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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最密集的城市化地区，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
地位，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受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热点处于持续演化之
中。为梳理京津冀研究的脉络，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对京津冀研究的文献数量特征、期
刊和学科分布特征、研究机构的网络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不同时段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过
程。研究表明：① 1982 年以来京津冀研究的刊文量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地理学、社
会学、环境学四大学科，其中地理学在刊文量和期刊影响因子方面排在前列；② 位于京津冀区
域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京津冀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机构间的共现网络密度为 0.0063，表明
已经初步形成合作网络，但联系与合作程度依然较低，各领域研究较为独立；③ 京津冀研究经
历了 3 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说明京津冀研究与国家宏观政策的
联系十分紧密。2006 年以来形成了京津冀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空间结构与协调发展
对策、PM2.5 与大气环境 3 个主要的研究方向。雄安新区、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碳排放等成为新
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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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方
法研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并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
结构、特征和规律的一门学科[1]。随着 CiteSpace 等以引文分析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为
基础的分析软件的兴起，文献计量学常常与知识图谱分析技术一起被用来预测学科或研
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探究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挖掘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2-5]，对研
究领域的学者做出评价[6]，或从某些关键期刊的刊文情况分析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趋势[7-9]。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最密集的城市化地区。2017
年京津冀地区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2.3%，却集中了全国 8.1%的人口和 9.7%的地区生产
总值。2015 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
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以此为标志，经济学、社
会学、生态学、地理学等都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运用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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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大量研究，学术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由于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对京津冀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的期刊文献可以追溯到 1982 年[10]。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者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关注点一直处于变化和调整之中，因此有
必要厘清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以及热点之间的网络联系，更深刻地理解各学科关于京津
冀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研究现状。
对某一区域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不罕见。彭乃珠等以“Web of Science”数据
库为资料来源，对 1900-2012 年长江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国家、机构、作者、期刊、学
科、关键词等进行统计，分析国内外长江研究文献的主要脉络[11]；胡小飞等对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 数据库中 1998-2015 年长
江经济带研究文献发文量、期刊、作者、机构等数据进行统计，利用 CiteSpace 绘制知识
图谱，对长江经济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进行深入探讨[12]；詹国辉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来源
对京津冀研究的文献来源、发表年度、资助基金、作者及机构、高被引论文等进行数据
统计和分析[13]；魏进平等通过检索 2006-2014 年间篇名为“京津冀”的文献，对作者的合
著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京津冀研究热点进行了论述与展望[14]。但这些文献并未对京津冀
研究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网络关系分析。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知识图
谱可视化技术对京津冀研究 1982-2017 年间的文献进行了整理统计和数据挖掘，通过对研
究前沿和热点的追踪，揭示京津冀研究的轨迹、特征和规律，这将有助于学者更好地把
握京津冀研究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数据收集和整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国知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学术期
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学术期刊 8456 种，全文文献总量 5000 万篇。综合考虑文献的质
量、数量和覆盖范围，本文在中国知网期刊检索中设置检索条件为“篇名或摘要或关键
词中含京津冀”、时间截止到 2017 年、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科学
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来源期刊、工程索引 （The Engineering Index,
EI） 来源期刊”，共检索到 4119 条记录，最早的记录出现在 1982 年。由于核心期刊与
CSSCI 来源期刊、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存在部分重叠现象，因此需要对文献数据
进行去重。此外，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1992 年才正式出版，所以 1992 年
之前的核心期刊数据用全部期刊文献数据替代。综上，本文分析的对象包括 1992 年以前
的全部期刊文献和 1992 年以后的“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
刊”文献两个部分，经去重后共计 3512 篇。
2.2 研究方法
2.2.1 知识图谱分析 本文借助 CiteSpace 计量工具进行知识图谱分析。CiteSpace 是美籍
华裔学者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科学文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可通过对
关键词、主题、作者、机构、被引文献、被引作者、被引期刊等学科信息的抽取和分
析，挖掘其隐含信息并借助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呈现相关信息和信息实体间的相互关
联，通过相关信息的汇聚情况，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
向，了解和预测研究热点、前沿、交叉学科和未知领域，全面揭示该领域科学知识的发
展状况，在情报学、图书馆学、信息与知识传播、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应用日
益普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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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等功能对不同时期京津冀研究的热点
和前沿问题进行探讨。关键词是作者学术思想及学术观点的凝炼，也是文献收录和索引
的重要标识[16]。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域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词的集合可以
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
等[17]。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揭示和研究关注点之间网络关系的重要方法之一。某一研究领
域文献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和强度，是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的重要依据[18]。
论文关键词共现关系图可用于分析研究领域内的关键词共现关系。在该类图中，每
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如果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则这两个节点之间就存
在一条边 （连线），边的权重等于两个关键词共现的次数。据此一组文献中的关键词共现
关系就形成了以关键词为节点，以共现关系为边的网络图。其中节点半径大小代表关键
词的词频 （即包含该关键词的文献数量），节点以树的年轮形式表示该关键词在不同时段
的演化规律。其中每一圈年轮的宽窄代表某一年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年轮从里到外代
表时间从远到近。节点的某一圈呈现红色代表该节点在某一时段爆发或者剧增
（Burst），表明该时间区间内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突然变化 （激增），处于研究的前沿[19]。
如果节点外包围有紫色的圆圈，表示该节点具有较高的中心度 （Betweenness Centrality，
中介中心度），表明该节点在聚类网络中的连接能力，并且通常中心度高的点是连接 2 个
不同聚类路径的桥梁，体现这类词在某个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多个关键词通过边相连
并且聚集在一起，结合中介中心性、频次等指标能够较直观地呈现研究的重要关键词所
在，为明确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提供依据[20]。
2.2.2 自然断裂点分级法 “自然断裂点”分级法是基于数据固有特征的自然分组，将对
分类间隔加以识别，可对相似值进行最恰当的分组，并可使各个类之间的差异最大化。
运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法时，要素将被划分为多个类，并在数据值差异相对较大的位
置处设置类边界。利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法按各年份文献数量将京津冀研究划分为 3 个阶
段，分别是波动增长阶段 （1982-2005 年）、快速增长阶段 （2006-2013 年）、剧烈增长阶
段 （2014-2017 年）。
“自然断裂点”划分结果与重大事件具有高度的重叠性。1982 年，国家开展了大规
模国土规划，部署了多个地区的国土整治和规划工作，其中就包括京津唐地区，在胡序
威先生和陆大道先生的带领下，开展了京津唐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的综合研究[21-22]。京津冀
都市圈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两个试点区域之一，在此期间研究人员对京津冀区域的
关注程度逐渐增强，因此 2006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召开座谈会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此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
立，统筹指导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有关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
究呈现“井喷式”增长。因此，2014 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3 特征分析
3.1 文献数量特征分析
年度发表文献的数量及变化趋势在总体上反映了该领域的重要性和受关注的程度。
从总体趋势看，1982-2003 年京津冀研究的文献数量一直有升有降。1985 年天津市提出了
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作为核心地区和龙头地带，有关京津冀地区的研究相应增加。从
1991 年开始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研讨会使京津冀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有一个短暂
的高产期。21 世纪初吴良镛先生主持的“京津冀 （大北京地区） 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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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2017 年京津冀研究发文数量

Fig. 1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search from 1982 to 2017

究”也为京津冀研究注入了活力。2003 年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中“统筹区域发
展”的战略思想促进了京津冀研究，此后有关京津冀研究开始稳步递增。尤其是 2005 年
国家提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十一五”规划重点之一，京津冀研究的刊文量一度
保持很高的增长率。2011-2013 年，京津冀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变缓，同时中国区域协调
发展领域的文献量也呈现下降趋势[18]。2014 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京津冀
研究的文献数量呈现剧烈增长的趋势。2014-2017 年刊文量达到 2515 篇，占样本文献总
量的 71.6%。其中，2014 年的刊文量比 2013 年增长了 148.5%，2014-2017 年刊文量年均
增长率达到 66.4%，京津冀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划分的 3 个阶段刊文情况看：1982-2005 年年均刊文 6 篇，20062013 年年均刊文 105 篇，2014-2017 年年均刊文 628 篇。京津冀研究的刊文量越来越多，
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京津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策导向的影响较深，具有很强的
政策趋向性。同时，也与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有关。
3.2 期刊和学科特征分析
分析研究成果的来源期刊分布情况，可以为该领域文献搜集和前期知识积累提供方
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根据统计，京津冀研究的 3512 篇样
本论文分别发表在 634 个期刊上。从期刊刊文数量看，对京津冀研究较多的学科包括经
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学等。1982 年至今，刊文量最大的是 《商业经济研究》、
《经济研究参考》 和 《经济与管理》，均是以经济管理为研究主题的期刊，刊文数量分别
为 138 篇、86 篇和 81 篇。其他刊文量较大的是 《人民论坛》《经济地理》《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 等政论、地理、环境主题期刊。综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
刊的学科分类，刊文量最大的前 20 个期刊大致可以分为 4 个学科大类：经济学、社会
学、地理学、环境学，其中经济学期刊最多，共 7 种，平均影响因子 1.4，共计发文 489
篇；地学类期刊 6 种，平均影响因子 3.8，共计发文 241 篇；环境学期刊 4 种，平均影响
因子 2.7，共计发文 156 篇；社会学期刊 3 种，平均影响因子 0.5，共计发文 188 篇。京津
冀研究大量发表于经济类期刊，一定程度上表明这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发表期
刊的影响因子不高，说明尚未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地理学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
普遍较高，《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经济地理》 等都是地理学中经典
而权威的期刊，涵盖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由此可见，京津冀研究也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
问题，并且文献质量普遍较高，各分支学科对京津冀研究都比较重视，尤其是经济地理
学，对京津冀研究在地理学领域中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地理学报》 是前 20 个
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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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构特征分析
在 CiteSpace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
设为“1982-2017”，“time slice”设为
1，“node type” 选 择 “institution”，
topN = 30，仅使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
量排在前 30 的机构显示在生成的图谱
中，以简化网络。
从高产机构和发文情况看，发表
论 文 数 量 在 10 篇 以 上 的 机 构 共 34
家，发表论文数量共 946 篇，占样本
论文总量的 27%。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刊
文量最高，具有较高的中心度，位于
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发表文献
数量分别达到 125 篇、71 篇；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燕山大学经济管理
注：A：经济学期刊，B：地理学期刊，
学院、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C：环境学期刊，D：社会学期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
图 2 京津冀研究成果来源期刊分布图
理学院等机构的发文量也较高，这些
Fig. 2 Journal distribution ma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search
机构在 CiteSpace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中
的字体和节点半径都较大，是京津冀研究的代表性机构。同时，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
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是连接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一个关键
节点，具有较大的节点半径和连接线宽度，是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内有关京津冀研究
的主体力量。

图3

京津冀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 3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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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图谱看，位于京津冀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京津冀研究的主要力量。同
时，在前 20 家高产机构中，北京地区有 13 家，河北和天津仅有 4 家和 3 家，地域分布不
平衡客观上也限制了京津冀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从研究机构共现网络结构图谱看，
有 196 个节点，121 条连线，研究机构共现网络的密度为 0.0063，表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
间初步形成合作网络，但联系与合作程度依然较低，各领域研究较为独立。

4 研究热点的演化
4.1 波动增长阶段（1982-2005 年）
首先，利用 CiteSpace 对 1982-2005 年京津冀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选择节
点类型 （Node Types） =“Keyword”、时间切片 （Time Slicing） =“1982-2005”，本阶段
的时间跨度较大且各年文献数量较少，设置“Years Per Slice = 2”，以提高知识图谱在时
区 上 的 区 分 度 。 将 “Selection Criteria” 赋 值 为 “TopN = 50”， 通 过 寻 径 网 络 算 法
（Pathfinder） 和修剪切片网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对本阶段文献进行热点演进分
析，得到京津冀研究热点演进的时区知识图谱 （图 4）。1982-2005 年京津冀研究出现频率
较高的关键词 （出现频率大于 3 次） 有京津冀、京津冀地区、河北、经济、天津、闪
电、井水位、地震、经济圈等。长三角、北京、环渤海、辽东半岛、直辖市、珠三角、
山东半岛、比较优势等也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关键词，具有较高的中心性。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到 2006 年以前，“京津冀”在论文中通常都是单纯作为地区的
简称，有时是和河南、山西、辽宁等省份一起出现，简称京津冀豫、京津冀晋、京津冀
辽等。在这一阶段，中国区域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京津冀研究的主题变化也非常明
显，结合时区知识图谱可将京津冀研究热点演进归纳为临震异常现象—气象过程—环渤
海地区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京津冀都市圈。20 世纪 80 年代京津冀研究主要集中在地
质、气象、水资源等领域，并且文献数量持续增加。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1985 年由中
国近代史专家李文海教授带头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课题组”，开启了中国近代灾荒史的

图 4 1982-2005 年京津冀研究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Fig. 4 Key words timezone knowledge ma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search from 1982 t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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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论及全国范围或区域范围的震灾状况、救灾措施、震灾特点等，有关地震的
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23]。京津冀地区作为受唐山大地震影响的核心区域，1985 年以后
关于临震异常、井水位等震灾研究在京津冀研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出现。在大气科学的实
践与研究中，京津冀一直是用来代指北京、天津、河北区域，是气象学常用的专指名
词，所以大气科学在京津冀研究中一直都有一席之地。1985 年气象科学研究院建立了京
津冀地区“危害性天气监测和超短期预报试验中心”[24]，所以关于大暴雨过程、中小尺
度系统等气象学研究主题在本阶段京津冀研究中占据较大比重。1986 年许树立提出关于
京津冀地区横向经济联合的设想 [25]，1988 年开始有学者关注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发展 [26]。
20 世纪 90 年代环渤海经济圈的提出和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研讨会的召开推动了学者们对
区域经济、产业、交通和城市建设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18]。进入 21 世纪，在经济全
球化不断发展、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一体化建
设、区域城市发展、区域规划的研究也越来越多。2000 年吴良镛先生的 《京津冀北城乡
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对京津冀地区城镇体系的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城乡空间发
展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探究[27]。此后，众多学者就京津冀城市发展问题或产业经济问题进
行了讨论。党安荣、毛其智等借助地理信息系统 （GIS） 研究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并提
出北京未来的空间发展应向东南的廊坊市、天津市展开[28]。陆军通过分析京津冀城市经
济区域空间扩散的历史演变及现实形态的空间运动，对经济系统空间扩散的一般规律进
行诠释[29]。河北经贸大学戴宏伟、陈永国等学者依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京津冀地区的
产业结构优化与错位发展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到产业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是
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的共识[30-31]。综上可见，本阶段的研究热
点演进过程与京津冀地区的社会需求、国家政策导向比较符合，是相关领域工作者立足
实际、逐渐丰富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体现。
4.2 快速增长阶段（2006-2013 年）
2006-2013 年，京津冀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增长阶段。2006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继续
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列为重要抓
手 ， 研 究 人 员 对 京 津 冀 区 域 的 关 注 逐 渐 增 多 。 在 CiteSpace 中 选 择 节 点 类 型 （Node
Types） =“Keyword”、时间切片 （Time Slicing） =“2006-2013”，本阶段的时间跨度较
小，故将“Years Per Slice”设为 1。将“Selection Criteria”赋值为“Top N = 50”，勾选
寻径网络算法 （Pathfinder），本阶段文献数量较多，网络结构较为复杂，为了简化网络
并突出其重要的结构特征，勾选修剪合并网络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从论文关键词共现关系图看，2006-2013 年京津冀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构比较紧凑，学
者们对京津冀研究的关注点分布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战略、区域合作、经济增长、区域旅游、人口流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阶段京津冀
研究热点集中在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地区、城市群、中国、区域经济、对策、河北、
滨海新区、产业结构、区域合作、PM2.5 等 （图 5）。本阶段关键词中“区域”的词频非常
高，包括区域经济、京津冀区域、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合作、区域旅
游、区域发展等，这与相关政策中对“区域”概念的强调具有一定关系。
通过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方向和知识图谱中的关键词分布，本阶段京津冀研究可
以分为以下 3 个主题：
（1） 京津冀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应关键词包括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
业结构、北京、河北、滨海新区、产业、服务业等。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从经济和产
业层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分工、产业链、区域间经济联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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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3 年京津冀研究关键词共现关系图

Fig. 5 Key words co-occurrence relationshi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search from 2006 to 2013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合理推动产业转移，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价值链，推动区域和
谐共赢。本阶段高被引论文 Top50 中，有 12 篇对本主题进行了探讨，一些作者的观点产
生了较大影响力，如祝尔娟论述了在一体化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内实现产业集聚、扩
散、整合、链接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性，认为京津冀三地推进区域产业合作、
加快产业升级具有强劲的驱动力与现实基础[32]；吴群刚等认为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核心问
题在于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实现产业与人口的有机衔接[33]；孙久文等从经济联系的角
度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合作途径进行了探究[34]；邢子政等认为京津冀区域的产
业同构现象并不严重，应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立跨省市产业链，形成相关产品配套
协作网络，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35]；王海涛等通过对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定量预
测，发现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正朝着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演进[36]。
（2） 区域空间结构与协调发展对策。关键词包括区域经济、城市群、对策、空间结
构、空间格局、都市圈、引力模型等，旨在对京津冀区域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与长三
角、珠三角等地区进行对比，同时结合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科学合
理地构建城市群空间结构。本主题在高被引论文 Top50 中有很多体现：如陈红霞等以京
津冀区域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从点、线、网络、域面四个基本空间要素入手，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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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区域竞争力的空间整合规律[37]；武剑等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对京
津冀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的格局和演变进行了分析，说明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错位是导致
目前京津冀空间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38]；孙铁山等从人口集聚与扩散方面对区域
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进行诠释[39]；马国霞等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探讨京津冀都市
圈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40]。
（3） PM2.5 与大气环境。关键词包括 PM2.5、O3、SO2、NOx、雾霾等。本阶段，京津冀
大气污染事件越来越频繁，人们对 PM2.5 （细颗粒物） 的关注也越来越高。2013 年 12 月中
国中东部严重雾霾事件几乎波及了京津冀在内的整个中东部地区，“雾霾”也成为当年的
年度关键词。高被引论文 Top50 中，有 6 篇论文对京津冀的空气污染现象进行了讨论。赵
普生等利用京津冀区域内 107 个地面站的气象资料，对霾天气的时间和空间特征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41]；穆泉等分析了 2013 年大面积雾霾事件的直接社会经济损失[42]。这两篇论
文的引用量都在 170 次以上，具有较广泛的影响。
其他研究主题还包括土地利用、区域交通网络、环京津贫困带等。高被引论文
Top50 中，刘辉等利用 O-D 矩阵和引力场模型，分析京津冀都市圈在不同交通模式下可
达性的差异性及都市圈城市经济相互作用的外向和内向集中程度等[43]；王玫等分析了环
京津贫困带生态建设制约因素，并提出生态发展的对策建议[44]。
4.3 剧烈增长阶段（2014-2017 年）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出台后，京津冀研究进入剧烈增长阶段。在 CiteSpace 中
依 次 选 择 节 点 类 型 （Node Types） =“Keyword”、 时 间 切 片 （Time Slicing） =“20142017”和“Years Per Slice 1”，并将“Selection Criteria”赋值为“Top N = 50”，本阶段
文献数量非常多，网络结构复杂，故勾选寻径网络算法 （Pathfinder） 和修剪合并网络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形成和修订知识图谱。为使知识图谱结构更加清晰，将频
次最大的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三词在图谱中略去，得到本阶段关键词共
现知识图谱 （图 6）。2014-2017 年，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纲要、城市群、新型城镇化、
PM2.5、雾霾、中国、空间格局、城市化、长三角等词具有较高的中心性。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2014-2017 年与上一阶段的研究主题和方向基本相同，围绕空气
污染、区域经济、城市群、空间格局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由于 2013 年、2014
年京津冀地区雾霾现象较之前更为明显，空气污染情况加剧，导致关于雾霾、PM2.5、环
境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较上一阶段更多。高被引论文 Top50 中，有 27 篇论文与雾霾、
PM2.5、大气污染与治理相关，是本阶段最主要的研究主题之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环境问题对京津冀研究主题的变化影响很大。马丽梅等发现污染水平与能源结构和
产业结构的变动相关，产业转移加深了地区间经济与污染的空间联动性，提出减少劣质
煤的使用是短期内治理雾霾较有效的途径[45]。王跃思等分析了 2013 年 1 月重霾污染事件
在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形成机制，对未来大气污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46]。王自发等对
灰霾天气下 PM2.5 的时空分布特征、传输规律和防控力度进行了评估[47]。同时，受区域政
策的影响，本阶段还对协同发展、协同治理、协同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48-50]。薄文
广等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挑战与困境，认为三地产业结构的差异、不平等的政治和
经济地位、相关制度设计和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三者共输”[48]。2017 年，雄安新区
成为京津冀研究的一个关键节点。作为 2017 年新出台的一项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
新区虽然在高被引论文中没有相关体现，但在知识图谱中表现出很高的爆发性。刘瑞深
入讨论了建设雄安新区的根本战略意图，叶振宇对雄安新区和京津冀的联系和合作途径
进行了分析[51-52]。由此可见，有关京津冀研究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大，具有很强的趋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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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年京津冀研究关键词共现关系图

Fig. 6 Key words co-occurrence relationshi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search from 2014 to 2017

通过观察节点外形成的年轮圈颜色，2017 年京津冀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主要包括：雄安新
区、影响因素、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碳排放等。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对京津冀研究的文献数量分布、期刊和学科分布、机构
分布等进行了数据挖据和统计分析，将 1982 年以来的京津冀研究划分为 3 个阶段，梳理
各时段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 1982 年以来，学者们对京津冀研究的刊文量越来越多，京津冀研究受关注的程
度越来越高。2014 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京津冀研究文献数量呈现“井喷
式”增长趋势。国家决策、现实需求、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促进，推动了京津冀
研究的蓬勃发展。
（2） 京津冀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环境学四类学科，其中地理
学在京津冀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京津冀研究文献分布最多的学科是经济学，但发表期
刊的影响因子不高；而京津冀研究在地理学中的文献质量普遍较高，尤其是经济地理
学，对京津冀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3） 从京津冀研究高产机构及其发文情况看，位于京津冀区域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是京津冀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刊文量最高，位于
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研究机构共现网络的密度为 0.0063，表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
间已经初步形成合作网络，但联系与合作程度依然较低，各领域研究较为独立。
（4） 从发展阶段看：1982-2005 年京津冀、地区经济、京津冀地区、短时预报、区域
经济、大暴雨过程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研究热点演进过程为临震异常现象—气象过
程—环渤海地区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研究热点演进过程与京
津冀地区的社会需求、国家政策导向相吻合。2006-2013 年主要关键词包括京津冀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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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京津冀地区、城市群、中国、区域经济、对策、河北、滨海新区、产业结构、区域
合作、PM2.5 等，关键词中“区域”的词频非常高；本阶段京津冀研究可以大致分为 3 个
主题：京津冀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空间结构与协调发展对策、PM2.5 与大气环
境，其他研究主题还包括土地利用、区域交通网络、环京津贫困带等。2014-2017 年具有
较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有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纲要、城市群、新型城镇化、PM2.5、雾霾、
中国、空间格局、城市化、长三角等，关键词中“协同”的词频非常高，研究方向与
2006-2013 年变化不大，对雾霾、PM2.5、环境等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高被引文献
Top50 中有超过一半的论文关注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此外，2017 年京津冀研究
热点与前沿还包括雄安新区、影响因素、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碳排放等。
1982 年以来，京津冀研究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出
台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京津冀研究中。京津冀的发展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
题，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环境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本文在进行京津冀研
究热点与主题分析时，并未对不同学科进行分类讨论，这使得文章虽然能够采百家之
长，但又略显主题繁多，对每个研究热点只能分析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和被引频次最
高的文章，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脉络和重点探讨不够深入，未来将针对某一学科或某一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加强对外文文献的关注和研究热点的形成机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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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Beijing-Tianjin-Hebei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CiteSpace method
SUN Wei1, 2, MAO Lingxiao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hich is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are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roused great concern from
scholars.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macro polici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in continuous
evolution. In order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network links
between research hotspots, and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fields,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scholar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bibliometrics and knowledge
map visualized technology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 and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the co- occurrence network structur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ir evolution are
summarized as well. In addition, we take the research paper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n
the collection of core journals, CSSCI, EI source journals and SCI source journals in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study is increasing, mainly in the
four majors of economics, geography, soc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with geography
ranking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volume of papers and journal impact factors; (2)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located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are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co- occurrence network density is 0.0063, indicating that a cooperative
network has initially been formed among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but the degree of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3) The study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t different stages ha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explaining that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study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national macro policies. Since 2006,
three major research directions have been formed: Beijing- Tianjin- Hebei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well as PM2.5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Xiong'an new district, urban agglomeration, new
urbaniz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have become new research hotspots.
Key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ibliometrics; CiteSpace method; research hotsp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