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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参附注射液相关研究分析
贾秋蕾1,2，师帅2，胡元会2，石晶晶2，石树青1，杜柏2，褚瑜光2
【摘要】目的 围绕“参附注射液”开展系统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探索参附注射液相关研究
领域30年的发展状况、研究热点。方法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1979年至2019年收录的所有相关文
献为对象，开展计量学分析。同时，运用CiteSpaceV对文献进行作者、机构、关键词的共现分析、绘制
相关可视化图谱。结果 共获得3554篇相关文献，通过计量分析得到了8个研究团队及高产研究机构。可
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心力衰竭”是词频最高的关键词，“中药注射液”、“缺血再灌注损伤”和“休
克”是突显强度最高的3个关键词。“感染性休克”、“脓毒症”的突现强度延续至今。结论 图谱初步
直观地展示了该领域发展趋势，心力衰竭是参附注射液领域的研究热点，感染性休克、脓毒症将是未来
参附注射液研究的重点方向。
【关键词】参附注射液；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CiteSpace；热点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志码】A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Visual analysis of knowledge mapping of ShenFu injection based on CiteSpace
Hu Yuanhui, Shi Jingjing, Shi Shuqing, Du Bai, Chu Yuguang.

Jia Qiulei*, Shi Shuai,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

10002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 Yuanhui , E-mail: huiyuhui55@ sohu.com

[Abstract] Objectives TCarry out systematic literature measurement and visual analysis around "Shenfu

Injection"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field of Shenfu Injection
for 30 years. Methods All relevant literatures collected from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Database (CNKI) from
1979 to 2019 were used as objects to carry out metrological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CiteSpaceV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occurrence of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in the literature, and draw relevant visualization
maps. Results A total of 3554 related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and 8 research teams and high-yield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obtaine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visual analysis show that "heart failure" is the
keyword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and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and "shock"
are the three keywords with the highest intensity. The intensity of the emergence of "infectious shock" and "septic"
continues to this day. Conclusion The atlas preliminarily and intuitively shows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is field.
Heart failure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Shenfu injection, and septic shock and sepsis will be the focus of
future research on Shenfu injection.
[Key words] ShenFu injection; Bibliometrics; Visual analysis; CiteSpace; Hotspot

参附注射液源自《校注妇人良方·卷九》之
参附汤，由人参、附子组成，具有益气、温阳、
固脱之功，主治厥脱及阳虚诸证。参附注射液对
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免
疫系统、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均有保护及改善作
用 [1]。为归纳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并探求未来的发
展趋势，现对CNKI数据库中1979~2019年公开发
表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的(CAJD)为来源数据
库，设定检索式为“主题=参附注射液”进行检
索，检索时间截止至2019年7月21日，共检索到
作者单位：1 100029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2 100053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胡元会,E-mail:huiyuhui55@ sohu.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10.05

3554条结果。经人工排除新闻、稿约、会议通
知、作者和年份信息不全及明显不相关文献后，
最终纳入分析文献3423篇，时间跨度为1979至
2019年。
1.2 数据分析
1.2.1 数据转化 将检索出文献的题录以Refworks样
式导出保存，保存文件名称格式为download_**，
每条记录主要包括文献作者、发文机构、题目、
期刊名称、摘要、关键词等信息。通过CiteSpace V
内置的CNKI数据转换器转化为软件可识别的数据
格式。
1.2.2 分析方法 本文应用CiteSpace V，完成数
据转换后选择合适的参数，以3年为一个时间切
片，Top N=50，节点类型分别设置为Author、
Institution和 Keyword，分3次绘制可视化图谱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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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参附注射液相关论文的时间分布 以每3年为
一个时间区间，分析参附注射液相关文章的数
量，由图1可知，1979~2019年关于参附注射液的
文献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1979~1996年间年发
文量小于10篇，自1999年起增长幅度开始加大，
以每年30~40篇的涨幅增长，说明参附注射液开
始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2005~2008年发文量趋
于稳定，2009年再次增长，2012~2018年发文量
均达到200篇以上，说明参附注射液已受到研究
者广泛关注。
2.2 发文作者共现分析 经统计得出发表参附注
射液相关文献作者共1097人，其中发文量最高的
是王军共计27篇。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最
低发文量N=0.749×ηmax 1/2（ηmax即最高产作
者的发文量） [2]，ηmax=27，经计算得出N=4。
核心作者共223人，占总人数的20.3%，核心作者
发文量占文献总数的42.26%，未达到普赖斯定
律50%的数值，说明在参附注射液的相关研究领
域尚无实力雄厚的多产作者群。将发文量≥12篇
的作者进行统计（表1）。将文献信息转码导入
CiteSpace V后绘制作者共现图谱，节点数1097，
连线数1748，模块值为0.9861（＞0.3），提示聚
类是有效的，平均轮廓值0.6519（＞0.5），提示
结果合理。共现聚类分析得到8个比较明显的聚
类。图2示，本研究领域没有形成广泛的团队间
合作，只是个别团队间有合作产生，内部合作相
对较多。通过设置聚类标签可清晰地看出各个研
究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及领域内的代表作者。以
王军为代表的团队，研究主要方向是参附注射液
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干预作用；以熊利泽为代
表的团队，研究主要方向是参附注射液对脊髓缺
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以邓文龙为代表的团
队，研究主要方向是参附注射液抗休克作用及对

图1 参附注射液相关论文的时间分布
表1 参附注射液相关文献高产作者（发文量≥12篇）
序号
1
2
3
4
5
6
7

姓名
王军
夏中元
李春盛
刘先义
何明丰
王强
谢雁鸣

发文量（篇）
27
24
20
18
16
16
15

序号
8
8
9
10
11
12

姓名
张英俭
熊利泽
王智超
闵苏
刘绍辉
江荣林

发文量（篇）
15
15
14
14
13
12

非特异性抵抗力的影响；以夏中元 [3]为代表的团
队，研究主要方向是参附注射液对肠缺血再灌注
的相关影响；以张英俭、王智超为代表团队 [4]，
研究主要方向是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左心衰的效
果；以何明丰、张英俭为代表的团队 [5]，研究主
要方向是参附注射液对心搏骤停的影响；以刘霞
等人的团队 [6]，研究主要方向是参附注射液对急
性肺损伤的影响；以毛静远为代表的团队 [7]主要
研究参附注射液对心力衰竭大鼠洋地黄类药物的
影响（表2）。

图2 参附注射液研究的作者合作共现视图
表2 参附注射液研究的高产作者团队标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聚类号
0#
1#
2#
3#
4#
5#
6#
7#

节点总数
19
18
13
13
12
12
11
11

代表作者
王军
熊利泽
邓文龙
夏中元
张英俭、王智超
何明丰、张英俭
刘霞等
毛静远

聚类标签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脊髓缺血
参附液
小肠
急性左心衰
心搏骤停
急性肺损伤
心力衰竭

2.3 研究机构共现分析 统计分析表明，参与参附
注射液研究的相关机构近300家，其中发文量＞10
篇的机构共22家（表3）。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中
节点数为314，连线数为106，网络密度为0.0022，
表明科研机构合作网络松散，机构之间的合作度
不高，互动交流较少。模块值为0.9529，平均轮廓
值为0.1957（＜0.5），提示同质性较低，表明参
附注射液研究领域各机构的研究主题的同质性不
高，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图3）。
2.4 研究热点及知识基础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某一
时段的内在联系、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文献所探
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8]。通过分析高频关键词、突
现词来发现参附注射液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
2.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用最简短、精确
的语言概括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通过分析学术
论文的关键词，可以科学评价文献，揭示学科热
点和发展趋势 [9]。本研究排除“参附注射液”这
一常规关键词，将同义但不同表达的关键词进行
合并，使统计更加规范。如“心衰”与“心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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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参附注射液相关研究机构列表（发文量＞10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机构名称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甘肃省中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发文数量（篇）
28
25
22
22
19
19
18
17
16
15
15
14
13
12
12
12
14
19
19
12
11
11

图3 参附注射液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竭”进行合并，“脓毒症”与“脓毒血症”进行
合并。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心力衰竭。本文列出
频次大于50次的关键词（表4）。
中介中心性指的是一个结点担任其它两个结
点之间最短路的桥梁的次数，中心度的高低反映
了节点所在研究领域中具有转折性意义和枢纽作
用，在整个网络中发挥着桥梁的作用[10]。缺血再
灌注损伤、中药注射液、休克、老年、心力衰
竭、脓毒症等关键词中介中心性＞0.1，提示这些
关键词既是研究热点，也是研究的知识基础。
本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包括413个节点，
811条连线，模块值为0.0095，平均轮廓值为
0.4604（图3）。将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转换为
Time Zone时区视图。时区视图侧重于从时间维
度上表示知识演进，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文献的更

•

1173 •

表4 参附注射液文献关键词（词频＞50）
关键词
心力衰竭
中药注射液
临床疗效
缺血再灌注损伤
血流动力学
心肌梗死
脓毒症
心功能
感染性休克
大鼠
中西医结合
老年

词频
614
437
300
146
110
110
106
101
95
88
86
83

中心性
0.11
0.19
0.06
0.21
0.05
0.03
0.11
0.09
0.08
0.10
0.05
0.13

关键词
脑钠肽
休克
中医药
心肺复苏
化疗
细胞凋亡
肺源性心脏病
肺癌
冠心病
meta分析
心源性休克
肿瘤坏死因子α

词频
81
76
73
70
70
63
59
57
52
52
51
51

中心性
0.03
0.15
0.06
0.05
0.07
0.07
0.07
0.05
0.07
0.02
0.04
0.06

新和相互影响[11]。由时区视图可知，关键词密切
集中在1994~2009年，该时期的关键词有“临床
疗效”、“感染性休克”、“心力衰竭”、“缺
血再灌注损伤”、“心肌梗死”、“血流动力
学”、“脓毒症”等，表明参附注射液大量应用
于临床，“临床试验”为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研
究领域扩展为循环系统疾病、危重症以及缺血损
伤的保护。
1994年之前出现的关键词主要有“中药注射
液”、“附子”、“厥脱”。中药注射液表明上
世纪80年代起中药注射液日益兴起，受到广泛关
注，附子为参附注射液中主要成分，厥脱表明参
附注射液在临床应用早期的主治功效仍是基于参
附汤。
2009年之后出现的关键词主要有“meta分
析”、“炎症因子”、“脑钠肽”、“氧化应
激”等。Meta分析是对前期的大量的临床试验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的评价，在2009年后占据较重地
位，炎症因子、氧化应激提示参附注射液的研究
深入细化，向炎症方向发展。脑钠肽于2007年写
入我国心衰指南作为心衰的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
标准[12]，提示我国有关参附注射液的研究基于指
南，贴近临床（图4）。

图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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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突现 “突现”是指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
有非常大的波动。这种“突现”变化的信息被视
为是一种可用来度量更深层变化的手段，采用这
种手段将有助于鉴定出某一段时期内最突出的文
献知识[13]。若某一关键词在某一时期内出现频次
激增，则可以说明该关键词相应的研究主题是该
时期的研究热点。
将该领域的关键词进行突显词分析，得出33
个突显词（图5）。“中药注射液”是最早被关
注的热点，且突显率最高，其次是缺血再灌注损
伤。根据突现词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可将突现
关键词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中药注
射液”、“厥脱”。表明注射液在我国开始广泛
应用，厥脱是参附注射液最初应用于临床的主治
病症。

图5 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

第二阶段包括“病态窦房结综合征”、“肺
源性心脏病”、“心律失常”等关键词。表明这
一阶段参附注射液的主治疾病扩展至心律失常及
肺源性心脏病。
第三阶段包括“体外循环”、“缺血再
灌注损伤”、“细胞凋亡”、“Bcl-2”、
“casepase3”、“肿瘤坏死因子α”、“肺癌”
等关键词。表明参附注射液的研究更加深入广
泛。缺血再灌注损伤、细胞凋亡为这一阶段的研
究热点，同时参附注射液应用于心脏外科手术及
恶性肿瘤。
第四阶段包括“脓毒症”、“感染性休
克”、“炎症因子”、“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心功
能”、“无创正压通气”、“脑钠肽”等关键
词。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参附注射液在危
重症中的应用，包括脓毒症、感染性休克、心脏
骤停后的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心力衰竭等。主要
研究方法涉及随机对照试验，继而meta分析也占
据了一定地位。
3 讨论
本研究使用科学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对有关参附注射液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
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参附注射液相关论文总体呈稳定增长趋势，
近5年来发文量趋于稳定，推测未来几年发文量
依然呈较高。核心作者发文量不符合普赖斯定
律，表明核心研究团队有待形成。大多数研究团
队之间相对独立，研究领域没有形成广泛的团队
间合作，说明该领域各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度有
待加强。参附注射液的研究机构分布广泛，但机
构之间的合作度不高，建议各地区之间加强学术
交流与合作，如开展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以
获得更为可观的研究成果。
统计表明，心力衰竭为频次最高的关键词。
参附注射液具有强心利尿的临床药理作用 [1]，能
够通过下调促凋亡基因Bax、Fas和FasL表达，抑
制实验性心力衰竭大鼠心肌凋亡[14]。参与下调心
衰进展相关miRNA，进而经细胞质与核苷酸结合
后影响相关信号通路的转导，从而发挥其抗心衰
作用[15]。参附注射液能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
力衰竭患者心衰症状及BNP、左室射血分数等心
功能指标[16-18]，有助于提高慢性心衰急性发作患
者心脏指数、心排血量等血流动力学指标，并减
少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6等炎性因子的释
放[19]。心力衰竭未出现在突现词中，提示针对参
附注射液治疗心衰的研究呈持续状态，从临床试
验、动物实验至系统评价，以及近年出现了有关
心衰患者不同中医证型的研究[20]、治疗心衰合并
症以及改善无创正压通气的心衰患者呼吸功能[21]
等研究，表明参附注射液治疗心力衰竭的研究越
来越细化。
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中心性最高的高频关键词，
其次是中药注射液和休克。参附注射液对心肌、
肠、肝脏、肾脏、脑等组织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具
有保护作用。所以参附注射液可应用于心肺复苏
术后、急性心肌梗死、肝脏手术、颅脑手术的患
者。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药注射液开始广泛
应用于临床，有关同类中药注射液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比较的研究逐渐增多，参附注射液作为疗效
确切、安全性高的中药注射液之一[22]，在循环系统
疾病、肿瘤及休克、脓毒血症等危重症中往往联
合西药或其他中药注射液使用。参附注射液最初
主要用于治疗厥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休克，通
过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保护心肌细胞、改善微循
环、抑制炎症反应发挥抗休克的作用[23]，辅助治疗
感染性休克、心源性休克及失血性休克。
延续至今的高突现强度的突现词包括脓毒
症、感染性休克、炎症因子。基于脓毒症线粒体
功能障碍、组织氧耗量降低的病理机制，参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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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液通过促进全身氧输送和组织细胞的氧利用，
纠正其氧代谢障碍[24]。目前有大量的临床试验证
实参附注射液治疗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的有效
性，预测脓毒症、感染性休克将是未来参附注射
液的研究热点。
通过科学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初步展示
了参附注射液的研究现状，相关文献的研究机构
及研究团队之间合作较少。可视化分析结果表
明，心衰、脓毒症感染性休克等危重症等领域仍
将是未来参附注射液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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