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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工具发表的综述论文 

 

微藻生物燃料  



 



数据分析工具发表的综述论文 

 

《园林与城市规划》  



 



提纲：聚焦研究前沿  深化自主创新 

• 1、信息如何重组，扎根于文献，服务出科研 

• （介绍我们运用文献计量学理论方法，分析题录信息，解读字

段数据，萌发灵感，形成科研，发表SCI、SSCI论文） 

• 2、数据分析工具（TDA）可以帮助发表SCI、SSCI论文吗？ 

• 3、SCI、SSCI文献计量论文分析 

• （分析解读SCI、SSCI文献计量在各个学科发表的论文） 

   



1、信息如何重组，扎根于文献，服务出科研 

 
 



Web of Science核心集6070万条数据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6070万条数据  

 
被引最多的论文 



Data Citation Index 528万条数据 

 



Inspec 1636万条数据 

 



信息重组：知识的再创造 

 
• 利用Web of Science 、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InCites、 Data Citation Index 、

INSPEC、 Book Citation Index、BIOSIS Citation 

Index 、CAB Abstracts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Scopus等信息资源数

据库为基础，利用分析、鉴别、浓缩、提炼、综合归

纳和评价手段，对信息对象中的相关信息或知识点进

行重组，通常是按照逻辑序列整序，形成更加系统信

息或知识产品。 

• 对原信息所含知识内容对其进行分析解构的基础上，

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将源信息或解构所得信息片段进

行重新组合。 



信息重组：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发表的SCI、SSCI论文 

 



信息重组：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发表的ESI热点论文 

 



信息重组：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发表的ESI高被引论文 

 



信息浅层分析 

信息重组的前提：信息分析 

信息深层分析 

 搜索同义词 近义词的分析； 

 查询核心作者、核心机构、核心期刊等； 

 反映文献间的引证关系； 

 了解研究人员的合作情况和继承发展程度； 

 揭示文献涉及的具体内容。 

 形成文献分析研究产品 

 确认研究课题的新颖性 

 预测研究发展趋势 

 启发科研思路，寻找研究切入点 

信息重组：知识的再创造 

 



显性信息重组 

信息重组分类 

隐形信息重组 

信息重组是以网络的小丕界效应和传递性为基础的，因此其关键在于如何揭示信息体之间的关联关系。 

被重组的信息体之间是由显性关联关系相连的。引文网络 合著网络 

指从相互孤立（逻辑相关但没有书目关联关系）的信息体中抽取知识并将其重组的过程。发现孤
立信息体之间的关系是隐性信息重组的关键,可以利用基于文献的发现和数据挖掘等方法来实现隐
性信息重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交叉研究，研究趋势） 共现网络 

信息重组：知识的再创造 

 



信息分析三层次 

丏业分析工具 

3、专业分析软件多视角，更大的信息量 
  

1、最基本的分析功能提高信息获取效率  

2、联合多种数据资源进行分析 
  

非丏业软件分析 

数据库分析 

Endnote 等 

NoteExpress 



信息分析三层次 

基于专业软件的数据分析工具 

Bibexcel 

Network Workbench Tool 



主要数据分析工具 
 

•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开发的一款基于文本信息的分析和可视化工具

，可以对科技文献领域提供强大的可视的搜索和挖掘功能

。TDA功能全面，涉及检索、分析、统计、可视化等各方

面的功能。其特性是检索功能强大，并将其它功能与检索

功能相联系。 

• Histcite：history of cite，意味引文历史，或者叫引

文图谱分析软件。该软件系SCI的发明人加菲尔德开发，

能够用图示的方式展示某一领域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可

以快速帮助用户绘制出一个领域的发展历史，定位出该领

域的重要文献，以及最新的重要文献。  

 

 

 

  



主要数据分析工具 
 
• Citespace 陈超美 德雷塞尔大学 （Drexel University）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创造性地把信息可视化技术和科学计量学结合起来，开创了以知识领域为分析单
元的可视化综合性学术与应用领域，把对科学前沿的知识计量和知识管理研究推进到
以知识图谱与知识可视化为辅助决策重要手段的新阶段。 

• Bibexcel 瑞典科学家佩尔松（Persson）开发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软件，用于帮助
用户分析文献数据或者是文本类型格式的数据，实现引文分析，共现分析。Bibexcel
处理的数据来自集成在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上的数据库，包括Web of Science
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 Index数据库和Medline数据库等。实现数据库中数据
的相关知识单元（作者、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做频次分析和排序外，还实现了知识
单元的共现关系矩阵。将产生的共现数据存入excel表格中，借助Ucinet、Netdraw可
视化软件，做进一步的可视化分析。 

• Ucinet工具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 
•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而是由网络

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及结点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于网络中关系的
分析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属性特征，包括网络中的个体属性及网络整体属性，网络个体
属性分析包括：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网络的整体属性分析包括小世界效应，
小团体研究，凝聚子群等。 

 

 

 



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发表的SCI论文 

空气中颗粒物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吸入毒理学》  
2014影响因子2.260 

中国医学科学院 



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发表的SCI论文 

青蒿素  

 
《传病媒介疾病杂志》  

2014影响因子0.806 

华中科技大学 



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发表的SCI论文 

颅内动脉瘤  

 



利用Histcite发表的SCI论文     

全球土壤碳储量  

 

《现代科学》  
2014影响因子0.926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利用Histcite发表的SSCI论文  

人文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农村研究文献  

 

《科学计量学》 

2014影响因子2.18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利用CiteSpace发表的SCI论文    

再生医学趋势  

 

《生物疗法专家评论》  

2014影响因子3.743 



利用CiteSpace发表的SCI论文  
社交媒体支持的知识管理 

 

2014影响因子2.694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利用CiteSpace发表的SCI论文  
地理信息系统 

 

《专业地理学》  

2014影响因子1.500 



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 
文献计量（bibliometric） 
信息计量学 （Informetrics）  
 

• SAGE研究方法与案例  

• SAGE Research Methods and Cases 

•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  

• 研究方法在线收录了700+本书籍，这其中包括所有的社会科学

定量研究方法（QASS，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系列丛书； 

• 6本字，9本百科全书，1本收录了期刊文章的大部头“典藏”； 

• 包括10 万余页的专著、期刊和参考文献，以及720+ 个有关定

性、定量与混合研究方法的主题与词条。 

• “SAGE研究方法案”例集收录了500+个应用研究方法的真实研

究项目。 

 



SAGE研究方法与案例  
SAGE Research Methods and Cases 

 
 

文献计量（biblio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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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于文献，服务出科研 

通过各种形式途径的学科服务实践， 

利用查找文献的优势，导出检索结果， 

运用文献计量学理论方法，分析题录信息，

解读字段数据，萌发灵感， 

形成科研，发表高水平论文。 

 



服务孕育科研 Thomson Data Analyzer 











 



 



 



3、TDA可以帮助发表SCI、SSCI论文吗？ 
 

 



Thomson Data Analyzer 

• TDA是一个具有强大分析功能的文本挖掘软件，可以对

文本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数据挖掘和可视化的全景分析。 

• 是一款基于文本信息的分析和可视化工具 

                            

 

 

 

帮助情报工作者分析竞争情报与技术情报的 

 

智能信息分析工具 

• 发现潜在的市场和研发机会 

• 洞察竞争合作关系，确定合作伙伴 

• 把握科学技术演进动向和投资时机 

• 判别技术领军人才，打造研发团队 

• 制定正确的研发和知识产权战略 



       Thomson Data Analyzer 

TDA 丏有数据文件 

数据导出 

数据导入 

THOMSON DATA ANALYZER ®  智能信息分析丏家 

数据清理 数据规范 数据分析 报告生成 

智能分析报告 

合作分析展现 

领域研究概览 

查阅   分析   交流 

主流商业信息 精选科技文献 

THOMSON 

INNOVATION 

图表 
引证树 

丏利地图 

实用分析工具 海量科技数据 

检    索 

全球丏利数据 其他数据源 

数据导出 

数据导入 

… 



TDA的优势：多来源数据导入 

• 系统默认支持数据库 

• Excel 

• 自定义数据 

Thomson Innovation 

数据导入——有助于全面的分析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TDA的优势：不同数据源的合并 

• 数据集合并： 

• 完全合并多个不同的数据集数据 

 

• 记录集合并： 

• 根据指定字段的匹配规则合并不同记录数据 

• 合并相同数据库不同时间段数据，用于数据追加 

• 将来自不同数据库的数据合并，弥补单一数据库的不足 

• 例如：SCI与DWPI数据合并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TDA的优势：智能的数据清理 

• TDA内置了多种常用的数据清理工具： 

模糊匹配 （Fuzzy Match） 叙词表（Thesaurus） 

• TDA数据清理工具能够帮助情报分析人员： 

• 缩短分析周期，提高分析准确度 

• 更多的丏注于数据分析和情报解读 

数据去重（Duplicates） 数据分组（Grouping） 

数据清理：提高分析效率和准确度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智能的数据清理 – 模糊匹配列表清理工具 
• TDA可自动对丏利权人字段（公司名称）进

行模糊匹配，自动归组，从而为后续的分析

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集合。 

• 公司名称拼写错误或简写 

• 并购，相关控股公司，子公司 

• 其他预置的模糊匹配： 

• 人名匹配 – 发明人/作者数据清理 

• 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转换 

• 通用模糊匹配 

– 丏利详细技术信息数据清理 

– 其他自然语义处理 

如： aeroplanes （美）VS. airplane（英） 

高露洁 

• 人工干预，保证数据清理准确性 

• 保存成叙词表，团队共享，后续使用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智能的数据清理 – DWPI数据自动清理 

• 针对Thomson Innovation导出的包含DWPI信息的丏利数据，TDA预置了DWPI数据自动清理功能，可

以一键清理： 

• 丏利权人 

• 发明人 

• IPC分类 

• 增加DWPI分类说明 

• 添加最新DWPI丏利家族成员信息 

• 添加最早优先权丏利信息 

• 。。。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TDA的优势：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 

一维列表 二维报表 三维分析 

• 一维列表：国家地区分析，优质丏利分析，丏利权人分析等 

• 二维报表：相关性分析（共现矩阵 ，自相关矩阵，互相关矩阵） 

• 三维分析：丏利布局分析，技术演进分析，市场趋势分析等，气泡图 

• 地图呈现：合作关系分析 （Aduna图），国家地区分析（世界地图）等 

地图呈现 

数据分析：快速挖掘信息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 – 一维列表 

根据被引数量（Cited）查找核心丏利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 – 一维列表 

分析丏利国家/地区分布情况 

一键生成相关图表 



Thomson Data Analyzer:一维列表 

 

Fig. 4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published papers related to microalgal 
biosequestration of industrial flue gas 

SCI论文案例 

《应用微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微藻在工业废气的生物固碳应用  

文献类型: Review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 – 二维报表 

利用共现矩阵做丏利权人活跃度分析 

丏利权人国家布局分析 



Thomson Data Analyzer:二维报表 

 

Fig. 3. The 15 most prolific institutions by year using a bubble chart. 
The size of the bubble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articles by institution 

 

SCI论文案例 Chinese energy and fuels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trend: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Volume 58, May 2016, Pages 966-

975 

《再生能源及持续能源评论》  

文献类型: Review  



Thomson Data Analyzer:二维报表 

 Fig. 5.  
Top 30 most 
frequently 
used author 
keywords by 
year using a 
bubble chart. 
The size of 
the bubble 
represents the 
occurrence 
frequencies of 
author 
keywords 

 

SCI论文案例 Chinese energy and fuels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trend: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Volume 58, May 2016, Pages 966-

975 



Thomson Data Analyzer:二维报表 

• Fig. 5Temporal trends in 

frequencies of the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of 

published papers related to 

microalgal biosequestration of 

industrial flue gas from 2006 

微藻在工业废气的生物固碳应用  

SCI论文案例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 – 二维报表 

利用自相关矩阵展示高露洁

研发团队成员的合作关系 

利用互相关矩阵展

示公司间技术研发

的相似程度 



强大的分析功能 – 三维分析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前五名主要丏利权人在

台湾的丏利布局 

前五名主要丏利权人在某

技术领域公开的研发趋势 



Thomson Data Analyzer:三维分析 

• rends i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tents pertaining 

to microalgal biofuel. (C) 

annu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tents in the top 10 

countries/regions in the past 

decade (2006–2015). ∗Europe 

with the exception of France, 

Spain, and Germany.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manuscripts 
related to microalgal biofuel. (C) 

annual number of manuscripts 
published per top 10 countri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2006–2015). 
The data for 2015 in the current and 
following figures and tables shows 
only manuscripts/patents published 

between January 1 and May 28  

SCI论文案例 



 

微藻在工业废气的生物固碳应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三维分析 
SCI论文案例 



 

• 主要专利权人几乎没有专利合

作的情况。 

 

• 专利权人BOEING CO、

AIRBUS DEUT GMBH、US 

SEC OF NAVY、CHEMETALL 

GMBH所代表的的节点之间的

连线粗而且距离近，说明专利

权人的专利在所属技术领域上

相似度较高，可能是潜在的竞

争对手。 

主要专利权人之间的自/互相关地图 
航空航天耐腐蚀领域 



 

SCI论文案例 

微藻在工业废气的生物固碳应用  



SSCI论文案例 

 

Fig. 3. Factor map of DSSCs (based 
on the top 200 terms).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SSCI论文案例 

协作网络和
技术集群  



强大的分析功能 – 地图呈现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一键式地图展现-高露洁在某一领域丏利的国家/地区分布 



强大的分析功能 – 地图呈现 

 

Fig. 11Major River relat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papers records in WoS database 



强大的分析功能 – Aduna图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Aduna图展示高露洁在同行业的合作关系以展示行业竞合态势 



强大的分析功能 – 文本挖掘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 基于TDA特有的文本挖

掘功能，可以对丏利技

术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 

• 左图展示了某一技术领

域最近三年新出现的技

术词汇和最近三年不再

使用的技术词汇，从而

通过词汇的研读可以了

解技术发展趋势和热点 



技术热点聚类-主成分地图（德温特摘要NLP） 

 

Factor Map

Abstract (Derwent): NLP/Phras...
Factors: 10
% Coverage:34% (932)
Top links shown

> 0.75 0 (0)
0.50 - 0.7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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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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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rwent): NLP/Phras...
-0.53 aluminum oxide

-0.45 sodium hydroxide

-0.45 zinc oxide

-0.40 metallic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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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metal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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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epoxy resin

-0.37 titanium dioxide

-0.37 glass fiber

-0.33 reaction product

-0.32 aerospace industry

可视化显示 



缺乏信息分析思路？ 

快速生成报告！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专业的分析框架 

• 基于丏业的分析框架，TDA能够快速生成全方位分析报告： 

• 公司分析报告 

• 公司间比较分析报告 

• 某一领域的技术分析报告 

• 通过分析报告可以快速从多个角度了解： 

• 各目标分析公司的丏利发展情况及内部研发团队成员情况 

• 特定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 

• 核心丏利发明人及其所属公司 

• 潜在的丏利推广对象 

• TDA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地增加和升级各种分析报告，以满足多方位的分析需求 



TDA 

智能的 

数据清理 

丰富的 

内置报表 

专业的 

分析框架 

多样的 

数据源 

专业的分析框架 – 技术分析报告 



TDA信息分析可以帮助您 

•捕捉当前的研究热点 

•洞悉不同国家、机构的研究空白点 

•绘制合作网络图谱 

•把握基金资助的方向和偏好  



Bertrand, JC 

海洋油气领域中高产出作者合作情况 TDA主要图谱形式 



Kvenvolden, KA 

海洋油气领域中高产出作者合作情况 

TDA主要图谱形式 



 

SSCI论文案例 



关键词词簇的潜在联系分析-主成分地图 （中国） 

 

方法、实践、
理论、中国
特色社会主

义 

分层、收入不均、再分
配、市场转型、城市化，

国家社会主义 



显性信息重组：引文网络 合著网络 
 

实例一：中美自动化控制与系统学科的机构合作网络  
         

TDA、 Bibexcel、 Ucinet（Netdraw） 
 

 
隐性信息重组：基于文献的发现 
 

 
实例二：用户创新研究的引文网络  

 Histcite 
用户创新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交叉研究，研究趋势 

 

文献计量工具实例 



    

实例一：中美自动化控制系统研究的机构合作分析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s：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a and USA 

2003-2013 



  

TDA  （共现次数） 

  



  

TDA （相关系数） 

  



  

实例1：中美控制 机构 合作  （根据第一作者机构统计的发文量） 
Tab1.  1st author’s Afflications of China and US （ACS) 

  
China USA 

Rank Afflications(1st) Records R% CR% Rank Afflications 1st Records 
R
% 

CR% 

1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493 7.,09 7.,09 1 Univ Illinois 173 2.,72 2.,72 

2 Harbin Inst Technol 415 5.,97 13.,06 2 Georgia Inst Technol 149 2.,34 5.,06 

3 Huazhong Univ Sci & Technol 272 3.,91 16.,97 3 Univ Michigan 138 2.,17 7.,23 

4 Tsinghua Univ 265 3.,81 20.,78 4 Texas A&M Univ 113 1.,78 9.,01 

5 Zhejiang Univ 232 3.,34 24.,12 5 Univ Calif San Diego 105 1.,65 10.,66 

6 Beihang Univ 215 3.,09 27.,21 6 Univ Calif Santa Barbara 105 1.,65 12.,31 

7 Chinese Acad Sci 175 2.,52 29.,72 7 MIT 101 1.,59 13.,9 

8 Nanjing Univ Aeronaut & Astronaut 166 2.,39 32.,11 8 Univ Calif Berkeley 90 1.,42 15.,32 

9 Beijing Inst Technol 163 2.,34 34.,45 9 Univ Florida 81 1.,27 16.,59 

10 Univ Hong Kong 162 2.,33 36.,78 10 Univ Calif Los Angeles 79 1.,24 17.,83 

11 Northeastern Univ 158 2.,27 39.,06 11 Univ Minnesota 75 1.,18 19.,01 

12 Shandong Univ 143 2.,06 41.,11 12 BR&L Consulting 69 1.,09 20.,1 

13 S China Univ Technol 134 1.,93 43.,04 13 Purdue Univ 69 1.,09 21.,18 

14 City Univ Hong Kong 128 1.,84 44.,88 14 Ohio State Univ 67 1.,05 22.,24 

15 Univ Elect Sci & Technol China 125 1.,8 46.,68 15 Penn State Univ 66 1.,04 23.,27 

16 Hong Kong Polytech Univ 123 1.,77 48.,45 16 Univ Virginia 62 0.,97 24.,25 

17 Xidian Univ 120 1.,73 50.,17 17 Iowa State Univ 58 0.,91 25.,16 

18 Dalian Univ Technol 111 1.,6 51.,77 18 N Carolina State Univ 53 0.,83 25.,99 

19 Southeast Univ 105 1.,51 53.,28 19 Clemson Univ 51 0.,8 26.,8 

20 Tianjin Univ 92 1.,32 54.,6 20 Univ Maryland 51 0.,8 27.,6 

     机构间的不均衡性要大于美国机构间，机构的集中度远远高于美国机构。 



  

中美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比较 

  

中国机构合作网 
（ TDA视图） 



国家层面的合作网

（ TDA） 



  

ACS （ESI高被引论文)USA 135篇 中国96篇 
 

  

美国机构合作网（TDA） 



  

中美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比较 

  

美国机构合作网（TDA） 



    

TDA，经过数据清理后，可以直接得到一些频次数据，
如机构，作者，关键词等；而机构间的合作情况则需
要通过机构共现次数（共现矩阵)，互相关程度(互相
关系数矩阵）描述，及利用TDA的Map功能获得的结构
间合作可视化视图。但是，这些对发表文章而言，显
然不够深入。 
   因此，我们利用Ucinet等社会网络化分析软件进
一步进行国际合作程度分析。通过度中心度 中介中
心度 特征向量中心度来进一步度量哪些是主要的合
作机构（度中心度）？ 哪些是起桥梁 中介作用的合
作机构（中介中心度）？哪些是既是重要桥梁机构，
同时其合作机构也是很重要的机构（特征向量中心
度）。 
   以此为思路，对机构间的国际合作进行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合著机构 合著者网络等 

控制学科高被引论文：中国机构合作网                                                  
美国机构合作网 

SNA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
而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及结点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法通
过对于网络中关系的分析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属性特征，包括网络中的个体属
性及网络整体属性，网络个体属性分析包括：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
网络的整体属性分析包括小世界效应，小团体研究，凝聚子群分析，核心边
缘机构分析等。 



    

控制学科高被引论文：中国机构合作网（ Ucinet Netdraw） 

中国机构合作网 
（ Ucinet Netdraw视图） 



    

控制学科高被引论文：美国机构合作网（Ucinet Netdraw） 



    

控制学科高被引论文：中国人员合作网（ Ucinet Netdraw） 



    

Tab2.  Main overseas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itution-level networks （200 institutions）（Top15） 

USA    
 度中心

度 
 中介中

心度 
 特征向

量值 
China    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
度   

特征向量
值  

Afflication Records Degree Between Eigenvect Afflication Records Degree Between Eigenvect 

Natl Univ Singapore,  Singapore 49 177 130.,3 0.,104 
Nanyang Technol Univ,, 

Singapore 
136 190 107.,86 0.,098 

Chinese Acad Sci, , Peoples R China 127 173 128.,78 0.,101 Natl Univ Singapore 96 184 103.,66 0.,095 

Seoul Natl Univ, , South Korea 84 171 112.,33 0.,102 Univ Calif , USA  22 177 85.,149 0.,093 

City Univ Hong Kong,  Peoples R China 80 170 139.,72 0.,1 Univ Alberta, Canada 64 176 99.,079 0.,092 

Royal Inst Technol,  Sweden 34 166 93.,288 0.,1 Michigan State Univ, USA 21 176 73.,703 0.,093 

Technion Israel Inst Technol, Israel 27 164 111.,6 0.,098 
Australian Natl Univ, 

Australia 
40 175 75.,537 0.,093 

Nanyang Technol Univ, Singapore 48 159 89.,732 0.,096 Brunel Univ, England 63 173 80.,477 0.,092 

Huazhong Univ Sci & Technol,  Peoples 

R China 
25 158 97.,91 0.,093 

Univ Western Sydney, 

Australia 
39 171 69.,366 0.,091 

Southeast Univ, Peoples R China 32 156 103.,95 0.,091 Georgia Inst Technol,  USA 21 169 74.,647 0.,089 

Univ Tokyo, Japan  28 153 84.,975 0.,092 Univ Virginia, USA 39 169 55.,547 0.,091 

Concordia Univ, Canada 44 151 66.,489 0.,093 RMIT Univ, Australia 23 168 68.,57 0.,09 

Zhejiang Univ, Peoples R China 60 147 82.,322 0.,087 Univ Newcastle, Australia  26 166 70.,827 0.,087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Peoples R 

China 
78 146 73.,594 0.,088 Univ Manchester, England  33 161 60.,054 0.,086 

机构cross 

E:/信息重组/信息重组相关数据 图 表
E:/信息重组/信息重组相关数据 图 表


    

实例一：中美自动化控制系统研究的机构合作分析 

      以中美两国各自发文的前200个机构(按所有机构排名)构建了机构
间合作局部网（Top200）。 
   中国机构间的合作网显示，在前200家机构中海外参与的机构有51家，其
中美国的机构有10家；美国机构间的合作网显示海外机构有68家，其中中国
的机构有10家。表 列出了各自前20家海外机构。 
   按照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ity的大小排列。表显示以中国为第一作
者的文献中，按照Degree的大小来看，20家中USA（7家）、Australia（6
家）Singapore（2家）、Canada（1家）、England（3家，包括Wales）、
Taiwan（1家），主要的海外合作机构是Nanyang Technol Univ，
Singapore、Natl Univ Singapore、Univ Alberta，Canada、Australian 
Natl Univ, Australia、Michigan State Univ, USA、Australian Natl 
Univ Australia等，但是按照Between centrality的大小， Univ Alberta, 
Canada 排在了第3；Michigan State Univ, USA 则排在了第9位。而
Michigan State Univ, USA虽然其Between Centrality 73.7 低于 Brunel 
Univ, England （80.48），但其Eigenvect值却略微高于Brunel Univ，说
明Michigan State Univ其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新加坡的Nanyang 
Technol Univ, 和Natl Univ Singapore两所大学在这3个指标中都排名前

列。 



    

实例一：中美自动化控制系统研究的机构合作分析 

美国的主要海外机构合作网中，前20家分别是China（8
家）、Singapore（2家）、Korea（1家），Israel（1家）
Sweden（1家）Japan（1家）Netherlands （1家）Canada
（3家）Australia（1家） Italy（1家）。 
 
按照degree centrality 分别是Natl Univ Singapore, 
Singapore、Chinese Acad Sci、China，Seoul Natl Univ、
South Korea、City Univ Hong Kong, China、Royal Inst 
Technol, Sweden、Technion Israel Inst Technol, 
Israel 等。但按照Between centrality则City Univ Hong 
Kong虽然排在第一，但其Eigenvect值却居于第四，而Natl 
Univ Singapore位居第一 ，表明该所大学具有更强的影响
力与控制力。Chinese Acad Sci,在这三个指标排名中均位
居第三。  



  

•从机构间的合作网来看，两国在该学科的参与研究机构众多，
平均合作机构都接近2个，但均比高被引论文的均合作机构数
（3.135）低。 

•表1表明中国在该学科的研究中，机构间的不均衡性要大于
美国机构间，机构的集中度远远高于美国机构。 

•中美两国的机构合作局部网（Top200）显示中美两国高产机
构间的合作开展不多。也显示新加坡Nanyang Technol Univ, 
和Natl Univ Singapore在两国机构合作网中均具有较强的影
响力。 

•机构间合作网显示的between centrality 和Eigenvect 网
络特性指标 可以了解哪些机构具有影响力，哪些具有更强的
控制力。 

结论： 

实例一：中美自动化控制系统研究的机构合作分析 



Thomson Data Analyzer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  

2014影响因子2.058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Thomson Data Analyzer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  

SSCI收录期刊 



Thomson Data Analyzer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
池 

 



Thomson Data Analyzer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
池 

 



Thomson Data Analyzer协作网络和技术集群 

 

2014影响因子2.058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  



Thomson Data Analyzer协作网络和技术集群  

 



Thomson Data Analyzer协作网络和技术集群 

 



Thomson Data Analyzer协作网络和技术集群 

 



3、SCI、SSCI文献计量论文分析 



文献计量（bibliometric） 
 

 

bibliometric OR Scientometrics OR Informetrics 



SCI、SSCI、A&HCI发表的文献计量论文 

 



经济管理期刊上发表的349篇文献计量论文 

 



计算机期刊上发表的1801篇文献计量论文 

 



环境科学期刊上发表的119篇文献计量论文 

 



综合期刊上发表的179篇文献计量论文 

 



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186篇文献计量论文 

 《自然》 



教育学期刊上发表的84篇文献计量论文 

 



神经科学期刊上发表的66篇文献计量论文 

 



细胞生物学期刊上发表的40篇文献计量论文 

 



化学工程期刊上发表的25篇文献计量论文 

 



文献计量（ bibliometric）在各个学科的应用 

 



文献计量（ bibliometric）ESI高被引论文 

 



文献计量（ bibliometric）ESI高被引论文 

 

ESI 2015.7 



文献计量（ bibliometric）ESI高被引论文 

 

2005-2015 

ESI 2016.3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ESI高被引论文 

《再生能源及持续能源评论》  

全球可再生能源 

影响因子5.901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再生能源及持续能源评论》  

影响因子5.901 

ESI高被引论文 

硼氢化钠作为未来的燃料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影响因子1.861，JCR Q1 

《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志》  

ESI高被引论文 

科学绘图软件工具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斯堪的纳维亚农业学报，B
辑：土壤与植物科学》 

土壤监测研究全球趋势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院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再生能源及持续能源评论》  

替代能源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影响因子5.901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睡眠医学》 

影响因子3.154 

失眠公布分析：有多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完成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肿瘤学纪事》 

影响因子7.04 

药物组合设计
肿瘤学试验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工业生态学杂志》 

影响因子3.227，Q1 

工业生态学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国际生产经济学杂志》 

影响因子2.752，Q1 

绿色供应链管理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供应链管理 

《国际生产研究杂志》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欧洲运筹学杂志》 

影响因子2.358，Q1 

效率测量的轨迹:数据包络分析与随机前沿分析的文献计量分析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欧洲运筹学杂志》 

科学计量学的理论和实践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水文学杂志》 

影响因子3.053，Q1 

二十年的全球地下水研究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院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国际生命圈评估杂志》 

影响因子3.988，Q1 

生命周期评估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专家系统及其应用》 

影响因子2.240，Q1 

十五年灰色系统理论研究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发表的综述论文 

 
《IEEE智能运输系统汇刊》 

影响因子2.377，Q1 

科学测绘智能交通系统 



心理学文献计量研究 

 

题目 



职业生涯文献计量学 



Toward a taxonomy of career studies through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职业行为杂志》 

 

VOSviewe数据分析工具 



Toward a taxonomy of career studies through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Toward a taxonomy of career studies through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人格心理学——文献计量 

 



人格心理学——文献计量 

 



 土壤监测全球趋势  



 
骨科手术  



文献计量学在经济管理学科的应用 

 



碳经济的文献计量 

 

企业和可持续性：测绘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知识背景和结构 

《全球环境变化杂志》  

2012年影响因子5.236 

利用SSCI分析1953-2111年3117篇企业可持
续发展领域论文，在过去的50年中，企业可
持续发展领域已经出现几个主要节点，并发
展成四个不同的概念族谱：企业社会绩效理
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绩效与经济
绩效的辩论，管理争论的绿化。考虑气候变
化中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献至今的管理影
响和后果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per year 1953–2010.  



 

Paper citation network.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ferences to color in this figure legend,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the web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Histcite数据分析工具 



 



利用Histcite发表的SSCI论文 
消费者品牌关系 

 

《商业研究杂志》 

2014影响因子1.480 



利用Histcite发表的SSCI论文 
消费者品牌关系 

 



碳经济的文献计量 

 

评估燃料电池汽车的创新和政策的作用：日本、韩国、中国 

《国际氢能杂志》  

2012年影响因子
3.548 

文献计量和专利分析，罗杰斯的创新
扩散曲线的概念框架内分析燃料电池
汽车技术，三个亚洲主要汽车生产国
采取了特别的创新制度和政策影响了
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产学研 合作 统计数据
来自大学与产业 

共同撰写的研究出版物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刊登的80多篇文献计量论文 

•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

美国 

• ISSN:0040-1625，1958年创刊，全年9期，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SSCI

、EI收录期刊，SSCI 2014年影响因子2.0586，5年影响因子2.634。探讨技

术预测和未来研究的方法学和实践问题。研究社会、环境和科技各要素的相

互关系。供重要行业的计划专家阅读。该刊JCR 2015年SSCI商业学科排名第

31位（115种），Q2（二区）；计划与发展学科排名第6位（55种），Q1（一

区）。 

• 网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401625 

• 编委会：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editorial-board/ 

• 作者指南：http://www.elsevier.com/journal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0040-1625/guide-for-authors 

• 在线投稿：http://ees.elsevier.com/tfs/ 



佐治亚理工学院科技政策评估中心 

• 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 Technol）科技政策评估中心（

Technol Policy & Assessment Ctr）的Alan Porter教授是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技术预测与社

会变革》的副主编，文本挖掘技术用于技术预测与评估的全球领军

人物，论文主要是基于研发文献挖掘的科研项目评价，实际上是文

献计量，实验数据是以SCI数据库，论文全部是科学覆盖地图、研

发网络的跨学科性及其结果的可视化。国内目前和Alan Porter合

作的主要是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 Technol, Sch 

Management & Econ)的Zhu, Donghua（朱东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曾

经在Alan Porter做博士后。  

 



Alan Porter教授发表的文献计量论文 

 



Alan Porter教授发表的文献计量论文 

 

论文影响力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护理机器人：专利和出版分析 

综合文献计量学和技术路线图的方法：中国的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中国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文献计量 



 

服务创新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聚合物电解质燃
料电池-专利-文
献计量 

 



 



太阳能电池 
文献计量 



分布式发电 
文献计量 



 

低碳经济创新研究——文献计量 



 



 



 



Research Policy《研究政策》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 Research Policy《研究政策》荷兰 

• ISSN:0048-7333，1972年创刊，全年12期，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

SSCI、EI收录期刊，SSCI 2014年影响因子3.117、5年影响因子4.257

。刊载科研政策、科研管理和规划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 网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487333 

• 编委会：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research-

policy/editorial-board/ 

• 作者指南：http://www.elsevier.com/journals/research-

policy/0048-7333/guide-for-authors 

• 在线投稿：http://ees.elsevier.com/respol/ 



Research Policy《研究政策》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企业精神 



 



 



 

太阳能——文献计量 



 



 合作者科学网络 



 
科学团队的创造力 



R&D Management《研究与发展管理》 
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 R&D Management《研究与发展管理》英国 

• ISSN: 0033-6807，1970年创刊，全年5期， Wiley-Blackwell出版社

，SSCI、EI收录期刊，SSCI 2012年影响因子1.580。刊载有关研制项

目的确定、规划、组织、评价、投资、技术转让等科研管理方面的文

章。 

• 网址：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67-

9310 

• 作者指南：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67-

9310/homepage/ForAuthors.html 

• 在线投稿：http://mc.manuscriptcentral.com/rndm 



R&D Management《研究与发展管理》 
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Technovation《技术创新》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 Technovation《技术创新》英国 

• ISSN:0166-4972，1981年创刊，全年12期，Elsevier Science

出版社，SCI、SSCI、EI收录期刊，SCI、SSCI 2012年影响因

子3.177，5年影响因子3.449。刊载技术创新及其发展趋势、

新产品开发和投资、老产品转产、企业管理、投资策略、企业

改革与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论述和实例分析、评论文章。 

• 网址：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664972 

• 编委会：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technovation/editoria

l-board/ 

• 作者指南：

http://www.elsevier.com/journals/technovation/0166-

4972/guide-for-authors 

• 在线投稿：http://ees.elsevier.com/technovation/ 



Technovation《技术创新》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技术

分析与战略管理》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 ISSN：0953-7325，1989年创刊，全年10期，Taylor & Francis出

版社，SSCI收录期刊，SSCI 2012年影响因子1.095，  刊载技术及

其潜力与影响的分析与评价，以及相关的方法、手段和应用等方面

的研究论文。涉及技术的限定与分类、技术发展与工业经济分析、

技术政策的发展与战略，以及技术分析在战略管理中的应用等方面

的内容。 

• 网址：  http://www.tandfonline.com/toc/ctas20/current 

• 作者投稿指南：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authorSubmission?journal

Code=ctas20&page=instructions 

• 在线投稿：http://mc.manuscriptcentral.com/ctas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技术

分析与战略管理》刊登的文献计量论文 

 



Research Evaluation《研究评价》  
• ISSN：0958-2029 ，1991年创刊，全年4期，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Research Evaluation 

bibliometric 

Research Evaluation《研究评价》 
SSCI、EI收录期刊，SSCI 2013年影响因子
1.338，5年影响因子1.435。刊载各学科原始
研究论文。该刊JCR 2013年SSCI信息科学与图
书馆学科排名第23位（85种），Q2（二区）。 

 



Research Evaluation《研究评价》 

 



 
研究方法 



追踪论文下载时间数据来考察科学家的工作规律  
• 发现熬夜加班和周末工作已成为科学家群体的工作常态 

• Springer许多期刊首页都有近期下载最多文献的数量统

计, realtime.springer.com是Springer于2010年10月

份发布的一个实时监测平台。该平台以世界地图的形式

在页面上实时展示了世界各地从Springer数据库下载文

献的情况,获得近200万条全球科学家的下载时刻数据    

美、德、中三国科学家的工作时间曲线  

•《信息计量学杂志》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Exploring 
scientists‘ working 
timetable: Do scientists 
often work overtime?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2  卷: 6  期: 4  页: 655-

660  

通过对全球科学家论文下
载内容的监测，就能追踪
某一领域的研究趋势、挖
掘研究热点、探测研究前
沿，进而也使得我们的研

究有了科学预见的意义  

2011年影响因子4.229 

如果科学家正思考某个研究问题，就会从科学文献数据库搜索和下
载科学文献。那么，下载科学文献的行为就能直接反映出科学家正

从事的研究主题  



文章公式数量影响被引用数  

•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人员在2012年 PNAS《

美国国家科学院汇刊》上报告说，他们首次以量

化的方式研究了科研论文中数学公式的数量对读

者的影响。研究人员调查了生物学家们对同行论

文的引用情况，结果发现，文章正文中平均每页

每多一个数学公式，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就会下降

28%。  科学家们撰写论文时
也应更注意表达方式，
在数学公式周围加上
更多的解释性语言，
这样才更有利于交流
科学思想  

科学的发展需要理论和实验的互动，而理论经常要用数学
公式来阐释，如果这种阐释方式让其他科学家望而却步，

不愿再通过实验来进一步验证，这会阻碍科学的进步  

 Heavy use of equations impedes 

communication among biologists ， 
PNAS，2012，
卷: 109  期: 29  页: 11735-11739  



期刊、主题领域和自引对反复引用的影响 

• 加拿大女王大学机械与材料工程系W. B. Lievers 2012年在《信息处理与管理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Volume 48, Issue 6, November 

2012, Pages 1116–1123上发表了 

• Characterizing the frequency of repeated citations: The effects of 

journal, subject area, and self-citation 

• （表征反复引用之频度：期刊、主题领域和自引对反复引用的影响） 

• 非常有趣，作者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对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医学及

生物学这三大学科的9种期刊做了研究。研究发现： 

• 在所有参考文献中，有30%在同一篇文章中被引用了两次以上，有5%

被引用了5次以上，有0.5%被引用了10次以上，对于不同的样本刊物

，对于不同的主题领域，某文献被引用了N次以上的频度f是基本一致

的，自引使f增大。反复被引次数N越大，自引效应越明显。也就是说

，f－N关系是受自引的影响的。 

• 反复引用，指同一篇参考文献在同一篇文章里被多次提及，同一篇文

章中，有的文献只被提及一次，有的被提及三、四十次。这两类文献

的重要性显然有差异。 

• 研究结果有助于人们进行更准确的检索。同一篇文章中，有的文献只

被提及一次，有的被提及三、四十次。这两类文献的重要性显然有差

异，若在检索时能区分两类文献，就可以给检索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冠心病的国际合作研究 

• 左上为：协作度最高作者派系图 

• 右上为：协作度最高机构派系图 

• 左下为：协作度最高和最有效国

家地图 

     1980年以来冠心病研究论文数量持续增加，从1981年的

2436篇到2010年的20741篇，增加了8倍以上。其中 多人合

作的百分比从1989年的87%增加到2010年的93%，最多的

合作涉及2458人；多机构合作从1981年的23%增加到2010

年的56%，其中最多的合作是涉及139个机构；跨国合作从

1981的2%增加到2010年的19%，最多的合作涉及33个国家

。 

• 《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CARDIOLOGY 》(《国际心脏病学

杂志》) 

 

• World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CARDIOLOGY, 2013 卷:163 页

:631-649 

• 科学合作已经成为生物医学

进展的唯一选择，文章通过

研究如合作者、社会网络、

连接成分、小团体、以及中

间性中心的研究，探讨作者

、机构和国家/地区间的合

作增加了冠心病的研究水平

和研究论文。 



 
从个体层面评估副产业活动和高校科研绩效之间的关系 

• 学者的创业精神和科学研究即使在副产业活动极端实现的情况下也是不冲突
的；创业活动和科学研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研究表明，在薪资条件固定不
变的情况下，从事副产业的科研人员要比他们同一领域的研究同事具有更高
的科学生产力、更加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更加灵活的人际关系。 

• 研究结果鼓励从事副产业的科研人员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适当忽视其科研责
任特别是其科研任务，将精力投入到副产业活动中，反而更能给科研活动带
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 大学决策者和管理者应该重视科研人员的副产业活动对本机构科研活动的影
响力，而不是过度担心副产业活动会削弱科研活动的力量。学术型企业家比
正统的学者更加符合目前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学科研活动的需求。 

• 副产业活动和科研活动俩者如何同时开展如何管理如何决策将会是以后研究
的重点问题。 

   《 R&D MANAGEMENT 》《研究与发展管理》  

 

      An individual-level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n-off activities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universities , R&D MANAGEMENT , 2012 卷

:42 期:3 页:225-242 

       左图分别为：不同大学（2001-
2008）副产业数和涉及的相关科学
和工程科研人员数；2001-2008每
年副产业数；学术型企业家的学科
分布；学术型企业家的职称分布；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与衰落：以开源创新革命为例 

• 现代科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需要学者从多个学
科角度进行理解，介于此许多学者认为科学工作需要更加大的
跨度的跨学科。利用具有306种核心刊物和10000多篇参考相关
文献的数据库进行调查，发现科学研究正开始从跨学科转移到
多学科联合研究来解决共同的难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
共同解决新的研究领域的难题，他们将共同发展他们的理解而
不再是紧密集成；“高度参与”模式的跨学科交流(如共同创
作或跨学科出版等)下降速度要快于“低度参与”模式（如跨
学科引文等）；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新研究正从跨学科向多
学科研究转变，多人共同参与解决难题。 

• 左上为为OS文献每年的数
量、右上为三个阶段的合
作者网络、左下为共引网
络第一阶段、右下为共引
网络第二阶段 

     

    《RESEARCH POLICY》 

      （《研究政策》）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case of 
open source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2013 卷: 
42 页: 1138-1151. 



中国心脏病学和心血管学领域的研究合作 
• 在过去20里中国心血管疾病显著恶化，一些关于心脏病和心血管领

域的合作研究文献开始出现，简称为C&C领域。 

• 方法：以2000-2010年CNKI和VJIP数据库发表的关于C&C的文章为研
究对象，采用合作者关系、合词分析、向心性、K-核心、M-slice
等研究方法。 

• 结论：虽然在中国C&C领域合作撰写的论文以及每篇论文作者数逐
年增加，但是合作研究活动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有87位作者和5
个机构进入前1%，但是92.8%的作者属于10-核心及以下；90.93%的
作者主要集中在1-slice、2-slice、3-slice；有63个有凝聚力的
研究小组对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的焦点研究内容进行合作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国际心血管疾
病杂志》) 

 

       The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Chinese 
cardiology and 
cardiovasology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2013 卷: 167 页: 
786-791. 

       左上为地区合作网络；右上
为63个有凝聚力的研究小组
；左下为K-核心分布图；右
下为合作主题的共词地图。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出口到高收入国家：一个
基于文献计量的历史视角 

• 该论文研究了中国大陆正在捕捉来自华人和高收入国家的直接对外投资
；它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采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归纳法，来
研究哪些因素会直接导致外商投资，以及增加中国大陆出口到高收入国
家。 

• 以1980-2010为时间轴，收集367种不同出版物；使用ISI WOS平台和
HistCite1.0软件制作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图（LCS>=5）；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可以阐明出版物、作者和特定主题之间的联系，其重要性可以
通过LCS（本地引文值）和GCS（全球引文值）来表明；从文献计量图可
以得出两个主流：经济改革吸引外商投资和世界出口巨头；外商直接投
资——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导致出口商品的增加价值；同时也出现
了第三个重要结论，外国公司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国大量工业出口。 

       左上为期刊影响排名；左下为
引用地图；右为引用地图——
族群分析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国际商务研究》）  

 

       China Inward FDI and Chinese 
Exports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HIC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Bibliometric Metho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3 卷:6 期: 12 页: 17-30. 



测量作者研究关联性：基于单词、基于主题
和作者共被引方法的比较  
• Measuring author research relatedness: A comparison of 

word-based, topic-based, and author cocitation 

approaches  

用向量空间模型提出了静态和
动态的基于单词的方法，同时
提出了一个基于潜在的狄利克
雷分配作者研究相关性的映射
的基于主题的方法。向量空间
模型是用来定义由某一作者作
品组成的一个作者空间。俩个
基于单词的方法，除去其中俩
位频繁的合作者外，在大部分
文章中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基
于主题的方法产生了最独特的
地图  



文章长度对未来引用次数的影响：医学期刊
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 The Impact of Article Length on the 

Number of Future Citation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General 

Medicine Journals  

• 检索到的引文次数被认为是研究质量和影

响的指标。目标是通过关注文章长度来考

察与出版文章引用次数有关的因素。方法

：2006年第一季度5个主要医学期刊上出

版的论文通过作者和作者附属机构、题目

和摘要的字数、文章长度（打印的页数）

、参考文献数量、研究设计、以及2006年

期刊影响因子（JIF）被分析。结论：发

表在主要医学期刊上的文章样本，除了期

刊影响因子外，文章长度和作者数量也可

以独立地预计引文次数。  



红斑狼疮研究文献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A bibliometric study of 

literature on SLE research in 

PubMed (2002–2011)  

• 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探讨学术

期刊里红斑狼疮研究的发展趋势、

分布规律和研究热点。 



全球纳米摩擦学研究成果（1996-2010）：科
学计量学分析  

• Global Nanotribology Research Output 

(1996–2010):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 利用科学计量学工具在全球层面评估纳米

摩擦学的研究成果。在Scopus数据库里检

索1996-2010年间有关纳米摩擦学的研究记

录；对其合作及引文影响的程度进行检查

；对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机构和刊载量最

多的期刊进行评估；各种可视化工具，如

Sci2工具和Ucinet被使用。作者对关键字

分析的结果表明，分子动力学、微机电系

统、硬盘和类金刚石碳是主要的研究主题

。  



有机农业和生物能源的交叉映射研究——科
学计量学评论  

• Mapping research at the 

intersection of organic 

farming and bioenergy — A 

scientometric review  

• 有机农业(OF)和生物能源(BE)是

主题完全整合还是科学文献的联

合的问题。通过描述科学计量学

措施手段，分析了从汤森路透的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到

的OF和BE相关文献，以便形成这

些研究文献的发展、动力、机构

和分布的深刻见解。得出的结论

是有机农业和生物能源研究努力

可能是有利的和有科学的回报。  



中加干细胞研究合作项目：科学计量学分析  

• Sino-Canadian Collaborations in 

Stem Cell Research: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 中国——加拿大在干细胞领域合作研

究的科学计量学分析。作者使用合作

论文作为协作代表分析了来自Scopus

数据库里2006年到2010年间干细胞研

究出版情况。作者分析显示2006年至

2010年间48%领域的论文全球扩展飞速

。中国目前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客观的基线以便与

未来的研究比较，同时为深入探索干

细胞领域集成电路动力学和起源研究

设置阶段。  



Scopus中的科学家移民 

• Henk F. Moed,M’hamedAisati, Andrew Plume. 于2013年在《

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 (2013) 94:929–942 ）发表

了Studying scientific migration in Scopus.该文指出： 

• 在研究的5个国家中，科学家移民的水平和国际合作的程度呈现

强烈的线性相关性，并且皮尔森系数为0.9 

• 国家之间的语言相似性，在科学家移民中的作用比国际合作中

的作用更大 

• 美国的外向型科学移民的比例比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低  

• 从美国向中国、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科学移民比例比预期

高，但是英国、德国未出现这种情况。 

• „„ 



Scopus中的科学家移民 

表3显示1999-2001年间德国开始自己的
职业生涯已达50300，而在2008-2010年
间，55.6%已经不再活跃；7%在德国之外
活跃，而有36.8%的作者继续在德国活跃。
而英国和美国则分别有10.5%和5.3%的研
究者在国外活跃。 

表4的时序分析显示，2008-2010年间活
跃的研究者，意大利的总人数是150500。
其中，37.5%时在1999年之前开始研究生
涯的；58.6%的研究者是在1999-2010年
间在本国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4.5%在
1999-2010年间在国外开始自己的研究生

涯的，是所研究的国家中最低的。 



左图：5个国家的外向型移民（从本国移
出）情况 

右图：荷兰的内向移民和外向移民对比 



蚯蚓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文献计量 

• Manuel Blouin 等人在《环境管理》（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3) 52:309–320 ）发表文献Balkanized 

Research in Ecological Engineering Revealed by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Earthworm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 该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上对蚯蚓与环境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深

入讨论，指出该研究覆盖了土壤科学、环境科学、农业、生物

技术、应用微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众多主题。然后分别分析了

土地利用、地理起源演化、共生、生物多样性等主题分析了蚯

蚓研究的各种特征（时序变化、国家分布等）。 



蚯蚓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文献计量 

各主题研究文献数量增
长 

各主题研究文献的国别
分布 



中德学术出版和合作研究 

• Ping Zhou, Lutz Bornmann在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2015, 102(2)）上发表了名为 An 

overview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中德

学术出版和合作研究）的论文。 

• 中国或德国的出版物都在迅速增长，但是中国增长

得更快，并在2006年超过德国。 

• 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出版合作也在快速增长。合作对

于双方国家的贡献（即在国家总文献中的占比）不

同：德国的贡献在增长，而因为报纸的爆炸性增长

，合作对于中国的贡献反而下降。 

• 两国在生产更多的高被引论文都取得了进展。无论

是数量上还是高被引论文在全国中所占的份额上，

德国的表现都更好，但是差距在缩小。 

• 这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提高生产力和出版物

的影响力方面都得益于双方的合作。 

 



中德学术出版和合作研究 
• 在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领域，双边合作快速增长。而双边合作的贡献，于德国而言，是在持

续增长，但是对于中国在2009年前都处于波动和下降的情况，2009年后才开始再次增长。在高被引文献

方面，中国略超过德国，而在高被引文献在整个国家的占比方面，德国表现更加出色，但是两国之间的

差距在缓慢的缩小。双方合作可以增加产量和质量（通过引用来度量）。 

• 工程技术是调查的三个学科门类中，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也比其他学科更早的超越德国（2002年）。

双方的合作以指数形式增长。双方合作的贡献的增长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只是拐点年份更早（2002年

）。高被引论文中，双边合作文献有所增加但数量依然很少。双方的合作产生高被引论文的比例较高。 

• 医学和健康科学的文献产出方面，中国发展缓慢，并且仍旧落后于德国。双方的合作，也不如自然科学

和工程技术方面活跃。然而，双边合作在国家文献中的产出对于中国贡献（比重）比德国更大，尽管有

减少的趋势。两国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高被引文献，但是德国的表现更加出色，而且这种差距在增大。

中国在提高前1%的高被引文献在国家总文献中的占比方面没有进步，而德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双边合

作产出的高被引文献很少，增长缓慢。 

 



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际合作研究 

• Xiao Si Niu在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发表的名为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A mixed-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ocial 

process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文章中研究

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国际合

作，该文采用了文献计量分析和

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文献计

量分析表明，两个国家的国际合

作发展迅猛，从1981年的4篇文

章增长到2010年的2040篇。而通

过访谈的结论，来解释这种合作

的动态变化。 

 

上图展现了1995年到2010年间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之间合作出版的前
20个国际伙伴之间的关系。节点代表合作作者的机构所属的国家（地
区）。不同的节点大小显示了不同国家间相关联的合作作者的数量差
异。节点之间的连线描述了合作作者间的实际连接强度(线条的粗细表
示两个节点之间相关的合著论文的异同)。 
近期研究发现这些链接的相对厚度相关性减弱。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
1995至2010年间的合作著作中，前20的合作伙伴占了全部的32%。美国
仍然是首选的国际合作伙伴。和美国合作的1397篇文献组成的网络覆
盖了另外128个结点中的120个。而日本则与另外的108个结点相关联。 



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际合作研究 

• 文献计量学分析显示，中国和澳大

利亚之间协同出版日益增长，而且

这种协作网络是一个比简单的双向

过程更复杂 的网络系统。 

• 访谈分析结果表明这种合作的社会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交换系统。通过

这个过程，科学家和机构能够满足

他们的期望和义务(这与机构的用

人制度和国内研究绩效评价体系有

关)。 

• 出版物是科学家交流的一个元素,

可以加强人际关系 

• 国际合作不单单是知识的交换, 



中英国际合作-食品与农业 
• Ping Zhou ，Yongfeng Zhong ，Meigen Yu在《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 (2013) 97:267–285 ）上发表了文献A bibliometric 

investigation on China–UK collaboration in food and agriculture 

• 该文分析了中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在食品和农业科学的合作发文情

况。并用最新提出的I3指标来度量文献的影响力。 

• 尽管2010年，中国的出版文献总数量下降了，食品和农业科学方面的发文在

持续增长，而国际合作也因为发文的增长而增长。 

• 但是中国国际合作文献的增长速度没有全部文献增长速度快。 

• 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是食品和农业科学领域，中国

研究者合作伙伴排名靠前的国家。 

• 中英合作文献的数量增加了，但是在总文献的比例却在下降。 

• 对中国而言，用和美国、英国、德国合作来代替和日本的合作，可以提高影

响力。而中英合作文献的平均影响力比两国的文献的平均影响力高，国际合

作对双方都有利。 



中英国际合作-食品与农业 

中国1999-2011年间的发文数量和在世界
中的比例变化  

食品和农业领域，中国发文和占比变化 



中英国际合作-食品与农业 

 

食品和 农业领域，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
发文数量及其 在中国总文献中的比例变
化 

 

食品和 农业领域，单独发文和国际合作
的文献的平均力变化 



论文“睡美人”现象 
• 睡美人的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的故事。美丽的公主因女巫的咒语而

昏睡不醒， 成了睡美人。整整一百年后， 英俊的王子路过睡美人的

城堡，一位老大爷向他讲述了睡美人的故事。于是， 王子进入城堡， 

找到了沉睡着的美丽公主， 用他的吻唤醒了睡美人。其实， 在童话

之外的现实世界中， 也存在类似睡美人的现象。 

• 论文在短期内被很多人引用，但有时时候也不尽然，有的论文被引用

的次数很少，有的甚至“零引用”。 

• 还有一种现象，一篇论文在发表初期，甚至在发表后几年、几十年都

引用者寥寥，但之后被引用数量“大爆发”，成为被引用大户。这样

的论文，就叫做“睡美人”论文，这些论文就像沉睡的公主一样，一

旦被唤醒，就不断散发着她诱人的气息。对于这个现象，还有一种更

专业的说法叫做“延迟承认”（Delayed Recognition）。俗话说，书

中自有“颜如玉”，论文中也有“睡美人”。 

 

 



课题选题实例：猪流感 

 

猪流感1931-2014年发文趋势 



猪流感检索结果的分析：出版年 

 

1931年
就有文
献报道
猪流感 



猪流感 1931年论文2014年还被5篇SCI论文引用 

 

4篇中文论文引用1931
年猪流感 论文 

2015年 

2009年以后
开始引用 

一些重大的
科学发现和
成果没有被
当时科学共
同体的其他
成员所接受
而受到忽视；
多年后，这
些成果才被
人们重新发
现。这种现
象被称为

“迟滞承认”
或“延迟承

认”。 

科学睡美人 



中国农业大学的学者引用了1931年猪流感论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学者引用了
1931年猪流感 论文 

 



科学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ies） 
 

• 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科学技术研究中心（Ctr 

Sci & Technol Studies ）的A .van Raan 教授2004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题目是“科学中的睡美人” 。在

这篇论文中他称科学中的迟滞承认为科学中的睡美人（

Sleeping Beauties in Science）现象，借用睡美人童

话把发表后很少引用但若干年后被引却迅速上升的特殊

引文现象命名为“睡美人”（sleeping Beauty）。 



科学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ies） 

 

借用睡美人童话把发表后很少
引用但若干年后被引却迅速上
升的特殊引文现象命名为“睡
美人”（sleeping Beauty） 

明确某些发表后很少被引用（ “沉睡”） 的
论文（ “公主”） 一直要等到被某篇论文
（ “王子”） 引用（“亲吻”） 后才会被大
量引用（“苏醒”），并提出了定量标准——
—“沉睡”期年均被引≤2，“苏醒”后四年内
总被引＞20。 



SCI的发明人Eugene Garfield 博士 

• 荷兰莱顿大学科学家van Raan 并不

是第一个研究科学中迟滞承认现象的

学者，他只是给迟滞承认起了一个形

象而优雅的名字。早在1969 年, 美

国著名情报学家E .Garfield 就为孟

德尔遗传定律的生不逢时和迟滞承认

发出感慨:如果100 年前我们就有“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 孟德尔的工作还会被忽

视吗？ 

    



迟滞承认的神话 

 

Garfield 关于迟滞承认的研
究从上世纪70 年代一直延续
到现在。2004 年, 他与比利
时鲁汶大学的W.Glänzel 合
作发表论文“迟滞承认的神
话” 。这篇论文从SCI 数据
库收录的1980 年发表的45 
万篇论文中找到4 篇迟滞承
认的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后
多年无人理睬, 突然从某一
时刻起收到大量的引文。 



睡美人论文:超弦理论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理
论物理实验室 

《物理学快报，B辑》 



超弦理论睡美人论文 

 

1986年发表，从发表的当年到1994
年一直未被引用，直到1995年一篇
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的论文，
才第一次引用了这篇长久以来无人
问津的论文 



Romans睡美人与Polchinski王子的童话 

 

《物理评论快报》 

第一篇引用“睡美人”论文的“王子”
作者是Polchinski, J也是加州大学
圣巴巴拉分校理论物理实验室，将
Romans睡美人论文给Polchinski的是
Polchinski的同事A.Stominger. 
Stominger就是告诉“王子”睡美人

的故事，并为王子指引城堡的引路
人。 



睡美人沉睡与唤醒的必然性 
———超弦理论的两次革命 

• 超弦理论发展史上有两次革命, 第一次发生在1984 -1986 年, 第

二次始于1995 年。Romans 睡美人发表于第一次超弦理论革命末

期, 沉睡于两次超弦理论革命之间, 唤醒于第二次革命的开端。 

• 唤醒睡美人的王子论文的作者 Polchinski, J 1995 年起他的引

文曲线大幅攀升, 开始了论文被高频引用的时期, 显示了他在第

二次超弦革命中的重要地位。Polchinski 是弦理论界最富独创能

力的人之一, 他的D 膜理论是M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王子

论文是第二次弦理论的重要文献。 

• 睡美人入睡于第一次超弦理论革命的黄昏, 唤醒于超弦理论第二

次革命的清晨。 



论文“睡美人”现象 

 

Braun、Glanzel和Schubert 把
“王子”设定为“公主”沉睡后
第一次引用、被引次数相对较高、
与“公主”共同被引达到一定次
数的论文，依此标准，他们发现
有些“公主”先后被多位“王子”
亲吻，也发现存在一位“王子”
同时亲吻多位“公主”的现象 



论文“睡美人”现象 

 

浙江大学李江和叶鹰合作发现高
品质论文中存在“公主”、“纺
锤”、“王子”同时出现的“全
要素睡美人”( all-elements-
sleeping-beauty) 

这些研究均揭示出“睡美人”
论文往往是具有原创性发现
当时却未被认识、而沉寂若
干年后终被学界肯定的重要
文献 



“睡美人”文献：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 2014年10月3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讨论了史上被引

次数最高的100篇文献。列在第11位的是美国统计学家

Edward Kaplan和Paul Meier发表于1958年第53卷《美

国统计学会会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上的论文，这是一篇典型

的“睡美人”文献。 

• 发表后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引用，直到的20世纪70年代

，由于计算机能力的增强，使得该文介绍的方法——

Kaplan-Meier方法——连非专家都能掌握了。该方法

简洁、易于使用，故引用者众。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点击被
引频次 《美国统计学会会刊》 

1958年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点击了解详细被引情况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338篇高被引论文引用生存分析（ Kaplan-
Meier） “睡美人”文献 

 



中国学者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引用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热点论文引用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90篇中文论文引用生
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80年代才大量引用 

被引论文出版年分析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引用国际用地区 中国学者引用机构 



中山大学42篇论文引用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点击情况名称了解影响因子、
JCR区间 



中山大学42篇论文引用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物理学评论D辑》  

1982年出版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716篇论文引用
该论文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6篇高被引论文
引用该论文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睡美人”论文： Molecular Charmonium New Spectroscopy 

 

《物理评论快报》  

1977年 



“睡美人”论文： Molecular Charmonium New 
Spectroscopy 

 



“睡美人”论文： Molecular Charmonium New 
Spectroscopy 

 



科学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ies） 
• 印第安那大学Alessandro Flammini及其同

事2015年5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发表论文“定义和确定科学中的睡美人”
（Defining and identifying Sleeping 
Beauties in science） ，提出了一个系统
的新方法来寻找科学中的睡美人。这种方法
提取一篇论文的年引用率随时间变化的形状
和幅度特征，基本上，论文引用率如果保持
低而平坦（美人平躺着睡）的时间越长，而
其最终的上升越陡（突然醒来并爬起来），
则这篇论文的美丽系数（beauty 
coefficient）B越高。 

• Philip Wallace在1947年计算单层石墨即石
墨烯的能带结构的论文。这篇论文在沉睡了
56年后于2003年被唤醒，2003年安德烈·盖
姆（Andre 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
发现了如何在实验室制造这种石墨层，并于
2010年因此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便引发了人们对石墨烯的兴趣爆炸式增长
，这种兴趣至今仍未消退 。  

      



共现分析：cooccurence相同或不同类型特征项共现信息定量化分析，以揭示信息内

容关联，特征项所蕴含的寓意。（关键词共现 学科共现 作者共现等） 

共引分析：co-citation两篇文献同时被其他文献引用。共引强度可以测度文献在内

容方面的相关度。（文献共引，著者共引，期刊共引，主题共引等。（聚类分析 多

维尺度分析） 

耦合分析：两篇文献共同引用一篇或多篇文献。（coupled paper 探寻学科知识结构） 

作者耦合„Author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作者文献耦合分析 

引文网络：文献内容的相关性和知识的传递，以文献为节点，文献间的引用关系为边。

（引文网络主路径分析 pajek） 

历时分析：从时期角度   （Citespace） 

突变检测(膨胀词探测）：主要通过考察词频的时间分布，将频次变化率高的词（Ｂ

ｕｒｓｔ Ｔｅｒｍ）从大量的关键词中探测出来，依靠词频的变化趋势，而不仅仅

是频次的高低，进而确定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 

空间分析：Google Earth GoogleMaps  Arcgis pajik等 

网络分析：Ucinet Pajek NWB等 

„„ 

主要文献分析方法 

(Schiebel 2012 参考 Persson 对研究前沿的定义，就认为可以从基于文献耦

合聚类的文献簇中识别研究前沿，引文共被引文献簇中识别知识基础) 



1 共词分析：科学计量学的知识结构 
• Scientometrics (2015) 102:929–955 

• Mapping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scientometrics: a co-word 
analysis of the journal Scientometrics (2005–2010)  (Article)  

• 科学计量学的知识结构：共词分析（2005-2010） 

 

• 摘要 

• 959 full text articles has been studied 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scientometrics in the period 2005–
2010 using text mining and co-word analysis. The trends and 
patterns of scientometrics in the journal Scientometrics were 
revealed by measuring the association strength of selected 
keywords which represent the produced concept and idea in the 
field of scientometrics. All artic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journal Scientometrics through Springerlink (full text database) 
and keywords were added non-parametrically from the LISA 
database and the articles themselves (keywords provided by 
author). Other important keyword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title 
and abstract of the article manually. These keywords are 
standardized using a vocabulary tool. With the objective of 
delineating dynamic changes of the field of scientometrics, the 
period 2005–2010 was studied and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consecutive periods: 2005–2007 and 2008–20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blication has some well-established topics which are 
changing gradually to adopt new themes. 

•  描述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动态变化，2005-2007，2008-2010 两阶段的比较 



C4具有高中心度和高密度，中心度略高于密度，意味着这个聚类不仅内部紧密联系而且与其他聚
类中的关键词广泛联系，处于研究主题的核心，并且趋于成熟； 
C2具有高密度和高中心度，此聚类内部主题联系紧密，其研究主题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C1和C3具有最低的中心度但其密度略高于中心度，意味着其研究主题尚且未成熟； 
C5其中心度高于密度，意味着其研究主题相比C1和C2更具有战略位置。 

2005-2010 总体概况  （多维标度分析MDS） 
C4 owns highest centrality and highest 

density among the whole research networks 

of 

this period. Here, centrality is slightly higher 

to its density, it means this cluster owns not 

only connection within the cluster but also 

owns extensive connection with others 

clusters‟ 

keywords. This event indicates that this 

cluster‟s topics lies in the core of all research 

subject and research subject composed by 

its keywords are tending to mature. C2 

occupies 

the highest density and higher centrality. The 

inner connection in this clusters are intense 

which explains that the research topics has 

capacity to maintain it and to develop over 

course of time. C1 and C3 has lowest 

centrality but its density is slightly higher it 

means its 

topic is immature in comparison to other 

clusters. C5‟s centrality is slighter higher 

than its 

density means its topics are in strategic 

position in comparison to C1 and C2. 



2005-2007，2008-2010 两阶段的主题变化 

多维标度分析 MDS  



2005-2010 具体聚类结构 



2 共引分析：建模与仿真领域 

Document Co-citation Network (DCN),  

 文献共被引网络 

 

• DCN—What are the underlying 

clusters that have high article co-

citation counts 

associated with them? 

• DCN—Which articles are most 

frequently cited by SIMULATION 

authors? 

• DCN—Which are the turning point 

articles? 

 

Cited authors—Author Cocitation 

Network (ACN)   作者共被引引网络 

 

• ACN—Who are the authors that are 

most frequently cited by SIMULATION 

authors? 

• ACN—Who are the turning point 

authors?  

 

Cited journals—Journal Co-citation 

Network (JCN).期刊共被引网络 

 

 JCN—Which journals are highly cited? 



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转折点文献（关键文献） 



作者共被引：关键作者 



期刊共被引：关键期刊 



3 可视化分析：产学研合作 
（Citespace，关键词 期刊共现网络） 



可视化分析：产学研合作 
（Citespace，时期分析） 



4 作者书目耦合分析---来自于中国文献数据库 

• 作者书目耦合 

• 作者耦合强度的三种计算方
法,即简单方法,最小法和联
合法。 

• 在中国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
(LIS)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三
种类型的作者耦合强度算法(
数据源(CSSCI))。结果表明,
最小值计算方法是最合适的
一个作者耦合强度。 

• 作者选择的大样本分析中国
LIS的知识结构。结果表明,
作者文献耦合分析(ABCA) 相
比之下作者cocitation分析
(ACA),ABCA不仅可以更全面
具体地发现学科知识结构，
也能反映研究学科的前沿 



作者文献耦
合分析 



ABCA作者书目耦合 



5 期刊共现 :  期刊聚类分析 

2011年影响因子4.229 



6 场所-作者耦合（VAC）： 

期刊 作者耦合  一种通过作者团体确定学科的新方法  
• 概念化学科分类方法（Conceptualizations）和

操作化学科分类（operationalizations）往往受

到标准分类限制 

• VAC方法通过合著者的文献寻找期刊集群，进而学

科检测. （在IS&LS category of JCR ） 

 



作者 期刊 耦合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IP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ASIS）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CRLib） 

Library Journal （Libj） 



作者 期刊 耦合 

ARIST处在中心位置，
意味其与其他期刊接
近，这也可以解释为
其是这个领域综述评

论性质有关 

MIS聚类并不
紧密 

LS和 IS领域联系紧
密，ARIST是非常重

要的桥接。 
该聚类在期刊
中作者文献间
的相似性上并
不很强，处于

平均水平 

Cluster 1—MIS cluster. 包括9种期刊 涉及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r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等 

Cluster 2—Specialized IS&LS research (specialized) cluster 。涉及specialized topics, 如“ medical research (e.g.,JAMIA, 

JMLA, JHA), law (e.g., Law Library Journal),communication (e.g., JCMC,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publishing (e.g., Learned 

Publishing,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geography (e.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political science (e.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Cluster 3—LS-focused research (LS-focused) cluster. 涉及图书馆实践和服务导向的研究. 

Cluster 4—IS-focused research (IS-focused) cluster ，涉及广泛主题，在IS&LS, metric-related topics (e.g.,Sciencetometrics, 

JInfMetrics, and research Evaluation), information science (e.g., JASIST, ARIST, IPM, JDOC and JIS), and library-related 

research (e.g., Libri, OIR, Program,Interdoc, and CRLIS). 



结论 

 

cluster. 集群内高中心度，但并不与其他期刊有大量合著作者。一种解释是On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result is that the authors in the MIS cluster represent a 

distinct invisible college, separate from the social community in LS-focused 

and IS-focused research and should potentially be reclassified by JCR (this 

suggestion has been made in previous research, e.g., Ni & Ding, 2010). 

 

Specialized IS&LS research (specialized) cluster 。比较分散，无论集群内还是与
其他集群间。这些相对独立的期刊意味着并不是学科的一部分The relative isolation 

of the specialized cluster may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ose journals are not 

part of the discipline, as they do not share a social connectivity either within 

their cluster or between their cluster and other clusters in the JCR category。
或者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represents the dichotonomy between basic and 

applied venues.research (LS-focused) cluster  

 

Overall, this method proved useful for depicting the social groupings of a 

domain, particularly one that retains a large proportion of single-authored 

publications. 
 



7 文献耦合： 利用核心文献 探测新兴主题 
利用Pajek共现网络 



文献耦合： 利用核心文献 探测新兴主题 



8 空间分析：battery research 

• The x, y-position of the objects in the maps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ensity of publications per area  unit   

and an x, y, z—plot to visualize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分布密度 

    书目耦合与共被引分析 

 

• The quantific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the spatial 
density representing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per 
area unit opens a new perspective. Research fronts 
become visible as elevations in a three dimensional 
space. The altitude and thickness of mountains give 
an indication of the activity in a research front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Thickness 
and different peaks in a mountain range show 
thematic subtopics in a broader context such as use 
of different electrode materials.  

• 研究前沿可视化 山峰的高度和厚度 

• 厚度和不同的顶峰显示主题的次第 

 



8 空间分析：battery research 





9 社会网络分析：合著机构 合著者网络等 

控制学科高被引论文：中国机构合作网                                                  
美国机构合作网 

SNA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
而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及结点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法通
过对于网络中关系的分析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属性特征，包括网络中的个体属
性及网络整体属性，网络个体属性分析包括：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
网络的整体属性分析包括小世界效应，小团体研究，凝聚子群分析，核心边
缘机构分析等。 



为什么用英语发表---来自于西班牙学者的动机 



PROXSCAL analysis多维尺度分析 

The graph also shows larger differences 

between motivations to publish in English 

or in Spanish among NE researchers, 

followed by TS and SS, whereas for AH 

researchers, the motivations to publish in 

either 

language were more similar     动机的区别 



因子分析:用英语发表文章的动机 



识别新兴技术演进过程---来自于因特网会议 

按时代顺序的会议主题的变化 （2002-2011） 

在 „Social Networks‟, „Monetization‟ and 

„Semantic Analysis‟ 方面的研究 

 

会议主题反映了未来的展望，包括研究者们期
望在科学团体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文章讨论了内容文献计量分析法在覆盖面、数
据、链接及稳定性等方面的特征。 

 

 

 

促进进一步研究及影响的会议话题的因素 

 

内部因素：学者  纯科学兴趣，context-

intensive science（内容并有一定的经济因素） 

外部因素：纯促进社会福利的很少有持续性 

（如2008年的 ‘Technology for Developing 

Regions‟会议 ） 
 



历年来的会议  与 2011 社会网络会议 相似性 （a 取高相似阈值 ，b 低相似阈值）  虚实线，线的厚度反映链接的紧密性 

 

图b 显示2008年的 社会网络DEC 会议与 2006年的 E-communities 高度相关，而不是2007年的 E-communities 



期刊排名压抑跨学科研究：创新性研究与商业管理的比较 

期刊排名在研究评估上会不利于跨学科研究。 

创新研究机构与UK领先的商业管理学校 间
的比较。 

研究表明 

创新研究机构一贯比学校机构研究更多学科
性； 

学校联盟排名的顶级期刊的学科多样性低于 

低级别的期刊。 

商业管理学校因为其学科专注而获得更有利
的评估。 

引文分析基础的评估挑战期刊排名基础的评
估； 

调查表明那些表面“卓越基础”的期刊排名
显示了系统偏见，单一学科研究。 

这种偏见对评估和资金分配方面产生了消极
的影响，使得研究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屈从于
学科权威。 

 



ISSTI （Edinburgh） 

LBS （London） 





学科共现：众包研究方向网络  多学科性 综合性 

.众包的 学科共现，关键词共现（研究热点） 



  •众创这个词属于新词，那么怎么利用文献来大致了解这个领域的研
究基础呢？与以前提的众包有什么联系呢？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中的共现分析方法，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借助
相关软件对众包的知识基础做些了解。 

•学科基础：学科交叉、开放、协作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学
科共现分析 

 

•知识基础：文献被引频次的高低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献的学术影
响力和经典程度。而文献间的共被引分析，则主要体现了共同被引
的参考文献之间的结构关系，共被引频次和中心性都较高的关键节
点文献组成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 Persson ] 

众包研究基础  

众包是指企业以自由自愿的形式把工作任务外包给非特
定的大众网络用户 



  

研究基础 （学科共现分析） 

计算机科学占54.59%，工程学22.26%，商业经济学占9.36%，
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占2.65%。共现网络中孤立的节点几乎不
存在，表明众包的研究是跨学科与多学科协作性的。 
分析表明目前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是两个最大的研究方向，

它们与其他研究发向间的联系也是最紧密的。这也显示了计
算机和工程学是众包研究的技术基础。 

研究基础(学科基础) 



  

研究基础 （知识基础群，共被引分析） 

研究基础（知识基础群，共被引分析） 



除“  
 

文献共被引分析---知识基础 

Howe J  在线杂志2006年首次提出众包一词 

Tapscott D2006 维基经济学 

Chesbrough 2003 开放式创新 

Von Hippel 的2005 民主化创新 的开放式创
新 



    

实例3：关键词与Wos分类共现 
研究基础/热点/趋势 关键词与Wos分类共现（共现矩阵来自于TDA分析） 



学科共现：众包研究方向网络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crowdsourcing 598 Games with a Purpose 8 

Open innovation 28 Classification 8 

social media 32 online communities 8 

Web 2.0 26 smartphone 8 

citizen science 23 Indoor localization 7 

Human computation 22 Community 7 

mechanical turk 20 crowdfunding 7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17 social computing 7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17 Cloud computing 7 

Innovation 15 Co-creation 7 

social networks 15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6 

Machine learning 13 real-time 6 

Human Factors 13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6 

quality control 11 Big data 6 

Wikipedia 11 Experimentation 6 

Amazon Mechanical Turk 10 Semantics 6 

evaluation 10 Multiple annotators 6 

collaboration 10 Social Networking 6 

Design 9 Performance 6 

wisdom of crowds 9 VGI 6 

Data Quality 9 Surveillance 6 

semantic web 9 transcription 6 

Internet 8 participatory sensing 6 

user-generated content 8 Quality assurance 6 

creativity 8 Disaster management 5 

） 

除“众包”一词本身外，排前10的关键词分别为
开放式创新、社交媒体、web 2.0、公众科学、
人肉计算、AMT（亚马逊的众包平台）、群体智
慧、地理信息贡献、创新、社会网络等。 
关键词分散，频次较低，属于起步发展阶段。 

 



问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