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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

建国 60 年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的
回顾性分析和前瞻性研究
李泽庚 童佳兵 彭波

杨程 张念志 刘志刚 王婕琼

张国梁

【摘要】 目的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分析我国建国 60 年以来，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文献分布特点
和研究现状，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提供参考。方法 以国内主要中文医学数据库为数据源，利用文
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 1949 年～2009 年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 1949 年～2009
年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文献共 825 篇，其中 1958 年～1959 年文献刊载量成缓慢增长趋势，1959 年文
献量为 45 篇，可能与 1957 年亚洲型大流行性感冒有关；1970 年始文献刊载量增长速度增快，2009 年刊
载量达 89 篇，后逐年呈增多趋势。结论 中医治疗流行性感冒在过去 60 年间获得了持续发展，流行性
感冒已成为中医药治疗的优势病种。
【关键词】 中医药；流行性感冒；文献计量；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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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istributing character and current researching status of literatures on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influenza with Chinese medicine in 60 years after foundation of RPC were analyz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ese medicin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luenza. Methods CBMdisc was used
as data source, ibliometrics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literatures on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influenza with Chinese medicine form 1949 to 2009. Results There was altogether 825 literatures form 1949
to 2009. From 1958 to 1959, the volume of document come into a slow growth trend，reaching a high point in
1959, with the volume of document is the 45, may be related to 1957-type pandemic in Asia；document in 1970,
growth accelerated beginning in 2003, faster growth, posting the largest for 2005, issued a total of 89, issued a
document was an increasing trend in 2009. Conclusio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influenza in the past 60
years, w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influenza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disease,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influenza is promising.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Influenza；Bibliometrics；Data Mining

以国内主要中文医学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

提供参考。

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 1949 年～2009 年中医药
防治流行性感冒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探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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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关中医药防治流感的相关文献，主要数据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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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数据库、CHKD 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HKD 博
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医药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中国医药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
1.2

文献检索方法：全部文献均采用主题词、副

主题词，或关键词、自由词等组配检索，全面保
存检索结果，套录检索结果中“著者”、“著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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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文献出处”、“国省市名”、“资助类别”等
［2］

初期至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疫病文献多为独著或

。根据文献的纳入及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

两位作者合著，至 1980～1995 年之间则出现部分

复印、整理，设计并填写“流行性感冒中医药文

3、4 位作者合著的情况；1995 年以后每篇文献的

献期刊检索登记表”，对入选文献进行统计。

作者数量明显增加，4 篇文献作者数为 9 位，1 篇

1.3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①选择

文献作者数达 11 位，由 3 家单位同时完成。提示

有关中医药治疗流行性感冒的临床研究文献，要

近年来中医对流行性感冒的研究中多中心、多角

求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标准明确；②有关中医药

度深入细致的研究逐年增多。

治疗流行性感冒的医话医论文献；③其他与中医

2.3

药防治流行性感冒相关的文献。(2)排除标准：①

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广州中医学院）、中国中医

教材、单纯的会议纪要、指南、法规、政府报告、

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原

读者来信、新闻、讣告等类型文献；②对所检索

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中医学

文献，按照文章题目和作者题目，去除重复文献。

院）、陕西中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江西中医学

1.4

统计学方法：建立统计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院等。单位分布的特点：①经济较发达的北京、

文献数量、类型、文题、作者及作者单位、期刊

广东、上海和江苏等地的科研、疾控机构发表文

名称、文献刊登时间、研究类型、资组类别等，

章相对较多；②论文发表与国家对流行性感冒重

将相关数据输入 ACCESS 数据库并对各项指标进

视和防治工作重点密切相关。这些单位是中医药

行数据统计。

防治流行性感冒研究相对较多的单位。

字段

2.4
2

结果

著者单位分布：按发表文献数量排名，依次

地区分布：发表文献最多的地区是广东，其

次是北京、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江西，文

经系统检索，共检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

献发表量占总文献量的 40.53%。一方面提示这些

文献 846 篇，排除不相关文献 32 篇，共完成信息

地区的流行性感冒发病率可能较高，另一方面提

分析 814 篇，
分别来源于建国 60 年国内出版的 465

示这些地区拥有一批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和

种生物医学期刊、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全国性学术

对流行性感冒高度重视的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

会议论文。其中，中医药临床研究文献为 748 篇，

科研队伍。

入选患者 45 327 例。

2.5

2.1

年代分布：我国建国后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

刊与相关学术论文中，其中44种期刊收录文献达

冒文献 1952 年始见诸报道。经统计，1949～2009

346篇（占总文献量的41.93%），提示为刊载中医

年我国发表的有关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文献

药防治流感文献的核心期刊。在465种期刊中，103

814 篇中，1958～1959 年文献量成缓慢增长趋势，

种为核心期刊。其中载文量位居前十位的期刊依

1959 年到达高点，文献量为 45 篇，可能与 1957

次为中医杂志、上海中医药杂志、江苏中医、四

年亚洲型大流行性感冒有关。此后一度下降为零，

川中医、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国中西医结

1970 年开始文献增长速度加快，2003 年增长幅度

合杂志、辽宁中医杂志、浙江中医杂志、江西中

进一步加大，2005 年发文量最大，共计 89 篇，2009

医药，中国中医急症。

期刊分布：入选的814篇文献分布于465种期

年发文量呈增多趋势。
2.2

著者分布：814 篇文献中，第一著者 784 篇，

3

结语

其中发表 2 篇以上者 143 名，占全部著者的 34.7%；

本课题组所收集的国内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

143 名著者共发表文献 327 篇，占文献量的 39.6%。

冒 825 文献量变化曲线走势与流行性感冒爆发流

其中完成文献总数近 10%的核心著者 29 人。建国

行一致，北京、广东、上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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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章相对较多；论文发表与国家对流行性感冒

感冒的中医药防治研究能被国际医学界所接受；

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关。分析表明，中医治疗

②疗效评定标准不统一，应加强对中西医疗效的

流行性感冒在过去 60 年间获得了持续发展，中医

比较，建立常规疗效标准和生存质量的疗效评价

治疗流行性感冒的主要治则是清热解毒，使用较

体系；③流行性感冒临床治疗研究中科研设计不

多的方剂为银翘散、麻杏石甘汤、柴葛解肌汤等

够严密，应按照循证医学原则，建立严谨(多中心、

加减，使用较多的药物为金银花、黄芩、甘草、

随机双盲、对照)的科研设计，从而得出具体方案。

连翘、板蓝根、柴胡、石膏、桔梗、大青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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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及评价，建立证候评价标准，使流行性

（本文编辑：高荣慧）

·快迅·
韩国庆熙大学 2010 年 12 月 16 日表示，到目前为

师协会会长、韩医学研究院院长及釜山韩医学专门大学

止韩国庆熙大学发表的针灸研究论文数量，在 SCI 收录

院院长等，出席了仪式。《韩国韩医药年鉴》由行政、

的文献中位居前列。具体统计数据为：庆熙大学为 149

教育、服务产业及商品产业等 5 大部分组成。
《韩国韩

篇，中国复旦大学 132 篇，美国哈佛大学 98 篇，中国

医药年鉴》于每年 9 月发行（http://www.akomnews.com/）
。

北京大学 88 篇，英国埃克斯特大学 66 篇。
其中庆熙大学针灸经络科学研究中心（成立 6 年）
发表的与针灸经络相关的 SCI 论文达 146 篇，影响因子
3.0 以上论文 19 篇（http://www.mjmedi.com/）。

“存爱院”是韩国现存的最早的私立医疗机构（距
今 400 余年）
。2010 年 10 月 16 日，在韩国尚州市召开
了由庆尚北道韩医师协会、尚州市政府、世界儒教文化
庆典组织委员会及存爱院共同举办的“存爱院的历史及

韩医师使用的“韩医标准疾病死因分类”与“疾病

其继承方案学术研讨会”。会上达成如下共识：①开展

死因分类体系”2011 年起统一并入“韩国标准疾病死因

存爱院的申遗项目，使之成为仅次于《东医宝鉴》的又

分类”
。KCD-6（韩国标准疾病死因分类第六次修正案）

一个新的韩医学品牌。②存爱院与《东医宝鉴》发刊于

的主要内容为，将韩国多发生的 300 个疾病分类进行了

同一时期，存爱院可为韩医学提供重要的研究史料。对

细 化 ， 以 适 合 WHO 的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 ICD-10 ）

存爱院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了解朝鲜时代民间疗法的发

。
（http://www.mjmedi.com/）

展状况，还可以了解朝鲜中后期韩医学的发展状况
（http://www.akomnews.com/）
。

2010 年 12 月 28 日，韩国举办了“2009 韩国韩医
药年鉴”发行仪式。国会议员、保健福祉部官员、韩医

（中国中 医 科 学院 中 医 药信 息研 究 所情 报 研究 室
徐俊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