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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智库作为独立运作且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为

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提供决策参考，对实现我国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重要
作用。然而，我国智库研究落后于国外智库研究近 20 年，且智库发展过程中也存
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因此，综述分析国内外相关智库研究，识别研究发展趋势和
重要研究主题，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过程]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对国内外智库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国内外
智库的发展趋势，识别智库研究的重要主题。[结果/结论]通过对智库影响力研究、
智库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智库信息管理与情报支撑研究 3 个重要主题进行深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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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寻智库研究发展的研究趋势和重点，以期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智库 影响力 运行机制 情报 文献计量分析
分类号：C931.5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决策科学化是指基于科学的决策思想
指导，按照科学的决策规律，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进行决策 。
然而，科学的决策离不开科学咨询机构，即专业智库的支持。所谓智库（ 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智囊团、脑库等。实际上，只要需要决策的地方，就需要有
人出思想、出对策、出声音，因此，自古至今一直都有类似智库的机构 [1]。现代意
义上的智库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国家，美国学者 Paul Dickson 首先将智库
界定为：一种独立运作且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研究人员通过科学的
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
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2]。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则是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我国的智库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我国面临的外
部环境较为复杂，需要智库充分发挥前沿引领作用；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迅猛
发展，加强了政务公开化的程度，社会舆论环境更加复杂，需要智库合理利用网络
传播，充分发挥决策咨询作用。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表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至此我国的智库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随着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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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步伐加快，智库建设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不仅中央层面启动高端智
库建设试点工作，地方以及各高校也积极参与到智库建设中。因此，智库相关研究
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智库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发
展态势进行梳理，探寻智库研究发展的趋势和重点，以期为我国智库研究、建设和
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国内外智库研究现状
智库作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是国家决策咨
询系统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智库研究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本节
利用文献计量法分别对国内外智库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在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中以“think tank*”为主题进行检索（文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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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时间截至：2017 年 8 月 9 日），得到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书的章节共 1,445 条
记录；在 CNKI 数据检索平台中以“智库”“思想库”和“智囊机构”为主题对
CSSCI 收录的期刊（含扩展版）进行检索（文献检索时间截至： 2017 年 8 月 9 日），
去除“卷首语、订阅信息、会议通知、征稿启事、目录、中心简介”等不相关文献，
得到 1,662 条记录，据此描绘国内外智库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变化趋势（图 1 和图
2）。可以看出，国内外智库的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然而，我国智库研
究文献较国外智库研究文献出现晚 10 多年。

图 1 国外智库研究发文量
Figure 1 Published paper of abroad think tank

图 2 国内智库研究发文量
Figure 2 Published paper of think tank in China

1.1 国外智库研究现状
从研究趋势来看（见图 1），虽然国外智库研究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
但一直处于潜伏期，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智库研究才开始不断发展壮大。此外，一
些关于智库的重要著作，例如迪克森（Dickson）的《智库》 [2] 、斯通（Stone）的
《跨国智库比较研究》 [4]、埃布尔森（Abelson）的《智库重要吗？公共政策机构影
响力评价》 [5] 等都成为智库研究的经典。国外智库研究影响力较大的学者有麦甘
（James G. McGann）、埃布尔森（Donald E Abelson）、斯通（Diane Stone）、里
奇 （ Andrew Rich ）、 詹姆斯 （ Simon James ）、 迪克森 （ Paul Dickson ）、 戴伊
（Thomas Dye）等，其中 McGann 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市民社会研究项
目（TTCSP）”的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自 2006 年开始每年发布 1 份全球智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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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报告。总体来看，国外智库发展可划分为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 3
个阶段，重点研究了智库影响政策形成的多元理论、精英理论和国家理论等[6]。

图 3 智库研究的主题分析（基于 WoS 检索）
Figure 3 Field analysis of think tank research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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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智库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学中，主要围绕政治学研
究路径、政策过程研究路径、知识运用研究路径 [6]进行讨论，尤其是研究智库在国
家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例如，美国智库对越战政策形成过程的
影响[7]等。利用 Citespace 对 WoS 数据平台中的智库相关研究进行主题分析后发现，
这些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政策、法律、环境、经济、政府等方面（图
3）。此外，智库的影响力研究和评价也是研究重点 [5, 8-11] 。随着智库研究的发展，
智库研究也从定性的研究转向定量的研究 [11]。另外，智库在领域政策中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主要的领域包括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 [12-22] 、环境科学 [23-25] 、人类健康 [23, 2632]

、教育[33-35]等。

1.2 国内智库研究现状
我国智库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2013 年开始呈井喷式增长
[1]

。国内智库研究有影响力的学者主要有薛澜、丁煌、任晓、朱旭峰、王莉丽等

[36]

，这些学者主要对美国智库发展进行研究，并逐步引向国内智库研究，集中于以

下领域：专家决策咨询，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国思想库的内涵、社会职能、影响
力，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等。利用 Citespace 对 CNKI 数据库中的智库相关研究进行主
题分析发现，国内关于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建设、决策咨询、美国、特色智
库等（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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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库研究主题分析（基于 CNKI 检索）
Figure 4 Topic analysis of think tank research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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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分析角度，我国智库研究经历了 3 个阶段：从智库的内涵及外延研究到
欧美智库发展模式研究，再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 [36]。杨安等[1]对中国智库
研究进行分析，形成 12 个聚类主题，融合为 4 个方面：面向决策支持的智库角色定
位、智库影响对外政策的运作机制、智库影响力的机理分析与评价、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与发展（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文献）。2014 年后，国家建设新型智
库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智库研究，涌现了一批关于新型智库建设的研究
成果，除了上述提到的关于智库本身建设、评价、机制等的讨论，很多学者从讨论
领域智库和特色智库的建设，例如教育智库、高校智库、旅游智库等 [37-40]；另一方
面，智库的情报研究以及情报机构如何向智库转型的研究也随之浮出水面，成为亟
待研究的重要问题[41-47]。
总体来看，虽然国内智库研究的文献较多，但研究离散程度高，智库研究的多
数学者主要分散在政策研究、情报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新闻研究等研究团队中，
很多学者关于智库的研究呈现阶段性或偶然性特征，没有很好的连续性，智库研究
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专业核心团队和研究体系。关于智库的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对
国外智库发展的认知和引介，以及对国内智库建设的探索和完善。自 2014 年起逐
步出现了关于智库的定量研究，但研究成果数量还很欠缺。此外，无论在实践层面
还是研究层面，我国智库在运行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转型发展尚未到位[1]。
2 智库研究的重要主题
通过上文中对国内外智库研究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智库研究的重要作用日益
凸显。在对文献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对重点文献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智库影
响力、智库建设与运行、智库的情报支撑等主题成为智库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分析，发现这 3 个研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内在的逻辑关系，由于智库建设与运行的核心问题体现在智库的影响力上，而影响
力取决于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研究质量又建立于情报收集和处理的基础上，即，
智库的影响力、建设与运行、情报支撑研究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目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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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因此，下文将着重围绕这 3 项主题进行阐述。
2.1 智库影响力研究
智库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政策，通过为政府等决策部门提供建议和方案等决策咨
询服务的影响和声誉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智库影响力是指智库通过其研究成果来影
响决策者或公众思考、判断及行为的能力 [48]。因此，智库影响力不仅是智库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而且是智库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逐渐成为智库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智
库通常通过参与国家公共政策或其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引导公众舆论、利用国际
政策网络来发挥其影响力。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21 世纪前智库影响力
的研究局限于定性分析阶段，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定量分析于近些年才广泛开展。
2000 年，Nicolas Ruble 首次对智库影响力进行定量分析，估计了 2 年内共 12
家 经 济 政 策 智 库 和 171 位 智 库 学 者 的 新 闻 能 见 度 [49] 。 2002 年 ， Adam Posen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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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s Ruble 的研究进行扩展，对 16 家智库和 276 位经济学家开展研究[50]。2005 年，
Susanne Trimbath 将 Nicolas Ruble 的研究观测期延长至 8 年，并补充了智库与媒体
的数量[51]。2009 年，Donald E Abelson 利用政策过程概念框架创新了智库影响力评
价的方法，该方法以智库被媒体引用的概率和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次数为评价依据，
据此对美国和加拿大智库的政策影响力进行比较[5]。2012 年，Peter T Leeson 等利用
计量回归法评价了美国的自由市场导向型智库在政府支出、税收和私有化领域中 8
类相关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52]。此外，自 2006 年起，James G McGann 等每年均会发
布《全球智库报告》，2016 年该报告已覆盖全球智库中的 6,846 家，并且已成为许
多国家智库评价的重要依据[53]。
国内的智库影响力研究最初聚焦于国外的智库影响力及其评价模式的定性研究 ，
近年来逐渐形成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的定量研究 [54]。例如，王桂侠和万劲波从社会
资本、受众对象、影响渠道、介入时机、产品市场和思想产品等维度构建了科技智
库影响力的基本要素模型 [55]。陈升和孟漫根据智库影响对象的不同将智库影响力划
分为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及社会影响力 3 个维度，对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进行了
测算研究[56]。陈媛媛从信息计量学视角，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智库的学术性进行定
量评价与分析[57]。杨思洛和冯雅从智库网站建设、智库网络传播、智库新媒体维度
构建了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58]。
可以看出，智库影响力逐渐从定性向定量研究发展，且智库影响力水平不仅取
决于智库拥有的顶级专家数量和资金情况，还应体现出智库研究成果被决策者采纳
的情况。智库作为现代决策咨询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合理地评价智库影响力
从而更好地建设高端智库是值得研究的重要主题。然而，我国智库影响力评价研究
尚处于初级阶段，影响力的相关研究亟待深入开展，以期明确我国智库未来的发展
方向。
2.2 智库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
智库的建设不仅要关注智库的自身运行机制和研究质量，而且也需有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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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方面的支持，通过智库内外部的共同作用保障智库建设的顺利开展。其中，智
库的运行机制是智库生存发展的固有机能，引导和制约着智库的运行行为及相应制
度，运行机制不完善将导致智库要素资源的浪费。
国外智库运行机制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Stone 初步对智库的组织管理和
认知进行了探讨 [59]。随后，智库运行机制的研究逐渐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例如，
McGann 对国际典型智库的机制以案例讨论的方式进行了介绍 [60]，并分析了全球化
智库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机遇和挑战 [61]；Struyk 针对智库运行的人员激励机制、成
本管理机制、沟通机制和竞争机制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为优化智库的运行提供依
据[62]。
我国智库建设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在近几年才大量涌现。2015 年，中央文件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表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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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至此，智库建设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的
智库建设迈入黄金时期。从我国目前研究文献来看，关于智库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
分为 3 类。第 1 类集中在对国外智库建设的运行机制进行介绍，例如，杨尊伟和刘
宝存对美国智库进行分类，并分析了美国智库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特点 [63]；刁榴和张
青松对日本智库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64]；刘旺洪对英国智库的运行机
制特色进行研究，分析了英国智库的发展方向 [65]。第 2 类是国外智库建设对我国智
库的启示，例如丁宏结合英国智库建设的运行机制给出了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建
议[66]；莫神星和张平通过对美国智库建设经验的分析，提出了美国智库的政策分析
独立性、资金来源多元化和旋转门机制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67]。第 3 类是对我国
智库建设的运行机制开展研究，例如张家年和卓翔芝从情报视角探讨了我国智库建
设的运行机制和途径 [68]；周湘智从运行技术与实施流程方面对我国智库建设运行机
制进行研讨[69]。
可以发现，国外著名智库大多形成了成熟和完备的智库运行机制，然而我国智
库的当前运行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我国智库组织关系较单一，智库的运行
成本较高和工作效率较低，运行机制导致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研究匹配度较低，研
究成果的质量难以保障。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从智库内部着手，重点解
决智库的运行机制问题，响应智库理论发展与实际应用的完美结合，尽快完善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的运行机制框架。
2.3 智库信息管理与情报支撑研究
在传统的认知中，情报机构和情报工作为智库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情报在智
库前端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情报机构是智库的重要信息资源，负责文献资料提
供、资源网站建设以及智库成果保存，也是智库的信息服务平台，负责制定检索策
略、确定研究策略和分析方法、个性化定制与推送，同时还承担着智库的成果评价
职能[42]。智库的知识再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离不开知识资源的支持，它需要掌握全面
而准确的信息资源，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才能保证研究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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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情报机构几乎参与上述智库知识生产的全过程。随着情报研究的发展，情
报机构以及情报工作在智库中发挥的职能已经远超过上述职能，可以说情报研究和
情报工作已经越来越接近智库职能，智库也越来越离不开其情报研究。
智库的情报机能实质上是站在情报的视角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情报学是一门
研究情报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并以服务组织决策为目标。智库则为决策主体提供
直接或间接的服务，并在政策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可以说，从服务决策视角
来看，情报与智库建设有着密切联系。从服务于决策的本质来看，智库与情报研究
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密切的关联性 [70]。反过来讲，智库提供各类信息资源以及咨询
服务，实质上也属于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来说，智库遵循着资料搜集、
研究分析与拟定方案的“三步走”战略，这实际上分别对应着情报研究（工作）中
的情报收集、情报分析与情报服务（评估与应用）。目前来看，情报学对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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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信息服务、知识管理、专家智慧等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恰恰迎合了
智库建设的相关理念。不仅如此，智库的“知行合一”为情报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
了若干思考[3]。
在实践中，从情报机构向智库转型，国际上也有典型案例。例如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公共政策智库机构，其前身是创办于 1919 年的
“胡佛战争图书馆”。随着时间的发展，胡佛研究所越来越向智库功能靠拢，研究
所及其学者们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逐渐获得智库业界的认同，其在 20 世纪
上半叶逐步完成了从图书馆到公共政策智库的转型[70]。
我国情报研究机构是“出对策”的主力军，有“出思想”的优秀历史传统，也
有“出声音”的潜质，具备进行智库转型的基础条件，可能将其转变成适合现代决
策要求的新型智库 [41]。此外，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大科学、大工程等项目，以及日益
复杂的信息环境表明：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以往的决策形式、方式、机制等
已难以应对及处理复杂化的决策事务，政府依赖于智库的“情报产品”“ 知识精
华”为其出谋划策、资政谋远[3]。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型智库的建议》，探讨情报视角下智库
建设问题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同时对于如何通过情报学的发展来促进新型智库建设
也有积极意义 [3]。但是，仅有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难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支撑战略决策的研究能力 [3]。虽然传统的科技情报机构要成
为新型科技智库有天然的基础与优势，但是研究能力和队伍仍是当前的短板 [71]。从
文献分布来看，我国关于智库情报机能的研究较少，从微观角度尤其是情报队伍和
能力角度的研究更少。
3 智库研究发展趋势
从文献分析可见，随着智库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发
现了一系列特点和趋势，但也有一些尚欠成熟的研究领域，主要总结如下。
3.1 智库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逐渐多样化，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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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智库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例如
国外智库研究的著名学者埃布尔森、麦甘、斯通等人都是大学政治学、社会学、政
策学等领域的教授；国内的朱旭峰、薛澜、任晓等人也是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
的教授。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外的智库研究呈现出“百
家齐鸣”的状态，对智库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主题演化分析可以看出，在教育学、情
报学、管理学、经济学，甚至心理学、医学、环境科学、工程学等领域都有智库研

chinaXiv:201807.00024v1

究的相关成果（见图 5 和图 6）。

图 5 基于 WoS 的智库研究主题演化分析
Figure 5 Research topic evolution analysis based on WoS

图 6 基于 CNKI 的智库研究主题演化分析
Figure 6 Research topic evolution analysis based on CNKI

3.2 智库研究正经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折过程中，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目前，国内外对智库的研究正处于从定性分析到定量研究的转折过程中。传统
的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例如，史密斯较早地分析了作
为“政策精英”的政策专家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智库专家在美国政治中形成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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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考斯特立足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英国自由市场的经典自由派智库自 1931
年至 1983 年的半个世纪中从形成、发展、成功到衰落的过程。詹姆斯•麦肯在《智
库与公民社会：思想与行动的催化剂》、斯通在《跨国智库比较研究》中较早进行
了智库的比较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麦甘教授于 1995 年发表的著作《公共
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开创了智库定量研究的先河

[72]

。随后，

定量研究方法逐步在智库研究中普及，斯通在《俘获政治意象：智库与政策过程》
中首次在中观实证层面分析了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59]。詹姆斯•麦肯首次运
用问卷调查方法实证考察了智库的发展情况。埃布尔森通过观点被主要媒体的引用
率和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次数，定量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5]。里奇
首次将回归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智库研究中。国内的陈升等人也利用统计学
方法研究智库影响力机制[56]，虽然智库的定量化研究逐步兴起，但仍未形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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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智库研究方法是以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为主要特征的系统分析方法。由
于政治决策及重大经济问题抉择一般都与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劳动就业、社会福
利、大众文化等领域相关，所以单纯的基于某一单独学科的决策咨询研究已经无法
满足决策者的基本需求，进而产生了应用多学科方法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现
实需要。其中，集成政策分析就是系统性智库研究方法的重要成果之一[6]。
3.3 智库研究逐步从宏观转到微观，但研究还很欠缺
朱旭峰从宏观-体制、中观-模式、微观-行动 3 个维度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的理论框架[74]。在宏观-体制维度，主要讨论中国智库发展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
政策决策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观-模式维度，进行例如智库建设的组织
类型、地方差异、专家个体特质等多方面与政策参与模式的研究；在微观-行动维度，
加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定位研究，包括人才资源、经费资源、信息资源等
内部治理的研究，以及中国智库政策分析方法和信息支持研究 [73]。从国内外文献可
以看出，随着更多学者加入智库研究的队伍，智库研究也从最初的讨论智库的内涵
与外延以及国外智库的引介，逐步转向对智库问题的深入研究，例如智库的情报机
能研究[3]、智库影响力的提升策略 [74]、智库运作机制研究 [75]、智库型人才的素质结
构[76]，但关于智库内部的人力资源和经费资源的研究仍未深入、相对欠缺。
学界的共识认为智库已经成为衡量国家软实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家近两
年对智库重视程度之高、推进力度之大不同以往。随着智库不断发展，智库机构的
不断建立，智库在国家政策制定和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建设我国
特色新型智库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迫切需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因此，在我国智库
建设进程中，如何合理地识别分析智库研究的重要主题，是我国建设新型智库中的
关键问题。
4 结论与展望
随着科技改革的推进，我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日益复杂，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对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智库作为独立运作且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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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提供决策参考，对实现我国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
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智库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凝练目
前智库研究的重要主题，即智库影响力研究、智库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智库信息
管理与情报支撑研究。通过提炼智库研究中 3 个主题的逻辑关系，总结智库研究的
发展趋势，得出如下结论，并进行展望。
首先，随着中国高端智库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智库研究的质量和科学性也逐
步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重视。虽然近年来我国智库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但现有智
库研究文献中缺乏从科学的角度对智库研究的质量进行把关，从而未能准确判断智
库报告成果的可信性与有效性。针对此问题，潘教峰提出了智库问题导向下的 DIIS
理 论 方 法 [77] ， 即 智 库 研 究 遵 循 的 步 骤 应 包 括 收 集 数 据 （ Data ） — 揭 示 信 息
（Information）—综合研判（Intelligence）—形成方案（Solution）4 个阶段，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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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遵循严格的质量评估标准和机制，最终形成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报告。上述 DIIS
理论提出的智库报告研究体系可为今后智库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思路。
其次，由于智库运行机制的核心问题是智库的影响力，影响力取决于智库研究
成果的质量，而研究质量建立于情报收集和处理的基础上。因此，智库的影响力、
运行机制、情报支撑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但目前我国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还处于初
级阶段，亟待深入和持续的研究，才能促进我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进程，更
好地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
最后，从目前智库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关于智库的研究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很
好的研究体系，智库研究缺乏系统性。因此，在未来智库研究中应从智库研究的质
量和科学性出发，致力于形成系统性的智库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和研究共同体，从
而更好地完善智库功能，便于智库研究人员判断智库问题的研究程度，快速定位亟
待解决的智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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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an independent and relatively stable policy research and
advisory institution, think tank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supports for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However, the think tank research in China lags behind the research abroad for
nearly 20 year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needed to be studie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Therefore,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related researches
in domestic and abroad to identify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nd think tanks in China.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uses bibliometric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on think tanks.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bes deeply into the think tank’s impact, ope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suppor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trend and focu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hink tanks with new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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