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索引为来源，基于 1998－2020年 545篇关于我国国际陆港的研究文献，使用

CiteSpace计量可视化分析软件系统，探讨了该领域的演化路径及其前沿热点动态。结果表明“内陆地区”“沿海港口”“陆

地运输”“内陆城市”“北京平谷”“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欧班列”“一带一路”和“多式联运”等关键词热度持续时间最长，备

受学者们关注。据此提出我国国际陆港未来发展思路：跨学科合作进行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探索；利用大数据进行创

新；经济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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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发展趋势、历史演进趋势、时代变化态势和中国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指

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到2035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

强。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国际陆港对促进国际贸易和恢复经济发展等

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0年11月5日，中欧班列开行10180列，运送集装箱

92.7万标箱，同比增长 54％，往返综合重箱率达到 98.3％，通达欧洲 21个国家、92个城市，再次创造了新纪

录，为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后疫情时代，国际陆港如何发挥其功能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为此，本文对研究我国国际陆港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归纳，以期为学者们

总结有关国际陆港前沿热点及未来研究的关键领域，使其更好地为“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一、研究综述

1980年首批对内陆港研究的国外学者提出“干港”这一名称，并认为“干港”可以缓解海港资源紧张。随

后Slack（1990）对多式联运及其在陆港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研究[1]。Sheng Chao Li等（2020）以中缅越三国

间的国际贸易为例，结合各因素的地理空间特征分析了地理因素对跨境物流路径选择的影响，并利用条件

logit模型比较了地理因素对陆域和海域跨境物流路径选择的影响[2]。Yang Z等（2020）以重庆出口到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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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货物为研究对象，考虑了海运和铁路快运两种运输方式，提出利用出境运输便利性和连通性指标来

计算国际运输可达性的方法[3]。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对国际陆港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主题及其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关于

国际陆港的理论研究。席平等（2001）首次提出建设西安国际陆港的构想[4]；其后，朱长征和董千里（2009）对
国际陆港内涵进行了界定[5]。在陆港的功能方面，梁作君（2002）以大连国际陆港为例，认为陆港作为物流基

地应该具有连接各种运输方式和集散货物的功能[6]；朱长征和董千里（2010）认为国际陆港的功能与国内的

内陆港相似[7]。张新生等（2015）深入分析了提升西安国际陆港中转枢纽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

内陆地区的参考路径和对策建议[8]。迄今，关于国际陆港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第二，关于我国国际陆港的

建设运营及发展研究。董建峰和高纲彪（2016）以郑州国际陆港为例，提出合理布局功能空间和有效梳理内

外交通等建议，以期建立新型多式联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9]。王慧珍（2018）以
西安国际陆港为例，按功能与服务范围依次划分国际陆港物流节点，并根据计算结果对国际陆港布局进行

优化[10]。国际陆港建设需要提升自身竞争力才能更好地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11~12]；在陆港建设过程中，利用

好政府服务并且从政府投资管理的角度分析建设陆港的投资与决策风险[13~14]。第三，关于国际陆港规划及

实施评价。学者们在战略规划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陆港的布局及选址做出详细的评价分析，致力于通过功

能复合化、空间布局融合化、交通组织网络化等规划策略来促进国际陆港“产城融合”[15~16]；规划和评价方法

也有很多，例如弹性规划、SLP法、模糊C-均值聚类、Flexsim等[17~18]。

虽然在我国国际陆港的理论研究、布局规划、建设运营及发展等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已经颇有建树，但

是仍存在以下缺陷：第一，还未有学者基于计量可视化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国际陆港的参考文献进行梳理，第

二，对我国国际陆港领域的现状特征和前沿趋势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还不多。鉴于此，本文对国际陆港的

研究热点进行剖析并对未来国际陆港研究趋势进行探究，为学者们更好地对国际陆港进行研究，促进我国

陆港城市的经济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CiteSpace软件在当今学术界十分受欢迎，之所以使用CiteSpace软件，是因为通过该软件对国际陆港的

关键词、作者、研究机构及研究趋势进行分析，可以直观地反映国际陆港的研究热点主题以及探测未来研究

趋势，为学者们把握国际陆港研究前沿方向及后续研究提供科学的参考。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均来自中国

知网数据库（以下简称CNKI），检索日期为2020年10月10日。检索条件为（主题%=’国际陆港’or题名%=’
国际陆港’），检索范围为中文文献。初步得到1998－2020年545条检索记录，并利用CiteSpace对数据进行

转换处理。

（二）论文年度分布数据

图1为1998－2020年我国国际陆港研究发文数量，从图1可以看出，发文数量在总体增长的趋势中呈现

显著的突变特征。1998－2006年发文量较少且趋势平稳，发文量最多的2002年也仅仅只有3篇。2007年是

转折点，2007－2020年发文量呈显著上升趋势。2011年和2017年发文量有两次突变，2017年发文量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与发文量最低的年份相比，2017年发文量（70篇）分别是 1998年（2篇）、2001（2篇）、2005（2
篇）、2006（2篇）的 35倍。截至 2020年 10月 10日，2007－2020年共发文量（534篇）是总发文量的 97.98%。

由此可以得出，从2007年开始，我国学者对于国际陆港研究的关注度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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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8－2020年我国国际陆港研究发文数量

三、知识基础分析：国际陆港研究的理论演进

（一）作者合作图谱

分析作者合作图谱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国际陆港领域研究的贡献及合作的程度。本文利用CiteSpace软
件得到图2，从图2可以看出：第一，被誉为“中国陆港之父”的席平发文量最多，达35篇，分别从提出建设西

安国际陆港战略构想、国际陆港基础概念与运作、促进内陆城市国际化、使国际陆港变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先行官、促进物流体系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是促进我国国际陆港发展的先行者；第二，董千里和

朱长征在国际陆港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其中对国际陆港的基础理论、形成动因机理、协同机制、功能定位、业

务模式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学者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从

作者之间的连线程度来看，朱长征和董千里合作较多，其他作者之间有少量连线，作者分布也较为分散，这

说明学者们以独立研究为主，尚未形成具体的合作机制。

图2 1998－2020年我国国际陆港领域作者合作图谱

（二）国际陆港的研究演化路径

为了获取国际陆港热点关键词的分布及其演进趋势，本文绘制了关键词时区图谱，结果如图3所示。横

向表示该关键词在文本研究时间段首次出现的年份。从图3可以看出，2002年以前国际陆港领域研究的热

点关键词节点较为分散，2002年以后分布较为密集，“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物流”等热点关键词开始出现，这

可能是因为2001年我国加入WTO，增加了学者们对贸易发展的关注度。节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在2013年以

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热点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园”“城市配送中

心”等，经过学者们不断地探索，关于国际陆港领域研究热点又向“新亚欧大陆桥”和“中欧班列”方向发展。

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国际陆港的研究方向从内陆港向对外贸易不断演进发展，实践证明了此次分析的理论结

果，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欧班列呈逆势增长，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张晟义，陈明月：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国际陆港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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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8－2020年我国国际陆港领域研究关键词演进图谱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国际陆港演化路径，按时间趋势对国际陆港发展阶段具体分析。1998－2007年是

我国国际陆港的战略构想阶段，主要集中在国际陆港基础理论的研究、国际陆港的提出与战略构想等方

面。21世纪初期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于2006年发布《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文件，强调要持

续稳定地提高西部地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让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但是由于西部地区深居内

陆远离国际海岸航线，于是学者们提出建设国际陆港这一战略构想，西安国际陆港的建立成为我国国际陆

港发展的“试验田”。席平（2007）将国际陆港的运作模式分为传统型、过渡型和发展型，典型的发展型国际

陆港如西安国际陆港，并提出提高国际陆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国际陆港作为国际物流的新选择，将

“内陆地区”变成“沿海地区”等建议[19]。

2008－2011年是我国国际陆港的规范落实阶段，学者们对国际陆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陆港的落地

实施、评价（方法）、战略规划、空间布局演化等方面。关于国际陆港的概念，朱长征和董千里（2009）认为国

际陆港是建立在内陆地区，依靠一系列的信息技术，具有集装集散等综合功能的物流节点，带有沿海港口功

能和便捷的外运操作体系的内陆集聚地[5]。席平在《2011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陆港）》中对贸易术语进行

分析，提出例如工厂交货（EXW）和完税后交货（DDP）等术语意味着买卖双方交货时直接见面、买卖双方承

担的风险都较大，建议明确交货地点和风险划分界限。同时在此期间，西安国际陆港、平谷国际陆港和昆明

国际陆港已经落地实施，陈菊红和黄鹏（2011）基于Fuzzy－ANP方法对国际陆港竞争力进行评价[20]。

2012－2015年是我国国际陆港的建设运营阶段，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在此政策的带动下，我国国际陆港的建立如雨后春笋，学者们对海港和

陆港的协同发展、构建国际智慧陆港、创新国际陆港物流发展模式、国际陆港物流的绩效评价及建立国际陆

港人才培养计划等主题展开研究。张颖（2014）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周边城市要相互合作促进

其协调发展，并对大物流系统进一步协调发展提出建议与对策[21]。苟辰楠（2011）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及

Ucinet软件从国际陆港与沿海港口联动的角度，在构建国际陆港信息平台的基础上提出海陆港协同发展的

策略[22]。杨婷皎（2013）提出昆明要利用物联网产业资源的优势，国际陆港的建设要走“智慧化”的发展模

式 [23]。车文（2014）运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综合分析法，并使用Vensim PLE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提出

昆明国际陆港的发展对策[24]。田焱（2012）提出培养国际陆港物流人才体系的思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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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是我国国际陆港的深化发展阶段，学者们对国内外国际陆港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对国

际陆港演化及协同机理、国际陆港运营模式、国际陆港竞争力评价、国际陆港合作绩效评价、国际陆港物流

能力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刘冉昕（2017）在分析欧洲国际陆港发展优势策略基础

上，对沈阳国际陆港发展提出建议[26]。范志忠和胡文龙（2017）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基于地理位置和功能定位

差异提出国际陆港发展战略[27]。杨扬和李莉诗（2019）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以昆明市为例构建国际陆港物

流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评价体系，并对国际陆港规划建设协调发展提出建议[12]。

（三）国际陆港研究热点分析

聚类是将属于同一主题的关键词聚类在一个命名下面，便于学者们从更高的视角来理解这些文献。鉴

于此，本文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过程使用的是LLR聚类算法，结果表明聚类种类太多，说明对这一领域

的研究过于分散。因此操作过程中，在CiteSpace软件里勾选 clusters，找到 Show the largest key clusters，选择

当前最热的10个研究热点，然后进行分析。

聚类关键词如图4所示。不同的聚类是根据聚类中共词第一次发生的年份来确定的，从图4可以看出，

聚类图形的块与块之间会发生重叠，这表明以往的研究领域还在向外拓展。例如“中欧班列”与“一带一路”

聚类块之间就发生了重叠，这表明学者们在这两块相关领域还在继续进行研究。图4中还能看到一些重要

的表示中介中心性高的节点，这些节点连接几个不同类型聚类的图形。这几个重要节点是非常值得学者们

关注的，例如“一带一路”这个节点就将“中欧班列”和“乡村振兴”等重要聚类块连接起来。具有潜力的研究

热点都是跨领域的，所以这些跨领域的节点需要去重点关注。当一个节点连接不同的聚类块，可能会出现

新兴的领域。

图4 1998－2020年我国国际陆港领域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四、关键词共现分析：国际陆港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

（一）关键词共现图谱

接下来运用CiteSpace软件，将转换后的数据导入，在系统中调整好时间（1998－2020年），时间切片通常

设置为一年，节点类型选择 keyword进行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5）、高频热点关键词（表 1）和突变词

（表2）。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指收集的文献中作者提供的关键词的分析。图5是1998－2020年国际陆港研

张晟义，陈明月：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国际陆港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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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中所有的圆圈都是节点，节点代表的是关键词，节点大小反映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

点的大小跟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比，节点越大的，该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就越多，从图5中可以看

出“国际陆港”这一关键词节点最大，表明其出现的频次最高，还有“中欧班列”“国际物流”“综合保税区”“内

陆港”等都是节点比较大的，表明在所研究的文献中出现的频次也是比较多的。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

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表示的是跟哪个关键词共现过，也就是指它们曾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可以

明显看出，“国际陆港”与“新亚欧大陆桥”、“国际陆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陆港”与“一带一路建设”

等关键词都曾分别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表明这些词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关联度极高。

图5 1998－2020年我国国际陆港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1进一步列出了中介中心性大于0.10的32个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大于0.10表明该关键词具有较高

的中介中心性。CiteSpace菜单Centrality的含义为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指在网络中，如果

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其他两点之间的路径上，可以认为该行动者居于重要地位，因为他具有控制其他两个

表1 1998－2020年国际陆港领域研究的高频热点关键词

频次

346
26
20
16
16
15
13
13
13
13
12
12
10
10
8
8

中心性

0.64
0.06
0.04
0.05
0.05
0.04
0.08
0.04
0.02
0.02
0.05
0.05
0.06
0.05
0.02
0.02

关键词

国际陆港

中欧班列

一带一路

内陆地区

内陆港

国际物流

保税物流中心

物流园区

北京平谷

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亚欧大陆桥

综合保税区

多式联运

一带一路建设

经济中心城市

国际货运

频次

8
8
8
8
5
5
4
4
3
3
3
3
2
2
2
2

中心性

0.02
0.03
0.04
0.04
0.02
0.03
0.02
0.02
0.02
0.02
0.03
0.02
0.02
0.02
0.03
0.02

关键词

无水港

人民政府

产业园

同比增长

陕西省

产城融合

国际型

兰州市

保税港区

改革开放

海港

都市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外贸集装箱

冷链物流

钦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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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之间的交往能力。这通常是用来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主要是用来发现文献的重要

性。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文献通常是连接两个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在CiteSpace中称其为转折点（Turn
point）。节点的这种重要计算方法是Freeman于1977年提出的，中介中心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BCi =∑ni
st / gst（其中 s≠i≠t）

式中，gst为从节点 s到节点 t的最短路径数目，nist为从节点 s到节点 t的gst条最短路径中经过节点 i的最短

路径数目。从信息传输角度来看，中介中心性越高，节点的重要性也越大，去除这些节点之后对网络传输的

影响也就越大。结合图 5和表 1可以发现，关于国际陆港出现频次最高的是 346次，具有很强的中心性

（0.64），而且遥遥领先于其他热点关键词。其次中心性大于0.05的有“保税物流中心”（中心性0.08）、“中欧

班列”（中心性 0.06）和“多式联运”（中心性 0.06）。最后一部分中心性不高，表明对网络传输的影响不是很

大。由此可以看出国际陆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们对“保税物流中心”“中欧班列”“多式联运”等热词的研究。

（二）突变探测图谱

新关键词的突变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22]，所以本文继续对关键词的突变进行分析，表 2是利用

CiteSpace计算出来的结果，得到了突变强度排名前9位的突变关键词。表2中线条的后半段表示的是该热

词持续的时间，即这一突变关键词的时间范围，Begin和End代表每一突变词的起止时间，例如“沿海港口”和

“内陆地区”突变的时间为 2005－2020年。后半段线条越长代表突变词在这一研究范围持续的时间越长。

Strength数值越大表明该突变词影响的强度越大，9个突变词中强度最高的为“中欧班列”，强度为6.93，这表

明在国际陆港研究领域，2016－2020年研究中涉及的“中欧班列”这一主题较为活跃。表2中学者对9个关

键词的研究热度尚未停止，这表明对“中欧班列”“内陆地区”“沿海港口”“陆地运输”“一带一路”“丝绸之路

经济带”“内陆城市”“北京平谷”“多式联运”这9个关键词热度的研究还在持续，为学者们今后对国际陆港领

域研究指明了具体方向。

表2 1998－2020年国际陆港研究的9个主要突变词

Keywords
内陆地区

沿海港口

陆地运输

内陆城市

北京平谷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欧班列

“一带一路”

多式联运

Year
1998
1998
1998
1998
1998
1998
1998
1998
1998

Strength
5.72
5.61
4.57
3.45
3.49
3.73
6.93
4.43
3.42

Begin
2005
2005
2006
2008
2010
2014
2016
2016
2018

End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1998-2020
----------------

----------------

----------------

----------------

----------------

----------------

----------------

----------------

----------------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计量可视化方法，运用CiteSpace软件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我国国际陆港领域所有文献进行研

究。通过研究作者、关键词等一系列可视化知识图谱，结合对经典文献的梳理，关于我国国际陆港发展的现

状、演进趋势和前沿热点动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研究文献数量来看，文献数量总体较少，核心期刊不多，研究作者以席平、朱长征和董千里为主

力军，且研究的内容以定性研究为主，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大部分是对国际陆港的布局规划和竞争力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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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于海港与陆港联动发展和国际陆港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等领域研究有所欠缺。也可进一步得

出结论，由于我国国际陆港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007年是我国国际陆港发展的转折点，发文量开始突

增，同时研究的热度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不断增强。

第二，从时区图演进趋势来看，海港与陆港之间的合作绩效评价不多，缺乏具体结合实践，海陆港之间

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虽然学者们对我国国际陆港领域热点研究热度不减，例如新亚欧大陆桥、

中欧班列、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综合保税区、多式联运、国际物流等，但是从研究者来看，研究者分布

较分散，大多数都是独立研究，且没有跨学科进行交流合作。

第三，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学者们对各个地区国际陆港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国际陆港的概念、类型和发展

评价等理论层面，关于国际陆港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的实际推动作用的研究匮乏。从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热点关键词主要体现在中欧班列、内陆地区、沿海港口、陆地运输、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陆城市和

多式联运等方面，今后学者们对国际陆港的研究仍然离不开对以上热点的进一步探索。

（二）展望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为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

不仅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还是一个整体，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因此，今后学者们对国际陆港的研究应该从整体出发，探索出有研究意义的新问题，例如将中欧班列和国际

陆港作为有机整体，因为中欧班列和国际陆港的组合可以使内陆城市在国际物流上具备与沿海地区相类似

的条件。在新冠疫情期间，中欧班列促进了我国经济恢复与发展，2020年其发行量破万，为我国贸易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本文为我国国际陆港的进一步研究及其发展提出如下思路：

第一，跨学科合作进行研究。经过研究发现作者之间合作不足，缺少跨学科交流。所以在今后的研究

过程中鼓励学者们跨学科进行合作研究，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国际陆港与海港合作绩效

的评价、国际陆港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能力的评价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第二，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探索。只有发现并提出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对于国际陆港发展定位不

够明确、核心竞争力不够突出、功能不够集成高效等问题，要规划好每一步。首先要统筹规划，以国际陆港

发展规划和政策为基础，明确国际陆港的发展定位；其次要增强国际陆港核心竞争力，做到并做好建枢纽、

强功能、聚产业；最后要在集聚核心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完善运输体系，使国际陆港的功能得到高效发挥。

第三，利用大数据进行创新。在大数据的背景下，陆港集团公司应该利用好现代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信

息技术，走“智慧化”国际陆港的道路，建设国际陆港物流系统，促进我国国际陆港集约化发展，开发综合性

智能软件系统，利用中心数据库对各个流程进行管控，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并可以节约时间，同时还能大大

降低成本。通过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充分发挥国际陆港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实

现由“内陆城市”向“沿海城市”的转变。

第四，经济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为此陆

港集团公司应该充分发挥国际陆港的功能优势，为促进经济贸易恢复发展保驾护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相互促进。所以陆港集团公司在

促进国际陆港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和安全等要素，从而提升国际陆港城市经济发展能力与社

会效益协同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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