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前沿动态】新冠肺炎专题：非生物医学类中文论文分析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科研工作者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研究，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抗击疫情贡献科技力量。据检索中国知网，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新冠肺炎相关论文已经达到了 105622 篇，其中 CSCD 和 CSSCI 收录核心期刊论文 3728

篇。本期学科前沿动态仅针对非生物医学类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展开分析。 

经检索中国知网、重庆维普等数据库，并查阅了部分重要期刊的网站和和最新纸本目录，

共获得非生物医学类核心期刊论文 1681 篇。论文涉及到众多学科，发文最多的前 20 个学科

领域详见图 1；前 100 个最热的关键词如图 2 所示。 

 
图 1 非生物医学领域新冠肺炎相关中文论文学科分布 

 
图 2 非生物医学领域新冠肺炎相关高频主题词 



1663 篇论文涉及 411 种核心期刊，其中发文较多的核心期刊见图 3。发文较多的机构见

表 1。 

 
图 3 非生物医学领域新冠肺炎主题发文较多的核心期刊 

表 1 非生物医学领域新冠肺炎主题发文较多的机构列表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数量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数量 

1 中国人民大学 61 12 浙江大学 21 

2 清华大学 57 13 西南大学 21 

3 北京大学 49 14 华中师范大学 21 

4 武汉大学 47 15 中国科学院大学 19 

5 北京师范大学 38 16 中共中央党校 19 

6 复旦大学 34 17 吉林大学 18 

7 南京大学 30 18 华中科技大学 17 

8 华东师范大学 30 19 四川大学 17 

9 中国传媒大学 24 20 新华通讯社 17 

10 中山大学 22 21 同济大学 17 

11 南开大学 21       

  为促进学术交流，不少期刊采取了优先出版、网络首发等出版形式，短短半年，不少

论文获得了较高的被引次数或下载次数。被引/下载量最高的 20 篇论文详见附录 1。 

此外，从整体文献量来看， 1663 篇非生物医学类核心期刊论文中， 81%为人文社科

领域发文。我校公布的 31 种人文社科一流中文期刊中，有 10 种刊发了相关论文 85 篇，分

别为：求是（66）、编辑学报（4）、管理世界（4）、历史研究（3）、世界经济与政治（3）、

中国工业经济（1）、哲学研究（1）、心理学报（1）、经济研究（1）、中国图书馆学报

（1）。部分期刊还设置了专栏，如《历史研究》设专栏“笔谈_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疾疫与医

疗”，《哲学研究》设专栏“疫情的哲学思考”。 

85 篇论文中，有 22 篇论文作者来自 18 所大学或研究机构，论文清单详见附录 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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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军老师 1 篇（附录 2 第 13 篇）。 

 

附录 1：被引用/下载次数最多的 20 篇论文（论文全文可通过中国知网/维普/万

方等数据库获取）  

[1]沈国兵.“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就业的冲击及纾困举措[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

报,2020,27(02):16-25（引用 30 次，下载 11008 次） 

[2]蒋和平,杨东群,郭超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与应对举措[J].改革, 

2020(03):5-13. （引用 25 次，下载 6605 次） 

[3] 严阅,陈瑜,刘可伋,等.基于一类时滞动力学系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建模和预测

[J].中国科学:数学,2020,50(03):385-392. （引用 25 次，下载 4927 次） 

[4]昌敬惠,袁愈新,王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

方医科大学学报,2020,40(02):171-176. （引用 18 次，下载 17868 次） 

[5]郑江淮,付一夫,陶金.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消费经济, 

2020,36(02):3-9. （引用 14 次，下载 13560 次） 

[6]杨金勇,裴文云,刘胜峰,等.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实践与经验[J].中国电化教育,2020(04):29-41. 

（引用 13 次，下载 6224 次） 

[7]宋灵青,许林,李雅瑄.精准在线教学+居家学习模式:疫情时期学生学习质量提升的途径

[J/OL].中国电化教育,2020(03):114-122（引用 13 次，下载 16971 次） 

[8]段进,杨保军,周岚,等.规划提高城市免疫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事件笔谈会[J].

城市规划,2020,44(02):115-136. （引用 13 次，下载 1504 次） 

[9]谢幼如,邱艺,黄瑜玲,等.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方式的特征、问题与创新[J].

电化教育研究,2020,41(03):20-28. （引用 12 次，下载 5831 次） 

[10]朱武祥,张平,李鹏飞,等.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全国

问卷调查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0,36(04):13-26. （引用 10 次，下载 7627 次） 

[11]张夏恒.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影响及应对[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03):26-

34. （引用 10 次，下载 8589 次） 

[12]夏杰长,丰晓旭.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与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03):3-10. 

（引用 10 次，下载 8193 次） 

[13] 祝坤福,高翔,杨翠红,等.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冲击和我国产业链加速外移的

风险分析[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3):283-288. （引用 10 次，下载 4307 次） 



[14]陈雪峰,傅小兰.抗击疫情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35(03):256-263. （引用 9 次，下载 6224 次） 

[15] 李维安,陈春花,张新民,等.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机制建设与危机管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专家笔谈[J].经济管理,2020,42(03):5+8-20. (引用 6 次，下载 8377 次） 

[16]刘勇,董静.重大疫情治理中的中国制度优势[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03):4-7. （引

用 5 次，下载 13786 次） 

[17]西南大学新学工创新中心课题组,孙楚航.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年大学生影响研究——基于

全国 45 所高校 19850 名大学生的实证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20(04):43-48+12. （引用 4

次，下载 9528 次） 

[18]智艳,罗长远.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思考[J].学习与探索,2020(04):99-105. 

（引用 3 次，下载 13170 次） 

[19]于滨.疫情防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 (10): 16-

18.（下载 32493 次） 

[20]田盛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

型的分析[J].消费经济,2020,36(03):42-52. （下载 30313 次） 

 

附录 2：人文社科一流期刊刊载的大学/研究机构发文（论文全文可通过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获取） 

[1] 陈兆源, 兰馨彤. “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研讨会简讯[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05):1.（作

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 贾泽军. 突发事件中医学编辑的抗疫实践及社会责任[J]. 编辑学报, 2020,32(02):142-144.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科研处《中国临床医学》杂志编辑部） 

[3] 焦润明. 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J]. 历史研究, 2020(02):13-21. （作者

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4] 金碚. 论经济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04):23-41.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 

[5] 李罡. 永远把人民“放在第一位”[J]. 求是, 2020,0(5).（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校） 

[6] 李化成. 14 世纪西欧黑死病疫情防控中的知识、机制与社会[J]. 历史研究, 2020(02):21-

30.（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 李明, 张璿璿, 赵剑治. 疫情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走向和财税体制改革任务[J]. 管理

世界, 2020,36(04):26-34.（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8] 刘世锦, 韩阳, 王大伟. 基于投入产出架构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路径分析与应对政策[J]. 

管理世界, 2020,36(05):1-12.（作者单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

管理学院;北京腾景大数据应用科技研究院;） 

[9] 宋镇豪. 商代的疫病认知与防控[J]. 历史研究, 020(02):4-1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

学院） 

[10] 孙吉胜.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05):71-95.（作者单

位：外交学院;外交学院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 

[11] 万建武. 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J]. 求是, 2020(6).（作者单位：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12] 徐文华, 王景周, 孙升云, 等.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高校学报编辑出版的实践与思考——

以《暨南大学学报》的《新冠肺炎防治》专栏为例[J]. 编辑学报, 2020,32(02):145-149.（作

者单位：暨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13] 杨军. 疫情终将被战胜[J]. 求是, 2020,(3).（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张士涛, 江勇. 用科学战胜病毒疫情[J]. 求是, 2020(6).（作者单位：军事医学研究院） 

[15] 张宇燕, 倪峰, 杨伯江, 等. 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04):4-26.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16] 郑洪. 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J]. 求是, 2020,(4).（作者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 

[17] 朱武祥, 张平, 李鹏飞, 等. 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

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36(04):13-26.（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18]李世峰, 吴艺玲, 张福民,等. 自我肯定缓冲新冠疫情引发的焦虑反应：一项随机对照研

究[J]. 心理学报, 2020, 52(07):886-894.（作者单位：甘肃省行为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西

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9] 张晓晶，刘磊. 宏观分析新范式下的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 ——兼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冲击与在险增长[J]. 经济研究, 2020(06):4-21.（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课题组） 

[20] 包大为. 现代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分析[J]. 哲学研究, 2020(05):28-



37.（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21]李静霞,李真吾.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与思考——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

践为例[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03):38-49. （作者单位：武汉图书馆） 

[22]杨子晖, 陈雨恬, 张平淼.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宏观经济冲击、金融风险传导与治理

应对[J]. 管理世界, 2020,36(05):13-35.（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如需获取更多相关文献，可参考以下检索式（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专业检索为例）：SU=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冠状病毒'+'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肺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COVID-19'+'COVID-2019'+'2019-nCoV'+'nCoV-2019'+'SARS-

CoV-2') 

因学科专业所限，难免出错，敬请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面向全校师生征

集关注的领域和专题。 

联系方式：68754258，Email: jflai@lib.whu.edu.cn 

 

编辑：涂文波  审核：刘霞、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