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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骨伤学的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为临床及科研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文

献计量学研究方法，使用 Access 2010 和 SPSS 19.0 为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工具，对《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CBM）中 1997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1 日有关中医骨伤的论文进行分析归纳，从定量
角度对主题词进行词频统计并排序，对相关主题词及文献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获得中医骨伤

学研究相关文献 2678 篇，词频≥3 的主题词 73 个。专业学科建设、教学、发展、应用、改革和创新是
近 20 年来中医骨伤学的主题内容特征，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教学改革、骨伤手法、四大疾病（腰椎间
盘突出症、颈椎病、骨折、膝骨关节炎）研究、独活寄生汤及中药剂型改革等方面。结论

不断深化中

医骨伤学的运用，推进中医骨伤学的改革与发展，规范建立中医骨伤的特色诊疗及评价标准，充分发挥
中医骨伤学的特色优势是本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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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TCM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Based on CBM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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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scipline of TCM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 and research. Methods By using the bibliometric
research methods and Access 2010 and SPSS 19.0 as the data process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s, articles
about TCM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in the CBM from 1st of Jan. 1997 to 1st of Dec. 2016 were analyzed.
Theme words were under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ordering from the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and related
theme words and literature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is research obtained 2678 articles about
TCM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73 theme words with more than three words frequency. Specialized subject
construction, teaching,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were topic content features in recent 20
years. Research hotspots were teaching reform, orthopedic practice, and four major diseases, (cervical
spondylosis,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fracture, knee osteoarthritis),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and
reform of TCM formulations. Conclusion Consistently deepening application of TCM orthopedics can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CM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standardize and establish characterist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TCM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 advantages of TCM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is subjec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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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骨伤学是中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1]

关文献共 2678 篇，对全数文献的主题词进行词频统

又是一门临床学科 ，通过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

计并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截取词频≥3 次的主题词

已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医学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

73 个（见表 1），这些高频词的累计频次占全部主

法（如正骨理筋手法、夹板固定、内外用药、练功

题词频次百分比达到 43.44%。

[2]

方法等等） 。

2.1 高频主题词分类结果

为促进中医骨伤学的科研、医疗、教学、管理

将出现频次较高的主题词与 MeSH 和 TCMeSH

等各方面的发展，本文对近 20 年来的中医骨伤科文

进行匹配映射，通过树状结构号进行抽象分类统计

献进行了计量学分析。通过主题词统计和词频分析

并降序排列，共形成 6 个类别（见表 1，括弧中的

等方法，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解析，以期领会中

数字表示出现的频次）：⑴专业学科；⑵教学；⑶

医骨伤学的主题内容特征，探讨我国中医骨伤学的

发展；⑷应用；⑸改革；⑹创新。

研究概况，并就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任

在“手法”下面的三级主题词中，改良外固定

务和方向进行了展望研究。

法、正骨手法规范及骨折整复特色的频次分别为

1 资料和方法

12、28、26 次。在“治疗”下面的三级主题词中，

1.1 资料来源

独活寄生汤出现 15 次。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CBM）。CBM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
研究所开发研制，收录 1978 年以来 1800 多种中国
生物医学期刊以及汇编、会议论文的文献题录共

表 1 1997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1 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2678 篇中医骨伤学论文中词频≥3 的主要主题词分类
主题词
专业学科（1826）

600 余万篇，年增文献量 50 余万篇，每 2 周更新一
次。全部题录均进行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等规范化

一级主题词
中医骨伤学（1576）
中医骨伤专业（150）

教学（277）

培养模式（21）

加工处理，可供本研究进行主题词分析。该数据库

研究生（26）

收录的数据时间范围为 1978 年 1 月至今。检索时间

人才培养（39）

段为 1997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1 日。检索时

临床教学（163）

间为 2016 年 12 月 1 日。

教学模式（39）

1.2 检索策略
采用主题词扩展检索，检索式为中医骨伤学 OR

二级主题词

发展（350）

学术思想（23）

应用（261）

临床技能（15）

手法（66）

临床研究（181）

腰椎间盘突出症（16）

中医骨伤科学 OR 中医骨伤科 OR 中医骨伤 OR 中医
骨伤专业，对 CBM 数据库中有关中医骨伤学的文

颈椎病（19）

献进行检索。

骨折（63）

1.3 数据规范

膝骨关节炎（9）

文献的主题词与《医学主题词表》（MeSH）和

治疗（125）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TCMeSH）进行匹配映
射规范，并参考主题词树状结构号对论文主题进行

临床疗效（67）
改革（73）

分类规范处理。
1.4 统计分析
使用 Access 2010 和 SPSS 19.0 为数据处理和统

教学改革（51）
中药剂型改革（4）

创新（90）

2.2 中医骨伤学中共现主题的分布

计分析工具，对全数文献的主题词进行频次统计，

1997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1 日，中医骨

并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对文章和主题词进行共词

伤学共现主题的分布图分析得出，在 2678 篇中医骨

分析。

伤学文献中，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骨折

2 结果

（ 10.49% ） 、 腰 椎 （ 8.14% ） 、 中 医 骨 伤 科 疾 病

从 CBM 数据库中检索到与中医骨伤学研究相

（7.80%）、骨伤手法（7.51%）等方面，骨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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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最高（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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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7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1 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医骨伤学共现主题前 10 名的分布图

床技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手法的研究，骨伤手法的

2.3 中医骨伤学社会网络分析图
从图 2 中医骨伤学社会网络分析图分析得出，

频次出现很高（66），处于第三位，说明中医骨伤

中医骨伤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教学改革、骨伤

学对骨伤手法的重视程度。临床研究中主要的研究

手法、四大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骨

疾病分别为腰椎间盘突出症（16，出现频次处于第

折、膝骨关节炎）、用药特色和中药剂型改革等方

四位）、颈椎病、骨折、膝骨关节炎这四大疾病范

面。

围[4]。对比 1990 年陶慧宁学者《中医骨伤文献的计
量学分析》 [5] 的研究结果，当时骨伤研究的疾病是
以骨折为主的疾病。现代社会，伴随人们的活动领
域扩增，劳动强度增大，寿命普遍延长，各类肢体
离断伤、关节内或近关节的骨折、关节退行性病变
的发病率较以往大为增加 [6] ，疾病谱发生了改变。
在临床研究治疗方面，研究最多的方剂是独活寄生
汤，对比参考文献[5]的研究结果，当时骨伤研究的
方剂是以阳和汤为代表方。说明方剂研究也有所改
变，从单纯的温阳散寒通滞，发展到益肝肾、补气
血以达祛风湿、止痹痛的功效，治疗方法随疾病谱
的改变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3.2 中医骨伤学的改革
中医骨伤学的临床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改革，

图 2 1997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1 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而改革的主要方向在于教学改革和中药剂型改革。

数据库》中医骨伤学社会网络分析图

本次统计结果中，教学改革的出现频次较高，说明
对其重视程度。随着中医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推

3 分析与讨论
从表 1 的分类结果可以看出，中医骨伤学的专

进，中医骨伤学的教学学时逐渐减少 [7] ，对学生自

业学科建设中教学研究是研究的重点，出现频次

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增加。由传统的板书教学到充分

34，处于第二位。教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

利用多媒体、X 线片、视频文件及实物 [8]，由单一

重点是研究生的培养，说明目前中医药院校中对骨

的理论教学到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课堂多

伤专业的人才培养已经达到了研究生的水平，比

样性得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得到强化。传统中药

1997 年以前的专科和本科培养更深层次。培养模

服用、携带不便，中药剂型改革的出现频次仅次于

式、临床教学、教学模式也是教学研究的重点。

教学改革。对比参考文献[5]的研究结果，当时骨伤

3.1 中医骨伤学的应用

用药以传统复方汤剂为主。而今，中药配方颗粒制

中医骨伤学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临床技能、临床
[3]

研究、临床疗效这三大重点研究领域 。其中，临

剂、中药饮片微粉制剂和中药煎药机制备中药汤剂
广泛应用 [9] 。中药剂型从体积大、运输贮存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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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体积小、携带服用方便，同时中药有效成分的

方向。

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中药剂型向着三小（体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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