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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我国高校思政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理清我国高校思
政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并进一步探索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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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bibliometrics tool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olle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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