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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進⾏規模的提供」到「處理規模的提供」	

資本主義的實質是通過規模獲取利潤（資本本身就是規模的貨幣），以往可概
括為「進⾏規模的提供」，即⼤⽣產、標準化、壟斷、時尚帶動潮流等，延續

到Web1.0時代，⾨⼾網站「進⾏規模的提供」，那些桌⾯系統也算。因為互聯
網「進⾏規模的提供」成本低，擴展快，造就了Web1.0的創業奇蹟。	

Web2.0出現⼀個本質變化，要解決的變成了「處理規模的提供」。這時的提供

者不再是資⽅，⽽是⽤⼾。如何對規模⽤⼾提供的規模信息進⾏處理，讓⽤⼾
能從中受益，成了關鍵。當今的信息爆炸和瞬息萬變，規模上和資本已不是⼀

個量級，且差距會越來越⼤，因此靠資本無法勝任，只能靠智慧創造的⽅法，
⼀個好的idea就可能成為創造奇蹟的源頭。	

搜索是⽬前「處理規模的提供」主要⽅法。Google起步的PR（PageRank）是搜

索領域的idea，主要優點是可防範針對搜索的⼈為操控，正是這⼀點決定了
Google的成功。	

迄今，Web2.0⽅興未艾，信息指數級增長，未來規模難以想象，連搜索結果本

身也爆炸，動輒百萬千萬，⼈們在搜索結果的海洋重陷迷茫。同時，⽬前搜索
只針對⽂字，視頻等多媒體該怎樣搜索，還沒有好的辦法。因此，「處理規模
的提供」之idea並未終⽌於Google，新的idea仍然有可能再造類似Google的奇

蹟。	

PR成功在於⼈的因素	

Google從兩個沒畢業的學⽣創業到躋身全球⼤公司⾏列只⽤了⼗多年時間。它

以史無前例速度發達的核⼼是⼀個被稱為PageRank（PR）的算法。這種從純智
⼒的idea變成現實巨額財富的奇蹟，這個時代只能產⽣於互聯網領域。互聯網
⽅興未艾，重現Google奇蹟仍有可能。誰能看到⼈們想解決⽽尚未解決的問題

並有了idea，就可能成為未來的Google。	

讓他⼈在信息海洋中優先找到⾃⼰，蘊含著可觀的利益，因此網絡搜索從開始
就混雜著欺騙與操控。如果搜索憑借單純算法並由機器進⾏，總是會被試圖欺

騙與操控的⼈超越。因為⼈有比機器更靈活的頭腦，⽽在規模的提供中，欺騙



也是規模的，中⼼化的搜索引擎對此防不勝防。只要搜索引擎仍然是⽤⼾找到
合適服務的主要⼿段，欺騙就不會結束。⽽互聯網能為商業所⽤，如何取得可
信性（即防⽌欺騙與操控）就是關鍵。	

PR是按網⾴被重要性不同的網站所做鏈接衡量價值的⼀種算法，把每個鏈接視
為⼀個投票，表明來⾃他⼈的認可，⽽非當事者⾃⼰的安排。正是這樣⼀種基
於民主的特性，⼀定程度解決了⼈為欺騙的問題。PR提⾼了搜索的可信度⽽造

就了Google，反映出可信性的價值。PR的關鍵在於加入了⼈的因素。每個網⾴
被誰鏈接，得到多少鏈接，以及鏈接者的重要程度，皆非網⾴擁有者可決定，

⽽是取決於鏈接⽅經過對該網⾴的審核與判斷，才會決定是否鏈接，這都是⼈
的活動。對這種眾多⼈的審核、判斷與決定進⾏求和，結果相當於規模⼈群的
民主投票結果，操控和欺騙的難度將遠超過機器搜索，正是PR的與眾不同。	

PR不⾜在於⼈的因素不夠	

然⽽PR的不⾜在⼈的因素還不夠。對於PR，所有鏈接都被當成同質數量進⾏統
計（鏈接的等級是根據網站被其他網站再鏈接的數量⽽分，歸根結底還是數

量），不能對⼈在決定鏈接過程中的審核與判斷進⾏充分識別區分，因⽽是⼀
種數量求和。	

數量有⼤⼩，無⽅向，可被視為同質的量。數量求和就是把⼈的因素從複雜萬

千簡化成同質，使之可以⽤數量⽅法進⾏統計和衡量。對於「處理⼤規模的提
供」，這種⽅法簡單易⾏，降低操作成本。然⽽鏈接者在對網⾴做出鏈接的決
定時，更多的是處於贊成或反對之間。⼈的智⼒活動是無限豐富和千差萬別的，

對某句話可能贊成百分之八⼗，對另⼀句話反對百分之六⼗，對第三句話沒有
⾃⼰的傾向⋯⋯數量求和卻⼀律簡化為要麼贊成要麼反對。	

這可以得到兩個啟發，⼀是如PR這樣簡化都可得到如此成功，若能更充分地利

⽤⼈的因素效果⼀定更好︔⼆是利⽤機器搜索做的判斷只能簡化，說明進⼀步
利⽤⼈的因素靠機器無法承擔。	

對於PR，試圖欺騙與操控的⼈仍然會設法鑽空⼦。市場上以各種⼿段為客⼾提

⾼PR等級成為⼀種不錯的⽣意︔通過交換鏈接共同提⾼PR的鏈接聯盟亦是普遍
現象。另外，得到鏈接多的⼤網站在獲得PR等級⽅⾯必然佔優勢，⽽⼤網站往



往有資本背景，不符合互聯網的民主特性︔PR還造成正循環，等級⾼者會得到
更多關注，得到新鏈接的機會隨之增加，從⽽更受關注，使得既定次序難以更
新，阻礙流動性。	

從哪點超越PR	

既然PR成功在於引入了⼈的因素，不⾜在於⼈的因素⽤得還不夠，這就讓我們
看到超越PR在於應⽤更多⼈的因素。PR是依賴機器得到的，受限於機器，現實

中出現「⼈⾁搜索引擎」，就是因為機器難以甄別刻意修飾的信息，要利⽤⼈
⼯對信息做進⼀步篩選。這種⼈⾁搜索⽬前還是網民針對個別事件的⾏為，但
已證明其達到的深度是機器所不及。	

如對機器算法⽽⾔的難題——如何正確理解提問者的問題，對⼈幾乎不存在障
礙。PR難以判斷鏈接的贊成還是反對，對⼈輕⽽易舉。PR只是間接利⽤⼈的因
素，若能直接利⽤⼈的智慧，應該創造更⼤奇蹟。	

然⽽⼈不會像機器那樣運轉，有⾃我因此麻煩多。如何讓眾多⼈⽬標相同、持
續參與、相互配合是最⼤的難題。「處理規模的提供」⽬前都靠機器盡少跟⼈
打交道，正是為了迴避這種難題。	

先把⼈的⾃我造成的麻煩放在⼀邊，假設⼈都能按規則運轉，看⽤什麼⽅式可
以讓眾多⼈協作「處理規模的提供」。然後再看能不能解決⼈的麻煩。	

與PR對應，這裡提出另⼀種衡量網絡信息的標準——DjRank（DR）。DR與PR

的主要區別在於，PR是間接利⽤⼈的因素，DR是直接利⽤⼈的因素——把眾多
參與者納入⼀種網絡多層次結構（SOC），⾃下⽽上地逐層對網絡信息進⾏篩
選整合。DR指的是信息在這種篩選中所達到的層次。	

⾃組織社區SOC（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下⾯是SOC結構的⼀個局部⽰意圖。圖中每個〇代表⼀個⼈，X、Y、Z代表不同
層次。	



	
這裡提出「層塊」概念。層塊單看是組，由成員和組長（選舉者和當選者）共

同構成。叫層塊是描述處於多層結構中的組。因為SOC的選舉⽅式是「逐層遞
選」，即下級層塊的當選者作為上級層塊的選舉者，因此層塊是層層聯結在⼀

起的，每個下級層塊的上邊是上級層塊的下邊。除了最基層和最⾼層，中間每
個⼈都身跨兩個層塊，兼兩種角⾊。以圖中Y1為例，在他與X1、X2、X3、X4
組成的層塊中，他是當選者︔在他與Y2、Y3、Y4、Y5和Z1組成的層塊中，他

是選舉者。整個SOC結構就是被⼀層托⼀層的層塊⾃下⽽上搭建起來（為簡
明，圖中未畫出選舉了Y2、Y3、Y4、Y5的層塊，也未畫出Z1可能屬於的更⾼

層塊）。隨著層次上升，SOC形成⼀個⾦字塔型結構。	

SOC的層塊須遵循兩個基本原則。⼀是每個層塊的成員數量不能超過⼀定規
模，以使層塊內所有成員始終可以保持充分溝通︔⼆是每個層塊的當選者沒有

固定任期，只要該層塊的選舉者認為有必要，就可以隨時改選更換。SOC結構
的很多特性都來⾃這兩個原則。	

SOC結構篩選信有兩種⽅式，⼀種是「成員表決」，即每個基層成員（X1-X4）

將其認為有價值的信息推薦到所在層塊，該信息將由層塊其他成員分別過⽬後，
進⾏表決是否推薦，獲得贊成最多的前若⼲信息，進入該層塊所屬的上級層塊
（Y1、Y2、Y3、Y4、Y5和Z1），再由上級全體成員分別過⽬，進⾏表決，獲

得贊成最多的前若⼲信息，進入更上⼀級層塊⋯⋯如此遞歸。	

	



另⼀種⽅式是「組長決定」，也是由每個基層成員將其認為有價值的信息推薦
到所在層塊，由當選組長從中進⾏選擇，將選擇結果推薦到上級層塊︔再由上
級層塊的組長對推薦上來的信息進⾏選擇，繼續推薦⋯⋯如此遞歸。	

與「成員表決」相比，「組長決定」效率⾼，適⽤於起步階段。當SOC結構已
經穩定，成員參與意識較⾼時，「成員表決」體現的參與更多，民主性更強，
應為常規⽅式。	

如同PR不是僅僅以鏈接數量作為排序的唯⼀依據⼀樣，DR排序也將考慮諸多參
數，但核⼼是在SOC結構中被推薦到的層次。若建⽴⼀個提供SOC功能的網絡平
台，可同時並存多個SOC結構（彼此間亦可⽅便地以SOC⽅式聯合），針對不同

種類的信息，覆蓋不同的地域和領域，分⾨別類地進⾏逐層篩選，給信息賦予
各⾃的DR。所有信息都收入可共享的數據庫，這種平台即可提供基於DR的搜

索。	

當上述數據庫積累到⼀定規模，DR值的評定也達到相當數量時，就可以在其中
進⾏DR搜索了。⼀種⽅式是如現有搜索，輸入關鍵詞，搜索結果按DR排序顯

⽰︔另⼀種⽅式是通過SOC結構主題，找到相應地域或領域，直接查看被篩選
到不同層次（即不同DR）的信息︔也可兩種⽅式混⽤。因為其中信息都是先經
過⼈篩選，⽽後又經過眾多⼈審核評定，因此以DR搜索得到的信息質量⼀定⾼

於機器搜索。	

⾃組織維基Sowiki（Self-Organizing	Wiki）	

Sowiki是SOC結構與Wiki功能的結合，可實現逐層整合。在Sowiki中，每層參與

者不僅推薦信息，還參與內容整合——即根據層塊所屬的主題，或增加信息，
或進⾏創作，或加以修改，其所做參與需要層塊全體成員進⾏表決，通過後才
會⽣效。層塊最終推出的是全體成員共同整合出的結果。	

下⼀步是由每個層塊的當選組長，將本層塊的整合結果帶到上⼀層塊繼續參與
整合。其可以調整本層塊整合結果使之適應上⼀層塊，也可以對上⼀層塊的其
他部分進⾏修改。當選組長所參與的整合同樣要經過上⼀層塊的表決通過。如

此遞歸。	



SOC⽅式可以與Sowiki⽅式混⽤——篩選信息⽤SOC，整合⽤Sowiki。	

⽮量求和	

如果說PR是數量求和，DR更接近「⽮量求和」。⽮量除了有⼤⼩還有⽅向。對
DR值的表決，雖然看似也只是表達贊成或反對，但那是經過⼈腦做了全⾯判

斷，與其他信息進⾏了比較，與其他成員討論衡量之後形成的，是多種內涵綜
合的結果。且DR值不取決⼀個⼈，⽽是層塊多數成員的態度，是進⼀步的綜

合。	

即使「組長決定」⽅式也是⼀種間接的⽮量求和。因為組長可以隨時改選，約
束當選組長所做的決定必須符合多數組員的想法才能避免被罷免。相當於組長

頭腦總是要模擬層塊成員的⽮量求和。SOC結構的每⼀層都有這種來⾃下⾯的
約束，導致層層向下負責，便相當於層層⽮量求和。	

Sowiki的⽮量求和特徵就更明顯。已不是篩選出來的原始信息，⽽是出⾃層塊

成員集體的總結、討論、編排的結果，無疑更有價值，因此Sowiki結果的DR除
了考慮層次，還要有另外的加權。如不同層次的Sowiki結果並非層次低價值就
低，社區新聞對社區成員可能比全國新聞更有興趣，不同層次的Sowiki結果滿

⾜不同領域或地域⼈群的需要，可根據其被閱讀或轉發的次數給予加權。	

不同⽬的的搜索，如新聞搜索、信息指南、知識學習等，⽅式可以不同︔每種
搜索又有範圍的選擇，如哪天的新聞，地⽅還是全國的新聞，對哪個事件的追

蹤，瞭解治哪種病的哪個地區的醫院情況⋯⋯有⼈要求最新信息，按最新的DR
排序︔有⼈不著眼當下，要看DR的平均值或歷史排序，或是被推薦的次數等，

諸如此類，提供各種選擇的可能。	

⼈的信息負荷限制	

從溝通角度看，互聯網打破了空間對溝通的限制，也打破了傳統溝通⼯具的點
對點局限，實現了⼀對多、多對多的網狀溝通。理論上全世界的⼈都可以借助

互聯網實現直接溝通。然⽽這時卻暴露出另⼀重障礙——互聯網可以打破對溝



通的限制，卻無法超越⼈⾃身的信息負荷限制。⼀旦⼈⾯對無限的溝通，洶湧
⽽來的信息遠⼤於⼈可以消化的限度，便在過量信息中重新迷失，溝通受限時
的信息不對稱在溝通無限時重新出現，⼈們又會落入被信息處理能⼒更強者（權

⼒和資本）的操縱或誘導。	

期望互聯網讓全⼈類在沒有層級的同⼀平⾯⾃發活動，恰到好處地配合成社會
協調運轉的設想之所以不能實現，就在⼈無法⾃⼰處理那麼多信息。在n⼈中，

任⼀⼈可能與他⼈（包括他⼈的不同組合）發⽣的關係數等於2的n-1次⽅減
⼀。即每增⼀⼈，可發⽣的⼈際關係數約增⼀倍：9⼈是255︔20⼈是

524,287，是9⼈的2,048倍，n為1000時，⼀⼈可與他⼈發⽣的最多關係是
5.35754304	 ×	 10的300次⽅。全球67億⼈每⼈⼀台「紅杉」超級計算機以每秒
2萬萬億次的速度每秒數2萬萬億個數，晝夜不停數上地球迄今壽命的46億年，

加在⼀起也才能數到36位整數。可想上億⼈怎能實現⼈⼈直接溝通︖雖然現實
中不會所有關係都發⽣，但即使只發⽣億億分之⼀也只是把千⼈群體中可發⽣

的關係數降到5.35754304	 ×	 10的282次⽅，何況現實關係不是數數，是動態變
化的複雜內容。	

⽤SOC「處理規模的提供」	

Web2.0使所有上網者都可成為提供者，「規模的提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信息超載和迷失成為互聯網的主要問題。如何「處理規模的提供」，Web1.0的
中⼼⽅式已不能勝任，⽽且⼀定免不了操控︔機器和算法如前所說不⾜以保證

質量，也難以對付⼈為欺騙。解決辦法應是把Web2.0的⼈⼈參與提供信息，擴
展到⼈⼈參與處理信息，讓處理和提供處於同⼀量級，才能跟得上信息規模的
增長。	

提供信息可以是各⾃的⾏為，處理信息卻需相互配合，如何讓眾多參與者合作
處理信息——正是SOC的作⽤。⾸先SOC的所有層塊限制規模，使層塊內部能充
分溝通，可以充分消化和處理層塊內的信息︔其次SOC的層次把各層塊的組長

繼續分成合適規模的層塊，保證充分溝通和處理信息，層層如此。⽬前網上廣
泛存在各種社區、論壇、興趣組等基層單元，但未形成SOC的層次和層塊。網

絡社區的⽬的本為形成秩序，然⽽只有⼀層單元時，要麼每個單元內⼈數過多，
要麼單元數量過多，重新⾛向混亂，形成新的叢林和無序。根本原因在於未解
決規模問題，便不能充分溝通和處理信息。SOC既限制單個單元的規模，又以



不斷增加層次實現單元之間的組合，從⽽既避免個⼈信息超載，又能處理信息
的⼤規模提供。	

DR為搜索增加坐標	

⼈對信息的需要並非越多越好。但⼈需要的信息不應是被給予，⽽應由⼈⾃⼰

選擇。如果在茫茫信息之海中沒有選擇的能⼒，就只能隨波逐流或盲⽬衝浪。
搜索的價值正是給⼈⾃我選擇的可能。迄今的搜索主要是⽤關鍵詞。關鍵詞只

相當⼀個坐標軸。平⾯需要兩個坐標軸才能準確定位，空間需要需三個坐標軸，
加上時間就得四個坐標軸。搜索關鍵詞動輒百萬千萬的結果，就是因為⼀個坐
標軸只能定出無限延伸的線（在平⾯）或⾯（在空間）。有價值的信息淹沒在

垃圾信息中，仍然難以選擇，因此必須增加坐標。	

對搜索結果的排序可算⼀種定位，因為排序最能產⽣價值，因此也最容易導致
外部的欺騙或內部的操縱，或乾脆競價購買。PR相當於為排序提供⼀個相對客

觀的坐標，⽽DR是更好的坐標。DR排出的等級，是眾⼈智能對信息的判定，比
PR直接和準確︔DR排序的⾦字塔結構既能反映信息質量的等級，同時按地域、

領域等分枝的倒樹狀脈絡，對信息做出從⼤到⼩的分類，對定位也會清晰和準
確很多。隨著層次升⾼，信息量逐層減少，涵蓋性增強，正是解決信息超載之
道。DR的這幾個特點，決定了DR搜索有更多坐標，搜索質量比其他的搜索顯著

提⾼，或至少是⼀種重要補充。	

⼈的因素之不利	

⼈的因素並非想利⽤就可以利⽤，⼈會出現各種意外和失控，很多好想法都夭

折於⼈的因素。要靠眾⼈參與的DR能不能避免，在於能不能解決如下幾點：	

⼀、是否會有⾜夠的⼈參與︖需要眾多的⼈參與，形成的DR搜索才會有價值。
然⽽在來去⾃由沒有約束的網絡上，如何讓眾⼈參與DR評定︖現有的組織結構

是靠權⼒或⾦錢，SOC靠什麼︖	



⼆、DR評定的覆蓋⾯能達到多⼤︖可否跟上信息增長︖機器和算法可以無時無
刻、晝夜不停地抓取信息、分析歸類，因此對信息的處理可以覆蓋整個網絡，
只要有⾜夠的投入，增加設備，就可以跟得上網絡信息的增長。⽽評定DR取決

於參與者數量，覆蓋整個網絡需要的⼈群非常龐⼤。	

三、參與者的判斷是否可靠︖機器和算法遵循程序，不會⾛樣，⼈的想法各不
相同，靠⼈判斷形成的DR能作為衡量依據嗎︖⽽不同空間和時間的DR會不會因

為⼈的變化失去可比性︖	

四、參與者會不會謀私︖利⽤⼈的因素，本是為防範⼈對機器搜索的操控與欺
騙。結果會不會參與者內部也產⽣欺騙與操控︖尤其是SOC結構的各層當選

者，不會利⽤其當選的位置謀私利嗎︖	

下⾯分頭回答。	

讓參與成本低於分享之樂	

說⼈天性願意獲得不願付出只是⼀⾯，⼈都有分享願望，願意把知道的事讓他

⼈知道，把欣賞的讓更多⼈欣賞，希望盡多的⼈看到⾃⼰寫的拍的，寧願倒貼
時間⾦錢。Web2.0的發展基礎正是建⽴在這種⼈性上。	

⽬前互聯網只提供了分享功能，不能整合眾多個體進⾏的分享。如同各⾃製造

磚瓦，卻不能把磚瓦造成房屋、⼤廈和城市。年積⽉累，互聯網成了磚瓦堆積
的料場。單個磚瓦再漂亮，雜亂堆放也如同埋沒廢墟中。	

利⽤SOC結構評定DR，相當於把磚瓦整理分類，按質量等級分別使⽤，搭建成

有使⽤功能的建築。DR評定從基層的初步篩選，到SOC各層次進⼀步推薦，本
質都是分享過程，比參與者⾃⼰推薦得到的分享機會更多，若能在SOC結構中

被選舉到上級層塊，分享⾯更廣，因此吸引⼈參與評定DR。	

另⼀關鍵是降低參與成本，只有付出的代價低於得到的樂趣，⼈才會持久參與。
有網站經驗的⼈都知道，增加微⼩的操作步驟都會造成參與者流失。因此理想

成本應是⼩到無感的，我形容為「呼吸式參與」——呼吸要付出能量，⼈無時
無刻不呼吸，累計消耗的能量會很可觀，然⽽因為分散在⽣命過程的每分每秒，



微⼩到幾乎不被感覺，沒⼈把呼吸消耗當負擔，也不會計較成本。若能讓評定
DR的參與也簡易⽅便到這種程度，參與就不會困難。	

其實只要上網者同意其在網上的動作、路徑和時間數據被收集使⽤，就已經是

⼀種參與。另⼀種極其簡單的參與是看到任何感覺值得分享的內容，做⼀個「分
享」的點擊，或加標籤，或做點評，或贊或踩，千萬⼈在⽇常上網時隨時進⾏，
就等於千萬⼈對網絡信息的篩選。基層參與者通過這種基本無額外耗費的動作，

便能選出第⼀級DR。	

進入SOC結構中的參與者，篩選和推薦增加了表決、討論、選舉等程序，相對
複雜，但SOC結構本身存在更多激勵機制克服那些成本阻⼒，有基層的廣泛參

與就有了基礎。	

激勵機制與公平結構	

基層參與主要利⽤樂於分享的動⼒，不使⽤利益激勵，因為基層參與者不是

SOC結構的成員，沒有真實身份，無法監督約束，摻雜利益容易成為作假誘
因，出於分享意願的參與比較真實。	

基層參與者推薦的信息將由SOC結構篩選。SOC成員有真實身份，也有相應的權

利、義務和責任，需要選舉、表決，對信息的審評也有數量和質量要求，參與
成本比基層⾼，需要利益激勵保證參與的持久。	

如果DR本身能成為形成產品，得到收入，SOC結構成為公司，每個成員都是股

東，結構擴展形成類似傳銷的鏈條，利益就可以從⾃身的運⾏產⽣。可以看到，
SOC的層塊結構與企業科層有相通之處，可以⽤來建⽴網絡企業。其優勢⼀是
降低整合信息的成本，⼆是降低組織成本，三是降低交易成本——SOC結構的

民主機制保證公平和信任。	

以往創業往往敗在成功。有收入時就是分裂之始。⼈有私⼼不⾜奇，但背叛和
欺詐⼀定是結構和機制有問題才會產⽣。SOC基於網絡系統和電腦程序，能對

每個成員的參與精確定量，使計酬和分配達到最⼤公平。每個成員對DR評定所
做的⼯作與成績——審核的信息、原創的信息、所做推薦、是否繼續被上層推



薦、達到的層次、被瀏覽和轉推次數等，都會精確記錄並計分，決定分配的精
確。⼀旦達到這種公平，爭議無從產⽣，互利合作充分，交易成本⾃然最⼩。	

還有⼀種激勵是SOC結構開放和暢通的升遷機制，對所有成員機會均等。任何

⼈能⼒⾼於在位當選者，即可通過層塊內的隨時改選取代其，且可繼續向上當
選，直到與其能⼒匹配。⼈都有對尊嚴和價值的追求，希望通過他⼈認可得到
⾃我實現，也願意擔負被他⼈信任⽽賦予的責任，這在SOC結構中可以得到最

好實現，同時SOC結構也給各級當選者更多的利益。	

「微動⼒」如何得到「廣天地」	

當然，SOC結構遠遠囊括不了互聯網，無法處理全部信息，也跟不上新信息出

現速度，但不會影響DR的價值。因為參與者達到⼀定的規模，來源隨機，在統
計取樣的意義上，便有⾜夠的覆蓋性，網上需要關注的信息⼀般都不會漏掉。
視頻、⾳頻在未來互聯網佔⼤頭，能處理視頻和⾳頻的內容才能把握搜索的未

來，DR搜索正具備這⽅⾯的能⼒。⽬前網絡⽂字信息超載雖已嚴重，比起未來
⾳像為主的超載只是⼩巫⾒⼤巫。機器和算法可以解決⼀部分，但對⾳像的內

容、審美等⽅⾯進⾏判斷和選擇，只有⼈能承擔，DR會佔到最⼤先機。	

Web2.0使信息愈發爆炸且不可逆轉，必須找到應對能⼒。除了技術，更重要的
是所有參與者智慧的平等集合，即網絡民主。這是因為：⼀、若不是⽤民主⽅

式，誰有資格和權利去裁判參與者提供的信息︖唯有民主⽅式才有消除爭議、
被⼈共同接受的合法性︔⼆、Web2.0的價值在於統計性，參與⼈數越多，統計
越接近現實，民主機制能接納最多的參與者，提供了得到準確結果的基礎︔三

是整合海量信息需要眾多參與者分擔，既無政府權⼒又無公司⾦錢，靠什麼讓
⼤規模⼈群在互不謀⾯的網絡上合作︖除了民主，沒有其他⽅式能做到。	

網絡⼜號「微動⼒，廣天地」認為個⼈微⼩努⼒在網絡集合可以改天換地。但

是微動⼒從來有，如所有分⼦始終運動，只有把微動⼒納入結構和機制，將無
序變有序，指向共同⽬標，才有合成新天地的可能。	



信息垃圾與變廢為寶	

「信息垃圾」是常聽到的詞，其實信息產⽣都有理由和內容，被歸為垃圾是因
為太多⽽無效。如果得到處理，再無聊的信息也有價值，至少有統計意義。信

息垃圾不是必然存在。封閉時代沒有信息超載的問題，原因就在於領域和地域
範圍有限，信息可以消化。全球時代⼈的領域和地域⼤⼤擴展，互聯網帶來前

所未有的信息流動，才形成信息超載。對此，現有互聯網框架不可能解決，它
不是解決問題的⽅法，⽽是問題本身。	

SOC結構除了可以有效地處理信息，還能把信息按照層次和分⽀組成清晰的脈

絡結構，不再像在平⾯互聯網上那樣無序流動和泛濫。⼈需要瞭解開放的世界，
但只需要準確的概括和精華，⽽不是跳進信息海洋⾒浪不⾒海地灌⽔，或是被
權⼒或商業牽著⾛。在SOC的⾦字塔結構中，每個層塊整合出的信息對其覆蓋

範圍必然是精選和可消化的。所有信息都會得到處理，也都會得到使⽤，無論
是接受信息、處理信息還是使⽤信息，都不會超載。	

SOC結構的⽮量求和	

那麼靠⼈的主觀形成的DR可以信賴嗎︖的確，主觀存在局限和偏⾒，但SOC結
構可以解決。因為每個⼈的主觀是其所處局部的反映，只要能把所有⼈的主觀
反映的局部拼接在⼀起就是全局。SOC正是進⾏這種拼接，因此⼈的主觀非但

不是不可靠，恰是把握全局的來源和基礎。主觀之間的歧義反映不同局部的差
別，主觀⾃身的多變反映每個局部的發展。只有對缺乏靈敏感知和準確把握能

⼒的系統，主觀的歧義多變才是麻煩，對SOC結構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SOC結構也不企圖改變⽽是利⽤追求⾃身利益的⼈性。在⼀個公平結構中，尋
求⾃身利益的⼈相互制約，反⽽不會允許損害他⼈，因為損⼈利⼰最終損害整

體，變成對每個⼈的損害。合作才能使群體得到最⼤均值利益。因此基於謀私
博弈得到的⽮量求和結果將是群體的公正無私。	

下圖平⾏四邊形對角線AB為⽮量A與⽮量B之和。AB也是⽮量，可以與第三個

⽮量構成平⾏四邊形繼續求和⋯⋯依此類推。A和B⽅向不同，相當於它們的分
歧。AB處於分歧之間，是對分歧的綜合。	



	
可把多個⽮量分成不同組，先求出每組的⽮量分和，再對⽮量分和進⾏⽮量求
和，求出⼆級分和︔再把⼆級分和分組⋯⋯不管有幾級組，最終得到的結果與

對所有⽮量直接求和的結果⼀致。	

⼈是變量，複雜性隨變量增加⽽劇增。變量多到⼀定程度會進入混沌狀態，脫
離任何預測和設計，以及控制的企圖。互聯網上數億變量混雜，形成複雜性困

境，是互聯網的主要問題所在。這時的解脫之道是回歸每個變量⾃身，利⽤每
個變量對其所處局部環境與變化的感知、反饋和反應，同時通過劃分範圍，在

每個範圍內減少變量，降低複雜性，通過遞進層塊結構，能包容無限的變量，
進⾏遞階的整合，才能最終化解複雜性帶來的困境。SOC結構正如對⽮量分組
求和，再對⽮量和繼續分組求和，不斷綜合⽮量間的分歧後拼接出全局圖景。	

SOC結構是⼀個活的機體，同時是⼀個進化過程。每個基層成員相當機體上對
所處局部感應的神經元。這種神經元遍布機體，對所有局部無遺漏的感應就形
成機體對全局的準確把握。機體充分保持每個神經元的⽮量特質，允許其按⾃

我需要進⾏即時反應和調整，由此形成豐富的多樣化選擇，也使機體各部位保
持⾼效與靈敏。這種⽮量求和最終得到的系統整體狀態，⼀定是機體對所處複

雜世界的最佳適應和實時進化。	

除非賄賂所有成員	

回到DR話題，SOC結構會不會結成⼀致對外的謀利集團︖如全體成員串通分
贓，為某些提供賄賂的對象評⾼DR︖DR推薦是來⾃基層個體⾃下⽽上逐層提⾼

的評定，因此⾸先要賄賂基層成員，但是基層成員⼈數眾多，操作上無法實現，
是否能通過賄賂上級層塊得到更⾼的DR呢︖	



第⼀，⾼層當選者能推薦的，必須是先經過下⾯各層推薦，已經到達⾼層塊的

信息︔第⼆，信息是否能通過⾼層塊審評得到更⾼DR，需要得到層塊內多數成
員推薦，只賄賂個別成員沒有⽤︔第三，選舉者隨時可以看到當選者在上級層

塊中推薦哪些信息，如果不能服眾會要求其改正，否則可以將其罷免︔第四，
即使因為多了受賄者⼀票得到更⾼DR，也僅是多上了⼀層。該信息的DR是否還
能繼續提⾼，受賄者已無法插⼿，取決上⼀級層塊的推薦。	

由此看出，SOC結構中得到⾼DR，只賄賂少數⼈無效。只有⼀條路可能成功
——賄賂SOC結構的所有成員。這種成本超出收益，失去了賄賂的意義。何況
前提是所有⼈都圖私利放棄原則，只要有⼀⼈拒絕同流合污，內幕就會暴露，

整體遭滅頂之災。	

網絡⽔軍⾏不⾏︖按照統⼀指揮，讓⽔軍把持SOC結構某個分⽀，當選者也是
⽔軍成員，形成⾃下⽽上⼀條龍，不就可以按雇主意圖炮製DR嗎︖然⽽SOC結

構照樣無法逾越：⼀是即使把持⼀個分⽀，DR也⾼不出分⽀範圍，仍然有限︔
⼆是其上級層塊會發現該分⽀的推薦不正常，追查出⽔軍會將其開除（SOC結

構摘除⼀個分⽀非常簡便）︔三是SOC結構的成員有真實身份，在固定層塊⾃
下⽽上選舉，和⽔軍的性質不同乃至相反，想把⽔軍轉化成SOC結構並非易
事︔四是除非⽔軍規模⼤到可以把持整個SOC結構才能隨⼼所欲，但那就進入

必須賄賂全體的局⾯，失去意義。	

「和載體」	

SOC的每級層塊推薦信息時只有來⾃下級層塊的當選者參與，下級層塊的成員

不參與，這時如何體現⽮量求和，便涉及SOC的關鍵——當選者是「和載
體」。	

多⼈間⽮量的求和，理論上可以通過反覆互動最終達成共識，即⽮量和，但可

想其耗神費時。簡化辦法是建⽴⼀個公共點，成員對公共點發⽣作⽤，將⼀對
多的關係簡化成⼀對⼀實現群體整合。公共點即為「和載體」。⽅案可作為⼀
種「和載體」。每個成員只需通過對⽅案的修正討價還價，⽅案從「草案」變

成「定稿」時就是⽮量和。但這種⽅式只對少數事務可⾏，如果事無巨細都先
提⽅案討論修改，就不⽤幹別的了。	



更好的「和載體」應是⾃身有智慧，不必實際互動就能知曉每個成員的意願，

綜合為⽮量和，再根據成員反饋修正。這可以讓⽮量求和成本降到類似「呼吸
式參與」的可持續狀態。當選者在充分溝通的範圍內便是這樣的角⾊，能夠通

過⾃⾏模擬得到⽮量和，以有效率的主動決策取代⾼成本的互動協商，既能得
到⽮量之和，又無需實際求和，形成極⼤節約，便於⽇常操作。	

這種「和載體」的選舉不能是以往的數量選舉，必須是在充分溝通範圍的⽮量

選舉——選舉者能表達完整意願，⽽非僅是數量求和的Yes/No，當選者也能隨
時知道選舉者的要求，同時可以改選，才能保證當選者始終充當「和載體」。	

充分溝通範圍的選舉和隨時選舉是SOC結構的必然。只有SOC才能使得所有範圍

都充分溝通，才能做到隨時選舉。有了這兩點，當選者才會主動模擬⽮量求和
進⾏決策和履⾏職責，充當「和載體」。這是⼀環扣⼀環的邏輯。	

因此SOC結構的DR評定雖然看上去是當選者在上層所為，看不到下級成員參

與，但是當選者的推薦不是按其個⼈意願，⽽是作為「和載體」模擬下級成員
的⽮量之和，並根據反饋調整，否則便會被更換。因此看不到⽮量求和的場景，
無形的⽮量求和卻在時刻進⾏中。	

SOC結構有多個層次，⾃下⽽上逐層產⽣「和載體」，每層當選者都遵循上述
規則，向選舉其的下級成員負責，這樣層層向下負責，效果就是對⽮量和的繼
續⽮量求和，⽽⽮量的分組求和不管有多少層，最終結果和對所有⽮量直接求

和⼀樣。SOC只是提供了操作⽅法，沒有這樣的⽅法，實際無法操作。	

	

	

SOC層次之間的制約關係，類似多⽶諾骨牌的關係（上圖）。從A到F，每個骨
牌相當於SOC結構的層塊，從基層到⾼層。⼩寫字母標出的是層塊當選者，如a

既是A層塊當選者，又是B層塊選舉者，⼀身兩種角⾊相當於A骨牌壓住B骨牌的
部分（a之上兩條豎線所夾區域）。其他每⼀層的層塊都有這樣的兩種角⾊集⼀

身的部分（b、c、d、e）。對多⽶諾骨牌，第⼀塊骨牌會如此連續壓住所有骨

基層 ⾼層



牌，SOC結構的基層也會如此連續壓住所有層塊，直到最⾼層。⾼層即使與基
層隔了多個層次，但是⾼層（F）的任何動作，都會通過⼀塊壓另⼀塊的關係傳
遞到基層。A不動，F就動不了。這說明SOC結構的不管哪層都無法脫離基層制

約，⽽每層向上都必須是⽮量求和。這種分層的⽮量求和，最終與對所有基層
⽮量直接求和的結果⼀樣。	

DR應⽤各種指南	

DR作為評價系統可⽤在⽅⽅⾯⾯，如網上交易市場巨⼤，廣告鋪天蓋地，作弊
無孔不入，議論千差萬別，如何識別真偽、找到所需、防範上當，僅憑現有的
評論、打星功能不夠，還得⽤⼾⾃⼰⼤海撈針或隨波逐流。若有眾多消費者的

DR評級，必然存在經濟價值。先由機器算法對相應⼤數據整理出第⼀級DR，繼
續審評將由SOC結構成員承擔。	

基層層塊主要由在其負責篩選的店家消費過的成員組成，親身消費的經驗應該

在基層評審中居於主導。第⼀級DR的分⽀數據分給SOC的⼀級組，分⽀中的信
息分攤給該組全體成員，每個成員審評分攤的信息，篩選推薦。凡得到該組成

員推薦的信息，交由該組全體成員過⽬表決，前若⼲得到最多贊成的提交該組
所屬的⼆級組，DR值相應提⾼。⼆級組下屬各⼀級組提交的信息由該⼆級組所
有成員過⽬表決，前若⼲得到最多贊成的提交該所屬三級組，DR值提⾼⋯⋯此

過程遞歸。	

也可⽤Sowiki⽅式，由各級評選者共同進⾏總結、分析和歸納，形成完整信
息。這種審評並非⼀次性，DR值可隨時根據發展（尤其是消費者反應）調整。

⾼DR者必須努⼒保持，否則隨時可以被超越，激勵賣家或廣告發佈者不斷爭取
DR上升。	

上述參與根據⼯作量、所在層次、推薦信息最終得到的DR等給予參與者相應計

分，作為分配收益的依據。	

形成的DR信息庫對外開放，供任何網絡交易者利⽤其搜索，可按類型結構直接
查看DR排序︔也可搜索關鍵詞，顯⽰結果按DR排序。DR⾼低表明賣家和廣告

的可信度，與現有網上交易的評價⽅式相比，⼀是不可⼈為操縱和欺騙，⼆是
DR等級+商品⾨類結構會成為脈絡清晰的指南。	



消費者信任的是其他消費者的審評推薦，因此DR搜索可成為網上交易的重要依

據。當眾多消費者採⽤DR搜索，便可吸引到付費廣告，置於側欄。付費廣告無
需經SOC結構層層篩選推薦便可與⾼DR的同類賣家並列在前，直接進入該⾨類

消費者視線，廣告價值和精準度⾼，可吸引商家付費做廣告。	

這種付費廣告若虛假，無異⾃取滅亡，只有良性廣告才能獲益。不願等待從基
層起步的賣家或新產品，若無超越⾼DR同類賣家和產品的信⼼，發這種廣告等

於打⽔漂。這種廣告只是避免⾼DR造成的正循環對流動性的阻塞。當消費者能
夠驗證付費廣告的真實，就會對其進⾏DR推薦，使其在短時間進入DR前列。那
時便無需再做付費廣告，形成共贏。	

在健保、法律、旅遊、求職、購物、教育、理財等⽅⾯，準確及時的信息指南
也會有很強的社會需求和市場前景。Sowiki適合形成指南。參與者既可以提供
原創信息，也可從網上搜索，經過鑒別和篩選後提取，提交到相應類別的基層

組對內容審核表決，被接受的內容整合進該組專題中。這種指南由眾多參與者
以⼈的智⼒甄別、篩選，再通過Sowiki整合，總是保持最新內容，不重複，不

遺漏，在相互⽭盾的信息中去偽存真，並獎勵⽤⼾反饋修正。⽤⼾網上⽀付，
從指南的⾨類結構中選擇不同層次分⽀的內容。	

被接受的內容附帶特定標識，無論被選到哪⼀級，都可被系統追蹤計分。提供

者得到的計分會隨達到的級別和被⽤⼾使⽤的次數增加。	

實⽤類、百科類、教材類、翻譯類都可採⽤這種模式，由眾多參與者貢獻各⾃
知識，收集與整合網上材料，逐層修改編輯，短時間完成全⾯、均衡，更新及

時的作品，也可以擴展到合作研究、開源軟件等領域。	

SOC結構的信息整合	

以往無論是官僚系統還是企業系統的⾦字塔架構都是⾃上⽽下進⾏溝通，SOC
採⽤的⾦字塔架構改變了溝通⽅向，⾃下⽽上進⾏溝通。這⼀變化涉及各個領

域，可發掘出眾多應⽤，都是利⽤SOC機制實現。下⾯看信息處理與整合⽅⾯
可以建⽴的系統。如下圖：	



圖中的灰⾊圓點表⽰多個同類項中的任⼀個，其具有的性質其他同類項同樣
有︔圖中的「⋯」表⽰同類項⽬有多個。【】內的⽂字可以在流程圖中找到相
應位置。	

參與	

	⼀.	 任何⼈都可以成為【參與者】，只要在⾃⼰使⽤的【瀏覽器】上安裝專
⾨開發的【插件】（App）。【參與者】可以隨時選擇參與或不參與。	

	⼆.	 【參與者】利⽤【瀏覽器】對【來源】包含的內容（左側豎列的各種項

⽬）進⾏瀏覽和處理時，很多都可以成為系統的信息【來源】，只要【參
與者】同意【分享】，⼤部分信息收集會由【插件】⾃動完成。【參與

者】如果願意，可對其【分享】的信息【分類】，其【分享】的信息存
放於【信息庫】。	

	三.	 【信息庫】對步驟⼆提供的信息進⾏機器處理，合併同類項。【參與者】

未分類的信息，以算法判斷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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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信息庫】集合了經過⼈篩選、有分類結構的信息，具有了【選看】價
值。【參與者】若願意看別⼈的【分享】，點擊【插件】的【選看】選
擇感興趣的主題，系統會給其分配該主題的若⼲內容。	

	五.	 在【選看】過程中【參與者】對認為有價值的信息進⾏【推薦】，也可
舉報垃圾信息，為信息加標籤和【分類】，糾正算法分類的錯誤等。	

	六.	 每條信息都保留可被追蹤的來源，及整理、分類、轉發、修改的路徑，

是對【參與者】的約束和⿎勵。	

	七.	 【參與者】可以只參與步驟⼆或步驟四、五，來去隨意，能做多少做多
少。因為不在【SOC-Sowiki】結構內不計分。這種參與是系統的信息來

源和基礎。	

	八.	 【參與者】在【選看】過程的【推薦】進入相應【初級主題】，只要受
到管理該【初級主題】的多數【⼀級成員】推薦，便進入【⼀級主題】

（403-405），該【參與者】⾃動成為管理該【⼀級組】的【⼀級成
員】（401-402-404）。	

SOC⽅式	

	九.	 【⼀級組】的全體成員分攤所分管的【初級主題】，每個成員通過【插

件】對信息進⾏推薦，所推薦的信息將由本組其他成員過⽬表決，得到
贊成最多的前若⼲信息進入【⼀級主題】。	

	⼗.	 【⼀級組】全體成員選舉（406）組長，組長同時進入【⼆級組】，成

為【⼆級成員】。	

	⼗⼀.	 若⼲【⼀級組】推薦（405）的內容組成⼀個【⼀級主題】。相應的
【⼀級組】組長（即【⼆級成員】）組成的【⼆級組】，負責審評該【⼀

級主題】。	

	⼗⼆.	 該【⼀級主題】的內容分攤給每個【⼆級成員】進⾏審評（⾃動避免成
員審評其當選的【⼀級組】提交的內容）。【⼆級成員】對認為值得推

薦的信息再推薦，由該【⼆級組】其他成員過⽬表決，得到贊成最多的
前若⼲名送入【⼆級主題】（407）。往上每層規則相同。虛線408、

409表⽰中間可能有更多層次。	



	⼗三.	 【信息庫】中的信息在此過程獲得不同的DR值。信息在【參與者】隨時

的【分享】、【選看】和【推薦】中不斷更新。若需要【DR】值反映這
種更新，可把時間因素加入算法，或增加按時間查看DR值的功能。	

	⼗四.	 針對不同地域和領域的信息建⽴不同的SOC結構篩選和評定DR，形成多

種產品。如對⽂獻資料的評定形成有DR評級的【資料庫】，便於使⽤者
找到有價值的⽂獻資料。也可⽤於篩選新聞、指南類信息、視聽節⽬等，

得到【動態新聞】、【各類指南】、【視聽頻道】類產品。	

Sowiki⽅式	

	⼗五.	 與SOC⽅式⼀樣，只是把每層成員對信息的篩選推薦變成整合。【⼀級
組】每個成員按⾃⼰掌握的信息和⾃⼰的想法，對本組【⼀級主題】進

⾏創建、擴充或修改，在得到本組其他成員表決通過後⽣效。這時的【⼀
級主題】不再是下⾯推薦的原始信息（如SOC⽅式），⽽是經由【⼀級

組】成員共同整合形成的內容。	

	⼗六.	 【⼀級組】全體成員選舉（406）組長，組長進入【⼆級組】成為【⼆
級成員】，攜帶本組整合形成的內容參與【⼆級主題】整合（405）。

若⼲【⼀級主題】整合成⼀個【⼆級主題】。整合該【⼆級主題】的每
個【⼆級成員】（【⼀級組】組長）除了將本組內容進⾏適合【⼆級主
題】的調整，也可以對其他【⼀級組】提交的內容及本【⼆級組】整合

出內容進⾏修改。任何調整和修改都需要該【⼆級組】表決通過。如此
遞歸。	

	⼗七.	 Sowiki⾃下⽽上每層整合形成的主題都有相應使⽤價值，如從社區到市

鎮到省、國不同層次的【報系期刊】滿⾜不同層次的讀者︔【合作項⽬】
中的合作研究在每⼀分⽀層次都是獨⽴課題︔【動態新聞】、【各類指

南】、【視聽頻道】等，也可以在不同層次做出適合不同地域、領域的
產品。	

	⼗八.	 各種產品通過【網站平台】發佈，供【網絡⽤⼾】使⽤，以收費或廣告

⽅式獲得收入。	

	⼗九.	 【$】表⽰【SOC-Sowiki】各級成員所做⼯作和成果有相應計分，在包含
其⼯作和成果的產品有收入時，按計分分配給成員。	



通訊社	

在SOC結構，參與者聚成的基層⼩組提供信息，選舉組長。組長在上級組將本
組信息匯總整合，提煉精華，寫成紀要。上級組再選舉組長，繼續在更⾼層次
整合信息，逐層向上。因為每個層塊可充分溝通，可以迅速整合信息，再借助

網絡便捷，將局部整合為整體的時間減到最⼩，所形成的通訊社是傳統通訊社
無法比的，隨時獲取信息，隨時整合，隨時推出。⽽這種報導體系成本低廉，

參與者⼈⼈是當記者，真實報導，現場評論，不⼀定能如專業記者深入，但
SOC可以彌補：⼀是事件波及⾯廣時牽涉多⼈，從不同角度的報導可互補︔⼆
是專業記者活動於點和線，SOC覆蓋⾯，眾多平凡⽣活⼀旦有了統計性便會凸

顯意義︔三是培養引導加報酬激勵，參與者也會形成專業能⼒與敬業精神。	

當這種通訊社成熟，便可向媒體出售報導或報導線索，也可承接調查、統計⽅
⾯的項⽬獲得收入。	

系列報刊	

通訊社⼀般是提煉最終消息，下⾯各層信息被浪費。若利⽤Sowiki功能把各層
次信息編成供不同地域和層次的系列報刊，⼩到社區報，⼤到全國性綜合報刊，

則⼤信息可以得到有效利⽤。	

通訊社的參與者是記者，系列報刊的參與者是編輯。傳統媒體編輯專制，	
Web2.0則無編輯。真正的媒體需要通過編輯實現全⾯、均衡和包容，網絡時代

要實現編輯民主。	

通訊社⽅式的信息篩選由各層塊組長完成，Sowiki⽅式則由層塊內成員篩選整
合，其他成員表決認可。組長把本層塊整合結果帶到上級繼續整合。每個層塊

對信息的編輯整合結果，已相當於本層塊的「報紙」。傳統報紙成本⾼，市場
過⼩無法回收，因此社區雖是⼈的主要⽣活場所，卻因為市場⼩始終不能讓傳
統媒體⽴⾜。Sowiki⽅式改變了這種局⾯，預期帶來社區媒體的廣闊前景。	



社區媒體除了⾯對本社區居民，還為更⾼層次的媒體提供材料。每⼀層媒體（如
鄉鎮報、市報、省報等）都不是各搞⼀攤，只是對下屬媒體的繼續整合，因此
⼯作量不⼤，成本亦低，使媒體變得豐富多樣。	

編輯民主不僅有合法性，還有統計性的客觀、準確和均衡，傳統編輯無法媲美。
因此民主不僅是政治正確，也是質量保證。還有針對領域的媒體，不⼀定需要
每天報導，更像期刊。有些領域雖然冷⾨，因為網絡捕捉長尾的能⼒仍然可維

持商業運轉，還可與地域系統交叉匯集，為媒體提供專業內容。	

視頻篩選	

視頻未來會成為網上的主要內容。泥沙俱下，如何沙裡淘⾦︖觀看視頻對⼈的

佔⽤度⾼，篩選視頻的成本因此也⾼。⽬前的搜索只能針對視頻的附加⽂字，
篩選視頻內容還得靠⼈。問題在於僅YouTube每天上傳的視頻就長達2100天
（2010年的數據），怎麼選︖——SOC-Sowiki⽅式可以做。	

下⾯只是說明問題的假設：⾸先有⼀定基數的參與者，假定每個參與者每天審
看⼀⼩時視頻，YouTube每天上傳的2100天視頻需50400個基層參與者可看
完。每個參與者判斷⾃⼰分看的視頻有沒有可推薦的段落，然後⽤SOC結構對

其審核，在上升的層塊中繼續篩選，最終提煉出每天的精品，分⾨別類，供給
觀眾選看，⽽無需⾃⾏篩選。	

利⽤Sowiki功能，也可對篩選後的視頻精品合作編輯，形成新的節⽬或欄⽬，

繼⽽形成網絡電視台，吸引無暇⾃⼰篩選的觀眾。網絡電視台也會得益。	

（王⼒雄Email:	dijinminzh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