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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青 年 研 究 的 现 状 、热 点 与 知 识 基 础
——— 基于美国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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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助 Citespace 软件，
从发展现状、研究热点与知识基础 3 个维度分

析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 SSCI 学术期刊 2009 － 2019 年刊载的学术论文，发现美
国青年研究以瞬时作者为主，研究机构已基本形成三大类合作集群； 少数族裔
青年发展、青年不良社会行为、青年不良心理问题、青年学校教育问题、青年积
极发展理论 5 个方面是近 10 年来美国青年研究的热点； 有关实证研究方法和
青年社会关系的经典文献构成了当前美国青年研究的知识基础 。 建议我国青
年研究在研究观念上，注重从消极青年发展观转向积极青年发展观； 在研究方
法上，进一步提高青年研究的学术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科学化与实证量化研究水
平； 在研究主题上，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持续聚焦青年群体中突出的现实问题；
在研究机制上，更加突出协同创新，强化机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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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 。 随着青年群体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日益重要，青年研究作为以研究青年现象、青年问题及青年自身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 ，其学术
研究的理论水平对世界各国青年工作的实践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 美国目前依然是国际上青年
研究最发达和活跃的国家之一，美国青年研究的研究范式与理论创新对于世界青年研究的发展
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在最近 10 年间，美国青年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哪些 ，取得了什么进展？ 美国
青年研究的理论体系有何种变化 ？ 哪些经典文献奠定了当前美国青年研究学科发展的知识基
础？ 借助图书情报和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有利于揭示现今美国青年研
究的基本特征、学术热点、理论基础与未来发展走向，以期对我国青年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开拓、
问题选择、研究方法突破以及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等提供有益参考 。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文献离散定律是目前国内外各大学术引文索引建立的基础理论 ，该理论于 1934 年由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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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图书情报学家 S. C. 布拉福徳（ Bradford） 最先提出。文献离散定律科学地反映了学术科研
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分布的基本规律 ，在某一学科或某一研究领域中，优秀的研究成果总是会出
现一种自然的“聚集效应”，集中发表在少数的专业期刊上，这些集中刊发某一主题的期刊就构
成了对该研究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域 ，集中反映了该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 。 根据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 ISI） 2018 年发布的《期刊引用
报告》（ Journal Citation Ｒeports，简称 JCＲ） ，美国共有 4 种 SSCI 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这些期刊
在学术声誉、期刊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主客观指标上均在世界青年研究类期刊中处于领先地
位，属于美国青年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顶尖学术期刊 ，基本上可以反映美国青年研究的总体
情况。因此，本研究以刊发在这 4 种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国青年研究的
现状和演进趋势。所选期刊的影响因子、发文量、被引频次等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1
序号

1
2

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的基本情况
发文最多

发文最多国家

国家的发

的发文量占期

文量

刊总量的比例

美国

298

74. 13%

Q1

6 585

美国

618

63. 19%

Q2

3 659

美国

508

92. 87%

Q2

3. 259 1 306 9 120

美国

1 266

96. 93%

Q1

研究样

影响

文献

被引

发文最

刊名称

因子

数量

频次

多国家

2. 523

402

1 688

2. 350

978

2. 071

547

Youth ＆ Society
《青年与社会》
Journal of Adolescence
《青少年期刊》

所在 SSCI
的分区

Journal of Ｒesearch on
3

Adolescence
《青少年研究杂志》
Journal of Youth and

4

Adolescence
《青年与青春期杂志》

本文所使用的期刊数据均来自 ISI 的 Web of science 网址和 JCＲ 报告，以各期刊规范的英
文名称为检索词，检索的时间限制为 2009 － 2019 年，对选定期刊的相关数据进行检索下载，共
得到 5 012 篇论文。笔者依据抽样调查中的目的一致性抽样原则，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的处理，
剔除与研究目的不相关的少年儿童研究 、会议综述、临床实验报告、书评等非学术资料，最终得
到 3 233 条有效数据（ 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 。
本研究把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作为主要的数据分析工具，借助该软件对特定领域文献集
［1］
合进行计算，以探寻学科领域演进的基本路径、知识转折点和美国青年研究中的知识基础 。
此外，本文也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利用引文分析、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分析等图书情报学的基本

研究方法，对核心作者、主要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并绘制相关的学科领域知识图谱 。

二、研究结果
（ 一） 美国青年研究的基本情况
1. 期刊的影响力
学术期刊在 SSCI 中的分区直接反映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而 SSCI 分区的主要依据是期刊
的发文数量、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因此本文就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 。从表 1 的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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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期刊分区和影响因子上，《青年与青春期杂志 》和《青年与社会 》排名在前两名，均属
于 Q1 区权威学术期刊，《青少年期刊》和《青少年研究杂志》虽然排在第三、第四名，但是也位于
Q2 区的 SSCI 高水平学术期刊。4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都在 2. 0 以上，《青年与青春期杂志 》的影
响因子更是高达 3. 259。（ 2） 在期刊论文发表量和被引频次上，《青年与青春期杂志 》和《青少
年期刊》的载文量最多，分别是 1 306 篇和 978 篇，占总发文量的 70. 64% ，其被引频次也处于前
列，分别为 9 102 次和 6 585 次。《青年与青春期杂志》在影响因子、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上都明显
高于其他 3 种期刊，是美国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中最重要的学术期刊 。
此外，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还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近 10 年来，美国研究
人员和学者在这 4 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总数为 2 960 篇，占所有文章数的 83. 20%，《青少
年研究杂志》和《青年与青春期杂志》两种期刊有 90% 的论文来自美国的研究人员和学者 ，体现
出了“讲述美国青年故事”的办刊特征，这也从侧面证明，这 4 种期刊可以较好地展现现今美国
青年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总之，本研究所选的 4 种学术期刊是美国青年研究类的高水平学术期刊，在美国和世界青
年研究学术界都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
2. 期刊的研究主题
对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的年度载文量统计发现，近 10 年来美国学术界对青年群
体的关注度在持续升温，美国青年研究整体呈增长趋势，所刊发的论文更加聚焦“青年群体 ”的
问题和现象。这些学术期刊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期刊研究主题 。
期刊研究主题既体现了期刊自身的学术定位与期刊特色 ，同时也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学术共
同体所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研究倾向 ，所以在信息情报学中，期刊研究主题为某一问题或相关领
［2］
域的研究人员收集和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便利 。 为此，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期
刊的共被引文献和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呈现 4 种期刊各自聚焦的青年研究主题 （ 见表 2） 。
表2

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研究主题的聚类分析

聚类

大小

轮廓值

平均发表年份

标签词（ TF* IDE）

标签词（ LLＲE）

标签词（ MI）

0

31

0. 794

2012

课外活动

文化社会化实践

青少年问题行为

1

29

0. 676

2012

父母教育方式

青春期特征

自我价值

2

25

0. 703

2014

青春期的女性

压力性生活事件

社交网络

3

23

0. 752

2015

健康

非自杀式的自残

网络欺凌

4

19

0. 865

2017

违法行为

药物滥用

非洲裔青年

由表 2 可知，《青年与社会》属于聚类 0，其研究主题相对比较聚焦，从 2012 年左右开始，研
究重点主要聚焦在青年的文化社会化实践上 ，特别是在校青年学生的课外活动中存在的社会问
题，以及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心理与问题行为。《青少年期刊 》的研究主题聚焦为 2，主
要关注女性青少年群体的发展，其中有两个研究主题是 2014 年该杂志关注的重点，一是青少年
的压力性生活事件，二是青少年在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特别是青少年和父辈之间的沟
通交流问题。《青少年研究杂志》《青年与青春期杂志》都是聚类 4，该聚类关注的主要研究主题
包括美国青少年的违法行为、青年药物滥用（ 吸毒） 、以美国非洲裔青年为代表的美国少数族裔
青年的发展问题等。
3. 核心作者群体与标志性研究机构
随着美国学术界从事青年研究的学者群体不断发展 ，在某些领域和问题上出现稳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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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群体，他们论文产量高、学术影响力大，这是研究基础逐渐坚实、研究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
［3］
根据赖普斯核心作者定律的核心作者临界阈值 （ N） 和本文的统计数据可知，近十年来，在美
国 4 种期刊上发文超过 4 篇 （ N） 的核心作者共有 398 位，共发表论文 865 篇，占全部论文的
26. 76% ，没有达到赖普斯定律所要求的高产作者群体标准 （ 核心作者所创作的论文要占总论文
量的 50% 以上） 。因此可以判定，美国青年研究类的 4 种期刊依然以瞬时作者为主，核心高产
作者群还未形成。
2010 － 2019 年间，在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上发文
从期刊发文量的机构分布分析，
10
位的机构均为美国大学（ 系统） ，可见高校依然是目前美国青年研究领域的主要力
量排在前
量。这 10 所大学在 4 种学术期刊上共发文 708 篇，占总发文量的 21. 89% ，虽没有达到赖普斯
定律要求的“核心机构群的发文量要达到总发文量的 50% ”标准，但是这些机构确实已经在论
文引用量和 H 指数上达到了较高水平，成为了美国青年研究领域的标志性研究机构。 在这些
机构中，发文量最高的前三位机构分别是宾夕法尼亚联邦高等教育系统 、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
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些机构在美国青年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和一定的影响力，在美
国青年研究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科研合作是当今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 ，也是学科知识生产迈入成熟阶段的重要
特征 。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美国青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和知识生产的集群合作效应 ，
［4］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进行合作机构的知识图谱分析。 结果发现，目前美国青年研究领域基本
形成了三大类学术机构凝聚子群合作集群 （ 图谱） ： 一是以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 ； 二是以卡罗来纳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宾
夕法尼亚联邦高等教育系统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 ； 三是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 。这些以高校为中心的美国青年研究机构集群虽已形成 ，但
是成员之间的内部合作并不十分紧密 ，基本处于松散媾和的状态。
（ 二） 美国青年研究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是一篇学术论文中最能揭示研究主题 、反映主题信息特性的词汇或短语，是每一篇
文章的核心与精髓，可以通过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某一领域的总体特征、研究热点与发展趋
［5］

势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关键词词频共现功能对选定的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
中的论文关键词进行量化分析，获得了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结合图谱中所展现的节点的大小
基本可以判定，青春期（ adolescence） 和青年（ youth，adolescent，juvenile） 是研究中的最大共现点，
这表明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对青年群体的问题高度聚焦 ，期刊的专
业性和研究特色十分鲜明。 此外，由家庭 （ family） 、学校 （ school） 、健康 （ health） 、行为 （ behavior） 、药物滥用（ substance abuse） 、社会支持 （ social support） 等关键词词频共现所生产的节点也
十分突出，在关键词的重要性方面排名较为靠前 ，可以初步推断，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
对美国青年在家庭、学校环境中存在的不良行为问题较为关注 。
为深入分析美国青年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进一步挖掘高频关键词和高被引文献中所包含
的重要信息，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选期刊刊载论文的主题词与共被引同时进行二次
［6］
叠加聚类分析 ，得到了高频突现关键词的聚类分析结果 （ 见下文表 3） 。依据这些聚类的轮廓
值、大小、形成时间和相关文献内容，可以大致归纳得出现今美国青年研究的学术热点如下： 课
外活动、理解青年期（ 本质） 、青年社交网络、初显成年、青年 － 成年伙伴关系、父母控制、成长风
险积累、积极青年发展、青年不良问题、学校与家庭因素 10 个主题。 进一步综合图 1 和表 3 可
知，当前美国青年研究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 5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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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1. 少数族裔青年发展
由于美国移民社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 ，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问题，
受此影响，美国青年研究界也将少数族裔青年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 具体而
言，研究者主要关注非裔、亚裔、墨西哥裔等少数族裔青年能否享受与白人青年平等的社会资源
和社会参与机会，在不良的社会行为或心理健康问题上存在何种区别 ，体现何种特点，产生差异
的因素等。特别突出的关键词包括： 少数族裔青年群体城乡差异、暴力倾向、社会身份认同、种
族歧视、社交焦虑、社会化环境等，这些关键词反映出了美国青年研究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指向。
2. 青年不良社会行为
这类研究主要关注美国青年的违法犯罪行为 ，或者是一些可能会给青年身心发展带来不良
后果的社会行为，其中比较突出的研究热点包括： 网络欺凌、校园欺辱、吸毒、青少年自残、饮食
失调、危险驾驶、高危性行为、卖淫、同性恋行为、潜在不良因素分析、城市青少年吸烟、男性犯罪
轨迹、过激行为反应等，对于女性青年的关注也是该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
3. 青年不良心理问题
如果说不良社会行为是美国青年问题的外在表征 ，那么，对于青年不良心理问题的关注则
是美国青年研究领域对青年问题的内部因素分析 。 很多心理学专家和学者加入了青年问题的
研究行列，对美国青年群体中较为突出的心理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究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
面： （ 1） 原生家庭对青年心理问题的影响，例如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中的亲子文
化差异、母亲角色的发挥、家庭不良因素 （ 家暴、离异、单亲母亲等 ） 。（ 2） 青年在自我认知方面
存在的典型心理问题，如自我同一性认知冲突、种族身份的认知调整、表达抑制、睡眠障碍、非适
应性思考、认知失调、极端情绪、自残等。（ 3） 青年社会化发展中的问题，比如，不良的同伴社交
网络交往、社区人际生态对青年社会化成长的影响 、预期友谊质量、青年约会中的虐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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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年的学校教育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青年在高中和大学里所表现出的特征和问题，一直是美国青年研究的重要
场域。在美国青年研究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中 ，有很多核心词汇与学校教育问题密切相关，如中
学生、大一学生、校园课外互动、教师影响、就业、职业焦虑、人际资本、学习技能、金融社会融入、
辍学、教育种族差异、招生政策、学习成绩、校园攻击行为、STEM 教育 （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四门学科的英文简称） 等。 特别是自 2017 年以来，随着美国政府对青少年 STEM 教育日益关
注，美国青年研究学术界开始逐渐对青年科学能力加以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加。
5. 积极青年发展理论
积极青年发展（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 理论是针对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
关于青年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模式 ”的批评，认为现有主流的青年“问题模式 ”理论容易把
青年和问题挂钩，具有逻辑上的欠缺，突出强调，要多关注青年个体的充分发展和成功经验，而
不仅是关注和减少青年问题行为 ，应从更加积极和全面的视角分析和看待青年，从而重新定义
［7］
了青年发展的内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积极青年发展观开始在欧美学术界萌芽，并迅
速对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根据本研究的共

现关键词和词频突变结果，从 2010 年开始，美国青年研究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基于积极青年发
展理论开展的研究开始明显增加，且主要是从青年发展资源、发展社会情境 （ 家庭、学校、同伴
关系） 等角度加以分析探讨。
表3

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研究主题的聚类分析

聚类 大小 轮廓值 平均发表年份 标签词（ TF* IDE）

标签词（ LLＲE）

标签词（ MI）

0

55

0. 828

2010

认知差异

母亲、视角

亲子文化差异、群际接触

1

54

0. 856

2007

教养

父母、控制

保护、学业调整、学生功能

2

54

0. 903

2008

选择

青年、友谊、网络

标识样式、
睡眠障碍、
拉丁裔青少年

3

53

0. 762

2011

青年早期

亲社会行为

纵向调查、心理调整、社会关系

4

52

0. 893

2007

积极青年发展

认知同一性

纵向交叉滞后研究，生态微系统

5

52

0. 725

2011

欺骗

欺凌行为、参与

青年自残、
校本课外活动、
表达抑制

6

52

0. 778

2012

青年

约会、关系、滥用

教师知觉、吸毒、社区因素

7

47

0. 957

2013

高危性行为

理解、少数族裔

种族排斥、非裔美国青年、性行为

（ 三） 美国青年研究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是一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热点本质的概念 ，如果把研究热点定义为一个研究
［8］
领域的发展状况，那么研究热点的引文就构成了该领域热点的知识基础 。为了寻找近些年来
美国青年研究人员和学者最为关注的核心文献 ，进而厘清美国青年研究界学术热点发展的知识
基础，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 见
下页图 2） ，该图谱中共形成了 527 个节点和 1 493 条连线。
分析图 2 可知，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多核心聚集
分布特征，表明当前的美国青年研究热点明晰 ，核心经典文献突出，深入分析和挖掘这些节点数
据背后的信息可以有效明确美国青年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 。
在图 2 中，共被引文献的最大节点是美国范德堡大学心理与人类发展系定量方法项目负责
人克里斯托弗·普里彻（ Preacher. K J） 教授（ 当时的发文单位是美国堪萨斯大学 ） 与俄亥俄州
立大学心理学系安德鲁·F． 海耶斯（ Hayes. A F） 教授在 2008 年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 《在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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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中介模型中评估和比较间接影响的渐近和重采样策略 》（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该文属于一篇经典的研究方
法论文，主要介绍了三种可用于研究中介变量的方法 ，以及在单个模型中比较两个或多个中介
变量的方法。作者以社会化代理人的帮助对职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为案例 ，详细介绍了如何评
估、比较多个潜在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 。最为关键的是，作者还在文中附件部分提供了 SAS 和
SPSS 软件的“宏”命令，以及 Mplus 和 LISＲEL 语法，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在应用程序中使用论
［9］

文中探究的这些方法

。 由于论文的科学性与实用性，该论文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2008 年发表以来的被引频数高达 9 324 次，在目标期刊文献中的被引频次为 104，中心度为
0. 63，居美国青年研究领域共被引期刊之首 。
第二篇组成美国青年研究热点的经典文献是杜克大学儿童 、家庭研究中心的惠特尼 ·A．
布雷什瓦尔德（ Brechwald. W A） 教授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系 、耶鲁大学心理学
系临床培训主任米切尔·J． 普林斯坦（ Prinstein. M J） 教授合作的学术论文： 《超越同质性： 关于
同侪影响过程解读的十年进展》（ Beyond Homophily： A Decade of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Peer
Influence Processes） ，被引频次 62，中心度 0. 47。该论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回顾了过去 10 年来
（ 2000 － 2010 年） ，国际学术界对青少年同侪影响过程的多学科理解的实证研究结论和理论贡
2000 － 2010 年间，国际学术界对同侪影响过程的研究主要包
献。惠特尼和米切尔的研究指出，
括 5 个研究主题： 同侪影响行为范围的扩大、同侪影响来源的区分、探究同侪影响被放大或减弱
的条件（ 调节因素） 、基于理论的同伴影响过程（ 机制） 模型验证、基于神经科学视角对同侪影响
行为的初步探索。研究结论认为，整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关于同侪影响的研究在过去 10 年中得
到了极大的扩展，为该研究领域界定了诸多核心概念 、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但依然需要借助大
数据等新技术，加强对同侪影响的种族或文化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
节点轮廓值排在第三、第四和第五的基础知识论文均是探讨统计学和数学模型建构的研究
方法类专著或论文。具体而言，第三篇经典文献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克雷格 ·
K． 恩德斯（ Enders. C K） 教授所著的《应用缺失数据分析 （ 社会科学方法论 ） 》（ Applied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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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alysis ＜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 ，被引频次 60，中心度 0. 44。该书对量化研
究中的缺失数据分析、处理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同时给出了常用的几种缺失值处理方法 ，在
美国心理学和社会行为学的科研人员和学生中有较大影响力 。
第四篇经典文献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安德鲁 ·F． 海耶斯 （ Hayes. A F） 教授所著的
《中介、调节和条件过程分析： 基于回归的方法的介绍 》（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Ｒegression － Based Approach） ，被引频次 60，中心度 0. 40。该
书也是一本关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专业著作 ，全书共有 14 个章节，总共分为 5 个部分。 第一部分
包括第 1 － 2 章，主要介绍了调节和中介分析的概念 ，同时概述了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和线性
建模思维的哲学基础； 第二部分包括第 3 － 6 章，主要分析了 3 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多变量
混合模型以及多中介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建模方法 ； 第三部分包括第 7 － 9 章，重点分析和介绍了
模型的拟合度问题； 第四部分包括第 10 － 13 章，主要是关于中介变量和调节过程的概念解释和
操作介绍； 第五部分包含第 14 章，主要是作者对读者常见问题的回答以及论文撰写、投稿的经
验交流等。
第五篇则是美国 Muthén ＆ Muthén 公司高级工程师穆森 . LK（ Muthén，L K. ） 与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教授本特 （ Bengt Muthén） 合作的有关 Mplus 多元统计模型分析软件 的 使 用 说 明，
《MPLUS 用户指南》（ MPLUS Users Gide） 。
此外，还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儿童发展研究所教授 W． 安德鲁 · 柯林斯 （ Collins. W A） 等
人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青年的浪漫关系 》（ Adolescent Ｒomantic Ｒelationships） ，英国剑桥大学
教授汤姆 · 斯尼德斯 （ Snijders. TAB） 等研究人员联合发表的《基于随机行为的网络动力学模
型》（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Actor － Based Models for Network Dynamics）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埃里克森（ ECCLES. JS） 与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罗瑟（ Ｒoeser. Ｒ W） 联合发表
的学术论文《学校作为青春期的发展环境 》（ Schools as Developmental Contexts During Adolescence） 等，都是美国青年研究领域中聚焦青年社会关系的经典高被引文献 ，也是目前美国青年
研究热点知识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对 2009 － 2019 年 美 国 4 种 青 年 研 究 类 学 术 期 刊 发 表 的 3 233 篇 青 年 研 究 论 文 进 行
Citespace 的统计分析与知识图谱呈现，较为直观地揭示了美国青年研究的基本现状，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首先，从总体看，所选的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在被引频次、H 指数、SSCI 分区等影
响力关键指标上都表现良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青年研究的整体实力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青年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特别是《青年与青春期杂志 》和《青年与社
会》，两本期刊所刊发的学术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保持了绝对的领先优势，不仅在美国而且
在国际青年研究领域都拥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 。
其次，在高产作者和标志性学术机构方面 ，虽然美国青年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群暂未产生 ，
依然是以瞬时作者群体为主，但是一些高产作者的论文影响力很大，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青年研究学界的发展趋势 。在标志性研究机构方面，宾夕法尼亚联邦高
等教育系统、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系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
美国青年研究领域中的发文量较多 ，影响力较大，是美国青年研究学术界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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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研究机构。同时，美国青年研究机构也逐步形成了三大类学术机构凝聚子群合作集群，三
大类凝聚集群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合作不紧密 ，处于松散媾和的非制度化合作状态 。
再次，美国青年研究的研究热点和学术主题主要聚焦在 5 个方面： 少数族裔青年发展、青年
不良社会问题、青年不良心理问题、青年学校教育问题、青年积极发展理论等。研究的主要内容
主要涉及社会身份认同、种族歧视、网络欺凌、校园欺辱、吸毒、青少年自残、父母教养方式、家庭
社会资本、学校家庭因素等。
最后，形成上述研究热点的高被引经典论文也组成了美国青年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 ，其中
主要包括： 《在多个中介模型中评估和比较间接影响的渐近和重采样策略》《应用缺失数据分析
（ 社会科学方法论） 》《中介、调节和条件过程分析： 基于回归的方法的介绍 》和《青年的浪漫关
系》等文献。
（ 二） 启示与建议
1. 研究观念： 从消极青年发展观转向积极青年发展观
积极青年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发展心理学在理论和研究范式上的重大转变和突破，而且
是一种新的青年发展观念的确立 ，它强调每一个青年都具有积极发展的潜质和可能，这也意味
着要把青年视为积极发展的因素而不是问题和破坏的制造者 ，政策和社会的关注点从“预防 ”
［10］
青年犯错转向支持和促进青年健康、积极发展 。 基于本文分析的美国 4 种青年研究类学术
期刊文献的结果显示，美国青年研究界已经开始高度关注积极青年发展的相关理论探究，“积
极青年发展”已经成为美国青年研究中的高频核心关键词汇 ，例如积极青年研究的基本理论、
微环境对青年个体积极发展的作用机制 、影响因素等也都成为目前美国青年研究的学术热点问
题。在美国青年研究的经典文献中，《积极青年发展的 5C 模型： 验证性因子结构和测量不变性
的纵向分析》（ The Five Cs Model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论青年积极发展的 4H 研究》（ On the 4H
Study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团队合作的再思考： 积极青年发展理念的流行和本土化
意义》（ Ｒeconsidering Teamwork： Popular and Local Meanings for a Common Ideal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等，都对积极青年发展理论及其应用进行了分析 。
就我国青年研究而言，也应密切关注和引领国际青年研究的学术前沿，树立积极青年发展
观念，加快世界积极青年发展理论的中国化 ，为我国青年健康、积极发展创造条件，奠定新的理
论基础。
2. 研究方法： 提高青年研究的学术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科学化和实证量化研究水平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青年研究界的学者十分关注行为科学 、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
如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多元回归、纵向因子分析等，都是本研究中出现的高频词汇； 通
过对不同时间段美国青年研究核心经典文献的内容分析发现 ，最近 10 年间，美国青年研究领域
的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由最初的问卷、访谈，开始转向准心理实验、心
理测量、专业访谈等更加严谨的实证量化研究方法 。 此外，越来越多的质化研究方法也开始与
量化研究相结合，呈现出混合研究的发展趋势。 研究方法的选用是与研究问题相匹配的，美国
青年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所表现的“量化为主，兼具混合 ”的特点是与美国青年研究学界所关注
的微观应用问题相一致的。
相对而言，我国的青年研究较少涉及微观问题，使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的比例也偏低。 所
以，今后我国青年研究界应提高研究的现实感 ，突出问题导向，加强对我国青年事业发展中遇到
的具体实践问题和青年群体突出的微观问题研究 ，以更加科学、规范的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扎实
地开展研究工作，从而进一步夯实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学科体系建设，以高水平的中国青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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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体系支撑我国青年事业的高水平发展 。
3. 研究主题： 突出时代特征，持续聚焦青年群体出现的突出现实问题
美国青年研究对青年群体突出的社会行为与心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既有在不同的时
代背景下美国青年出现的新问题，如 STEM 教育、网络暴力、同性恋行为等，更有很多具有普遍
性的基本问题，如种族歧视、校园欺辱、家庭社会资本等。 研究主题的时间线性分析结果显示，
美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持续性 、系统性，研究成果之间的层层深入关系也较
为突出，对于美国青年群体的典型问题研究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研究共同体 。
相对而言，我国青年研究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迫于论文发表的压力 ，过于关注了研究的
话题性，一些研究者过分追捧有关青年群体的新兴互联网现象、流行语、亚文化等容易“蹭热
点”“赚流量”的即时性研究，反而忽视了对我国青年群体长期和普遍的问题进行深度理论分
析。总之，我国青年研究在知识的积累、研究内容的凝练、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实现等方面，依
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 研究机制： 突出协同创新，强化机构合作研究
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多主体、跨行业合作进行知识生产已成为当前主要的知
识生产模式，这也是美国青年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基本经验 。 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美国
青年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三大类凝聚子群 ，学术机构之间也初步形成松散媾和的非制度化合作
状态，高产作者之间也形成了多个跨学科合作的学术共同体 ，有助于发挥科研生产和学术理论
研究的集群效应，保障了美国在国际青年研究领域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我国要借鉴美国青年研
究利用学术共同体提升科研“集群效应”的策略，化解我国青年研究中存在的重复研究等问题 ，
搭建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平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破除门派偏见和部门利益，形成跨学
科、跨行业、跨区域的青年研究协同创新学术共同体和更加开放灵活的科研合作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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