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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首先对引文内容分析方法的内涵及其三个主要步骤进行阐述, 然后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
综述, 最后对其潜在应用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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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论文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 是科

和文献计量学都构筑在引文分析学的根基之上0 [5]。
引文分析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 已经成为面向科技创
新 的战略 情报研 究和服 务工 作中必 不可少 的重 要方

技发展过程中知识的累积, 是反映学科领域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的创新成果。科技论文之间并不是孤立存
在的, 一篇科技论文的形成一般建立在多篇科技论文

法, 对科技创新和科技决策的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价值。
然而, 引文分析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引文

的基础 上, 并通过科技论文之 间的相互引 用来实现,
符合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研究活动规律, 体现了创
新过程中知识流动的继承性和变化性 [1]。引文分析就
是建立在科技论文的引用与被引用关系 ( 主要包括直

数据不全面、引用信息不明确、引用动机不清晰等。引
用行为是作者的主观行为, 不同作者引用同一篇科技
论文的动机各不相同, 同时还存在伪引和漏引等虚假
引用、正面引用和负面引用、深度引用和浅度引用等

1

[2 ]

[6 ]

接引用、文献耦合和同被引等 ) 基础上, 用于揭示其
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 达到评价、预测科学发展趋势
的目的 [3]。
引文分析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在理论研究和实践

复 杂的引用行 为 。引 用行为 的研究起 源于 20 世纪
[7]
[8]
60、70 年代, 代表人物有 Garfield 和 Weinstock 等, 之
后 涌现出 大量关 于引用 行为 和引用 类型的 理论 和实
证研究, 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和实

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其广泛应用于科学知
识评价 、学术研究动态变化和 科学发展模 式的揭示,
并 作为一 个研 究重点 被积极 地运 用于发 现学 科间的
关联, 进行学科发展趋势分析和科学前沿预测等 [4]。

证调查, 没有应用到实际的引文分析中来。另外, 引文
分 析 极大 地依 赖 于引 文数 据库 , 不 论 是国 外 ISI 的
JCR、Scopus 的 SJR, 还是国内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 CSCD) 、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 CSTPCD) 、中文

/ 从普赖斯、加菲尔德到斯莫尔, 已确立起日臻完备的
引 文分析 理论 与方法 , 构成 科学 计量学 的基础 与主
流,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在科学计量学中已形成一
门成熟的分支学科 ) ) ) 引文分析学, 现代科学计量学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CSSCI) 等都将引文看做是同等重
要, 各种统计指标也均以被引用次数为基础。
引 用行 为的复 杂性 对目前 以被引 用次 数为 主的
引文分析提出了挑战。引文分析将所有的引文同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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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的关联性也通常不加以
论
探 区分, 而实际引用行为具有复杂的动机, 仅仅通过被
索 引用次数并不能看出作者的引用动机, 另外被引文献
对施引文献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 引用作用的不
同 意味着 引文的 价值以 及对 施引文 献的贡 献和 重要
性也不同。因而, 单纯地利用被引用次数是目前引文
分析方法的最大问题。
同时, 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提升以及全文本获取
的可行性, 对文献全文的分析越来越多。Ding [9]提出基
于内容的引文分析, 认为基于内容的引文分析是下一
代的引文分析方向, 并将其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语法
层面, 引文分布在文献中的不同语法结构中 ( 出现在
文中不同章节位置) ; 二是语义层面, 引文具有不同的
语义贡献 ( 如重要或不太重要的贡献、肯定或否定型
贡献) 。
基于以上的研究背景, 本文认为目前的引文分析
方法应当进一步深入引文内容进行分析, 通过引文内
容 分析来 解决 单纯利 用被引 用次 数带来 的只 重数量
不重内容的问题, 将数量和质量评价有机融合, 有效
地揭示文献被引用的原因, 更充分地挖掘施引文献和
被引文献创新之间的关联, 进而更有效地展现学科领
域的演化过程, 为面向科技创新的战略情报研究和服
务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2

引文内容分析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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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引文内容分析方法流程

预处理主要针对施引文献集进行, 包括全文下载、格
式转换和数据清洗。下载全文可借助 EndNote 等工具
进行批量处理。格式转换一般是将 PDF 格式的全文转
换成易于处理的 TXT 格式。因为转换过程中会出现乱
码等问题, 因此需要对转换后的 TXT 数据进行适当的
人工清洗。
( 2) 引文内容抽 取。引文内 容抽取是引文 内容分
析 的关键 步骤, 主要包 括引 用句抽 取和引 文内 容识
别。其中, 引用句抽取是从施引文献集的全文文本中
抽取引用标记所在的句子, 首先要获得被引文献在施
引文献全文中的位置, 这需要利用参考文献序号和引
用标记的对应来完成。另外, 还可以利用语篇分析等
获得引用句的相关上下文句子, 利用引文上下文来进
一步构建引文内容。引文内容识别是在引用句或引文
上下文的基础上进行的, 由于引用句中可能包含多个

科技论文中大部分的创新并不是完全创新, 而是
在 以往创 新基 础上的 再创新 , 既 有继承 性又有 变化
性。科技论文的继承性主要是通过引用和被引用来体
现的, 并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出现在科技论文的正文后

被引文献, 因此需要对引用句进行处理, 主要是根据
引 用标记 来判定 , 获得 所需 被引文 献对应 的引 文内
容, 一般包含以下四种情况: ¹ 如果引用句中只有一
处 含有参 考文献 序号且 包含 被引文 献对应 的参 考文

面, 且在正文中以特定的形式进行标记, 本文称为引
用标记, 如 3、[ 19, 24] 、( 15- 17) 等, 将引用标记所在
的句子称为引用句。同时, 引用句上下文的句子通常
在内容上也与被引文献相关, 本文将与引用句在内容

献序号, 那么整个引用句作为引文内容; º如果引用
句 中有多处含有参考文献序 号且有标点符号 或并列、
转折、比较等连接词 ( and、or、but、thoug h、either ,or、
both ,and、not only ,but also、as、whereas、as well as、in

上相关联的上下文句子称为引文上下文。引用句是施
引文献和被引文献的直接关联, 引文上下文蕴含更加
丰富的语义信息, 引文内容分析指对引用句或引文上
下文的内容分析。引文内容分析假设被引文献对施引

contrast to、similar to 等) 将引用句分隔成若干部分, 那
么 保留包 含被引 文献对 应的 参考文 献序号 所在 的部
分; »如果引用句中有多处含有参考文献序号且作为
句子的同一成分并列出现, 通常以冒号或列举词 ( for

文献创新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 其更加注重引文之间
在内容层面上的语义关联, 深入引文语篇内容来分析
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之间的语义关联, 揭示被引文献

instance、such as、including、by means of、because of、using、
through、about、from、by 、for、e. g. 等) 开始, 那么保留包
含被引文献对应的参考文献序号所在的部分; ¼ 如果

对施引文献创新所起的作用和贡献程度。引文内容分
析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引文内容抽取和内容深度分
析三个步骤, 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 1) 数据预处 理。数据预 处理是引文 内容分析的

引 用句中 有多处 含有参 考文 献序号 且分布 包含 多种
情况, 并将引用句分割成若干部分, 那么以保留包含
被 引文献 对应的 参考文 献序 号所在 的若干 部分 为首
要原则。

首要任务和重要保障, 主要包括数据集构建和全文预
处理。其中, 数据集构建包括元数据下载、被引文献集
构 建和施 引文 献集构 建, 被 引文 献集由 被引论 文组
成, 施引文献集由引用被引文献集的论文组成。全文

( 3) 内容深度分 析。内容深 度分析是引文 内容分
析的目标, 是对引文内容的进一步挖掘和分析, 其分
析 方法的 广度和 深度直 接影 响引文 内容分 析的 应用
价值,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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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进行分类, 是在引用动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
被引文献在施引文献中的引文内容、引文位置和引文
范围等的分析, 对引文类型进行标引, 进而揭示引文
之间的语义关联。情感倾向分析是利用引文内容来挖

理
文分为基础、支持、局限、比较四类) 和观点倾向( 施引
论
文献对被引文献的态度或立场, 如 Shotton [16]将引文情 探
感关系分为肯定、否定、中立三类) 两种角度出发来对 索
引文进行分类。引文类型识别为引文分析的语义增强
提供了思路, 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 如目前还没有形
成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测评语料, 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是

掘 施引文 献作 者对被 引文献 的各 种观点 、态度 或立
场, 主要分为肯定、中立和否定三种基本类型。引文主
题 识别主 要是 指利用 引文内 容来 识别代 表被 引文献
的主题词, 相对于关键词或从标题、摘要和全文抽取

对各自方法的评价或与以前工作的比较, 结果验证的
客观性和可靠性得不到保证。
情 感倾 向分析 从一 定程度 上来说 属于 引文 类型
识别的一种, 是对引文感情的分类, 但两者又有不同,

的主题词更加客观地反映被引文献的被引原因, 更加
直观地揭示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

引文类型识别更多关注引用功能, 揭示被引文献对施
引 文献的作用, 而情感倾向分 析更多关注主 观情感,
揭示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态度。情感倾向分析以往
都是对主观性文本信息的挖掘, 主要来源于用户生成

向分析、引文主题识别等。其中, 引文类型识别是通过
对 施引文 献引 用被引 文献的 文本 内容进 行分 析来对

3

相关研究进展

[17]

引 文内容 分析 的早期 研究主 要是 人工 对引 文文
本内容进行判读和总结, 主要分析和发现各种引用现
象和引用规律等 [10] 。Moravcsik 等 [11]首次进行了广泛的
引文 文本分析, 调 查了理论高 能物理领域 30 篇文献

内容, 如对产品信息的评论等 。引文内容是施引文
献作者对被引文献相关内容的重新组织, 属于带有主
观情感的用户生成内容, 情感倾向分析在引文内容的
基础上挖掘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观点倾向, 为引文

的引文, 结果显示大部分引文是肯定引用, 但是还有
很大一部分引文是随意引用的, 对引文数量作为评价
指标提出质疑。Frost [12]对 74 篇文献的 828 篇引文进行

的质量判断提供有效的定性指标。许德山 对科技论
文引用中的观点倾向进行分析, 将语言学领域的主位
推 进理论 和修辞 结构理 论运 用到引 用内容 的识 别和

内容分 析, 结果发现引用最多 的为研究方 法或结果,
[13 ]
自 引和证明 引文 的相对 较少。 Maricic 等 对 多学科
357 篇文献的引文进行分析, 包括引文位置 ( 介绍、方
法、结论和讨论) 和引文水平, 结果发现一般引文主要

评价倾向的判断中, 通过构建引用对象的语篇链路以
及话题信息传递模式和观点表达模式的分析, 确保评
价信息与引用对象紧密相关, 并设计情态链路的探测
方法, 识别评价人的意图走向和态度变化。

出现在介绍部分, 重要引文主要出现在方法、结论和
[14]
讨论部分。Hanneyet 等 通过引文文本内容分析对糖
尿 病和心 脏病 学研究 的第一 代文 献对第 二代 文献的
影响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被引用次数不能被用来代表

引 文主 题识别 相对 于引文 类型识 别和 情感 倾向
分析更加注重引文内容的内部特征, 研究目标是利用
引文文本来增强引文的语义表达, 主要方式是从引文
文本抽取代表引文的主题词, 利用主题分布来揭示被

被引文献的重要性, 并且在该领域早期研究对后期的
影响很小。
随 着文本 挖掘 技术的 提升以 及全 文本 获取 的可
行性, 对文献全文的分析越来越多, 大量的全文本信

引 文献对施引 文献的主要 作用或贡献 。Small 将 引用
内容作为观点表达的概念符号, 认为将共被引聚类和
引 文内容 分析结 合起来 能够 更好地 揭示研 究领 域的
知识基础 [19- 20]。引文文本周围的词语提供了主题动机

息为情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 如何从中挖掘出有
价值的内容成为以内容为主情报研究的关键。引文分
析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研究思路, 引文文本内容能够更
加直接地反映引用的内容和关系等, 利用引文文本内

的语义线索, 分布在核心主题的引文应该得到更高的
转变概率。或者说文献可以用很多主题词来表示, 引
文在文献中分布在不同位置, 引文位置相邻文本的主
题词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引文的主题分布, 引文并不

容来增强传统引文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主要包
括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向分析、引文主题识别等。
引文类型识别的任务是对引文进行分类, 主要包

跟文献所有的主题词都相关, 通过引文分布可以增强
引文信息, 提高引文分析的精度。Small 利用这种方法
对 重组 DNA 领域进行 了分析, 首先 利用共被引 聚类

括三个步骤: 引文类型定义、引文内容抽取和引文类
型标引。引文类型定义是对引文分类的标准, 一般从
引用功能和观点倾向两个角度出发; 引文内容是识别
对象, 抽取的范围在狭义上仅指包含引文的句子, 广

方 法来追溯重 组 DNA 领域的演化 历史, 然后利 用引
文内容分析来揭示聚类之间主题的变化, 并将其引申
到 共被引 内容分 析来进 一步 揭示文 献概念 之间 的关
系。该方法的关键是用引文文本内容中出现频次最高

义上还包括跟引文句子相关的其他上下文句子; 引文
类 型标引 是根 据引文 类型定 义对 抽取的 引文 内容进
行引文类型标引。引文类型识别大部分的研究都从引
用功能 ( 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作用, 如 Pham [15]将引

的词或短语来表示引文, 将引文标签化, 在一定程度
[21]
上 对演变进程有了更好的解 释。Liu 等 提 出了全文
本引文分析的方法, 研究使用了有指导主题模型算法
LLDA( 标签化 LDA) , LLDA 用于表示文献和引文主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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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每一个主题是词语的概率分布, 主题标签是一
论
探 个作者赋予的文献主题词, 文献和引文主题概率分布
索 可以被转换成顶点 ( 文献) 和边 ( 引文) 的转变概率分
布, 从而来提高引文网络 PageRank。
4

应用展望

目 前针对 引文 内容分 析方法 开展 的相 关研 究还
不是很多, 主要影响因素是全文的可获取性和全文文
本的识别率等, 这相对于传统基于被引用次数的引文
分析增加了很多困难, 但是其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是

2013 年第 5 期

科学与技术关联的两种主要途径, 其中引用关系被视
为隐性知识流动的显性化, 可以定量观测科学与技术
[23]

之间的知识关联 。但是目前论文引用专利主要是基
于专利号进行识别, 而没有对其引用内容或引用态度
进 行判断 , 这会 导致关 联探 测的准 确度和 可信 度下
降。引文内容分析为科学与技术的关联探测提供了新
角度, 不仅揭示了科学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而且能够
揭示两者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什么层面的互动, 进一步
促进其决策支撑作用。

无可替代的。引文内容分析将成为引文分析未来发展
的重要方向, 其将外在指标测度同语义内容挖掘的有
机融合将会进一步推动引文分析的发展, 进一步提升
引文分析的学科地位和实践水平。

引 文分 析从知 识流 动的角 度揭示 科技 文献 之间
的创新关系, 具有科学知识评价、科学发展模式揭示

( 1) 学术质量 及影响力评 价。引文分 析是进行学
术质量及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方法, 主要围绕着论文被
引用次数及其改进指标进行测度, 另外还可以从引文
网络的角度进行中心度等评价。这些方法都是通过计

特征, 以被引用次数等数量指标来代替论文的内在特

量 学指标 或社 会网络 分析指 标等 来代替 论文 本身来
进 行学术 质量 及影响 力的评 价, 而引用 行为极 其复
杂, 引用动机难以度量, 存在伪引、漏引等各种不规范
或虚假引用现象, 因此单纯利用这些数量指标或统计
指标等论文外在特征进行评价有一定的不足。引文内
容分析作为基于内容的引文分析方法, 从论文内在特
征出发进行质量测度, 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引文, 并
且通过与传统数量指标的结合, 实现数量和质量的综
合测度, 能够更好地用于学术质量及影响力评价。
( 2) 高被引文 献被引原因 揭示。高被 引文献通常
被 作为学 科领 域发展 方向的 重要 里程碑 文献 和权威
文献, 并利用高被引文献的研究主题来代表该学科领
域的发展方向, 这对于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演化、关
键路径识别、发展趋势探测等具有重要意义。通常利
用高被引文献自身的关键词或从标题、摘要或全文抽
取的主题词来表征高被引文献研究内容, 但关键词或
主题词仅仅代表了该论文自身的内容, 无法揭示其高
被引的原因或一直被引用的原因, 而这是研究者更加
关注的地方或论文价值体现的地方。引文内容分析将
这种从 被引文献测度转向了从 施引文献测 度的思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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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前沿探测等功能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
用价值。但是, 传统的引文分析更多注重论文的外在
征进行价值和质量判断, 有一定的不足。引文内容分
析是从论文的内在特征出发, 从施引文献的客观文本
中抽取被引文献的主题内容, 有利于揭示施引文献和
被引文献之间的创新关系以及被引用原因。引文内容
分析与被引用次数等指标的结合, 有利于进一步实现
数量和质量测度相结合, 有利于促进引文分析的深入
发展。
引 文内 容分析 通过 对引用 句或引 文上 下文 的文
本内容分析来实现, 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引文内容
抽取和内容深度分析三个步骤。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向分析、引文主题识别等方
面, 引文类型识别和情感倾向分析更注重引文功能或
情感的分类, 引文主题识别更注重语义内容的抽取。
随着全文可获取性和全文文本识别率的提高, 引文内
容分析将会进一步地提升其应用水平, 包括学术质量
及影响力评价、高被引文献被引原因揭示、科学与技
术的关联探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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