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前沿动态】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论文分析

本报告以 2016年至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年度项目及青年项目中

党史党建类项目为研究对象，对 2016年以来相关项目资助产出的期刊论文进行

搜集整理，分析党史党建各类基金项目及其热点词分布状况，以及基金项目产出

论文的分布现状，揭示该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并列出近年影响较大或关注较多

的论文清单，供相关研究参考。

一、国家社科基金相关项目概况

2016-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相关项目共计 645个，项目清单详见：

https://libguides.lib.whu.edu.cn/c.php?g=943280&p=6830987&preview=3855f0f722
9ab7a2b397c2f84e5b9fc2。其中，年度项目及青年项目直接采用社科基金分类中

的党史·党建类项目，包括重点项目 41个、一般项目 381个、青年项目 117个；

重大项目无学科分类，利用中国知网获得有党史党建类产出论文的重大项目 106
个。以上项目的年度分布如图 1所示，近 5年项目数逐年增加，其中增幅较大的

是年度项目中的一般项目，5年间增长了近一倍。

图 1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年度分布

2016-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 645个项目中共包含 1000个词语，其

中词频数大于 10的有 70个，如图 2所示。

图 2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名称热点词云图

https://libguides.lib.whu.edu.cn/c.php?g=943280&p=6830987&preview=3855f0f7229ab7a2b397c2f84e5b9fc2
https://libguides.lib.whu.edu.cn/c.php?g=943280&p=6830987&preview=3855f0f7229ab7a2b397c2f84e5b9fc2


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的责任单位类型分布以

及项目数居前列的责任高校。其中，高校承担了 92%的重大项目（98项），56%
的重点项目（23项）、63%的一般项目（241项）和 53%的青年项目（55项）。

表 1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责任单位类型分布

表 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史党建类项目数居前列的责任高校

序号

责任学校/项目数

重大项目
年度项目

青年项目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1 中国人民大学/3 中国人民大学/3
湘潭大学/5

中国人民大学/5
中山大学/3

2
北京师范大学/2
湖南师范大学/2

湘潭大学/2

北京师范大学/2
湖南师范大学/2

湘潭大学/2

广西师范大学/4
湖南商学院/4

北京大学/2
北京科技大学/2
南京大学/2
南开大学/2
清华大学/2
山东大学/2

陕西师范大学/2
湘潭大学/2

3

华中师范大学/1
嘉兴学院/1

闽南师范大学/1
山东师范大学/1
沈阳炮兵学院/1

武汉大学/1
武汉理工大学/1
西安交通大学/1

西北大学/1
浙江工商大学/1
浙江理工大学/1

华中师范大学/1
嘉兴学院/1

闽南师范大学/1
山东师范大学/1
沈阳炮兵学院/1

武汉大学/1
武汉理工大学/1
西安交通大学/1

西北大学/1
浙江工商大学/1
浙江理工大学/1

湖南大学/1
湖南工商大学/1
华南理工大学/1

安徽师范大学/3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3
北京师范大学/3
赣南师范大学/3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3
国防大学/3

湖南科技大学/3
聊城大学/3
临沂大学/3

南京师范大学/3
上海交通大学/3

新疆大学/3
扬州大学/3

中国传媒大学/3
中山大学/3

重庆工商大学/3

四川大学等 42所高

校/1



二、基金论文产出概况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到 2016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的

期刊论文共计 1829篇，其年度分布如图 3所示。

图 3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期刊论文年度分布

党史党建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论文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马

克思主义、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等学科为主，同时也涉及高等教育、农业经济、

文化等。论文数最多的前 10个学科类别见表 3。

表 3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期刊论文 CNKI学科分布

重大项目资助的 249篇党史党建类论文分布在 168种期刊上，其中《思想教

育研究》6篇，《中州学刊》、《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理论探讨》各 5篇；

年度项目资助的 1245篇文献分布在 475种期刊上，其中《理论导刊》25篇，《苏

区研究》24篇，《理论探讨》18篇，《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



学院学报》各 17篇，《广西社会科学》15篇；青年项目资助的 335篇文献分布

在 213种期刊上，其中《党史研究与教学》8篇，《理论导刊》6篇，《廉政文

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5篇、《攀登》各

5篇。收录 2016-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党建类项目资助论文 11篇以上的期刊详见

表 4。

表 4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论文期刊分布

三、基金论文热点分析

对 2016-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 1829篇文献的 4062个关键词进行

词频统计，大于 10的关键词有 61个，热点关键词详见图 4。

图 4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期刊论文热点词云图

关键词突变是指某一时期的文献中突然大量出现特定词语，可用于反映研究

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本报告利用 CiteSpace5.7R4软件的突变词分析功能，得



到党史党建类研究前沿统计结果，见图 5。其中突变强度最大的关键词为改革开

放、其次是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图 5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期刊论文关键词突变图

图 6为关键词共现聚类时线图，该图通过关键词共现的频次反映主题间的关

系以及时间发展情况。

图 6 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类项目产出期刊论文关键词聚类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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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学科专业所限，难免出错，敬请批评指正；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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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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