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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 通过考察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智库功能，分析国际顶级智库的知识产品
及服务，总结智库通过知识产品发挥影响力的途径，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借鉴。[方法/
过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站调研收集数据，同时参考了国际权威的
智库排名报告，对外交关系协会的知识产品及其影响力进行考察。[结果/结论] 智库知识产
品是智库影响力的基础性来源，知识生产、知识出版、知识服务是智库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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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已经过去的 2016 年被称为“黑天鹅事件”频出的一年，其中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因
其过程的紧张激烈和结果的出人意料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尽管大选结果早已尘埃落定，
但新总统特朗普独特的商界背景和行事风格仍然持续冲击着许多既有秩序。然而无论是“没
有从政经验”“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还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包括两党初选过程中诸多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在内，他们在竞选过程中先后与美国外交关系协
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 CFR）及其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进行
过会晤，并就美国的外交政策等议题进行沟通。
从这一细节可以初窥外交关系协会在美国政坛特别是决策层的地位。外交关系协会的
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担任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并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担任过多个
职务，同时在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多个智库任职，他
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在他身上充分显示了智库机构人才的“旋转门”
机制。早在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哈斯就同时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提供过外交政策建议。
而在 2016 年特朗普胜选之后，哈斯曾代表外交关系协会直言不讳地指出：特朗普给美国在
全球所扮演的角色带来了不确定性，特朗普时代的世界正进入“秩序衰退期”。哈斯还认为
美国需要放弃“保护主义”以及“反对移民和难民”的想法，对特朗普政策的警告意味明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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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如此和现任美国总统政策“叫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交关系协会一直
以来的影响力。自 1921 年成立以来，外交关系协会一直都是为美国外交政策出谋划策的权
威机构，甚至被称为美国的“无形政府”、“政治家的学校”、“真正的国务院”、“外交
政策的策动机”；美国《新闻周刊》曾称其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丹尼尔·艾斯图林
（Daniel Estulin）曾在其著作中写道“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最接近统治主体的核心组织”；
罗斯福总统的家人在回忆录中写道“罗斯福使美国受益的大多数想法、主张和办法都是外交
关系协会为他精心炮制好的”[3][4]。外交关系协会的影响遍及美国政府，其渗透之深，以致
很难辨别哪是外交关系协会的计划，哪是政府的计划[5]。美国历届政府要员乃至总统本人（无
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绝大多数都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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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示了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以来参与或直接推动的美国及全球重大外交决策，在近
一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很多重要事件背后都有外交关系协会的影子。
表 1 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以来参与推动的重大外交决策
Table 1 Important Foreign Affair Decision since CFR Established
时间

代表事件

20 世纪 20 年代

策划《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巴黎非战公约），谋划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20 世纪 30 年代

提出要求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扩张的主张；

20 世纪 40 年代

向美国政府提供战时的外交政策和战略；

二战期间

超前设计了战后美国主导经济全球化，成立联合国、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方案；

20 世纪 40 年代
二战后至冷战初期
20 世纪 50 年代
20 世纪 60-70 年代

设计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提出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塑造美国冷战政策；
提出美国对东南亚政策，推动美国卷入越战；
主张美国撤出越南；
主张美国政府对华接触，推动中美关系改善；

20 世纪 80 年代

参与设计星球大战计划、和平演变战略；

20 世纪 90 年代

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
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

21 世纪

提出“中美共治”G2 理论；
影响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决策等...

外交关系协会并不是政府组织，而是美国智库的代表。美国智库被称为在美国政治生
态中继“立法、行政、司法、新闻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具有独特的角色和功能。
美国智库研究研究专家麦甘（McGann）指出：智库是“知识”与“政策”之间的桥梁[6]。
按照这一观点，回顾当前对于外交关系协会的大量研究，可以发现人们主要从国际政治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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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的专业视角关注了该智库的政策影响，而较少从知识与信息传播的专业视角来关注智
库影响力的直接来源——即智库的知识产出和信息产品。
因此本文将从知识视角出发，将智库的本质视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和转
化器，在分析外交关系协会的政策效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该智库的知识属性和功能，回溯
其影响力的源头。本文将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作为世界顶级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知识
产品有哪些？这些知识产品是如何生产和进行质量控制的？这些知识产品是如何传播和推
广的？这些知识产品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为我国的新型
智库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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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有研究回顾
2017 年 1 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发布了国际权
威的智库排名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6）》[7]，在该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排名中，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位列第 10，排在同属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之后。此外在该报告的多个单项排
名中，外交关系协会也位居前 10（见表 2）。
表 2 外交关系协会在《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的排名情况
Table 2 The location of CFR in 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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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兰德公司等其它美国顶级智库相比，外交关系协会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著名智库
研究者唐纳德·埃布尔森（Donald Abelson）、麦甘（McGann）等都曾对美国智库的发展阶
段和类型做出过划分[8]，综合其观点，可以将美国智库划分为四大类（见表 3）。
1921 年成立的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早期智库的代表。第一代的美国智库主要接受基金
会的资助，但在政治立场上强调独立性、中立色彩和学术自主权，不参与党派的利益斗争，
这一鲜明的特征保留至今。外交关系协会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尽管在每次大选中都会为共
和党和民主党两方提供外交政策建议，但因基于对外关系委员会无党派的立场，他从未公开
表明自己支持哪位候选人。
表 3 美国智库主要发展阶段和类型
Table 3 The major generations and forms of US think tanks
阶段

时间

特征

代表(成立年份)

第一代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政策研究型智库
“没有学生的大学”
(University without students)

外交关系协会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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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

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政府合同型智库
(Government Contractors)

兰德公司
（1946）

第三代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

政治宣传型智库
（Advocacy Think Tank）

传统基金会
（1973）

第四代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政治遗产型智库
（Legacy-Based Think Tank）

卡特中心
（1982）

由于外交关系协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独特的作用，使得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专门关注
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成果。在美国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劳伦斯·肖普（Laurence Shoup）
和威廉·明特（William Minter）所著的《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协会和美国外交政策》[9]，
佩洛夫（Perloff）所著的《权力的阴影：外交关系协会和美国的衰落》 [10] ，舒尔茨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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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zinger）所著的《外交智者：外交关系协会的历史》[11]等。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从国
际关系和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外交关系协会在在美国外交战略策划和实施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探讨智库和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研究中，金龙云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外
交关系协会的历史、现状、功能，及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分析了外交关系协会在美
国历史不同阶段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2]。李连广、高士超等专门研究了外交关系协会对于美
国越战决策的影响[13][14]。王娟娟解读了外交关系协会对于在 20 世纪 60 年对于中国问题的
研究成果[15]。由于外交关系协会自身出版发布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各类资料，使其成为很
多国际关系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参考注脚。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
究开始关注对外关系协会等美国顶级智库的经验，但是这类研究内容重复性较高，多是对智
库历史和现状的简单介绍，缺乏理论基础和新的分析视角。

3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本研究在进行案例分析时首先引入了当前智库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在针对智库的专
门研究中，表现出多维视角（如政策环境、治理结构、运营模式、影响评价等），而知识视
角是一种基础性视角。这种视角将智库视为一种知识集合体。很多学者论述了智库特有的知
识属性：如智库是在应用情境下生产知识的典型代表[16]，智库的产品是知识与思想[17]，智
库的本质是信息加工和知识组织机构[18]，智库是知识与政策之间的桥梁[6]。
徐晓虎认为智库的根本作用在于对已有数据、信息进行加工，根据需求产出公共知识
和政策[18]。本文认为，智库是一种知识转换装置，其运行机制由知识输入、知识处理加工
和知识输出三个环节构成。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对上述环节进行了细化和整合。
（1）知识输入-知识处理加工环节：贺德方、乔晓东、曾建勋等面向新技术条件下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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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事实型数据+专用工具+专家智慧”的 FAST4Wisdom 服务理念[19-21]，李
阳、李刚、张家年等针对智库情报机能提出了“数据资源+工具方法+专家智慧”的基本研
究范式，并据此构建了基于情报流的智库能力体系与运行机制模型 [22]。其中，数据资源和
工具方法主要属于智库前端的配置，而专家智慧则是智库运行机制中段知识处理加工环节的
关键。以上要素共同构成了智库的知识输入-知识处理加工环节。
（2）知识处理加工-知识输出环节：唐纳德•埃布尔森指出，智库主要从事思想（idea）
的开发和推广工作，他们与私营部门一样重视产品的营销。但是企业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利润
率，而智库的成功标准是对于社会公众舆论、领导人政策取向的影响力 [23]。本文认为，智
库输出的无论是理念、方案还是政策建议，其本质都是一种知识产品。智库知识输出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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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就是通过多种策略提升智库知识产品在思想和政策市场的价值，提升其影响力。
约翰·加尔东（Johan Galtung）根据社会各阶层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将社会结构划分为
决策核心、中心和边缘三个层次。与之对应，有学者将智库知识产品的影响力也划分为决策
影响力、精英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8]。智库面向不同的层次和对象，具有不同的施加影响力
的策略和方式。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提出了知识视角下的智库功能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按照智库的
知识工作流程，可以将智库功能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内容：①知识输入配置阶段：主要是在智
库知识生产过程前端根据任务需要进行数据与信息资源、专家资源和方法工具的配置。在这
一阶段，无论是信息内容资源还是专家人力资源都不局限于智库内部，而是可能来自公共领
域、政府部门或是商业机构，根据智库的研究任务和项目目标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一个项目
性的知识生产平台；②知识加工配置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基于智库机构展开，是智库
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知识增量进行整合，从而产生新知的阶段。③知识传播配置阶段：这一阶
段是将智库知识产品进行有效推广传播和社会投放，是一种基于智库的社会知识配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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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视角下的智库功能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think tank functions under the knowledge viewpoint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案例研究
在《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外交关系协会在“利用互联网最佳智库”“利用媒体
最佳智库”“最具公共政策影响力智库”等多个特殊成就排名中均名列前 10 名[7]，这反映
了外交关系协会在智库知识传播手段和效果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本文的案例研究部分，将重
点关注外交关系协会的知识产品传播配置环节。

4.1 外交关系协会智库知识产品的内容
美国很多顶级智库都有自己专属的刊物，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
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等，而
在这些刊物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外交关系协会的《外交事务》杂志。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是全球公认的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类杂志，也是外
交关系协会的品牌和旗舰刊物。有说法指人们如果要了解美国第二年的外交政策走向，只需
阅读当年的《外交事务》即可[3]。《外交事务》杂志与外交关系协会相伴而生、关系密切：
外交关系协会成立后第二年（1922 年 9 月），《外交事务》就创刊出版，并在此后近 100
年间一直作为外交关系协会的舆论阵地，并为外交关系协会在外交界和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
和地位。
除了旗舰产品之外，外交关系协会的知识产品还包括各类图书、报告、论文、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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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网站、视频、音频、播客、媒体专栏、媒体采访、博文等[4]，形成了多媒体、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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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的知识产品矩阵，广泛地传播了智库的研究成果。

图 2 外交关系协会知识产品体系[24]
Figure 2 CFR’s knowledge product system
除了以上这些有形的知识产品，外交关系协会还作为一个信息交流与传播平台，提供了
各类信息服务，有效塑造了智库的软实力。这些信息服务包括举办讲座、论坛、沙龙、研讨
会，以及个人接触和建立私人联系。

4.2 《外交事务》刊物的编辑出版与运营发展
在外交关系协会官方网站的使命声明中，将自身定位描述为一个独立的、无党派倾向组
织、智库和出版者，致力于为会员、政府、商业领袖、记者、教育者和学生、民间和宗教领
袖和其他对外交事务感兴趣的公民提供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美国和世界其
他国家的外交政策[25]。
在这一表述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外交关系协会“出版者”的定位，甚至与“智库”的
定位相并列。而且在外交关系协会的其他官方表述中，还经常强调自身要成为用户“可靠的
消息来源”。这种对于信息发布和出版功能的强调是其它智库中所少见的。
在此，我们专门关注外交关系协会的出版功能及其出版物的代表——《外交事务》杂志。
以这份刊物为样本，分析智库出版物的生产编辑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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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事务》的出版与发行
《外交事务》另一个曾用的译名是《外交季刊》，创刊于 1922 年，初定为季刊，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出版。1993 年该刊改为双月刊，《外交事务》的译名也逐渐为人们
所接受[26]。在当代网络环境下，《外交事务》的内涵已经不仅仅是一份杂志，而是一个以
纸质杂志为核心主打品牌，集成了网站、移动应用、社交媒体、线下活动等各种服务的媒体
平台。在《外交事务》网站上，用户可以订阅“今日外交事务”“本周外交事务”“图书和
评论”“学术公告栏”等定制内容，也可以浏览文章、文集、评论、采访、视频、地图、相
册、图表等专题内容。
（2）《外交事务》的定位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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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在其官方网站上将自身定位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进行严肃讨论
的顶级论坛”。在 1922 年的创刊号上，期刊就对其主要理念进行了描述，并将该理念贯穿
于此后近 100 年的办刊实践，这些理念可以概括为：①对各种不同观点兼收并蓄、兼容并包；
②覆盖广泛议题，包括历史与经济，而不仅仅限于政治；③面向各国作者和读者，但以美国
利益为优先，以美国读者为第一考虑；④指导美国公众舆论[27]。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外交事务》将其创刊使命宣言中的“指导”（guide）美国舆
论改为“告知”（inform）[26]，强调为公众提供多方观点，并不期望读者同意期刊文章的所
有观点，而是期望读者拥有丰富而充分的信息，从而自行做出判断和决策。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外交事务》秉承了外交关系协会客观中立的风格，这种“中立”
并不是“没有观点或不提供观点”，恰恰相反，《外交事务》的“客观”在于充分提供各类
鲜明甚至争锋相对的观点，使读者享有对外交事务各类观点充分的知情权。
（3）《外交事务》的编排与体裁
基于上述定位，《外交事务》在期刊编排和体裁上不仅考虑了专业性，还考虑到要让非
专业人士和大众易于和乐于阅读。
当前《外交事务》文章的主要体裁如表 4 所示。这份期刊虽然定位于对外交事务进行严
肃讨论，但并不意味晦涩难懂或者曲高和寡，而是在追求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同时，满足普通
读者的阅读需要，从而真正搭建决策者、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实现智库组织公共讨论、
发表与发现观点、搜集民意、影响决策以及公共教育的目的。这也体现了智库期刊与学术期
刊之间的区别，值得中国智库以及学术刊物思考与借鉴。
表 4 《外交事务》文章体裁设置[28]
Table 4 Types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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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

体裁

字数

内容

刊物

评论（Comments）

2000-3000

提供具有话题性的评论

纸质版

论文（Essays）

4000-5000

报道或分析报告，杂志主体部分

评论文章（Review Essays）

2000-3000

对新书的讨论

反馈（Responses）

1000-1500

对于往期内容的评论

致编辑的信（Letters to Editor）

500 以下

/

刊物

快照（Snapshot）

750-1500

当前重要事件和政策议题的分析

网络版

快报（Letters Form）

750-1500

来自国外的一手报道

附笔（Postscripts）

750-1500

作者对自己文章的注释和说明

书单（Reading Lists）

/

介绍特定领域的一流著作

圆桌会议（Roundtable）

/

组织集合专家进行专题讨论

（4）《外交事务》的组稿和编辑
《外交事务》的稿件来源主要有两种，即编辑组稿和作者投稿，其中前一种组稿方式在
每期文章中占了大部分比重[26]，从而保障稿件的质量和权威性。
① 编辑组稿及其质量控制：《外交事务》的编辑负责根据国际时局的形势来策划当期
主题，并邀请相关的专家和决策者撰稿。该杂志不采用类似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而是由编
辑部决定稿件录用与否。在创刊初期，编辑把刊物赠送给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建立联
系的同时吸引这些名人政要在刊物上发表文章[26]。
《外交事务》的第二任主编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Hamilton Armstrong）管理《外交
事务》长达 44 年（1928 年-1972 年），他曾是第一个采访希特勒的美国人。在他任上，正
是由于《外交事务》杂志的权威性，吸引了各国政要和顶级专家为期刊撰稿，这些撰稿人都
是 20 世纪中后期的风云人物，包括了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领
导人赫鲁晓夫、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埃及领导人纳赛尔、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3]。
②作者投稿及其质量控制：《外交事务》同样也接受作者投稿。所有的稿件都需要作者
提供当前和过去的职务介绍、近期出版物和相关履历。
《外交事务》的编辑不提供事实审查，
要求作者对文章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同时要求作者对文中出现的引用注明来源和引文。
对于作者投稿，《外交事务》采取循环式评定和滚动式录用（Rolling Basis），而不是拘泥
于固定的编辑日程[28]，这样即有利于及时发出新的论点，也有利于发现和挖掘拥有独特观
点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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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外交关系协会的智库知识产品的效果
外交关系协会通过卓越的知识产出影响了世界政治进程。从外交关系协会和《外交事务》
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智库知识产品（特别是智库出版物）是智库影响力的基础性来源。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重要概念、理论和思想都最初见刊于《外交事务》及外交关系协
会的其它出版物；我们熟悉的一些知名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都是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一文成名”；我们见证的许多重要事件背后都有外交关系协会出版物的直接推动。例如：
1947 年 7 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事务》秋季版上以笔名“X”发
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提出了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并奠定了美国半个世纪里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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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策略的基调。乔治·凯南也因此被称为“遏制之父”；
1953 年 7 月，“原子弹之父”、“曼哈顿计划”领导者奥本海默（Julius Oppenheimer）
在《外交事务》秋季版上发表《原子弹与美国政策》一文，提出了“核威慑理论”，这种“确
保相互摧毁”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在冷战最危急关头美苏两个核大国能够谨慎行事，
而使世界没有走到核战争的境地；
20 世纪 50-60 年代，基辛格在进入政界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已经在《外
交事务》上发表了 12 篇文章[3]，这些文章也使他声名鹊起；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外交事务》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外交关系协会还出版
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专著和研究报告，如《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丛书》，有些著作还成为
畅销书。这些出版物加强了美国从上到下对于中国的了解，铺垫了中美关系改善的舆论基础
和政策导向。在中美邦交正常化方面，外交关系协会的作用功不可没[3]；
20 世纪 90 年代，亨廷顿（Huntington）在 1993 年《外交事务》夏季版上首次提出了“文
明的冲突”，引起的震动与反响持续至今，其中的很多观点在后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变迁和历
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应验。

5 结论和启示
本文关注了智库的知识生产功能，剖析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及其《外交事务》的案例，
基于该案例分析了智库知识产品的内容、制作、传播效果和质量保障。本文认为，智库知识
产品是智库影响力的基础性来源。智库知识产品在传统上主要包括了图书、期刊杂志、研究
报告等。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等都有
自己的专属出版物。在多媒体、新媒体、富媒体环境下，智库知识产品还包含了网站、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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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播客、社交媒体等多种形式。当前顶级智库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智库知识产品矩阵，
可以面向不同的用户类型、应用场景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智库图书可以面向社会大众，
而智库期刊主要面向领域专家同行，智库简报主要面向决策人士。
通过分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及《外交事务》的案例，本文认为知识生产、知识出版、知
识服务是智库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乃至智库媒体的编辑出版都
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对于智库建设和运营，我国智库应重视高质量的知识输出和知识供给，这其中关
键在于打造卓越的知识产品。考虑到我国的出版发行管理体制，我国智库不可能完全像美国
智库一样成为一个准出版机构，但是可以考虑和出版社、杂志社、期刊编辑部实现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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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协同，共同策划和设置专业议题，并组织有针对性的研究，打通从选题设置、研究开展到
成果发布的全流程，健全智库从知识输入、知识加工到知识传播的各个功能环节，让智库研
究成果取得最大化的影响和社会效益，而不是束之高阁，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其次，对于智库评价和质量管理，评价机构和管理机构应该重视智库知识产品的质量标
准和评价指标设计。当前我国对智库知识产品的划分和认定还比较笼统，也缺乏相应的质量
标准，因此需要细化和优化相关的指标。同时通过质量控制，保障智库知识生产全过程的高
水准。此外我们还要注重对智库知识产出的长效评价，从外交关系协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
出：智库的很多研究成果的成效并非在短时间内显现，相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的执行
在数十年后才显示出巨大的效果。
最后，对于智库媒体的编辑出版，《外交事务》也可以带来很多有益启示。这些经验包
括与专业领域内的一流专家建立联系，培养高水平的作者群，丰富期刊文章的体裁和栏目设
置，在知识的专业性和普及性之间实现平衡，重视议题设置和公共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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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with Excell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Study
on the Think Tank Function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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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y observing the think tank function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ervice of this
international top think tank to provide an approach for think tanks exercising influence by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offer references for Chinese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By adopting the case study as the major method, this paper collected data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website investigation, and referred to the latest global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making the full-view for CFR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Result/conclusion] Think
tank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the basic source of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Knowledge product,
knowledge publishing and knowledge service are main functions of think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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