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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国外的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MKD）起源于2003年5月美国
国家科学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当时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包括了多个最知名的关
于科学计量和数据可视化的专家学者，如斯蒂夫·莫里斯、陈超美、尤金·加菲尔德以
及凯蒂·博纳等。会议的主题包括数据库、数据格式和存取（Session1:Data-

bases,Data Format&Access）、数据分析算法（Session2:Data Analysis 

Algorithms）、可视化与交互设计（Session3:Visualization &Interaction Design）
以及应用前景（Session4:Promising Applications）共四个部分。

2004年4月6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发表了一期科学知识图谱专刊。

摘自：李杰. 科学知识图谱原理及应用——VOSviewer和CitNetExplorer[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08.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领域为研究对象，以显示知识的发展进
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

科学知识图谱是通过将应用数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
科的理论与方法和文献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共现分析、聚类
分析等方法相结合，并利用可视化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
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及知识架构。

科学知识图谱工具：BibExcel、BICOMB、CiteSpace、Gephi、
HistCite、Pajek、Python、R语言、SCI of SCI、VOSviewer

经管学科平台科研助手板块
http://libguides.lib.whu.edu.cn/c.php?g=665817&p=4681911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2004年4月10日，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受到《参考消

息》中一篇题为《科学家拟绘制科学门类图》的启发，在
国内首先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始了“科学知识图谱”研究工
作。2005年，由陈悦、刘则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知识图谱

的文章《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成为首篇系统介绍知
识图谱的论文。之后刘教授坚守带领团队相继创建了
WISE实验室、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科学知识图谱
实践研究的专业人才。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自从刘则渊教授及其团队将科学知识图谱引入

我国以来，国内也逐渐形成了一批研究力量，产生
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内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大连理
工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这
些机构多以科学知识图谱的应用为主。

与国内的机构相比，国外的科学知识图谱研究

机构则致力于理论、算法及软件和工具的开发。科
学知识图谱领域专门工具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科
学知识图谱的广泛应用。



结果解读

可视化分析

共现矩阵标准化

提取共现矩阵

提取知识单元

数据预处理

数据检索

确定研究目标

对结果进行全面解读，必要时咨询相关学者和专家

选择合适的可视化方法

选择合理的标准化方法

提取所分析知识单元的共现矩阵

依据分析目的选择知识单元

数据除重、消歧以及格式转换等

常用的数据库有WOS、Scopus和CNKI等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数据库并确定数据检索策略

其中多个步骤在分析中会由软件代劳

1 前言 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步骤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根据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表达形式，可将其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基于距离的表达；

第二类为基于关系的表达；

第三类为基于时间线的表达；

第四类为基于图层叠加的科学知识图谱表达。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第一类为基于距离的表达，如VOSviewer方法绘制的科学知识图谱。

这类图谱的特点是：将高维数据可视化到二维平面中，图形中的每一
个节点代表一个分析的要素，图形中要素之间的距离则用来测度它们
之间的相似性。图形中的元素之间的连线通常不会直接显示出来。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第二类为基于关系的表达，基于关系的表达也是知识图谱可视化表达的
核心方法之一。
此类，元素之间的关系使用边或者弧来连接，边或弧的宽度常用来表达关系的强度，线的连接方向
可代表特定的联系。图谱的表达实质是一种矩阵的网络化表达。当前科学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

VOSviewer以及SCI2，都是以基于网络的聚类方法对知识图谱进行聚类。

CiteSpace中还嵌入了网络中
的节点重要度分析的参数—

—中介中心性，用来发现科
学研究中的转折点。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第三类为基于时间线的表达，从网络分类的角度看，这种网络为有向
网络。最具代表的是加菲尔德博士开发的HistCite以及凡·艾克和瓦特
曼开发的引文历时分析工具CitNetExploer。

HistCite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04685-383399.html CitNetExploer



前言1 认识科学知识图谱

第四类为基于叠加分析的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其基本原理
是在已有的科学知识图谱图层叠加上新分析的结果，用来展示某
一研究主题或者领域数据集在整个科学结构地图上的分布情况及
多样性。

用Pajek绘制的全景科学领域基础图谱

https://www.leydesdorff.net/overla

ytoolkit/manual.riopelle.pdf



前言1 科学知识图谱常用分析方法

词频分析法
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研究方法。频次越高的词，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该领域的研究重点。

共词分析法
是内容分析法的一种。是文献计量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思想来源于文献计量学的引文耦合与共被引概念。即当两个能够表

达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专业术语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时，表明两个词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突变词分析法
学科领域主题的新兴趋势探测通过挖掘突变词在一定时间内的频次变化来发现具有情报意义的新兴主题。突变权重越大的词，

说明它反映出来的主题很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CiteSpace软件）

共被引分析法
是指两篇文献共同出现在第三篇施引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则这两篇文献形成共被引关系。

耦合分析
文献耦合是指两篇文献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的情况，两篇文献的相同参考文献数量越多，表示两篇文献耦合的强度越大，在

研究主题上越相近。

合作分析
一篇论文中同时出现不同的作者、机构或国家/地区。



前言——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常用分析方法



前言——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常用分析方法



前言1 科学知识图谱常用分析方法

引用分析和共被引分析

引用分析可以反映知识的流动；共被引分析可以揭示知识结构

（1）反映被引证文献之间的关系，

被频繁共被引的文献应具有很多
的相似或者内在联系。

（2）当分析大量文献数据时，就

会形成大型的共被引矩阵，采取
降维的技术手段，形成相应的聚
类，即知识基础。



前言1 科学知识图谱常用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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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在科研工作中，科研工作者常常需要面对海量

的文献，如何在这些文献当中找出值得精读、细读
的关键文献，挖掘学科前沿，找到研究热点就成为
了开展研究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CiteSpace作为一款优秀的文献计量学软件，

能够将文献之间的关系以科学知识图谱的方式可视
化的展现在操作者面前，既能帮助科研工作者梳理
过去的研究轨迹，也能使得科研工作者对未来的研
究前景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CiteSpace软件开发者

陈超美教授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从2008年开始
担任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003年陈超美教授利用Java语言开发了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软件的理论基础来自库恩（Thomas kuhn，1962）的科学
结构的演进，主要观点认为“科学研究的重点随着时间变化，有时速
度缓慢（incrementally）有时会比较剧烈（drastically）”科学发展史
可以通过其足迹从已经发表的文献中提取。

CiteSpace：引文空间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
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
析软件。其核心功能就是通过对某“知识域”
的科技文本进行可视化挖掘分析，来展示科学
的历史发展与结构变化。

该软件经过1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免费科技
文本挖掘与分析工具。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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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CiteSpace



CiteSpace



学习资料——经管学科平台科研助手板块

经管学科平台入径：图书馆主页-学科服务平台libguides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分类）



CiteSpace软件介绍

CiteSpace的设计理念及基本术语

CiteSpace的安装及数据采集

CiteSpace参数界面的介绍

CiteSpace可视化界面的介绍

CiteSpace举例说明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及基本术语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理论基础

1.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

（1）CiteSpace的设计开发深受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包
括范式和范式转移。

（2）CiteSpace竭尽全力所要甄别、显示和突出的就是在广义的范式
转移中起关键作用的转折点。

（3）广义范式说对应的就是科学文献中自然呈现的聚类。

（4）转折点便是联结不同聚类的桥梁。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理论基础

1. 前科学时期：科学在未形成统一范式之前处于前科学时期；

2. 常规科学：范式形成之后，进入常规科学时期，人们在科学共同体
中按范式解题，是范式积累期；

3. 科学危机：发展一定阶段，出现反常和危机；

4. 科学革命：人们寻求新的范式取代旧范式，导致科学革命的发生；

5. 新常规科学：迈进新范式下的常规科学期。

因此，科学发展本质上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积累范式与变革范式
的交替运动过程。这个模式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同。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理论基础

2.普赖斯的科学前沿理论

（1）普赖斯的科学前沿理论是在贝尔纳和加菲尔德的基础上产生。

（2）贝尔纳——“科学发展总的模式与其说像树，更像网”。

（3）普赖斯在加菲尔德教授开发的SCI数据库的基础上：“论文会
因为引证关系而形成网络，人们可以借助于图论和矩阵的方法加
以研究”。

（4）在普赖斯发表的《科学论文的网络》中正式形成了“参考文献
的模式标志科学研究前沿的本质”的理论。

（5）在此基础上，CiteSpace形成了从“知识基础”到“研究前沿”的
概念模型。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理论基础

1

2

3

研究前沿

知识基础

前沿聚类术语

用时间切片抓拍
（Time-sliced 

snapshot）来研究领
域的演变

CiteSpace将引证分析（历时性）和共引分析（结构性）方法综合起来，创建了从“知识基础”

映射到“研究前沿”的理论模型，用时间切片抓拍来显示研究领域的演变，如果把研究前沿定义

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那么研究前沿的引文就形成了相应的知识基础。研究前沿的知
识基础是研究前沿在文献中的引用轨迹。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理论基础

3.结构洞
（1）芝加哥大学罗纳德·博特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
“结构洞”理论，研究人际网络的结构形态，分析怎样的网络结构能够带给网络
行动主体更多的利益或回报。
（2）所谓“结构洞”就是指社会网络中的空隙，即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个体

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既无直接关系或关系间断，
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
（3）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性——中介中心性

对结构洞的测度有多种方法，在CiteSpace中使用中介中心性来测度。
中介中心性：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文献通常是连接两个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

范式 范式

结构洞



CiteSpace2.1 基本术语

中介中心性：描述的是节点建立起2个不相关节点之间关系的桥梁，具有较高的中介
中心性凸显出节点在结构中的重要程度。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理论基础

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和库恩的范式转换在CiteSpace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库

恩的范式体现为一个又一个时间段所出现的聚类。聚类的主导色彩揭示了他

们兴盛的年代。博特的结构洞连接了不同聚类。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

一个聚类如何连接到另一个几乎完全独立的聚类，以及哪个具体文献在范式

转换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构洞的思想在CiteSpace中体现为寻找具有高度中

介中心性的节点。这样我们不再拘泥于具体论文的局部贡献，而放眼于他们

在学术领域的整体发展中的作用。这恰恰是系统性学术综述所追求的飞跃。

引自：陈超美老师的博客
CiteSpace 的设计和分析原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6649-997864.html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理论基础

4.最优信息觅食理论

（1）该理论最初是由Pirolli皮罗利提出来解释信息搜索中人们是如何做出决

定的。

（2）最佳信息觅食理论本身是最佳觅食理论的延伸。当我们搜索信息时，我

们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决定，取舍。所有这些决定都服务于一个简单的目的：

我们需要付出最少的损耗来获得最大的效益，也就是广义的盈利最大化。

（3）CiteSpace借鉴的第4个重要概念是如何对这种效应的强度和持久性作出

明确地衡量。Kleinberg克莱因伯格在2002年提出了探测频率突增的算法。如

果一篇论文的引文频次突然呈现急速增长，那么最稳妥的解释就是这篇论文

切中了学术领域这个复杂系统中的某个要害部位。知识网络中这样的节点通

常揭示一项很有潜力或很让人感兴趣的工作。



CiteSpace2.1 基本术语

关键词突变：是指某段时间内使用频次突然增加或或突然出现，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目标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CiteSpace2.1 基本术语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

1.网络的模块化是对其整体结构的一个全局性量度。局部结构的变化可能会

引起全局的改变，但是也同样可能不会引起任何全局上的改变。前者将成为
经典，而后者将昙花一现。

2.在CiteSpace的设计中，通过监测知识系统如何对新论文可能作出的反应来
探测新论文潜力。关于结构变异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l Variation）的研
究最初发表在2012年的一篇JASIST论文，其中也包括了几个案例研究，题为

“结构性变化预测被引次数的效果”。其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够量化新发表的
论文的新颖性。

3.结构变异分析(Structural Variation Analysis - SVA)一方面基于科学创造方面

的研究，尤其是新颖的重组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是基于以下观
察：科学发现或创新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具有一个共性，就是新思维能够容纳
原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观念。换句话说，类似于在不同岛屿之间架起的一
座新桥梁。第2个验证条件就是这座新桥上是否确实吸引很快变得车水马龙。

如何使用CiteSpace 4.0的结构变异分析功能：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496649-838067.html第15条

http://eds.b.ebscohost.com/eds/results?vid=0&sid=6b0b3613-6515-44e4-9bf5-2d016783d97c@pdc-v-sessmgr03&bquery=TI%2BPredictive%2Beffects%2Bof%2Bstructural%2Bvariation%2Bon%2Bcitation%2Bcounts&bdata=JmNsaTA9RlQxJmNsdjA9WSZsYW5nPXpoLWNuJnR5cGU9MCZzZWFyY2hNb2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

科学发现或创新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具有一个共性，就是新思维能够容纳原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观
念。换句话说，类似于在不同岛屿之间架起的一座新桥梁。第2个验证条件就是这座新桥上是否确实
吸引很快变得车水马龙。



CiteSpace2.1 设计理念

科学发现或创新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具有一个共性，就是新思维能够容纳原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观
念。换句话说，类似于在不同岛屿之间架起的一座新桥梁。第2个验证条件就是这座新桥上是否确实
吸引很快变得车水马龙。



CiteSpace2.1 基本术语

Modularity（模块化）值：用来评价网络模块化程度，一个网络的Modularity值越大则代表网
络聚类效果越好。Q的取值区间为【0,1】，Q>0.3时则代表得到的网络结构是显著的。

Silhouette轮廓值：是衡量聚类成员同质性的指标，该值越大，则表示该类内部成员之间的
相似性越高，一致性越好。轮廓值Silhouette>0.5认为聚类是合理的，Silhouette>0.7代表得
到的是一个优质网络。

Sigma值：是由中介中心性和突变值两个指标复合而成的，是用来识别创新性文献的，可以
用这个指标来识别具有创新性主题。中心性和突现性越高的节点，其sigma值也越高。

Pagerank：是从网络链接分析的角度入手，主要对网页链接、网页内容、用户访问Web留下
的信息进行处理。Pagerank网页关键词可以掌握这段时间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网页关键词，
从侧面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半衰期：用来描述文献的衰老速度。文献的半衰期越长，则代表文献越经典。



CiteSpace2.1 节点含义



CiteSpace2.1 数据分析流程



CiteSpace 安装及数据采集

软件运行环境与系统要求：
在安装和启动CiteSpace之前，首先应确保电脑上有Java 8或更高的版本。Java 8下载网址
http://cluster.ischool.drexel.edu/~cchen/citespace/download/

CiteSpace网页
旧网址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citespace/                             新网址 https://citespace.podia.com/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
http://www.java.com/zh_CN/download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


CiteSpace 安装及数据采集



CiteSpace 安装及数据采集

1.安装Java

2.点击下载的压缩包中的CiteSpace



CiteSpace 安装及数据采集

在弹出的
界面点击
Agree



CiteSpace 可分析的数据源



CiteSpace 数据采集—WOS

在WOS核心合集中检索期刊《ECOLOGICAL ECONOMICS》最近5年发文，
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共检索到1476条记录。



CiteSpace 数据采集—WOS

Records中最多一次选择500条；
Record content中选择全纪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File Format中选择Plain Text（纯文本）;

最后点击Send

保存格式：
download_xxx格式
（下划线不要掉了）
首字母d必须小写



CiteSpace 数据采集—CNKI

CNKI一次只能最多
导出500条记录

文献输出类型为：
Refworks



CiteSpace 数据采集—CSSCI

在CSSCI数据库中检

索经济研究，从
2000-2018年发表的
论文文献；每页50

篇，一次最多只能下
载 篇文献



CiteSpace 数据采集—CSSCI



CiteSpace 数据文件夹的设置

wos数据库中下载的文档放在input的文件夹，然后设立三个空文件夹
output\data\project；output用于保存转换后的数据,将output的数据全部复制到
data文件夹

备注：熟练后可以只设三个文件夹，input/output/project

project文件夹主要用于保存分析后的结果



CiteSpace2.3 参数设置界面介绍

在CiteSpace功

能菜单选择
DATA-

Import/Export



CiteSpace2.3 数据导入及转换1-Data

1.选择数据转换模块：wos、cnki、cssci

2.在Input directory中加载原始数据；在output directory中加载要保存的文件

3.点击Remove Duplicates(WOS)去重



CiteSpace2.3 数据导入及转换1-Data

数据转换后，显示数据年
度的分布情况及读取的文
献数



CiteSpace2.3 数据导入2-新建项目Projects-New



CiteSpace2.3 数据导入2-新建项目Projects-New

Project Home与project

文件夹对应，Data 

Directory与output文件
夹对应

其他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点击Save回到
CiteSpace软件功能与
参数设置区。



CiteSpace2.3 参数设置界面介绍

1

2

3

9

8

7

6

5

4
1项目区

2处理过程

3处理报告

4时间切片

5文本处理

6节点类型

7阈值配置

8可视化设置

9网络裁剪



CiteSpace2.3 参数设置界面介绍

建立好项目后，选择参数

红色方框根据研究目
的设置；蓝色方框为
默认；初次处理数据
不用网络裁剪。设置
完参数，点击GO,等待

数据处理后就会呈现
处理报告。



CiteSpace2.3 参数区—节点类型



CiteSpace2.3 参数区—节点类型Node Types

类别名称 面板功能与名称 对应数据字段 实现功能 图谱

合作

Author AU 作者合作

合作图谱Institution C1 机构合作

Country C1 国家合作

共现

Term TI DE ID AB 特征词共现

共现图谱
Keyword DE ID 关键词共现

Source SO 期刊共现

Category SC 类别共现

共被引

Cited Reference CR 文献共被引

共引图谱Cited Author CR 作者共被引

Cited Journal CR 期刊共被引

耦合 Paper CR 文献耦合 耦合图谱

基金资助 Grant FU FO 共同资助 共同资助图谱



CiteSpace2.3 参数设置界面介绍

g-index：这个选项在每个切片（slice）中使用了一个修改过的g指数，然后再后面给了

个公式，下面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自行调整比例因子k值的大小，来纳入或排除更多的

节点。就是k越大，图谱中出现的节点越多；k越小，图谱中出现的节点越少。g指数正

是为了弥补h指数不能反应高被引论文的缺陷而提出的；

Top N：每个切片（slice）中被引次数最多的前N；

Top N%:每个切片（slice）中被引次数最多的前N%；

Thresholds通过设定C,CC,CCV阈值:每个切片（slice）中的被引次数、共被引次数、标

准化共被引次数（0-100）；

Citations：选择被引次数最多的施引文献，分析这些高被引文献的参考文献，忽略那些

低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



CiteSpace2.3 参数设置界面介绍

左边的方框为两种图谱修剪的方法，寻径Pathfinder和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算法。

右边的方框为在确定修剪算法后，可选择两种修剪的策略：
若选择Pruning sliced networks，则软件先对每一个时间段的图谱修建后拼接
在一起，选择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则软件对整个网络裁剪，建议
选择后者，前者得到的图谱较为分散。



CiteSpace2.3 参数设置界面介绍

图谱可视化方式为静态（Static）和动态（Animated）两种，默认的方式为静
态。若勾选Show networks by Time Slices，软件将会分时间段显示多个图谱，
反之则将所有时间段的“快照”展示在一张图谱上，默认的选项为Show Merged 

Network



CiteSpace2.4 可视化界面介绍

菜单栏
信息角

节点信
息列表

可视化结
果调整



CiteSpace2.4 可视化界面介绍——信息角解释

第一行 软件版本信息
第二行 进行结果计算时的时间
第三行 表示数据存放的文件夹位置
第四行 表示所分析的时间段，时间切

片即把这个时间区间按照多少年为一
段进行切割

第五行表示提取了每个时间切片排名
前50位的数据来生成最终的网络

第六行 N表示网络节点数，E表示连线数量，Density表示网络的密度
第七行 表示的是最大子网络成员的信息，这里32表示该网络的最大子网络成员有
32个节点，占44个节点的72%

第八行 表示可视化网络中默认有2%的节点显示了标签。
第九行 Pruning表示网络裁剪的方法，这里none表示没有裁剪。若使用裁剪会显
示为Pathfinder(寻径算法）或者MST（最小树算法）
第十行 Modularity 网络模块化指标
第十一行 Silhouette 网络同质性指标



CiteSpace2.4 可视化界面介绍



CiteSpace2.4 可视化界面介绍



CiteSpace2.4 突变的两种呈现方式

按突发起始时间排序 按突发强度排序



CiteSpace2.4 关键词共现图谱

节点代表分析的对象，出现频次（或被引频次）越多，节点就越大。节点内圈中的颜色及薄厚
度表示不同时间段出现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者表示共现（或共引）关系，其粗细者表示共现
（或共引）强度。颜色则对应节点第一次共现（或共引）的时间。颜色从蓝色的冷色调到红色
暖色调的变化表示时间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滑动右上角工具条，可以放大和缩小图谱。



CiteSpace2.4 关键词共现节点信息

节点频次、突变值、
中介中心性值、sigma

值、PageRank



CiteSpace2.4 关键词聚类默认图谱-聚类标签视图

聚类特征解读；Q>0.3

时则代表得到的网络结
构是显著的；
Silhouette>0.5认为聚

类是合理的，
Silhouette>0.7代表得
到的是一个优质网络

该聚类图谱Q

值为0.6589，
S值为0.8254

研究的主题为：选
择实验；生态系统
服务；生态宏观经
济学；实施差距；
多重冲击

用LLR算法，聚类
标签选择关键词。



CiteSpace2.4 关键词聚类时线图

右侧红色字体为不同的聚类，左侧展示了各聚类中的文献年代分布情况。相同聚类的文献被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
文献的时间置于视图的最上方，越向右时间越近。在时线图中可以看到聚类中文献的数量情况，聚类中的文献越多
代表所得到的聚类领域越重要；还能够得到各个类中文献的时间跨度以及某一个特定聚类研究的兴起、繁荣以及衰
落过程，进一步来探究聚类所反映研究领域的时间特征（确定一个研究领域文献的时间跨度）；还可通过突发性探
测和中介中心性指标来测度各个类别中的重要文献。



CiteSpace2.4 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谱

根据时区图得到
研究进展

时区图则是将相同时间内的节点集合在了相同的时区中，这里相同的时间对文献共被引网络而言是文献
首次被引用的时间，对于关键词或主题而言就是它们首次出现的时间，对作者合作网络就是作者发表第
一篇论文的时间，时间序列按照从远到近的顺序排列。某一时区文献少，则表明该时区有影响的成果比
较少，反之，一个时区的文献聚集的比较多，表明该时区积累了大量有影响的成果。各时间段节点之间
的连线关系，表明了研究的传承情况。



CiteSpace2.4 关键文献如何确定？

报告信息：

高被引论文信息
CITATION COUNTS

突现节点信息BURSTS

高中介中心性节点信息
CENTRALITY

高Sigma值节点信息
SIGMA

对这些高被引论文、高中介中心
性、突变论文、高Sigma值的论
文进行研读，分析得出研究热点



CiteSpace2.4 关键词聚类信息



CiteSpace2.5 举例说明——CNKI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案例操作演示



CiteSpace2.5 举例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分析

http://news.whu.edu.cn/info/1015/65750.htm



案例操作演示——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戴尔卡德被wos收
录的123篇文献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戴尔卡德被wos收
录的123篇文献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施引文献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数据库分析功能（机构，期刊）

施引文献期刊分布（TOP 20)

1984年至2021年，37年间共有1万多篇施引文献



案例操作演示_20211112检索

高被引论文202篇



案例操作演示

引用分析可以反映知识的流动；但看不出知识
结构。
我们把近10年的施引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进
行结构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关键词聚类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在
大量的被引参考文献中
快速定位核心经典文献，
并对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和发展脉络进行分析挖
掘，并通过共被引频次
和中介中心性量化参考
文献的学术影响力。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生成图谱

生成基本图谱（运行时背景为黑色，运行完毕背景变为白色）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生成图谱

生成基本图谱（运行时背景为黑色，运行完毕背景变为白色）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生成图谱

查看节点信息，有突变值，无中介中心性值，无Sigma值

节点小于300的，点击快捷键钮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节点大于300的，点击Nodes的菜单下计算节点中心性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图中圈的大小代表被引
频次的多少，引文年环
的颜色代表着被引的时
间，颜色圈越厚，代表
在该时间被引用的频次
越高，红色圈代表某时
间内频次变化率极高的
突现文献，紫色圈代表
中介中心性高的文献。

点击聚类按钮，生成聚类图谱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点击关键词聚类标签，生成聚类
标签图谱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初查聚类信息，了解最大聚类有多少？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报告显示共有10个聚类，最大聚类为4个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图谱显示最大4个聚类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聚类时线图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聚类时线图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聚类时线图-图谱调整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聚类时区图-图谱调整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聚类信息表生成：第一步，保存聚类信息Save Cluster Information;第二步，点击Cluster Explorer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每个聚类信息都保存在projuect文件中的clusters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突变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file:///D:/20211116/project/narrative_summary.html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案例操作演示——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小贴士

不同版本有时间限制，可以通过修改电脑时间来运行前期版本。



CiteSpace数据分析的关键步骤

1.确定研究主题及其相关术语。运用尽可能的专业术语来确定所关注的知识领
域。
2.收集数据。选择数据库来获取所要分析的数据。CiteSpace分析的数据类型
基础是Web of Science格式，从其他数据库下载的数据要通过转换器进行格式
转换才能进行分析。
3.提取研究前沿术语。从数据库文献的题目、摘要、关键词、标识符中检索N

元方法或专业术语，出现频次增长率快速增加的专业术语将被确定为研究前沿
术语。
4.时区分割。需要明确要分析的时间跨度（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这个
时间跨度的分段长度（即单个时区的长度）。
5.阈值的选择。
6.网络精简和合并。在对数据进行初始分析时，一般不做任何精简。通过初步
得到的结果，再决定采用何种精简方法。
7.可视化显示。 CiteSpace的标准视图（默认）为网络图，此外还有Timeline

和Timezone视图。
8.可视化编辑和检测。可通过网络可视化编辑功能美化图形，也可利用网络计
算功能对网络进一步分析。
9.分析结果的验证。使用CiteSpace得到的分析结果后需要与熟悉本专业的学
者、专家进行沟通。特别地，建议对网络中突出的关键节点的作用进行咨询。



CiteSpace数据分析的关键步骤



CiteSpace数据分析的关键步骤



CiteSpace的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CiteSpace的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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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viewer的使用介绍

https://www.vosviewer.com/



VOSviewer的前言

VOSviewer（Visualization of Similarities Viewer，简称VOSviewer）和CitNetExplorer

（Citation Network Explorer，简称CitNetExplorer）由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的凡·艾克和瓦
特曼博士联合开发。两位都出生于1982年，于2010年同时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目前
共同就职于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Nees Jan van Eck

凡·艾克博士个人主页：
http://www.neesjanvaneck.nl/

Ludo Waltman

瓦特曼博士个人主页：
http://www.ludowaltman.nl/



VOSviewer软件介绍

VOSviewer的下载和安装

VOSviewer分析步骤

VOSviewer参数界面介绍

VOSviewer可视化界面介绍

举例：VOSviewer文献共被引分析



VOSviewer3.1 下载与安装

登录软件主
页，下载



VOSviewer3.1 下载与安装

提供了三个版本的VOSviewer的下载



VOSviewer3.1 下载与安装

下载完成后的VOSviewer是一个压缩包，安装方法就是解
压该文件。

双节图标，即可打开VOS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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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OSviewer 分析步骤



1.双击图标 ，打开VOSviewer

2.建立项目并读取数据，点击Create

①

②

③

包含基于VOSviewer网络文件、Pajek网络文件
及GML格式文件的网络可视化方法。

包含对来自WOS、SCOPUS和
Pubmed文献数据库的作者合

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引
文网络分析、文献耦合分析以
及共被引分析

对语料库主题的挖掘，这
里提供了VOSviewer文本、
WOS、Scopus以及
PubMed文献数据库数据。

3.3 VOSviewer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VOSviewer3.3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单击此处开始加
载数据



VOSviewer3.3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数据读取和初步分析

数据分析功能区及阈值设定



VOSviewer3.3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分析类型包含了合作网
络分析、关键词的共现、
引证网络、耦合网络以
及共被引网络。

两种计数方式包含了完整计
数（Full counting）和分数
计数（Fractional counting）。

如在一篇包含四个作者的合
作分析中，完整计数代表了
各个作者具有相同的权重1，
在合作权重的计算上也为1；

在分数计算中作者也具有相
同的权重，各个作者占论文
合作权重的1/4

科研合作网络的分析（Co-

authourship）包含了作者
（Authours）、机构
（Organizations）以及国
际/地区（Countries）的合
作网络分析



VOSviewer3.3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共现分析Co-occurrence仅仅包含

了两种类型、三种组合的关键词共
现，分别为所有关键词、作者关键
词、扩展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VOSviewer3.3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引证分析Citation是通过对文献之

间的互相引用分析建立的文献网络，
它包含了文献的相互引证、出版物
的相互引证、作者的相互引证、机
构的相互引证以及国家/地区的相
互引证。



VOSviewer3.3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文献耦合分析Bibliographic 

coupling包含施引文献Doucments、
出版物Sources、作者Authors、
机构Organizations以及国家/地区
Countries的耦合。



VOSviewer3.3 参数界面功能介绍

共被引分析包含了参考文献的共
被引分析、引证出版物的共被引
分析以及作者的共被引分析。



VOSviewer3.4 可视化界面功能介绍

A可

视化
参数
设置
区

②

③

④

①
①

②

③

B可视化结果展示区

①

②

③

④

C可

视化
效果
调整
区

可视化
参数设
置区

A1 展示视图的整体概览图

A2 为功能切换键（包含File\Items\Analysis）

A3
Map功能区（主要包括项目的建立、打开、保存、打印以及图
形结果导出）

A4
软件信息（包含软件手册、VOSviewer软件的基本开发信息和

更新情况）

可视化
结果展
示区

B1
VOSviewer提供的两种可视化视图方式，Network 

Visualization（网络视图）和Density Visualization（密度视图）

B2 为B1选项的可视化

B3
在B2视图中单击图中的任意元素，在B3中会显示该元素的信
息，包含名称、权重和所属聚类

可视化
效果调
整区

C1
对标签元素大小（Scale)和显示方式圆形（Circles）或长方框
(Frames)的调节

C2

对标签字体大小（Size variation）、标签文字的显示长度
（Max.length）以及标签字体（Font）的调节。若读取的数据
为中文，Font选择SansSerif

C3
对网络图中线性的设置，包含线性宽度（Size variation）、连
线显示的数量（No.of lines）、连线的色彩显示（Colored 

lines）以及曲线显示（Curved lines）

C4 图形颜色调节。包含聚类颜色的编辑，背景颜色（无色、黑色）

在密度视图下，C区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显示的功能主要用于调节
密度图的元素：C1包含对元素大小的调节、密度函数宽度的调节、
主题密度和聚类密度；C2为标签字体大小、标签文字的显示长度
和标签字体的调节。C3为视图颜色的调节



单击Items，显

示网络中节点的
信息列表，在
Filter输入框中

输入要查询的节
点，可查询并单
击得到该项目位
置。勾选Group 

items by cluster,

使网络中的节点
信息按照聚类的
结果分组。

3.4 VOSviewer 可视化界面功能介绍



3.4 VOSviewer 可视化界面功能介绍

单击Analysis进入对可视化图形的设置界面，其功能用来优化图形的布局。一
般情况下，默认设置的高级参数不需要修改。

Normalization提供了四种标准化选项，分别为No normalization 

\Association strength\Fractionalization\LinLog nodularity(无标准化\结合
强度\分馏化\对数结节性)

Layout提供了Attraction\Repulsion\Advanced Parameters(吸引\排斥\高
级参数)三个参数用来对图谱的布局进行优化，在分析数据时软件会自动
给出优选的参数。

Random starts表示VOS布局优化算法运行的次数，参数的数值越大，
则计算结果的精确性越高；Max.iterations为最大迭代次数，该参数越
大，计算结果的精确性越高。Initial step size(初始步长)Step size 

reduction(步长减少)、Step size convergence(收敛步长)和Random 

seed(随机种子)为VOS优化布局算法的技术参数，收敛步长越小，计算
的精度越高。



3.4 VOSviewer 可视化界面功能介绍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共被引分析步骤：Create-Create a map based on 

bibliographic data-Browse-Next-Type of analysis-

Co-citation,Unit of analysis（分析的知识单元）可
以选择Cited reference、Cited sources、Cited 

authors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加载好数据，选定文献的共被引功能后，单击NEXT,会弹出Create Map界面，默认以引
证次数为20进行数据筛选，从219556个参考文献中，萃取出满足阈值的1244条文献。
文献量太多，可将阈值调整为26，得到了800条满足条件的结果，单击Next进入下一步
分析。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此时得到了文献共被引分析的
初步结果，该结果列表中显示
被引的文献信息，该文献被引
的次数等。
单击Finish，即可完成对文献
的可视化分析。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节点的大小反映
了某个特定文献
被引用的总频次，
节点的颜色表示
所属的聚类。单
击某个节点可在
下面信息栏得到
该节点文献的基
本信息、引证次
数以及连线强度。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单击A区的
Save_Save 

map,将结果保
存为CSV格式。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id表示了记录的编
号；lable表示记录

在可视化界面的显
示信息；x和y分别

为元素在二维空间
的坐标；weight为

某条记录的权重，
可为频次，也可为
共现总次数等；
score为某个记录

的得分，该得分可
自定义为某条记录
的平均时间和影响
等；cluster为某个

记录所属的聚类编
号。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显示总的聚
类数和每个
聚类里的文
献信息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主题密度
（Item 

density）

和聚类密度
（Cluster 

density）



3.5 VOSviewer 举例介绍——共被引分析

网络密度视图

用红色和蓝色标示元素密度，蓝色表示密
度低的区域，红色代表密度高的区域。

聚类密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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