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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说法来源于上世纪,#年代&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年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农业转移人口#替
代了!农民工#称呼&但所指的内涵并无改变&如国家统计局$"#$,%公布"#$(年全国农民工数量依然沿用!农民工#称谓)

基于知识图谱的农民工子女教育
相关研究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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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知网中-YY-N来源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论文进
行了统计分析!生成关键词#作者图谱#研究机构图谱#发文期刊等知识图谱!通过图谱对我
国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研究现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应加强相关学科#

机构和学者之间联系!加强质化研究!并依据热点问题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对今后我国
相关教育研究领域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知识图谱$农民工子女$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P0"$!!文献标识码!1!!文章编号!"#%0 2%*#*'"#$%(#& 2##"( 2#,

!!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外出打工&这些进入城市
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被称为农民工!

&他们的
子女或留守或随迁&这部分儿童的教育问题引起
学术界广泛关注) 农民工子女分为!流动儿童#

和!留守儿童#两部分) 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
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并且需要
其他亲人或委托他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
的儿童) 但是目前学界以及国家政策法规中&不
同时期对!流动儿童#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如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提到!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的问题#&学者黄颖在.我国流动人口子
女的教育总体特征/一文中的调研数据显示&农
业户籍的随迁儿童占到流动人口子女的
,(c(!&可见农民工子女问题是流动人口子女的
主要问题) 国务院"##*$(*%号文件.关于进一
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
意见/是针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的专门教
育政策&在这之前的政策是将这部分儿童纳入流
动人口子女进行管理)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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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的通
知$"##(%/提出关爱!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制定保障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的法规(政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
试的办法) 本文所指的!流动儿童#是由于父母
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而跟随父母到打工地区
学习和生活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 梳理
不同时期国家政策法规以及相关文献后&我们提
取!流动人口子女#!流动儿童# !随迁子女# !农
民工子女#!留守儿童#五个主题词代表!农民工
子女#进行检索&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YY-N收
录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研究文献!

) 本文利用
可视化分析软件-S9<Y:G@<&对截至"#$%年*月"0

日-YY-N收录的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条
论文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 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
统计分析处理&期望在统计分析中发现其中的共
性问题&总结相关领域领军学者(提炼该领域教育
的热点问题&并从中总结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
现状以及今后应该加强研究的问题及方向)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基于可视化软件-S9<Y:G@<对中国知

网中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作者
群聚类分析以及研究机构聚类分析等研究形成
一系列知识图谱&探讨研究农民工子女相关学科
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学科与领域最新研究热点
问题)

!!"二#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数据主要聚焦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

现状&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条件#中&检索项设
置为!主题#&检索词为!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

!随迁子女#!流动人口子女#或!农民工子女3

教育#,匹配项设置为!模糊#&检索-YY-N核心
期刊文章&检索时间不限定&检索到文章"%#0

篇&手动剔除一些通知(资讯以及领导讲话(数
据(消息以及内容与农民工子女教育完全无关的
少量文献&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与融入
研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等研究内容的无关论文&

总共得到与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的研究论文"(,$

篇&并把中国知网中检索数据导出参考文献
!?A=;JAG?I

!!

.9F9#&存储格式编码为L<D=AR\>&

以OMW',编码形式保存得到可用文献"(,$篇&然
后运用-S9<>:G@<软件处理相关数据)

二#基于知网中-YY-N数据
进行图谱共线分析

!!"一#相关论文文献年度研究
在统计数据中&关于流动儿童相关研究最早

的是$%%,年周拥平的文章.北京市流动人口适
龄儿童就学状况分析/和刘翠莲(李太斌(李军的
文章.教育发展不可遗忘的一块"""上海民工子
弟学校调查报告$摘要%/,留守儿童相关研究最
早的是"##0年段成荣(杨舸(王莹发表在.学海/

上的文章.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此
后留守儿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随着研究的深
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
进行合并研究&如黄祖辉和许昆鹏发表文章.农
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秦玉友(邬志
辉发表文章.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

!

本文所搜集的数据基本包含了中国知网-YY-N来源期刊中绝大多数关于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文献) 由
于学界对流动儿童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界定&可能部分流动儿童相关研究文献收集不全,此外由于出版与论文撰写时
间差&截止到"#$%年+月$0日还有"&篇相关文章呈现但并不影响对流动儿童以及农民工子女整体研究的评价)

,"



思路/等&对流动儿童以及留守儿童存在问题进行
总结归纳并给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从$%%, 年
-YY-N第一篇文章呈现到"#$%年*月"0日&中国
知网中-YY-N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统计如图$所示)

从发文曲线可看出&$%%,""##,年相关论文逐渐增

加&从最初的$%%,年"篇到"##,年"$&篇,"##%年
发文$%&篇,"#$#年发文$,%篇,之后每年发文数量
在""#篇以上&其中"#$*年发文最多&有"("篇)

通过发文数量可以看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研究
一直比较稳定&是-YY-N相关期刊重点关注内容)

图!"发文时间曲线图
!!"二#从文章关键词看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
相关研究热点

运用-S9<>:G@<软件处理相关数据&MSB<

YJS@S;E时间跨度选择为$%%,""#$% 年&截止日
期"#$%年*月"0日&Z<GR>:<R>JS@S;E选择一年&

dA?<MZ:<>选择\<Z=AR?和R<D<R<;@<&生成的关
键词共线图谱有&,$个关键词节点以及+$" 条
连线&设置M<RBJG]<JS;E中><̂?RE;\值为$# 生
成的关键词图谱$图"%)

图"清晰反映出我们选择的论文文献关键
词共线图谱&图中各个关键词的节点大小以及文
字大小清晰反映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可以看
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是出现最多的两个关键
词&其他如'农民工(农民工子女(农村留守儿童(

义务教育(随迁子女(流动人口也是$%%,到"#$%

年之间出现的高频词) 从关键词图谱中可以看
出与流动儿童和与留守儿童相关联的关键词有
所不同&提取流动儿童关键词聚类如图*所示)

图$"关键词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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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流动儿童关键词相关聚类图谱
!!通过相关图谱可以看出&流动儿童主要涉及
教育公平(学校(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公办学校(

异地高考(社会排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
扶贫(教育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融合(社会化(心
理韧性(异地中考(家庭教育(心理问题(城市适
应(学业成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市民化(社会保

障(教育政策执行(流动儿童学校等相关问题)

提取留守儿童关键词相关聚类$图&%&相关联的
关键词是农村(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流
动(儿童发展(外出务工(公共政策(社会帮扶(关
爱服务(社区营造(隔代教育(寄宿制学校(知识
援助等)

图'"留守儿童关键词相关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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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关键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义务教育
阶段的教育公平(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以及各
种社会融入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问题&学者叶
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对已有相关文献进
行了总结归纳&认为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学的视
角出发&重点关注了父母外出到城市打工&把孩
子留在农村&生活(学习(日常交往行为(心理健
康等方面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 学者方晓义(范
兴华(刘杨"##,年在.心理发展与研究/发文研
究流动儿童的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孤独情绪
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 学者刘霞(申继亮开始研
究歧视归因对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

) 学者王中会(蔺秀云从心理韧性和
城市适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 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开始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以及
自尊(孤独感等问题进行关注) 国家也出台了各
种教育政策与法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问
题&.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提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
解决*0+

&流动儿童在教育起点上实现了教育公

平&享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 同时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法规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年(月&国家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年%/第四章义务
教育一章中提到!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
制#

*++

)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教
育过程的公平性&通过对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线图
谱分析以及相关论文综合研究归纳整理也验证
了以上热点问题)

"三#从发文机构看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研
究热点聚类分析

MSB<YJS@S;E设置为!"###""#$,#&V<GR>̀ <R

YJS@<设置为$&M<RBMZ:<>设置为)[R>9M<RB>&

dA?<MZ:<>设置为N;>9S9[9SA;&MA: d设置0# 过
滤掉发文量) 最终得到节点数"0(&连接数,0&

密度#.##"+) 图0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机构&

节点的颜色深浅代表着该机构论文发表的时间
先后顺序&节点的大小代表该机构发文数量的多
少&机构之间连线代表相应机构之间合作发文的
关系)

图/"发文机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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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文发文机构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发
展心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以及中国
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三个机构发文较
多) 从这些发文机构可以看出&农民工子女相关
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教育学(人
口学(社会学(公共政策(教育行政管理等&相关
研究机构多样化&研究领域多样化&这些专家学
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和理论视角进行农民工子女
相关研究&有利于丰富农民工子女相关研究内容
和成果) 如人口学领域的研究者段成荣团队主
要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规模(结构(分布(家庭
类型和受教育状况来进行研究,教育学领域研究
者如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学者邬志辉(

秦玉友(刘善槐等人主要从农村教育(县域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如何提升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相关教育问题*(+

&如何保障
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现有
政策缺点与不足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心理学领
域部分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心理问题及各种虐待经历上的

差异&提出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健康
教育*,+

,社会学相关领域研究者主要从儿童是否
有留守经历来探讨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多学
科研究使得农民工子女相关研究呈现研究方法
和研究结果的多样性&从这些统计可以看出农民
工子女相关研究得到了全国各个地区(高校以及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但也可以看出针
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相关研究&规律性(多学科
融合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
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研究机构(学者
以及资金支持才能真正破解农民工子女面临的
教育现实困境)

"四#从发文作者群看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
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S9<>:G@<设置'MSB<YJS@S;E设置为!"###"

"#$,#&V<GR>̀ <RYJS@<设置为$&M<RBMZ:<>设置
为)[R>9M<RB>&dA?<MZ:<>设置为1[98AR&MA: d

设置0# 过滤掉发文量) 1R9S@J<JG]<JS;E中
Y<̂?RE;\设置0&得到节点数"%,(连线数量$+"

的合作作者网络图谱$图+%)

图3"作者关系图
!!从作者关系图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子女教育
相关研究关联较多(成果较多的作者群是方晓

义(王中会(蔺秀云(范兴化(刘杨等人的团队&该
团队发表一系列论文探讨留守与流动对农村儿

"*



童社会适应的影响&通过数据得出'留守对儿童
社会适应有不利影响&流动对儿童社会适应无明
显不利影响*%+

&该团队还对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
儿童抑郁以及焦虑情绪等的相关影响进行了研
究与调查) 第二个成果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群
是段成荣(吕利丹(周皓等人&该团体关注农民工
子女相关研究较早&"##$ 年就发表相关研究成
果&其中发表在.人口研究/上的文章.我国留守
儿童状况研究/在知网中被引用达到了$&,&次,

该团队基于对"##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的分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且影响较大(被引
次数较高,该团队在"#$(年("#$,年又发表系列
论文&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人口变
化与发展趋势做出相关研究) 第三个发文较多
的团队是申继亮(刘霞(赵景欣团队&该团队主要
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研究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成
长过程中的环境因素(歧视知觉的影响(群体态
度的调节作用(同伴接纳(家庭环境等&探讨城镇
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发展) 这几个团队
成果较多并且作者之间关联密切&具有较大的社
会影响) 图谱中其他作者之间联系相对分散&多
数作者缺少合作者)

三#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相关学科(机构和学者之间联系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引起相关机构和学者

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学者参与其中&多学
科的机构(专家(学者参与有利于从多角度(多方
面解决相关问题) 从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基
本形成了领军团队以及机构) 但是通过我们对
机构(作者之间生成知识图谱可以发现&从整体
来看&各个领域专家&各个机构(学者之间联系并
不紧密&主要从本学科领域对相关问题进行研
究&缺少学科之间的联系&独立发文的研究较多&

作者之间紧密度不足) 这种联系的缺少必然使

得相关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应该加强多学科交
叉融合&加强各个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学者交流合
作&从多角度(深层次解决相关问题)

"二#现有研究调查居多&缺少质化研究
统计论文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是通过调查数

据研究得出结论&质性研究的论文很少) 儿童成
长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不同学科的学者利用
不同研究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从心理
学视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姚计海(毛
亚庆在.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学业心理特点及其学
校管理对策研究/调查中指出&母亲外出的留守
儿童学业心理状况最为不佳*$#+

,谷宏伟(吴华倩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儿童义务教育的影
响"""基于-ẀY 数据的经验研究/一文中提
出&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学习动力要好于父母未
外出打工的学生&母亲外出就业的影响并不显
著*$$+

) 以上这些结果表明&现有部分问卷调查
虽基于一定理论假设设计问卷&但得出的结论可
能有一定的片面性&效度有待检验) 儿童成长是
纵向的过程&现有的部分研究是基于某一时间点
进行相关调查研究&不能全面反映农民工子女教
育的本质) 因此&应该加大对儿童长期跟踪采
访&记录成长历程并进行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
服的结论) 长期跟踪记录以及访谈就会有大量
儿童生活经历(思想变化的观察资料以及深度访
谈的文字资料等) 可以通过扎根理论把这些长
期跟踪的资料进行分析&并建立理论&而不是完
全基于已有结论&应着重发现逻辑而不只是对原
有定性研究的验证研究&最后得出相关研究的深
度信息)

"三#农民工子女教育热点问题随时间不断
变化&国家需要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年以前农民工子女问题主要是流动儿
童入学问题&这一时期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入学
难&因此相关研究成为热点问题) "##, 年, 月

**



$"日&.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明确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
主解决) 随着入学问题解决&升学等问题开始呈
现&"#$#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年%/开始研究制定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
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 "#$$ 年国务院颁布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将流动儿童
纳入流入地社区儿童保健管理体系*$*+

) 这一系
列政策的出台使得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不再是
难题) 从"##(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留守儿
童相关政策&明确提出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
育并逐步建立留守儿童救助保障机制,"#$#年(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年%/明确提出城乡教育一体化均
衡发展&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年" 月.国务
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出台) 伴随着学界的研究推动&农民工子女相关
政策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演变与完善&基本解
决了流动儿童入学难(留守儿童缺少关爱等问
题&初步建立起以家庭为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的关爱体系&未来国家仍需逐步完善相关政策
与法规)

最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伴随经济不断
发展&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产生的&是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并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专家学者以及相应机构应该加强交流合
作&打破机构以及学科限制&群策群力共同研究
农民工子女相关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一系列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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