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前沿动态】碳中和专题：人文社科类论文分析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活动对地球自然环境的负面

影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全球主要国家纷纷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双

碳目标。碳中和已成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实现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与之相关的研究和应用也已开始突破最初涉及的气候与环境、

自然资源与能源、交通和建筑、工业生产与排放等直接相关的行业，并逐步向社

会经济与贸易、行政与公共管理等多行业、各领域延伸和拓展。本报告试图从人

文社科视角，以 2016 年至今碳中和领域的中外文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采

用计量分析等方法，力图客观反映该领域研究现状，为致力于相关研究的科研人

员提供信息参考。 

一、国内外论文发文概况 

    通过构造检索式并实施检索发现（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2016 年

以来 SSCI 数据库、中国知网（CSSCI 来源期刊）收录碳中和主题相关论文各为

35,099 篇和 8,002 篇，发文情况详见图 1。图 1 显示，不考虑 2022 年数据不完整

的因素，近几年碳中和主题人文社科类全球发文量呈稳步增长态势，中文发文量

虽在缓慢减少，但中国作者外文发文量却在逐步上升，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整体

参与度呈稳步提升态势。 

 

图 1  碳中和人文社科领域 SSCI 和 CSSCI 相关论文发文趋势 

二、主要研究国家/地区 

    全球共 171 个国家/地区参与了该领域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详见

表 1。其中，中国占全球总发文量的三分之一、高居榜首，且与排名第 10 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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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同为进入榜单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间 8 个席位为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表 1  碳中和人文社科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三、核心研究机构 

    全球共 12,687 个机构参与了该主题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国内外研究

机构见表 2。数据显示，国外该领域 TOP10 机构集中分布在英美和欧盟国家。

国内研究机构整体表现抢眼，特别是国内 SSCI 发文量排名前 4 的中国科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均跻身全球前五名，表现尤为突

出。综合该领域中外文核心期刊的发文数据可发现，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成果颇丰，是三所同时进入中外文 TOP10 榜单的国内研

究机构。从科研国际合作情况来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是

该领域全球范围内科研合作最为活跃的 3 个国内机构，与众多国际学术机构存

在合作关系，值得关注。武汉大学在该领域发表 SSCI 论文 243 篇，全球排名第

33 位，国内排名第 16 位；发表 CSSCI 论文 151 篇，国内排名第 6 位。 
  



表 2  碳中和人文社科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四、主要来源期刊 

    从来源期刊来看，外文论文来源于 1700 多种期刊，中文则涉及 500 多种。

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中外文期刊详见表 3。从上榜期刊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来

看，人文社科研究视域中的碳中和研究多聚焦于能源、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经

济、社会和管理等较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表 3  碳中和人文社科领域主要来源期刊 

 

五、主要学科/主题分布 

    数据库学科分类统计结果显示，该领域的中外文研究论文以环境科学学科为

主，约占总发文量的一半，同时涉及能源、经济、化学、物理、气象、工程、交

通等多学科领域，论文量最多的前 10 个学科领域详见表 4。 
  



表 4  碳中和人文社科 TOP10 学科领域 

 

    对 2016 年至今 CSSCI 收录的相关中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共得

到 15170 个关键词，其中出现频次不低于 30 次的关键词有 98 个，形成该领域

中文研究热点词云图（图 2）。其中，碳排放（753 次）、碳中和（380 次）、气

候变化（228 次）、新能源汽车（222 次）、碳减排（208 次）、绿色发展（184
次）、环境规制（171 次）、碳达峰（169 次）、低碳经济（164 次）、节能减排

（152 次）这 10 个关键词都是该领域中文论文的高频词，统计频次均在 150 次

以上。 

 

图 2  碳中和人文社科领域中文热点主题词云图 



     
    为了深入挖掘碳中和主题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利用 Incites 数据

库基于引用关系的聚类功能，对前述 35,099 篇 SSCI 外文论文进行主题分类，

最终得到基于强引用关系的相关论文 33,675 篇。统计发现，该领域 68%的外文

研究成果汇集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这一宏观主题下。为便于学者们更

清楚地了解该领域的全球研究热点，发现更多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视角及研究主

题，我们将 33,675 篇论文按照宏观（Macro Level）研究主题（Research Areas）
归并为四大类，并列出各大类宏观主题下发文量 TOP10 的微观主题，详见表

5。 
  



表 5  碳中和人文社科领域外文论文宏观、微观主题分布 

 



六、高影响力论文列表 

根据期刊质量和被引数据,本节筛选出 2016 年以来部分中外文高影响力学术

论文，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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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征集关注的领域和专题。联系方式：

68754550，Email: jflai@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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