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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合作信息搜寻行为是信息行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创业团体是利用合作

方式开展信息搜寻的典型群体。本文研究大学生创业团队中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大学生

创业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方法 / 过程］主要使用半结构访谈法收集数据，运用质性扎

根理论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3 个程序来构建理论。

［结果 / 结论］指出了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团队因素、任务因素、驱动

因素和信息源四个维度，其中包括个人因素、组长因素、合作群体、实际任务、任务分工、任务目标、

冲突、任务沟通、合作搜寻优势和信息源的选择十个主范畴。最后，从个体努力、团队合作和高校支持

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效率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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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激增以及问题解决复杂程度的加深对信息搜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团队合作的

方式搜寻信息并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1］。合作信息搜寻（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近年来成为了图书情报学界方兴未艾的研究主题。合作信息搜寻的研究涉及情报学、信息检索、

人机交互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等多学科［2］，是典型的交叉学科领域。计算机科学领域注

重对支持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系统设计与完善的研究，如合作信息搜寻的实验平台的研究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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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3］，以用户为中心的合作信息搜寻方法［4］。情报学领域对合作式搜寻行为的研究关注点较为

多样化，如社会合作信息搜寻行为机制的研究［5］，学术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6］，合作

信息搜寻中合作意义构建等［7］。

随着我国将创新创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鼓励各级人员踊跃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大

学生作为最具潜力的主力群体之一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各高校积极开展相关活动推动大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学生创业团队与其他团队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创

业团队作为知识和智力比较密集的群体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能够快速接受新事物

并勇于尝试，在短时间内进行知识重构、调整和吸收，进而外化为创造；大学生创业团队在学

校接受过专业课程体系的培训和教师的指导，各成员在完成任务的同时相互依赖，有着共同的

目标、互补的知识、协调的配合，并且在合作搜寻过程中增强了团队意识，具有较好的专业素

养；大学生创业团队是以同学为基础组成的团队，各成员之间具有平等的参与度，各成员沟通

交流更加便利，提高了团队产出效率。信息搜寻是大学生创业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创业

团体是利用合作信息搜寻方式的典型群体，研究其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特征有助于

提升创新创业的水平，促进其创新创业项目的成功。因此，本文以大学生创业团体为研究对象，

探索整个项目期间的合作信息搜寻模式，根据访谈收集所需数据，通过扎根理论、利用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进行合作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理论、完善相关内容。

1 文献综述   

1.1 合作信息搜寻行为概念内涵

在合作信息搜寻概念正式提出之前，学界就已经开始研究这种现象了。Taylor［8］指出信息搜

寻者会存在向同伴或参考馆员寻求帮助的行为，这就可以看作搜寻中的合作行为。Allen［9］研究

了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信息交流行为的差异，表明二者使用的信息来源方式不同，指出了工程

师间个人接触和讨论的重要性，为研究搜寻过程中的合作现象做了铺垫。Procter 等［10］也发现图

书馆中的信息搜寻通常是高度合作的活动，合作对象通常是图书馆用户或信息搜寻专家。Hansen

等［11］研究表明专利任务执行过程中整个信息搜寻与检索过程阶段都涉及高度合作。上述研究均

表明信息搜寻并不是单一用户的行为，其中存在合作行为。

合作信息搜寻概念亦有不同的叫法，如合作信息查寻、协同信息搜寻、协同信息查询、

协作信息搜索、协同信息搜索、协同信息查询等。无论是合作、协同亦或协作，都是具有共

同的目标、需要多方参与并通过共享信息来解决超出个人知识领域与见解的问题，但是笔

者［12］认为协同更为强调同步性，协作更注重协作对方的条件是否能满足需求；而合作是指

双方或多方合力去解决问题，地位平等没有主次之分，体现人的积极主动与相互信任，是人

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查询多是指数据库的查询请求，搜寻是包括搜索、寻求、寻找在内的一

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人在获取信息时的主动与主观努力，因此本文使用了合作信息搜寻的概

念提法。

合作信息搜寻的概念是从用户信息搜寻的基础上融合群组环境发展而来的，Jentzsch 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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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合作信息搜寻是一组信息搜寻者进行的信息搜寻”，强调在合作的群组环境中进行信息搜

寻，并在信息搜寻活动的各个阶段共同查找和搜寻信息。Foster 认为合作信息搜寻与检索是能够

使个人在信息搜寻、检索的过程中走向合作的系统与实践研究。Hertzum［14］认为合作信息搜寻包

括信息搜寻与合作基础两方面内容，是信息搜寻的参与者为合作而进行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信

息成为参与者对其工作共同理解的一部分。韩毅［15］认为“合作信息搜寻与检索是指搜寻主体基

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为完成任务与他人共享检索过程与检索结果的信息交流活动”。此概念指出

兴趣爱好或任务是开展合作搜寻的前提，合作信息搜寻包括共享检索过程即共同完成检索任务，

共享检索结果即直接利用合作者已完成的结果进行后续工作两种方式。吴丹［16］认为合作信息搜

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用户通过某种方式对某一特定主题或相似主题进行检索的行为”，此概念

弥补了前人对信息检索活动具体解释的空缺。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的概念是在信息搜寻的基础上强调用户之间的合作性，对搜寻目标和合

作中的分工缺乏强调，因此本文将合作信息搜寻的概念定义为：用户基于共同目标与他人进行信

息共享并在信息搜寻中进行分工合作的行为，此过程中用户之间存在信息交流、信息接受、信息

利用等行为，最终获取所需信息达成目标。

1.2 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影响合作的因素方面，Hertzum［17］通过对丹麦卫生保健区域电子用药记录的使用情况和

丹麦医院 5 年用药事件的报告进行分析，调查寻找阻碍合作信息搜寻的因素。Reddy 等［18］对急

诊科的多学科病人护理团队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团队信息需求和触发合作信息搜寻活动的因素。

Reddy 等［19］通过对两个不同医疗团队的研究描述了交流在合作信息行为中的作用，指出信息需

求的复杂性推动了合作信息行为，信息检索技术对合作信息行为具有支持作用。Shah 等［20］将意

识作为合作信息搜寻中的一个问题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意识是合作信息搜寻中最为重要

的；团体意识在合作信息搜寻中可以帮助参与者工作更有效率、参与度更强。而后，Shah 等［21］

人又进一步研究了在合作信息搜寻任务中提供不同的意识支持如何影响合作行为，研究证明这体

现在合作者之间的交流中，并证明适当和充分的意识支持对于合作信息搜寻系统降低协调成本和

促使合作者富有成效的合作至关重要。韩毅等［22］以学术科研团队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查问卷方

法实证分析影响学术团队进行合作信息搜寻的因素，研究表明合作意愿是最核心影响要素，信息

需求是直接动力因素，自我素养、团队氛围、主题兴趣、合作信息使用构成了团队搜寻行为的语

境因素。

吴丹等人［23］将任务类型作为合作信息搜寻中的重要因素，研究了任务类型对合作信息搜

寻行为、感知和情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任务类型对用户在网页浏览、搜索和图像使用等方面

的联想信息搜索行为有影响，并与任务意识相互作用。李廷翰［24］归纳总结了用户合作信息搜

寻行为的评价因素，将其归纳为结果绩效、团队认知、沟通与协作三个影响因素，并对如何

提高合作效果提出了建议。褚峻等人［25］率先提出信息搜寻是一种社会过程，用户之间的相互

作用不应被忽视。徐树维［26］通过研究表明用户合作搜寻强调用户之间的交互、信息需求的

复杂性以及信息技术在用户合作搜寻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对过去的经验总结和提高用户的参

与度进而提高搜寻效率，显示出合作信息搜寻正从以系统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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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等［27］构建了个人信息搜寻失败后弥补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包括搜寻者个人属性及个人

对搜寻任务的认知因素，搜寻任务相关属性，包括任务的难度、紧迫性和重要性，并通过调

查问卷和数据分析解释触发合作信息搜寻的因果。伍玉等［28］归纳了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影

响因素，包括主体因素、主体相互影响因素和环境因素，并构建了综合指标体系，进行仿真

分析。

1.3 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模型

在模型研究方面，Arif 等［29］对游客的合作信息搜寻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旅游者合作

信息搜寻模型，该模型将合作规划、合作信息搜寻、信息共享和协同决策作为旅游者合作搜寻的

四个阶段，并且发现相关的个人知识和经验对规划和合作信息搜寻具有重要意义。Shah［30］构建

了一个以信息获取和组织为中心的四层信息搜寻模型，即资料、工具、用户和结果四个层次。第

一层的资源包括数字图书馆、维基、博客、数据库和网页等；第二层由用来访问第一层信息的工

具和技术组成，并且充当信息和用户之间的中介层；用户层使用第二层中的工具访问第一层中的

信息，并将已知的积累到第四层中；第四层由用户通过信息搜索过程获得的知识组成。第三层的

用户在第四层中积累与他相关的信息，解决了用户的信息存储和组织问题。徐树维等［31］提出了

用户同步协作信息检索系统模型，该模型强调用户的积极参与，同时归纳出用户同步协作检索中

的关键因素。李鹏等［32］对人肉搜索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了社会合作信息搜寻的机制并建

立了社会合作信息查寻与检索的框架模型，在触发因素与激励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用户在社会语

境中开展合作信息查寻与检索。

从过程观角度理解合作信息搜寻行为是模型研究的另一取向。韩毅等［33］提出了认知过程框

架，对认知观的主要理论模型进行了介绍并做出评论，借鉴整体认知观思想构建了嵌入合作的信

息查寻与检索社会认知模型。在该嵌套模型中，任何的查寻检索过程都置于社会、组织与文化情

境中，其中社会结构与组织结构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是刚性因素，文化是其中的润滑剂，充盈于整

个物质与精神空间。

在对合作信息搜寻的过程研究中，Leeder 等人［34］探讨了在图书馆环境中大学生在完成班级

作业时的合作信息搜寻行为，参与者被要求以个人或成对的形式参与这项研究，以便调查两组之

间在搜索过程中的行为差异，发现合作信息搜寻能帮助学生发展团队合作技能和分享信息来源。

McNeese 等［35］对团队认知如何在合作信息搜寻过程中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合作信息

搜寻过程中，各种认知机制在团队认知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意识经常被认为是团队认知的中

心特征，搜索意识、信息意识和社会意识这三种类型的意识活动会影响团队认知。吴丹［36］以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作为学习的合作信息搜寻过程。学习包括知识重构、调整和吸收。通过

这一过程，他们对主题概念的理解得到了提高，态度也变得更加乐观，合作式信息搜寻可以促进

学习体验，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

综合国内外对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研究起始时间方面，国外较国内时间

较早；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对相关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较多，国内外在影响因素和模型上的研究

都比较常见，不过侧重点不同，如国外研究医疗团队的文章较多，国内研究学术团队的较多；在

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相关文献采用量性研究方法比质性研究方法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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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整理   

2.1 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是一种对探索型研究和解释型研究都适用的方法，适合探究过程或意义类问题［37］。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不是通过假设入手，而是自下而上对第一手资料进行逐层分析，

归纳总结出经验概括，从而建构出科学理论。扎根理论被运用在诸多信息行为的研究中。胡蓉和

赵宇翔［38］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用户的跨屏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王伟和王沙骋［39］通过扎

根理论方法，对科研人员信息查寻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同样选择扎根理论方

法进行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

性编码 3 个程序来构建理论。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收集数据。半结构式访谈作为访谈法中的一种，主要

围绕核心问题拟出访谈提纲，并进行非正式访谈，访谈者可以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

访谈问题做出必要的调整。本文的样本对象为参加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并在其中作为负责

人或成员的在校生或毕业生。针对大学生创业团队为什么选择合作搜寻信息、合作搜寻信息

的好处以及如何合作搜寻信息进行了详细探讨，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9 月 3 日。

本研究坚持“理论饱和原则”，访谈者与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访谈，经过分析检验后，直到没

有新的概念和范畴出现，最终选择 18 位参与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运

用 Nvivo 软件随机选取 14 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并分析，其余四份访谈记录用于检验理论饱和

度。在进行访谈之前将访谈内容发送至样本对象手中，保证访谈对象对访谈内容有所了解以

加强内容的真实性。访谈结束后对音频文字进行反复播放并转录为文字，最终获得文本资料 8

万余字。进行扎根过程的成员共两人，为保证数据真实性与一致性，两位成员分别进行转录

与编码，使用软件的编码带分析功能进行编码一致性检验，一致性达 80%。之后对意见不一

致处进行商讨，最终对转化后的文本按照扎根理论经典多次迭代编码过程，进行合作信息搜

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2.3 数据整理

2.3.1 开放式编码

根据访谈的 14 位研究样本在 NVivo 中形成 14 个访谈文件，作为原始资料来源，通过编码共

形成 545 个参考点，由参考点形成初始概念。因初始概念存在重叠现象，因此对节点进行梳理，

通过节点增减、合并等操作逐步将笔者认为最恰当的概念呈现出来，最后形成 122 个初始概念

（a1-a122），部分初始概念编码过程如表 1 所示。

2.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初始概念进行归纳概括的二级编码，即挖掘各个初始概念之间的关系并进行提

炼，最后共归纳出 33 个范畴（A1-A33），详细内容如表 2 所示。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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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初始概念编码过程

初始概念 原始资料

a1 课业负担 加上我们平时有一些学业的课业负担，就是一定要高效的去完成它，时间非常紧

a4 技术
像我们有比较特定的一个人，我选了他是因为他的 PS 技术特别好，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些工
作包括到了后期需要做一些地图 

a9 短期学习能力
还有学习能力，就是说我可以在项目推进的一段时间内迅速地学习到一个新的技能，并且
把这个技能运用成熟，然后用于推进到我们的项目进程当中

a13 人际交往能力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社交能力很强，他擅长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因为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
当中，肯定是避免不了需要去走访调研之类的，你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如果他是比较
擅长这方面的话，他在这个团队中的这一方面出的力会比较大

a15 性格消极影响
就是如果大家性格相互磨合不来的话，其实不仅仅对整个搜寻过程、对整个项目进展的影
响也会比较大，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投入到这个信息搜寻的过程、工
作当中的话，整个效率和结果都会大打折扣

a16 个人效率 首先最明显体现就是搜寻效率了，就是你的搜寻效率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的项目进展

a19 知识储备 因为我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考虑的是我们专业基本的一个知识量

a25 组长统筹安排
我个人认为组长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决定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制定整个计划的
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去分配？每个人做哪些事？

a29 组长经验 像是小组的领导者，就是必须要有经验、有能力

a34 合作意愿 首先是大家都有意愿加入合作的团队，这是第一个

a35 小组综合能力 如果我们小组的综合能力强，这个项目最后也能做好

a38 主题新颖 因为这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主题它在国内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新的主题

a41 掌握学术前沿
尤其这两年就是说比如知网里面的一些文献的形式就非常重要，我们要了解就是最新的学
术的一个动态是怎样的

a44 政 府 信 息 发 布
不全面

比如说在这个检索过程中就是政府等等这方面，他们给出的信息是比较分散和不完整的，
所以对我们就查找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难度

a47 个 人 领 域 知 识
不足

如果是一个人搜寻的话，可能一个人对这个知识领域的理解或者说其他方面的知识储备量
的不足，然后检索词就没有那么多，然后你检索到的文献也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可能漏
掉其他人已经做出来的成果

a48 按特长分工

比如说我自己对教育这一块比较熟悉，所以我是负责搜寻同乡组织对天津教育的贡献，然
后像另外一位同学他对社会福利和医疗卫生主题比较熟悉，所以他负责查有关同乡组织对
天津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这一块的信息，最后得出来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检索的结果比
较丰富

a51 分工加快进程
分工比较明确的话，就是大家查起来也没有就是太多的重复的工作，既节省时间也会节省
我们的人力物力，而且会促进我们这个项目的推进

a53 项目目标明确
我们一开始就是基于兴趣一起去探寻，然后我们当然是做大众化，但是想要做到拿到国家
级的项目，这个是我们定的整体的一个团队目标。

a54 搜 寻 目 标 引 导
搜寻方向

我觉得团队合作搜寻目标就是想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然后他对于这个整个项目的实
施具有引导的作用，自己需要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和总体目标是什么，然后才能按照自己
的那个项目计划一步一步来达到这个目标

a57 检索词分歧 我们会纠结于究竟要检索哪一些词，比如说是会馆还是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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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初始概念 原始资料

a63 共 同 商 讨 解 决
问题

然后当时大家就讨论，然后最后讨论出来了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么一个页面

a75 沟通频率高
因为一个就是我们是两个男生，三个女生，然后平时有的课是一块上的，所以就是大家沟
通的还是比较频繁

a81 分 工 合 作 信 息
沟通

然后是因为我们的团队需要完成同一个研究项目，所以我们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基本上我
们会把个人搜寻到的觉得有用的信息，会相互之间共享

a85 采 用 不 同 信 息
源

我可能就是偏向于用微信网页，然后报纸还有论文多一些，组长可能偏向于书本论文纪录片，
而另外两位同学可能采用一些论文网页以及必要的时候有可能会搜寻一些会议记录就是这
方面的东西

a92 权 威 网 站 学 术
性强

知网也收录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学术论文，其中的文献资料也都很有价值，这些专业性的信
息对我来说都很有用

a99 获取图书便利 然后如果是书本的话，我觉得比较方便，图书馆的每个学校都有

a104 导师帮助 可以从老师那进行获得一些想法和材料，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搜寻

a114 深入了解问题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从网上找那些知网上的相关文献之类的，就是对我们这个课题的一些本
来不知道的知识进行了拓展

a122 互补学习 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然后大家就互补，互相促进互相学习

表 2 主轴编码结果

范畴 初始概念

A1 个人时间 a1 课业负担，a2 时间安排

A2 专业技能 a3 专业，a4 技术，a5 课程经历，a6 学习成绩

A3 研究能力
a7 思维逻辑，a9 短期学习能力，a10 创新能力，a11 总结经验，a12 信息搜集能力，a21 阅
读能力

A4 人际交往能力 a13 人际交往能力

A5 性格因素 a14 性格积极影响，a15 性格消极影响

A6 工作效率 a16 个人效率，a17 把控搜寻时间

A7 知识结构和素养 a18 个人经验，a19 知识储备，a20 英语水平，a22 文字功底

A8 领导能力 a23 组长把控方向，a24 组长决策能力，a25 组长统筹安排

A9 组长工作能力 a26 组长与导师反馈情况，a27 组长总结归纳，a28 组长思路清晰，a29 组长经验

A10 团队精神 a30 团队凝聚力，a31 成员关系，a32 成员默契度，a33 成员态度，a34 合作意愿

A11 团队实力 a35 小组综合能力，a36 成员实力相当

A12 创业项目主题 a37 可行性，a38 主题新颖，a39 搜寻指标多样性

A13 获取前沿信息 a40 关注行业动态，a41 掌握学术前沿，a42 发达地区该行业发展状况，a43 获取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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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范畴 初始概念

A14 信息获取障碍 a44 政府信息发布不全面，a45 信息来源受客观因素限制，a46 网络获取权限

A15 激发合作需求 a47 个人领域知识不足

A16 信 息 搜 寻 个 性
化分工

a48 按特长分工，a49 分工侧重不同，a50 分工明确

A17 搜寻分工效率 a51 合理分工加快进程

A18 项目目标 a52 基于兴趣确立项目目标，a53 项目目标明确

A19 搜寻目标 a54 搜寻目标引导搜寻方向，a55 正确搜寻目标提高效率 a56 分解搜寻目标

A20 合 作 搜 寻 中 冲
突原因

a57 检索词分歧，a58 沟通不当引发冲突，a59 搜寻结果冲突，a60 数据与事实不符，a61 细
节意见不一致，a62 方式冲突

A21 解决方法
a63 共同商讨解决问题，a64 分析冲突原因，a65 少数服从多数，a66 统一检索词，a67 找有
说服力的信息，a68 交叉验证解决，a69 比较获得的数据，a70 暂停进度解决冲突

A22 沟通频率 a72 进行定期沟通，a73 分阶段沟通，a74 沟通贯穿整个过程，a75 沟通频率高

A23 沟通原因 a76 遇到障碍进行沟通，a77 重要节点时沟通，a78 有成果后沟通周期缩短

A24 沟通条件 a79 同班同学沟通方便，a80 寝室距离近

A25 沟通形式 a81 分工合作信息沟通，a82 细节性问题大家讨论，a83 共同筛选信息

A26 信息利用 a84 信息指导创业活动

A27 信息源多样化 a85 采用不同信息源

A28 网络信息资源
a87 网络信息更加前沿，a88 网络内容丰富，a89 网络搜寻为主，a90 网络资源零散，a91 权
威网站获取信息，a92 权威网站学术性强，a93 权威网站收录全面，a94 其他信息来源作补充，
a95 专业分析有质量保证，a96 网络搜寻更便捷

A29 印刷信息资源
a97 图书知识权威，a98 图书知识系统化，a99 获取图书便利，a100 图书体现学术成果，
a101 图书更新速度慢，a102 报纸获取信息及时，a103 报纸信息严谨详细

A30 其他搜寻途径
a104 导师帮助，a105 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持，a106 访谈，a107 听取专家建议，a108 实地
考察

A31 提高效率 a109 提高信息搜集效率，a110 合作搜寻节省时间

A32 提升项目质量
a111 获取全面的信息，a112 问题容易解决，a113 从不同角度去思考，a114 深入了解问题，
a115 深化课题，a116 合作中不断创新，a117 内容更完善，a118 合作提高质量，a119 结果
导向较好，a120 保证研究精准

A33 提高个人素养 a121 培养团队意识，a122 互补学习

2.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前两级编码过程后将初始概念与范畴经过系统分析的三级编码，即将内容囊

括在一个更宽泛的核心类属中，将所有编码进行系统性联结从而将所研究的行为关系结构予以展

示，编码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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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选择性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 内涵

B1 个人因素

A1 个人时间 项目相关成员的时间

A2 专业技能 项目相关成员的专业知识与所掌握的能力

A3 研究能力 项目成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A4 人际交往能力 妥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快速融合周围环境的能力

A5 性格因素 团队成员性格对搜寻信息的影响

A6 工作效率 项目进程中分析、解决问题的时间

A7 知识结构与素养 项目成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B2 组长因素
A8 领导能力 项目组长计划管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A9 组长工作能力 项目组长拥有的解决项目相关问题的能力

B3 合作群体
A10 团队精神 项目成员为共同完成项目目标而展现的合作意识

A11 团队实力 项目成员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B4 实际任务
A12 创业项目主题 与项目主题实现相关的内容

A13 获取前沿信息 与项目内容相关的最新信息

B5 任务分工

A16 信 息 搜 寻 个 性 化 分
工

根据成员优势或组长安排的不同搜寻分工

A17 搜寻分工效率 由合理分工为项目带来的积极影响

B6 任务目标
A18 项目目标 为整个项目设立的目标

A19 搜寻目标 为项目确立的搜寻目标

B7 团队冲突

A20 合 作 搜 寻 中 冲 突 原
因

造成团队意见不一致的原因

A21 解决方法 面对团队意见不一致而提出的解决方式

B8 任务沟通

A22 沟通频率 在整个项目期间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情况

A23 沟通原因 项目成员选择进行沟通的时间及理由

A24 沟通条件 有利于项目成员间相互沟通的因素

A25 沟通形式 项目成员进行沟通的表现形式

B9 信息源的选择与
利用

A26 信息利用 对于不同信息源的利用

A27 信息源多样化 项目过程中使用的多种多样的信息源

A14 信息获取障碍 获取信息时的阻碍因素

A28 网络信息资源 项目采用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及其影响

A29 印刷信息资源 项目采用实体印刷的信息资源及其影响

A30 其他搜寻途径 整个项目过程中除网络和印刷信息资源外的信息搜寻渠道

B10 合作搜寻优势

A31 提高效率 采用合作信息搜寻带来的效率提升

A32 提高项目质量 采用合作信息搜寻带来的项目内容与质量优化

A15 激发合作需求 促使合作搜寻信息的因素

A33 提高个人素养 采用合作信息搜寻带来的成员意识与内涵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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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扎根理论提倡在构建模型后进行饱和度检验。本文在构建模型之前将样本打乱顺序并随机抽

取 14 份用作构建模型，其余 4 份用作饱和度检验，对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

码。经检验并未有新的概念和范畴生成，故本研究通过饱和度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编码结果与模型

本文研究围绕“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合作信息搜寻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对访谈数据进行分

析，将最终形成的 10 个主范畴归纳为团队因素、任务因素、驱动因素与信息源四个方面，表明

这四个因素对其有着显著影响，具体内容见图 1。

图 1 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3.2 影响因素分析

3.2.1 团队因素

团队是由个体成员与管理人员组成的群体，是在管理人员的领导下合理利用个体成员的自

身知识和能力实现共同目标并且愿意共同承担责任的共同体，因此将与团队个体成员相关的个人

因素、与项目组长相关的组长因素和与团队成员相关的合作群体归纳为团队因素。团队中的人作

为最核心的构成要素决定着整个创业过程的全部环节，也是影响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关键影响

因素。

在团队因素中，专业技能是影响组长选择团队成员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团队选择成员

的依据是专业、技术、课程经历与学习成绩等；包括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在内的科研能力同

人际交往能力、知识素养与结构等构成了成员个体最重要的能力，这些能力在项目进程和信

息搜寻中起基础性作用。对于项目组长而言，其决策、统筹安排能力以及大局意识对于合作

信息搜寻顺利进行是必不可少的，而其经验则影响着团队成员是否选择加入团队。团队精神

3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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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团队实力是使整个团队良好运行的保障，是团队影响因素的关键，对合作式信息搜寻起到

决定作用。

3.2.2 任务因素

任务因素包含了围绕实际任务制定的目标与进行的分工安排，因此包括实际任务、任务分

工、任务目标、冲突和任务沟通五个主范畴。实际任务包含与项目主题相关的内容如项目可行

性、新颖热门程度等，前沿信息的获取如学术前沿信息和地区的发展动态。任务分工中分工方

式主要包括根据成员专业或兴趣、能力的个性化分工和组长根据对成员的了解进行的分工，在

所有团队中各成员间都有明确分工，这种合理分工使得项目效率大大提升。任务目标包括项目

的目标以及搜寻目标。项目目标的确立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根据各个体成员共同的兴趣确立的

目标，二是由项目组长与老师商议结果确立的目标，大多数团队在项目开始前就有明确的项目

目标，极少数团队是在项目开始后根据团队成员意见投票再确立的目标；项目的目标决定了合

作信息搜寻的目标。团队对于搜寻目标的处理都是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容易实现的阶段目标，减

轻团队成员的心理负担，从而逐步完成搜寻任务。在合作信息搜寻中难免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

如检索词的分歧、所获数据与事实不符、沟通不到位引发的冲突等，这时团队组长与成员会通

过共同商讨、交叉验证、找出更具说服力的信息、暂停进度等方式解决问题。沟通是每个团体

必不可少的过程，在大学生创业团体合作信息搜寻中沟通行为贯穿整个过程。由于团队成员物

理距离较近，方便成员间面对面沟通，因此大部分团队沟通频率高，沟通形式通常是信息知识

共享以及商讨。

3.2.3　驱动因素

驱动因素是指大学生创业团队内个体进行合作信息搜寻的推动要素，主要包括合作信息搜寻

的优势，即通过合作信息搜寻可以提高信息搜集效率从而节省时间；合作搜寻能够获取更全面的

信息、各成员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能够使内容更完善、合作中不断创新能够提升项目质量；在合

作过程中成员的团队意识、大局意识逐渐提高，在合作过程中潜移默化的相互学习使个人素养得

以提高，这也是合作信息搜寻的重要影响因素。

3.2.4　信息源

信息源是指因合作信息搜寻任务而产生的对信息源的选择行为，几乎所有团队均采取了多种

搜寻方式相结合的策略，使信息源更多样化。信息源主要包括网络信息资源和印刷型信息资源，

实践、他人帮助等补充性来源也是团队的信息来源。信息获取障碍指获取信息时的阻碍因素，主

要由个体成员自身领域知识或能力的不足引起，这是大多数成员进行合作信息搜寻的主要原因。

通过本文研究可以看出，团队搜寻与个体搜寻行为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成果

产出，研究内容也更加深入，在合作搜寻过程中成员也增强了团队意识，巩固了自身掌握的知

识，这展现出了与社会合作搜寻等不同情境的区别。现有的关于合作信息搜寻影响因素的文章

大多数是从合作主体出发，如团队成员的自我素养，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意愿等。本研究指

出了信息源这一因素的重要性，通过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保证信息的科学性、准确

性；并且提到了合作信息搜寻的本身优势这一驱动因素，完善了合作信息搜寻影响因素的相关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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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个人方面

无论是创新型项目还是创业型项目，信息搜寻行为都贯穿于整个过程，为了项目能够顺利进

行，团队成员需要不断提高个人信息素养和能力，尤其是信息检索能力。在大数据环境下，信息

来源更加多样化，因此要从多途径获得信息，除文献数据库外，还应该在网页、书籍和视频中获

得有效信息，这就需要进一步增强信息获取能力，在不同来源的信息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将信

息从开放的自由状态转变成条理分明的逻辑状态。在合作信息搜寻过程中，各成员还应该增强团

队意识。合作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趋势，团队精神是合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团队意识

强的团队中可以减少信息搜寻中冲突的发生，从而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4.2　项目团队方面

对于团队而言，分工和沟通是合作信息搜寻最重要的因素。根据访谈了解到大多数组长在选

择成员的时候并不清楚每个成员的具体能力，只是根据平时成绩选择成员，这就导致了在后续分

工时无法做到精准分工，仅是“平均分工”，这就要求在寻找成员时应该根据大致的选题方向寻

找适合自己项目的成员，如项目需要查阅外国文献就要找英语水平比较高的成员。此外，成员自

身的学科背景都应该与项目相关，这样有利于保持成员对项目信息存在的高度敏感。分工后每个

成员可能都会在信息搜寻过程中遇到不同的问题，在前期信息搜寻阶段，成员需要及时反馈信息

搜寻时遇到的问题，整个小组共同探讨。搜寻项目信息应该将目标分解为子目标，然后根据子目

标逐一完成任务。前期搜集信息的时间一定要充足，但是也不能过于缓慢，整个小组都要有足够

的时间观念。合作信息搜寻行为不是仅局限在项目起始阶段，而是要贯穿整个项目过程，随着资

料更新，不断丰富项目内容。沟通在合作信息搜寻行为中有重要的作用，保持团队经常性沟通不

仅能够使各成员少走弯路，而且能够及时了解其他成员的想法，在沟通中发表各自的想法进行讨

论以利于搜寻任务的顺利完成。

4.3　高校管理方面

团队合作信息搜寻活动乃至项目的完成质量与学校的支持紧密相连。学校的创业管理部门应

与图书馆进行深度合作，构建专业服务团队。访谈中发现，当团队遇到无法解决的检索困难时会

寻找图书馆员，图书馆员拥有丰富的检索经验，在信息搜寻和分析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可以

为整个项目提供信息支持。图书馆员组成的服务团队可以搜集整理与创业相关的信息资源，为大

学生创业团队提供信息保障，让其可以直接从本校图书馆就能查询到广快精准的创业信息。高校

创业管理部门亦可以建立创业网络社区或论坛，鼓励所有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分享经验。学生关

于创业信息搜寻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论坛中提出，也可以为他人答疑解惑。

5　结 论   

合作信息搜寻则是大学生创业团队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创业成果。本文根据扎根理

论进行研究，分析探索了大学生创业团队中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且构建了大学生创

4　提升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绩效的对策建议   

5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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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将最终形成的 10 个主范畴归纳为团队因素、任务因素、

驱动因素和信息源。团队因素是影响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最核心要素，决定着整个创业过程的全

部环节。任务因素包括实际任务、任务分工、任务目标、冲突和任务沟通五个主范畴，是影响合

作信息搜寻行为的直接因素，直接影响到任务的可行性与执行效率。驱动因素是指各个体进行合

作信息搜寻的推动要素，促使个体选择合作。信息源是影响合作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影响到任务执行质量与任务成果。最后，本文从个体努力、团队合作和高校支持三个方面提出了

提升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信息搜寻行为效率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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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 cance］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team is a typical group of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team and constructs relevant model.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features the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 It 
appli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collect data and employs the qualitative grounded theory for coding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ory. ［Result/conclusion］The infl uence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mainly include four dimensions: team factors, task factors, driving factors 
and information source respectively. The dimensions include ten main categories: personal factor, team 
leader factor, cooperative group, practical task, task division, task objective, confl ict, task communication, 
cooperative search advantage and information source sele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individual effort, 
teamwork and university support, we suggest to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of entrepreneurial teamwork behavior 
to search information.
Keywords: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Infl uence factor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team; 
Grounded theory; N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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