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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ts research resul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knowledge shar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2)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knowledge providers and recipients; 3) knowledge sharing
channels, as evidenced by the lack of technical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tools; 4) the knowledge-sharing environment.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is the lack of good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the imperfect incentive mechan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reduce the knowledge distance among the team members, create
the team atmosphere of knowledge sharing, establish a reasonable team structure, and hold
knowledge exchange activit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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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科研团队是我国科研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对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归纳总结影响高校科研团队的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因素：1) 知识特质性；2) 知识提供方与接受方个体
差异；3) 知识共享渠道，具体表现为缺乏技术支持与交流手段不足；4) 知识共享环境。具体表现为缺
乏良好的文化氛围与激励机制不完善。并对此提出组织要改善激励机制、缩小团队成员间的知识距离、
营造知识共享的团队氛围、建立合理的团队结构、举办知识交流活动，从而提高高校知识创新能力，为
我国高校科研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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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创新和知识传递的过程中，高校在这其中无疑扮演着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而高校的主要职
责在于教育和科研两大方面，我国的高校越来越把提高竞争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甚
至很多高校承担了大部分的国家级和省级重大项目，但是现在的知识经济的时代，单靠个人的能力实现
某个科研成果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所以建立科研团队是现在高校或者企业进行科学研究的普遍形式[1]。
知识共享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知识共享直接影响知识的交流以及知识的创新，也
影响着知识管理的效果，知识共享衡量知识管理的效果，知识管理的目的就在于知识的利用与知识的创
新，知识必须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充分利用和创新，所以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关键部分。
在我国高校科研团队中，他们的科研水平良莠不齐，具有很大的差距，许多高校具有高素质的人才，
但科研水平较低，所以针对这样的现状，笔者针对为什么高校科研团队中配备了很多人才，但是科研水
平反而很低做出了思考。所以本文归纳总结影响高校科研团队的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影
响因素提出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水平的对策和建议，从而提高高校知识创新能力，为我国高校科研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 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知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而且统一的定义，学者们也在不同的维度对知识做出了自己理解的
解释。越来越多人倾向于认为知识是一种组织资源。我们认为知识管理最重要的是知识的资源利用和价
值转化，所以本文运用了达文波特和普鲁萨克对知识的解释：“知识是一种包含了结构化的经验、价值
观、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等要素的动态的混合体，它为评估和利用新经验与信息提供了环境和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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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ll 和 Grayson 认为组织文化是推动知识管理成功实施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2]。汤建影等对合
作研发高校科研团队间的知识共享进行研究，认为重视人性关怀与情感交流、鼓励创新的组织文化能激
发各成员共享知识，加速组织内部知识创造过程，提高合作研发高校科研团队间知识共享的质与量，相
反，不合适的企业文化会阻碍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流通与转换，隐性知识则不能转换为显性知识，扼杀团
队成员的创新能力[3]。所以，建立包容、信任开放和鼓励创新的组织文化会对高校科研团队的知识管理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Teece 认为企业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将零散的信息和知识流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对
内外部知识的实时的监测[4]。Brown 和 Duguid 认为信息技术可以支持不同团体间不同程度的正式和非正
式的交流，实现知识在不同结构边界的跨越[5]。
尽管研究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鲜有文献从影响知识共享意愿因素视角，
探寻其对科研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李霞通过界定高校科研团队概念，分析知识共享行为与学习行为对
团队绩效作用机制[6]。晋琳琳利用统计学的相关知识，探讨拥有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科研团队成员之间知
识共享和知识整合是否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影响[7]。韩成标挖掘现有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中存在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的意见[8]。

3. 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因素
(一) 知识的特性
OECD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中，将知识按表达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一类是
隐性知识。所谓显性知识是指可以通过正常的语言方式传播的知识，典型显性知识主要是以专利、科学
发明和特殊技术等存在的知识，所以显性知识是可以表达的，也是有载体的[9]。然而隐性知识往往是个
人或组织经过长期积累而拥有的知识，通常不易用言语表达，也不可能传播给别人或传播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隐性知识不易被认识到、不易衡量其价值也不易被其他人所理解和掌握。由于隐性知识的存在，就
很造成在高校科研团队成员之间知识的不对称性，同时信息掌握者也会衡量隐性知识带来的价值，从而
导致其不愿意进行知识共享[10]。
(二) 知识提供方与接受方个体差异
在高校科研团队中，一个完整的知识共享过程必须是知识提供方有意愿将知识分享给别人，在这个
前提下也需要知识提供方能够准确的将知识向接收方表达出来，当知识提供方分享出自己的知识，也要
考虑接受方的意愿以及其接受程度，如果太难或者太复杂，接受方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消化就非常困难[11]。
即使接受方理解了知识的内涵，其后期利用知识的能力也有待考量，所以这是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水
平的关键因素。
(三) 知识共享渠道
1) 缺乏技术支持
相关的技术是知识共享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手段，如数据采集手段、群件技术、知识地图、新型检
索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如果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会使得知识交流难以进行，不利于知识需求者的
使用，另外，对于已有知识、信息，缺乏应有的信息技术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综合，会使得大量的知识资
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12]。所以，没有技术的支持，对知识共享的水平会有很大的影响。
2) 交流手段不足
高校科研团队之间如果不进行知识的交流，对于科研成果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成员之间要进行
紧密的交流，但是要进行知识他们要进行知识共享，就需要有必要的交流手段，或者交流方式或交流平
台，比如经验交流会、讨论会、团队学习等等，离开了这些交流手段，自然就会影响知识共享活动的进
行。但是从每个成员的角度出发，他们被组织定格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面，按照管理者的安排去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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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无法突破岗位对于个人的束缚，所以彼此之间的交流机会无疑就会很少。所以，类似于经验交流会、
讨论会之类的交流手段和交流平台就很难付诸现实。但是此类交流手段的不足，自然会妨碍知识共享活
动的正常进行。
(四) 知识共享环境
要进行知识共享活动，首先就需要有一定的客观环境，如果环境合适，知识共享活动就会顺利进行，
如果环境不合适，知识共享活动就很难在各个成员之间进行。
1) 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围
众所周知，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起规范、凝聚、激励和强化作用，从而促进知识共享
的顺利进行。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在科研团队中，就会被一片拒绝或消极对待知识共享的
文化所围绕，这就很明显会对知识共享产生很强大的阻碍作用。
2) 激励机制不完善
良好的激励机制对于科研团队的创造力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由于只是共享只是人们应该积极参与
的行为，而并非“理所当然”的行为，同时这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利益风险，所以，只要有了一定的激
励机制，人们才乐于参与知识共享的活动，而极力机制不完善，知识拥有者一般是不会主动去进行知识
分享的。所以，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就难以调动知识拥有者参与知识共享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科
研团队的科研水平。

4. 提高高校科研水平的对策及建议
(一) 改善激励机制
因为高校科研团队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团队，而成员自身获取知识的过程非常困难，要付出
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才能形成一个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所以有利己主义的成员自身会在做知识共享前衡量
知识共享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报酬，这种报酬是不是大于自身失去竞争力的风险，只有收益大于风
险，才会有知识共享的意愿，因此，建立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是提高知识共享水平的必然要求，在团队
成员进行知识共享以后，希望得到相应的报酬(表扬、奖金、津贴、福利等)，这种激励属于保健因素，虽
然不能提高知识共享的质量，但是可以相应提高知识共享的意愿和知识共享的数量[13]。同时可以给进行
知识共享的成员一定的晋升机会，让有知识共享成员得到认同感，这样既满足外在保健因素，也能满足
知识共享成员的精神需求，让知识共享成员得到成就感，从而达到另外一种层次，即激励因素，这种因
素虽然不能提高知识共享水平的数量，但是可以提高知识共享的质量，使得知识共享成员之间有一种和
平且互惠互利的感觉。
(二) 缩小团队成员间的知识距离
知识共享的目的是实现知识利用甚至实现知识创新，知识的不对称性可以说是影响知识共享水平的
基本根源所在，如果只是共享主体之间的知识距离太大，那么其他多么完善也是徒劳，因为在前期的知
识交流过程就无法实现知识共享的实现，那么讨论只是共享水平也就没有意义。
缩短知识共享主体之间的知识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建立一个知识交换平台，个体成员对
自身知识体系的积累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知识共享主体之间相互融合彼此的知识资源，才能有效缩短
知识距离，二是探索知识共享主体之间知识共享模式，在平时进行知识交流的时候多组织相关会议和讲
座，缩短知识共享主体之间文化差异和习惯差异，进而实现知识共享。
(三) 营造知识共享的团队氛围
科研团队建设初期，团队成员之间来自于不同的学术背景，有着不同的研究习惯，有各自的研究领
域，为了一个共同的科研目的组成一个团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磨合才能够习惯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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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团队内部气氛不够活跃，团队成员不能够畅所欲言，高校科研团队是一个学术性团队，在一个没有
互相信任的不和谐的环境下，知识共享是无法很成功地实现的，因此在高校科研团队中，团队带头人的
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团队带头人应该带领团队成员为团队创造一个畅所欲言、言论自由、观点自由，
可以进行头脑风暴进行知识交流，并且互相信任、易于沟通的氛围，在这种知识共享环境下，团队成员
可以专心努力做研究，在一个和谐的学习型团队下，和团队共同发展，共同为团队实现知识创新做出贡
献。
(四) 建立合理的团队结构
团队结构有垂直结构和扁平结构，垂直结构的团队类型在知识交流时受到繁琐的上下级限制，机构
森严，层级与层级之间关系疏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成员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
机制，而对于扁平化的团队结构，团队成员之间层级设计较少，有利于扁平化的团队结构，团队结构中
团队带头人管理权力最大，层级与层级之间没有复杂的组织权利机制，成员和成员之间能够很容易地直
接进行联系和沟通，不会有层级压力导致知识交流壁垒的情况。垂直化的团队结构主要遵循上级安排下
级执行的模式进行知识共享，这样往往迫于权力的压力，成员很难言论和观点自由，而扁平化的团队结
构使成员与成员之间关系相对较为平等，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科研项目的决策或意见层次，在科研
项目中有问题也可以观点自由，在扁平化结构的科研团队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知识的流动，最大程度
地发挥团队的优点，从而使得团队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显著，为团队实现进一步的知识创新。
(五) 举办知识交流活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阶段性的知识交流显得更加重要，前面四点建议中提
到改善激励机制，缩小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距离，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建立合理的团队结构，但是在
这些基础上，进行物理性的定期知识交流还是有必要的，虽然网络平台的构建能够很好地实现知识共享，
但是网络平台是对于已有知识的存储和再次利用，而且只是类型大多是面对显性知识，对于更新的知识
如果上传到网络平台，让团队成员各自进行账号登录学习，成员自身可能难免漏掉一些重要的知识没有
学习到，而进行物理的知识交流(会议、讲座、头脑风暴等)，这种形式的知识交流可以消除团队成员之间
知识的不对称性，提高后期进行科研项目的效率。团队成员在良好和谐、互相信任的团队氛围下，在完
善的激励制度下，做到以传统的物理知识交流和网络平台交流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知识共享。高校科研团
队不仅要发扬和创造传统物理知识交流的机会，也不能忽略基于互联网技术知识的网络平台交流相结合，
及时更新知识，为科研团队积累竞争力实现更多的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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