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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這兩個2015年獲得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批准的
專利，流程圖和說明書內容是相同的，不同部分主要是
「權利要求」，及簡短的「說明書摘要」。本發明⼈對
在中國⼤陸境內的使⽤者免費開放專利，不要求權利，
因此去掉權利要求部分後，將兩個專利合在⼀起發佈，
以⽅便閱讀。	



	
《網絡共同體⾃組織系統》說明書摘要	
本發明提供⾃組織⽅法和系統，以供互聯網⽤⼾構建基於web的有組織分層級

的結構。結構由能夠實現直接充分的交流的單元組成。每個單元通過民主決策
⾃我管理，⾃我處理信息。單元成員通過隨時可進⾏的選舉任免組長︔單元推

選的組長將成為上⼀層單元的成員，將本單元的民主結果帶入上⼀層單元進⾏
民主決策︔組長並代表本單元參與上⼀層單元的管理和選舉，整合如此遞歸，
⾃下⽽上遞進形成分層級的結構，在不同層次的單元產⽣出不同的產品。利⽤

這種⾃組織⽅法，設計並實現SOC&SOwiki平台，提供滿⾜不同社會需求或商業
模式的各種應⽤。	



	
《電⼦信息篩選系統》說明書摘要	
⼀種電⼦信息篩選系統。該系統具有在存儲器上的鏈接數據存儲，對應於可在

計算機網絡上獲得的信息網絡位置相關聯的（⼀個或多個）鏈接。系統具有在
存儲器上的層級樹組織結構，具有多層和多個單元，頂層之下的每層包括更多

單元，每個單元與多個成員記錄相關聯，每個成員記錄與⼈類成員相對應。系
統能夠接收待審閱的鏈接。激發單元成員表決，決定是否將該鏈接提升到⾼⼀
層級的單元去進⼀步審閱。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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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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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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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	

相關申請的交叉引⽤	
本申請要求於2010年8⽉18⽇提交的序列號為61/375，021的美國臨時專利申
請的權益。	

技術領域	
本發明⼤體涉及web應⽤，更具體地涉及⽤於web⽤⼾的有效協作和集體⾏動
的⽅法和系統，所述⽅法和系統能夠被⽤於構建各種功能和運作模型。	

背景技術	
隨著Web2.0的出現，信息分發和通信的⽅式通過從「唯讀」演進到「事實上的
所有⽤⼾參與」，不可避免地導致信息過載。在缺乏有效過濾、驗證、提煉、

和整合（consolidation）的情況下，有⽤內容被淹沒在海量信息中，無法發揮
作⽤。本發明⼈意識到互聯網發展⾯臨的主要緊迫問題是：如何解決信息過載、

如何整合信息、以及如何利⽤信息。	

發明內容	
創建⼀種⽤於完成項⽬的⾃治結構⽅法和系統——⾃組織共同體（Sel f -

Organizing	Community	-	SOC）。所述項⽬包括組織信息和過濾信息。 



SOC能夠從無到有構建⾃組織結構，以病毒傳播的⽅式⽣長並具有⾃整合的機
制。作為實體，SOC是分層級的多層組織，其通過⾃下⽽上的遞進式選舉逐層

形成，該結構中的總體信息整合是通過民主決策過程以及從底層逐層向上直到
頂層的遞進式選舉來實現的。	

SOC的⼀個應⽤是「⾃組織wiki」（Self-Organizing	 wiki	 —	 Sowiki）系統和⽅

法。Sowiki是分層級、多層且⾃組織的wiki系統，其通過將SOC加入wiki功能來
實現。SOC結構中的每個單元都有wiki功能。成員通過wiki⽅法來創建或更新內

容，但成員提供的內容只有在該單元達到設定比例的成員投票贊成時才有效。
選舉產⽣的單元組長被授權將本單元形成的內容帶進⾼層單元⽤於進⼀步整合。
如此遞歸地形成信息整合的層級結構，不僅解決信息過載，⽽且因為由所有單

元/⽤⼾分擔成本⽽使成本降到最低。	

另⼀種應⽤是建⽴SOC和Sowiki平台，供⽤⼾⾃⾏創建SOC和Sowiki，提供⽀持
其應⽤和⽬標的系統功能，滿⾜單元的創建、結構、重組和協作⽅⾯的需求。	

「⾃組織信息處理系統」（SOIPS）是Sowiki的⼀種應⽤，其允許⽤⼾通過協
作，對海量信息進⾏過濾和整合，創建針對不同區域、領域或顧客的各種信息

產品，形成商業模型。	

本發明的諸多優點與特徵將通過以下具體實施⽅式與應⽤，參照權利要求書及
附圖來展⽰。	

附圖說明	

圖1描繪了形成SOC結構的⽰例性系統和過程。從無到有，SOC通過吸收新成員
在規模上擴張，通過單元分裂和創建新層在層級結構上⽣長︔形成多單元、分

層級的⾃組織共同體。	

圖2描繪了將SOC⽅法加入wiki創建的Sowiki結構，可以⾃下⽽上逐層對參與者
的參與進⾏認證、過濾、提煉和整合，從⽽在結構的不同層次產⽣所需要的結

果。	



圖3描述了在同⼀Sowiki結構之內，或不同的Sowiki結構之間，如何實現轉組、
合併、分離、聯合，從⽽形成靈活與豐富的結構發展。	

圖4描述對各種來源的互聯網信息進⾏初選，再通過SOC-Sowiki結構逐層提煉整

合，形成不同產品的流程。	

圖5列出了形成SOC-Sowiki結構所需要的各種功能。	

圖6是本發明應⽤的關係表、單元記錄、鏈接記錄、以及成員記錄的圖表視圖。	

圖7是本發明應⽤的⽤⼾表的圖表視圖。	

具體實施⽅式	
本發明提供的組織及過濾信息的⽅法和系統可⽤於廣泛領域。儘管本發明可以

有各種不同形式的應⽤，但是附圖所⽰並將在本⽂詳細描述的具體應⽤只是為
了說明本發明的原理，⽽非將本發明限制於所⽰的具體應⽤。	

⾃組織共同體SOC（Self-OrganizingCommunity）	

SOC能夠從無到有構建並以病毒傳播⽅式⽣長的⾃組織結構。SOC具有⾃整合
（self-consolidation）的機制。SOC分層級的組織通過⾃下⽽上的遞進選舉逐層

形成，該結構中的總體信息整合通過民主決策過程及⾃下⽽上逐層遞選實現。	

圖1展⽰了從初始到分層級、形成多層，以及形成⾃組織共同體（SOC）的⽰例
性⽅法流程。	

從無構建SOC結構，第⼀步是從系統外部聚集n+1（1110）（n>=3）個發起者



（至少三⼈以確保不會陷入表決僵局。且有⾜夠多元化的參與），形成初始單
元。該步驟是唯⼀需要在系統外進⾏的活動。此後全部活動皆可在系統內完成。

啓動SOC系統需要設定⼀系列參數（1100）：如⽤於限制單元規模的n值、進入

表決所需要達到的附議⼈數比例、各種表決被通過所需達到的多數比例、表決
的票權計算規則、多長時間不參與活動的成員將進入另冊⋯⋯等。系統事先會

提供各參數的預設值。對於不同的SOC系統，其創建者既可以⾃⾏設定參數，
也可以選擇使⽤系統預設值︔系統同時提供修改設定的功能——在SOC形成後
的任何階段，隨時可以由SOC系統內的任何成員提議重新設定（5303），只要

能夠得到⼀定比例的附議，系統便會⾃動進入表決程序，當得到全體成員⼀定
比例（預設值為1/2）多數和最⾼層單元（由次⾼各單元的組長組成）的成員

⼀定比例（預設值為2/3）多數的贊同後，新設定將會⾃動取代舊設定。	

SOC系統提供多種接⼜/⼯具以供成員呈現信息、彼此交流、進⾏記錄等。圖5
展⽰了其中的⼀部分。例如，這些接⼜/⼯具包括個⼈博客、職位博客、單元論

壇、以及分⽀論壇等。博客是由其所有者維護的網⾴或網站，具有常規的或即
時的條⽬，如事件的描述、評論、或者包括圖像和視頻的其他材料。通常按時
間倒序顯⽰博⽂的⽅式將內容輸進博客。論壇是網⾴、多網⾴或網站，供成員

發佈事件的描述、評論、圖像和視頻等其他材料。在⼀些應⽤中，所述接⼜/⼯
具包括消息服務，諸如：Twitter、Skype、電⼦郵件、以及其他聊天服務。系

統能夠利⽤應⽤程序⽤⼾接⼜（API）來與第三⽅服務通信。系統向SOC的每個
成員提供個⼈博客5307。SOC內的所有成員都有個⼈博客，其在系統中的個⼈
⾔論和活動通過個⼈博客發佈，也被記錄其中。個⼈博客隨⼈的轉移⽽轉移。	

系統提供SOC的每個當選組長與擔任公職者皆配有職位博客5307。組長與該職
位有關的⾔論和活動通過職位博客發佈和記錄。職位博客由擔任該職位的⼈編
輯，並且除了該職位的各層上級可查看該博客，其他⼈不得查看。職位博客不

隨⼈轉移，始終由擔任該職位的⼈繼承。其中內容皆需存檔，不得刪除。	

SOC中每層的每個單元皆有兩種類型的論壇（5308）。第⼀種是組內論壇——
⽤於單元內部討論事務、進⾏表決。這種論壇不對外，只有該單元成員可在論

壇上發⾔，但其所屬的各層次下級成員都可觀看，以⾏監督，下級成員不可發
⾔，以免乾擾單元成員的討論。第⼆種是本分⽀論壇——所屬分⽀內任何層次

的成員皆可查看和發⾔，是形成公共輿論之地，也是發起和實⾏公決（5306）



的地⽅。	

值「n」是被設置⽤於限制SOC單元⼤⼩的範圍，設定n（1100）的原則是：每

個單元的成員數量不少於n，否則難以進⾏選舉和表決，亦不能⼤於ñ，否則難
以進⾏充分溝通和實⾏監管。	

確定n的上限ñ，應該考慮的主要條件是：當ñ被分成不低於n的下限之n個⼩組

後，每個組不算當選組長，其成員⼈數皆能不低於n的下限n。	

由不少於n+1（1110）的⼈所創建的啓動單元（1113），在選舉出組長
（1122）後，單元內的成員（1112）不少於n（1114）。	

灰⾊圓點1112、1222、1332、1101、1201各⾃代表同範圍（層級）的任⼀成

員，其狀況對同範圍的所有成員都適⽤︔灰⾊橢圓1212、1322、1311代表同
範圍的任⼀單元，其狀況對同範圍的所有單元都適⽤。	

單元以民主⽅式決定內部事務，包括選舉（1121）組長（1122）和吸收

（1103）新成員（1101）。在同⼀範圍（如1213）內，下級單元（1214、
1217、1218）選舉（1221）的組長（1222）組成上級單元（1223），成為新

單元（1223）的成員（1222）。其具有雙重身份：作為組長來分別承擔對應的
從屬單元（1214、1217、1218）的所有責任和權利，以及還作為普通成員來
承擔更⾼層的單元1223的所有責任和權利。	

當為了對議題或問題進⾏決策⽽表決時，計算投票權重的規則為：組長在上級
單元參與表決的票權，等於選舉其的單元及其下屬所有單元之成員的總數︔組
長在其當選單元參與表決的票權，等於其當選單元的組員之平均票權。每個單

元的權重是該單元內成員數⽬之和。每個分⽀的權重是該分⽀內所有從屬單元
的權重之和。	

每層的組長（1122、1222、1232、1332、1342）分別由他們所屬的單元推

選。選舉可隨時進⾏。現任組長不得在改選中投票。當選新組長將取代落選的
現任組長。	

除了不具有下屬單元的基層單元之成員可以在選舉組長時投⾃⼰的票，基層以

上的單元皆不得投票選舉⾃⼰為組長。但如果基層單元在預定次數——如5次



——仍無法選出⾜夠票數的當選⼈時，系統也將限定基層單元的選舉⼈不得選
舉⾃⼰，以打破選舉僵局，直到選出當選⼈。	

當單元通過表決達成了決定，該單元的當選組長負責執⾏實施該決定。該決定
適⽤於該單元及其從屬分⽀（如果存在）。從屬分⽀包括在給定單元之下的或
從屬於該給定單元的所有單元。	

SOC的基層單元可吸納系統結構外的個體（1101，1201）為成員，可以由該單
元成員進⾏邀請（此為創建SOC初始階段的推薦⽅式），也可以是有意加入者
⾃我申請和介紹，然後由單元成員表決，達到⼀定比例多數（1100）贊成，該

個體即被系統納入該單元，⾃動得到與單元其他成員同樣的權限和義務。	

當初始單元（1113）的成員數達到ñ（1116）時，系統進入分組程序
（1115）。由於這時上⾯沒有層次和單元，須分成不少於n的單元，每個單元

的成員數亦不低於n。在分組過程中，成員之間可⾃由進⾏組合。若反覆若⼲
（根據設定）次還是無法達到每個分裂單元n≤n<ñ的成員數，則系統將進⾏乾

預隨機分組，使要求被滿⾜。n≤n<ñ的表⽰意味著每個分裂單元具有至少n且⼩
於ñ個成員。	

右側有n標記的橢圓（1214、1324）代表n個單元，且其中每個單元之成員數都

不少於n。單元1113在其成員達到ñ（1116）後分成n個單元（1214），將進⼀
步組成更⼤的單元（1213）。1212代表1213內的任⼀單元。1222代表1213內
的任⼀單元所選舉的組長。	

1223是由1213內的所有單元選舉的組長們組成的⾼⼀層單元。SOC由此增加了
新層次。在1213範圍中身為組長者，是組成1223的成員，1222即具有這種雙
重身份。1232是由組成1223的成員選出的更⾼⼀層組長。	

需要強調的規則是：在SOC中，上級組長不得兼任下級組長，也不再是下級單
元成員。如單元1113的成員達到ñ時所分出的多個1214單元中，不包括1113的
組長1122，這使得1122正好可以填充新產⽣的上級組長1232的位置。當然，

1232具體由誰擔任應該是1223單元選舉的結果。如果1122沒有當選，由1214
諸單元中的某個成員當選，則當選者須離開所在單元，⽽該單元⼈數因此低於

n，則由落選的1122填補，成為該單元成員。	



組成1213的任⼀單元，其成員達到ñ（1216）時，再度進入分組程序。由於這
時上⾯已經有了層次和單元（1223），所以此時只需分出兩個單元（1217、

1218）即可滿⾜n<ñ的要求，分出的每個單元之成員同樣不得少於n。新分出的
單元也會各⾃選舉組長加入1223，成為1223的成員。當1223內的的成員數量

亦達到ñ（1226）時，因為上⾯沒有層次和單元，因此仍需分成（1225）n個單
元，且每個單元的下級單元數不少於n（1324）。	

這種分組可通過成員之間的協商進⾏⾃由組合。若反覆若⼲（根據設定1100）

次仍有分出的新組無法滿⾜n=<n<ñ，系統將停⽌⾃由組合，進⾏隨機分組，以
滿⾜n=<n<ñ。隨著1223被分組，1213也會隨之被分為數個同類的群組1219，
其具有相同的結構並且遵循相同規則。	

1223分成的n個單元（1324）組成更⼤範圍（1323），各單元選舉組長（如
1322選舉1332），由組長組成更⾼層次的單元（1333），進⼀步選舉組長
（1342）。	

圖1⽰出的1311可以是本SOC結構內部要求轉組的單元或分⽀，也可以是同⼀平
台上的其他SOC結構，只要1322的成員以表決通過，該SOC結構（1311）的當
選者便可成為1322的成員，該SOC結構也就和1322直接下屬的其他SOC結構納

入⼀體，成為比1322低⼀級的SOC結構（單元或分⽀）。	

如上所述類推，SOC的基層單元不斷吸收新成員，會導致不斷分出新組，進⽽
不斷形成新的上級組，SOC的規模和層次就會不斷擴⼤。	

⾃組織維基Sowiki（Self-Organization	wiki）	

圖2⽰出SOC結構與wiki功能（5402）結合形成的多層級、⾃組織wiki系統。

SOC的每個單元內皆有wiki功能，成員可通過wiki⽅式對單元項⽬的內容進⾏創
建或修改，但需經由單元其他成員表決通過才能⽣效。單元當選組長被授權將
本單元內容的整合結果帶到上層單元，參與上⼀層整合，以此形成整合的階梯，

在解決信息超載的同時，把整合成本分攤給所有單元和個⼈，使之降到最低。	



創建Sowiki結構，可以先利⽤SOC機制組織起最初群體，再利⽤SOC的決策機制
確定Sowiki的⽬標和結構，然後把已有的SOC成員轉入Sowiki結構作為啓動者，

通過不斷吸納新成員，逐步擴⼤Sowiki結構。	

Sowiki與SOC吸納新成員的⽅式相同。⼆者都是由基層單元吸納新成員——通
過成員的介紹，或加入者的⾃我介紹。SOC側重於成員介紹，⽽Sowiki側重於

加入者⾃我介紹——即加入者先在基層單元進⾏Wiki⽅式的參與，通過提交、
輸入內容（如信息、網⾴、網⾴的部分、視頻、圖⽚、⽂本或其他），由該基

層單元的成員對其的Wiki參與進⾏表決，得以通過後，在其參與被接受的同
時，其也被吸收為該基層單元的新成員（5401）。	

Sowiki結構具體操作如下。	

基層單元	

圖2中的2100是Sowiki結構的既有基層單元的功能區。2101是該單元所有成員
利⽤Wiki⽅式共同參與所形成的項⽬。2100中的單元可以進⾏⼀個或多個項

⽬。單元通過wiki編輯模式的更改⼯具進⾏項⽬參與和協作，所有輸入和更改
由wiki⼯具記錄，並且只有得到成員表決的⾜夠票權批准，才會⽣效。（在⼀

些應⽤中，wiki⼯具是網站，其允許使⽤簡化的標記語⾔或WYSIWYG⽂本編輯
器經由web瀏覽器來創建和編輯任何數⽬的互聯網⾴。在⼀些應⽤中，wiki⼯
具為美國專利申請號7,954,052中所描述的wiki⼯具。）這種項⽬的內容是動態

更新的，隨著新的參與隨時變化。2104是創建、整合與管理2101的單元。任何
對2101的參與，需要2104的成員進⾏表決（2113），達到⾜夠（根據	

設定1100）的成員贊成後才能⽣效。這是Sowiki的基本規則。	

對2101的參與可以來⾃兩個⽅向。⼀是由2104的成員（灰⾊圓點2105代表
2104中的任⼀成員）進⾏的參與（2112）。另⼀個⽅向的參與（2111）來⾃

單元之外的個體，灰⾊圓點2106代表同類型個體中的任⼀個，這種個體可以是
本Sowiki結構內其他單元的成員，也可以是本Sowiki結構外的個體。	

任何參與的具體內容2103都不會⽴刻被項⽬（2101）接納，⽽是處於暫存的

wiki編輯狀態（2102）中，等待2104表決。表決通過，2103可以進入2101⽽



⽣效（2114）︔表決未通過，2103則不被接受（2115）。	

單元之外的個體2106從Sowiki結構的基層單元進⾏參與（上層單元只有其單元

成員才能對該單元的項⽬進⾏參與）。其參與的內容由2104表決（2113）通
過，參與⽣效的同時，參與的個體2106⾃動成為本單元（2104）的成員，如分
頭指向2106和2104的線2116所⽰。	

因為Sowiki⽤於創建和審核內容，長期不參加單元活動的成員會失去對內容的
把握，因此⼀定時間不參與單元活動者，將被系統劃入「不活躍成員」。其上
級單元的成員在進⾏表決時擁有的票權，將不包括下級單元的「不活躍成員」。

「不活躍成員」任何時候皆可再回所屬基層單元活動，即時其重新被計入上級
單元成員的表決票權。	

⼀般來講，Sowiki結構的基層單元對外開放，可以從結構外吸納新成員。但是

也可以不對外開放，只允許既有成員參與。這時只需限定2106必須具有成員身
份即可。	

2107表⽰，與2100類似的結構，在其所屬的上層結構2300之下，同時並存多

個。2207、2307亦是相應層級的同類結構。	

上級單元	

上層單元2300與2100結構相同，也由單元組（2304）、項⽬（2301）和wiki
狀態（2302）組成。	

2300中的單元（2304）是由下級單元（2104、2107）選舉（2131）的組長們

（2305）組成的。所選舉的組長，⾃動成為上級單元2304的成員，遞歸地繼續
選舉組長，其當選者將進入更上⼀層單元（如2308⽰）。	

在Sowiki結構中，基層以上的任何單元之成員，都是下級單元的當選者，所述

推選使⽤SOC⽅法的主要規則，即圖1中所描繪的「逐層遞選」。	

基層單元的項⽬產出/內容允許公眾對其進⾏編輯，但是上層單元的項⽬產出/
內容僅能由該項⽬所屬單元的成員編輯：諸如功能區域2300中的項⽬產出/內



容2301僅能由單元2304的成員編輯。然⽽，除了編輯權外，任何單元有權決定
來⾃外⾯的參與者（在結構內或外的、諸如其他單元的成員或外部⽤⼾）是否

可以出席單元內的討論、查看單元的內容等。對此可以通過參數設置來配置。
所謂「遞進編輯的權利」適⽤於所有層。不管產出/內容處於什麼層，只有在它

們所屬的單元表決通過後才⽣效。	

例如，組長（2305）對⾃⼰代表的諸如2100、2107的下屬單元提交的項⽬內
容（deliverable）2101，根據項⽬（2301）的總體⽬標和要求進⾏調整，使其

不與2301中的現有產出/內容（如果有的話）⽭盾。調整的結果（2303）將不
會被項⽬（2301）⾃動接受，⽽是以可編輯wiki（2302）模式暫時存儲，等候
單元2304表決。如果單元2304表決贊成，則2303⽣效並被添加進項⽬2301，

否則將被丟棄（2315）。該單元組長及成員將重複以上步驟，直到所提交的內
容被批准並被添加進項⽬2301。	

在來⾃2101的項⽬成果被確認並添加進項⽬2301後，單元2304的每個成員

2305都有資格來編輯項⽬2301的任何部分（包括並非由他/她的單元提交的部
分），以動態地反映來⾃下屬單元的更新。該更新將通過提供wiki編輯模式的

wik i⼯具來提交以待批准。如果單元2304投票贊成，則該輸入將⽣效
（2314），否則無效（2315）。	

Sowiki結構的上層單元表決時，每個成員的投票權重等於其當選的分⽀的成員

總數。	

在Sowiki結構中，整合層次不斷提⾼。以共同寫書舉例，如果把2101比作段
落，2301就是多個不同段落整合成的節。這種層次不斷向上，規則相同，只是

整合⾯不斷擴⼤——節整合為章、章整合為卷⋯⋯2309即表⽰這種上升過程。	

上層單元整合形成的項⽬內容也保持動態變化。⼀⽅⾯，由於下級單元的項⽬
內容不斷更新，下級單元會要求其組長將更新反映到上層單元的項⽬內容中︔

另⼀⽅⾯，同時作為上層單元成員的下級組長，也非只是機械反映，還會主動
參與。除了⼈性對成就的追求，也因為SOC的升遷機制——積極參與者更可能
當選到更⾼層次，激勵各層次當選者進⾏主動參與的積極性。當選者如果不是

有效地貫徹單元的意願和⽅向，將使單元成員發動再選（re-call）投票，從⽽
失去當選位置。	



Sowiki的運⾏機制保證其各級當選者既不能疏於反映下級單元的更新，又不使
其的主動參與會偏離下級單元的意願。制約來⾃下級單元對當選者的隨時選舉，

以及上層信息對下級保持透明的規則，也來⾃當選者所在的上層單元的其他成
員對其的參與進⾏的表決。因此，當選者的參與不是任意的，只有符合該
Sowiki結構的整體提升才會被接納。	

創建新單元	

利⽤創建新單元的⽅式，Sowiki可以根據需求⾃我擴展結構，實現動態發展。

具體如下：	

在⼀個Sowiki結構中，其結構之外的個體（2106）或其結構之內的基層個體
（2105）可向某個既定單元（如2304）申請，在其下創建新單元（2204）及

相應的結構（2200）。新單元的項⽬（2201）應該是既定單元之項⽬
（2301）的分⽀，新單元將作為從屬於既定單元的⼦單元。既定單元的成員
（2304）需要對創建該新單元的申請進⾏表決。表決通過，新單元啓動，申請

者隨之成為新單元的初始成員。	

無論新單元在哪個層次的單元之下創建，因為其下尚無層次，其性質便屬於基
層單元。新單元之外的個體（2106、2105、2305）皆可對其項⽬內容

（2201）進⾏參與（2211）。參與（2203）以暫存的wiki狀態（2202）提
交，等待表決。單元成員2205提交（2212）的參與（2203）也同樣需要表

決。	

在新單元（2204）的成員數⼩於n時，不能進⾏表決，這時對所進⾏的參與
（2203）的表決由其上級單元（2304）進⾏（2231）。表決通過，參與⽣效

（2214），未通過不⽣效（2215）。直到新單元的成員數達到等於或⼤於n
時，表決權⾃動從上級單元轉移到新單元。	

⼀旦參與被新單元或其上層單元批准，則提供該參與的參與者將經由路徑2216

來⾃動被接受為新單元的成員，並且承擔單元成員2205的所有責任和權利。	

隨著新單元成員增加，在組成2204的成員≥n時，新單元即有權⾃⾏對參與進⾏



表決（2213），也有權選舉組長，其當選組長將加入2304（如2232所⽰）。
此後2304將不再介入2204的活動，2200的運⾏也將與2100相同。	

單元分裂	

由於Sowiki結構是圍繞內容形成，⽽內容不能隨便割裂，因此不能像單純發展

組織的SOC那樣，在單元⼈數到達n的上限時⾃動進⾏分組。Sowiki只規定n的
下限n，對上限ñ不做剛性規定，由各單元⾃⼰掌握。只要單元達到比例的成員
認為其單元項⽬可分為不同分⽀，即可⾃⾏分組。	

分組⽅式是，在沒有上級層次時，根據單元成員討論和表決，把本單元的項⽬
分成不少於n的分項⽬，把本單元的成員也分到每個分項⽬，形成本單元的下級
單元。對於基層成員，可以按照個⼈興趣⾃⼰選擇加入哪個下級單元︔對於⾼

層成員，則需要按其當選的單元之多數成員的決定選擇加入哪個下級單元。每
個下級單元的成員數量不得少於n（若是⾃願選擇導致某下級單元的成員始終低

於n的僵局，則由系統隨機分組）。如果準備分組的單元之上已有上級層次，則
可以把本單元項⽬分成少於n的分⽀，所形成的新單元皆從屬於原有的上級單
元。	

基層以上的單元⾃我決定創建下屬新單元，也相當於分組。創建的新單元與原
有的下屬單元平⾏。這種⽅式的分組不受n的限制，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單個地分
出下屬新單元，具有更多靈活性。其具體流程與上節所述的創建新單元相同。	

SOC和SOwiki結構重組	

圖3中，三角形代表Sowiki結構的分⽀，⼤三角中的⼩三角表⽰覆蓋於⼤分⽀之

下的⼩分⽀。3121、3221、3321、3120、3220、3320、3500代表並存的同樣
結構，省略不表。3130、3230、3330表⽰以遞歸⽅式繼續向上形成層次。	

組長3112、3101、3201、3301、3421代表所在分⽀的最⾼當選⼈。3231、

3331、3404代表所在分⽀的最⾼單元，其中的灰⾊圓點3232、3332、3405代



表單元內的任⼀成員。為便於展⽰總體結構，圖3中未⽰出分⽀的某些單元或細
節。	

結構（單元或分⽀）轉移	

Sowiki結構中的⼀個分⽀或單元與原屬的分⽀分離，歸屬到同結構中的另⼀分

⽀下，是為轉移。	

假設3100與3200屬於同⼀Sowiki結構，3111（單元或分⽀）希望轉入3210，
需由3111的當選⼈3112向3210中的上層單元3231（由3211、3221的當選組長

3232組成）提出申請，經過3231表決通過後，3111可轉入3210，成為3210結
構中的⼀個與3211平⾏的下屬單元或分⽀，其當選組長3112成為3231的成員

3232之⼀。如果3111是有下屬層次的分⽀，其分⽀隨之⼀塊轉入3210。	

因為Sowiki結構不允許⼀個分⽀同時直屬於⼀個以上的上級單元（⽬的在於避
免發⽣群體表決的票權疊加），所以轉組意味同時要與原屬分⽀分離。	

已轉移的單元是否能夠以及如何將他們正在進⾏⼯作的項⽬帶到新結構，取決

於Sowiki結構的設置。所述設置基於該結構內達成的協議。因此在⼀些應⽤
中：（1）已轉移單元能夠將當前待定的項⽬帶到新結構︔（2）已轉移單元不

能將當前待定的項⽬帶到新結構︔以及（3）只有已轉移單元之上的直接⾼級單
元成員表決批准當前待定項⽬可轉移，已轉移單元才能將當前待定的項⽬帶到
新結構。	

結構（單元或分⽀）合併	

合併⽅式之⼀，是把同Sowiki結構之下不同單元的項⽬與成員合在⼀起。對於

隸屬於同⼀上層單元的不同單元，這種合併只需獲得上層單元表決通過，即可
將各⾃的項⽬內容並為⼀體，各⾃的單元成員合併於同⼀單元，並且由合併後
的單元對合併後的項⽬繼續進⾏參與和整合。	

對於同屬⼀個Sowiki結構，但不是在同⼀上層單元之下的單元，也可以進⾏項
⽬與成員的合併，但是需要合併的⼀⽅單元先⾏轉組到合併另⼀⽅單元所屬的



上層單元下，然後實現（如上段所述的）合併。	

合併⽅式之⼆，是在不同的Sowiki結構之間進⾏。假設3200是⼀個獨⽴創建和

⾃我發展的Sowiki結構，希望併入3300中的3310結構內，成為與3311同級別的
⼀個分⽀，由3200的最⾼當選者3201向3331申請（3221a），3331的成員
3332表決通過後，3201被接納進3331，成為其中的⼀個3332，3200即併入

3310，成為3300結構內與3311同級別的⼀個分⽀。是否接受結構的合併取決
於接受⽅上級單元的表決，以及形成的合併結構是否會違背系統限定的諸如結

構⼤⼩的各種參數，這是由接受⽅上級單元考慮的。	

結構（單元或分⽀）脫離	

如上所述，結構（單元或分⽀）轉移的過程由兩個主要步驟組成：⾸先從其原

始上層單元脫離︔並且之後合併為⽬標結構。另外，結構能夠決定從其屬於的
Sowiki結構脫離並且成為獨⽴的Sowiki結構。	

Sowiki單元或分⽀被賦予了脫離的權利，但是關鍵在於它們正在進⾏⼯作的項

⽬是否也能夠脫離並且隨脫離單元⼀同離開，這需要關於在Sowiki結構的初始
期間建⽴關於脫離的協議或合約。協議或合約能夠由Sowiki操作系統/平台通過

參數設置來執⾏和保證。	

如果分離導致其原屬單元的構成⼩於n⽽無法進⾏表決，表決⾃動轉由其上級單
元代⾏，直到原單元的成員≥n，表決權⾃動回歸該單元。	

結構（單元或分⽀）聯合	

具有更廣泛應⽤的，是在保持原本項⽬、單元和結構的獨⽴狀態之同時，為達
到特定⽬的形成臨時或長期的橫向聯合。	

這種橫向聯合可以在同⼀Sowiki結構內的不同分⽀之間進⾏。假設圖3中的
3111、3200、3300是同結構下的不同分⽀（各分⽀所處層次的不同不影響橫
向聯合），具體聯合⽅式是，各分⽀的最⾼當選⼈3112、3201、3301之間進



⾏協商，達成聯合決定後，進⾏新結構（每⼀聯合都可以視為產⽣了⼀個新結
構）的設定，組成單元（3404），選舉出組長3421（也可以不選舉組長，由各

分⽀的最⾼當選⼈按照委員會⽅式⼯作），即形成了聯合的新結構，3400也隨
之開通。	

聯合結構的最⾼單元3404的成員3112、3201、3301，各⾃將所屬分⽀的項⽬

內容進⾏符合聯合⽬標的調整後（3403），以wiki待審狀態（3402）提交。如
果獲得3404單元表決（3413）通過，進入項⽬內容3401。若未通過，需做進

⼀步調整後再付表決，直到通過。3404單元對項⽬內容繼續進⾏動態整合與改
進等，其規則與Sowiki相同。	

這種橫向聯合也可以在不同的Sowiki結構之間進⾏。只需把圖3中的3111、

3200、3300視為不同的Sowiki結構，其他流程皆與上述相同。	

每個聯合結構形成的同時，相應的組論壇、分⽀論壇和職務博客也隨即開通。
規則與SOC⼀節所述相同。	

這種聯合可以是任務性的暫時聯合，只為達成特定⽬標，任務完成即可解散︔

也可以是長期聯合，通常有著更長遠的⽬標和更穩定的結構。	

這樣的聯合僅通過最⾼層級當選者——即3100、3200、3300組長實現，每個
Sowiki結構各⾃保持原本的完整性，能容易地脫離聯合體並恢復為原本結構。

這種鬆散連接保持了⼩結構的優點——較⾼⽔平的⾃治、效率、和多樣性等，
且兼具⼤結構的益處——較為廣譜的觀點、較多的資源。	

上述幾種聯合⽅式有相互交叉或重疊的可能，如聯合體的當選者3421還可以與

其他結構進⾏聯合，針對新的⽬標創建新的項⽬等。	

總之，利⽤以上所述的創建新單元、分組、轉組、合併、聯合等功能，SOC-
Sowiki結構既可以橫向擴展，也可向下延伸新的分⽀，還可向上合併成更⼤結

構，從⽽形成靈活與豐富的發展⽅式，以及廣闊的發展空間。	



⾃組織信息處理系統SOIPS  

（Self-OrganizingInformationProcessSystem）	

圖4描繪了SOC-SOwiki結構對web信息進⾏過濾、整合、和精煉，⽤⼾⾃下⽽上
使⽤⾃組織信息處理系統（SOIPS）創建各種信息產品。在⼀個應⽤中，SOC、

SOwiki和SOIPS是分布式⼯作分配的系統和⽅法。	

圖4中灰⾊圓點，表⽰多個同類項中的任⼀個，其具有的性質所有其他同類項同
樣具備。圖中的「⋯⋯」表⽰同樣項⽬有多個。	

參與	

如圖4所⽰，任何web⽤⼾能夠成為參與者4201。SOIPS提供⽤⼾界⾯。在⼀些

應⽤中，SOIPS包括可安裝在⽤⼾設備上的獨⽴程序，所述⽤⼾設備諸如計算
機、平板計算機、移動智能電話、或者其他可編程計算設備。在⼀些應⽤中，
SOIPS包括安裝在⽤⼾瀏覽器4203中的互聯網web瀏覽器插件4205。在⼀些應

⽤中，可經由瀏覽器4203通過互聯網訪問SOIPS，⽽不需要安裝在⽤⼾計算機
或設備上的軟件。	

由參與者將信息提交至SOIPS計算機數據庫4215。在⼀些應⽤中，可以通過數

據庫管理系統來對數據庫的訪問進⾏中介，所述數據庫管理系統諸如本領域中
已知的那些系統。當參與者4201瀏覽或處理web信息時，如果該參與者認為諸

如網站、網⾴的⼀些信息、內容、數據或者諸如段落、標題、圖⽚、視頻等值
得共享，可點擊插件4205或其他⽤⼾界⾯提供的共享按鈕4208，⽽且SOIPS將
⾃動地收集信息，將其處理為標準格式，並存儲在數據庫4215中。	

在⼀些應⽤中，由參與者共享的信息被保存在如圖6所⽰的鏈接記錄6620中。
鏈接記錄包括結果ID區段6621、網絡地址區段6622、（⼀個或多個）類別/標
籤區段6623、層級區段6624、類型區段6625、⽚段區段6646、以及排名區段

6647。結果ID是唯⼀的結果標識符，諸如數字。網絡地址區段6622包含關於內
容在網絡上的位置的信息。網絡地址區段6622可以是統⼀資源定位符

（URL）、IP地址、標識所選擇的內容在互聯網網⾴上的位置的⾴⾯位置指⽰
符、或者前述中的任何組合、或者本領域已知的其他網絡位置信息格式。（⼀



個或多個）類別/標籤區段包含旨在描述與網絡地址相關聯的信息或者對其分類
的⼀個或多個類別或標籤。標籤和類別可以從系統定義的列表選擇或者可以是

由⽤⼾或成員錄入的⾃由形式。類型區段6652包含關於在網絡地址處找到的信
息的類型的信息，例如⽂本、視頻、圖⽚、動畫、或者其他分類的內容。⽚段

區段6646可以包含在網絡地址處的內容的⼀部分。⽚段區段可以包含⽂本的區
段、圖像、圖像的縮略圖、視頻的區段等。排名區段6647包含與網絡地址相關
聯的內容的DR排名——下⽂將對DR排名進⾏解釋。	

信息能夠從任何互聯網或網絡源被提交給SOIPS，諸如搜索引擎4101、
Twitter4102、博客4103、論壇4104、圖像4105、視頻4106、⾳頻4107、網⾴
4108、互聯網交易4109、社交網絡4111、RSS閱讀器4112等。	

在⼀些應⽤中，數據庫4215被連接至服務器或其他計算機（未⽰出）以⽤於提
供對數據庫的訪問和修改。數據庫可以被保持在計算機存儲中，所述計算機存
儲諸如硬盤驅動器、多個硬盤驅動器、固態存儲、或者本領域中已知的其他數

據庫存儲介質。	

每個參與者能夠通過添加⼀個或多個標籤給待分享的信息歸類（4210）。標籤
可以被理解為被指派給⼀條信息的（⼀個或多個）條⽬、或（⼀個或多個）關

鍵字，其可以給所標記的信息提供附加信息。標籤可被理解為所標記信息的元
數據。在⼀些應⽤中，SOIPS具有合併重複的功能，以整合不同參與者提交的相

同信息。在⼀些應⽤中，SOIPS具有⾃動歸類功能，該功能通過比較已有的⽂字
關聯數據庫的信息內容來實現，基於已⽣成的匹配添加標籤和歸類信息。	

隨著信息被提交給SOIPS，可以累積成⼤型數據集。進入此數據庫中的龐⼤且複

雜的互聯網信息，經過參與者的過濾，已經形成了初步的歸類結構，因此擁有
讓⽤⼾對其「選看」（4212）的價值。這些信息也被賦予了初級的DR值（詳細
參⾒「DR排名」⼀節）。	

SOIPS的選看功能允許⽤⼾選擇和審閱數據庫4215中的信息。⽤⼾同時也是參
與者，若有意選看經過上述初步篩選（過濾/歸類/標記）的信息，只需點擊插
件上的「選看」（4212），即可從分類⽬錄中選擇感興趣的主題。系統將會⾃

動給參與者分配（4214）其選中主題下的⼀個內容「碎⽚」。每個參與者分得
的「碎⽚」不同，互不重複。這⼀步驟，意在把進入信息庫的信息分割為不構

成負擔的任務，由眾多參與者分擔處理。	



在應⽤選看功能4212時，參與者對正在審閱的信息判斷是否對於給定的類別有
價值。如果參與者認為該信息有價值，則能通過推薦升級功能4217推薦為對於

對應的給定（⼀個或多個）的類別有價值。SOIPS可提供推薦按鈕，參與者按下
該按鈕即完成推薦。	

SOIPS也提供重歸類功能，以使參與者不僅能夠通過點擊按鈕推薦他/她認為有

價值的內容，⽽且也能對被審閱的信息進⾏糾正或進⼀步歸類4213。如果存在
⾜夠的參與者，儘管每個參與者只承擔數據庫內容的某個碎⽚，仍能利⽤SOIPS
實現對於數據庫的第⼆輪過濾和整合。	

SOC系統和⽅法	

凡是參與者（4201）在「選看」（4212）過程中進⾏了推薦（4217）的內

容，便會進入SOC-Sowiki結構（4300）「待審」（4301）。	

在待審4301中的信息，將由SOIPS系統⾃動分類並標記。SOIPS基於如下內容來
對信息⾃動分類：基於信息全⽂提取的關鍵字︔具有信息的⾴⾯標題︔指向具

有信息的⾴⾯外鏈（backlink）︔與指向具有信息的⾴⾯外鏈相關聯的錨⽂
本。信息的⾃動分類可以是本領域中已知且不與本發明⽭盾的任何⽅法。之後，
SOIPS將待審4301中的信息按照已有的分類或標籤，⾃動分派給承擔相應主題

的SOC-Sowiki結構中的第⼀級單元4306，並隨機地將信息進⼀步分攤給該⼀級
單元4306中的第⼀級成員4304進⾏審定或糾正。如果前⾯步驟所定的分類有

誤，該成員可進⾏糾正並退回到待審4301，系統將按照新的分類把信息指派給
對應類別的單元。	

信息審閱分兩步。第⼀步是由第⼀級成員4304對系統分派給其的信息進⾏審

閱。該成員認為值得進⼀步推薦的信息，則該成員對其標記，進⾏初步推薦。
第⼆步，系統將該成員推薦的信息發送給該單元所有其他成員，發起表決，決
定該信息是否將被提升到下⼀層。	

如果得到符合設定的贊成比例，被推薦的內容即被送入第⼀級主題（4310）。
這時，在「選看」（4212）過程推薦了該內容的參與者（4201），就會被系統
⾃動授予管理該⼀級主題的⼀級單元之⼀級成員的資格，同時授予相應權利和



義務。不過，其是否接受成為該單元成員，由該參與者⾃⼰決定。	

沒有在⼀級單元投票中得到⾜夠贊成票的內容，雖不能進入⼀級主題，然⽽因

為該內容在推薦功能4217處由至少⼀個⼀級成員4304審閱後進⾏了推薦，其
DR值將得到提⾼（⾒下⾯DR排名⼀節）。	

⼀級單元全體成員選舉（4308）組長，組長同時成為⼆級成員（4312）。⼀個

⼆級單元（4314）由若⼲⼆級成員組成，也即下⾯有與其成員數量相等的若⼲
個⼀級單元。	

⼆級成員4312對⼀級單元推薦的⼀級主題4310內容進⾏審閱。系統根據預定義

的算法將⼀級主題的內容分攤給⼆級成員。在⼀些應⽤中，算法被設計成類似
於隨機指派。然⽽，如果內容曾被指派給過⼀個⼀級單元並得到該⼀級單元的
表決推薦，系統將不會把該內容指派給當選⾃該⼀級單元的⼆級成員，以避免

成⾒和偏袒。在⼆級單元的初步審閱中，每個⼆級成員進⼀步推薦他/她認為有
價值的內容，該內容將被系統發起單元投票。當贊成票達到或超過預設的通過

率，該內容將被⾃動發送至⼆級主題4317。	

由⼆級成員推選（4316）的當選組長將成為上級單元成員，此處為三級成員。
⼆級主題的內容通過成員的初步審查推薦，並將在本單元的三級成員中投票，

投票滿⾜或超過預設通過率，該內容將被升級為三級主題。虛線4316和4322表
⽰與最⾼層N級組4320及其N級主題4324之間，可以存在任何數⽬的中間層
（未⽰出）和主題（未⽰出）。規則在每⼀層都是相同的。	

DR排名	

前⾯提到的系統和⽅法把眾多參與者納入⼀個SOC結構，⾃下⽽上地逐層對信

息進⾏篩選，篩選過的信息會被賦予⼀種指標——DjRank（DR）。DR值主要
由信息在SOC篩選中所達到的層次來決定。與機器算法不同，DR的形成是基於
⼈的智慧判斷，利⽤⼈類智慧是提⾼搜索質量的途徑，同時以規模⼈群形成的

統計性和及分層結構實現的提煉，來消除個⼈的局限與偏差，從⽽解決機器算
法難以判斷搜索結果質量的難題。同時參與者的⼤規模參與分攤這種篩選的成

本。	



SOC結構可以基於篩選過程來提供形成關於信息的DR值。其過濾信息的⽅式有
兩種：成員表決和組長決策。成員表決⽅式即單元成員分攤審看下級單元推薦

的信息，每個成員從中再推薦⾃⼰認為有價值的信息，其推薦的信息將由所在
單元的其他成員過⽬，表決是否值得推薦。表決通過的信息進入該單元所屬的

上⼀層單元，再以同樣程序繼續篩選和推薦。如此遞歸。對於信息的DR值，每
⼀次得到成員的初步推薦，系統便給該信息加⼀分︔當單元表決通過了對信息
提升層次時，得到低級組推薦的信息與得到⾼級別組投票贊成的信息，增加的

DR值不同，例如對前者加⼀分，對後者加三分。	

另⼀種⽅式是「組長決定」，也由單元成員分攤審看下級單元推薦的信息，每
個成員從中選擇⾃⼰認為有價值的信息再推薦。然後是由該單元的當選組長從

本單元所有成員推薦的信息中，選擇其認為更有價值的信息，推薦到單元所屬
的上層單元。上層單元再以同樣程序繼續篩選和推薦。如此遞歸。	

因此，至少有三種⽅式——成員初步推薦、單元表決、當選組長推薦——可以

說明信息的價值，並因此提供該信息的DR值。	

在⼀些應⽤中，當組長對信息進⾏提升，DR值加⼀分。對組長決定的提升與對
單元表決的提升，也可給予不同加分。例如對投票提升的信息加⼀分。對組長

決定提升的加⼆分。有些情況下，DR值可以是所在成員推薦、單元表決以及組
長決定導致的總分。也可以是僅通過單元表決通過的內容，DR值才有加分。	

⼤體上，⽅法「組長決定」比⽅法「成員投票」更為有效率，尤其在SOC結構

的起步階段。⼀旦SOC結構變得成熟且成員活躍到⼀定程度，「成員投票」應
當被作為常規操作，因為其體現了SOC的優點，即通過⼤規模的參與獲得統計

意義上的精度。	

「⾃組織信息處理系統」所篩選的信息——包括所有參與者的「分享」
（4208），「選看」（4212），以及SOC-Sowiki結構內的層層篩選和推薦

（4217）——都會進入系統「信息庫」（4215）。這些信息先經個⼈甄別選
擇，又經眾⼈審核評定，因此比互聯網的龐雜信息有更⾼質量，且所有信息都
評定了DR值。當這種信息庫積累到⼀定規模，即可供⽤⼾進⾏關鍵詞搜索，搜

索結果按DR值排序︔⽤⼾也可利⽤SOC結構層層展開的主題，直接進入相應範
圍（地域或領域），查看被篩選到不同層次（即不同DR）的信息。	



DR是SOC結構的⼀種應⽤，也是SOC結構層層選拔的結果。DR排序的⾦字塔既
能反映信息質量的等級，同時按地域、領域等倒樹分⽀，對信息做出從⼤到⼩

的分類，可以提⾼定位的便利。在這種結構中，隨著層次升⾼，信息量逐層減
少，不斷精煉，正是解決信息超載、提⾼搜索效率之道。因此圍繞DR，可以建

⽴⼀種新的搜索⽅式，解決現有搜索⽅式的不⾜。	

在提供SOC功能的開放平台和共享數據庫的基礎上，⽤⼾可分別建⽴多個SOC結
構（彼此亦可以SOC⽅式聯合），針對不同⽅⾯的信息，覆蓋不同地域和領

域，分⾨別類地進⾏逐層篩選並賦予DR值，從⽽形成各種專⾨篩選，⽣產出特
定產品——如按DR值排序的動態新聞（4405）、各類指南（4404）、視聽頻
道（4407）和資料庫（4408）等。這種由眾多⼈類智慧合作形成的產品，將會

更符合⽤⼾的需要。	

Sowiki⽅式	

Sowiki系統在成員的層次結構、產⽣⽅式上與SOC系統相同，不同在於Sowiki系
統的成員除了審閱或推薦信息以外，也將參與編輯和整合信息。SOC系統的實
施結果是由沒有任何編輯述評的鏈接或內容的列表組成，⽽Sowiki系統向成員

提供重組和整合內容，以及進⾏述評的功能。如果SOC系統提供了已排序的內
容列表，則以新聞⾏業作為類比，Sowiki系統具有編輯控制的功能以對基於第

⼀⼿來源（primarysources）的信息或成員的輸入進⾏整合、釋義、重組、以
及加入編者意⾒（editorialize）。詳細說明如下。	

⼀級單元（4306）分管的待審信息（4301）由其全體⼀級成員（4304）分攤

過⽬，每個⼀級成員對⾃⼰分攤的信息進⾏整合，再⽤整合結果參與本單元的
⼀級主題（4310），對其進⾏相應的創建、擴充或修改。⽽這種參與須得到本
單元其他成員的表決通過才能⽣效。	

這時的⼀級主題不再是SOC⽅式那種由推薦上來的諸多信息並列組成，⽽是經
該⼀級單元全體⼀級成員共同整合形成的完整內容。	

⼀級單元成員選舉（4308）組長（4312），組長進入⼆級單元（4314）成為

⼆級成員（4312），由其攜帶本單元整合形成的⼀級主題（4310）參與⼆級主



題（4317）的整合，並代表本單元執⾏該整合。	

⼀個⼆級主題是由若⼲個⼀級主題整合⽽成。整合該⼆級主題的每個⼆級成員

（⼀級單元的組長）除了將本單元⼀級主題進⾏適合⼆級主題的調整，也可對
其他⼆級成員送入⼆級主題的內容進⾏修改。⽽任何內容的加入和所做修改，
都需該⼆級單元全體成員表決通過。	

虛線4316、4322表⽰在達到最⾼層次的n級單元（4320）和n級主題（4324）
的過程中，中間可能有更多層次，每個層次的⽅法皆相同。	

信息產品	

⾃下⽽上Sowiki過程的每⼀層整合結果，可能產⽣針對不同對象的使⽤價值。
如每⼀層次、範圍的新聞內容（從社區到國家），被該層次、範圍所覆蓋的群

體感興趣︔專業領域不同層次、範圍的內容，則適合相應領域的專業讀者。因
此在這種整合過程中，可以⾃下⽽上形成「系列報刊」（4403）。	

以SOC⽅式提煉臉書或推特⼀類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可以形成提供「動態新

聞」（4405）的產品，通過移動網絡隨時發佈，成為滿⾜社區交流、城市⽣活
和⼤眾娛樂的新媒體。	

⽬前機器搜索主要局限於⽂字，⽽利⽤SOC結構組織起來的⼈類智慧，在對視

聽內容的辨識評審⽅⾯有機器所不具備的優勢，從⽽可以在海量視聽節⽬中篩
選出精品。Sowiki⽅式可以對這種篩選結果加⼯編輯，形成多樣化的網絡「視
聽頻道」（4407）。	

對參與者（4201）提供的信息進⾏評審篩選，能夠得到準確、全⾯和即時更新
的信息，加以Sowiki編輯，形成滿⾜⽤⼾不同領域（旅遊、健保、消費、興趣
等）需求的「各類指南」（4404）。	

SOC-Sowiki⽅式將不同分⽀和層次逐層整合在⼀起的性能，可以聯合眾多成
員，以有序的協作進⾏調查統計、課題研究、共同著述，編輯雜誌，翻譯作品
等多種「合作項⽬」（4406）。	



最終產品將通過SOC-Sowiki平台4410分發，以在互聯網⽤⼾4411對其產品和信
息的規範利⽤中，形成商業模型和實現商業⽬標。	

技術⽀持	

SOIPS具有多種管理功能。SOC-Sowiki的成員所創建的產品（或者產品的擴展）

將由「功績積分（Credit	 Point）管理系統」4501（積分算法由SOC-Sowiki預定
義並獲得成員的同意）模塊來計功績。財務系統4503將基於成員的功績積分進
⾏收入分配。	

由於⽤⼾能加入具有不同主題的多個結構，或在不同層級單元中進⾏選舉或當
選，4502是⽤於管理複雜成員ID和相關的權限及對應訪問級別的ID管理系統。	

「信息⾃組織處理系統」是⼀個平台，可供不同的SOC-Sowiki結構各⾃進⾏相

應的信息處理，形成不同產品。但「數據庫」（4504）是共享的，以便於不同
結構之間的重組及成員流動。	

SOC和Sowiki系統的功能	

圖5展⽰了SOC和Sowiki系統的功能。該平台⽀持創建/操作SOC應⽤（包含在虛
線邊框5300中）以及Sowiki應⽤（包含在實線邊框5400中）所需的所有功能。

SOC系統的功能是Sowiki系統的⼦集。	

SOC或Sowiki結構的成員來⾃網絡⽤⼾，諸如互聯網⽤⼾5200。信息來源5100
是被創建的，或者是由成員從互聯網收集的。各種應⽤/產品5780通過利⽤SOC

或Sowiki功能來被創建/實現。	

SOC	
成員管理模塊5301提供功能，供⽤⼾通過以邀請或⾃我介紹的⽅式，從SOC基



層加入，擴⼤SOC。加入者要通過單元成員表決，如獲得⼀定比例多數贊成，
即被系統納入該單元，⾃動得到與單元其他成員同樣的權限和義務。模塊也提

供對成員資格的限制。	

系統設置模塊5303提供⽤於設置系統參數。在啓動階段，系統需要對⼀系列參
數加以考慮。系統設置模塊提供默認值，SOC或Sowiki結構的創建者可以使⽤

默認值，也可以選擇⾃我偏好的設置。系統設置模塊可以使成員在任何階段重
設參數。當有成員提議進⾏重設（⼀個或多個）參數時，如果能得到超過設定

的附議⼈數，系統將激發表決過程。所有成員中的⼀定百分比（默認值是1/
2）及最⾼單元成員的⼀定百分比（默認值是2/3）投票贊成，則參數將被重
設。	

選舉模塊5302提供成員推選組長的功能。⾃下⽽上遞進地，每個單元通過投票
來推選其組長。所推選的組長成為下⼀直接上級組的成員。任何成員能夠在任
何時候提議重新選舉其單元組長的議案，並且如果⼤多數（或預定義的值）投

票組長推選新組長，則職位的責任和權利將被⾃動從舊組長轉移到新組長。	

分組模塊5304提供當單元達到ñ（系統設置的單元規模上限）時分裂該單元的
功能，由系統激發分組過程。如果上⾯沒有層次和單元，須分成不少於設定的

規模下限n（系統設置的單元規模下限）個新單元，每個單元的成員數量不低於
n。	

分層模塊5305⽤於⽣長SOC和Sowiki結構的層。當單元達到ñ（系統設置的單元

規模上限）時，其將被分裂為至少n（系統設置的單元規模下限）個新單元。之
後，新單元中的每個單元的被推選的組長形成更⾼層級的新單元︔如果還未存

在新的層，則由此形成新的層。更⾼層單元也能如圖2所⽰來從上和下⽣長新
層。	

表決模塊5306提供⽤於成員進⾏表決的功能。能夠出於對各種事務進⾏決策的

⽬的在單元內組織表決，或者進⾏分⽀或整個系統/結構內的全民表決。系統可
⾃動完成票權計算。表決具有「鑰匙」功能——即根據結果⾃動開啓或關閉相
應的權限。	

博客模塊5307創建並提供系統的每個博客的功能。每個成員被提供有個⼈博客
並且該⼈員的觀點或活動都被呈現並記錄在該博客中。每個組長配有職位博客



並且與此職位相關的觀點或活動都被呈現並記錄在該博客中。	

論壇模塊5308創建並提供系統的每個論壇的功能。每個單元配有內部論壇以供

單元成員通過討論或決策（表決或推選）來處理內部事務︔每個分⽀配有內部
論壇，分⽀內的任何層次之成員皆可查看與發⾔，以及組織分⽀內的全體表決。

重組模塊5309⽤於實現在相同結構或不同結構間的單元或分⽀轉移、合併、脫
離、或者聯合，創建動態且形式豐富的SOC結構。	

Sowiki	
成員管理模塊5401提供吸收新成員的Sowiki⽅法。Sowiki主要通過⾃我介紹來
⽅式吸收新成員：預期成員利⽤基層單元的wiki提供輸入來進⾏參與，如果該
基層單元的對於其提交的輸入/內容表決通過，則該預期成員成為正式成員。超

過設定時間不活動的成員將被歸為不活躍成員，將不被包括在投票權重的計算
中。	

wiki模塊5402提供功能以供成員創建、提供、或者修訂系統中的內容。	

wiki整合模塊5403提供功能以基於投票來審閱和整合內容。被創建、提供、或
更新的內容臨時存儲以等候審閱。根據該內容所屬單元的投票，決定該內容的
有效或無效。	

單元創建模塊5404提供功能以供成員來創建從屬新單元並且⽀持單元管理的⽅
法。例如，如果新單元的成員數⽬⼩於n（系統設置的單元規模下限）則該新單
元將沒有資格進⾏表決，將由其上層單元代理，待其成員數⽬達到≥n，則單元

的表決權將被歸還給該單元。	

內容重組模塊5405提供功能以⽀持SOC結構的重組，該模塊提供功能以供⽤⼾
使⽤Sowiki⽅法來重新組織Sowiki結構，以及重組所導致的內容變化。	

可以提供⼀個或多個應⽤程序接⼜（API）5601和5602，允許⽤⼾⾃⾏開發實
現特定功能的程序，以在SOC-Sowiki平台中使⽤或與其結合使⽤。	



以上所呈現的結構和信息可以以本領域已知的任何形式來被保存在計算機數據
庫中。在⼀些應⽤中，結構的每個單元具有存儲在諸如數據庫的計算機數據存

儲中的單元記錄6640。單元記錄或結構具有單元ID區段6641、上級單元區段
6642、組長區段6644、（⼀個或多個）項⽬區段6644、以及歷史區段6645。

單元ID區段包含唯⼀單元標識符。上級單元區段6642包含該單元從屬於的在下
⼀直接更⾼層中的單元ID。組長區段6643包含作為該單元組長的成員名稱或唯
⼀標識符。（⼀個或多個）項⽬區段6644包含單元的⼀個或多個項⽬或⽬標。

歷史區段6645包含發⽣在單元中的事件的事務歷史，諸如對單元的組長資格的
投票、對單元中的任何話題的投票、單元成員加入和離開、關於單元提交至上

級單元的內容被接受還是被拒絕的信息等。	

本領域技術⼈員將意識到，並非單元記錄6640的每個區段都對於實現本發明是
必要的。例如，在⼀些應⽤中，SOC或SoWiki的分層級的結構被表⽰在關係表

6630中。如圖6所⽰，該表格具有單元列6631和上級單元列6632。因此，對於
單元列中的每個單元，該單元的直接上級單元被記錄在該⾏的上級單元列中。
圖6中⽰出的⽰例提供了：具有單元1、3、4、5、8、9、11、12、13和14的第

⼀層、具有單元2、6和10的第⼆層、以及具有單元7的第三層。第⼀層中的單
元1、3和8從屬於第⼆層中的單元2︔單元4、5、9和11從屬於第⼆層中的單元

6︔並且單元12、13和14從屬於第⼆層中的單元10。第⼆層中的單元2、6和10
從屬於第三層中的單元7。在單元7對⾯的列6632中的值0指⽰：單元7⽬前處於
不具有⾼於其的其他單元的頂層。能夠提供其他值來⽰出頂層單元。單元1、

2、3、7和8包括結構的⼀個分⽀。單元4、5、6、7和9包括結構的第⼆分⽀。
單元10、12、13、14和7包括結構的第三分⽀。其他⼦分⽀能夠根據該結構及

其他來進⾏描述。因此，SOC和Sowiki的結構能夠被表⽰在平⾯的關係表中。
也能夠以相似⽅式來⽰出單元之間的其他關聯，諸如參照圖3所解釋的單元之間
的聯合關係。在其他應⽤中，利⽤計算機數據存儲中的其他關係記錄結構來表

⽰SOC和Sowiki結構，所述計算機數據存儲諸如數據庫、平⾯⽂件、或者本領
域已知的其他計算機數據結構。	

在⼀些應⽤中，結構的任何單元的每個成員具有存儲在諸如數據庫的計算機數

據存儲中的成員記錄6610。成員記錄6610具有記錄ID區段6611、成員名稱區
段6612、密碼區段6613、單元成員資格6614區段、以及組長資格區段6615。

記錄ID區段6611包含唯⼀的⽤⼾記錄ID值。成員名稱區段包含成員的⽤⼾名
稱。在⼀些應⽤中，所有成員⽤⼾名稱是唯⼀的，在該情況下，不使⽤記錄ID



區段並且作為替代依賴於成員名稱以⽤於識別。密碼區段包含諸如密碼的認證
信息。單元成員資格區段包含關於成員具有哪個單元中的成員資格的信息。組

長資格區段包含關於成員是哪個單元的組長的信息。	

本領域的技術⼈員將意識到，並非單元記錄6640的每個區段都對實現本發明是
必要的。例如，在⼀些應⽤中，成員的單元成員資格信息被表⽰在⽤⼾表7650

中。成員ID被羅列在針對SOC或Sowiki結構的每個成員的成員ID列7651中。在
單元列7652中列出了成員具有成員資格的每個單元。在組長列7653中列出了成

員作為其組長的每個單元。因此，成員ID00002是單元2和7的成員並且是單元2
的組長。	

前述SOC、Sowiki、和SOIPS以及以上所述的任何步驟、功能、模塊、或⽅法可

以被實現為可編程通⽤計算機上的指令，或者跨多個計算機來實現，所述計算
機有能⼒執⾏該指令來實現所指⽰的步驟、功能、模塊、⽅法、或結果。在⼀
些應⽤中，通⽤計算機具有處理器，其與存儲器、輸入/輸出設備、以及網絡適

配器信號連接。通⽤計算機可以是與數據庫連接的服務。通⽤計算機可通過諸
如互聯網的網絡來訪問。	

根據前述內容，將看到，眾多變型和修改在不偏離本發明的精神和範圍的前提

下可以是有效的。要理解，本⽂所例⽰的具體裝置不意圖作為或不應當被推斷
為關於其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