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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献引文计量学分析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能对文献进行可视化网络图谱绘制和分析。选用近十年中

国知网数据库中“大运河”为主题，被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ＥＩ收录的７５０余篇研究型文献，综合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统计学等方法，对文献分布、主题热点和前沿趋势等进行分析。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河研究的

热点与前沿问题主要集中在文化传承和文旅融合等方面，研究多为宏观理论层面，微观实证研究相对较

少，且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强。大运河主题研究趋势分析，对精准大运河研究方向和领域、增强研究

的社会价值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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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在工程与文化史上的伟大成

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作为历史上联系

中国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发挥着促进运河

沿线以及更广阔地域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功

能，是民族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因此，大运河一直

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近年来，大运河的

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２０１４年，中国大运河项

目在卡塔尔多哈第３８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

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批示指示；２０１９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并且在同年发布了《长城、大

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２０２０年，《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由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部门联合印发；２０２１

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大运河文化

自然遗产保护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指导文

件相继出台。［１］在这个过程中，更多行业的专家、学

者投入到了大运河的研究工作中，研究成果逐年增

多，但是在诸多文献中缺少对大运河国内研究现状

热点和前沿趋势的系统梳理以及基于文献大数据计

量软件开展的可视化科学分析。基于上述研究现

状，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配合其他文献引文计量学、可视

化科研软件，绘制大运河国内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大运河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学科领域与机构分布、

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等，为大运河领域后续有关研

究方向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以国内“大运河”为主题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全文数据库。在文献检

索中，为了保证全面、可靠地反映研究文献的基本情

况，对检索条件进行了相应设定。首先使用主题检

索，检索主题设定为“大运河”，在总库中检索出１．１７

万篇文献。选择“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文献量为

５９６８篇。发表年度选择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共找到

４１６５条文献结果。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中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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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ＥＩ”，并且对非研究型文

献进行筛选、剔除后，最终共获得７５３篇有效文献

（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本研究使用ＣＮＫＩ可视化分析工具和文献引文

计量学分析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在中国知网获取的文

献数据进行分析。ＣＮＫＩ可视化分析工具是中国知

网开发的文献检索结果可视化分析工具，可通过“导

出与分析———可视化分析———已选结果分析”或者

“全部检索结果分析”等步骤，启动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现在国内外较为流行的一款引文

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基于ＪＡＶＡ技术，可以将

知识结构、规律以及分布情况等以可视化的方式进

行程序化分析呈现，构建知识图谱，并且以此展现知

识研究领域的关键热点、进展前沿等情况。［２３］在分

析过程中重点关注发文量总体趋势、学科分布、机构

分布，就文献科学知识的宏观结构与时间线发展方

向等构建知识图谱，探索大运河国内研究的热点及

前沿趋势。

二、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计

量可视化与知识图谱分析

（一）大运河国内研究的发文量总体趋势分析

每年发布文献总体数量是衡定研究热度水平和

趋势发展的关键指标。绘制大运河国内研究发文量

年度总体趋势分析图，便于对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

趋势进行跟踪和动态分析，有利于开展大运河国内

研究的知识波动性预测。图１是使用ＣＮＫＩ可视化

分析工具绘制的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发文

量年度总体趋势分析图。通过ＣＮＫＩ可视化分析能

够看出，近１０年左右，大运河国内研究的发展大致

经历了２个主要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这一阶段，大

运河研究发展平稳，年平均发文量在４５篇左右，其

中２０１４年发文量最高，有５４篇，在该年，中国大运

河项目成功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４］从２０１９年

开始，大运河研究开始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发文量

由２０１８年的５２篇一跃增长到了２０１９年的１０４篇，

而且从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１年逐年增长，２０２１年不到１０

个月就已经接近了２０２０年全年的发文量。通过比

对分析发现，大运河研究热点时段与发展趋势同国

内大运河保护方向的发展趋势有着较高的关联度。

２０１４年大运河申遗成功，２０１９年之后，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大运河保护的指导文件和建设方案，引起了

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引导了相关研究工作的大力开

展，大运河研究在该阶段呈现爆发式增长。以上趋

势可以引导预见的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

大运河方面的研究都将是热点，发文量可能有新的

增长空间。［５６］

图１　大运河国内研究发文量年度总体趋势分析图（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二）大运河国内研究机构分布分析

对研究机构分布进行分析，能够直观地了解所

分析学术领域的相关学术机构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水

平等。使用ＣＮＫＩ可视化分析工具进行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大运河国内研究机构分布分析。结果显示，２０１０

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机构文献数量分布在前五

位的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３５篇，东南大学２０篇，扬

州大学１８篇，南京博物院１７篇，聊城大学１５篇，北

京师范大学１５篇。通过比对分析可以发现，首都师

范大学的机构文献数排在首位，反映出在大运河国

内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聊

城大学等也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图２是使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绘制的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

机构知识图谱。图２显示，大运河国内研究机构知

识图谱的网络结构不强，各机构分布较为分散，无法

形成显著的聚类体系，只能在局部形成点状聚类。［７］

知识图谱反映出，大运河国内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有

待进一步强化，便于凝聚学术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

动该领域研究的协同发展。

·２·



图２　大运河国内研究机构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三）大运河国内研究的热点分析

关键词和主题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将关键

词与主题进行统计并结合学科分布、文献期刊分布

等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追踪学科领域的研究热

点。［８］使用ＣＮＫＩ可视化分析工具，根据关键词分布

制作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领域文献数

量统计表（见表１）。表１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河

国内研究，关键词热点词主要有大运河、北运河、江

南运河、文化遗产、京杭运河等；主题热点词主要有

大运河、北运河、京杭大运河、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

产等。关键词和主题都较为突出的热点词有大运

河、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等。

根据主题分布使用ＣＮＫＩ可视化分析工具分别

绘制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学科分布分析

图、大运河国内研究期刊分布分析图（见图３、图４）。

对图３、图４的比对分析，能够掌握一段时间内研究

热点所在的行业领域分布情况。图３显示，２０１０

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学科分布排名前五位

的是文化、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考古、建筑科学与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图４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

河国内研究热点期刊分布排名前五位的是《城市规

划》２９．８５％，《环境科学》１１．９４％，《江苏社会科学》

５．９７％，《地理研究》４．４８％、《地理科学进展》

４．４８％、《地理科学》４．４８％、《浙江社会科 学》

４．４８％、《学海》４．４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４．４８％。图３和图４共同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

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所在的学术领域主要分布于大

运河保护与发展规划、大运河文化研究、大运河生态

环境科学及资源利用研究、大运河考古与文化遗产

研究、大运河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研究、大运河建设

工程研究、大运河水利水电工程研究等。

依据关键词检索，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绘制２０１０

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知识图谱５。图５显

示，知识网络模块化指标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Ｑ＝０．７８５４，表

明聚类网络关系较好，能够呈现出相对明显的聚类

结构。［９］图谱中主要的聚类集中于大运河（关键词：

大运河、宗教文化、江苏、三个文化带），大运河文化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带、博物馆、中国

文化艺术、三个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关键词：大

运河文化带、三个文化带），京杭大运河（关键词：京

杭大运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底泥），北运河（关键

词：北运河、研究进展、氨氮），江南运河（关键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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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运河）。

通过对以上信息、数据的清洗与对比分析，可以

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聚焦的主

要学术领域有：大运河整体保护规划领域、大运河文

化领域、大运河文化遗产领域、大运河环境生态领

域、大运河地理领域、大运河工程建设领域等；聚焦

的关键问题主要有大运河文化带整体规划、大运河

文化理论研究、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大运河生态保

护、大运河地理、大运河建设等。

表１　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领域文献数量统计表（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排名 文献数量（篇） 时间 关键词 排名 文献数量（篇） 时间 关键词

１ ２１８ ２０１０ 大运河 １４ ６ ２０１８ 运河文化

２ ６９ ２０１０ 北运河 １８ ５ ２０１０ 土地利用

３ １３ ２０１０ 江南运河 １８ ５ ２０１７ 群落结构

４ １１ ２０１０ 运河 １８ ５ ２０１０ 水环境

４ １１ ２０１０ 文化遗产 １８ ５ ２０２１ 博物馆

６ ９ ２０１１ 沉积物 １８ ５ ２０２０ 文旅融合

６ ９ ２０１１ 京杭运河 １８ ５ ２０１０ 南运河

８ ８ ２０１０ 保护 １８ ５ ２０２０ 风景园林

９ ７ ２０１３ 档案局 １８ ５ ２０１８ 环境因子

９ ７ ２０１０ 北京市 １８ ５ ２０１２ 传承

９ ７ ２０１０ 世界遗产 ２７ ４ ２０１４ 创新

９ ７ ２０１１ 重金属 ２７ ４ ２０１２ 北京

９ ７ ２０１６ 明清时期 ２７ ４ ２０１４ 中运河

１４ ６ ２０１１ 中国 ２７ ４ ２０１６ 遗产保护

１４ ６ ２０１９ 徐则臣 ２７ ４ ２０１０ 历史街区

１４ ６ ２０１９ 《北上》 ２７ ４ ２０１９ 江苏省

图３　大运河国内研究学科分布分析图（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图４　大运河国内研究期刊分布分析图（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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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四）大运河国内研究的前沿趋势分析

以关键词检索为依据，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关键

词时区可视化分析功能，可以反映知识结构的关键

研究阶段随时间演变的动态发展过程，从而对研究

的前沿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引导科研工作者的研

究主导方向。［１０］图６是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１年大运河国内

研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时区知识图谱。首先对图６所关联

的时区关键词分布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下：

２０１０年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大运

河、北运河、江南运河、文化遗产、北京市；２０１１年研

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沉积物、京杭运

河、重金属、会通河、水生态；２０１２年研究出现频次

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传承、北京、水污染、保护规

划、遗产；２０１３年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

为：档案局、多氯联苯、传播、书法艺术、生态风险；

２０１４年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创新、

中运河、刘绍棠、乡土文学、协同规划；２０１５年研究

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伊斯兰教、ａｍｏａ、国

际化、古镇景观、南水北调；２０１６年研究出现频次最

高的５个关键词为：明清时期、遗产保护、遗产廊道、

氨氮、文化线路；２０１７年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

关键词为：群落结构、金中都、天下之中、古都北京、

历史廊道；２０１８年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

为：运河文化、环境因子、系统发育、城市设计、传统

民居；２０１９年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

徐则臣、《北上》、文化记忆、江苏省、音乐文化；２０２０

年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文旅融合、风

景园林、文化带、文化产业、保护传承；２０２１年研究

出现频次最高的５个关键词为：博物馆、邗沟、文化

自信、文化变迁、国家形象。进而将时区突现关键词

结合图６进行综合分析显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１年，大

运河国内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

段，大运河的研究较为分散，大运河环境保护、大运

河生态、大运河各河段、大运河保护规划、大运河文

化遗产、大运河档案管理、大运河文化艺术与传播等

都有一定的研究进展，这阶段大运河环境保护与生

态的研究较为突出。第二阶段，２０１４年中国大运河

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国内研究

逐渐由大运河水环境治理、大运河河段与地区、大运

河历史地段与环境保护、大运河文学、大运河工程协

同规划等方面，发展、聚焦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视角

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生态、大运河遗产保护、大运

河遗产廊道、大运河文化线路等大运河世界文化遗

产的综合保护、利用方面。第三阶段，随着２０１９年，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２０２０年，《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２０２１年，《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保护规划》等大运河保护和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指导文件的出台，大运河国内研究开始以

文化自信、文化记忆、文化变迁为先导，开展大运河

文化公园、大运河博物馆等基础理论研究，在大运河

文旅融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等方面研究较多。文化传承和文旅融合等成为

了大运河国内研究目前最为重要的研究方面，同时

也引导今后一段时间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趋势。

·５·



图６　大运河国内研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时区知识图谱（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结语

对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的分析发

现，从发展态势看，经过近十几年的学术积累，大运

河国内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

２０１９年之后，因为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战略政策的引

导，使得大运河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一

段时间内大运河研究的增长空间较大。从研究热点

和前沿趋势看，在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传承

和文旅融合等研究引领了新时代大运河国内研究的

热点与前沿。同时发现，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有待进

一步强化，研究中宏观理论研究较多，微观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等问题。基于此，建议学术界加强协作，重

点开展大运河文化传承和文旅融合的实证类研究，

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与实践体系。为大运河文化带

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研究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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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ｌｅｓ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ｅｎｏｕｇ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ｌ，ａｎｄ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ｈｏ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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