的一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才能

“开放存取”概念的提出、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共

准确发现其中隐藏的高价值信息，才能有效解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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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采集。例如：一个企业准备对自己用户进行兴趣

3.2

情报服务工作重心的转移

分析时，除了采集之前的购买行为外，还可采集

一般而言，待分析数据的质量与情报分析的

该用户在社会化媒体平台发布的内容信息，综合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情报服务的效果，是整

分析、深度挖掘用户兴趣，判断其是否可能成为

个情报服务流程的重点环节，但在“互联网 +”

本企业的重要用户。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传统行

环境下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变。首先，在“互联

业后，数据的产生速度将加快，采集的时间间隔

网 +”环境下信息的产生与交换是无处不在的，

需要缩短，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传统的定时采集

任务操作与环节都可能产生数据，因此数据的获

方法可能难以满足新环境下数据分析的要求。其

取不再是制约情报服务的关键；其次，随着信息

次，针对数据采集方式的改变，需要构建多源实

技术的发展，各种分析技术不断出现，与之相对

时数据分析系统。相较传统数据分析系统，该系

应的硬件设备性能不断改进，尤其是可视化技术

统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可对多源数据进行统一

的完善，使得情报初步分析不再是少部分专业人

预处理与转换；二是针对一个问题，可实现多源

士才能完成的工作。

数据的统一挖掘分析，其挖掘分析过程既可是将

当数据采集与分析逐渐变得容易时，情报

多源数据转换成标准格式后采用一种方法分析，

服务工作的重心是什么呢？很多学者对其进行

也可是针对不同数据类型进行独立分析，再对分

探讨，例如：吴晨生、李辉等指出传统情报分

析结果进行整合；三是该系统有强大的数据处理

析过程会用 80% 的时间进行数据分析，20% 的

与更新功能，能根据采集的数据对分析结果进行

时间进行结果的解读，而在大数据环境下，通

实时更新，可考虑借鉴数据流挖掘技术的思想。

过方法的集成与程度化可以只用 20% 的时间进

3.3

[7]

情报决策过程的变化

行数据分析，用 80% 的时间进行结果解读 。数

情报决策以问题为驱动，通过相关数据采

据分析结果的解读在传统情报服务流程中所占

集、分析与结果解读来支持管理决策。企业是其

比重较轻，有时甚至由用户自己完成，这不利

重要服务对象，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

于结果的有效利用与情报服务质量的提升。尤

决策过程可能出现一定变化。

其在“互联网 +”环境下，分析数据来自多个渠

信息生产迅速、交换便捷是互联网时代的典

道，分析结果可能不止一个，且多个分析结果

型特征，而信息又是情报决策的重要元素，贯穿

之间可能存在内在关联，则需要专业人士融入

整个决策过程。因此，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的

个人知识背景对其进行专门的分析与解读。综

融合将对情报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

上所述，“互网联 +”环境下情报服务工作的重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据的采集。传统数据采

心有可能从之前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转移到分析

集主要解决数据怎么采集的问题，而在新的环境

结果的二次分析与解读上。

下，情报分析专家除了要关注数据怎么采集，更

在新环境下数据采集与分析在整个情报服务

重要的是要解决从哪里采集，采集哪些数据。当

流程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这两个环节对最终

互联网技术渗透到传统行业中时，从用户到生产

服务质量依然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在减少

工艺再到产品的销售与运输整个过程都会有大量

时间的情况下保证数据本身与分析结果的质量是

的数据产生，情报专家需要确定哪些数据能支持

“互联网 +”环境下情报服务工作的关键。首先，

问题的解决，哪些数据关联性较小，可能影响分

需要建立多源实时数据监测与采集机制，构建多

析的效率。另外，对于一些现有方法无法直接获

源数据采集系统。在“互联网 +”环境下，数据

取的数据，专家可以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与平台

来源多样，可从不同渠道、不同侧面进行数据的

进行数据培育。二是是数据的分析。考虑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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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无法实现全流程数据的采集，决策过程大多
以问题为中心，对数据进行阶段性分析。而“互

4

结语与对策建议

联网 +”环境为企业各个环节数据的生产与采集

“互联网 +”环境下传统情报服务机构的优

提供了条件，使得面向全流程数据的分析得以实

势、工作重心与情报决策过程都将发生一定变

现，通过挖掘数据的纵向关联，可解决一些传统

化。当信息技术融入传统行业的各个环节，产生

分析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用户兴趣分析

大量一手数据，数据获取逐渐不再是制约情报工

中，主要根据用户最后购买的商品确定用户的购

作的主要因素，数据分析与分析结果的解读对于

买兴趣，而在电子商务中企业可以从用户之前的

情报服务优劣的影响程度加重，特别是针对横向

浏览行为中挖掘用户潜在兴趣。例如：某个用户

与纵向多源数据的分析尤为关键。“互联网 +”

在电商网站浏览了“饼干”与“衣服”，并最终购

的出现为情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

买了一件衣服。在对该用户进行兴趣分析时，除

些挑战成为新环境下情报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对

了要关注“衣服”这一兴趣外，还应考虑到“饼

此，就当前情报工作的内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干”。由于已经完成衣服的购买行为，用户对饼

4.1

干的购买兴趣可能更高。

的重要性提高

企业情报服务需求增加，创新对于情报服务

随着融合的深入，互联网思维也可能对传

一直以来，企业都是情报工作的重要服务

统行业产生影响，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企业逐渐

对象，尤其是在竞争情报领域。但相较科技工作

认识到“以用户为中心”的重要性。这种影响在

者，其所占比重还是有限的。这种情况在“互联

情报决策中的表现就是用户全程参与数据分析过

网 +”环境中可能有所改变。传统行业是“互联

程。传统情报决策中用户参与度非常有限，主要

网 +”的主要改变对象，当信息技术融入传统行

任务是提出问题与结果验收，中间的数据采集、

业生产、销售、运营的各个环节时，新的技术会

预处理、分析与解读环节参与较少。根据上面的

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同之前管理信息系统的出现

分析可知新环境给数据采集、分析与解读带来了

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样，情报服务需求增

新的挑战，专业人员仅仅依靠最初提出的问题，

加将不可避免。

越来越难以把握整个决策分析过程，用户可考虑

总结之前管理信息系统引入企业管理过程中

全程参与以提高最后结论的准确性。例如：在数

遇到的问题，对“互联网 +”环境下企业情报服

据采集阶段，专业的情报分析人员对于数据采集

务需求进行分析，认为可将其分为如下几类：一

技术非常熟悉，但对于企业内外部可能产生相关

是技术引入需求，该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主要是

数据的渠道缺乏全面了解，用户的参与有利用于

对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与行业特点进行综合分析，

提高数据的采全率与采准率；在分析阶段，大量

确定需要引入新技术的环节，以及引入哪种新技

碎片化的数据，可从不同角度支持问题的解决。

术，新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改进程度多大等；

用户参与分析过程可帮助分析人员准确把握解决

二是人力资源需求，新技术的引入必将对传统的

问题的关键角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由

组织与人员结构、工作流程产生影响，该阶段需

用户直接定义问题的模式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环

要对新技术接受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其在企业

境的需求，主要原因是在“互联网 +”环境下信

内部顺利推进提供支持；三是数据分析需求，大

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行业的各个环节，由于

量一手数据的产生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当互联

受之前知识结构的影响，用户自己较难对变化的

网技术运用到企业中后，如何利用这些一手数据

环境准确把握，在定义问题时可能产生偏差。这

以支持企业的发展，就成为企业新的需求。创新

时需要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对问题进行

情报服务是满足这些需求的重要指标，在技术引

分结，找到症结所在。

入与人力资源准备阶段需要运用创新思维，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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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工作方式与组织结构的束缚，通过新技术引

要影响，出现了很多研究热点。例如：数字图书

入与组织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竞争力；数据分析阶

馆、关联数据、用户评论分析等。因此，在“互

段更是需要情报工作者敏锐发现数据中隐性价

联网 +”环境下，情报工作的服务对象不应仅仅

值，并通过一定方法对其进行挖掘。

聚焦在传统行业，还应该注意到互联网行业本身

4.2

集成分析对情报分析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显

的改变与发展，为其提供专业的情报服务，同时

很多学者指出：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工作需要

促进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

[8-9]

。在“互联网 +”

“互 联 网 +”概 念 提 出 之 前 已 有 很 多 行 业

环境下，这种需求将更为紧迫。在大数据环境下

利用信息技术为本行业发展注入动力，并取得

的多源数据更多地表现为针对同一问题，从不同

巨大成功，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业态，深刻改变

渠道获取的数据，可将其理解为一种横向的数据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扩展了情报学的研究范

集成。而在“互联网 +”环境下，随着企业运营信

畴。例如：传统新闻业与互联网融合成为了门

息化程度提高，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存在内在

户网站。相较传统新闻内容组织方式，门户网

关联的数据。因此，笔者认为，在“互联网 +”环

站包含信息量大，资源组织与导航复杂，需要

境下的多源数据除了包括横向多源数据外，还包

更为有效的资源组织体系，情报学中的知识组

括纵向多源数据。针对多源数据，集成分析必不

织与用户行为分析可为其提供支持；传统零售

可少，具体到情报分析流程中就主要包括：数据

与互联网融合成为电子商务，而在电子商务中

集成采集、集成预处理与集成分析。

可为情报学研究的内容就更多了。除了商品信

注重多源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在“互联网 +”环境下多源数据的采集与分

息组织与导航外，用户评论的观点挖掘、用户

析前面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数据关联挖掘

兴趣发现等都成为研究热点。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集成分析的基础，本节将重点讨论新环境下数

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相关应用逐渐

据关联挖掘面临的问题。数据关联分析一直以来

增多，用户数量逐年增加。相较传统互联网，

都是情报研究的重点，传统关联挖掘主要针对文

移动互联网信息发布与获取更为及时，用户参

本

[10]

、词语

[11]

、用户

[12]

等对象开展。而在对企

业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时，除了要处理文本、用

与程度更高，是在“互联网 +”环境下分析互联
网行业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户数据外，还需要对一些生产、管理数据进行分
析，如何改进传统数据关联挖掘方法以适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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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推荐机制研究[J]. 图书馆论坛,2013,33(4):104-108.

复等倾向，着力打破项目、学科、单位等边界，

研究，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才有可能抢占科技竞

为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作出更加有效的制度安

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重

排，在保持核心的原创能力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

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

国内各类优质创新资源，促进科技资源共享，推

为开拓者，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动科研创新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从科技大国

保障国防安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因此，科

向科技强国迈进。

学、技术与创新的融合将成为“十三五”期间发
展的新起点、新要求。

5

结语

一是在科技创新驱动方面，科技发展规划从

科技创新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

科技进步上升到创新发展，既要强调一流科技成

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根本。创新的制高点在科

果的形成，更要强调通过创新创业的机制实现科

技，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中最重要、最关键、最

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尤其是进一步加强科学、

核心的创新，也是最困难、最具挑战的创新 [6]。

技术和创新的三者联动，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技术转移和

工程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有效连接。为此，一方面

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协同，

要继续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官产学研金协同创新

创新发展科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为实现

机制，加强政府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政策引导、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书写好“十三五”辉煌

沟通协调、财政资助、信息服务等重要作用，推

篇章。

动协同创新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建设
若干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保持国家实验室、国家

参考文献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的联动。

[1]

年规划的建议 [S/O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

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系中，加强基础研究基
金、重大研发基金和技术创新引导基金的有效配
合。要积极推进集聚战略，加强国家级科研基地
（例如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集聚地建设的力度，

1103/14054229_0.shtml.
[2]

极实现交叉辐射，推进国家级科研基地培育新学
科方向的孵化器功能。
二是要积极适应“互联网 +”和共享经济的
模式，切实扭转科技创新中的封闭发展、低效重

陈劲 . 创新驱动战略“十三五”路径 [J]. 瞭望 , 2015
(37):34-3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实现多所合一、多牌挂一、多学科集聚，向高水
平、整体性、国际化的实体平台建设迈进；要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4]

陈劲 . 中国创新发展蓝皮书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2015.

[5]

陈劲 . 科学和管理 :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J]. 科学与管
理 ,2014(1): 3-5.

[6]

万钢 . 全面谋划好“十三五”科技创新工作 [N]. 科技
日报 ,2015-11-4(6).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