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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传播学研究专题】

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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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知识生产的意义生成并不只存在于文本及表征系统中，也存在于非表征性的具身实

践、特定情境、媒介惯习、情感、需求及动机等的交互耦合中。 表征与非表征协调作用，构建了网络知识生产的完整
意义。 非表征文化为网络知识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切入点。 认知主体与环境、物质化媒介、知识平台等构成彼此
关联的共同体。 在离身与具身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生产传播应从关系性体认入手，以实践中的认知主体为
核心，通过知识生产观念转变、知识关系网络重塑和知识服务升级重构网络知识生产传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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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交往的社会。 网络知识生

多变。 网络知识生产建构了新的认知环境与文化权

产与传播不仅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也能够

力关系。 本文从认知交互视域出发，重新考察认知

培养和造就更多适应 知 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 智 识
人” 。 尼科·斯特尔指出：“ 当代社会可以被描绘成
某种知识社会，这种社会是以科学知识向其一切生

活领域的渗透为基础的。” ① 随着当前互联网技术的
进步，网络成为现代人接受知识的主要来源和渠道。

主体与网络知识生产的关系，以期为网络知识的生
产机制、价值内容和传播模式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认
知传播研究范式。
一、表征、非表征与认知交互

人们对网络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既是一种为增强自我

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理论，探究从离身认知到具

身份认同和现实掌控力而产生的本能行为，也是认

身认知再到离身与具身纠合的认知交互之理论演变

知主体以身体实践和展演来激活与表达特定情感和

轨迹，可以明确理论整合的来源和合理性，以便在此

需求的一种日常活动。

基础上阐释网络知识生产的意义生成机制。

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加速了知识的生产、传播流
程。 人们通过网络获取知识，但缺乏对网络知识生

１．表征与非表征理论

表征与人类自文明诞生以来对理性形式的孜孜

产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的关注。 尤其在智

追求分不开。 以第一代认知科学为代表的表征理论

能媒体和移动传播情境下，知识生产原先的权力结

认为，表征是人脑关于世界的符号表征与模型。 表

构被打破，网络知识正以文字、图像、声音与视频等

征理论还认为，人的心智和认知能力是自治的，人的

多态耦合的方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网络知识生产
以 ＰＧＣ ＋ＵＧＣ 模式生成，网络技术升级使知识的载

大脑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搜集和处理独立地反映

系统等内置技术使知识生产与接受的场景更加复杂

的那样， “ 连接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轴线叫做表征轴，

体、平台、终端与内容进一步分离，传感器、智能定位

外部世界，并且认知可以与外部世界（ 环境） 、身体
及身体的感知运动能力相分离。 正如米歇尔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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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连接表征生产者和观看者之间的轴线叫做交流

认知交互就是指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交互，

克拉克则将表征区分为两种形式的不完全

既包涵对事物表征与非表征性的海纳态势及对两种

轴” ② 。

表征，即弱内部表征（ ｗｅａ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和
强内部表征（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③ 他指出

认知框架的协调整合，也是指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的
互动关系中认知主体与物体、环境、情境、关系网络

了在与表征对象分离的情况下认知主体内部信息处

等的间性关系交互。 这是由于认知过程本身包含表

理功能与其认知能力强弱的关系，即弱内部表征仅
能处理即时的和在线（ ｏｎ － ｌｉｎｅ） 的信息，处于较低层

征与非表征两种形式，且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或无

的抽象操作，处于较高层级的认知水平。 有学者指

时又表现为某种动态整合的交互系统模式。 只考虑

出认知建构的社会性，认为传播过程中主体能动性

表征性，容易陷入机械式的认知—心理反应模式。

认知以符码性的表征为核心，不同符码表征诉诸受

只考虑具身性，又容易陷入生理决定心理的“ 还原

次的认知水平；强内部表征则能进行离线（ ｏｆｆ － ｌｉｎｅ）

体的认知能动反应而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 ④

法兼容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完成一项认知活动
既是通过身体、脑等多种结构的心理参与实现的，同

论” 或身体中心论。 而将二者结合的认知交互，不

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发展，非表征被凸显出

仅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表征与非表征过程的认知特

来。 非表征理论强调认知的情境性，认为所有的认

点，而且为适应当前数字化、移动化和智能化新场景

知都是情境认知或与情境相关的 ⑤ ，“ 环境是认知系
统的组成部分” ⑥ ，重视人的认知所处的自然的和社

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传播阐释框架。 网络知识生产
与传播具有表征与非表征、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

会文化的大环境。 非表征理论认为，身体动作、情绪

双重维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知识生产与传播

情感和行为习惯构成的特定实践情境等非表征性因

有必要走向认知交互框架下的持续创新。

素对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非表征理论还提倡“ 关系
性思考” ，打破了表征主义强调主客体二元认知的
界限。 这一理论主张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发展有

二、网络知识生产的表征与非表征维度
网络知识生产相较于传统知识生产具有其独特

关。 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认知的“ 动力系统论” ，认

性，从表征与非表征、离身与具身认知的双重维度入

展着的身（ 脑） 、心理、环境多因素耦合的非线性关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知识世界带来全新的视角。

为认知不是孤立发生于头脑中的事件，而是动态发
系和系统事件。 动力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如耦合
（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 路径 （ ｐａｔｈ） 、 确定性混沌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

手考察网络知识的生产传播，能够为深入理解移动
１．网络知识生产的独特性

网络知识是指在互联网上生产传播的一切具有

ｃｈａｏｓ） 、状态空间（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ａｃｅ） 等，可以描述具有时

专业性和生活实践价值的信息内容。 网络知识生产

间属性的动力系统中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塑

即知识生产者以互联网为平台和载体，对各种知识

造及动态演化。

进行生产、加工和再生产的活动。 数字化情境下的

２．离身与具身纠合的认知交互

网络知识生产呈现出新范式、新样态。 正如约翰·

表征理论强调认知的符号主义和计算隐喻，注

沃尔什在预测科学界变化时指出的，网络时代最为

重认知的可计算性、可表征性，智能体的计算装置和

重要的变化是科学家合作模式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

能力等，具有算法至上主义和离身认知倾向。 以新

革。 ⑦ 以在线协作知识生产平台为特征的新一代网

计算主义及第二代认知科学为基础的非表征理论，

络知识生产，从以受众为中心逐渐向传受融合的交

抛弃计算隐喻，回归脑、身体及其经验，更加关注认

互模式转变。 知识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边界消失，接

知主体内外部框架系统中的“ 交互作用” ，为主体、
具身性和行为赋予新的意义，具有隐蔽性和具身认

知倾向。 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的 “ 情境性” “ 具身
性” “ 动力系统” 等核心观念都指向认知交互，包括

受者同时是传播者和生产者。 网络知识社区（ 如知
乎、豆瓣等） ，正是以协作式的隐性知识分享及精英
与草根的共同参与实现知识的持续生产。 知识的独
特性、社交性、经验性及互动性是其传播价值。 不同

身体与环境，认知主体与情境，认知主体内部系统各

知识之间的互动产生新观念、生成新概念，大众的参

要素、外部系统各要素以及各动力系统结构之间的

与加速了新知识的生产。 在协作式知识生产和共享

交互耦合。

范式下，传统知识的深度性、系统性削弱，知识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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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社交化和可沟通性特征凸显，各类虚拟社

识在网络知识参与及实践中的作用（ 如对某一网络

网络。 从网站知识生产、百科词条、知识免费到用户

体参与网络知识生产的非表征形式。 具体来说，网

区、知识 Ａｐｐ、在线课程等构成新的交互式知识生产

议题的莫名强烈关注、追踪和愤怒等） ，都是认知主

生产内容、问答社区和付费模式，知识生产传播的语

络知识生产的非表征维度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网络知识生产具有具身性。 法国身体现
象学的代表人物梅洛 － 庞蒂主张知觉的非表征性，

２．网络知识生产的表征维度

表征是对知识客体的抽象化和符号化表达。 它

意味着通过各种有形的文化符号如文字、图片、声
音、概念、公式、数据、模型等创造意义或进行意义建

认为认知最初以具身方式实现，知觉的主体是社会
文化性的身体—主体（ ｂｏｄｙ － ｓｕｂｊｅｃｔ） ⑧ ，身体在认识
活动中具有核心作用。 具身性就是指认知主体的认

构，是基于文本、符号、话语等非物质领域的探索。

知能力不是离身性的纯粹思维活动，而是身体与环

从表征维度来看，外在现实和客观事物的规律借助

境、大脑神经系统的共同作用机制。 很多案例表明，

各类表征符号得以被表达、认知和交流。

网络知识生产正在回归真人身体。 例如，智能新闻

网络知识生产首先表现为表征性。 一是网络知

播报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具身化，外形上模拟真人的

识本身是依托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符号形式对

身体形象，如声音、语态、话语风格、皮肤温度以及人

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计算化表征。 尤其是网络智能音

机交互的具身化设计等，提升了知识生产传播的效

视频知识生产，主要运用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

率。 网络音视频平台邀请不同个性特征、不同知识

等联合建模数据库，将所输入的文本符号自动生成
相应的智能化文本，以达到或超越传统媒介时代的
知识传播效果。 二是网络知识通常能够离开人的身

体（ 离身认知） ，借助超越时空局限的网络媒介去生

背景的红学专家来解读《 红楼梦》 ，形成对经典知识
的个性化再生产和循环式传播，从而刺激网络知识
经济增长。 网络直播中的公益知识生产，不仅需要
网络技术和直播场地的物质支撑，还需要网民身体

产和传播知识。 如人工智能主播播报新闻时往往不

参与直播的动态实践，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实现网络

需要人的肉身在场，而可以直接通过大数据搜集和

知识生产的具身化和再物质化。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

数字化信息处理进行智能采编和语音播报。 三是网

也表明，情绪和情感都具有生产性，知识生产的表象

络知识生产过程是基于计算主义的算法推送和数字

下是深层的个人诉求动机，人们通过网络空间的具

化模型建构。 四是专业知识生产领域的深耕和细分

身体验形成意义，身体会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具

离不开精密严谨的表征系统。 如网络认知科学发现

身感受重塑个人对网络知识空间的感觉和认知意

的节点“ 择优连接” 机制使知识生产的网络版图扩

义。 非表征正是从认知主体持续的身体参与和网络

大并建立相关性连接，专业发展中的跨学科整合、知

展演中，发掘知识创造流程中流动生成的社会文化

识挪用，跨文化中的文化包装和叙事整合，都是大脑

意义。 可见，网络知识生产不仅是社会性的，也是身

认知机制中的自动连接。 这与知识表征性强调知识

体化的，认知主体的“ 身体” 也是承载意义的重要尺

的关联性、意义建构与科学性不无关系。
３．网络知识生产的非表征维度

度。 “ 非表征” 已经进入网络知识生产的前台，成为
表达网络知识生产及其意义生成的重要维度。

非表征是对非稳定性、流动性的日常实践、情绪

第二，网络知识生产具有实践技术性。 数字网

情感、身体动作及其间性关联的动力表达。 网络知

络技术、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等为网络知识生产提供

识生产的非表征维度关注身体、情感如何参与网络

了技术支撑。 在网络影像知识生产中，身体参与的

知识生产及网络知识生产的情境性、具身性、物质性

实践技术已然凸显。 如在网络互动剧的影像生产

等活力特征。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网络活动轨迹（ 知

中，受众不仅利用网络技术参与对情节的改写、讨论

识搜索、推送等） 、情绪情感的网络塑造（ 不同的网
络媒介使用、地理位置、环境、布置、使用时间、频率
等） 、身体激活与人对不同网络知识的情感表达、人

与选择，还在观影中通过新媒体发送实时弹幕，生成
对其他观影者有影响的即时知识信息，这表明作为
认知主体的受众直接参与了影像知识的叙事生产。

与非人（ 身体、脑、媒介环境） 的共同体交互建构等

在现代博物馆数字知识生产中，身体“ 感觉” 成为建

以及动态性的网络时空与网络事件认知、人的潜意

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 进入实体空间的参观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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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点击和可穿戴语音设备进入数字影像营造的虚

拟与现实交互的时空场景，受者在 ＶＲ、ＡＲ 视角下
产生身临其境的具身感受，并随着移动的身体和不

角。 正如德国学者布鲁尼和卡斯那指出的那样，将
认知过程二分为耦合（ 在线） 和去耦（ 离线） 过程，动
力主义模型的任务应当是尽力去修复、填补二者之

断切换的知识景观而产生新异的空间体认，进而赋

间的认知间隙，而不是完全排斥去耦过程。 ⑨ 表征与

予建筑和历史文物具有自我属性的新意义。 此时数

非表征协调作用，构建了网络知识生产的完整意义。

字虚拟空间、实体建筑与身体、物质化设备及历史知

而非表征文化、表征系统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是通过

识互为媒介，共同影响参观者的历史认同感。 这种

认知主体（ 智能体） 在内外环境互动中构建的控制

技术支撑下的知识生产，放大了认知主体感官的感

系统而实现在身体—脑—环境的动力系统中进行物

受力，更加注重多感官的沉浸体验，使历史知识产生

质重组和衍生构造行为。

具身化的直观认知效果。 而运用智能技术合成已故
历史名人的全息影像也已变得可能，通过对历史名
人生前外形、声音等身体特征的模拟，可以营造一种

三、认知交互与网络知识生产传播秩序重构
“ 认知 传 播 既 在 传 播 流 程 中 观 照 人 的 认 知 行

熟悉的与真人对话、互动的具身感受。 这也是对非

为，也在人的认知过程中把握信息传播的具体实践，

表征文化的创造性运用。 网络知识生产正是通过实

内容生产在为人们提供传媒消费对象的同时，也建

践技术从认知、情感、行为上不断弥合认知主体与知

构着人们对不同传媒产品的认知逻辑。” ⑩ 认知传播

识场景之间的距离。 网络用户的媒介技术参与是协

与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具体表征样式之一的知识生产

调和推动认知主体与环境、知识媒介之间关系的关

同样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而认知交互作为重

键，知识参与者通过与知识产品复杂的交互关系体

塑离身与具身认知协调的一种认知传播实践范式，

认网络知 识 空 间， 并 以 此 扩 张 仅 属 于 自 身 的 知 识

对人脑、心智、环境、情感、动机等表征与非表征状态

疆域。

的关系性观照已超越传统单一性的认知框架，也对

第三，网络知识生产具有情境性。 根据非表征

网络知识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离身与具身认知

理论，“ 情境性” 是认知主体具身心智与外在环境交

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生产应从关系性体认入手，以

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根据不同的空间环境和行为场

实践中的认知主体为核心，从知识生产观念、知识关

景植入不同的载体，达到具身认知效果。 车载音频、

系网络、知识服务升级等方面重构网络知识生产传

家庭智能音箱等，均能为不同认知主体在所处的不

播秩序。

同时空场景实施知识生产传播。 具体地说，如喜马

１．知识生产观念转变：重新认识知识内容生产

拉雅 ＦＭ、蜻蜓 ＦＭ、荔枝 ＦＭ、懒人听书、播客等移动

的多元关系

音频平台，通过搭载各种智能硬件设备将音频植入

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环境下知识生产空间发

到汽车、智能家居等使用场景中去，用声音直接触达

生了深刻的转型。 一是知识生产效果反馈进入生理

自我意识的感官存在。 二是根据知识接受者的实时

层面，眼动仪、传感器、神经测绘仪等植入人的身体

状态。 数字网络兼具知识载体和知识生产环境的双

带来快速的认知反馈机制。 二是知识生产主体多元

重身份。 网络知识生产不仅需要身体和技术的承

化。 除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机构，如学校、研究所、出

载，而且是动态的，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 身体在网

版社等精英化团体，还有广大网民自发参与知识生

络知识的生产、分享和接受中，不断创造性和展演性

产的民间组织、商业机构和个人。 三是知识消费模

地感知环境，使人重新体认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和文

式升级。 用户不再满足于单调片面的内容生产模

化情境。

式，而是更加追求知识产品的消费体验和附加价值，

非表征文化为网络知识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切

知识内容能否彰显自身的艺术品位、个性风格、身份

入点，非表征能有效参与并认知网络知识世界，和表

地位等成为价值量度。 因而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变

征协同描述网络知识世界。 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身体

革，知识生产者应转变生产观念，在认知交互框架下

与网络媒介一起塑造了知识空间的活力并不断对知

建立更具有发散性、多维性和互动性的整合知识生

识进行再生产。 在网络知识生产中，表征与非表征

产模式，既通过感性化的知识媒介传受载体激发受

的认知转向为深入理解网络知识世界带来了全新视

众认知图式中的格式塔差异，也通过不同形式的文

１６２

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本符号和跨媒介叙事形式建构可激发受众认知实践

率，同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在知识分享与传播中增

中的非对 称 性 认 知， 实 现 内 容 生 产 与 认 知 效 应 的

强人与人的纽带关系，是未来知识生产需要注意的

增强。

问题。

第一，强化专业知识生产的表征科学。 专业知
识及其表征系统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仍是第一要素。

２．知识关系网络重塑：生产动力系统交互与传

播关系重构

网络时代由于社交平台的兴起，形成草根平民知识

认知动力系统理论认为，认知是嵌入在环境中

传播态势，体现为社交化、情感化趋势。 但人们对专

的智能体的适应性活动，认知、身体与环境处于一个

业的科学知识需求仍十分强烈，知识生产的系统性、

实时性的动态关系系统中。 认知传播场中不同节点

严谨性仍十分重要。 因而表征性作为知识的本质属

诸要素（ 如传播主体、审查机构、媒介组织、接受主

性和重要维度，在知识生产中应占据优先地位。

体等） 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对接受主体的认知

第二，优质内容是网络知识生产的关键。 多元

 在网络知

行为产生影响的认知传播网络或图式。 

的生产者、知识分发渠道和消费需求下，知识内容生

识生产关系网络中，认知主体（ 包括知识生产者、传

产的质量及流向是生产价值的体现，也是衡量传播
效果的重要因素。 从知识生产活动与认知主体的互
动机制来看，网络知识生产活动是社会表征系统实
践的结果，充满话语权利的生产、协商和交换。 受众
以多元认知的方式建构出网络意识空间的差异格

播者和消费者） 、与认知主体相关的知识传播平台
（门户网站、 客户端、 Ａｐｐ、 短视频等） 、 物质化媒介
（ 智能穿戴设备、传感器等） 以及环境（ 网络环境和
现实环境） 四大要素持续互动，共同生成网络知识
生产传播的动力系统。

局，并以个体潜意识诉求的满足为认知基模选择信

一方面，知识生产的动力系统要素揭示了优化

息，建构认知框架并形成行动机制。 而优质的知识

网络知识生产的可能路径。 在认知主体方面，知识

内容是进行知识创新和促进生产良性循环的关键。

生产者除了利用一切物质化媒介搜集信息做好用户

一是可以通过激活或挪用普遍共享的情感、潜意识、

画像、继续深挖知识接受者大数据信息实施个性化

触觉体验等非表征信息来进行知识生产创新。 比如

推送外，还应重视对用户情绪、关系、态度、情境、位

在某些财经类短视频知识生产中，主播的话语风格、
服饰、妆容、体形特征、背景色彩、年龄等非表征信息

 （ 如频率、时间、类型等） 多元交

置、媒介使用惯习 

叉数据的挖掘以形成更精准的用户认知。 在用户平

均会使受众产生对财经知识不同的认知效应。 二是

台方面，各类社交平台、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等都在

做好优质内容的再生产。 当前短视频知识生产与知

与认知主体、环境系统的互动中形成结构更加复杂

识 ＩＰ 开发成为知识内容生产的两大主要趋势。 利
用短视频平台生产及再生产优质知识内容，开发优

秀的内容版权（ 即 ＩＰ） ，既能保证一定的话题热度，

的网络平台系统。 大平台系统为实现市场利益最大
化，则需要加强用户的多感官沉浸式体验，做好从生
产主体、平台终端到接受者的认知布局。 这就不仅

也能实现市场收益。 如亚马逊音频平台让明星史蒂

需要增强技术实践的沉浸式体验，也要关注知识生

芬·弗莱为英国读者朗读“ 哈利·波特” 系列，不仅

产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事件和时空带来的用户需求变

提高了有声书的用户体验，也被认为是至今最好的

化以及不同知识网络展演的非常规性和非可预测性

系。 主要包括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

情境的变化而做好网络知识生产。 在环境方面，人

ＩＰ 版本之一。 三是重塑知识内容交互中的多元关

（ 如网络舆情知识的生产与衍变） ，随用户认知时空

机器关系，表现为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的方式有符

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性增强。 网络知识的生产传播

号交互、语音交互、手势交互与面部识别等形式。 以

既离不开物质技术环境，也离不开认知主体对环境

知识内容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

空间的感知、表达和重构。 除了现实环境的空间布

的知识社交关系。 人们围绕知识内容的生产、分发

局、地理位置等影响因素，网络知识生产传播也更倚

和传播活动，建立起一种协作生产模式的知识关系

重网络环境，在人与网络环境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

网络，人们的知识获得、情意交际以及行为反应等认
知过程机制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围绕知识内容重
塑多元关系，利用人机交互提高知识生产传播的效

的知识（ 如知识分享平台知乎、豆瓣等） ，借助不同
知识背景主体的知识协作分享不断创造新知识、新
概念。 因此，网络知识生产的动力系统揭示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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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接受者和平台、物质化媒介、环境是相互作

载音频、智能音箱等） 的场景化、知识内容分类的场

用的，网络知识生产路径优化既要构建良好的知识

景化（ 如知识平台分类的历史场景、娱乐场景、热点

生产环境，也要重视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话题场景） 以及知识接受的场景化。 跨平台、多屏、

另一方面，知识关系网络重构知识传播格局。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 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
互动式的网络中” ，“ 经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与
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

智能物体、移动情境，越来越成为人们知识消费的场
景。 因此，如何利用“ 移动互联网 ＋ 各种场景” 提升

知识服务水平，成为知识生产者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第一，增强知识生产与地理环境中认知主体状

 网络知识传播中知识通过动力性网

新结合起来” 。 

态的实时交互。 非表征理论强调“ 具身性的研究不

生产及知识流动的方向、节奏、传播活力与网络结构

 。 这意味着对认知主体的身体体验和身体所

究” 

络结构中持续互动的个体、群体和机构来创造，知识
中的权力、制度及文化密切相关。 首先，完善知识生

再只是有关身体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和体验的研
处的实时环境的新关注。 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产管理系统。 网络知识生产传播的系统化、有序化

身体体验。 包括了知识触达身体，身体参与体认和

是重中之重。 交互式技术平台搭建和以现代信息技

身、脑、境三者的有机协调。 二是身体日常实践所处

术为基础的网络实践数据库是基础；采用融合式的

的实时环境，即用户此时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意义对

知识传播方式如新旧媒体融合、多感官式融合是关

知识接受者产生作用。 比如人在图书馆、书房与在

键；做好信息筛选，建立系统、清晰的网络知识地图，

娱乐场所、旅游景点等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会对知识

提升受者的知识接受效率是目的。 故而完善知识生

的选择、需求和接受度不同。 因而定位身体所处的

产管理系统，建立合理的知识生产管理制度，既要为

实时环境及身体在不同场景下的展演性实践，并由

生产者提供强力技术支撑，也要层层把关，严控和杜

不同的环境场景（ 如餐厅、旅游景区、地铁站等） 接

绝伪知识传播。 其次，优化网络知识分享机制。 随

入符合场景需求的优质知识内容，是未来知识服务

着社交知识分享的情境演化、人际互动增强和知识

需要关注的。

累积，人的认知不断升级，知识成为媒介参与人的日

第二，加强知识服务与用户行为、动机、情感、需

常生活实践，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经验世界。 网

求状态交互。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５Ｇ 技术的发

络知识传播可以进一步鼓励隐性知识的积极分享，

展，人在不同场景下会有不同的知识消费需求与习

提升知识含量，重构知识传播格局，以满足知识贡献

惯。 知识生产服务平台将逐步转向个性化、精准化

者的尊重、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 最后，重视网络知

的场景争夺。 目前，各类搜索引擎、购物网站、知识

识生产传播的文化属性。 知识表征本身蕴含社会权
力与文化关系，知识流动与被实践的非表征文化在

Ａｐｐ 等均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对用户的实时信息
采集和个性化服务。 如网站根据用户对某个词条的

互动中产生出新的社会权利关系。 良性循环的知识

搜索次数、频率的保存，对其感兴趣知识产品的查看

生产传播体系不仅要为精英文化阶层服务，也要为

次数、收藏，放入购物车与停留时间的记录和行为轨

提升整个大众阶层文化水平服务。 而如何做好精英

迹搜集等自动获取用户实时数据，并做进一步知识

与大众、个性化知识生产与公共性知识生产间的平

推送服务。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网络知识生产者

衡，值得进一步探索。

可以根据用户个人的行为数据和实时的社交情境、

３．知识服务升级：增强场景定位与日常实践的

应用交互

天气、交通等结合调整知识传播的内容、节奏和用户
界面，进行精准化服务。 因此，做好知识用户生活方

在移动互联网情境下，知识生产传播越来越场

式的数据调查，如其使用知识平台的时间、类型、方

景化。 场景是基于特定时空环境，与人的行为、心

式、内容偏好等数据信息，将有助于识别用户并进行

理、需求相关的情境氛围的总称。 罗伯特·斯考伯

精准的知识匹配。

和谢尔·伊斯雷尔认为，移动时代场景的意义大大

第三，打造综合性的知识服务平台。 移动互联

 ：大数据、移动设备、社

强化，并提出“ 场景五力” 

网带来人们认知场景的变化，场景的变化带来知识

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 数字时代的网络知识传

需求的变化。 大数据和定位系统能够搜集数据并做

播带有鲜明的场景特征，主要表现为智能物体（ 车

用户画像，为个人化场景服务提供了可能。 比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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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系统自动向旅游景点用户推送的餐厅、酒店、医疗
等生活知识服务，社交媒体推送的旅游攻略，驴友发
布在社交媒体的游览经验或知识心得，等等。 知识
接受者在移动场景中自由接受个性化信息，在不同
的场景背景下根据行为和环境做调整，从而产生对
旅游地景观和风土人情的个性化认知。 一些知识服

务类 Ａｐｐ 如高德地图、谷歌地图、旅游服务软件等，
不仅为用户提供行动路线导航，也同时开发用户的

新需求，比如引导新的网红打卡地、网红食品、酒店
等，从而实现场景与服务的融合。 因此，只有利用各
种传感器、可穿戴设备和大数据技术，打造综合性的
知识服务平台，进行场景化知识的深度开发和应用，
加速从知识生产到生活方式服务的转型，才能不断
满足用户的认知体验和知识愿景。
综上，网络知识生产的意义生成并不只存在于
文本与象征系统之中，也存在于人的具身实践、特定
情境、媒介使用惯习、情感、需求、动机及身体与知识
场景的交互耦合中。 网络知识生产只有超越单一、
线性的话语生产框架，打通知识生产表征与非表征
的逻辑通道，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的交互关系以及网
络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动态结构升级中建立多维度、
多元互动的动力系统模式和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体
系，才能使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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