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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高校决策层的改革发展动态
监测服务的研究与实践

∗

□刘建华　常江　张晓林

　　摘要　图书馆作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为数据驱动的

决策支持提供重要支撑是需要探索的重要议题.文章从“双一流”环境下服务高校决策层的改革发

展动态监测服务作为切入点,探索了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体系的构建和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

的技术框架等内容,并通过开展一流高校动态监测服务实践验证了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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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

点建设作出新部署[１].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利用包

括组织机构自身和外界环境的全部信息[２],形成“基
于证据的决策支持”日渐成为高等教育规划的重要

议题之一[３].
与此同时,图书馆的服务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

革.在过去的数１０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研

究范式的转变,国内外的学术图书馆(含高校图书

馆)已经逐渐从单纯的资源阵地,转变为多元的信息

服务阵地[４],决策咨询服务恰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２０１５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和各国议员联盟联

合发布了«议会研究服务指南»[５],确定了图书馆为

立法决策服务的规范,指导并影响着图书馆的决策

咨询服务[６].国内图书馆界也有不少先行者,如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自１９７７年开始设立情报研

究部[７],几十年来,根据国家科技发展与科技体制改

革的需要,不断改革与深化决策咨询服务,为国家科

技决策和中科院战略规划、战略管理等提供着重要

的支撑.高校图书馆的相关服务虽然起步较晚,但
在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８]

等的推动下,作为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和信息化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９],高校图书馆也陆续开始研究如

何为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提供更高效、体系化、建制

化的服务支撑,并进行了相应的探索.这些理论探

索与实践都为图书馆不断深化决策支撑服务提供了

基础和条件.
文章首先对当前图书馆或相关机构已经开展的

高校决策支撑服务进行了总结,然后从“服务高校决

策层的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切入,研究并实践了

“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着力探索了高校改

革发展动态监测体系的构建、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

务的技术框架、一流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实

践等问题.

２　当前的研究与实践现状

当前国内外逐步开展的为高校决策层提供信息

服务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包含如下四种方式:
(１)基于商业智能系统的决策支持.此类服务

主要是针对校园内部数据(人、财务、活动等),通过

商业智能决策分析等方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决策

支持[１０－１１].
(２)针对数字学术服务、学科发展、科研规划的信

息决策支持.此类信息服务是目前各高校图书馆或

专业信息服务机构服务的主流,主要利用传统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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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学术交流载体,如论文、专利、项目等,基于科

学计量、文本挖掘等各类方法形成分析结果[１２－１５].
(３)基于高等教育客观数据与动态资讯的决策

支持服务.此类服务主要由独立的第三方通过各种

渠道采集各高校数据(如各类学生在校数量、学校获

奖数量、发表文章数量、项目数量等),为高校提供数

据服务支撑[１６].
(４)基于网络动态信息的动态简报服务.此类

服务主要由各高校支撑决策的相关部处,主要依赖

于人工或简单的爬虫工具,实现少量新闻站点或对

标高校站点的动态追踪[１７－１８].
总体来看,图书馆或相关机构已经基于可计量、

可统计、可分析的校情、论文、专利、项目等数据,借助

统计、科学计量等系列方法,形成了多样的情报产品

为高校决策层提供相应的服务支撑.但是,网络上散

布着大量目前无法量化计算的重要动态信息,对于高

校决策层有着同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这些信息目前

仅被不定期、人工、无体系地收集、更新.如何框架

式、体系化、动态性、长期化地开发并利用这些信息,
值得深入探索研究.因此,本研究即以“高校改革发

展动态监测服务”为研究对象,着力于探索如何基于

高校改革发展动态信息,构建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

体系、技术框架,最终有效地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３　高校改革发展动态信息的类型

要开展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首先需要明确

的是“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决策层关心什么? 有哪

些方面的信息需求? 高校官方网站上有哪些信息类

型与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相关?
对照«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总体方案»,“双一流”高校需要承担建设一流师资队

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

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五项建设任务,承担

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
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

合作五项改革任务[１９].由此可以看出,学科建设与

教育教学、学生培养、科技创新与管理、政用产学研

合作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举措、重大政策规划、重大机

构调整或新建机构、重大人事变动等内容对高校决

策层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作为高校战略规划的直接

支撑部门,从C９高校发展规划机构的主要职能中可

以看到,针对世界一流大学或国内外大学的动态研

究是其重点之一[２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很多高校的官方网站会密集发布大量与学科建设与

教育教学、学生培养、科技创新与管理、政用产学研

合作等密切相关的动态新闻.因此,及时、动态、全
面地监测跟踪国内外高校在学科建设与教育教学、
学生培养、科技创新与管理、政用产学研合作等方面

的新动向、新举措、新政策,对支持高校决策层决策

存在必要性和可信性.
在进一步调研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

福大学、剑桥大学等数１０所国际顶尖高校以及中国

近４０所“双一流”高校的官方网站的基础上,结合上

文中当前的研究与实践现状,对高校官方发布的与

高校改革发展相关的动态信息进行分类归纳如下:
(１)学科建设与教育教学.包括机构的增减并、

教育教学的创新(如管理政策、教学手段)、学科发

展、师资力量、教育产出等.
(２)科技创新与管理.包括科技规划(如发展路

线图、大型项目规划、研究报告等)、科研布局(新兴

学科、优势学科等)、投入产出(科研项目、科研人员、
重要科技奖项等).

(３)政用产学研动态.包括产学合作政策规划、
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布局、发展动态等.

(４)国际合作.包括教学合作(联合培养等)、科
研合作(联合实验室、联合项目等)等.

基于上述分类,在开展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

实践时,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使命等从

中进行选择,构建适用于自身的监测体系.

４　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的技术框架

针对上述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框架中基于高

校网站开放动态跟踪的内容,开展改革发展动态监

测服务需要解决三个重要的问题:(１)如何定位监测

对象? (２)如何跟踪到决策层关注的动态信息? (３)
如何高效地形成有效应用? 下面将围绕这三个问题

进行探讨.

４．１　监测信息的挖掘途径与方法

高校官方网站作为改革发展动态信息的重要权

威载体,是开展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的重要基础.
要想规范、及时、精准、全面地跟踪到有决策参考价

值的信息,一方面需要形成科学、便捷、权威的监测

信息源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可判断动态信息与高校

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框架(见表２)中所需信息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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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料.
(１)监测信息源体系的构建

目前针对网络信息源的研究中,多数集中于探

索信息源或信息资源的评价方法[２１－２２],专门针对监

测信息源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国内有袁建霞等人

针对学科情报动态监测信息源的挖掘及体系构建开

展过相关探索[２３].对照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的

需求,其信息源的挖掘与学科情报有相似之处,但也

有明显的差异.对于学科情报而言,其关注的对象

需要涉及大学、政府机构、各类公立/私立科研机构、
高科技企业、科技新闻媒体等多种类型,其获取来源

也更为复杂;而对于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而言,其
跟踪对象非常明确,即各高等院校.因此,如何依据

所在院校的定位构造适当的高等院校集合,成为高

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中信息源体系的构建重点.
总体上看,监测信息源体系的构建方法可以从

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展开(见图１).定量方法主要

有两个途径,一是借助知名的高校排行榜如“软科世

界大 学 学 术 排 名”(ShanghaiRankingsAcademic
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ARWU)、自然指数

(NatureIndex)等进行交叉遴选,即综合运用多个

高校排行榜在某个阈值内的高校集合的交集来遴选

目标监测高校;二是基于Incites、WebofScience等

数据库,结合高校自身的发展战略,分学科遴选出目

标学科领域的对标大学、与自身合作强度高的大学

(潜在的竞争对手)或学科内校际合作度高的大学

(可便于今后探寻校际合作).在定量遴选的结果基

础上,可进一步结合定量结果,对学校战略规划部门

或者校领导进行访谈或意见征询,并通过文献研读

的方式对定量遴选的结果进行增、删,从而可形成最

终的目标监测高校集合.由于高校建设始终处于动

态过程中,因此,随着高校的不断发展,该目标集合

需要定期更新.

图１　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信息源体系构建方法

(２)如何遴选监测信息语料

有了目标监测信息源,如何在高校官方网站上

密集发布的众多信息中,自动发现与高校战略规划

密切相关的动态信息就成了重点,即重要资源的遴

选.从已有研究看,针对网络资源的遴选与推荐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基于用户画像[２４]、基于社交网络[２５]

等方法,而这些方法都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用户描述

信息和交互信息基础之上,对于支撑高校决策层的

服务而言,获取大量的个人信息或交互信息并不现

实.因此,此类服务信息的遴选还是需要依赖于网

络资源自身的特征.对此,张智雄、邹益民等人先后

提出了基于对象计算的科技政策描绘方法和基于对

象行为的情报关注模型构建方法[２６－２７],这为构建科

技领域的动态监测目标以及发现高价值情报资源提

供了参考框架.与已有的研究类似,高校决策层关

注的动态信息在栏目的归属(来源)、涉及的对象(合
作机构、所获奖项、发文期刊等)与关键词等方面均

存在一些规律.考虑到高校战略规划覆盖的内容非

常广泛,且主观性较强,本研究探索了图２所示的半

自动、迭代式的双向监测语料遴选方法.
鉴于高校战略规划的复杂性,语料主要包括正

向语料(包含正向语料的信息即为有价值的语料)和
负向语料(包含了负向语料的信息无服务价值)两
类.在构建监测信息语料的初期,首先可以通过专

家参与的方式,从少量高校机构网站上对应的栏目

下采集的动态信息中,分别遴选出有重要价值和无

参考价值的信息集合,进而对这些信息的标题、正文

等进行分词、词性标注、信息抽取等操作,形成词与

词间关系(主要是句内共现,即两个词组同时出现在

同一个句子中)组合的候选集合,借助词频/关系频

次,人工遴选出正向语料集合和负向语料集合.此

外,可以借助各个知名高校排行榜(如 ARWU)公开

的计算依据中提供的重要领域奖项、重要期刊,获得

经过同行评议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有限监测对象集

合,这些重要领域奖项、重要期刊等对象名称可称为

判定重要科研进展(成果)、重要人才引进的参考依

据.当然,随着服务的不断建设,动态信息将逐步增

加,这个过程将持续半自动、迭代式地开展,以不断

调整、丰富语料库,从而支撑高效的动态信息的自动

筛选.

４．２　动态信息的监测技术体系

在上文动态监测源和监测语料确认的技术路线

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构建完善的动态信息监测技术体

系,以保障规范、及时、精准、全面地跟踪到具有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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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半自动、迭代式的双向监测语料遴选方法流程

参考价值的信息.对此,本文在前期网络科技信息结

构化监测的技术基础上[２８],进一步针对高校改革发展

动态监测的需求,构建了监测技术体系(见图３).
基于３．１中确认的监测信息源,通过分布式网

络采集器,实施相应高校官方网站上与改革发展动

态相关的栏目下信息的定向采集,针对采集到的动

态信息,对其标题、发布时间、全文、摘要等基础元数

据进行解析,并判断出其中发布的新的动态信息,再
借助监测语料库,对全文中包含的对象、关键词及其

关系进行抽取.在此基础上,参照监测框架下的分

类体系,对动态信息开展信息分类、动态信息的情报

价值计算等,具体计算方法参照“网络科技信息结构

化监测的技术”[２９].经过分类和计算的信息最终可

通过相应的服务平台进行发布,支撑后续的应用

服务.

图３　高校改革发展动态信息的监测技术体系

４．３　监测服务应用体系

基于图３所示的监测技术框架,可以规范、及
时、全面地从关注的高校官方网站上跟踪到具有决

策参考价值的动态信息.但是,如何形成层级式、递
进式、高效、可持续的监测服务体系又是一个重要问

题.参照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的服务体系[３０],本文从

信息受众面、服务形式、服务周期、依托手段等方面设

计了相应的监测服务应用体系(见表１),以保障对高

校决策层长期有效的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
首先,面向学校全体人员,依托在线服务平台,

自动化采集、计算、揭示出与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相关

的原始动态信息,包括标题、全文内容、原始链接、来
源机构、发布时间,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于信

息抽取、自动分类等技术,对原始动态信息全文中涉

及的重要对象和关键词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共现关

系等,进行自动统计、社会网络分析等;此外,针对高

校关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年度排名报告,由情报

馆员通过在线服务平台定期采集发布当年机构、各
学科排名动态,并简要分析.

其次,面向校领导、各学院/研究单位的领导及

学校相关部处领导,由情报馆员每月从自动采集的

原始动态信息中,按照学校决策层关注的专题方向

进一步进行遴选,分专题进行编译(以传递原始信息

中的重要信息为核心进行翻译),形成相应的快报产

品提交给目标服务群体.
最后,面向校领导,根据校领导部署的专题,情

报馆员基于大量的原始动态信息进行高度凝练、分
析,形成决策支撑的短篇专报.

基于上述这种技术自动支撑 ＋ 人工的服务应用

体系,可以有效地保障服务的及时性、普惠性、针对

性、规范性,从而保障服务的可持续推进.
表１　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应用体系

服务形式 服务对象 服务周期 服务说明

原始

信息

校内全

体人员
即时

每天自动采集、自动计算过的高

校改革发展动态原始信息直接发

布在服务网站,供校内访问

自动统

计分析

校内全

体人员
即时

服务平台基于自动采集的原始

动态 信 息 和 自 动 抽 取 出 的 对

象、关键词等形成自动统计分

析服务

重要

报告

校内全

体人员
每年

情报馆员在特定的机构排行网

站,每年定期采集发布当年全机

构、各学科排名动态,并简要分析

快报

校领导、各院

所领导及部

处领导

每月

情报馆员每月从自动采集的原

始信息中遴选出有限的最重要

动态,分专题编译形成快报

专报 校领导 任务委托

根据校领导的部署,情报馆员

基于原始动态信息进行高度凝

练、分析,形成短篇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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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上海科技大学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框架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描述说明

学校建设

体制机制 侧重于重大的体制化改革等举措,如“双一流”建设、学校管理机制的变更等,如理事会、管理体制

重大人事调整 校长变更、领域顶尖科学家的加盟

组织机构变动
机构的合并、拆分、新增等,如获批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央部委联合建设一个实验室,与知名企业联合

建设研究单元

教学改革

学科建设 博士点的建立、学科/学院的新建、一级学科的新建等

教学合作 与国外一流高校、国内重点研究院所的教学合作

创新教学 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上的新手段、新方法

学生培养

培养方法 学生的培养理念、培养方案、新的培养举措等

合作基地 与国外一流高校、国内外知名机构合作建设的学生实习基地等

培养成果 学生参加国际重要比赛及获奖情况、学生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等

科学研究

科研规划 科学研究相关的规划、管理信息

科研进展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进展,一般需要是国际领先、首发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特征主要表现为

发表于高影响力期刊、表述中出现首次揭示等词

科技奖项
获得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重要奖项,比如诺贝尔奖(国际各个专业领域的重要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获评

院士等

科研合作 与国外一流高校、国内重点研究院所的研究合作,包括共同成立一个联合实验室等

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政策 产学研方面的管理方法、指导政策等

产学研动态 指的是与知名企业开展的合作

产学研报告 指的是产学研分析报告

５　一流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实践

在上述技术路线和应用服务体系研究的基础

上,上海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上科大”)图书信息中

心针对上科大的需求,开展了系统的一流高校改革

发展动态监测服务实践.
按照信息源和监测语料库的构建流程,遴选出

７７所国内外跟踪高校和３００多个监测语料,并结合

上科大的发展目标,形成了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

框架(见表２).在此基础上,建设了“一流高校动态

监测服务平台”,形成了每月一期的“一流高校改革

发展动态快报”.经过近１年的试运行,该平台和体

系化的服务机制已成为常态化服务.“一流高校动

态监测服务平台”(访问限校园IP范围)自动遴选的

资源约１６００条,每条资源均有至少１次点击阅读,
单条资源的最高点击量近４００次;每月发布的快报

得到了校长及各部处、院所领导的肯定,每期线上的

快报信息均曾被访问(见图４),上科大校长更是在１
期快报产出后,明确提出当期的很多高校发展信息

很有启发,将在校长办公会进行讨论.这充分验证

了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支撑了上科大决策层及

时掌握国内外所关注高校的改革发展动态.

图４　上海科技大学“一流高校动态监测服务”

某期线上快报的访问情况示例

６　结语

作为高等教育规划的重要议题之一,“基于证据

的决策支持”为信息服务部门提供了广大的发展空

间,结合具体的需求,利用有效的技术手段,设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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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应用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校决策层提供重要的服

务支撑.文章在充分调研高校发展战略规划所关注

内容的基础上,以高校发展动态监测服务为切入点,
深入研究了高校改革发展动态监测体系、监测信息

的挖掘途径与方法、监测实施技术体系,并且最终以

上海科技大学一流高校发展动态监测服务为例,验
证了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然而,无论是高校发展动态监测服务本身,还是

更深入的信息服务,都还存在众多需要改进和突破

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本研究也仅仅是决策支持信息

服务中的一个尝试.从高校发展动态监测服务本身

而言,一方面,如何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提升和政策

主题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遴选准确性还需在后续的工

作中继续探索;另一方面,如何利用从采集到的全文

中标引出的对象及对象间关系、时间特征等,发现机

构合作新模式、高校学科建设轨迹、产学研演化轨迹

等内容,为学校决策层提供更有深度和参考价值的

情报服务,也是需要重点探索的内容之一.此外,网
络发布的高校发展动态信息仅是为学校决策层提供

决策参考的一类资源,如何与其他信息服务如学科

化分析、机构竞争力分析等进行有机融合,也需要在

下一步的工作和研究中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１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

www．gov．cn/zhengce/content/２０１５－１１/０５/content_１０２６９．htm．

２　乔治凯勒．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M]．山东: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６３－１８７．

３　EnhancingstrategyandintensifyingplanningtowardsinternationＧ

aliseduniversities[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hepa．ust．

hk/program．htm．

４　DempseyL,MalpasC．Academiclibraryfuturesinadiversified

universitysystem [G]//Higher Educationinthe Era ofthe

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Palgrave Macmillan,Singapore,

２０１８:６５－８９．

５　Guidelinesforparliamentaryresearchservices[M]．Inter－ParliaＧ

mentaryUnion(IPU)andthe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

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２０１５:６－７．

６　GassieLillianW．UseandimpactoftheguidelinesforparliamenＧ

taryresearchservices[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library．

ifla．org/id/eprint/２２２８．

７　张薇．发展中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J]．图书情

报工作,２００２(６):２０－２０．

８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

进计划”[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www．gov．cn/gzdt/

２０１４－０２/２８/content_２６２５３０４．htm．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

规程»的通知[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www．moe．gov．

cn/srcsite/A０８/moe_ ７３６/s３８８６/２０１６０１/t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_ ２２８４８７．

html,２０１６．

１０　MunteanM,BologaAR,BologaR,etal．Businessintelligence

systemsinsupportofuniversitystrategy[G]//Proceedingsof

the ７th WSEAS/IAS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Technologies,２０１１:１１８－１２３．

１１　StefanovaK,KabakchievaD．Analyzinguniversitydatawith

businessintelligencesystemsformanagementdecisionsupport
[J]．IkonomiceskiiSotsialniAlternativi,２０１５(２):６０－７２．

１２　UniversityofIllinoisLibraryatUrbanaＧChampaign．Frameworkfor

StrategicAction２０１５－２０２１[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s://

www．library．illinois．edu/geninfo/libraryinit/framework_for_strategic_

action/．

１３　肖珑．支持“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趋势研究[J]．大

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５):４３－５１．

１４　王雅戈,叶继元,袁曦临,等．高校图书馆高端信息咨询服务的

实践与思考———之一:为高校领导服务的探讨[J]．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３(５):１－３．

１５　情报服务与知识产品[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www．

las．ac．cn/subpage/Information_ Content．jsp? InformationID

＝６２３３．

１６　青塔 － 关于我们 [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tps://www．

cingta．com/about/aboutus? attach＝０．

１７　上海交通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室．每日情况[EB/OL]．[２０１９－

０３－０８]．http://gfb．sjtu．edu．cn/CN/news．aspx? info_lb＝

１１&flag＝２．

１８　复旦大学发展规划处．高校动态[EB/OL]．[２０１９－０３－０８]．htＧ

tp://www．op．fudan．edu．cn/５６３４/list．htm．

１９　同１．

２０　李威,查自力．高校战略规划:是什么、做什么、谁来做? ———中

外一流大学发展规划组织的比较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

研究),２０１６(４):１－６．

２１　BarbagalloD,CappielloC,FrancalanciC,etal．Enhancingthe

selectionofwebsources:areputationbasedapproach[C]//EnＧ

terpriseInformationSystems．ICEIS２０１０:４６４－４７６．

２２　郭岩,刘春阳,余智华,等．网络舆情信息源影响力的评估研究

[J]．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１１,２５(３):６４－７２．

２３　袁建霞,董瑜,邢颖,等．学科情报动态监测信息源的挖掘及体系

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７(１１)．８０－８５．

２４　YuvarajN,SabariA．Anextensivesurveyoninformationretrievaland

informationrecommendationalgoritmsimplementedinuserpersonaliＧ

zation[J]．AustralianJournalofBasicandAppliedSciences,２０１５,９
(３１):５７１－５７５．

２５　Feng W,WangJ．Incorporatingheterogeneousinformationfor

personalized tag recommendationin socialtagging systems
[G]//Proceedingsofthe１８thACMSIGKDDInternationalConＧ

０４

服务高校决策层的改革发展动态监测服务的研究与实践/刘建华,常江,张晓林

　　　ResearchandPracticeontheDynamicMonitoringServiceSupportingUniversityDecisionＧMaking/LiuJianhua,ChangJiang,ZhangXiaolin



2
0

2
0

年
第1

期

ferenceonKnowledgeDiscoveryandData Mining (KDD１２),

NewYork,USA２０１２:１２７６－１２８４．

２６　ZhangZ,LiuJ,ZouY ,etal．Profilingscienceandinnovation

policybyobjectＧbasedcomputing[J]．TechnologyAnalysis &

StrategicManagement,２０１４,２６(５):５８１－５９３．

２７　邹益民,张智雄,刘建华．基于对象行为的情报关注模型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３９(５):５０－５９．

２８　张智雄,张晓林,刘建华,等．网络科技信息结构化监测的思路和

技术方法实现[J]．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４０(４):４－１５．

２９　同２８．

３０　刘志刚,江洪,钟永恒,等．图书馆学科化服务产品体系研究[J]．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１(１２):６８－７２．

作者单位:刘建华、常江、张晓林,上海科技大学图书信息中

心,上海,２０１２１０
刘建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６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６
张晓林,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ResearchandPracticeontheDynamicMonitoring
ServiceSupportingUniversityDecisionＧMaking

LiuJianhua　ChangJiang　ZhangXia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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