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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

2009 年 SCI 收录针刺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何文菊 席强 康婧青 王超

郭义

【摘要】 本文总结分析了 2009 年 SCI 数据库收录针刺实验及临床研究论文的情况。在线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acupuncture”为主题词并“2009”为出版年作为检索策略，共检索到 630 篇文献。
分别从实验设计、实验研究内容、涉及病种、针刺不良事件报道、临床疗效系统评价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以期为国内针刺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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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ation and analysis on acupuncture related empir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i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periodicals in 2009 HE Wen-ju, XI Qiang, KANG Jing-qing,
WANG Chao, GUO Yi. Experimental Research Center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CM,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de a summarization and analysis on acupuncture related empir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i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periodicals in 2009.Authors used acupuncture
respectively as the key word to retrieve in SCI periodicals in 2009 through Web of Science and got 630 articles.
The articles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on experimental design, experimental research content, disease
category, acupuncture accident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clinical effect from nativ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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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美国《科学引文

关键环节。在 2009 年 SCI 收录的针刺实验研究论

索引》，是由美国科学情报所出版的国际性检索刊

文中，较少提及实验设计方法，仅 2 篇提及采用

物，是国际公认的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平的代表性

随机、对照的方法进行研究，多中心、大样本、

工具。SCI 检索系统历来为各国学术界密切注视的

重复及盲法在实验研究论文中未提及。原因可能

中心，争相角逐的焦点，世界公认的文献统计源。

是：①受文献摘要篇幅所限，实验设计内容尚未

针灸传播到国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并在维

提及或由于学科的特殊性；②针刺研究设计环节尚

护人类健康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及时了解国

无国际统一标准；③方法学上仍需继续探索研究。

际针刺实验及临床研究的最新动向，把握未来针

1.2

灸研究的发展方向，对于针灸学的发展有重要意

1.2.1

义。笔者通过 ISI web of knowledge 网站在线检索

1.2.1.1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acupuncture”为主题词

有 7 篇报道，包括对针刺穴位导电率、局部皮温、

并“2009”为出版年共检索到 630 篇文献（截止 2010

皮肤血流、皮电活动、皮肤电阻抗特性及针刺穴

年 5 月 17 日）
，筛选排除与研究目的无关的论文，

位和经脉线的光学特性进行的探测。其中台湾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分析。

Hsieh CL等

研究内容
穴位研究
经穴探测：运用现代技术进行经穴探测共

［1］

发现，电针刺激足三里、上巨虚可

产生阴阳的不同效应：手掌与手背皮肤血流及皮
1 实验研究文献分析
1.1

肤温度有明显差别。塞尔维亚Jovanic BR等

［2 ］

提

实验设计

出，针刺穴位的光学特性可协助诊断组织病理状

在科学研究中，实验设计是关系课题成败的

态。但德国Irnich D等

［3 ］

通过对内关、孔最、足三

里、三阴交、悬钟进行皮肤电阻抗特性测试，认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2.020
作者单位：300193 天津中医药大学实验针灸学研究中心

为针刺穴位的皮肤电阻抗或高或低于对照的非穴
位，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不能作为定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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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髓损伤患者骨髓源基质细胞分化增强

及治疗的依据。
1.2.1.2

穴位结构：目前大多认为穴位是一个由多

；电针刺

激通过减少肥大细胞数量，下调CRH、SP、SPR
［10］

种组织构成的多层次、多功能、多形态的空间立

表达治疗大鼠肠应激综合征

体结构。2009 年SCI关于穴位结构的研究共 3 篇。

少海马区及新纹状体的神经生长因子，可恢复被

上海Yan XH等

［4 ］

通过对穴位局部钙、铁、铜、锌

社会隔离大鼠的认知改变

；电针刺激通过减

［11］

。

的测定，证实穴位局部化学元素呈椭圆形沿经络
长轴分布，表明穴位确实客观存在。
1.2.1.3

2 临床研究文献分析

穴位功能特异性：有关穴位功能特异性的

研究共 8 篇，其中运用fMRI、PET进行穴位的神
［5］

经元特异性研究成为热点。如韩国Na BJ等

运用

2009 年 SCI 针刺临床研究更加丰富、多样化。
与 2008 年相比，治疗方法更现代，研究内容更丰
富，特别重视针刺不良事件报道。而对针刺治疗

电针刺激阳陵泉，通过fMRI观察其神经元特异性。

疾病进行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仍然是目前针灸

结果，与同一脊髓节段的非穴相比，电针刺激左

研究的热点。下面从涉及病种、针刺不良事件报

侧阳陵泉特异激活了右侧壳核、尾状核体、屏状

道及临床疗效系统评价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核、小脑及左侧尾状核体、腹外侧丘脑、小脑区

2.1

域，均与运动功能相关，为穴位特异性提供了神
经生物学依据。
1.2.2

涉及病种
文献涉及病种繁多、内容广泛，630 篇文献共

涉及病种九十余种。①神经系统：脑损伤、神经
衰弱症、血管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针刺作用机理的研究

针刺作用机理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眩晕、脑卒中感觉障碍、中

之一。纵观近几年 SCI 源期刊所收录关于针刺作

风后运动功能障碍、中风后平衡障碍、原发性失

用机理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某一领域或某

眠、慢性失眠症、精神分裂症、面神经麻痹、多

一具体疾病的机理探讨，缺少系统性、规律性的

发性硬化、抑郁症、帕金森病、痛性肌萎缩、痉

研究，2009 年也不例外。2009 年 SCI 有关针刺作

挛性大脑性麻痹、强迫性神经失调、脊髓损伤、

用的机理研究主要集中在针刺镇痛及针刺（主要

双相性精神障碍、癫痫发作。②消化系统：术后

为电针）治疗某种疾病的机理研究两个方面。

恶心呕吐、化疗诱导的恶心呕吐、便秘、肠应激

1.2.2.1

针刺镇痛机理研究：2009 年SCI有关针刺

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无结石胆囊炎、大便

镇痛机理研究的文献共 17 篇，其中 9 篇出自中国。

失禁。③呼吸系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脑内的内阿片肽系统及经典神经递质在针刺镇痛

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血管舒缩性鼻炎。④泌尿生

［6］

，

殖系统：阳痿、勃起无力、性欲低下、不育症、

间隙连接蛋白 43 参与针刺镇痛效应，且其表达与

前列腺癌潮热、尿失禁、慢性前列腺炎、夜间遗

镇痛效应呈正相关。上海的学者研究胶原纤维在

尿症、间质性膀胱炎、原发性少精症。⑤循环系

针刺止痛中的作用，发现胶原纤维在针刺镇痛中

统：高血压病。⑥血液系统：白血球过多症、化

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论证，有学者研究认为

［7］

。德

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⑦骨骼肌肉系统：

国Musial F的论文中提出，针刺镇痛效应是针刺特

颈椎病、颅颌紊乱症、颞颌关节病、肩部回旋肌

有的神经生理学效应与心理期望诱导的安慰剂效

群腱炎、成人退行性脊柱侧凸、老年性骨质疏松

起重要作用，并参与信号传递和转化过程

应的结合

［8］

。

症、腕管综合征、膝骨性关节炎。⑧妇科：月经

针刺（主要是电针）治疗某疾病的机理研

后期、原发性痛经、绝经期症状、慢性盆腔痛、

究：针刺治疗疾病的机理研究是 2009 年SCI针刺

妊娠恶心、乳腺癌潮热、围产期抑郁、月经前焦

实验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结论包括：电针使脊

虑障碍、多囊卵巢综合征、月经前期综合征。⑨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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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儿童久咳、秽语综合征、脑性麻痹儿童焦

识仍有待加强。从报道的事件看，假单胞菌属感

虑症和疼痛、儿童急性疼痛、儿科变态反应性疾

染波特氏头皮肿胀及耐甲氧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

病。⑩眼科：视神经萎缩、干眼症。⑪皮肤科：

球菌脓毒性关节炎为首例报道，提示针灸工作者

荨麻疹、银屑病、尿毒症瘙痒、急性带状疱疹。

在临床实践中应有严格的无菌观念，切实做好消

⑫风湿科：类风湿关节炎。⑬痛证：足跟痛、坐

毒工作，避免感染。从发生不良事件的治疗方法

骨神经痛、紧张性头痛、慢性偏头痛、压力性头

看，巨大皮肤纤维瘤伴随粒细胞改变、结节囊状

痛、原发性头痛、纤维肌痛、慢性骨盆痛、慢性

脂肪坏死为蜂毒针刺所致。而蜂毒针刺作为蜂毒

肩痛、慢性腰背痛、癌性疼痛、颈痛、肌筋膜扳

疗法的一部分，其安全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机点疼痛、神经炎遗留局限性后背疼痛、顽固性

2.3

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

阴部神经痛、下颌肌肉肌盘膜痛。⑭其他：慢性

临床疗效评价是一个涵盖面很广且十分复杂

疲劳综合症、癌症相关性疲劳、辐射诱发的口干

的课题，既涉及理论层面、思维方法，也有方法

征、尼古丁成瘾、肥胖症、体外受精、酒精成瘾。

学和实际操作的问题。针刺疗法在漫长的发展过

神经系统疾病、疼痛性疾病仍是 2009 年 SCI

程中主要依靠经验，极少采用现代的随机对照方

针灸临床研究的重点。与 2008 年相比，临床研究

法进行研究。然而现有的疾病疗效评价体系是西

的疾病谱较前扩大，新增病种如神经衰弱症、椎

医的相关标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弊端颇多。因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眩晕、脑卒中感觉障碍、中风

此，在 2009 年 SCI 发表与针刺有关的 22 个病种

后运动功能障碍、中风后平衡障碍、精神分裂症、

的系统评价中，入选的严格随机对照试验极少，

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痛性肌萎缩、强迫

结论部分用词模糊，或可能有效，或疗效有待进

性神经失调、脊髓损伤、癫痫发作。针刺治疗泌

一步验证，或尚不能得出肯定结论。在生物医学

尿生殖系统疾病从 2006 年就有渐增趋势，至 2009

高度发达的今天，应从中医学（针灸学）自身特

年更加明显，新增病种包括阳痿、勃起无力、性

点出发、遵循常规疗效评价标准，以建立中医证

欲低下、不育症、夜间遗尿症、间质性膀胱炎、

候和生存质量等科学、客观的疗效评价体系，以

原发性少精症。现代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引发的

评价针刺疗效，并使之逐步得到公认。

疾病成为未来针刺研究的新方向。
2.2

不良事件报道

3

结语

2009 年SCI报道的针刺不良事件共 8 起，分别

以上是 2009 年 SCI 源期刊有关针刺实验及临

为过度针刺导致瘢痕疙瘩及异物性肉芽肿、双侧

床研究论文总结分析。由于大多数论文只能检索

致命性医源性气胸、假单胞菌属感染波特氏头皮

到摘要，甚至相当一部分只能看到文章标题，对

肿胀、巨大皮肤纤维瘤伴随粒细胞改变、人工性

文章的总体把握有一定主观性，疏漏及不足之处

脂膜炎、针刺致溃疡、结节囊状脂肪坏死、耐甲氧

在所难避。希望此文能为广大针灸工作者了解国

［12-19］

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脓毒性关节炎

。

际针刺实验及临床研究发展概况提供参考。

针刺治疗相对安全，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

参

但如果操作手法不当或疗程不规范，则会导致此
类事件发生。以上 8 起不良事件报道，中国 3 起、

［1］

献

Lu CC，Jan YM，Li TC，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Induces
Cutaneous Blood Flow and Temperature Recordings of the

于亚洲。说明亚洲对针刺的安全性极为重视。值
起、台湾 1 起，而大陆报道极少，针刺安全性意

文

Differential Effects between Yin and Yang: A Study using

韩国 3 起、新加坡 1 起、印度 1 起，事件均发生
得关注的是，中国报道的 3 起不良事件中香港 2

考

Hand's Dorsum and Palm. Am J Chin Med，2009，37（4）：
639-645.
［2］

Jovanic BR ， Nikolovsi D ， Radenkovic B ， et al. Optical
Properties of Acupunctural Points as Diagnostic Method. A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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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些标识使出版物得到有效的管理，便于读者查找和利用。数字信息标注 DOI 如同出版物的条形码，是一个永
久和惟一的标识号。
为了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内容资源的有效数字化传播，同时保护这些数字资源在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和网
络传播权，为标识对象的版权状态提供基础，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追踪，2011 年，我刊出版的论文将全
部标注 DOI（科普和消息类稿件除外）。DOI 标注于每篇文章首页脚注的第 1 项。参照 IDF 编码方案（美国标准
ANSI/NISO Z39.84-2000）规定，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规则如下：“DOI：统一前缀/学会标识.信息资源类型.杂志
ISSN.****-****.年.期.论文流水号”。即：“DOI：10.3760/cma.j.issn. ****-****.yyyy.nn.zzz”。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 DOI 各字段释义：“10.3760”为中文 DOI 管理机构分配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统一
前缀；“cma”为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缩写；“j”为 journal 缩写，代表信息资源类别为期刊；
“issn.****-****”为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yyyy”为 4 位出版年份；“nn”为 2 位期号；“zzz”为 3
位本期论文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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