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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知识高效流动的“知识分配力”是影响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基础研究本质上是知

识再生产、知识共生产的过程，知识流动的状况不但影响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也影响基础研究成果的高
效应用。运用知识流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基础研究中科学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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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强调“知识分配力”与知识流分析？
本文为什么从知识分配力和知识流分析方
法切入？原因在于基础研究中的科学传播本质
上是一个知识流动的过程。理解“知识分配
力”这个概念和知识流分析方法，可以为我们

认识基础研究中科学传播的意义、特点和机
制，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方
法论基础。
“ 知 识 分 配 力 ” （Knowledge Distribution
Power） 这个概念是在 OECD 国家创新系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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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中首先提出来的。P. A. David 和 D.
Foray 的报告 《进入和扩展科学技术知识基础》
认为，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取决于知
识的生产能力，而且取决于知识传播、扩散和
利用的能力，他们提出“知识分配力”的概
念，试图要表征的就是传播、扩散和利用知
识的能力。
“知识分配力”具体含义是指“确保创新
者及时获得相关知识的能力”，或“通过增进
对现有知识的转移、转化和获取，从而支持提
高扩散及使用知识的过程的运行效率的系统能
力”[1]。显然，作为一种系统能力，“知识分
配力”不仅包括知识转移、转化的能力，而且
包括知识学习 （或吸收） 与知识应用的能力。
这种“知识分配力”决定了一个社会依靠知识
得以进步的状况，此后 OECD 发布的 《以知识
为基础的经济》 的报告甚至认为：科学研究人
员和研究机构在网络内和网络间转移知识的能
力表现出不同等级的“分配力”
，这就构成了
不同经济的特征，“知识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
承认知识的扩散与知识的生产同样重要”[2]。
提出“知识分配力”这个概念，一方面，
提高了我们对知识传播、扩散重要性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我们关于知识流动的传
统观念。传统观念认为，知识的流动是从知
识的生产者自然地流向知识的应用者的，这
个流动的过程既是单向的，也是线性的，而
且是能够自然地发生的。但事实上，这是一
种非常简单化的理解，知识流动的现实过程
是生产者—传播者—应用者交互作用的复杂
过程，知识流以及由此引发的技术变化也不
是以完美的线性顺序出现的，而是通过不同
角色之间的种种反馈实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知识的流动可能会自
然地发生，但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自然发
生”，知识流动的效率将可能是非常低下的，
因为存在着大量阻碍知识流动的障碍。这种
障碍可能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知识理解上
的障碍会妨碍知识的有效吸收；知识传播中
利益分配的冲突会导致人为的阻碍；传播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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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缺失会中断知识扩散的过程；组织结构上
的障碍会形成知识扩散中的屏障；主体缺位的
障碍会使知识的传播缺乏有动力的行动者。要
让知识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高效地流动起来，
让创新者及时地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必须有
意识地消除这些可能出现的障碍。换言之，需
要有必要的制度设计，有意识、有目的和高效
地推进知识的流动。
在这个从知识流动的“自然发生”到“人
为推进”的转变中，知识流分析方法具有重要
意义。知识流的分析不仅在于揭示知识流动的
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在于发现知识流动的障
碍和瓶颈，寻求推进知识流动的新途径，提出
改进知识流动性的政策和方法[3]。

2 如何理解基础研究和科学传播？
为进一步探讨基础研究中的科学传播，我
们还需要就如何理解基础研究和科学传播这
两个概念展开必要的分析。
关于基础研究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大，而
且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强调的侧面也有差异。
从万 尼瓦尔·布 什 《科 学——
—没有 止 境的 前
沿》，到 D. E.·司托克斯 《巴斯德象限》，一个
广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基础研究，
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科学政策[4-5] 。OECD 历次
修订的 《弗拉斯卡蒂手册》 给出的定义主要用
于科技统计，重点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两个特
点，其一，是为了获取新知识的试验和理论研
究，目的是了解某种现象和事实的基础知识
(underlying foundations)；其二，没有可预见的
特定应用或效用(application or use)[6]。 OECD 科
技政策委员会于 2003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 《公
共研究的治理》 (
)
则把基础研究分为两类，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和
问题驱动的研究[7]。 近年来出版的 《告别蓝色
天空：基础研究的概念及其角色演变》 试图从
不同基础研究概念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个概念
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以表明不论是基础研究
这种活动，还是基础研究这个概念都是不断演
进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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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从词义辨析的角度出发，可
以从“基础”和“研究”两个方面分析基础研
究的特点。
“基础”是一个关系范畴。 （1） 相对于已
有的知识体系而言，强调基础研究是前沿性
的探索，是对既有知识系统的突破，不但在已
有的知识体系中引入新的要素，而且会对现有
的知识的基础和结构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
（2） 相对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言，基础研
究成为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新知识的源头。正是
从上述两种关系出发，人们往往把基础研究的
成果称为“原始性创新”或“源头创新”
。
“研究”是一种以认知为基本特征的活动
类型，不论是何种研究活动，力求通过探究形
成对研究对象特点和规律的准确认知是一个基
本环节。就基础研究而言，这种认知的特点表
现得更为充分。从这种特点出发，研究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再生产的过程，在这种知识
再生产过程中，不论是否共同合作研究某个特
定的问题，研究者之间总会因为知识上的相互
依赖形成“知识共生产”的关系，可以说，研
究的过程是在由多个复杂、多样的知识“生产
者—用户”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展开的。在
这个知识再生产、知识共生产的复杂网络中，
知识流动的效率将直接影响知识生产的状况。
与这种知识流动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
“科学传播”
。对“传播” （communication） 这
个概念，也有多种理解，比如，交往、交流、
通讯、传播等，可以说存在一个与传播相关的
行为谱系。就传播的内在逻辑过程而言，可以
说“知晓”、“理解”是各种传播行为共有的
机理，“与他人建立共同的意识”是传播的基
本目的。可以说，传播是知识和信息流动的过
程，也是学习和交互学习的过程。以对“传
播”概念的这种基本认识为基础，我们可以
把“科学传播”理解为科学知识 （以及与科学
相关的知识） 流动的过程，理解为以科学知识
为内容、科学活动为对象的交互学习过程。
与“科学传播”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科
学普及”
。对“科学普及”
，有政策层面和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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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两个理解。
就政策层面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
国的国家和部门政策层面，“科学普及”通常
被作为一个含义广泛的政策概念加以使用，各
种与科学知识、方法和科学精神传播、扩散相
关的活动都被归入“科学普及”的政策范围之
内，在这里，“科学传播”往往被理解为“科
学普及”的一种方式。
就学理层面而言，“科学普及”往往被作
为一种预设了主体 （科学知识拥有者） 和受体
（科学知识接受者） 之间非平等关系的传播模
式，这种传统的传播模式 （被称之为科学传播
的“缺省模式”
） 已经受到广泛质疑，“公众
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成为新的科学
传播模式的基本理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关于科
学传播与科学普及关系，以及科学传播模式的
探讨，总体上是在“科学界”与“公众”之间
关系的框架下展开的，不同科学传播模式的差
别在于对这种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关于科
学传播的讨论，试图走出这种分析框架，把科
学传播理解为更广义的知识流动过程，不论这
种知识流动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是发生
在“科学界”和“公众”之间，或者发生在公
众之间。

3 如何全面认识基础研究中科学传播存在的
主要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
结论。
第一，推进知识高效流动的“知识分配
力”是影响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提高社会的“知识分配力”，需要运用知识流
分析的方法鉴别影响知识流动的各种障碍，并
通过技术、制度等多种方法消除妨碍知识流动
的屏障。
第二，基础研究本质上是知识再生产、知
识共生产的过程，知识流动的状况不但影响基
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也影响基础研究成果的
高效应用。科学传播的过程是促进知识流动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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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学习的过程，基础研究中同样需要高效的
科学传播。
从这两个基本结论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
探讨基础研究中的科学传播问题。限于篇幅，
本文的重点放在发现阻碍基础研究中知识流
动的屏障，至于如何克服这些屏障，寻求促进
基础研究中科学传播的途径，将是需要我们今
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我们把基础研究中的科学传播区分为相
互关联的两个层面：科学系统内的科学传播
和打破科学系统内外界限的科学传播。
关于科学系统内的科学传播，我们重点讨
论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保障获取新知识的及时性和降
低获取知识的成本？
如果我们把基础研究理解为知识再生产的
过程，获取新知识的及时性与成本问题就是影响
科学研究过程中知识流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信
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为新知识快捷、全
面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
使得商业力量成为介入并影响科学研究活动中知
识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比如，企业对科学信息
的商业垄断，“数字鸿沟”带来学术交流中的新
壁垒，使科学研究中的知识流动面临新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不仅是科技界要思考的问
题，也是政府和社会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学术界近年来倡导“自由科学运动”，推
行科学数据和信息的开放存取， 《自然》 杂志
2010 年创刊的 《自然通讯》 实行向作者收费、
向读者免费开放的做法，如何看待这些在新
形势下的新探索？如何进一步探讨在当代社
会保障科学知识的公有性的制度和途径？无
疑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二，如何建立适应当代科学研究特点
的、坦诚平等的交流文化？
如果把基础研究理解为知识共生产的过
程，作为科学研究中知识流动的一种基本方
式，学术交流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否
能够进行坦诚平等的学术交流，往往会直接影
响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如何促进积极健康
34

的学术交流，保障坦诚平等的学术探讨，是我
们推进科学研究中高效率、有成效的知识流动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坦诚平等的交流文化还必须适应当代科学
研究的特点。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不断突破既有学科的界限。传统的学术交流更
多地在学科内展开，如何打破学科之间的壁
垒、消除跨学科研究的制度和组织障碍，将是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第三，如何适应科学系统内前沿知识传播
的特点？
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很强的
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在科学系统内交流的知识
往往是前沿性的知识，一方面，这种前沿性知
识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相互交流和交
互学习这种前沿性知识，是科学家理解前沿进
展，并参与最新的研究工作的重要途径；另一
方面，这种知识尚未经过科学共同体的反复检
验和专业评判，可能包含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甚至有错误的知识成分，相互交流的过程也是
相互质疑、相互批评的过程，这是科学共同体
集体纠错机制的具体体现。无疑，这种科学传
播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何保证前沿知识在
科学共同体中的传播切实起到促进前沿探索和
集体纠错的作用，对此，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
关于打破科学系统内外界限的科学传播，
我们认为首先要改变两种观念，即认为科学知
识从系统内向系统外的传播可以完全依赖和
满足于知识流动的自然发生，以及认为这种知
识流动单纯是知识从生产者向使用者的单向
线性的流动。
同样，打破科学系统内外界限的科学传播
也存在三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如何打破系统内外的界限？
我们认为，打破系统内外界限可以有不同
的方式和机制，也可以设计与这些方式相适应
的制度。其一，构造用户参与的基础研究模
式。用户的参与正在成为引导基础研究方向和
明确基础研究功用的重要途径，任务驱动或目
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往往具有这种特点。如何在

跃跃跃

李正风

研究者和科学系统外的用户之间形成良性的
互动机制，既保证这种互动能够及时地吸纳
用户的合理意见，同时又不违背科学研究的
特点和规律，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二，建
立和完善研究—教育协同进化的制度安排。科
学研究的最新知识及时地纳入到公共教育体
系，公共教育体系及时地培养出适应科学研
究最新进展要求的后备科研力量，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建立和完善这种研究—
教育协同进化的体制和机制，是高等教育和
基础研究两者共同面对的新挑战。
第二，如何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最新进展？
向公众传播最新的科学进展，既是提高公
众科学素养的需要，更是向公众展示科学投资
绩效，以获得公众对相关科学研究更大程度的
支持的必要前提。向公众传播最新的科学进展，
一方面，需要向公众及时、客观地发布科学进
展的状况，为此需要对公众难以理解的前沿知
识进行必要的解释，改变知识表达的形态；另
一方面，需要有效地规避因为前沿知识的不确
定性而误导公众的风险，这种误导既可能带来
对新知识的错误理解和不当利用，也可能降低
公众对相关科学活动的信任，以及对其价值的
错误判断，导致公众对科学事业支持度的下降。
第三，如何让公众更好地理解基础研究活
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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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科学系统内外界限的科学传播，不仅
包括科学内容方面的传播，而且包括与科学活
动相关知识的传播。为了让政府管理者制定适
应科学研究特点的相关政策，为了让公众更好
地理解基础研究的活动特点和社会运行方式，
都需要加强与科学活动相关的科学传播，以使
政府和公众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科学，也能够以
更恰当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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