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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保险理论
的发展及其特征
     ——基于《保险研究》刊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王  稳

一、引言   
我国保险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夏朝后期，就

已出现互助共济、灾备等方面的思想（《保险史话》，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保险理论是保险实践的概

况和总结。没有保险实践，就没有保险理论 ；保险理论

一旦形成，又会对保险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魏华

林，2006）。现代保险业自 19 世纪初传入我国后，发展

一直十分曲折，几经起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

才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80 年我国刚恢复保险业

务时，保费收入仅有 4.6 亿元，而 2017 年，保费收入

已高达 36581.01 亿元，年均增幅 27.5% ；1980 年，我国

保险市场仅有 1 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而

截至 2018 年 11 月，保险公司已增加到 228 家（黄洪，

20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不断改革创新，综

合实力不断增强，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在经济社会运行

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

作为新兴保险大国，我国保险业也面临着效率不高、市

场不成熟、消费者利益保护等诸多的困难和挑战，特别

是保险研发投入不足，不仅影响保险业的创新发展，也

影响着保险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当前，我国保险业

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迎来重大发展的机遇期和变

革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把

握保险理论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规律的同时，明确未来研

究方向，对实现保险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

对于学术理论发展及其成果的研究，主要包括定性

述评和文献计量两种方法。定性述评方法在我国保险领

域的应用较广，但大多都只集中在某一保险理论研究的

主题上，如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保险经济学和农业巨灾

风险理论等（朱铭来、尚颖，2011 ；王晓全、阎建军和

摘要 ：本文以《保险研究》1980 年创刊以来所有的 6169 篇载文为研究对象，将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保险理论的演变过程分为四

个阶段，统计分析每一个阶段的论文数量、研究主题、变化特征等，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特别是 2012 年以来

合著论文大幅增加 ；研究主题不断演变，其中社会保障、保险精算和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研究热度呈上升趋势，保险业改革与发展、国外

和港澳台地区保险业发展的研究热度呈下降趋势，保险法学在 1990 年之后一直保持较高的研究热度，而保险业务经营问题的研究变化趋

势不明显。总体上，我国保险理论的研究团队正在逐步形成，保险理论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规范中。建

议保险业界要重视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以推动我国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和保险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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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样本。

文献计量学是图书情报学分支学科，采用数学与统

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文献特征，预测科学技术的现

状与发展趋势（邱均平，1988）。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文献计量分析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文献的发表时间、

作者、研究机构等外部特征 ；二是文献研究内容的相关

情况，即内部特征。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保险研究》

所有载文的数量年际变化和作者情况，从而分析保险理

论研究不同发展时期的外部数量特征 ；其次，分析各阶

段文献的主要研究主题及具体研究内容，以归纳分析保

险理论的发展和演进特征。

1. 论文数量年际变化

《保险研究》在 1980-2017 年间的总载文量为 6169

篇，年均发文量162.34篇。论文数量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

由图 1 可知，《保险研究》的年发文量呈倒“U”形

分布，经历了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1997 年之前，发文

量整体呈递增趋势，但相对较少 ；1997 年到 2007 年间

的发文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一个高峰期，其中发表

论文数量最多的年份是 2005 年，高达 349 篇 ；而 2008

年之后，年发文量明显下降。《保险研究》年发文量的

变化与保险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

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具有密切关系，总体上是一个从数量

扩张到质量逐步提升的过程，预计未来保险理论文献数

量将逐渐稳定，进入以高质量为重点的发展阶段。

孙祁祥，2012 ；孔锋、吕丽莉和方建，2016）。而文献

计量（Bibliometrics）是一种定量分析方法，运用数学和

统计手段描述文献的特征和结构（如发表时间、作者、

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等），以发现文献演化规律。不少国

外学者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统计分析一本或多本保

险学期刊在一定时间内刊发的所有论文，以识别作者、

机构等特征及历史演变情况（Butler 2007; Weiss 和 Qiu，

2008; Christian 和 Alberto，2013; Pottier, Xu 和 Frederick，

2017）。由于国内的文献计量分析起步较晚，在应用

于保险学时也仅限于某一细分领域的文献（王向楠，

2012 ；徐良培、陶建平，2014），有一定的局限性。

《保险研究》自 1980 年创刊以来，一直关注创新性

的保险学术研究成果，是保险理论研究的主阵地，是国

内保险理论研究的专业化、综合化、规范化的学术交流

平台，也是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保险理论发展全过

程的最佳文献资料宝库。目前，还没有学者以《保险研

究》创刊以来的所有载文为基础对我国保险学理论研究

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分析。因此，本文尝试运用文

献计量分析方法，梳理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保险理

论研究的发展和变化特征，为未来保险理论研究和保险

业的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为了更好地回顾总结我国保险理论的演变历程，本

文结合保险业的具体实践，将改革开放 40 年保险理论

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保险理论

研究阶段（1980-1991 年）；第二阶段，转型时期保险理

论发展阶段（1992-2000 年）；第三阶段，保险市场经济

理论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1 年）；第四阶段，国际化

规范化全面深化阶段（2012 年至今）。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和

维普咨询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在剔除书评、新闻报道、

人物访谈、会议综述等内容后，确定 1980-2017 年的《保

险研究》（其中 1985 年没有出版记录）的 6169 篇文献

图 1     《保险研究》1980-2017 年载文数量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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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作者分析

《保险研究》创刊以来的所有载文，作者总人数为

5234 人 1，人均发文量 1.18 篇。核心作者指对某一学科

研究的发展有较大贡献的科研人员，同时也是期刊学

术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贡献者（钟文娟，2012）。普

赖斯定律（Price Law）给出了计算某一科学领域核心作

者的方法，即高产作者的最低发文量 N 的计算公式为 ：

N=0.749× √ (N_max )。N_max 是最高的作者发文量，根

据表 1 可得 N=4.62，即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 5 篇。《保

险研究》发表 5 篇及以上数量论文的作者总人数为 273 人，

占比 5.22%，即只有 5% 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根据表 1 可

得，发表 2 篇及 3 篇的作者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 20.40%

和 8.50%，略低于洛特卡定律 2 的规定值（分别为 1/4 和

1/9），而发表 1 篇论文的作者总人数为 3719 人，占比

71.05%，高于洛特卡定律给出的 60%。可见，虽然我国

保险理论领域还没有形成具有较高科研能力的作者群体，

但学术队伍正在壮大，稳定的研究团队正在不断形成中。

作者之间的科研合作，能够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取

长补短，提高保险理论研究水平。可以用合作度和合作

率衡量作者之间的合作状况。作者合作度，是指期刊每

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可用来评估合作规模，计算公式为：

合作度 = 作者总人次 / 论文总数。合作率，是指合著文

献占所有文献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合作率 = 合作论文

数 / 论文总数。对于《保险研究》的 6169 篇论文，作者

总人次为 90633 ，合作度为 1.47，即每篇文章平均有 1.47

个作者 ；独著论文数量为 3948 篇，占比 74.00%，合作率

为 36.00%。合作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尤其是 2012 年之后，

合著论文接近 70%。因此，随着保险理论研究的扩展和

深化，可以预测，保险理论文献将来的合作度和合作率

还会有所提升，也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保险理论文献的内部特征分析  
文献中，保险理论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研究主题

和内容也非常丰富，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保

险研究》文献的主题和内容划分为保险业务经营、保险

公司经营管理、保险市场研究、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

保险法学、保险精算、社会保障、风险及风险管理、国

外和港澳台地区保险发展等 9 个类别，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分析发现，保险理论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

保险业务经营、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和保险业的改革与发

展三个方面，合计占比接近 60% ；其次是保险法学和保

险市场研究内容，论文分别占比 13% 和 12% ；国外和

1. 作者总人数即作者的数额，不包含多次发文的同一作者。 
2. 洛特卡定律（Lotka’Law）描述了科研人员及其所著论文之间的关系：写两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的1/4；写三篇
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9；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 ……,而写一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
所有作者数量的60%。
3.作者总人次是包括多次发文作者及合作者在内的总人数；对于署名为“课题组”或“考察团”的文章共15篇，数量较少，不会对结果造成
影响，因此以独著处理。

表 1    《保险研究》作者发文数量统计

表 2    保险理论文献的内部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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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型时期保险理论发展阶段（1992-2000 年）

1992 年，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方案，同

年，美国友邦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我国保险业进入改革

开放的转型阶段。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颁布，1998 年，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我国保险业发展

的市场化、国际化和规范化步伐逐步加快。

从数量上来看，这一阶段《保险研究》共发表 1501

篇论文，年均发文量近 167 篇。从作者发文量来看，这

一阶段总作者数 1375 人，人均发文量 1.09 篇。作者总

人次为 1934，合作度为 1.29，即每篇文章平均有 1.29

个作者 ；独著论文数量 1158 篇，占比 77.15%，合作率

为 22.85%。

从研究主题来看，这一阶段文献内容更加宽泛，论

文数量占该阶段所有论文比重超过 10% 的主题有 5 个 ：

保险业务经营、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保险业的改革与发

展、保险法学和保险市场研究，各为 22.52%、19.32%、

17.06%、14.99% 和 13.39%。

从研究主题的细分领域看，对于保险业务经营的研

究，财产保险仍是研究重点，人身保险论文数量增加，

包括人寿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等业务，这与我国人身保

险业务的快速发展有关，1997 年保费收入发生结构性变

化，人身险保费首超财产保险。以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为

主题的论文主要涵盖四个细分研究领域 ：经营战略与策

略，如管理机制和考核方法的设计、产寿险分业经营对

策、国有保险公司的改革等 ；经验风险管理，包括风险

分析、防范与控制等 ；财务管理，如核算体制、财务指

标分析、会计准则等问题 ；保险资金运用，包括资金管

理、运用渠道及投资风险等。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领域

的论文，包括保险业发展思路与保险行业建设，以及保

险业的创新及发展趋势、行业自身管理等，同时保险业

对外开放的研究也较多。保险法学领域的论文内容则集

中于案例分析与法律法规建设。保险市场领域的研究主

要包括市场建设与完善、市场竞争和市场调查分析报告

等内容，对保险营销和代理的研究也有所增加。 

港澳台地区保险业发展、社会保障、保险法学、风险及

风险管理的文献较少，所占比重之和仅有 17%。

1. 传统的保险理论研究阶段（1980-1991 年）

1980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恢复业务。随后

设立了 3 家国有性质的保险公司，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前身，

1985 年）、太平洋保险（1986 年）和平安保险（1988 年）。

这一阶段，我国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保

险业的经营仍然具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征。因此，保险

理论的研究仍处于传统的理论发展阶段。

从文献数量上来看，这一阶段《保险研究》共发表

912 篇论文，年均近 93 篇，整体呈递增趋势。从文献作

者来看，这一阶段的总作者数 723 人，人均发文量 1.26

篇。作者总人次为 1047，合作度为 1.15 ；独著论文数量

765 篇，占比 83.88%，合作率为 16.12%。

从研究主题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 ：一是探索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占该

阶段论文总量的比重为 37.06% ；二是研究具体形态保

险业务的经营问题，占比为 28.62% ；三是学习国外和

港澳台地区保险业的经营方法和技术，占比为 10.64%。

其它研究主题的论文数量较少，所占比重均在 10% 以下。

从研究主题的细分领域看，保险业改革与发展的文

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1）保险业的发展思路，包括

保险业经营体制和运行模式改革、保险业经济效益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保险事业等 ；（2）保险与和谐社会建

设，包括保险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保险的

职能和农村保险事业等 ；（3）保险行业建设，主要包括

专业人才的培养、宣传工作的开展和消费者保险意识的

培养等。而保险业务经营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财产保险，

包括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农业保险及运输保

险等业务的经营问题。此外，国外和港澳台地区保险业

发展的文献主要研究日本、美国、苏联、法国和瑞士等

国的保险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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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险市场经济理论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1 年）

2001 年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认真履行保

险业对外开放承诺，逐步放宽境外保险机构进入国内市

场的要求。同时，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与上市、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和保险资金入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的出台，为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带来巨大活力。

从数量上来看，这一阶段《保险研究》共发表 2872

篇论文，年均发文量近 261 篇。从作者发文量来看，这

一阶段总作者数 2742 人，人均发文量 1.05 篇，仍低于

上一阶段。作者总人次为 4262，合作度为 1.48，即每篇

文章平均有 1.48 个作者 ；独著论文数量 1778 篇，占比

61.91%，合作率为 38.09%。与上一阶段相比，合作度

和合作率的增长幅度较大。

从研究主题来看，这一阶段论文主题仍较为分散，

论文数量占该阶段所有论文比重超过 10% 的 5 个主题

与上一阶段相同，但顺序有所不同，其中论文数量最

多的主题是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占该阶段所有论文的

24.58%，较上一阶段有所上升 ；保险业务经营主题论文

数量居第二位，占比 18.38%，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 ；

保险法学、保险市场研究、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这三大

主题的论文数量接近，所占比重分别为 14.62%、14.38%

和 13.65%。

从研究的细分领域看，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研究领

域，除了经营战略与策略、保险资金运用等内容外，对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研究有所增加，这是因为 2006

年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

见》，提出了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保险业务

经营主题的论文中，农业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仍是主要

的研究对象 ；人身保险、健康保险文献数量显著增加 ；

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的研究热度也有所上升。保险

法学主题论文中，对法律法规的研究仍占较大一部分，

包括保险合同效力、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合同条款

解释、强制保险的法律完善等 ；保险监管也成为重要内

容，包括监管体系建设、模式选择及偿付能力监管制度

等。保险市场的研究，保险营销和中介领域的论文数量

明显增多，包括营销渠道建设、营销人员管理、银行保

险、保险经纪等 ；对市场供求的分析和信息不对称的探

讨也有所增加。而保险业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研究热点问

题，主要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和信用体系建设。

4. 国际化规范化全面深化阶段（2012 年至今）

十八大以来，我国保险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新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2014 年“新国

十条”的发布，2016 年“偿二代”的全面实施，推动

着保险业跨越式、高质量的发展。这一阶段，保险理论

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相当多的论文达到了国际水平，标志着我国保险理论研

究越来越规范和成熟。

从数量上来看，这一阶段《保险研究》共发表 884

篇论文，年均发文量近 147 篇。这一阶段的年发文量逐

年减少，从 2012 年的 184 篇，下降至 2017 年的 121 篇。

从作者发文量来看，这一阶段总作者数 1187 人，人均

发文量 0.74 篇，较上一阶段的下降幅度较大。作者总人

次为 1794，合作度为 2.03，即每篇文章平均有 2.03 个

作者 ；独著论文数量 247 篇，占比 27.94%，合作率为

72.06%，较上一阶段上升幅度较大。

从研究主题来看，论文数量最多的主题是保险业务

经营，占比 19.46% ；保险公司经营主题论文数量居第

二位，占比 16.52% ；社会保障主题论文数量大幅上升，

所占比重由上一阶段的 5.22% 增长到 14.37% ；保险法

学和保险市场研究主题论文所占比重分别为 14.73% 和

11.43% ；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主题论文所占比重减少

到 9.05% ；另一个研究热度大幅上升的主题是保险精算，

论文数量比重由上一阶段的 1.04% 增长至 8.14% ；风险

及风险管理主题论文数量所占比重 5.77%，较上一阶段

增加了一倍。国外和港澳台地区保险业发展的论文数量

下降到 2.26%。

从研究的细分领域看，保险业务经营主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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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水平达到了国内甚至国际先进水平，是我国保险

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和保险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本文限

于研究范围的选择，没有对于他们的理论贡献进行统计

分析，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应被忽视，保险业界应该更

多地鼓励支持和采纳他们的成果和建议，以推动我国保

险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和保险理论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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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最多，责任保险也是主要研

究内容之一，包括环境污染责任险、董事高管责任险、

交强险和食品安全责任险等。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主题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财务管理和经营风险管理。社会保障的

研究内容主要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包括制度建设、

机制设计、政府财政责任等。保险市场研究主题的论文，

包括消费者对各类保险业务的购买意愿，以及市场竞争、

保险营销和信息不对称等领域的研究。保险精算的研究

内容中，非寿险精算是研究重点，其论文数量是寿险精

算论文数量的 3 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统计《保险研究》自

创刊以来载文数量的年际变化、作者分布和主题类别，

分析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保险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及

其变化特征。研究结论如下 ：

1. 从论文作者等文献的外部特征来分析，研究者

的合作越来越明显，表现为合作度和合作率递增，尤

其是 2012 年以来的增长幅度较大。这表明我国保险理

论研究在不断扩展和深化，科研难度也不断提升，同

时也说明保险理论的研究团队在不断形成中，对于保

险学科的发展、人才培养以及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都具有重要意义。

2. 从保险文献的内部特征来分析，保险理论研究

与实践密切相关，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理论

研究也不断演变，总体上说，我国保险理论落后于波

澜壮阔的保险业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这不仅表现为

保险业整体的研发投入不足，也表现为保险学科的发

展起起伏伏、资源相对不足，特别是人才储备不够，

不仅会影响保险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保险

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

3.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特

别是青年学者在国外权威期刊和国内其它经济管理类权

威期刊发表了许多论文，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