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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大数据环境下的智库研究主要针对海量的信息进行有效采集、处理、分析，挖掘信
息中蕴含的逻辑规律，并且将大量的无规则数据可视化表示，这是当今智库研究的热点。[方法/过程]文章
通过分析国内外智库和大数据可视化研究现状，整理了目前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的相关理论。分
析大数据可视化方法在智库研究中的应用与创新，并运用 CiteSpaceⅡ软件分析我国智库研究现状。[结果/
结论]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对智库研究的方法还比较单一，大数据可视化研究涉及多学科和行业应用。大数
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发展迅速，包括支持智库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的海量数据处理、可视化算法、图形
可视化、人机交互、分布式处理等技术。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在智库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智库数据高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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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科学准确化、复杂图形可视化、复杂问题简化、用户交互良好、资源集聚共享、提升智库作用和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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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Big Da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 Supporting Think Tank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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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nk tanks research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aims at collecting,
processing, analyzing, and digging out the logical rules contained in the massiv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and
representing large amounts of irregular data by visualization methods, which is a hot topic of research on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started with analyz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ink tanks and the big
data visual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think tanks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big data
visualization were sorted out.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big data visualization methods in supporting think
tanks research were analyzed, and CiteSpaceⅡ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ink tanks
research in China.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were
relatively simple at present, and big data visualization research has two features: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industry. Think tanks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big data visualization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cluding
techniques of the massive data process, the visualization algorithm, the graphic visualization,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e distributed processing and so on, which can support the big da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 think tanks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 think tanks research can help think tanks process data
efficiently, make decisions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visualize complex graphics, simplify complex problems,
enhance users’ interaction well, agglomerate and share resources, and enhance their role and influence in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hink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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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库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科学数据分析之上并
对未来研究形势及走向进行预判，具有竞争力和影
响力。随着智库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日益复杂，如何
做到智库的专业化和细致化以应对新型智库的挑
战，将会成为决定智库机构今后成败的关键 [1] 。早
在 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
就强调了政策咨询的重要性，需要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努力建设具有中共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从而
大力推动中国未来特色新型智库研究[2] 。随着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为我国
的智库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动力和挑战。尤其是大
数据可视化方法的应用，从政策运行、政府管理与
决策等视角，基于海量数据处理、分析的可视化方
法，帮助决策者和公众理解关键问题，获取有效信
息，这将是未来智库研究的基本趋势。
1.1 智库研究现状
目前，智库研究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
机构数量方面，2016年2月9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发
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指出：全球智库机构数量
高达6846家，其中美国智库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为
1835家，我国智库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为435家[3] 。
国内外学者均对智库做了深入研究，Jacques
Peter 就曾针对美国传统智库的发展情况，采用科学
计量方法统计、测算智库数据，分析美国传统智库
的运行机制[4]。国内学者吕红基于 WOS 对国际智库
研究态势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信息挖掘，总结出目
前国际智库的研究热点：（1）智库集团的发展运行
现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2）智库的角色定位与
决策作用；（3）智库分类、领域及功能研究；（4）
智库案例分析[5]。
通过文献数量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出
研究领域的变化情况。因此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检索，
以相关文献发文量进行对比，了解智库研究的趋势。
国内文献检索选取中国知网（CNKI）的CSSCI期刊
数据库，以篇名为“智库”精确检索期刊文章，删
除会议通知、报告等信息，时间区间为2000~2016
年，共721篇，国外文献检索选取WOS核心合集数
据库，以“Think tanks”为主题，文章类型为“Article”
进行检索，时间区间为2000~2016年，共384篇，检

索时间为2017年7月19日，相关文献的发文量检索结
果如图1所示。

图 1 国内外智库研究发文量对比
Figure 1 The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published
articles in think tanks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从图 1 可看出，2011 年之前国外对智库研究的
文献数量相比国内较多，说明国外学者对智库研究
较早，有一定的文献积累量，发表相关论文的数量
在过去的 16 年间呈平稳增长趋势。而国内对智库的
研究相对较晚，本世纪初才逐渐开始，但从 2011 年
后相关论文数量逐渐增加。
1.2 大数据可视化研究现状
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是目前大数据分析的重要方
法之一，大规模的数据通过分析处理，并运用图形、
图像方式直观展示数据信息。这些数据通常来自数
据库、html、XML 文件、源代码等，通过存储并分
析数据，实现数据的统计分析、知识表示、用户交
互、视觉表现、人类认知、感知并探索决策[6-11]。大
数据可视化技术充分利用数据分析，结合机器与人
的优势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现视觉感知[12]。
大数据可视化方法来源于最初的科学可视化[13]
和随着信息增长产生的信息可视化[14]，二者合称为
数据可视化。Nightingale 曾运用传统数据可视化方
法搜集、分析关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信息，其中运
用最多的是饼图 [15]。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信息
量的增加，大数据的可视化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
图形可视化，基于海量数据，逐渐在内容丰富的图
形中展现交互功能。交互式数据可视化有助于复杂
数据的选择和表示，能帮助用户和系统之间进行交
互作用[16-17]。由于行业应用和数据类型的不同，大
数据可视化分析方法也不同，其运用范围涉及政治、
经济、金融、医疗等行业，处理的数据类型包括结
构化数据、文本、网络、图像等数据 [18]。
1.3 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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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外智库研究文献的对比分析，并进
行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比国内外智库研究的热点和
趋势发现，国外智库研究起步较早，而我国智库研
究虽有一定成果，但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还未形
成成熟的研究体系。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智
库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进行大数据驱动的智
库研究？目前大数据可视化方法可针对海量数据直
观展示信息，其应用涉及多种数据类型和行业决策
分析，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因此如何运用大数据
可视化分析支撑智库研究的应用和创新？
文章通过对智库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阐述，并
梳理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和理论，结合实
际分析大数据可视化视角下的智库研究方法应用和
创新，运用 CiteSpaceⅡ软件对知网中部分智库研究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展望。
2 智库研究方法发展动态
美国学者保罗·迪克森曾在其 1971 年出版的
《Think Tanks》首次对智库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
智库的作用进行分析。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智
库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纷纷对智库进行研究，研
究领域涵盖政府政策、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智
库的研究方法也在逐渐增多的研究中不断演变。
2.1 传统的计量统计方法
国外学者最初对智库研究主要是在理论研究的
基础上，以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为基础进行的。
Abelson 针对智库的影响力，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测
度智库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力 [19]。与此同时，
问卷调查、专家访谈、访问等方法也逐渐运用到智
库研究中，Rich 首先将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方法运
用到智库研究中，对美国的医疗改革、政府政策制
定过程中智库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20]为了对国
内外智库研究的态势进行分析，赵蓉英等运用文献
的统计计量方法分析智库研究文献累积量，把握当
今研究态势 [21]。从对智库理论研究到统计分析，传
统的计量方法在智库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大
数据时代下的新兴的智库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2.2 大数据环境下的智库研究方法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呈指数倍
增长，智库信息也随之快速增长，为信息的收集、
存储、分析带来挑战。潘教峰教授结合其对智库研
究和实践经验，提出 DIIS 智库研究方法，认为智库

研究只有走完 Data-Information-Intelligence-Solution
全过程才能真正提出有效服务决策的科学决策和咨
询建议 [22]。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驱动的思维逐渐在智库研
究中扩散，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方法得到灵活运用，
实现海量数据分析和图形直观展示。如构建国际智
库研究的国家地区间合作情况网络图谱，直观展示
合作情况，并可绘制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图 [5]，
将可视化与文献分析结合进行国内外智库研究对比
分析，把握当前智库研究的趋势和热点 [23]。
网络图谱能直观的展示智库研究的热点和趋
势，为政府、教育机构等决策提供依据。目前对智
库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的工具有 Pajek(合作网络图
谱软件)、CiteSpace，VOSviewer 等。智库研究对政
治、经济、教育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强，且大数据
可视化的研究方法也较为方便直观，更加有利于决
策者把握智库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2.3 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是目前智库研究中进行数据
表示、数据处理、决策分析的重要手段。目前大数
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智库海量非结构
化数据处理技术、智库研究大数据可视化算法技术、
复杂智库信息的图形可视化技术、支持智库研究可
视分析的人机交互技术、可视化的智库研究中分布
式处理技术等。
智库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技术是分析智库信
息、数据的重要基础，主要针对海量非结构化数据
的量化分析，目前大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实现对实时
采集到的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挖掘分析[24]。同时云
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可提高对海量数据的存储和检
索，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智库研究大数据可视化算
法基于经典算法改进优化得出，如分类、决策树、
朴素贝叶斯、Apriori 算法、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
主要通过在经典算法的基础上在计算机处理技术和
图形分析技术上做一定的改进，对大数据可视化的
智库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如目前常用的机器学习算
法，通过深度学习，可预测基于海量数据的不确定
事件的发展趋势，图形表达内容丰富，用户交互性
能良好 [25]。
复杂智库信息的图形可视化技术根据数据类型
不同呈现的可视化结果也不同，其涉及的数据包括
文本数据、网络数据、时空数据、多维数据等，并
具有实时交互的功能 [26-27]。目前，虚拟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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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仿真等技术都在智库复杂信息可视化中有所
运用，表现内容更加全面，交互形式更加丰富，促
进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快速发展。大数据环境
下，支持智库可视分析的人机交互技术逐渐成为大
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28]。
随着智库研究中处理信息量的迅速增加以及资
源共享的需求，可视化的智库研究中分布式处理技
术逐渐被运用。分布式计算如云计算技术，其深度
学习功能能进行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数据分析等
[29-30]
。且具有快速访问资源和多用户共同使用的特
点，且分布范围广，使用人数多，网络系统性能强，
广泛运用于目前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中，有助
于具体化和多维化共享数据可视化分析结果。

CiteSpaceⅡ软件对知网里的部分智库研究期刊文章
展开可视化分析和探索。从智库数据的快速高效处
理、智库研究方法的决策科学准确化、智库报告中
复杂图形可视化应用、智库研究成果的复杂问题简
单化、支持智库研究过程中可视分析的用户交互、
智库数据资源集聚共享的方法创新、大数据可视化
提升智库作用和影响力等 7 方面来探讨大数据可视
化视角下的智库应用研究和创新。
3.1 智库数据的快速高效处理
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在数据处理阶段
较传统的方法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其采
集的智库数据包括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和海量非结构
化数据，较传统的统计数据全面而具体。
文章的数据来源于 CNKI 中的 CSSCI 数据库，
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19 日，精确检索到 2000 年
~2017 年篇名中含有“智库”的期刊文章共 795 篇。
通过将数据导入到 CiteSpaceⅡ中进行数据转换、处
理，使之快速成为可视化处理的标准格式数据，选
择“keyword”选项，设 selection criteria 参数为 top50，
Threshold interpolation 为（2，1，10；2，1，10；2，
1，10），选择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和 Minimum
spanning tree 方法对关键词字段识别和可视化分析，
并快速得到了分析结果。对文献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的空间状态用数据形式表示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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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可视化视角下的智库应用研究分析
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将智库研
究成果视为政治、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信息量不断激增，如何有效的进行
海量数据采集，并进行有效、动态、直观的分析成
为智库研究的挑战。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
是目前智库研究中比较新兴的方法。目前，社会网
络分析、知识图谱、共现网络分析等都是目前智库
研究中较为常用的可视化方法，不仅对智库研究起
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且有利于数据的高效和精
准采集、处理、分析、预测。因此，文章对大数据
可视化视角下智库应用研究和创新进行分析，并用

表 1 文献数据可视化分析空间状态数据表示
Table1 The dat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patial state of the literature da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时间段

阈值调谐数

年段内引文数

年段内聚类节点

年段内连线数

2007

2 | 1 | 0.1

5

2

1/1

2008

2 | 1 | 0.1

16

0

0/0

2009

2 | 1 | 0.1

83

5

2/2

2010

2 | 1 | 0.1

136

10

12/12

2011

2 | 1 | 0.1

69

5

4/4

2012

2 | 1 | 0.1

229

27

43/43

2013

2 | 1 | 0.1

222

16

15/15

2014

2 | 1 | 0.1

425

51

102/113

2015

2 | 1 | 0.1

573

77

154/244

2016

2 | 1 | 0.1

736

95

190/308

2017

2 | 1 | 0.1

281

23

27/27

除 2001 年段内引文数为 10，2000 年~2006 年
的其余数据均为 0，
因此表中只列出了 2007 年~2017
年的数据。从表 1 中可以明显看出，采集到的智库
研究相关文献引文数从 2008 年至 2017 年均呈递增

的态势，其中 2016 年的引文数最高为 736，
说明 2007
年以后，国内智库研究的热度一直在增加。聚类节
点和年段内连线数的逐年递增也可间接说明 CSSCI
数据库中关于智库研究的文章数量在逐渐增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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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该研究趋势逐渐增强。大数据可视化方法在传统
智库研究方法基础上，可快速处理分析大量智库数
据，并及时得出客观详细的数据分析结果，对高效
智库研究具有一定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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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库报告中复杂图形可视化应用
大数据可视化方法在智库研究中的运用弥补了
传统方法在图形可视方面的不足，其运用计算机技
术将大规模集群的信息有效处理，将数据之间的相
关关系运用多维可视图形的形式展现出来，尤其是
智库研究报告中的复杂图形可视化应用，使得用户
可以直观的看到数据之间的关系以及数据与数据之
间构成的整体性网络。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可视
化仿真等技术都在快速发展，在智库报告中逐渐有
所展现，表现内容更加全面，交互形式更加丰富。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其自建的数据库中

运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帮助用户快速查询研究领域
分布地图、研究热点图、时空图等可视化图形，有
助于用户在查询相关报告时直观准确地观察研究领
域的地域分布、热点、趋势等信息。中国知网（CNKI）
在其数据库和相关报告中也运用大数据可视化方法
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以复杂图形展示报告内容，
帮助用户了解和认识引文网络、关联作者、相似文
献等可视化图形，直观展示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人
员、延伸文献等信息。目前国内外智库研究报告中，
科学知识图谱是较为常用的可视化分析方法，重要
的节点和节点间关联关系能通过图形直观显示，有
助于把握智库研究趋势。通过将采集的文献信息运
用 CiteSpaceⅡ中共现网络的形式展现出来，用户可
直观的看到整个网络系统的关键词，通过所显示的
节点大小从而直观判断智库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趋
势，可视化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ure 2 The co-occurrence network graph of keywords

图 2 中的节点大小表示与智库研究有关的关键
词的频数大小，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联度，2000
年以来智库研究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依次
有“智库”“高校智库”“中国特色”“智库建设”
“新型智库”“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等，从节

点大小判断这些关键词均是目前智库研究的热点。
在输出图形同时还附带了相关的具体图形数据，包
括具体的关键词、频数、中心度、年份等，如表 2
所示。

表 2 关键词频数和中心度
Table 2 The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keywords
频数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200

0.37

2007

智库

52

0.17

2014

高校智库

50

0.07

2013

中国特色

46

0.25

2012

智库建设

38

0.20

2014

新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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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0.35

2012

决策咨询

24

0.29

2012

研究成果

23

0.17

2007

美国

19

0.11

2014

教育智库

15

0.03

2010

美国智库

13

0.04

201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13

0.14

2012

研究机构

13

0.13

2014

影响力

12

0.08

2014

大学智库

12

0.07

2013

民间智库

10

0.18

2015

高校图书馆

表 2 中按关键词出现的频数递减的顺序排序判
断近几年国内智库研究的热点，关键词“智库”的
频数为 200，中心度为 0.37，结合图形中焦点颜色
的变化发现，含该关键词的文献时间跨度最长，而
其余的除了“决策咨询”的中心度为 0.35 之外，其
余关键词的频数和中心度逐渐减小，时间跨度缩短。
直观说明国内关于智库的研究从 2007 年开始逐渐
增多，并衍生出多个研究分支方向。复杂图形可视
化直观展示相关文献关键词的内容、分布、关联情
况及节点特征，从焦点圆心到圆周的年轮颜色变化
可判断历年智库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复杂图形可视
化虽然需要依靠大量数据支持，但其图形化信息的

直观展示在智库研究报告中的应用有助于公众和研
究人员具体化理解抽象问题，提高研究效率。
3.2 智库研究方法的决策科学准确化
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依据的是科学的
研究方法，在智库数据的统计基础上，依托计算机
技术和大数据可视化算法实现海量智库数据的高
效、科学分析，保证决策科学准确化。在对智库研
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对分析结
果进行聚类算法分析，并展示可视化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
Figure 3The cluster network graph of keywords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通过聚类算法将关键词的
类别用不同颜色显示在可视化图形中，可直观的看
出在检索到与智库研究有关的文章中，文章的高频
关键词大致可分为智库、智库建设和高校智库、中
国特色和决策咨询三个类别，也就是说不通颜色的

节点区域表示智库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可以在
判断智库研究热点的基础上，根据聚类算法得出的
可视化结果能看到智库研究的主要分支方向和侧重
点。科学的计算方法有助于快速、高效、准确的帮
助智库研究人员进行科学分析。2015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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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大数据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立，其目的之一就是在大数据环境
下，努力建设大数据产业顶尖智库，在加强大数据
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增强智库建设，提升智库的
社会影响力。上海交大的科研人员根据大数据分析
算法，从高维空间分析数据，根据数据本身的规律
以及数据之间的结构和关系，发掘最本质的信息
[31]
。因此，数据处理流程的严格设置以及大数据可
视化算法的优化，有助于科学地完善智库研究流程，
可视化展示分析结果，显示主要观点，提高决策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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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智库研究成果的复杂问题简单化
传统的分析方法能对数据进行抽象和简化，但
是却很难准确表示出智库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结构，
对智库成果的描述也具有专业性，不易理解。而大
数据可视化方法就是让用户从直观展示的图形信息
中高效获取知识资源，能用多维图形展现智库研究
成果，如层次与网络结构可视化、时空可视化等具
体图形信息，有助于简化复杂问题，高效理解分析。

以大数据可视化为依托的智库研究可有效的展
示智库研究成果，将众多专业性较强的结果运用图
形的形式直观展示，大大简化了问题，便于更多的
用户进行准确理解和宏观分析，从而共同参与政策
制定和智库研究。国际主要智库每年都会发布与智
库研究有关的研究报告，大数据可视化方法则被运
用到报告中将研究成果可视化展示，简化复杂问题，
便于公众阅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其发布
的研究报告中就运用知识地图的方式直观、简单、
高效地展示研究成果。近年来大数据可视化软件的
开发和应用为国内外智库研究提供了便捷，大量复
杂的数据可通过软件进行运算，生成图形直观展示
计算结果，简化分析流程，提高决策效率。
由此看来，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能将
智库研究成果中复杂的问题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
出来，使得大众对智库研究的结果更容易接受，从
而增加大众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和对智库研
究成果的判断和认可。以时序可视化分析为例，其
在智库研究中也较为常用，可以此判断各个年份的
研究态势，该可视化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关键词时序可视化分析
Figure 4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of keywords

从图 4 中可清晰看出，2000 年开始智库研究的
热点逐渐从决策咨询、新型智库到智库建设，2010
年后逐渐从高校智库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过渡。说
明我国的智库研究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下，有了多个
新的研究分支，发展态势良好。不同于传统的文献
计量统计的繁琐、复杂，时序可视化方法通过设定

一定时间区间将复杂的问题直观的展示出来，完整
的表现出了抽象的数据时序变化情况，乃至具体细
节，包括焦点大小，关联关系等，丰富了信息含义，
简化了分析过程，直观展现目前我国智库研究的发
展趋势，使得结果更容易为大众接受，是大数据可
视化方法在智库研究中的应用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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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支持智库研究过程中可视分析的用户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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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研究的趋势和热点能被大数据可视化展
示，但为了让用户更易于理解和分析，用户交互功
能被运用到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中，可对数据
或者图形结果进行一定的处理和操纵来分析和理解
数据。现如今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使得传统的可视
化分析方法在用户理解数据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而支持智库研究过程中可视分析的用户交互功

能可改善这种情况。科学知识图谱软件在智库研究
的可视分析中提供良好的用户交互功能，是大数据
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对智库研究的文
献作者在 CitespaceⅡ软件中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
文献作者共现网络，并截取网络图的动态运行过程
图，根据需求实时改变节点大小突出焦点，如图 5
所示。

（a）运行初期

（b）运行后期

（a）The initial operation period

（b）The later operation period
图 5 文献作者共现网络

Figure 5 The co-occurrence network graph of literature authors

文献作者共现网络由交互界面动态展示，图 a
为网络图运行初期，节点之间的关系连线比较混乱，
焦点不明显。图 b 为网络图运行后期，节点之间的
关系连线逐渐清晰，且通过文字大小和节点大小的
调节，显示了主要作者分布，突出了网络焦点。可
视化的交互界面有助于提高智库研究的灵活性和高
效性，信息的关系图谱能通过交互的功能将数据信
息传递给用户。
在 2017 年 1 月 7 日举办的第二届新经济智库大
会上，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Justine
Cassel 认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需具备两个属性：
通过对话和肢体语言进行自然互动；采用社交模式
而非任务模式 [32]。直观、自然的人机交互有助于未
来智库平台完善和技术创新。兰德公司（RAND）
拥有美国多个行政机构及行业的数据，信息需求者、
供应者、多个数据库之间的相互良好交互有利于增
强后续分析的灵活性。大数据可视化交互功能使得
智库研究的分析过程更加灵活、直观、便捷，同时

还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和易接受性。
3.6 智库数据资源集聚共享的方法创新
智库数据资源集聚共享是未来智库发展的必然
趋势。智库研究通常涉及访问众多的知识型数据库，
从数据库中获取大量信息并进行处理具有一定的难
度，由于机构之间的数据相对独立，资源共享有限。
并且公众用户用传统的查询、统计等方法无法直观
的判断智库研究机构的研究现状、机构之间的联系
以及数据库资源等信息。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
的应用和普及，各智库研究机构纷纷运用互联网平
台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可视化成果展示，并进行
智库数据资源共享，实现机构间互通有无，普通大
众共同参与学习和研究。
目前，很多智库都运用分布式处理技术建立知
识型数据库，并整合相关的数据资源，建立开放式
的数据资源平台，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方法直观
展示数据资源分布，使大众参与分析和判断，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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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智库数据资源，实现智库数据资源共享。很多
国际知名智库都建立了强大的数据库，以便保存重
要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同时提供网络资源共享
平台，加强知识的学习和共享。英国皇家国际事务
研究所在完善建设数据库的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数
字资源部门支持资源共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也
提供智库知识资源的共享服务，服务对象是其注册
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网数据中心
就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社会调查资料等整
合、集聚在一个开放平台中，实现资源共享。同时，
云平台的建立和相关配套系统的开发应用使智库的
存储和利用效率大大提升，数据库之间的信息通信
更加便捷，能使用户便于访问数据库，降低了信息
的获取成本，有效实现资源共享，满足用户需求。
在大数据可视化软件的支持下，用户可便捷识
别智库研究相关机构，从而了解我国智库研究机构
的研究现状、机构之间的联系，以此间接判断机构

之间的合作和资源的共享情况。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在所选文献的范围内，对智库做了相关研究较多的
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图中节点
颜色不同，说明节点类别不同，少数节点之间有表
示关联关系的连线。在智库研究机构可视化结果中，
我国智库研究机构数量可观，但机构之间的联系较
弱，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因此为了我国智
库的深入研究和建设，机构之间应加强合作，共享
资源，避免孤岛效应。应使用户不仅能便捷判断并
访问主流的研究机构和数据库，而且还能根据大数
据的云服务功能更好地共享智库数据和可视化分析
结果，实现资源的无缝沟通，更加高效、准确地进
行资源共享。

图 6 智库研究发文机构共现网络
Figure 6 The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institutes that published articles in think tanks research

3.7 大数据可视化提升智库作用和影响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主任詹姆
斯·麦甘博士曾表示，大数据不仅可以用来收集海
量数据，但更重要的是要对海量数据进行专业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发掘社会问题，如健康、交通等。

为政府和研究人员提供未来处理问题的决策依据。
大数据技术的良好利用能助推智库的作用和影响力
提升。
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方法在智库研究中应用创
新，使得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将互联网、计算机
技术、数据库技术等相结合，进行深入的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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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方法分析问题，并帮助决策
人员和公众理解问题、获取知识资源，助推政府在
解决社会问题上科学决策。近年来、大数据可视化
领域逐渐衍生出大量的新兴技术，这对未来智库研
究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在社会层面上，大数据
可视化分析技术需要有针对社会公众的人性化的交
互系统，不仅使得智库工作者快速掌握大数据可视
化分析技术，满足智库研究人员的需求，同时使更
多的社会公众理解问题、参与政府决策，促进公众
认知和学习智库研究成果，实现智库数据资源共享，
有力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分析结果，有效实现资源共享。
（4）大数据可视化支撑的智库研究方法目前已
有一定的应用，是传统研究方法的重大改进，对智
库研究的应用和创新都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
不仅是当前智库研究方法的初探，也是该项研究未
来的发展趋势。

4 结论

[1] 许鑫，吴珊燕. 智库知识库的构建研究[J]. 情报理论与

文章对智库研究和大数据可视化的研究现状进
行阐述，整理大数据可视化的智库研究方法相关理
论，并分析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支撑的智库研究的
应用和创新，结果表明：
（1）智库建设逐渐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
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智库展开相关研究，智库研究
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我国的智库研究方
法还比较单一，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大数据时
代下海量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成为难点，大数
据可视化分析方法在传统可视化方法的基础上可高
效处理海量数据、在图形、空间直观展示数据分析
结果，具有一定的结果可接受性，有必要将大数据
可视化方法运用到智库研究中。
（2）智库的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传统的计量分析
方法演变而来，但面对智库海量信息，大数据可视
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快速发展。目前大数据可视化的
智库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智库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处理
技术、智库研究大数据可视化算法技术、复杂智库
信息的图形可视化技术、支持智库研究可视分析的
人机交互技术、可视化的智库研究中分布式处理技
术等。
（3）大数据可视化技术目前都被逐渐运用在智
库研究中，给智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海量智库数据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平
台快速准确地获取，并进行高效的数据预处理。科
学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方法使智库研究方法
决策科学准确化。运用多维的图形界面将复杂的数
据结构通过可视化形式展现出来，使复杂问题简单
化。同时良好的交互技术使得用户能更加准确的操
纵、分析、理解数据。基于大数据的云共享技术能
帮助更多的用户访问知识型数据库，实时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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