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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知识生态系统是指由职业群落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构成的统一

整体。它由政府、行业协会、企业、教育机构、劳动力构成系统的层级结构，承

担职业知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角色；职业知识以层级结构为载体，按照

一定的规律运动，形成职业知识链，知识链中主要的运动形式有知识交流、知识

分布、知识竞争和知识演化。根据职业知识链中知识流动的过程及各成分之间的

相互关系，建立职业知识流动模型。通过分析模型中各构件的特征、相互关系，

以及模型运行的规律等，说明整个职业知识链是以社会经济环境为基础，在劳动

力市场的驱动下运行的，这揭示了职业知识流动基于市场、适应市场的本性。该

模型还表明职业知识流动引起劳动力流动，职业劳动力流动促进知识流动。根据

职业知识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在劳动里富集但知识贫瘠地区构

建稳定的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以此打破劳动力流动的知识壁垒，促进劳动力更高

效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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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生命力所在，其主要依靠食物链传递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

可以说，食物链是生态系统运行的发动机。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基于马克斯·舍

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 “以人为中心的现象学知识社会学”中心思想，认为知

识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延续体，在空间上是知识是与人整合的统一体[1]。因此，知

识生态系统显示人类社会的生命力。任何系统的存在离不开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交

换。知识是与人整合的统一体，其通过人的劳动外化为一种社会资本，参与社会

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知识通过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的相互

作用而进化，进行自我发展和完善，因此可以认为，知识生态系统依赖于社会经

济环境。知识流动是知识生态系统的“能量”传递方式，它是知识主体和知识客体

相互影响的过程，是知识使用和创新的过程。知识链揭示了知识流动的方式以及

知识流动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知识链的观点最早出现在企业资源规划的实

施中，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其企业知识流的有效管理来促进资金流和物流的顺畅，

并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2]。知识链的研究可以将知识生态系统理论变得更

具指导性和操作性，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二者因共同作用于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而产生联系，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知识

流动和劳动力流动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经过工业革命，尤其是随着全球步入知

识经济时代，知识引发产业工艺技术的升级，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

素。劳动力流动，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部门差异、职业差异、劳动力市场

差异，从而引发劳动力在市场机制的驱使下出现的自发的、必然的过程。导致差

异的主要原因是知识的种类和占有量的差异。因此，通过研究知识链，尤其是职

业知识链，建立职业知识流动模型，分析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探讨知

识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性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职业知识生态系统及其结构 

知识生态学基于生物科学中生态学的理论成果，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哲学系

教授沃杰霍夫斯基于 1975 年创立的。中国最早介绍知识生态学的论文是 1988 年

发表于社联通论的《知识生态学》，文中认为知识生态学是以人类知识的总和为

研究对象和着力点,主要研究知识的性质、表达方式、传播和接收、贮存以及知识

对文化、人口、社会组织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与影响[3]。1995 年，

乔治·珀尔发表的《寻求组织智能》率先将知识生态系统的规律及特征用于企业

的知识创新，并将知识生态系统定义为“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由知识资源、知识

服务活动、知识创新活动以及他们的交流和协作环境所组成的，借助于知识流动、

价值流动、物质流动等功能而形成的开放的、动态的知识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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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根据知识所关涉的对象不同，将知识分为三类。一是实证科学知识或效

能知识，关涉世界的统治和改造；二是教养知识，关涉“位格”(人的精神位格)的

生成和发展；三是拯救知识或神圣知识[1]。实证科学知识或效能知识直接作用于

人类社会，有较强的社会性，人只有掌握了实证科学知识或效能知识才可以从事

专门的生产劳动，因此，本文将职业知识定义为实证科学知识或效能知识。 

乔治对于知识生态系统的定义主要服务于企业的知识管理，本文探讨职业知

识生态系统中的知识链及知识流动模型，笔者将用知识生态学的发端——生物科

学中的生态学的语义来演绎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相关概念，使之更具适应性。生物

学中，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生物群落是指具有

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多种生物种群的有规律的组合，是生态系统的组成单元；种群

指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借用以上概念，职业知识

种群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某一技术所包含的各种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

集合，职业知识群落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与某一职业相关的多种技术的有

机组合，职业知识生态系统是指由职业群落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构成的统一

整体。职业知识生态系统是整个知识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不同职业形成不同的

职业知识生态系统，而职业知识群落是反映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结构与特征的最小

单元。 

知识生态系统的结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社会经济环境、知识、知识的

生产者、知识的消费者以及知识的分解者所构成的层级结构。另一部分是系统中

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模式，类似生态学中的“食物链”，知识生态系统的

营养结构，我们称为知识链，反映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交流、知识分布、知识竞

争、知识演化。自然界中，处于食物链较低层次的生物被较高层次的生物通过捕

食、碎食（腐食）或寄生等方式消化吸收，自身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食物链

中物质和能量与生物体是同质的，生物体就是物质与能量，因此食物链具有物质

性。但是在知识链中，传递知识的两个主体的物质形态不会因为知识的增减而产

生变化，而是双方的认知会在知识交流过程中发生改变，知识与知识主体是异质

的，因此知识链具有意识性。语言本质上是意识的流动，故而语言是知识流动的

重要媒介。知识主体通过语言将整合与自身的知识异质化，与其他知识主体进行

知识交流。 

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构成包括层次结构和营养结构。 

（一）层级结构 

在哲学中，关于知识的研究叫做认识论。因此，知识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物

质世界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柏拉图认为，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

个条件，它一定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被人们相信的。知识的社会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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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就没有知识，知识是与人整合的统一体。但知识流动时，需要知识主体利

用语言将知识与人的整合体中分离出来。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社会群体和组织是

知识的载体，在知识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有不同的特征；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

拥有的话语权不同，在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也不相同。群体或组织即

知识生态系统的构成成分，形成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层级结构。根据某一职业涉

及的不同群体或组织所使用的语言特征，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成分有政府、行业

协会、教育机构、企业、劳动力。政府和行业协会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行业技术

规范、人才标准来参与职业知识的交流活动，其语言精炼、规范，有一定的权威

性和强制力。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和培训机构，它们通过教育教学活动直接向受教

育者传递职业知识，其语言具有科学性、技巧性，需要遵循一定的认知规律。企

业的研发工作和岗位培训，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专业性和高度的目的性。劳动力包

括现实劳动力和潜在劳动力，是参与经济活动的最小单元，其使用的语言具有随

意性和不系统性。 

根据上述划分，结合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在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中，行业协会、政府为知识分解者，教育机构、企业、现实

劳动力既是知识分解者又是消费者，潜在劳动力为知识消费者。生物圈中的食物

链传递的物质和能量均来源于非生物的外部环境，分解者是连接非生物环境与生

物体的纽带。职业知识链传递的知识来源于社会经济环境，分解者将现有知识分

解之后形成新的知识单元，供生产者利用产生新知识，故而分解者的本质是“否

定之否定”。生产者利用新的知识单位生成更高级的知识，这些知识通过消费者

的使用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但这个循环并不是

封闭的，其每个环节都会与外界环境发生知识的交换、共享甚至耗散。 

在职业知识链中，行业和政府通过设立技术标准、人才标准、建立相应的制

度环境而影响职业教育的社会环境。行业通过行业协会，整合外部信息，通过淘

汰旧技术推广新技术促进知识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的新陈代谢；政府则是以较为间

接的方式，即通过政策法规来鼓励或抑制某些新知识应用于不同行业，同时，政

府也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受教育者或劳动者的就业选择，从而间接影响不同职业知

识的供给与需求。行业协会和政府均通过一定的强制力分解现有知识、引进其他

领域知识而释放出知识生产的信号，即知识单元，知识生产者可以利用知识单元，

通过知识共享、创新，进化出新知识。劳动者的劳动是知识的源泉，无论是经验

还是理论均源于实践，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是利用已有知识、淘汰旧知识、发现新

的知识的过程。劳动者即现实劳动力，与潜在劳动力不同，劳动者已经进入某一

行业，具有职业角色，掌握一定的职业知识，其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知识

交流、知识共享进行知识创新，并利用新知识不断自我完善；同时，现实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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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劳动力供给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属于知识消费的过程，因此现实劳动力是既

是知识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企业、教育机构自身的研究工作是知识生产的环节，

它们利用外部环境中的知识成果或者知识单元，升级旧技术或创造新技术，从这

一角度看，二者也属于生产者；企业、教育机构利用传授知识来参与社会经济活

动，因而二者又属于消费者。潜在劳动力通过接受知识为从事特定职业做准备，

即成为现实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力供给进入外部的经济环境。需要指出的是，潜

在劳动力在成为现实劳动力之前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经济活动，因其相对较小

的影响力而暂时忽略。受教育者在接受知识过程中也有能动的创造性思考，产生

部分知识单元，但因其过于零散而不设定其他角色。 

群体、组织的多样性，职业知识的多样性，以及教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

了职业知识生态系统层级结构具有复杂性。系统中的组织或群体承担着多样化的

角色，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但在复杂性中又隐含着有序性，不同角色按照

一定规律履行各自的使命，通过协同作用维持系统中职业知识的基本流动过程。

正是这种复杂、有序的层级结构，既保证了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行，有为

其赋予了极大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二）营养结构 

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体现系统的动态特征，它由职业知识生态系统

的构成成分通过一定的相互作用形成，表现形式是职业知识链中的知识流动，展

示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中的知识交流、知识分布、知识竞争、知识演化。职业知识

依托生产者、消费者及分解者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布。生产者、消费者和分

解者之间，以及三者分别与环境的知识交流形成知识流动。在知识流动过程中的

知识竞争将促进系统中知识的共享与创新，从而促进知识演化。新知识经过知识

交流分布于不同的系统成分，由此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是系统内知识运动的过程，具有动态性。知识

交流、知识分布、知识竞争、知识演化贯穿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内部和外部交换

过程。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还具有自调节功能。营养结构在内部和外部

交换过程中，会根据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系统的目的——输出合格的劳动力来调节

每一阶段运动的速度及其与相邻阶段的联系。例如，不同知识生产者的生产能力

不同，各自的知识占有量不同，即知识分布不同。知识分布不同会促进不同知识

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此过程中又伴随着知识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知识基于市

场的选择进行进化，优胜劣汰，衍生出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 

 

二、职业知识链的知识流动模型 

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层级结构是营养结构的物质载体。行业协会、政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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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机构、劳动力之间以及各自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都有知识交换，包括知

识交流、知识分布、知识竞争、知识演进，由此形成职业知识链中的知识流动。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职业知识在行业协会、政府、企业、教育机构、

劳动力中的分布相对稳定。职业知识的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都与社会经济环

境直接联系，基于职业知识的专业性，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之间的知识交流

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即由生产者流向消费者并经过社会经济环境的过滤由分解者

完成分解并重新进入职业知识链。同时，系统中相同角色之间也有职业知识交流

与共享，这种交流会引起知识竞争，从而激发创新，促进知识演化。具体的职业

知识链知识流动模型见图 1。 

 

 

 
 

图 1  职业知识流动模型 

 

由图 1 显示，在职业知识分解的环节中，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知识经过市场的

过滤和筛选，通过行业与政府的制度推动被分解为可再生的职业知识单元。此过

程中政府和行业协会通过沟通协作，促进更有效地将社会经济环境中承载的知识

分解为可进入职业知识流动过程的职业知识。在职业知识生产环节中，职业知识

单元经教育机构、企业、现实劳动力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更具流通性和系统性的新

知识，并分别通过学校教育、岗位培训、学徒制等方式传递给知识消费者。在此



就業與勞動關係，第 4 卷，第 2 期                                              第 63 頁 

过程中，现实劳动力，尤其是占有知识量较大的熟练的高质量的劳动力，自身会

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会进行自身知识演进，同时通过技术顾问的方式将进化的

成果与企业、教育机构共享。企业与教育机构通过产研结合的方式，共享资源，

协同创新，共同促进知识演进。同时，企业利用凝结了职业知识的产品流入市场

来参与经济活动，同时利用经济收益来维持自身研究开发知识的能力；教育机构

通过传授职业知识获取收益维持自身运转；现实劳动力通过劳动力供给实现知识

消费。企业、教育机构、现实劳动力在职业知识生产的同时，会利用自身占有的

职业知识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兼具职业知识消费者的角色，因而可以称为

知识自养型组织或群体。在职业知识消费环节，潜在劳动力利用知识生产者传递

的职业知识，通过劳动力供给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经济活动。因其占有的职业

知识量的差异，潜在劳动力会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一般来说，劳动力一级市

场的知识量高于劳动力二级市场，故而二者之间会有由少到多的知识流动。 

根据知识流动模型，职业知识链中的知识流动有以下规律和特征： 

第一，特定职业知识链中的知识类型有相对的单一性和独特性，所以知识流

动具有单向性。虽然各个知识主体在进行知识的传递与交流过程中有一定的能动

性，但不会影响整体流向。 

第二，职业知识不守恒。知识传递的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选择、知识生

成、知识内化、知识外化[5]，人的个性、价值观及所处的环境均会影响知识传递

的各个环节，尤其在知识的选择和内化过程中，人的意志直接影响何种知识被保

留吸收并继续传递。 

第三，职业知识的“市场选择”。生物体进化的动力是自然选择，而职业知识

进化的动力是市场选择。职业知识是实证科学知识或效能知识，其内涵确定了职

业知识的有用性，而市场通过筛选劳动力来证明特定职业知识的有用性。同时，

为了保持职业知识的有用性，职业知识生态系统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知识

的演进与交流，所以市场选择是职业知识进化的动力。 

第四，职业知识流动具有功利性。职业知识通过增强劳动力或组织的核心竞

争力来使个人或组织的利益最大化。职业知识流动的各个过程都遵循市场选择的

原则进行知识的传播与创新，从而带动整个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第五，职业知识流动具有自组织性。作为职业知识生态系统运行的重要环节，

职业知识流动是一种自发运动。职业知识链中的各个知识主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

用中产生内在的知识交流的需求，故而产生了知识流动。在知识流动过程中始终

进行着知识的淘汰与更新，使得职业知识链中流动的知识不断升级、进化，保持

先进性，形成富有生命力的系统。 

 

三、职业知识流动模型与劳动力流动 

通过职业知识链知识流动模型可以看出，整个职业知识链是以社会经济环境

为基础，在劳动力市场的驱动下运行的，这揭示了职业知识流动基于市场、适应

市场的本性。职业知识链中各知识主体间的知识交流、知识竞争会促进知识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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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及劳动力流动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 

劳动力流动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差别，劳动力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范围内

或不同岗位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自愿选择、迁移的现象。在知识经济时

代，知识的社会资本性质更为显著，成为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而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大小、知识量的多少、生命力的强

弱是造成劳动力市场条件差别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职业知识流动模型可以得出，

职业知识流动引起劳动力流动，职业劳动力流动促进知识流动。 

第一， 职业知识流动具有自组织性，具有自我完善能力。职业知识流动过

程中的知识演化，会引起社会经济环境中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淘汰或升级，从而促

进行业中某些职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同行业中，这部分职业领域的工

资水平会上升，引起大量劳动力流入。 

第二，职业知识流动速度过快，尤其是经教育机构流向潜在劳动力的过程，

会使得大量具备某职业知识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供给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导致劳

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资水平下降，从而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速度。 

第三，劳动力是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构成成分，劳动力的流动意味着不同知

识在不同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中的迁徙，必然会影响系统中的知识分布、知识交流、

知识竞争和知识演化。当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同类型职业知识生态系统间流动时，

根据其占有职业知识量的多少会处于不同的生态位。占有的职业知识量越多，对

于新进入的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进化越有益处。当劳动力在同一地区不同类型职

业知识生态系统间流动时，根据迁出和迁入的职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差异性以及劳

动力占有的职业知识量，劳动力会处于不同的生态位。差异性越小，迁徙的劳动

力越容易适应新的知识生态系统，但适当的差异性可以促进劳动者自身的旧有知

识会与新系统中流动的知识进行交流，产生知识倍增效应。 

根据职业知识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在劳动里富集但知识贫

瘠地区构建稳定的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以此打破劳动力流动的知识壁垒，促进劳

动力更高效的流动。例如在农村，可以引入远程教学来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代理，

增加该地区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中的知识流量，以此缩小不同职业知识生态系统中

知识流量的差异，增加不同系统间职业知识链的链接，构建职业知识网。 

 

四、职业教育知识链的知识流动模型的不足 

本模型从宏观上整合了知识链中各知识主体的相互关系及知识流动的过程，

明确了各主体的角色，有利于分析职业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从而建立一个

完善的、良性循环的知识生态系统。但是，本模型只是通过知识的外部载体描述

了作为物质的知识的流动过程。而作为认知的知识，其传递形式和过程具有更加

微观的原理和特征，这些在此模型中没有体现。同时，职业知识流动过程中知识

交流、知识分布、知识竞争、知识演进的具体原理和过程也未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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