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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的京津冀
协同发展研究评述
魏进平，赵王英
（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

摘 要：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系统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
》为检索源，以 2006-2014 收录
的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文献为统计对象，分别从文献的数量、时间分布、核心作者、合著情况、作者所属单
位、作者所属单位的类型、地区分布、期刊分布、关键词频次等方面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评述，
可为当前和今后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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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区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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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

作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随着时间推移，

检索词，以 CJFD 所有专辑作为检索源，时间选择为

研究文献越来越多。特别是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

2006-2014 年，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共检索

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后，有关研究

到文章 2 299 篇，以这 2 299 篇期刊文献作为研究京津

文献数量显著增加（2014 年全年文献数量达 1 103 篇

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对象，基本可以总结概括出我

是 2013 年的 5 倍多），对以往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就显

国学者 9 年间对“京津冀”问题研究的进展、方向和

得尤为必要了。

概貌，对促进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科学预测其

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包含战
略情报的相关文献特征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用数据
来描述或解释文献的数据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揭示

未来研究趋势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文献数量与时间分布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此

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可以反映某个领域一个时间

前，我们曾基于文献计量法对 1979-2006 年的京津冀区

段内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检索结果显示，1979 年到 2006

域合作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可喜的是其中的一些

年 11 月 20 日，篇名中含有“京津冀”的研究文献共

展望得到了逐步证实。为了进一步探析京津冀区域合

有 253 篇，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是 1986 年发表在《河

作研究现状、规律和趋势，更好的促进京津冀协同发

北学刊》上的《试论京津冀地区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

展，本文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系统中的《中国期刊

至此，京津冀区域研究开始进入起步阶段；1995 年是

全文数据库（CJFD）》为检索源，以有关京津冀区域合

新世纪开始前的顶峰，发文量达到 24 篇，占前十年发

作的文献为统计对象，对该领域近 9 年来的整体研究

文总量的 55.81%，但从 1996 年开始到 2001 年，发文

状况加以梳理、分析和评述。

量又呈现明显的回落趋势，平均每年发文量才仅仅 4

文献篇名作为文献内容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

篇，
特别是 1998 年甚至没有关于此类研究的文献，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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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文献量再度大幅上升至 20 篇，此后从 2002-2005

到 2006 年 11 月 20 日共有 182 位作者发表了 230 篇关

年，发文量小幅回落后又开始平稳上升。总体来看，从

于京津冀区域研究文献，其中戴宏伟发表数量最多，发

1996 年到 2005 年，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入徘徊阶段；从

表量为 6 篇 [1] 。但是多数学者对京津冀区域研究偏少，

2006 年开始，发文量开始不断上升，京津冀区域研究

研究的延续性有待加强。笔者对 2006 年到 2014 年研究

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特别是 2014 年发文总量达到

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见表 1）。

1979-2014 年文献总量的 47.98%，并将继续呈现大幅

表 1 发表文章数居前 12 位作者及发表论文的时间分布

增长趋势，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入活跃阶段。2006-2014
年有关京津冀的研究论文总发文量为 2 299 篇。如图 1
所示，从 2006 年到 2007 年，关于研究“京津冀”的

发表数
量（篇）

论文发表时间分布：年（篇）

孟祥林

27

2008（1）、2009（4）、2010（3）、2011（1）、
2012（1）、2013（1）、2014（16）

孙久文

9

2006（1）、2008（2）、2012（1）、2013（1）、
2014（4）

祝尔娟

9

2007（1）、2008（2）、2009（1）、2010（1）、
2012（1）、2014（3）

臧学英

8

2006（1）、2007（1）、2008（1）、2009（2）、
2010（1）、2011（1）、2014（1）

张亚明

7

2008（1）、2009（1）、2010（1）、2012（2）、
2013（1）、2014（1）

李文增

7

2010（2）、2014（5）

焦文旗

6

2008（6）

作

者

文献量呈明显增多趋势；随后从 2007 年到 2010 年，文
献量呈缓慢小幅度增长趋势，增长的数量和速度均不
明显；从 2010 年到 2012 年，文献数量呈现持平随后
到小幅下降状态；2013 到 2014 年间，文献数量呈现迅
猛增长趋势。总体来说，在 2006-2014 年间，关于京津
冀区域研究方面，出现了三个小高峰一个大高峰，三
个小高峰分别是 2007 年、2010 年和 2013 年，一个大
高峰是 2014 年。可见，我国学者对京津冀区域的研究
始于 1986 年，虽有所波动，但发展势头良好，总体上
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尤以 2007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增幅最大，相比它们的前一年同比增长 53.49%、

王

佳

6

2011（2）、2012（4）

赵

弘

6

2009（1）、2014（5）

周立群

6

2006（1）、2007（1）、2008（1）、2009（1）、
2010（1）、2014（1）

张

贵

6

2007（2）、2009（1）、2014（3）

孙翠兰

6

2007（2)、2008（3）、2009（1）

文献数

25.47%、4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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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14 年京津冀区域研究研究论文发文量分布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变动与该

通过对发表论文最多的 12 名作者发表论文的年度
统计，可以看出，孙久文、臧学英、周立群 3 位作者
研究京津冀区域起步早，是研究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早
期学者。孙翠兰、焦文旗、王佳他们的发文时间比较
集中，其中孙翠兰和焦文旗文章集中发表时间在 2010
年前，近几年研究较少。而孟祥林、孙久文、李文增、
赵弘、张贵、祝尔娟在 2014 年发文量呈不断增加势头，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对该区域的政策及部分专家

产量较高，成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重要力量。特别是

学者的推动密不可分。我们也可以据此得出：在经济

孟祥林，在近七年中发表京津冀区域研究论文多达 27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

篇（四篇文章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尤其是 2014 年的

产生很大影响，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

论文产量达到了 16 篇，主要集中在京津冀一体化存在

发展战略，
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也将呈现显著增加的态势。

的问题、发展思路和对策上，提出了通过区域整合、突

二、文献作者分析

破行政区划限制来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等建议，此外他
还关注河北各地市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力图在京津冀

鉴于第一作者在论文中的第一位置，在此项统计分

一体化的视角下对旅游业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而孙久

析中，只关注第一作者情况。根据以往研究，从 1986 年

文从 2006-2014 年发表的关于“京津冀”的文献中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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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3 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一篇论文，占总作者人数的 82.27%，有 272 位作者发

资助、5 篇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具有较高的学术

文 2 篇及以上，占总作者人数的 17.73%，其中发文 4

水平；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方向、重

篇及以上的作者有 38 位，占总作者人数的 2.48%，而

难点及途径上，特别是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协同发展上，

该比例远低于文献计量学中核心作者发文量的下限，
即

以及分析了造成京津冀区域趋异的主要原因。

应占总发文量的 20%。总体来说，国内研究津京冀的

2014 年也成为研究京津冀区域的一个转折年，学
者的发文量和发表文章的学者人数呈明显增长趋势，
究

学者较分散，还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二）京津冀论文合著情况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即 2014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

随着现代科学不断的向纵深发展，研究的难度加

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强调

大。传统的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已经不适

京津冀三地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努力实现京

应现实状况。合作成为当代科研活动最基本、最常见

津冀协同发展；2014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

的形式。论文的合著现象就是这种合作研究的最直接

府工作报告，谈到 2014 年重点工作时，提出“加强环

表现。分析合著率就是要说明完成一篇论文要占用的

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总体而言，关于京津冀

作者量，进而间接判断论文研究的深度、广度、学科

区域研究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学者的关注，成为当下

性质、研究方法及适用条件，同时弄清合作的类型、特

最热门话题之一，关于它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

点、发生机理和影响合作的因素，能够更科学的进行

程度，学者研究的连续性也不断增强，相关知名专家

科研攻关和制定人才政策。
可以通过论文合著率和论文合著度两个指标反映

学者和青年学者也不断增多。

论文合著情况。所谓合著率，是指在某个领域内两个

（一）核心作者情况

及以上作者合著的文章占该领域所发表论文总量的百

所谓核心作者，是指在某一领域发表论文较多、影

分比，它是反应科研合作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 [3] 。

响较大的作者集合 [2]。见表 2，在 2299 篇文献中，参

分析论文合著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一定时期内每

与编著的总作者人数为 1 534 位（限第一作者），个人

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一种是在一定时期内多著者论

发文量最多的是 27 篇，根据赖普斯定律，核心作者人

文数与总论文数之比。后一种是由美国学者K. Subran-

数 = 0.749 × max× 1/2 = 3.89 取它的上限值 4，所

manyam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学科的合著率等于该学

以我们将发文 4 及 4 篇以上的作者列为津京冀区域问

科在一定时期内所发表的多著者论文总数/该学科在一

题研究的核心作者（见表 2），有 1 262 位作者只发表

定时期内所发表的多著者论文总数+该学科独著者论文

表2
发表数量（篇）

数 [4] 。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

论文第一作者发文情况
作者数量（位） 占总作者人数比例（%）

除去无作者的文章，共有 2 008 篇，其中京津冀的
论文独著文献有 993 篇，占文献总数的 43.19%，1 015

1

1 262

82.27

2

174

11.34

篇论文由两人及以上作者完成，合著率为 50.55%，4

3

60

3.91

人及以上的合著率为 9.71%。反映了在关于京津冀问题

4

17

1.11

上，研究方向开始由单纯的理论解释、政策宣传等定

5

8

0.52

性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研究者的合作意识

6

6

0.39

7

2

0.13

8

1

0.07

以课题组和机构协作形式参与的较少，更加需要注重

9

2

0.13

机构间的合作。特别是京津冀区域近年来面对的现实

10

1

0.07

问题越来越多，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和跨区域性更

27

1

0.07

加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合作开展应用性研究，也有

越来越强，作者之间的协作和学术交流精神较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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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在学术交流中提高他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度。其

献：2006 年、2007 年河北工业大学承办由京津冀三地

次，当涉及到跨区域研究课题和大型研究项目时，大

社科联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2012 年成立

量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实证资料的查证都需要研究者

“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2013 年在《河北工业大学学

之间的合作和研究机构的资金支持，从而有利于提高

报（社会科学版）
》设立“京津冀发展研究专栏”[6]。这

研究效率和研究质量。

些机构长期以来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研究和相对稳定的

表3

载文量为专家学者提供了学术讨论的园地，为专业人员

京津冀发文作者数量分布

作者数量（位）

1

2

3

发文篇数（篇） 993

541

279

4-13 课题组 无作者
181

占文献总数比率% 43.19 23.53 12.14

7.87

14

291

进行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和前沿的理论基础。

（四）作者所属单位类型

0.61 12.66

合作度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
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2 299 篇论文里署名作者为 2 836
人，论文总体合作度为 1.23。由此可见，合作研究我
国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比例较低，今后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作者所属单位分布

本文将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为政府研究机构、科
研院所、高校和其它四类。在 2006 年之前，根据相关
学者研究，高校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是京津冀区域
研究的主力军 [7] 。而 2006 年以后，根据统计可知，发
表京津冀区域研究文献的政府研究机构发文 132 篇、科
研院所为 246 篇、高校为 1 146 篇、其它为 239 篇。可

作者所在单位发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这个机构关注和开展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程度。
2006
年前河北经贸大学（15 篇）、河北省社会科学院（12
篇）和天津社会科学院（9 篇）发文数量最多 [5] 。2006
年以后，通过对位居前 11 名的作者机构发表文献的时
间统计（见表 6），可以看出，河北工业大学（76 篇）、
河北经贸大学（69 篇）、燕山大学（64 篇）、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48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47 篇）近年来
发文量显著增加，位居前列，发表论文具有一定的时

见，高校发文量最多，占文献总数的 49.85%；其次是
科研院所，发文量占文献总数的 10.70%；其他类和政
府研究机构分别为 10.40%、5.74%。可以看出，大部
分第一作者都属于高校系统和科研机构，说明高校在
京津冀区域研究方面一直有较强的主动性。近年来科
研院所也逐渐取代政府部门成为研究的主体力量，而
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其它中介机构参与研究偏少，未
来需要进一步调动起他们研究的主动性，加强各个机
构之间的协调、合作，特别是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完
善公共政策的研究。

间延续性，并表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河北工
业大学近年来为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
表4

发表文章量居前 11 位的作者所属机构

三、文献的地区分布
通过对京津冀文献的空间分布统计，可以了解各
地区对其研究和重视情况，了解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

机构名称

篇数

比例（%）

河北工业大学

76

3.31

河北经贸大学

69

3.00

冀区域合作的研究文献，相对于 2006 年以前仅有的 9

的地区性。统计显示，共有 25 个地区发表了关于京津

燕山大学

64

2.78

个地区，分布更为广泛，说明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48

2.09

究已经引起了全国各地学者的关注。其中，河北、北

中国科学院

47

2.04

河北大学/南开大学

京、天津三地发表论文仍然和 2006 年以前一样位列三

43

1.87

北京大学

42

1.83

中国人民大学

40

1.74

1986-2006 年间发表的 75、69 和 49 篇有大幅度增长，

河北金融学院/华北电力大学

36

1.57

说明京津冀三地学者仍然是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积

甲，分别发表文章 670 篇、592 篇和 300 篇，但较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35

1.52

极的通过理论创新，借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25

1.09

为京津冀区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京津冀高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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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动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风向标”。除了环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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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发表文章 10 篇以上期刊

地区，该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先后加入了京津冀区
域合作研究领域，特别是上海、广东、江苏、湖北地
区，近年来为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辽
宁、福建、甘肃等地，作为新起的研究力量，近年来
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却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发表
文章
篇数

发表
发表
地区 文章 地区 文章
篇数
篇数

国家基金
篇数 数/省市
级基金数

城市
45
河北工业大学学
33
报（社会科学版）
商业时代*
32
经济与管理*

表 5 论文作者地区统计
发表
发表
地区 文章 地区 文章 地区
篇数
篇数

期刊名称

29

5/0
3/11
5/3

期刊名称

国家基金
篇数 数/省市
级基金数

合作经济与科技 14
投资北京

0/0

13

0/0

产业与科技论坛 13

0/1

11/8

中国经济周刊

13

0/0

港口经济

28

0/8

职业时空

13

0/0

经济论坛

28

0/0

13

1/1

商场现代化

24

0/0

13

4/2

河北 670 江苏

14 内蒙古

5

四川

4

吉林

3

天津经济

23

2/0

现代商业
河北经贸大学
学报*
现代经济信息

13

0/3

北京 592 湖北

11

山东

5

浙江

5

云南

3

人民论坛*

22

0/1

综合运输

12

3/0

天津 300 辽宁

8

湖南

4

广西

3

江西

3

0/0

中国市场

12

0/0

上海

22 福建

5

山西

5

河南

3

宁夏

1

环渤海经济瞭望 22
中国商贸*
20

2/1

中国集体经济

11

1/0

广东

15 甘肃

5

陕西

4

黑龙江

4

重庆

3

0/0

安家

11

0/0

11

2/4

11

6/2

10

3/0

10

3/0

10

0/0

10

0/1

四、文献的期刊分布
通过对期刊的文献分布统计，可以了解特定研究
的“核心”期刊，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不足之处，
在一定程度上为专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方便

领导之友

19

经济研究参考*

18

2/2

城市规划通讯

18

0/0

特区经济*

17

1/1

北京观察

16

0/0

河北学刊*

16

3/1

统计与决策*
地域研究
与开发*
工业技术经济*
天津行政学院
学报
北方牧业

城市发展研究*

15

5/0

中国经贸导刊*

相关人员对文献的查阅和管理。在研究京津冀的文献

前线*

15

0/0

旅游学刊*

10

0/0

中，发文 10 篇及以上的期刊有 40 种，这 40 种期刊共

环境保护*

15

3/0

中国发展观察

10

1/1

发文 688 篇，占文献总量的 29.93%，是研究京津冀区
域合作的重要阵地。表 6 对发表论文在 10 篇及以上的
40 种期刊做了统计，带*号的为核心期刊，发文量 297
篇，占文献总量的 12.92%，以经济、管理类期刊为主。
其中有基金支持的有 208 篇，占这 40 种期刊发文总量
的 30.23%；占 11.05%的文章由国家级基金资助。2006
年前《城市》
《领导之友》
《经济论坛》
《理论与现代化》
《北京规划建设》位列前 5 名，而 2006 年之后的前 5 名
分别为《城市》《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河北工业大学主办）《商业时代》《经济与管理》（河
北经贸大学主办）《港口经济》。特别是《经济与管理》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拥有的国家基金
和省市级基金资助论文总数最多，质量较高，对各类
主体进行京津冀区域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这些期刊大多是经济管理类，且有着稳定的主题
领域和研究方向，说明近年来学者对区域市场、旅游、

注：带*的是中文核心期刊，《河北工业大学学报》（北大核
心期刊） 另有 3 篇相关文献。

要对京津冀区域的空间规划、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交
通运输领域进行了专业性研究。《河北学刊》《河北工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除了对区域产业、交通
进行了探讨，也涉及到了区域的历史地理、文化渊源、
人才开发、政府行政协调、公共服务等社会科学领域
的研究，学科综合型较强。总体来看，在经济管理的
学科领域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其他领域的研究需要进
一步深化。在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信息科技、哲
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领域，关于京津冀区域的研究还
没有形成稳定的“核心”期刊且发文量较少，相关领
域学者需要予以重视并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

五、研究热点主题
关键词词频分析法有助于考察研究领域的现状、
热

金融、产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研究较多。城市、城市

点和发展水平，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在统计关键

规划通讯、综合运输、港口经济、环境保护等期刊主

词词频过程中，首先注意把下列同义词合并：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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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经济增长”；“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经

2016 年

域，多领域协同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协同发展；

济圈”；“一体化发展”、“一体化”等等。最后，通过

“行政壁垒”“贫困带”“空气质量”等关键词说明京津

合并分析，得出前 50 个高频关键词（含同频关键词）

冀的协同发展还面临着多重障碍，如：地区经济发展

（如表 7 所示）。

水平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性生态环境的
恶化，特别是当前“行政区划”下的行政壁垒和公共

表 7 前 50 个高频关键词
位次

关键词

词频
位次
（次）

关键词

词频
（次）

资源的配置不均，是实现协同发展需要着力突破的困
境；“副中心”“中心城市”“燕郊”说明了尽快破解北

1

京津冀

538

18 顶层设计/工作汇报 38

2

京津冀一体化

440

19 区域规划

37

3

京津冀区域

328

20 新型城镇化

35

移，其中加快推进行政副中心的设立，燕郊新区率先

京“大城市病” 的关键是加快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转

4

国家战略

177

21 大气污染防治

34

实现与京津优质资源对接，加快布局以中心城市为核

5

区域经济

127

22 发展规划

31

心，功能合理的城市体系等措施成为专家学者的热门

6

城市群

109

23 对策

30

区域发展

100

24 行政壁垒

话题；“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等关键词

7

29

8

一体化发展

94

25 协调发展

28

9

京津冀都市圈

91

26 环京津贫困带
27
副中心/中心城市/联
27 动/生态环境
26
28 环渤海经济区
25

10 协同发展

79

11 经济发展

64

12 地区经济

63

13 区域合作

59

14 产业结构

51

功能定位/京津冀协
50
同发展/产业分工
发展战略/区域经济
16
47
一体化/京津冀经济圈

29 国家发改委
24
经济一体化/区域一
30
23
体化/空气质量
贫困带/河北省/城市
31 发展/燕郊
21

15

32 交通一体化

17 北方经济中心

生产要素/互利共赢/
33
19
发展问题/基础设施
都市圈发展/发展研
34 究/合作
18

39

20

从高频关键词分析可知，
“京津冀”频率最高，
“京

揭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是统筹区域内城市协调
发展，优化城镇布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最
终打造中国第三增长极，形成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世
界级城市群。
从文献的梳理中可以得知，当前学术界对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障碍因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未来
展望，分别从顶层设计、区域产业分工、生态环保、交
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布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等具体问题入手进一步探索了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路径，或者是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提出了统筹区域协同
发展的对策。研究的学科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视角

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区域”“国家战略”“区域经济”

也逐渐从理论性强的宏观定性研究逐渐深入到操作性

紧随其后。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

强的微观定量研究。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

“区域合作”等关键词说明京津冀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

先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

是当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破解京津冀发展瓶颈，实

态的系统工程，仅仅从单个具体问题入手很难有效突

现三地共赢的必然选择，已经引起了各个地区专家学

破区域协同发展的困境，研究者在加强专业性研究的

者的广泛关注和共同努力；“国家战略”“顶层设计”、

同时，应该同其他领域的学者加强沟通合作，多层面

“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河北省” 等关键词说明，

多角度分析问题，从而提高学术成果的实用性。其次，

一方面，国家高层要基于三地的共同利益制定清晰的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行政壁垒和行政协调机制的

发展蓝图，统筹三地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各省市地

缺乏是阻碍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如

方政府也要积极响应中央政策，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

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高政府的

以区域利益为重，推动区域发展；“产业结构”“产业

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如何通过深化地方政府改革转

分工”“生态环境”“交通一体化”“基础设施”等关键

变政府职能，通过构筑服务型政府打破“一亩三分地”

词说明要加快实现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从产业、生态、

的行政观念，这些研究是需要以后加强的。再次，近

交通、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入手，只有逐步拓宽合作领

年来，关于京津冀区域多主体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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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如张贵（2015） 认为，京津冀

性，推动合作形式由学者的个人合作向组织合作转变，

区域治理不应单靠政府的力量，而应是多元化、多层

通过一些学术论坛等形式交流学术成果，
提高合作效率。

次主体的参与，必须吸纳区域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实

第三，高校一枝独秀。2006 年前高校和政府机构

现共同治理。因此要架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

人员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 2006 年以来

的京津冀区域治理机制 。柳天恩（2015）认为，建

高校发文总量由 32.80%上升为 49.85%处于绝对领先地

立包括政府、学者、企业、行业组织等在内的多层次

位，而科研院所发文总量由 2006 年前的 17.39%降至

网络交流平台，确保区域内各相关利益方都能够合理

10.70%），政府研究机构研究成果显著降低（由 22.92%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但关于如何构建京津冀区域

降至 5.74%），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等机构研究量偏少，

多主体合作网络，如何通过多主体间利益博弈促进主

其研究的主动性需要加强。

[8]

[9]

体间有效互动研究较少。

六、主要结论与未来展望

第四，影响更加广泛。我国京津冀区域研究的研
究人员仍然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而京津冀三地学
者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河北研究成果超过北京位列

本文以 2006-2014 年篇名含有“京津冀”的文献为

第一，天津研究成果虽有大幅度增加但与河北、北京

分析研究的基础，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京津冀区域

有较大差距。近几年来，研究人员的地域范围不断扩

合作研究文献的数量、时间分布、核心作者、合著情

大，上海、广东、江苏、湖北等其它 22 个地区先后加

况、作者所属单位、作者所属单位的类型、地区分布、

入了研究行列，为京津冀区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长

期刊分布、关键词频次进行了统计分析，梳理了京津

三角、珠三角中核心城市的加入不仅为京津冀区域研

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
得出如下结论：

究提供了包括区域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帮助

第一，京津冀总体研究急剧升温。我国研究“京

其早日突破协同发展中的困境，而且有利于中国三大

津冀” 的文献量从 2006 年的 86 篇增加至 2014 年的

经济增长极之间的互动合作，最大限度的整合各省市

1 103篇，特别是在 2014 年 2 月 26 日举行的京津冀协

优势资源，打造全国性的“创新共同体”，提升中国的

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京津冀协同发

国际竞争力。

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后，文献量明显增多，说明了

第五，“核心期刊”更加明显。
《城市》《河北工业

国家高层推动对促进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具有重要意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商业时代》《经济与管理》

义；同时也说明京津冀三地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已经

等 40 种期刊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核心”期刊，发文

对三地协同发展呈现“倒逼态势”，日益受到我国学术

量占文献总量的 12.92%。这些“核心期刊”涉及的领

界的关注，热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域较广，内容较丰富，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

第二，研究力量不断增强。孟祥林、孙久文、臧

学、环境科学和资源利用、信息科技等各个学科，说

学英、祝尔娟、张亚明、周立群、张贵、孙翠兰、焦

明对京津冀区域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已经不仅仅局

文旗、李文增、王佳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主要学者，其

限于经济、文化领域，顶层设计、交通、生态、公共

中孙久文、周立群为早期研究人员，而孟祥林、孙久

服务等领域协同发展的逐步推进和联合发展也成为不

文、李文增、赵弘、张贵、祝尔娟在 2014 年发文量呈

可忽视的研究问题。其中，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不断增加势头，产量较高，成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重

科学版）
》设立了“京津冀发展研究”专栏，由河北经

要力量。特别是孟祥林为高产作者，7 年平均发文量达

贸大学主办《经济与管理》，此两刊载文量将持续攀升。

到了 4 篇/年。多数学者对京津冀区域研究增多，研究

第六，研究问题更加深入。关于京津冀区域的研

的连续性较 2006 年前加强，关于这方面研究的青年学

究不仅注重宏观顶层设计，也越来越关注具体问题，旨

者、知名专家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国内研究津

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交通、产业、生态、体制机

京冀的学者较分散，还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核心作者

制、新型城镇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

群。研究者的合作意识增强，但需要加强合作的专业

结合上文分析和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状况，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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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微观视角出发，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具体意见建议。

试做以下展望：
展望一：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影响越来越

展望四：未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会更加注重

广泛，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乃至更大区域的协同合

研究成果的运用，提高成果的转化率，在京津冀区域

作将会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随着

将涌现出若干具有较大影响的智库。研究方向将会由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模式

宏观层面转向微观操作层面，提出的建议和政策将会

可能将会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重

更加具有可行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不仅仅是从经

要借鉴。 未来的研究队伍将会从环渤海地区延伸至全

济、行政、交通、旅游、文化等视角来解读京津冀协

国各个地区，并通过高校联盟、合办论坛、聘任专家

同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具体对策，生态、教育、医疗、社

顾问等形式吸纳海外学者的加入，研究的专业性将会

保等视角及与政府、企业、高校、民众等各类参与主

增强，分工更加明确，成果更加丰硕。

体相关的议题将越来越多。研究的学科综合性将不断

展望二：合作研究的主体将会更加多元化。未来

提高，涉及到的问题更加复杂。

随着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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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Bibliometric Method
WEI Jin-ping, ZHAO Wa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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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JFD) of CNKI in 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System, the paper

tak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recorded in 2006-2014 o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s a research
object, reviewing number of documents, time distribution, core authors, co-author, the author affiliation, types of
author s affiliati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keyword frequency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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