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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计算机类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是基 于校园网 的实用化工 作支持系 统, 体
系结构包括校园网络平台、知识服务器 和知识 桌面三 层。根据维 修的需 求和知 识的不
同类型, 系统提供技术人员交流的平台、文档 资料查 询的索 引, 重 点提供 包含故 障处理
经验的案例库, 利用案例推理实现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实践中系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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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常使用的重要原因, 公共教学用的计算机设备
的使用对象是学校全体教师和学生, 大家对计

计算机在大学的教学科研过程中被广泛使
用, 保证教学用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就是保

算机的功能需求各不相同, 对计算机操作的熟
练程度差异较大, 少数教师是所在专业的行家,

证基本的教学科研条件。计算机系统使用过程

对计算机操作却知之甚少, 误操作造成的故障

中的故障率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快速 进步而减
少, 设备维护保养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时有发生, 一些学生出于好奇心试探性地违规
操作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五, 病毒发作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因为计算

和黑客攻击引起的系统瘫痪防不胜防; 第六, 外

机相关产品更新换代快, 新的软硬件不断投入

部环境如电源波动、
温湿度异常、
雷击等对计算

使用, 新的应用系统和功能不断开发出来, 忙于
应付日常工作的设备维护人员难以紧跟技术进

机系统的影响或损坏不容忽视。此外, 设备维
护人员偏少而设备数量众多, 维护保养与设备

步的步伐, 对于出现的新问题难以及时处理; 第

管理工作量大, 使设备维护人员感到力不从心。

二, 现在计算机系统的构成与配置越来越复杂,
更多的功能依赖于网络环境, 系统配套要求严

如笔者所在大学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三十多
人负责近 5 000 台计算机的维护管理任务。

格, 任何一层次、
一环节的故障都会影响整个系

计算机设备维护人员的技术职责是通过预

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

防性维护、
应急故障处理、
设备更新等保证计算

通讯线路与网络环境, 也可能是由于终端设备
本身的问题; 第三, 由于软件硬件设计缺陷和可

机设备的正常运行, 保证日常教学科研工作的
需要。解决设备维护人员少、任务重矛盾的办

靠性等导致的故障在所难免; 第四, 操作使用人

法是, 一方面采取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提高计

员的水平不齐和操作不当也是导致系统不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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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系统的可靠性, 降低故障率; 另一方面就是

体到产品维修、设备维修方面的专门的知识管

引入知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借助校园网良好

理系统, 较少有文 献提及。文献[ 3, 4] 曾 提出将

的平台, 建设方便实用的知识保障支持系统, 提

知识管理用于设备维修的设想, 但并没有提供

高设备维修保养人员的技术素质, 提升设备维
修保养工作的绩效, 让从事维修保养的工程技

完整可行的系统实现方法。我们发现的和计算
机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需求最接近的、

术人员能够快速及时地处理遇到的问题。

最有借鉴意义的文献报道, 是文献[ 5] 介绍的应

本文提供了一个基于校园网的大学计算机
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介绍了设

用于医院的知识管理系统。
医生常常会碰到的难题是和工作相关的知

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设计的基本思路, 包括

识浩如烟海, 根本无法全部掌握。一个称职的

针对不同类型特点的知识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医生需要了解大约 1 万种病症、
3 000 种药物治

和知识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重点讨论了对故障
处理经验进行隐性知识管理的案例推理方法, 还

疗方法、
1 100 种 实验室化验方法 以及生物医
学文献中每年新增的 40 万篇论文。现实的另

介绍了系统实现与使用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一面是, 由于处方不当、不必要的检查, 浪费患

文献综述

者的金钱, 造成药物的不良反应, 甚至引起伤害
事件。以上失误有些是因为粗心, 但更多的是

知识管理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 是一种

由于医生在大量需要掌握的复杂信息面前应接

获取、
存储、
学习、传播、应用、共享知识的管理

不暇造成的。不管是哪个领域, 知识工作者常

方式, 其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和开发好人力资源,
释放人脑的智能, 创造有利于知识, 特别是隐性

常感到跟不上知识的发展速度。哈佛联邦健康
医疗体系的知识管理系统从解决医疗事故和药

知识传递的环境条件, 实现知识共享, 最终达到

物不良反应入手, 试图将大量不断更新的临床

1

[ 1]

激发组织的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 。知识管理
关系到如何生成、
保存和传递人们对事务的理

知识与支持医生日常工作流程的 IT 系统连接
起来。最先实现的功能是医生诊疗处理系统,

解和在实际行动中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在有

以及误诊记录 和药物相互作用资料的完整保

效的知识管理下, 人们在处理问题时依据的不

存。医生诊疗处理系统是医生提供高质量医疗

但是个人的知识, 而是这个组织所具有的经验
和能力。知识管理的方法分为两类: 侧重人的

服务的中心环节。当医生指示病人进行检查、
药物治疗或其他形式的治疗时, 他们实际上是

知识管理和侧重技术的知识管理。侧重技术的

在把自己的判断转化为行动, 而此时正是最用

知识管理主要从管理信息系统的角度出发, 使
用计算机、
互联网、
数据库等信息技术实现知识

得着外部知识的时候。自动化的医生诊疗处理
系统可以从几方面帮助医生: ( 1) 提高诊断效

管理, 其核心是使用计算机进行知识描述、
知识

率; ( 2) 减少书写工作量, 避免书写潦草造成的

采集、
知识集成、
甚至知识创新。这些方法主要

错误; ( 3) 帮助医生获得最新的、最有用的知识,

是在数据和信息中通过情景化或模拟人的思想
而加入知识管理的概念。知识和信息被认为是

轻而易举地与他人分享知识; ( 4) 减少医疗事故
和处方不当。系统功能还包括在线转诊介绍、

可以被一定的载体记录而又通过一定的媒体传

病历记录系统、病情监护系统、
定期复查提醒。

递的, 通过控制这些记录和媒介, 实现对知识的

此外, 系统还将大量的相关知识资源汇集起来,

管理。侧重技术的知识管理的主要部分就是通
常意义上所说的知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系统

供医生在线非实时地搜寻查阅。在线知识包括
在线刊物与数据库、
医疗规程与特殊治疗指南、

是在组织中因地制宜地管理显性和隐性知识的

经核准的药物配方及其详细说明、
在线教材等。

[ 2]

应用系统或者信息通信平台 。
关于知识管理系统在企业的应用, 有比较

所有这些资源都可以通过一个综合的局域网门
户获得。系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药物治疗重

多的案例报道。如西门子公司曾花费 780 万美

大事故发 生的次 数下降 55% , 提高 了医 疗水

元设立了一个供员工交流经验的网站, 其目的

平, 节省了治疗费用, 减少了医疗事故赔偿, 加

是帮助员工获得更多的知识。结果, 这项措施
使公司的销售额增加了 1. 22 亿美元 [ 2] 。但具

快了知识传递和新药采用的速度, 对药物不良
反应的控制更加及时有效。系统实现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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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资料管理实现对显性知识的

常行为中, 知识管理才能见效。将知识管理和

管理, 知识的使用主要是在线提供病人的病史、

组织业务流程整合起来是知识管理成败的关键

对药物的不良反应、药物的相互作用与不良后

之一。设备 维修保养知识 管理系统设 计的目

果、
病人已做过检查的结果等。对医生经验等
隐性知识的管理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对

的, 就是要建立一个面向计算机设备维修保养
人员的、
基于校园网络平台的、
关于设备维修保

设备维修人员实际工作经验的管理是计算机设

养知识的、
方便实用的工作支持系统。

备维 修 保 养 知 识 管 理 系 统 重 点 解 决 的
问题。

系统规划的基本思路是, 从分析原来的工
作方式入手, 根据设备维修工作对知识的需求

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的
设计

识别要管理的知识内容, 根据知识内容明确知

2

知识管理系统的价值是使组织的行为更加

识的来源和获取手段, 根据知识的性质( 显性和
隐性) 采取相应的知识存储和管理方式, 根据知
识的使用过程确定系统的功能体系。

明确和高效。只有将知识管理融入到组织的日
表1

知识识别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计算机设备维修保养需要的知识

T ab. 1 K now ledge catego ries r elated to maintenance of co mputer equipment
序号

分类知识名称

知识性质

原来的存在形式

知识管理系统的管理方式

知识获得渠道

1

一般性原理知识

显性

书籍, 杂志, 报纸

提供参考书目

根据参考资料整理

2

设备说明书和手 册, 系
统设计资料

显性

技术资料档案

提供档案信息, 建立设备 配
置参数库

根据档案整理

3

内部专家知识

隐性

内部专家的大脑

建立交流平台, 提供专家 的
联系方式

交流, 询问, 请教

4

故障处理经验

隐性

内部专家的大脑

建立案例库

案例整理录入

5

厂方 专 家以 售 后服 务
显性, 隐性 技术资料或指导
形式提供的知识

提供厂方专家的联系方式

请求支持, 询问

6

其他外部知识

提供常用网站等

访问, 查询, 搜索

显性

如互联网, 技术交
流等

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可谓浩如烟海, 不可能
把全部计算机系统的知识纳入知识管理系统。

的故障处理过程有一定的重复性。表 1 列举的
六个方面的知识中, 最重要最有用的、
需要知识

对于以书刊、
设计资料、
网上资料等形式存在的
显性知识, 挑选经常会用到的内容和专用的资

管理系统提供的是 故障处理经验 方面的隐性
知识。一旦出现了某种类型的故障, 而且经过

料, 规范资料档案的管理, 同时由知识管理系统
提供资料的线索或建立超文本文件链接。对于

专业人员的努力成功地排除了故障, 当其他人
员再遇到同类 型的故障时可以借鉴前面的方

存在于内部或外部专家大脑中的专 门隐性知
识, 知识管理系统则建立联系渠道、
提供交流平

法, 而不需要再冥思苦想、
煞费苦心地重复前面
的工作, 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经验可以和其他

台, 通过交流、求助、请教等形式来达到知识共
享和利用的目的。对于与工作高度相关的 故

同事分享。案例库不仅提供排除故障的直接经
验, 还是进行工作业绩考核的依据之一, 同时根

障处理经验 , 则通过建立规范化的案例库, 用
案例推理技术来提供排除故障的解决方案, 辅

据案例库可以挖掘故障的成因, 采取积极的预
防措施, 从而减少故障率。如根据案例特征识

助故障排除。总之, 针对不同性质和形式的知
识采用不同的知识组织方式。知识的内容将根

别的结果, 发现某种品牌的计算机故障率较高,
可以向厂家反馈, 共同想办法提高设备的可靠

据其重要程度, 使用的频率进行动态调整, 及时
更新。

性, 甚至作为以后设备采购的依据; 如果发现某
些老师上课时误操作的次数较多, 可以有针对

设备维修是一个将理论知识、实际经验和
专业技术人员的分析判断相结合的过程, 日常

性地进行专门的技术帮助。
知识的使用除了促进维修保养技术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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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来提高业务水平外, 主要体现在故障排除

第二, 如果不能靠经验及时解决问题, 就要

事件上。及时排除 教学过程中出 现的意外 事

借助于资料的帮助, 通过查资料、
搜寻类似案例

故, 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是设备维修保养人

等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员的基本职责要求和工作难点所在。从知识使
用的角度来看排除故障的过程, 基本上遵循以

第三, 最后一招, 和内部专家或厂家的技术
人员联系, 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下步骤。

通过前面的分析, 可以基本上确定知识管

第一, 接到老师和学生关于设备故障的报
告后, 技术人员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处理故

理系统在知识识别、
生成、
获取、建模、组织、发
布、
共享、
应用以及反馈、改进方面等方面的功

障。一般 80% 以上的问题可 以及时解决。故

能。计算机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的架构

障的发生和解决也符合二八原理, 一般的多数

如图 1 所示。

是常见的问题, 而特殊的少数处理难度较大。

图1
F ig . 1

计算机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的架构

Fr amew o rk of know ledg e manag ement sy stem for co mputer equipment maintenance

可以看出, 图 1 所示的知识管理系统是建立
在信息系统平台之上, 以信息管理的形式来达到

思想是, 当求解问题时, 在以前类似的成功范例
的基础上进行推理, 充分利用案例中隐含的隐

管理知识的目的。其实信息和知识之间并没有

性知识和信息 [ 6] 。CBR 方法和人 们正常的思

天然的鸿沟, 知识是可应用于解决问题的、
经过
组织与分析的信息。系统中既有对知识的直接

维工作方式一致, 律师参考过去相似的案例来
处理当前的案件, 医生参照过去的病例来诊断

管理, 也有提供知识线索、
知识交流的通信平台。

病人病情及制定处置方案等。国外自 20 世纪

基于案例推理的维修知识管理

80 年代后期对 CBR 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
研究, 在通用问题求解、法律案例分析、
设备故

专业技术人员的故障处理经验是最有效的

障诊断、
辅助工程设计、
辅助计划制定等领域取

维修保养工作知识, 管理技术人员的故障处理
经验是知识管理的重点, 而要对工作经验这样

得实用性成果。国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
始出现关于 CBR 方法应用的研究报道 [ 7] 。

的隐性知识进行显性化的表示是很困难的。采
用案例管理的方式对隐性知识进行管理、用案

案例推理的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案例
推理方法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是: 对新问题进

例推理技术来实现对隐性知识的使用, 可以成

行规范化描述; 以新问题的若干特征为检索查

功地解决对经验知识的管理问题。
基于案 例的推理( Case Based Reaso ning,

询条件, 从案例库中查找以前解决类似问题的
案例; 将所选出的最接近案例作为样本形成新

简称 CBR) 是人工智能领域一项重要的推理方

问题的解; 分析新旧案例的差异, 识别新问题的

法。CBR 方法基于人类的认知过程, 是认知相
似性推理的一种模拟, 其基本假设是相似的情

新情况, 修正调 整得到的解; 对新案例 进行整
理, 添加到案例库。

况( 原因) 引发相似的结果, 同时也有相似的解

用案例推理来 实现对维 修经验知 识的管

决办法。CBR 方法通过访问案例库中过 去的
同类案例而获得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核心

理, 关键过程有问题描述与存储组织、
检索匹配
案例、
结果调整。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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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案例推 理工作流程图
Fig . 2

Flow char t of Case Based Reasoning

案例的描述与表示是 CBR 的基础。导致
计算机设备故障的偶然因素多, 问题形成机制

例在数据库中存储的形式, 也是新问题的描述
方式。数据库各字段的内容, 尽量使用标准规

复杂, 伴随着新设备、
新技术、
新应用甚至新的

范化的格式和内容描述, 便于检索匹配。如 故

使用人员会出现新的故障类型。设计一定的数

障类型 字段, 其内容只能是 操作不当、
电源故

据结构来描述案例的特征是用 CBR 方法的难
点所在。经过分析, 用关系型数据库来存储案

障、
网络不通、
病毒发作、软件出错、硬件损坏、
其他 七种类型。

例, 用表 2 的数据库字段来描述案例, 这既是案
表 2 描述设备故障处 理过程案例的数据字段
T ab. 2

Field names to ex press the cases of equipment ma intenance

序号

字段名

说

明

1

案例编号

2

发生时间

3

发生地点

教室、实验室房间号

4

设备编号

链接设备配置与档案数据库

5

使用功能

完成教学任务需要执行的应用软件系统

6

使用人员

7

故障简述

8

原因分析

9

故障类型

10

故障性质

分为五级 ! 轻微、较轻、一般、较重、严重

11

影响范围

包括个人、全班、后续

12

处理措施

13

处理时间

14

维修人员

15

案例普遍性

16

相关知识

处理故障需要了解的相关知识和设备配套信息

17

预防建议

预防此类故障发生的建议

18

其他说明

按照一定的编码原则流水编码。

根据操作人员报告和维修技术人员观察

分为操作不当、电源故障、网络不通、病 毒发作、软 件出错、硬件损坏、其他七种
类型

分为五个等级, 五级为经常遇到的案例

CBR 推理过程的主要工作就是 检索最匹

况, 定义和计算案例之间的相似度( 或匹配度) ,

配的案例, 根据过去故障发生的情况和处理的

相似度最大的案例为匹配案例。第二种是归纳

方式, 估计新环境下应该采取的措施。在 CBR

法, 提取案例间特征上的差异, 并根据这些特征

系统中应用的检索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
最相邻法, 适合于案例特征属性为数值型的情

将案例组成一个类似判别网络的层次结构, 检
索时采用决策树搜索策略, 适合于案例特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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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独立或推理结果只是案例中某一 特征的情

持把知识管理系统与业务流程紧密结合, 给员

况。第三种是知识引导法, 采用一套规则进行

工带来的是不 可或缺的帮助而不是额外的负

索引控制, 根据已知的知识来决定案例中哪些

担, 使知识轻松易得、招之即来、无所不在。维

特征在进行案例检索时是最重要的, 并根据这
些特征来组织和检索。

修业务的骨干员工既是系统的开发者也是系统
的使用者。为了保证案例的完整, 用制度的形

考虑到维修知识管理系统的特殊性, 案例

式规定必须把维修的案例输入到系统中, 输入

特征属性多数是描述性的字符型字段, 把归纳
法和最相邻法相结合, 按照 SQ L 查询方式检索

的案例与工作考核相结合、案例的记录与配件

出最匹配的案例。首先找出 故障类型 、使用

的领用一致。
系统投入使用以来, 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促

功能 两个字 段匹配的案例记录, 从 中再查找

进了专业维修 人员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感情交

故障性质 匹配的记录, 如果没有完全匹配的
记录, 则把条件放宽继续搜索, 按照 案例普遍

流, 优化了组织文化, 员工之间更倾向于和他人

性 等级对记录进行排序, 或按照 发生时间 最

障的 平 均 时 间 缩 短 20% , 设 备 故 障 率 下 降
25% , 明显提高了对正常教学工作的保障能力,

接近原则, 从中挑出最匹配的案例记录。其中
的 处理措施 字段看作是对故障的初步处理方

分享知识, 更热衷于学习和接受新知识; 排除故

在设备数量增加的情况下设备维修保养人员的

法, 也可以给出多个记录供参考。为了加快检

工作负荷有所下降; 通过对维修知识的管理, 提

索速度, 对几个关键字段需要建立索引。

高了设备管理水平, 也使得对维修人员的业绩
管理更加科学合理, 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系统

通过案例检索得到的初步结果, 严格意义
上说是以往相类似故障事件的处理方法。故障

开发人员经过从需求分析到实施维护的系统开

事件发生的 时间、地点、性质可能 都发生了 变

发全过程, 真正体会到知识管理系统的魅力就

化, 必须根据新事件与案例之间的差异对初步
结果进行调整。调整方案有计算机自动调整和

在于使恰当的知识在恰当的时间通过恰当的场

专家调整两种方式。由于故障成因复杂, 影响

合和载体传递给恰当的人, 从而运用整体的智
慧来提高整体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提高工作效

因素众多, 所有影响因素不可能全部收集存储

率和效益。

到案例库中, 使用计算机自动调整就不大现实。
目前采用的调整方法主要是技术人员的人工调
整, 由技术人员分析案例与当前故障事件的差
别, 综合考虑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制定故障排
除策略并进行检验。
案例库不 仅能够提 供维修保 养的经验 知
识, 通过对案例库的知识挖掘( 采用特征化描述
[ 9]

方法) , 还能识别故障的特征和成因, 以便采
取措施预防故障发生。

4

结 论

本文所讨论的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系统, 和大学的设备维修保
养工作紧密结合, 系统开发和运行实现比较容
易。其贡献在于提 供了一个知识 管理的成 功
案例。
设备维修保养知识管理系统是员工业务知
识学习的平台、技术交流的平台, 也是维修工作
的技术支持平台、
新员工的培训平台。为了切
实保证系统的实用性, 系统开发过程中始终坚

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展
开。横向的研究, 希望设计应用于企业的设备
维修和产品维修的知识管理系统; 纵向的研究,
希望设计服务于大学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行
政管理某些环节的知识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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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Solution for
Computer Equipment Maintenance
ZHANG Cun lu1 , FU Yu2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 versi 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er,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Kno w ledge M anagement Sy st em f or co mput er equipment maintenance in universit ies is a
practical w ork support system. T he main fr am ew or k com prises t hree t iers: campus netw or k plat
f orm , kno w ledge serv er and know ledge management t er minals. According t o the know ledge de
m and of m aint enance and t he t ypes of kno w ledge, the sy st em provides com municat ion plat f orms
fo r eng ineers and gives clues f or document searching. T he main co nt ribut ion is it establishes a case
dat abase o f maint enance ex perience to manag e the t acit kno w ledge by Case Based Reasoning . T he
syst em is very useful in pract ice.
Key words: equipment m aint enance; know ledge manag em ent sy st em; Case Based Reasoning ;
solut 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