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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PP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但PPP的综述类文献非常缺乏。文献计量法是文献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利用

CiteSpace软件和CNKI中的CSSCI期刊论文对我国PPP研究现状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和研究前沿分析。作者群体分析表

明我国PPP研究的核心作者较少，学科背景较为单一，经典文献数量不足，且缺乏深度研究。研究机构分析显示PPP的研

究不成熟，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管理两个学科方向，未能形成占据优势地位和知识集聚的研究机构。由于研究时间较晚，我

国PPP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基本一致，集中于PPP模式、风险分担、公共服务与特许经营、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

方面，而政府信用、政府补偿、治理、税收政策、公共文化服务等正成为新兴的研究前沿。与英文文献相比，我国PPP研究

既体现出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特征，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状态，有待进一步细化、深化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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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面临着巨大压力，但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各地

政府面临着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并且在财政预算软约束下，政府倾向于放大这一需求，从而进一

步加大了城市建设的资金缺口，处于经济加速发展、投资高速增长阶段的中西部省份城市尤为严重。以武

汉市为例，2012年武汉市提出了“五年城建攻坚”计划，以经济增长预测为基础，计划在 5年内投入 4436亿
元，但实际投入为8866亿元（截至2017年），超出比例达到一倍，造成政府债务率高企，例如武汉市2015年底

的债务率达到299%，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因此，各地政府亟需引入其他投资主体，创新投资模式，在此背景

下，PPP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由于具有社会资本参与、风险共担的属性特征，再次得到各地政府

的青睐。尤其是2014年40号文发布之后，PPP正逐渐成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模式。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推广应用PPP模式，但相较于PPP的实践推进，中国PPP领域

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不仅起点较晚，而且文献数量不够丰富。那么，目前学术界对中国PPP领域的研究现

状是怎样的？哪些方面构成了中国PPP研究的热点？未来PPP研究的前沿包括哪些方向？这些将是本文试

图回答的问题。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利用文献计量法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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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PPP领域文献研究现状

了解某一热点的研究现状，文献综述是一个重要途径，但纵观中国PPP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综述类文

献较少[1]，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针对PPP某一项目类型或某一构成环节的综述占了多数，并且以定性评

述为主，带有较为明显的主观性，因此很难有效反映PPP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姚鹏程和王松江（2011）[2]从系统理论的角度，首次将高速公路PPP项目的定价理论分为基于系统的和

非系统的两者理论，并对不同定价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周国强和郑学文（2015）[3]从物流园区特许定

价的关键影响因素、定价方法、政府补贴机制以及调价方法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当前的研究进展；句华和杨腾

原（2015）[4]针对PPP模式下的“政府购买”方式，综述了养老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陈华敏（2016）[5]对大型体

育场馆的PPP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该方面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然，与PPP不断扩大的应用领域相比，目

前PPP综述研究的涉及面还比较窄，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类型的文献研究也割裂了不同类型之间的共通性。

近几年，随着PPP应用领域的增加和社会关注度的提高，PPP机制设计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

包括模式研究、激励与补偿机制、效率、风险、治理与监管、政府行为、法律问题以及项目管理等，但相关文献

梳理和评述非常缺乏。杜亚灵和李会玲（2015）[6]利用2008—2014年间PPP项目履约问题的英文文献，从研

究主题、研究范文和研究年限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类统计，并提出未来的研究趋势将是合同、关系和规制三

方面的整合。陈龙（2017）[7]通过对PPP项目绩效评价研究文献的整理，认为该问题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应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定义项目的成功，并从利益相关者的预期、贡献和责任评价来提高项目绩

效。在PPP模式的研究上，丰景春等（2017）的综述研究是仅有的对PPP研究热点和前沿的文献总结，他以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主题为“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

了PPP研究热点与前沿的知识图谱，并指出PPP研究热点集中在管理和应用两个方面，包括风险、合同、绩

效、治理、领域应用以及关键成功因素等。但该文是对国外PPP的研究综述，作者也指出在研究范围和重点

上，国外与中国的情况并不完全吻合。其他综述性文献中，叶晓甦和徐春梅（2013）[8]、张莹（2015）[9]都是从

PPP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对中国PPP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未完全概括中国PPP的研究现状和热点。

在研究方法的选用上，大多数综述文献都采用归纳的分析范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但定性分析法带有

明显的主观性，无法全面反映当前研究的客观情况，尤其是已有文献存在的规律和特征。文献计量学方法

以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为基础，基于文献事实，通过对某一领域文献的特征进行统计和计量，从而客观反映研

究文献的规律以及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是目前文献研究的重要方向，并逐渐应用到了许多领域

的文献研究中。目前，利用中文文献对中国PPP问题的文献计量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本文将在两个方面

做出补充：第一，着眼于中国PPP领域，考虑到中外PPP发展基础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外文文献并不能很好地

反映中国PPP问题，本文将以中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第二，引入文献计量法，利用CiteSpace软件，从作者群

体、研究主题和研究机构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三、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中文数据库中，CNKI收录期刊最广，来源文献最多，是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首选。在文献类别中，

CSSCI期刊文献不仅更能代表某学科的研究水平，而且其评价主要依据的是与期刊引文相关的数据，因此能

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PPP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研究前沿。在主题检索条件上，虽然PPP有多种译法，如公私

合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并且PPP与BOT等模式存在紧密的关系，从泛义上说似乎无所不包，精简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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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才能更好地把握文献研究脉络，因此本文选取目前公认的PPP作为检索条件。根据赵晔（2016）[10]的研

究，对PPP的最早研究出现于2002年，丰景春等（2017）[1]的研究也表明2006年之前的文献非常少，为更全面

反映PPP的研究状况，本文将时间跨度设置为2002—2017年，语言为中文。

（二）分析方法

辨别和跟踪学科发展前沿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文献计量法作为一种定量统计分析工具得到了

广泛运用，该方法利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对文献特征进行描述、评价和预测，从而总结研究现状并确定研究趋

势。更进一步，许多学者开始展开动态可视化研究，并应用于文献计量研究中[11]，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绘制

合作网络、共现网络、引文网络和共被引网络等各类知识图谱，从而更为直观地反映学科发展历史和演进趋势
[12]。陈超美博士是信息可视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提出历时性动态可视化技术，并开发出了CiteSpace，利用

该软件，可以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从而显示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的发展趋势与动向，并形成研究前沿的演进历

程[13]，成为目前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工具。本文将使用文献计量法和CiteSpace展开分析。

四、数据分析

（一）数据描述

本文以“PPP”为主题词检索得到 1006篇文献，去除无效和不相关信息后，得到 844篇有效文献（见图

1）。从时间分布上看，PPP研究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一是2002—2006年，发文数量非常有限，以介绍PPP
模式为主，虽然中国已经有PPP的相关实践，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二是2007—2014年，发文数量有了

明显的增长，并稳定在每年30~40篇；这一期间PPP实践活动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方面在奥运经济和城市化

进程的推动下PPP推广取得一定成效，另一方面2009年“4万亿计划”的推出使PPP发展出现了明显反复，但

也促使PPP研究走向细化，PPP模式、风险、利益分配、法律问题等成为研究重点。三是2015年至今，中国PPP
研究出现井喷之势，重要原因之一在于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PPP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

财经[2014]76号文等，对PPP的研究也不断深化，监管、博弈、不完全契约、机会主义等成为热点研究。

图1 PPP研究历年发文数量分布

（二）文献作者群体特征分析

作者共现分析的功能之一是能够识别出某一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之间的合作强度。在CiteSpace中，将

关键节点选为“Author”，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图谱。结果显示，共有节点 120个，连接 60个，网络密度为

0.0095，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越大代表作者出现的次数越多。其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李启明和

袁竞峰，属于东南大学的同一研究团队，接下来是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唐祥来（南京财经大学）、

郑世刚：中国PPP领域研究现状及述评：一个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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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穷志（武汉大学）、叶晓甦（重庆大学）等，他们是PPP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和专家学者。对6位主要学者的

学科背景进行分析，他们基本上来自于工程管理和财政学两个领域，相对于PPP的学科复杂性，显然目前的

研究广度是不够的。

进一步分析他们对PPP的研究文献，以被引量作为衡量指标，阈值取30，最终筛选出4篇文献，这也是中

国PPP研究的重要文献。（1）贾康和孙浩（2009）[14]所著的《公共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概念、起源、特征与功

能》，从管理视角系统性地介绍了PPP的概念、起源、特征与功能，是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2）唐祥来有三篇

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公共产品供给的“第四条道路”——PPP模式研究》[15]和《公共产品供给PPP模式研

究》[16]是研究PPP模式较早的且非常重要的文献，《PPP模式与教育投融资体制改革》[17]一文是将PPP模式引

入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文献。结合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我国PPP研究不仅时间较短，而且经典文献较少，

上述文献也只是对PPP及其模式的介绍，缺乏深度研究的权威文献。

（三）PPP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主题特征分析

1. 研究热点分析

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分布可以由关键词得以反映。关键词是文献的核心和精髓，也是文献研究主题的

体现，分析关键词的频次及其在共词网络中的中心性能基本可以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分布。在

CiteSpace中，将节点选为“keyword”，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2），其中节点数221，连线551，每个节点

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表示出现的次数越多，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按照中

心性数值和出现频次整理得到关键词排序表（见表1）。

图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1 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关键词

PPP模式

公私合作

基础设施

PPP项目

社会资本

频次

194
37
39
61
26

中心性

0.64
0.23
0.20
0.12
0.11

序号

6
7
8
9
10

关键词

风险分担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特许经营

公共服务

新型城镇化

频次

22
21
15
20
15

中心性

0.11
0.11
0.08
0.07
0.07

除“PPP”（频次为189，中心性为0.53）自身外，“PPP模式”仍然是PPP研究最主要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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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其他关键词，也高于“PPP”。其他高中心性关键词包括“公私合作”、“基础设施”、“PPP项目”、“社会

资本”、“风险分担”、“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特许经营”、“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等。

（1）PPP模式研究

一直以来，PPP模式是PPP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热点问题，包括PPP模式的内涵、特征、效应以及治理

等方面。从文献的研究趋势看，虽然前三个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但治理问题是PPP模式的研究热点。唐

祥来（2016）将PPP模式定义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治理制度和集配置资源整合性、效能性、绩效性与合法性

于一身的治理工具，合作性是PPP模式治理逻辑的根本，两者彼此依赖、相互依存，是跨越层级的合作伙伴

关系。刘薇（2015）[18]、张海星和张宇（2015）[19]提出PPP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合作契约、利益共享和风险分

担，其推广运用取决于法律体系、契约制度、风险管理以及多方支持等，这也是大量学者的共同认识。但在

进一步研究上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尤其是PPP模式的运行机制、法律保障、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

（2）风险分担研究

风险是PPP研究的重要方面，已有研究涉及风险因素、风险管理、风险控制、风险分担等方面，其中利用

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显示风险分担是目前PPP风险问题的研究热点。已有文献表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文

献较新，通过CNKI检索的CSSCI文献都是2017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二是开始使用数学模型、博弈论和统计

方法等，并利用实证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体现出明显的应用性；三是风险分担比例和策略成为主要方面。张

瑞和张义祝（2017）[20]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得到相对应的子博弈

纳什均衡，周顺和李明顺（2017）[21]同样利用讨价还价模型，求得风险分担的比例。王蕾等（2017）[22]运用合作

博弈理论构建公、私部门的风险分担模型，并利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对模型的解进行修正，继而引入案例实证

求得最优的风险分担比例。

（3）公用服务与特许经营研究

特许经营是政府的一种特殊行为，并非所有PPP项目都必须获得政府授权，只有私营企业提供公共服

务才必须获得政府授权[23]，对特许经营的研究实际上是政府行为研究的内容之一，本质上是PPP项目中政府

角色和职能的定位问题。一部分文献从理论上解释PPP项目中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谷民

崇（2017）[24]认为PPP虽然是一种创新型公私合营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但本质仍然是“合作”，而这种合作

中，政府对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承担着监管的重要职能[25]。另一部分文献针对特许经营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

包括利益协调机制[26]、公共服务定价机制[27]、法律保障机制、政府治理等，这些具体问题构成了这一方面的研

究热点。

（4）PPP与基础设施研究

近年来，基础设施成为PPP应用的重要领域，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轨道交通、地

下综合管廊等也成为PPP研究的重要方向，但整体来看，PPP与基础设施PPP的研究要滞后于基础设施建设

的增长速度。从已有文献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涉及风险、效率、绩效、治理等方面，国内代表性的文献包

括：季闯等（2016）[28]提出了一种基础设施PPP项目的脆弱性评估方法；袁竞峰等（2012）[29]构建了国际基础设

施PPP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王俊豪和金暄暄（2016）[30]探讨了基础设施PPP项目中的契约关系及其治理问

题等等。

（5）PPP与新型城镇化研究

2013年李克强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4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此后新型城镇化成为PPP研究的新热点。文献检索结果也可以发现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始于2013年，最新的文献包括上官健（2016）[31]、方达和张广辉（2017）[32]两篇，探讨PPP模式在新型城镇化

建设中的应用，目前还处于研究的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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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前沿主题分析——基于突变词

在确定研究热点的基础上，可以利用Kleinberg提出的突变检测算法，从题目、摘要、关键词和文献记录

的标识符中提取出突变词来确定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在CiteSpace中，将节点选为“keyword”，突变术语选为

“Term Type”，得到突变词网络图谱（见图3），其中突变词有220个。除与PPP相关的词之外，提取的频次增

长较快的突变词包括：基础设施、风险分担、公共服务、项目融资、新型城镇化、特许经营等。与研究热点对

比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中国PPP研究起步较晚，PPP的研究热点也是PPP的研究前沿。另外，图谱中的突显

点代表了PPP研究的新兴前沿，如政府信用、政府补偿、治理、税收政策、公共文化服务等。

图3 突变词网络图谱

3. 与外文文献研究的对比

丰景春等（2017）[1]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英文文献的计量分析显示，可以视为PPP研究热点的高中

心性关键词包括“合作”、“治理”、“风险分配”、“绩效”、“合同”、“基础设施”、“管理”、“领域”、“所有权”等。

与本文的分析结果相比，我国PPP研究表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中国特色：“特许经营”和“新型城

镇化”，前者体现了我国政府公共部门在PPP项目中的特殊角色和职能，后者体现了我国新形势下的战略部

署。第二，发展滞后。一是我国PPP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项目，应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二是我国对PPP
的研究既不成熟，也不够深入，还没有进展到包括合同和绩效等问题的微观领域。从研究前沿的分析结果

看，我国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基本保持一致，反映了国内研究不成熟的现状。相比之下，国外PPP的研究比

较成熟，研究前沿突出表现为绩效和风险两个方面，更为深入细化，也更为系统化。

（四）研究机构特征分析

研究机构分布能够反映出某一领域研究的集中程度和成熟程度，频次越高，表明该机构的研究团队在

该领域中积累了明显的优势地位，而高于某一阈值的研究机构越多，则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越为成熟。在

CiteSpace中，将节点选为“institutions”，频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中国PPP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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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两个学科方向，尤其是管理学方向产出了大部分研究成果。分析图谱共有100个节点，但每个研究机

构有限的频次数据表明，即使是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也未能形成明显的优势地位和知识集聚；此外，虽然研

究机构有100个，但阈值不管是设为5还是设为10，筛选出的机构数量都较为有限，说明中国PPP领域的研

究非常不成熟，面临着质和量进一步提升的压力。

表2 研究机构频次排序

序号

1
2
3
4
5

研究机构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频次

16
16
15
11
10

序号

6
7
8
9
10

关键词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河海大学商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

频次

10
9
9
9
8

五、结论

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的CSSCI来源期刊，使用CiteSpace软件对PPP领域的研究文献，从作者群体、研

究机构、关键词和突变词等四个方面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以反映PPP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研究前沿，

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作者共现分析显示有6位作者是PPP研究的重要学者，分属于工程管理和财政学学科

背景；以被引量作为文献重要性的衡量指标，设置阈值为30，共有2位学者的4篇文献得以筛选出来。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PPP研究不仅时间短，而且经典文献非常少。第二，中国PPP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管理两个

方向，缺乏具有明显优势地位的研究机构，即使是较高频次的研究机构，其产出也非常有限，还未形成颇具

实力的研究团队，对PPP的研究非常不成熟，亟需质和量的进一步提升。第三，分析结果表明，PPP模式、风

险分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特许经营、新型城镇化等是中国PPP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问题，另外

政府信用、政府补偿、治理、税收政策、公共文化服务等构成了新兴的研究前沿。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

表现出了明显的国情特征，且整体上处于研究滞后状态，缺乏深入细化和系统性的研究。

因此，对于中国PPP领域的研究，一是要积极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和经验，扩大研究范围，使用先进的研

究方法、工具和手段，加强PPP问题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同时向PPP的微观领域倾斜，例如合同和绩效等问

题；二是要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取出我国PPP领域发展中存在的科学问题，加强PPP理论研究水平的同

时，有针对性地提高PPP研究的应用性；三是要积极培育我国PPP领域的研究团队，提高PPP研究的专业性

和系统性，对于已具备实力的研究机构，通过学科融合和跨学科整合，增加PPP研究力量的同时，形成不同

学科方向下颇具优势的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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