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框架的构建及其可视化分析应用 

摘要：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积极应对的挑战之一。虽然近年来中国学界越来越重

视气候变化领域的相关研究，但对其分类框架、各子领域构成、具体参与主体和资金流向等

方面缺乏系统探究。本研究首先通过整合中国知网文献和中国慈善基金会气候变化数据，采

用共词聚类分析方法和 jieba 关键词提取技术，建立了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框架。其次，本研

究通过可视化分析应用，发现我国不同气候变化领域的投入存在差异，不同主体参与气候变

化治理的积极程度不同。通过深入探究不同气候变化领域的投入发展变化及其与国家政策的

关系，本研究还着重讨论了民营企业气候变化治理投入远超过其他企业类型这一现象。通过

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本研究成果的合理性，并发现了政府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气候变化；分类框架；共词聚类；可视化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limate Chang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and Visualization  

Abstract：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ctively respond to.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ve 
studies in climate chang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its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he composition of its sub fields, the specific participants, and the flow of funds. This research firstly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of climate change classification of China by integrating CNKI literature 
and climate change data of Chinese charity foundations, together with using co-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jieba keyword extraction technology. Secondl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gaps of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climate change fields 
in China, and different kinds of participants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active degrees of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also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far exceeds that of other types of enterprises. A robustness test prov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finds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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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自 2015 年起，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和温室气体含量均持续上升到了历史新高
[1]
。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在 2020 年 7 月发布的最新气候预测中指出，与工业化前水平相

比，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升高了 1℃以上，过去的五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五年。随着全球温

度的不断攀升，高温、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更为频繁，灾害强度和影响范围也不断增

大，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日趋严重。因此，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积极应对的挑

战之一。 

对中国而言，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我国气候变暖速率自 1909 年以来高于全

球平均值，每百年升温 0.9 至 1.5℃；到 2030 年，中国将可能有 1000 万至 4500 万人面临极



端炎热和致命热浪的威胁；中国出现极端降水事件和干旱威胁的概率也将上升
[2]
。虽然近年

来中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但大多数学者集中专注于单一学科，气候变化子

领域之间的交叉综合研究尚为缺乏。就研究手段而言，尽管已有大量的实验观测、数理模型

和统计方法应用于分析气候变化影响
[3]
，但大多学者从技术等微观角度进行研究，相对应的

宏观层面社会科学研究较少。受制于气候变化体系尚未理清、相关实证数据匮乏、科学研究

手段滞后等，目前学术界缺乏对气候变化资金筹集、流向与应用机制的系统研究，实践中也

缺乏政府引导社会主体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战略指导意见
[4]
。因此，如何实现将宏观和微观

角度结合起来研究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模式，已成为关键科学问题。 

基于科学研究和实践需要，本研究将主要探讨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框架的搭建及其可视

化分析应用。由于目前我国针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仍未完善，故有必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构建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框架，从而将该体系细化为各个相关子领域，并能详尽把握不同气候

变化子领域在资金流向、主体参与等方面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1. 文献综述 

1.1 气候变化概念 

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标准，气候变化指由自然波动造成的

气候变化、或是由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温室效应产生的气候变化。本文将主要采用

后者概念，也是当今气候变化议题的主要关注点
[5]
。 

1.2 气候变化分类框架搭建方法 

气候变化分类框架的构建有助于从整体上研究气候变化各个子分类领域。目前构建包

含关键词在内的多级变量分类框架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分类方法。在金融科技领域，冯锐等构

建了包括序参量、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科技金融综合效率指标体系
[6]
；类似，其他研究者

在客户关系管理、公共图书馆服务等不同领域，通过关键词进行清洗剔除、词频统计分析、

人工判读等步骤，构建出分类词库和一二级关键词库
[7][8]

。 

具体而言，构建分类框架的常用方法是通过共词聚类分析。此法将关系密切的词聚集

归类，达到挖掘隐含信息的目的。郭文斌等以《教育研究》文献热点知识图谱作为实例，对

高频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分析，生成共现矩阵并进行聚类分析，从而

客观系统地展示出量化信息
[9]
；秦长江通过使用聚类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农史文献进行共词

分析，绘制出类团关系图，构建农史学科研究热点演化知识图谱
[10]

。  

在构建分类框架中，还需要构建各类别对应的关键词库和剔除词库，其关键步骤是进

行文本切词。对于中文文本，目前常用技术是使用 jieba 分词器进行切词，并运用 TF-IDF、
TextRank 等算法提取关键文本信息。jieba 分词技术有利于加速分词速度，提高分词结果准

确率
[11][12]

；吴思慧等通过运用 TF-IDF，结合模型进行垃圾短信识别，将文本识别准确率提高

了 2.1%–4.6%[13]；于劲松等通过应用 TextRank 算法，在公文摘要抽取中有较好的效果，句子

通顺程度也得到提升
[14]

。 



1.3 气候变化治理研究状况 

近年来，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关注各类社会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如何参与

气候变化治理的研究日益增多。现有文献主要探讨各类社会主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以致力于

气候变化治理的相关工作。 

1. 政府：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政府意识到保持经济发

展和维护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性
[15]

。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发挥其气

候变化治理的主导角色。此外，政府也逐渐鼓励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气候变化。 

2. 企业：中国企业现已全面投入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中
[16][17]

。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

2006 年《公司法》修订中的要求，更是企业管理者基于自身发展需要或利益相关者

需求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18]

，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企业家设立了慈善基金以缓解气候变

化。 

3. 社会组织（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智库、社会公众等）： 作为拥有相对独立决策的

第三部门，非营利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
[19]

。在气候变化治理中，

社会组织通过号召、监察等方式确保其它社会主体恰当实施权力和承担环保职责
[20][21]

。在这些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非营利组织中，慈善基金会通过引导气候资金

流动，已成为新兴的行动者。 

2. 研究思路 

为结合学术和实践，使构建的气候变化分类框架可以适用于广泛的领域，本研究将基

于气候变化相关文献数据和慈善基金会报告，结合气候工作基金会（ClimateWorks Foundation）
分类体系进行分类框架搭建和可视化分析。其中，构建分类框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知网作为国内较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商之一，其数据更新及时全面。用知

网气候变化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聚类分析，在学术上有代表性，基于其得到分类条目

的初步结果；而气候工作基金会拥有由专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全球网络，已成为美国在国际应

对气候变化治理最重要的基金会，其已经构建并应用了包括减少碳排放、粮食与农业等条目

在内的气候变化分类框架，在实践应用上有权威性。将知网数据得到的初步分类框架，综合

气候工作基金会的分类框架进行相互补充和完善，综合学术和实践搭建中国气候变化分类框

架。 

第二部分：基于我国 8767 份慈善基金会 2008-2019 年年报等公开数据，本研究构建气

候变化分类框架的关键词库、剔除词库，通过反复迭代以完善词库，并根据每次迭代的匹配

度判断分类框架的精确性。近年来，我国慈善基金会在国内气候变化领域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
[22]

。慈善基金会将来自企不同社会主体的捐赠资金连接到气候变化相

关的项目，使多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此外，这些捐款来源和使用

情况均在慈善基金会年报中得以体现，并经外部审计机构进行核验。因此，慈善基金会为构

建气候变化分类框架和可视化分析提供了客观可靠的数据来源，有助于了解各主体在不同气

候变化领域的投入情况。 



 

图 1 研究思路图 

3. 构建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框架 

3.1 共词聚类分析 

共词聚类分析法是文献计量学中常用方法之一。其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

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以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反映出这些词之间的亲疏

关系，进而分析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或主题的结构与变化
[23]

。 

3.1.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在中国知网检索“气候变化”，选取按相关度排序且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号的前 6000
篇文献关键词作为数据来源，共获得 22450 个关键词。通过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共获得

不重复关键词 12341 个，累计频次 24322 次。其中，频次为 1 的关键词个数为 9606 个，约

占总词频数的 39.5%。将关键词频次进行排序，各关键词累计频次及其对应序号如表 1所示。 

 

 

 

 

 

 

表 1 各关键词及其对应序号表 



 

3.1.2 高频词阈值的确定 

由于共词分析的数据源于高频词出现的次数，因而高频词阈值的选取将直接影响分析

结果。现阶段，学术界进行共词分析主要通过自主确定法、高低频词分界公式法、普赖斯公

式法和基于词频 g 指数法来确定高频词阈值
[24]

。尽管当下共词分析法已普遍运用于各类学

科，但目前尚未有学者针对气候变化分类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本项目需要探究用何种

方法能科学合理地选取气候变化领域高频词阈值。 

 

 

 

 

 

 

 

 

 

表 2 高频词阈值确定方法表 



 

根据上表 2，普赖斯公式法和基于词频 g 指数法确定的高频词都可以满足共词聚类分

析的基本要求，因此分别用这两种方法确定的高频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在本研究中，

普赖斯公式法选取的词数目尚可，但聚类效果一般，因为其所确定的高频词主题反映片面，

无法突出各个研究主题。而基于词频 g 指数法确定的高频词聚类具有较好的效果，因此采用

基于词频 g 指数法所确定的高频词进行气候变化领域的共词聚类分析。 

3.1.3 基于词频 g 指数法确定的高频词聚类分析 

首先将基于词频 g 指数法所选取的高频词转化为 58*58 的共词矩阵。但由于两个关键

词共现频次的多少只受两个关键词各自词频大小的影响，因此还需引入表示关键词共现相对

强度的指标。在文献计量学中，目前应用较多的是 Ochiia 系数和 JacGard 指数
[25]

。本研究用

Ochiia 系数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关矩阵，再用“1”与全部相关矩阵上的数据相减，得到表

示两词间相异程度的相异矩阵，相异矩阵中的数据数值越大，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

相似度越差。部分相异矩阵数据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词频 g 指数法所确定的高频词相异矩阵（局部）表 

 

再利用 SPSS 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采用组间联接法，度量方式为欧氏距离，聚类分

析谱系图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词频 g 指数法确定的高频词聚类分析谱系图（阈值取 20.5） 



在阈值 20.5 处划分相应类别，可以直观地发现气候变化高频关键词被分为 7 个分类条

目，具体分类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基于词频 g 指数法确定的高频词聚类分析结果表 

 

3.2 对比整合分类条目 

通过共词聚类法得到的 7 个分类条目，对比气候工作基金会的 10 个分类条目（），可

以发现这两种分类条目有较大的重合，例如组织发展与政策宣传类和 Governance & 
Diplomacy 类、气候变化路径研究类和 Carbon Dioxide Removal 类、绿色农业类和 Food & 
Agriculture 类、节能减排和 Industry 类等。 

 

图 3 文献共词聚类和气候工作基金会分类目对比图 

通过共词聚类和气候工作基金会获得的分类条目分别代表了学术和实践领域的不同分

类结果（图 3）。为了结合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使气候变化分类框架有更广泛的应用，将

上述两种分类条目进行整合，得到 11 个一级分类，再根据共词聚类得到的 7 个分类条目下

子条目的内容，以及气候工作基金会分类条目对应的内容进行整合，得到了 33 个二级分类，

最后将共词聚类的关键词归到对应的二级分类下（图 4）。 



 

图 4 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条目图 

3.3 构建关键词库和剔除词库 

3.3.1 数据来源 

构建气候变化分类框架的关键词库、剔除词库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慈善基金会在 2008-

2019 年的 8767 份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等公开数据，覆盖了公众宣传、沙漠化防治、绿

色金融等多个气候变化领域。 

3.3.2 Jieba 分词工具 

Jieba 是一款广泛流行且开源的第三方中文分词库，Python 提供了其应用接口。jieba 分

词系统中实现了 TF-IDF 和 TextRank 两种关键词抽取算法。而 jieba 分词系统自带三种分词模

式：精确模式、全模式以及搜索引擎模式
[26]

。根据文献，精确模式将句子最精确地切开，适

合文本分析，其应用思路如下图 5： 



 

图 5 jieba 精确模式分词方法图 

3.3.3 三种关键词抽取算法的应用和结果展示 

通过 Python 工具，结合 jieba 分词技术，采用 TF-IDF、TextRank 算法以及精确模式切词

算法，进行词库的构建（表 5）。 

表 5 三种关键词抽取算法的结果展示表 

 

3.3.4 三种关键词提取算法的比较 



结合 TF-IDF、TextRank 关键词抽取算法以及 jieba 精确模式分词三种方法的结果，将关

键词排序，选取了词频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进行对比，发现通过上述两种算法对数据库中的

项目进行关键词提取存在不足，比如关键词错切（如“我会”），普适性词较多（如“中心”、

“项目”）等，因此不适宜构建气候变化分类框架词库。而基于 jieba 精确模式分词下的关

键词，基本囊括了前两种无监督算法方式得到的结果，且其得到的关键词覆盖面更广。但精

确模式的切词结果仍存在普适性词，不能作为构建的气候变化分类框架的关键词，比如“项

目”、“社区”等。 

综上，本研究采用 jieba 精确模式分词法得到词库，仍需人工监督以及重复迭代，不断

提高精度，从而完善关键词库、剔除词库。 

3.3.5 关键词库、剔除词库的迭代和完善 

为了进一步完善关键词库、剔除词库，使分类框架匹配更加准确，进行项目数据的迭

代，从而进行精度检验。通过 4 次迭代和精度判断（正确匹配数/总数），结合人工监督的

方式，最终分类框架由 368 个词汇构成“关键词库”以及 95 个词汇构成“剔除词库”，匹

配精度高达 74.827%，相比初始匹配精度提高了 50%（图 6）。 

 

图 6 迭代精度变化图 

4. 可视化分析 

根据已构建的气候变化分类框架，通过 Tableau、PowerBI 等工具对 2008-2019 年中国

慈善基金会年报中相关的气候变化数据按照不同主体、时间、地域、资金来源和支出流向进

行可视化分析，从而展示出气候变化治理的现状。 

4.1 捐赠金额与项目支出流向--桑基图 



为应用上述框架整体探究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项目资金流向情况，绘制了如图 7 所

示的 2008～2019 年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投入金额与项目支出流向桑基图。 

图左侧为“源”，代表的是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捐赠方，包括公司、自然人、社会组

织及红十字会、高校和政府五类捐款主体；中间一列为第一层“目标”，代表的是受资

方，同时也是气候变化项目的执行者，主要以各基金会为主；右侧为第二层“目标”，代

表的是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框架中的 11 个气候变化领域。“源”到第一层“目标”的流向分

支线的宽度由捐赠主体投入到基金会的款项及其投资事件个数共同决定，第一层“目标”

到第二层“目标”的流向分支线的宽度由基金会到十一个气候变化领域的项目年度支出及

其项目个数共同决定，政府、企业等主体可据此监督基金会的资金流向从而规范资金使

用。 

 

图 7 捐赠金额与项目支出流向——桑基图 

4.2 一级分类领域分析 

4.2.1 基于一级分类领域的支出金额分析 

为展示我国对各气候变化分类领域的投入状况，绘制了如图 8 所示的 2008～2019 年气

候变化领域下十一个分类领域的项目投入总额图，该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参与领域项

目的难易程度与积极性情况；其中，“森林保护”（33.88亿元）资金投入最大，“组织发

展”（7.48 亿元）与“工业节能减排”（5.95 亿元）位列二、三；投入金额最少的三个领

域为“提高能耗”（0.08亿元）、“短期气候污染物”（0.26亿元）以及“绿色金融”（0.38

亿元）。我国在气候变化各领域的资金投入总额差距较为悬殊，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

气候变化领域存在资金投入不均、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图 8 一级分类及其投入金额——球形图 

4.2.2 基于时间变化的一级分类领域投入分析 

  为展示十一个气候变化分类领域随时间变化的投入情况，绘制了如图 9 所示的 2008～

2019 年各一级分类领域投入图。从分类领域观察，有 8 个领域（森林保护、组织发展、工

业节能减排、公众宣传和政策倡导、科技和研究、食物和农业、绿色金融、短期气候污染物）

近年的总投入情况呈波动上升趋势，有 3 个领域（清洁能源、可持续交通、提高能耗）近年

的总投入情况呈现下降趋势。从时间维度观察，2011 年投入金额下降的领域个数最多，2018

年投入金额上升的领域个数最多，2017～2019 超半数领域的投入金额存在上升趋势。整体

而言，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参与积极性是逐渐提高的。 



 

图 9 2008～2019 年各一级分类领域投入图 

4.3 我国各省份气候变化项目资金投入分析 

从地域来看，如图 10 所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的气候变化项目资金投入较多，华中地

区、华南地区的气候变化项目资金投入较少。其中，云南省（7.2 亿元）、内蒙古（6.6 亿

元）位列前二，江西省（0.035 亿元）、安徽省（0.016 亿元）位列末位。 



 

图 10 中国各省份气候变化项目资金投入图 

4.4 分析气候变化治理的各个主体参与情况 

4.4.1 气候变化治理的分类主体分析 

中国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主体主要分为企业、社会组织及红十字会、政府、高校、自然

人 5 类主体，各自的投入总金额和占比如表 6 所示。 

表 6 五个捐赠主体的总金额 

 

在 2008-2019 年期间，企业、社会组织及红十字会、自然人、政府、高校参与气候变化

项目治理的金额分别为 26.53 亿元（73.3%）、6.62 亿元（18.3%）、0.25 亿元（6.9%）、0.42
亿元（1.2%）和 0.13 亿元（0.35%）。可以发现，企业投入金额占捐赠主体中的绝大部分，

其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项目就企业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进行深入

分析。 

 



4.4.2 参与主体的深入分析：不同企业类型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情况，将企业分为 5 大类，如表 7

所示。可以观察到民营企业投入气候变化项目的金额最多（17.64 亿元，占比 83.22%)，合资

企业投入金额最少（0.37 亿元，占比 1.76%）。 

表 7 不同类型企业的气候变化项目投入金额 

 

4.5 深入探究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企业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民营

企业在气候变化治理的资金投入远远超过其他企业类型，本文对此进行深入探究。 

从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积极程度而言，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我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有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440 个落地实施项目中，民营社会资本承接 189 项，民营

企业在生态环境部环境服务业试点主体中占比为 66%
[27]

。民营企业对气候变化的参与相对其

他企业类型更积极，已成为气候变化攻坚战的重要力量。就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捐赠的角度而

言，由于国有企业属于公共企业，其捐赠行为本身存在一定的争议。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拥有自主权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优势。民营企业普遍更重视捐赠的社会效果，通过冠名基

金来实施捐赠的越来越多，稳定性越来越高；这与国有企业的捐赠不同，国有企业的捐赠往

往有一定的摇摆性
[28]

。 

4.6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探究可视化结果的成因和合理性，本研究选取了 2008-2019
年共 12 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报告》，该类报告具体描述了中国各年的气候

变化政策和相关行动；通过使用 python 的 jieba 切词工具进行关键词的提取，得到对应的年

份的国家政策热点，以验证可视化分析的合理性，每年报告关键词词频结果及其匹配的气候

变化分类领域关键词如表 8 所示： 

 

 

 

 

 

 



表 8 年份高频词和对应分类领域匹配结果 

 

通过表 8 发现“清洁能源”（12 次）、“工业节能减排”（12 次）、“公众宣传和政

策倡导”（12 次）以及“科技和研究”（12 次）在 12 年间每年都会有对应的关键词被政府

报告提及。结合图 9 发现以上领域的投入金额和发展相对稳定，整体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



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能调动各方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积极性；而“提高能效”（4 次）、“可

持续交通”（3 次）、“食品和农业”（1 次）以及“绿色金融”（0 次）被报告提及的次数

低于调查年度的一半（6 次），结合图 9 发现这些领域的投入金额波动相对较大。因为缺乏

政府的引导，这些领域的参与往往依靠“无领导”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体，这容易导致气

候变化领域投入的盲目性和易变动性。 

为进一步探究政府的角色，本项目分析了对应年份期间颁发的政策及其热点
[29][30][31]

，发

现对应年份中政策提及到的气候变化领域，其投入金额整体上升，趋势向好，这意味着政府

的政策引导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资金流向有着重要作用（表 9）。 

表 9 政策热点及其对应的气候变化领域分析 

 

综上，稳健性检验不仅验证了本研究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并且凸显了政府在气候变化

项目治理中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引导及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激励更多

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并合理调配资金，为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知网文献和慈善基金会年报数据，采取共词聚类分析方法和 jieba 关键词

提取技术，结合气候工作基金会的分类框架，构建了由 11 个一级分类和 33个二级分类构成

的气候变化分类框架，并通过可视化分析，发现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资金投入不均、不

同主体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差异较大等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引导资金的调配使其使用更加合理

有效，在不同气候变化领域形成政策合力，促使基金会带动更多社会主体开展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推动我国气候变化治理工作朝着专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通过探究民营企业在气候变化治理的投入与其他企业类型的差异，研究表明，

由于民营企业相对其他企业类型更具捐赠自主权的优势，民营企业更加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社会效果，因此越来越成为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力量；而国有企业的气候变化治理投入

往往会因为其捐赠行为本身的争议性而摇摆不定。当然，不同社会主体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

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引导，此结论也被本项目的稳健性检验所发现。 

年份 政策 政策热点及其对应的气候变化领域 

2008-2010 

《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国家方

案》 

1.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 

2.实施植树造林（森林保护） 

2011-2015 

《国家环境保

护“十二五”

规划》 

1.提高森林覆盖率（森林保护） 

2.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公众宣传与政策倡导） 

3.加强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协调（组织发展） 

2016-2019 

《国家环境保

护“十三五”

规划》 

1.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短期气候污染物） 

2.加强气候变化观测和科学研究（科技和研究） 

3.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组织发展） 

 



而本研究的不足是数据仅采用了知网文献数据和慈善基金会年报数据，样本量有待提

升；构建的我国气候变化分类框架匹配精度已高达 74.827%，但有待提升；后期可以补充新

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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