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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虚拟学术社区这

一开放、自由和共享的知识交流平台应运而生，越来越

多的学者通过虚拟学术社区来弥补线下学术交流的不

足，实现了时间不限、范围更广和知识交流效率更高的

新型交流模式。在此背景下，虚拟学术社区等开放性

创新社区迅速发展，用户参与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

的意愿增强。针对这一情况，具体判断哪些因素影响

虚拟学术社区的知识交流，厘清知识交流影响因素间

的内在联系，提高社区内部的知识交流效率，提升社区

的知识数量和质量，加强用户的知识交流行为以促进

知识的进一步转化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虚拟学术社区的知识交流过程既表现出知识的共

性又具有其社交的特殊性，因此用户进行知识交流的

动机和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已有虚拟学术社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知识共享机理与因素研究和社区模式构

建研究等方面，对知识交流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部分是

宏观理论分析，缺乏针对知识交流过程的梳理。因此，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的

过程和影响因素，将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MATE）和

解释结构模型法（ISM）相结合，分析影响社区知识交流

的重要因素，构建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影响因素递

阶层次结构模型，推动知识交流在虚拟学术社区中的

共同创造和应用，提高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创新的能力。

1 相关研究

目前，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研究主要集中在知

识交流行为和知识交流模式两个方面：关于知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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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研究，Adar（2004）［1］通过分析博客间的显性链接

结构和隐性知识交流传播途径，希望增加博客的链接

密度以促进知识交流行为；张展（2016）［2］从多个方面对

非正式学习虚拟社区的知识交流行为进行了理论研

究；Herni（2017）［3］探索性定量的研究表明个人结果期

望、组织创新和情感承诺等影响着虚拟学术社区成员

的知识交流行为。基于知识交流模式的研究，Chai
（2010）［4］认为学术博客交流模式与学术博客功能密切

相关，包括撰写和更新、评论和回复相关博客等，这与

学术论坛知识交流模式类似；丁敬达等（2013）［5］在彭红

彬（2009）［6］“用户三角形”的基础上提出了虚拟学术社

区的16种基本知识交流模式。关于虚拟学术社区知识

交流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多，刘丽群等（2007）［7］采用数

理统计的方法从知识性质和成员需求等方面对知识交

流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陆衡（2012）［8］从

社会网络视角对学术博客知识交流的13个影响因素进

行了研究。杨瑞仙等（2014）［9］认为Web 2.0环境下知

识交流影响因素包括自身特征、知识交流者背景、动机

和知识交流者的参与程度等。以上研究均从不同角度

和理论分析了虚拟学术社区中知识交流的行为和特

征，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社会资本角度

对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多，采

用DEMATEL-ISM方法对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关键

影响因素及其因素间关系进行梳理的文献更是少见。

“社会资本”最早是由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市场环境

下提出的，随后Bourdieu（1986）［10］在社会学领域运用了

社 会 资 本 理 论 ，Nahapiet 和 Ghoshal（1998）［11］借 鉴

Granovetter（1992）的关系和结构嵌入理论模型将社会

资本划分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这3个维

度在知识领域应用较多且取得广泛认可［12］，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资本从

原有的实体经济逐步涉入虚拟经济，并得到了广泛学

者的应用。赵大丽等（2016）［13］采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微

信朋友圈用户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李林

等（2017）［14］通过社会资本对社交网络中知识共享行为

的研究，均体现出了较强的灵敏度，取得了较好的研究

成果。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用户行为和交流模式方面，目的在于提

高知识交流效率，促进用户知识转移和共享的意愿，加

深社区内部知识的进一步转化，但是鲜有研究从知识

交流过程层面将虚拟学术社区的演变过程考虑在内，

并对知识交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考虑到DEMATEL-
ISM方法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的解释性和合理性，本文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采用DEMATEL-ISM方法对

虚拟学术社区的知识交流进行研究，找出知识交流关

键影响因素，梳理诸多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社会

资本的不同维度对用户知识交流的影响，为社区内部

知识交流有效资源配置提供优化策略。

2 社会资本视角下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影

响因素

从虚拟学术社区角度来看，虚拟学术社区是通过

用户和平台之间、用户和用户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开

放性关系网络。知识交流的主体是社区内的用户，从

过程上可以分为发送方和接受方；交流客体则是知识

本身，知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知识交流中呈现出一

定程度的知识创新与遗忘［15］。在社区中要产生有效的

知识交流行为，知识发送者和知识接受者需要遵守社

区内部的规则和制度，并在一定的知识交流情景内产

生内在联系，自身具有进行知识交流的意愿［16］，在这样

的基础上用户慢慢积累社会资本形成强交互关系，进

而促进平台内知识的交流。

从知识交流有效性角度来看，知识交流有效性主

要与行为动机有关，主要包括用户参与知识交流行为

的影响因素和交流意愿等方面，而社会资本所包含的

因素正好与虚拟学术社区中用户行为动机和知识交流

影响因素密切相关。

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虚拟学术社区中的用户不

断将自身隐性知识显性化与他人进行知识交流，逐渐

形成了社会资本，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将影响虚拟学术

社区知识交流行为的社会资本要素分为3个维度。

（1）结构维度。结构维度表现在交互强度方面。

社区用户依托自身在平台上的交流节点与其他用户产

生交流，进而将所学专业知识显性化。在虚拟学术社

区中，由于参与知识交流发帖和回帖的用户较多，每一

个网络节点上的用户可以自由发帖和回帖，相互之间

交流沟通，交互节点非常密集，处在节点上的用户会产

生社群效应，回帖和发帖增多，用户节点的关联性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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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进而调动其他用户参与知识交流的意愿［17］。

（2）关系维度。关系维度主要表现在信任感、社区

认同和互惠原则3个方面，三者共同形成了社区内部的

用户关系，这与长期形成的潜在社会资本有关。信任

感体现在：一方面，虚拟学术社区中用户间的信任感会

影响知识交流的深度；另一方面，对虚拟学术社区的信

任感会使用户持续不断地在社区内部进行高质量的知

识交流。社区认同是用户在社区内进行知识交流而具

有存在感的一种情感寄托，对社区认同的层次越深越

能激发用户交流的意愿。互惠原则是建立在双方的基

础上，知识发送者参与发帖的行为或者知识接受者回

帖的行为使用户等级发生变化，社会资本的积累使用

户更倾向与等级高的用户进行知识交流以获得其所需

的知识，从而产出的知识交流效果更明显，扩大了知识

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

（3）认知维度。认知维度主要体现在知识距离和

共同语言两个方面。认知维度能够减少双方矛盾促进

交流的顺畅性，这是由虚拟学术社区的知识性决定的。

虚拟学术社区的内容具有知识的模糊性和隐秘性，增

加了知识发送者和知识接受者的交流难度，产生了知

识距离，同时用户自身和用户之间对知识的认识都会

影响知识交流的效果；共同语言体现在知识发送者和

知识接受者在对同一知识的理解表达上存在阙值，随

着知识交流的持续产生，发送者表达能力和接受者理

解能力的增强能够提高知识交流的效率，逐渐减小两

者之间的差距。

以社会资本理论的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影响因

素为核心，结合知识交流过程，将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

流影响因素进行扩充，形成完整知识交流过程因素体

系，并分为知识发送方、知识交流行为、知识交流情景

与知识接受方4个维度，如图1所示。

3 研究主体

3.1 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路线主要包括 3 部分（见图 2）：第一

步，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厘清社会资本视角下虚

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的影响因素，根据专家意见提出

知识交流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制作调查问卷，将问

卷发放给专家并回收后获得初始数据；第二步，运用

DEMATEL方法对针对不同维度多个因素的关键程度

及因果要素进行分析，形成因素因果图；第三步，将DE⁃
MATEL方法中的综合影响矩阵与单位矩阵合并后得到

ISM方法所需的可达矩阵，并最终得出虚拟学术社区知

识交流影响因素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基本假设如下：

H1：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系统是一个持续不断

进行知识交流的过程。

H2：知识交流双方在进行知识交流活动前具有较

大的知识差距，且都具有交流动机和意愿。

H3：随着知识交流活动的持续，知识交流主体的部

图1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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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知识可能会遗失，且知识遗失量远小于知识增量。

3.2 DEMATEL-ISM方法过程

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MATEL）主要用于分析影

响因素在同一系统内的相对重要性，并将因素划分为

原因因素与结果因素，解释结构模型（ISM）方法更偏向

于建立影响因素相互影响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18］。

DEMATEL与 ISM两种方法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存在

共性，因此将两种方法通过集成进行分析，不但能够简

化 ISM建模的计算量，并且可以得到系统内影响因素

的相对重要性、因果性质和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链。

3.2.1 利用DEMATEL方法确定综合影响矩阵

DEMATEL方法根据因素间的逻辑关系，采用0（无

影响）、1（弱影响）、2（中影响）、3（较强影响）、4（强影

响）表示影响程度，且元素对自身不会产生影响。

步骤1：依据元素间影响关系可得到直接影响矩阵

Y = [ ]yij
n × n，yij为 i元素对 j元素的影响程度，n为元素

数量。

步骤2：将直接影响矩阵根据公式（1）进行处理，得

到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X = [ ]xij
n × n，规范化处理后 0≤

xij≤1。
X = Y

max
1≤ i ≤ n∑j = 1

n yij
，（i，j=1，2，…，n） （1）

步骤3：通过公式（2）将n阶单位矩阵 I和规范化直

接影响矩阵X进行计算得到综合影响矩阵T = [ ]tij
n × n，

tij表示元素 i对元素 j所产生影响的程度。

T = ( I - X )-1 （2）
步骤 4：考查综合影响矩阵 T中元素 tij，可由公式

（3）计算得出各元素的影响度 fi与被影响度 ei。影响度

fi表示元素对其他元素产生影响的程度，被影响度 ei表

示元素受到其他元素综合影响的程度。

fi =∑j = 1
n tij，（i，j=1，2，…，n），ei =∑i = 1

n tji，（i，j=1，2，…，n）（3）
步骤 5：由公式（4）可计算出各元素的中心度mi和

原因度ni。中心度mi体现元素在该系统中所在位置的

中心程度与作用大小；原因度 ni将元素分为原因因素

和结果因素：原因因素（ni>0）对其他因素影响大，而结

果因素（ni<0）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将中心度mi

和原因度ni分别作为横纵坐标轴，可得到元素因果图，

元素因果图能直观反映各个元素的关键程度与因果

区分。

mi = fi + ei，ni = fi - ei （4）
3.2.2 运用 IMS方法确定元素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步骤 6：由于DEMATEL方法默认元素不会对自身

产生影响，因此通过公式（5）在综合影响矩阵T的基础

上加入n阶单位矩阵 I，得到可达矩阵H = [ ]hij
n × n，使得

ISM方法可以开展后续计算。

H = T + I （5）
步骤 7：通过合理设置阈值λ，将上一步的结果根

据标准化规则（6）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可达矩

图2 研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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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K = [ ]kij
n × n。

kij = 1，if hij≥λ，（i，j=1，2，…，n）

kij = 0，if hij≤λ，（i，j=1，2，…，n）

步骤 8：根据公式（7）确定元素 ai的可达集合Ri与

前项集合 Si，F为元素集合。同时，反复验证公式（8），

依次由底层向上确定得出元素递阶层次结构模型。若

公式（8）成立，每确定一层后均要将该层元素从标准化

可达矩阵K中剔除，重复此步骤至所有元素均被分层。

Ri={ai|ai∈F，kij≠0}，Si={ai|ai∈F，kij≠0}，（i，j=1，2，…，n）（7）
Ri∩Si=Ri，（i，j=1，2，…，n） （8）

3.3 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结果

讨论

3.3.1 数据收集

以前文所构建的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的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为基础，向30位虚拟学术社区研究方向的

专家发放调查问卷，采用DEMATEL的五级标度对因素

影响关系进行评分，并依据专家回复情况进行统计并

取平均值，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后进行后续研究。

3.3.2 影响因素分析

以所收集的数据为依据，建立直接影响矩阵X，如

图3所示。

以直接影响矩阵为基础，经过计算得出元素的影

响度 fi、被影响度 ei、中心度mi与原因度 ni，如表 1、图 4
所示。

依据步骤 6和步骤 7，通过设置阈值λ=0.1得出标

准化可达矩阵K，如图5所示。

在标准化可达矩阵K的基础上，依据步骤8划分元

素层级（见表2），构建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影响因素

递阶层次结构模型（见图6）。
3.3.3 结果讨论

运用DEMATEL-ISM方法对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

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到以下发现。

（1）从原因度来看：原因因素依据原因度的值从大

到小排序为：F1、F2、F12、F5、F13、F11、F9、F3、F14。其

中，F1发送者知识创新量、F3发送者知识遗失量和F14
接受者知识遗失量占据了根源层，说明知识交流的过

程中，知识发送方对于自身隐性知识的外化程度，以及

接受方对显性知识的内化程度是知识交流的根源问

题；F2发送者知识存量、F11互惠原则、F12接受者知识

创新量和 F13接受者知识存量占据次深层，受到根源

层影响，以知识交流双方知识量为关键，对中间层产生

影响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3
F14

fi

2.919 402
2.938 924
1.419 846
3.274 985
2.076 622
2.602 314
3.186 074
2.150 585
2.294 424
1.938 646
2.234 98
3.216 079
3.576 206
1.510 887

ei

1.797 859
1.896 995
1.263 918
4.636 517
1.357 026
3.054 924
5.091 889
3.259 681
2.017 784
2.408 989
1.823 368
2.247 592
3.101 364
1.382 068

mi

4.717 261
4.835 919
2.683 764
7.911 502
3.433 647
5.657 238
8.277 963
5.410 266
4.312 208
4.347 635
4.058 348
5.463 671
6.677 57
2.892 955

ni

1.121 543
1.041 929
0.155 928
-1.361 53
0.719 596
-0.452 61
-1.905 81
-1.109 1
0.276 639
-0.470 34
0.411 612
0.968 487
0.474 842
0.128 818

因素属性

原因因素

原因因素

原因因素

结果因素

原因因素

结果因素

结果因素

结果因素

原因因素

结果因素

原因因素

原因因素

原因因素

原因因素

中心度排名

8
7
14
2
12
4
1
6
10
9
11
5
3
13

图3 直接影响关系矩阵XX

表1 影响关系与中心度、原因度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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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F5共同语言差距与F9信任感位于中间层。结果

因素按照原因度绝对值大小排序为：F7、F4、F8、F10、
F6。F6知识差距位于中间层，而中间层因素从知识交

流双方的距离与信任角度影响知识交流；F7知识交流

量、F4交互强度、F8知识交流意愿、F10社区认同完全

占据了直接层，说明直接层影响因素均容易受到其他

层因素的影响，且在知识交流过程中所交流的知识体

量会直接影响交流效率。

（2）从中心度来看：关键因素主要位于因素因果图

的右侧，其重要程度依次为：F7知识交流量、F4交互强

度、F13接受者知识存量、F6知识差距、F12接受者知识

创新量、F8知识交流意愿。这说明所交流的知识体量

与知识接受者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在知识交流中有关键

作用。

结合原因度与中心度，可以发现：F1发送者知识创

新量、F2发送者知识存量、F5共同语言差距、F12接受

者知识创新量与F13接受者知识存量的中心度与原因

度得分水平均较高，说明这些因素容易影响其他因素，

且不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F4交互强度、F7知识交流

量和F8知识交流意愿的原因度得分较高，且中心度得

分与原因度互为相反数，表明这些因素容易受到其他

因素影响，并且对其他因素未能产生影响或影响较小。

4 对策与建议

虚拟学术社区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下发展起来

的，是开放式创新的模式之一，但国内虚拟学术社区平

台的发展尚未成熟，根据DEMATEL-SIM方法对虚拟

图4 因素因果图

1

0

-1

-2
4 6 8

原
因

度

中心度

图5 标准化可达矩阵K

表2 元素层级分解

阶梯级别

L1
L2
L3
L4

元素集

F4，F7，F8，F10
F5，F6，F9

F2，F11，F12，F13
F1，F3，F14

层级说明

表层影响因素

中层影响因素

根源影响因素

根源影响因素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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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社区知识交流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本文从社区

管理者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能

够充分激发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主体的参与意愿，其中

内部意愿表现为用户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外在意愿则

表现为用户对身份等级与奖励的关注，另外，还可以提

高知识共享的意愿，加深知识交流的程度，进而增大交

流中的知识体量。社区管理者既要将用户知识交流的

程度与物质奖励联系起来，又要给予一定的精神鼓励，

比如对用户进行表彰。多样化的激励机制能够满足不

同主体的激励需求，促使知识资源的再整合与再创新。

第二，完善平台功能，拓宽知识传播媒介。信息技

术的发展使得虚拟社区具备了以多重媒介为方式来传

递知识的能力，而不同的知识会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

导致所交流知识的丰富度不同。媒介丰富度的提高有

利于经验、技术等隐性知识的传递，提高知识交流效

率。虚拟社区应增加诸如上传视频、音频等知识交流

手段，丰富的知识传播媒介能够满足不同知识交流者

的表达与接受需求，提高知识交流效率。

第三，营造用户之间良好的知识交流氛围。公平、

公开、开放的社区文化氛围是推动虚拟学术社区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应加强虚拟学术社区用户之间的联系，

定期面向用户举行活动，鼓励用户参与知识交流提问

或回答等。管理者通过调整各种资源配置创造出社区

内部良好的交流氛围，可以缩短知识发送者与知识接

受者的关系距离，克服虚拟空间造成的交流障碍，促进

相互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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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Exchange in 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y Based on DEMATEL-ISM

QIN Yi，WU Jinghai，PANG Jiangang

ABSTRACT：The 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hannel for scientific users to acquire knowledge.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exchange in 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y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ness of knowledge exchange and promote knowledge innovation activities.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this paper builds a

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y knowledge exchange influencing factor index system with four factors：knowledge sender，

knowledge exchange behavior，knowledge exchange scenario and knowledge recipient；based on the experts’scores，ana-

lyz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factors and key degre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EMATEL，and draws the causal diagram of

factors；classif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ccording to ISM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knowledge exchange，interaction intensity and willingness to exchange knowledge are at the surface；the knowledge gap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layer；the recipient’s knowledge stock and the recipient’s knowledge innovation are located in the

sub-deep layer.

KEYWORDS：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y；knowledge exchange；influencing factor；DEMAT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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