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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

国外传统医学不同疗法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孙海舒 高荣慧 樊岚岚 樊红雨 李丽君

尚文玲 符永驰 李斌

【摘要】 目的 对国外传统医学文献从多角度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国外传统医学不同疗法应用范围
及优势。方法 全部文献均选自 1964 年 8 月至 2009 年 9 月 MEDLINE 数据库，对 MeSH 主题词表中“补
充疗法”的 17 个下位词进行文献检索。结果 收录内容涉及补充疗法的期刊为 1633 种，文献为 10 103
篇，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后的有效文献为 9841 篇。结论 ①传统医学在国外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②国外
传统医学文献多集中刊载于美、英两国的医学期刊；③研究方法先进，内容可信度高的文献更易被国外
医学期刊采用；④我国中医学在国外传统医学领域中处主导地位；⑤补充疗法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疾病的
预防与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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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range and preponderance of different therapeutic
method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in overseas countries with retrospective studies on bibliographies of overseas
traditional medicines. Methods All bibliographies were articles written in August 1964 to September 2009 and
came from MEDLINE data base through searching 17 inferior words of “replacement therapy” in MeSH subject
headings. Results We got altogether 10103 articles in 1633 kinds of periodicals concerned with replacement
therapy, and summed up to 9841 effective articles in the end. Conclusi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to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overseas countries; Such kinds of articles were mostly published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medical periodicals; article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high reliability have more chances to be
adopted by medical periodical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in the whole world; replacement therapy were increasingly adopted to deal with disease protection
and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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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针对一些疾
病的治疗出现了以寻求传统医学支持为主的趋
势，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些在国外传统医学临床实
践中被证实有良好疗效的疗法就是中医治疗疾病
的优势呢？本研究对 MEDLINE 数据库中的传统
医学文献从研究内容、研究层次及研究方法等从
多角度对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以期为我国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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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及决策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全部文献均选自 1964 年 8 月至 2009 年 9 月美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MEDLINE 数据库中相关传统
医学文献，其中涉及期刊为 1633 种，文献为 10 368
篇，经整理归纳后确定的有效文献为 9841 篇。
1.2 检索方法
主题词检索，检索年限不限。主题词采用
MeSH 主 题 词 表 中 补 充 疗 法 （ Complementary
Therapies）的 17 个下位词（排除重复主题词）。
17 个 主 题 词 为 ： Acupressure （ 穴 位 按 压 ） ；
Acupuncture Therapy（针刺疗法）；Anthroposophy
（人智医学）；Auriculotherapy（耳针疗法）；H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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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整体保健）；Homeopathy（顺势疗法）；
Medicine ， Traditional （传 统 医 学 ）； Mind-Body
Techniques （ 心 身 疗 法 ）； Musculoskeletal
Manipulations（肌肉骨骼手法）；Naturopathy（自
然医术）；Organotherapy（器官疗法）；Phytotherapy
（植物药疗法）；Reflexotherapy（反射疗法）；
Rejuvenation（复壮）；Sensory Art herapies（感官
艺术疗法）；Speleotherapy（洞穴疗法）；Spiritual
Therapies（精神疗法）。
1.3 文献纳入标准
①内容涉及传统医学的药物疗法和(或)非药
物疗法的临床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②内容涉
及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疗法。
1.4 文献排除标准
①综述类或理论探讨性文献；②文种为中文
或期刊出版地为中国的文献；③第一作者国藉为
中国的文献；④数据资料不详的文献。
1.5 文献收录范围
文题、作者及作者单位、期刊名称、文献刊
登时间、出版国家、研究类型、治疗手段、治疗
范围、经费支持。其中疾病、症状所涉及名称根
［ ］
据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10） 1 ，对原始数据
进行规范处理。
1.6 统计学方法
建立统计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文献数量、类
型、文题、作者及作者单位、期刊名称、文献刊
登时间、出版国家、研究类型、治疗手段、治疗
范围、经费支持等，将相关数据输入 ACCESS 数
据库并对各项指标进行数据统计。采用抽样统计、
表格法、折线图法对文献进行专项分析比较。
2 结果
2.1 文献刊登时间
对 1964 年 8 月至 2009 年 9 月的 9841 篇有效
文献，以 5 年为统计单位进行文献分析，研究其
发展趋势。其中 1964 年 8 月至 1968 年 12 月检索
文献 29 篇；1969 年 1 月至 1973 年 12 月检索文献
45 篇；1974 年 1 月至 1978 年 12 月检索文献 174
篇；1979 年 1 月至 1983 年 12 月检索文献 289 篇；
1984 年 1 月至 1988 年 12 月检索文献 506 篇；1989
年 1 月至 1993 年 12 月检索文献 707 篇；1994 年
1 月至 1998 年 12 月检索文献 1274 篇；1999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检索文献 2575 篇；2004 年 1 月
至 2009 年 9 月检索文献 4242 篇。分析发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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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医学期刊发表传统医学内容的文献量呈逐年上
升趋势，其中 1994 年后文献刊载量明显增加，2004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的文献刊载量呈显著升高，
约占全部有效文献的 43.11%。
2.2 期刊出版国家及经费支持
对文献刊载量＞100 篇的期刊出版国家进行
统计，美国 4019 篇、英国 2135 篇、德国 578 篇、
荷兰 196 篇、澳大利亚 176 篇、加拿大 152 篇、
瑞士 118 篇、印度 116 篇、丹麦 113 篇、爱尔兰
105 篇，其中美英两国占全部有效文献的 62.53%。
对文献经费支持情况进行近一步分析发现，9841
篇有效文献中，获得经费支持的文献共计 4018 篇，
占全部有效文献的 40.83%。由此表明，国外传统
医学文献多集中刊载于美英两国的医学期刊，且
近一半的研究文献获得经费支持。
2.3 文献的期刊分布及研究类型
收录内容涉及补充疗法的期刊为1633种，其中
刊 载 量 位 于 前 十 位 的 期 刊 包 括 ： J Altern
Complement Med（交替与补偿医学杂志，美国）
272篇；J Psychosom Res（身心医学研究杂志，美
国）227篇；J Manipulative Physiol Ther（推拿与生
理疗法杂志，美国）168篇；Arch Phys Med Rehabil
（理疗与康复医学集刊，美国）152篇；Lancet（柳
叶刀，英国）117篇；Spine（脊骨，美国）115篇；
Complement Ther Med（医学辅助疗法，英国）100
篇；BMJ（英国医学杂志，英国）97篇；Clin Rehabil
（临床康复，英国）96篇；Phys Ther（物理疗法，
美国）91篇，共计1435篇，占全部文献的14.58%，
由此表明，上述10种期刊为国外刊载传统医学文
献较集中的期刊。
对文献研究方法进行一步分析发现，
“J Altern
Complement Med”272篇文献中采用随机对照研究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的文献81篇、临床
对照研究（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29篇、多中心
研究（Multicenter Study）30篇；
“J Psychosom Res”
227篇文献中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的67篇、临床对照
研究24篇、多中心研究25篇；“J Manipulative
Physiol Ther”168篇中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的文献49
篇、临床对照研究17篇、多中心研究18篇；“Arch
Phys Med Rehabil”152篇中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的文
献45篇、临床对照研究16篇、多中心研究17篇；
“Spine”115篇中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的34篇、临床
对照研究12篇、多中心研究13篇；“Phys Ther”
91篇中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的27篇、临床对照研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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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多中心研究10篇；“Lancet”117篇中采用随
机对照研究的文献31篇、临床对照研究11篇、多
中心研究13篇；“Complement Ther Med”100篇中
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的文献27篇、临床对照研究9
篇、多中心研究10篇；“BMJ”97篇中采用随机
对照研究的文献26篇、临床对照研究9篇、多中心
研究10篇；“Clin Rehabil”96篇中采用随机对照
研究的文献26篇、临床对照研究9篇、多中心研究
10篇。由此表明，研究方法先进（如临床随机对
照及大样本多中心研究），内容可信度高的文献
更易被国外医学期刊采用。
2.4 补充疗法的分类统计
对MeSH主题词表中补充疗法的 17 个下位词
［ ］
进行了分类 2 统计，其中肌肉骨骼手法 3477 篇、
传统医学 2533 篇、针刺疗法 1987 篇、心身疗法
1508 篇、顺势疗法 757 篇、穴位按压 199 篇、整
体保健 107 篇、自然医术 84 篇、耳针疗法 50 篇、
精神疗法 38 篇、感官艺术疗法 35 篇、复壮 20 篇、
反射疗法 18 篇、人智医学 7 篇，共计 10820 篇（因
部分文献同时采用＞2 种的治疗方法，故本部分统
计超出有效文献量）。其中肌肉骨骼手法、传统医
学、针刺疗法和心身疗法的文献量共计为 9505 篇，
占全部文献量的 87.85%。
2.4.1 肌肉骨骼疗法：指通过手法、设备调理组织、
［ ］
肌肉和骨骼，改善循环，缓解疲劳 3 。包括推拿
（Massage）1073 篇、手法-捏脊（Manipulation，
Chiropractic）602 篇、人体运动学（Kinesiology，
Applied ） 544 篇 、 手 法 - 整 骨 （ Manipulation ，
Osteopathic）481 篇、推拿-脊柱（Manipulation，
Spinal ） 363 篇 、 肌 功 能 疗 法 （ Myofunctional
Therapy）414 篇。其中手法-捏脊、手法-整骨、
推拿-脊柱、推拿文献总计 2519 篇，占肌肉骨骼
疗法文献统计总量的 72.45%。表明，通过手法调
理组织、肌肉，改善循环，缓解疲劳，被更多的
用于临床治疗。
2.4.2 传统医学：在所收集的文献中，中国传统
医学（Medicine，Chinese Traditional）2223 篇、印
度传统医学（Medicine，Ayurvedic）96 篇、非洲
传统医学（Medicine，African Traditional）92 篇、
汉方医学（Medicine，Kampo）34 篇、阿拉伯医
学（Medicine，Arabic＋）24 篇、韩国传统医学
（Medicine，Korean Traditional）21 篇、萨满教
（Shamanism）22 篇，其中仅中国传统医学文献
就占传统医学文献统计总量的 88.49%，充分表明

我国传统中医学在传统医学领域中处主导地位。
2.4.3 针刺疗法：针刺疗法是沿经络循行路线针
［ ］
刺治疗疾病的方法 3 。在所收集的文献中经络
（Meridians）1156 篇、电针（Electro-acupuncture）
340 篇、针刺止痛（Acupuncture Analgesia）280
篇、灸法（Moxibustion）211 篇。
2.4.4 心身疗法：为身心相互作用的治疗方法或
技术，用以缓解紧张、减轻压力，加强个人的生
［ ］
理和心理健康 3 。其中放松疗法（Relaxation
Therapy）488 篇、太极（Tai-Ji）342 篇、沉思
（Meditation）206 篇、瑜珈（Yoga）200 篇、治
疗性触摸（Therapeutic Touch）69 篇、芳香疗法
（Aromatherapy）68 篇、意像（Imagery）52 篇、
生物反馈（Biofeedback）41 篇、呼吸锻炼（Breathing
Exercises）14 篇、催眠（Hypnosis）1 篇、精神治
疗（Mental Healing）24 篇、心身关系（Mind-Body
Relations）2 篇、心理生理学（Psychophysiology）
1 篇。放松疗法、太极、沉思、瑜珈占心身疗法文
献总量的 81.96%，更多的被用于缓解紧张和减轻
压力。
2.4.5 感官艺术疗法：是通过艺术或感官的定向
治疗，如声刺激是通过声音刺激引起的神经系统
应答；艺术疗法以艺术作为神经、精神、行为异
［ ］
常 的 辅 助 疗 法 等 3 。 其 中 音 乐 疗 法 （ Music
Therapy）15 篇、声刺激（Acoustic Stimulation）9
篇、色光疗法（Color Therapy）5 篇、舞蹈疗法
（Dance Therapy）6 篇。
2.4.6 精神疗法：指通过神秘的宗教或精神活动
［ ］
促进健康 3 。包括信仰疗法（Faith Healing）19
篇、魔术疗法（Magic）10 篇、通灵术（Witchcraft）
9 篇。
2.5 疾病范围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ICD-10）对原始数据进
行规范，共分为 23 类，包括肌肉、骨骼系统和结
缔组织疾病 1492 篇；症状和体征与实验异常所见
979 篇；循环系统疾病954 篇；影响健康状态 867
篇；神经系统疾病772 篇；内分泌疾病（营养和
代谢疾病及免疫疾病）578 篇；呼吸系统疾病524
篇；精神疾病442 篇；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325 篇；
消化系统疾病247 篇；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 221
篇；肿瘤 217 篇；泌尿生殖系统疾病196 篇；损
伤中毒的外部原因 145 篇；妊娠、分娩病及产褥
期并发症 132 篇；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
后果 95 篇；动物 94 篇（非ICD-10 分类，是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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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疗法应用于动物疾病）；耳和乳突疾病 56 篇；
手术 56 篇；眼及附器疾病 22 篇；先天性畸形、
变形和染色体异常 17 篇；血液和造血器官疾病16
篇；起源于围生期的疾病 1 篇，其中前 5 类文献
均＞600 篇。
选取“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共
涉及 214 个病症，对文献量≥20 篇的文献按递减
顺序排列为，腰痛NOS（表示未详细说明）、膝
关节变性、颈痛、腰背疼痛、背痛NOS、滑膜疾
患和肌腱疾患NOS、多关节痛、肩关节痛、关节
自发性脱位（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症）、关节病、
关节痛。“症状和体征与实验异常所见”共涉及
170 个病症，对文献量≥20 篇的文献按递减顺序
排列为，疼痛＞尿失禁＞更年期其他症状＞疲劳
综合征＞恶心-呕吐＞步态蹒跚＞头痛＞更年期
妇女潮热＞眩晕＞心悸（眩晕和心悸的文献量同
为 20 篇）。“循环系统疾病”共涉及 110 个病症，
对文献量≥20 篇的文献按递减顺序排列为，高血
压＞心肌梗塞后综合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急性心力衰竭＞间歇性跛行＞慢性心力衰
竭＞不稳定性心绞痛。
讨论
近年来，开始接受补充替代医学的人不断增
加，很多人不再单纯依赖现代医学，更多采用传
统医学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临床有效性
经实践后，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
研究发现，国外医学期刊刊载传统医学研究
内容的文献呈逐年上升趋势，由最初 5 年的 29 篇
增至近 5 年的 4242 篇，表明传统医学在国外的重
视程度日益增高。通过对期刊出版国家及经费支
持情况分析发现，国外传统医学文献多集中刊载
于美英两国的医学期刊上，分析原因，一方面与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研究方法先进（如
采用随机对照研究、临床对照研究、多中心研究，
Meta-分析等），内容可信度高的文献更易被采用；
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家的支持力度与经费支持状况
3

相关。从文献的期刊分布情况分析发现，在涉及
的 1633 种期刊中载文量位居前十位的期刊，美国
6 种，英国 4 种，且均被SCI及SSCI收录。10 种期
刊 共 刊 载 文 献 1435 篇 ， 占 全 部 有 效 文 献 的
14.58%，为国外刊载传统医学文献的较集中的期
刊。对疾病的干预手段主要集中在肌肉骨骼手法、
传统医学和针刺疗法 3 个方面，其中推拿、捏脊、
整骨等手法主要用于调理组织、肌肉和骨骼，改善
循环，缓解疲劳方面；而放松疗法、太极、沉思、
瑜珈则更多的被用于缓解紧张和减轻压力。在传
统医学的数据统计中，仅中国传统医学文献就占
全部传统医学文献总量的 87.76%，充分表明我国
传统医学在国外的传统医学领域中所处的主导地
位。从疾病的角度分析，国外应用补充疗法治疗
疾病的范围主要在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
病；症状和体征与实验异常所见；循环系统疾病；
影响健康状态；神经系统疾病5 个方面，其中主要
集中在疼痛以及疼痛性疾病方面，此外，尿失禁、
更年期症状、高血压、心肌梗塞、冠心病、脑血
管性偏瘫、高血压性偏瘫、脊髓神经损伤类研究
文献也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改变，
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和环
境相结合模式转变。在国外，补充疗法越来越多
的应用于疾病的预防与保健，同时也是本课题研
究内容文献比较集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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