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2021年第3期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于近二十年行业特色高校研究的现状、热点

和趋势

于　辉　王宇波　张京京

摘　要：行业特色高校具有鲜明的行业背景，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以近二十年关于行业特色高校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行业特色高

校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关于行业特色高校研究越来越受到学

者关注；行业特色高校的内涵定义、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创新发展等成为研究热点；一流

学科、一流大学建设等主题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前沿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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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色高校依托行业而产生，服务行业而发

展，对支撑引领行业跨越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行业特色高校如何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双一流”建设

的部署安排中实现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是高等教

育管理者关心话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焦点。因此，

深入分析关于近二十年行业特色高校研究现状、研

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可为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

提供参考建议。

一、工具选择和数据处理

文章采用的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

开发的CiteSpace软件，该软件可以分析研究出某一

学科或者某一领域研究进展，以及基于研究热点分

析出未来发展的趋势。[1]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

为检索数据源，以“行业特色高校”或者“行业特

色大学”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1
日至2020年12月31日，检索出包括题目、作者、机

构、摘要和关键词等文献信息，并转化为CiteSpace
软件可识别的数据格式。在参数设置方面，将时间

跨度设置为2000年至2020年，时间间隔设置为1年；

选择Pathfinder的剪切连接方式来简化网络结构，同

时选择Cluster View-static和Show Merged Network的
可视化方式来展示最终形成的知识图谱。

二、研究现状

（一）研究文献统计

按照检索条件，笔者于2021年2月13日共收集

到1052篇与“行业特色高校”或者“行业特色大

学”主题相关文献，其中，学术期刊文献89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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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士学位论文39篇、会议论文21篇、报纸文章19
篇。从年度发文来看，2007年以前年均发文在6篇
以下；从2008年开始年均发文在两位数以上，从

25篇持续上升到2012年106篇；此后年均发文量基

本维持在80～90篇之间，直到2020年92篇。这些情

况反映出行业特色高校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

重视，尤其是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研究热

度。研究文献的变化趋势实际上与行业特色高校发

展历程有关系，张炜、汪劲松[2]认为，行业特色高

校发展大致分为打基础（1949—1976年）、大发展

（1977—1997年）、促改革（1998—2016年）、创

一流（2017年至今）四个阶段。特别是1998年，国

家深化机构改革撤销相关工业部门，将其所属高校

划转给教育部、地方以及少数行业特色高校由部委

管理，这种体制上的调整给行业特色高校发展带来

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因此，在21世纪初期，如

何在改革大背景下推进行业特色高校科学发展成为

高等教育界深入思考的问题。此外，2017年，国家

实施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又一次为

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争创一流提供了机会、

创造了条件。

（二）研究机构统计

为了更好地了解行业特色高校的高发文研究机

构，本文对发文机构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发文

量排名前30的机构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

前30位高发文机构最低发文量为10篇，最高发文量

为48篇；30个高发机构均为高校，且均是行业特色

高校，其中北京邮电大学等16所为划转至教育部的

行业特色高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13所为划转至

地方的行业特色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为划转至工

业和信息化部的行业特色高校。这也说明行业特色

高校在促改革和创一流发展阶段，具有持续深入、

系统全面开展研究的内生动力，其他研究机构对此

领域开展研究的兴趣不大。此外，通过研究机构合

作网络分析，各研究机构基本是独立开展研究，与

其他机构联合开展研究较少，尚未形成研究合力。

图1　高发文机构（前30位）

（三）研究作者统计

本文对行业特色高校研究较多的学者进行梳

理，发文量在4篇以上的有26位，如表1所示。其中

发文量最高7篇，其作者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北

群；王亚杰等9位学者发文量均为6篇、张彦通等8位
学者发文量均为5篇、秦梦华等8位学者发文量均为4
篇。此外，通过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研究作者

间较少进行实质性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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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发文量4篇以上的研究作者

序号 作者 篇数 序号 作者 篇数

1 李北群 7 2 王亚杰 6

3 李治国 6 4 谈小龙 6

5 白逸仙 6 6 薛岩松 6

7 王　骥 6 8 张永宁 6

9 曹国永 6 10 张文晋 6

11 张来斌 5 12 张彦通 5

13 吴立保 5 14 陈治亚 5

15 王桂林 5 16 陈益刚 5

17 孙占利 5 18 白　宇 5

19 秦梦华 4 20 刘志民 4

21 宁　滨 4 22 李忠云 4

23 赵韩强 4 24 张善杰 4

25 荀振芳 4 26 闫俊凤 4

（四）高被引文献统计

表2梳理出近二十年来被引量前10位的文献信

息。通过表2可以看出：一是由于研究起步较晚，加

之开展行业特色高校研究的学者基本局限在行业特

色高校范围，所以被引频次总体不高；二是被引数

排名前十的文献中4/5的发表时间均在2010年左右，

这也说明了专家学者经过近十年（2000—2010年）

的研究思考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公认的文献资料，为

后续学术界开展研究提供了参考；三是被引数排名

前10位的文献中一半都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

其余文献也都是发表在公认的14种高等教育类期

刊，为行业特色高校研究形成了示范影响。

表2　高被引文献统计（前10位）

序 作者 篇名 期刊名 时间 被引频次

1 潘懋元　王　琪 从高等教育分类看我国特色型大学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 2010-03-03 106

2 王永生
高水平特色大学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中国高等教育 2011-03-18 89

3
柳长安　白逸仙

杨　凯

构建“需求导向、校企合作”行业特色型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大学教学 2016-01-15 75

4 高文兵 新时期行业特色高校发展战略思考 中国高等教育 2007-08-18 67

5 罗维东 新时期行业特色高校发展趋势分析及对策思考 中国高教研究 2009-03-20 62

6 宁　滨
行业特色型高校产学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

的思考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1-01-28 61

7
钟秉林　王晓辉

孙　进　周海涛
行业特色大学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1-07-28 52

8 陈春阳 协同创新是行业特色型大学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中国高校科技 2012-03-15 48

9 封希德　赵德武 建设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的思考 中国高等教育 2009-04-03 47

10 王亚杰 关于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中国高等教育 2009-03-0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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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必备元素，更是论文核心精

华的集中反映，通过对关键词的梳理分析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某个领域的大致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3][4]

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收集到关于行业特色高校

文献样本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其网络图谱如图2
所示。图中圆圈代表关键词节点，圆圈大小与关键

词出现的次数成正比，圆圈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

次数就越多。

图2　关键词聚类图谱

本文对照关键词聚类图谱，梳理出共现频次在

20以上的高频关键词相关信息。信息包括了关键词

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中心性体现了节点在网络中

的重要性，中心性越大表示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

越大，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关键词是连接不同领域的

研究枢纽。以出现频次和中心性对关键词进行排序

为：行业特色高校、行业特色、协同创新、人才培

养、行业特色大学、行业特色型高校、学科、一流

学科、“双一流”建设、研究生教育。基于以上分

析，对相关研究方向文献进行深入学习研究，最终

得出关于行业特色高校的四个方面研究热点为内涵

定义、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创新发展。

（一）内涵定义

通过分析排名靠前的高频词——“行业特色高

校”“行业特色”“行业特色型大学”“行业特

色型高校”，可以看出关于行业特色高校的内涵定

义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国内学者普遍认

为，行业特色高校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原中央

业务部门主管的、在1993—2004年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改革中划转教育部和地方管理的本科高校及

目前仍隶属中央非教育业务部门管理的普通本科高 
校[5]。王亚杰和张彦通[6]从人才培养的视角将其定

义为“以行业为依托，围绕行业需求，针对行业特

点，为特定行业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的大学或学

院”；潘懋元和车如山[7]等从专业领域的视角将其

定义为“依托行业发展，在行业相关的专业领域形

成明显优势和显著特色的行业性专门高等院校”；

钟秉林等 [8]从管理体制与特色的视角将其定义为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前隶属于中央政府

部门、具有显著行业办学特色与突出学科群优势

的高等学校”；刘献君[9]将其定义为“具有行业背

景、服务面向及相应学科特色的大学”；张文晋和

张彦通[10]指出，行业特色高校的本质特征是其行业

属性。

（二）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

树人。行业特色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创新

型人才培养，切实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在关键词聚类分析中，存在“人才培

养”“研究生教育”两个重要聚类，包含了培养模

式、通识教育、专业建设、产学研协同育人、专业

核心能力、价值塑造等方面研究主题，这也反映出

了关于人才培养研究的热点话题。张辉、焦岚[11]等

认为创新型人才应当是那些具备较好的创新思维和

创新能力、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基础、具备

健全的人格等素质、具备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的

人才。王明杰、张锦[12]认为，创新人才不仅具有创

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而且他们能掌握和

使用创新方法，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做出创新性成

果。徐晓飞等[13]构建了新工科模式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教育体系及生态环境，形成“哈工大新工科‘∏

型’方案”。吴爱祥[14]以钢铁行业背景的北京科技

大学为例，开拓构建了学术型研究生人才培养五大



51 

于　辉　王宇波　张京京：关于近二十年行业特色高校研究的现状、热点和趋势

平台。陈遇春等[15]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通过搭

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教学团队，创新

体制机制，培育创新文化，实践探索农科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三）学科建设

行业特色高校由于长期服务于行业，导致其存

在学科面窄或者学科单一的情况。站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如何破解学科困局，探索出一条学科特色发

展之路是行业特色高校需要研究思考的难题，也是

学术界研究热点。在关键词聚类分析中，11个聚类

中有3个聚类与学科建设有关，分别是“学科”“一

流学科”和“双一流建设”。学术界对行业特色高

校学科建设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陈治亚[16]

认为行业特色型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应协调好学科

建设与专业建设之间的关系、探索行业关键共性技

术发展方向、吸引优秀人才、建设科研创新平台。

宁滨[17]认为行业特色高校的学科建设要处理好突出

优势特色与协调发展的关系，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

的关系，科技创新与教育创新的关系。杜运伟等[18]

基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和ESI学科排名，提

出行业特色高校应从科学定位、内涵发展、发展特

色、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一流学科建设；李北群 
等[19]以南京工程信息大学为例，从平台搭建、师资

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方面探析行业特色高校

基于学科的国际化战略。

（四）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行业特色高

校要主动响应国家战略部署，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实现内涵式发展，为高等教育强国做贡献。在

关键词聚类分析中，形成了“协同创新”这个重要

聚类，同时在其他聚类中还有战略思考、特色鲜

明、建设路径、合作办学、发展战略、五年规划等

研究主题。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质量是关

键和保障。[20]专家学者从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出发，抓住行业特色高校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迫切而突出的问题，分析面临的困境与挑

战，针对性地探索可行对策。何立峰[21]指出，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举措不是一成不变的，需

要根据实践的深入、认识的升华而不断丰富、不断

完善。迟福林[22]提出，应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扩大有效供

给，不断改善供给质量。罗维东[23]指出，行业特色

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包括：基础理论学科薄

弱、特色学科缺少理论学科支撑、学科间交叉融合

不够；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点偏少；核心学科竞争

加剧，丧失竞争优势。此外，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

的发展必须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呼吸共命运，始

终站在行业领域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前沿。[24]综

合分析，行业特色高校创新发展研究已逐渐成为热

点方向，同时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发展中还是需要

处理好共性和特性、大学和行业、学术与技能、过

程与结果等关系。[25]

四、研究历史演进及前沿趋势

（一）研究历史演进

关键词时区图谱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研究历

史演进。本文运用CiteSpace，以四年为一个时区

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如图3所示的关键词时区

图谱。图中关键词所处年份为该关键词第一次出现

的年份，关键词间连线反映的是相连关键词在同

一篇论文中共同出现过。[26]从图中可以归纳出关于

行业特色高校研究的演进脉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1年至2008年，该阶段正处在行业特

色高校按照国家要求从行业企业或主管部委剥离，

划转至教育部、地方以及个别部委阶段，学术界关

于行业特色高校研究不多，少数研究都聚焦在内涵

定义上，所以这个阶段高频词为“行业特色”“行

业特色高校”“特色型大学”“特色高校”等。第

二阶段为2009年至2016年，这个阶段是行业特色高

校转型发展若干年后，学术界和高教管理界开始越

来越重视行业特色高校研究，在继续探索研究内涵

定义的基础上，更加聚焦“发展战略”“协同创

新”“发展路径”“人才培养模式”“学科特色”

等与办学治校更加紧密更加深入的主题开展研究。

第三阶段为2017年至今，该阶段是党和国家部署推

进“双一流”建设时期，学术界和高教管理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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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放在了“一流学科”“建设路径”“内涵式发

展”等主题上。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关

于行业特色高校的研究实际上与行业特色高校转型

改革、争创一流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图3　关键词时区图谱

（二）研究前沿趋势

突现词的动态变化能够较为准确地分析和判断

某领域的研究前沿[27]，本文运用CiteSpace从文献信

息中提取突变术语，追踪发掘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

发展趋势。图4所示为行业特色高校研究的突现关

键词（突现强度为前20位）。从图中可以看出最早

的突现词为“特色高校，”发生在2005年，持续到

2009年；持续时间超过三年的有“特色高校”“行

业”“特色型大学”“产学研结合”“协同创

新”“双一流”“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双

一流”等关键词，其中突现强度最大的是“特色型

大学”（10.97）；突现持续到2020年的有“双一

流”“一流学科”“新工科”“学科建设”“产教

融合”。通过对以上情况的梳理分析，早期研究热

点聚焦行业特色高校本身，重点聚焦在内涵定义

上；随着行业特色高校自身发展需要，研究热点更

加聚焦其办学治校涉及的各方面，特别是从2017年
开始，研究聚焦“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新工

科等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联系紧密的主

题，而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还将延续下去。

图4　突现关键词图谱（前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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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从文献数量变化情况来看。关于行业特

色高校研究文献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08年
以前年均发文量仅为个位数，2008年开始年均发文

量达到两位数，特别是2012年开始年均发文量基本

维持在80-90篇之间，直到2020年92篇，反映出学术

界越来越重视关于行业特色高校的研究。

第二，从研究力量分布情况来看。发文量排名

前30的机构均为行业特色高校，这些高校既有划转

至教育部的行业特色高校，也有划转至工业和信息

化部的行业特色高校，还有划转至地方的行业特色

高校；各研究机构基本都是独立开展研究工作，通

过对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分析，他们之间较少进行实

质性合作，尚未形成研究合力。

第三，从高被引文献统计情况来看。总体上，

关于行业特色高校研究的文献被引频次不高，被引

前十文献中4/5发表在2010年左右，同时被引前十文

献中一半都发表在《中国高等教育》，其余文献均

发表在14种高等教育类期刊。

第四，从研究热点分析情况来看。在对关键词

聚类图谱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共现频次在20
以上的高频关键词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对相关研

究方向文献进行深入学习研究，最终得出关于行业

特色高校的四个方面研究热点为内涵定义、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创新发展。

第五，从研究趋势发展情况来看。总体上来

讲，关于行业特色高校研究主要分为2001至2008
年、2009至2016年、2017年至今三个阶段，一定程

度上与行业特色高校剥离划转后转型发展的经历有

关联。文章运用CiteSpace从文献信息中提取突变术

语，追踪发掘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通过

分析发现，早期研究热点聚焦行业特色高校本身，

重点聚焦在内涵定义上；随着行业特色高校自身发

展需要，研究热点更加聚焦其办学治校涉及的各方

面，特别是从2017年开始，研究聚焦“双一流”建

设、学科建设、新工科等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联系紧密的主题，而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还将

延续下去，成为学者们后续研究热点。

（二）研究启示

第一，宏观管理层面要加强对行业特色高校支

持政策的研究。尽管行业特色高校尚未作为一类高

校在我国各级教育管理分类中呈现，但是按照研究

明确的行业特色高校共性特征来划分，现有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中1/3是行业特色高校，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中3/4是行业特色高校。它们长期以来为

国防、农林、石油、邮电等行业领域培养了大批优

秀人才和开展了众多科技攻关，特别是国防类高校

由于种种原因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没法宣传，

以至于它们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不够高，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它们的快速发展。因此，希望教育主管部

门可以在系统全面论证行业特色高校历史贡献的基

础上，结合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要

求，从业务指导、资源供给、条件保障、评估考核

等方面给予行业特色高校更多支持，继续发挥它们

的特色优势，为高等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等国家战

略实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二，学术研究层面要加强对行业特色高校

发展规律的研究。尽管关于行业特色高校的研究逐

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但是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均局限在行业特色高校范

畴。一方面希望现有研究力量提高站位，站在我国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度深入系统开展研究；另一

方面希望高等教育界专家学者关注行业特色高校研

究，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来审视研究行业特色高

校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需要坚持的方向。

第三，自身发展层面要加强对行业特色高校高质

量发展的研究。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顶

层规划、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

原则。行业特色高校要对标党和国家关于高校新精神

新要求，在系统深入梳理总结自身发展经验不足的基

础上，主动研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中心

工作，进一步明确改革发展的目标导向和思路举措，探

索实践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近二十年关于行

业特色高校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梳理出

了研究脉络、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后续研究趋

势。但是文章在以下两个方面研究还不够：一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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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读高被引文献基础上提炼出这些研究文献共

性特征做得不深入；二是在充分分析研究热点、研

究前沿趋势的基础上，为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

提供建设性意见建议还不够深入翔实。因此，后续

研究将围绕以上不足进行深耕，进一步发掘更加有

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信息，为行业特色高校创新

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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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of Industry-specific University 
Research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YU Hui    WANG Yubo    ZHANG Jingjing

Abstract: The industry-specific universities have a distinct industry background and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terature on industry-specific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CiteSpace bibliometric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industry-specific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industry-specific universitie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e connotation definition, talent train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specific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research hotspots; topics such as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will become frontier 

research field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dustry-specific universities; bibliometrics; talent train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