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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唑仑减少多巴胺在催吐化学感受区 ( cetirizine，
CTZ) 的输入和减少腺苷的再摄取，导致腺苷在合

成、释放的间接减少和突触后 CTZ 的多巴胺作用

减少 [11]。既往研究表明，采用神经安定镇痛麻醉

既增强镇痛、提高麻醉效果，而又能显著提高静

脉麻醉的安全性 [12]。

本研究表明，应用舒芬合剂加咪唑安定的患

者，其血氧饱和度更高，而心率、血压较对照组

水平更低，其 Ramsay 评分更高，发生呕吐、恶心、

呛咳等并发症情况较对照组更低。提示该种麻

醉方法具有更高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一结果与

Dhooria[13] 及 Oki[14]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是

由于患者处于半清醒状态，既可以配合操作，又

可减少操作风险，且对呼吸、循环影响小 [15]。综

上所述 , 超声内镜检查使用咪唑安定加舒芬合剂行

镇静麻醉，可明显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和操作安全

性，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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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骨科 SCI 论文 3 年现状分析

孙 静 1，Marius M Scarlat2，李银平 1，胡永成 3

摘要 目的：了解和分析近 3 年中国骨科国际论文的发展现状，分布情况和主要特点。方法：使用 Web of Science 网站

检索近 3 年 SCI 收录的中国骨科论文，根据论文数，按照科研机构和来源期刊进行排序；通过引用频次排序，获取引用数

高的论文，并进行分析。结果：近 3 年分别有 1238 篇，1264 篇和 1225 篇来自中国的骨科论文被 SCI 数据库收录，上海交

通大学（n=75）和 Eur Spine J （n=114）为发表中国论文数

量最多的机构和杂志。纳入的 143 篇高引论文中，发表最

多的研究类型为临床论著（n=70）和系统综述 /meta 分析

（n=50）。高引临床论著涉及最多的主题为“膝”，高引系

统综述 /meta分析最多主题为“脊柱”。结论：2015—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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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和 Eur Spine J 发表最多中国骨科 SCI 论文；高引论文中，涉及最多的主题为“脊柱”和“膝”，论文类型分布

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临床论著和系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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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year Analysis of Status Quo of Chinese Orthopaedic Publications Indexed in SCI Database SUN 
Jing, Marius M Scarlat，LI Yin-ping, et al. Journal Center of Tianjin Hospital, Tianjin (3002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tatus quo, distribu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for recent three years. Methods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was applied to searching the Chinese articles in all journals included in th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2016 under 
the category of “orthopedics” for recent three years, and then the numbers of articles according to institutions 
and source journals were analyzed; The most-cited articles were also obtained by sorting in terms of citation, 
and the name of first author, title of article, key words and article type were extracted. Results A total of 
1238 articles, 1264 articles and 1225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orthopaedics from China were included in SCI for 
the recent three years，and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ere the most prolific institutions. European Spine 
Journal published most Chinese articles. The hottest topics of recent three years were “spine” and “knee” surgical 
article, and the most frequently published article types were clinical articles and systematic reviews/ meta-
analysis. Conclusion From 2015 to 2017,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Eur Spine J published most 
Chinese orthopaedic articles; for most-cited articles, the distribution of number of articles in terms of types is not 
typically balanced. 

Key words: Orthopaedics; China; articles indexed i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most-cited article

作为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

SCI 数据库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

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挑选有代表性的权威的科

技期刊作为数据源，包括了世界上 90% 以上的重

要的科技文献，所以被它收录的论文具有较高的

质量，代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先进水平。根据中

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我国近 10 年总共有 205 万

篇论文被 SCI 数据库收录，排位仅次于美国 [1] ；

Web of Science (WoS) 为《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CI ）的主要在线查询平台。

骨科学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随着国家对

科学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逐年加

大，我国骨科领域的研究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

发表国际性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飞跃，研究

内容的涵盖范围也逐步拓展。因此，本文研究目

的为了解和分析近 3 年中国骨科国际论文的发表

现状，分布以及特点，以反映近年祖国骨科领域

科研水平和特点，从而指导我国骨科医生未来研

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方法 2018 年 2 月 20 日，利用 Web of  
Science (WoS, Clarivate Analytics, Philadelphia, 

USA) 网站的“期刊引文报告”(JCR) 数据库，筛

选出 2016 年共有 76 本骨科类期刊被 SCI 数据库

收录，获得期刊目录。

通过 WoS 网站，使用 76 本骨科期刊名为检

索词，限定地域为“中国”，“香港地区”和“台

湾地区”，并限定时间为“2015 年—2017 年”，检

索出近 3 年来自中国的骨科相关论文。

1.2 骨科论文分布特点分析 检索完毕后，使用

WoS“分析检索结果”（result analysis tool）功能，

根据论文数，按照机构（organization）和来源期

刊 (source titles) 进行排序，分别筛选出发表论文

数最多的 20 所机构以及 10 种期刊。

1.3 高引论文特点分析 研究设计参考以往类似

论文分析 [2-5]。

纳入标准：文章发表于 JCR（2016）收录

的 76 本骨科期刊；文章来源为中国；文章刊发于

2015 年—2017 年。

排除标准：文章的第一作者地址来自非中国国

家；文章主题与骨科关系不密切；述评（editorial）， 
读者来信（letter to the editor），采访（interview）,
文献计量学（bibliographic analysis）的论文。

高引论文为引用次数高的论文，本研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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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相关专业论文中引用数最多的 50 篇论文。

作者通过 WoS 网站对相关论文进行引用频次排序，

分别获取 3 年高引论文。筛选原则为：对于引用

次数最少的高引论文，若存在相同引用数的情况，

则同时纳入；仅选取引用大于 2 次的论文。

然后依照纳入和排除标准，首先通过标题和

摘要进行初筛，然后再下载全文进一步筛选（图 1）。
提取论文的基本信息包括第一作者姓名，文章名，

关键词和文章类型。

图 1  高引论文筛选流程图

2  结果

2.1 中国骨科论文机构分布情况 对 WoS 骨科类

的论文进行统计，3 年总的骨科论文数 44943 篇，

中国 3727 篇，占 8.29％。其中 2015 年骨科论文

总数为 14638 篇，2016 年为 15474 篇，2017 年为

14831 篇。

2015 年，共有 1238 篇（8.46%）来自中国的

骨科论文被 SCI 数据库收录，发表数量最多的前

三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n=75)，北京大学 (n=60) 和
四川大学 (n=53)。

2016 年共收录 1264 篇（8.17%）中国骨科论

文，前三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n=74)，北京大学 (n=60)
和中南大学 (n=57)。

2017 年共收录 1225 篇（8.26%）中国论文，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 (n=69)，北京大学 (n=50) 和
四川大学 (n=49) 发文量最多。综合 3 年数据，共

13 所机构连续 3 年保持高发文量（2015，2016，

2017 年均列入发表 SCI 论文最多的前 20 位），见

图 2。

图 2 柱形图显示 2015 年—2017 年 SCI 收录中国骨科论文
数最多的中国机构情况，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和

四川大学为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三所科研机构。

2.2 中国骨科论文来源期刊分布情况 在 76 种

骨科类期刊中，有 51 种发表了中国论文，占

67.11%。 2015 年，被 SCI 收录的中国骨科论文

来源于 34 本期刊，其中刊登论文数最多的 3 种

为 European Spine Journal (Eur Spine J; n= 114 ,  
9 . 21 %), Journal of Orthopaedic Surgery and 
Research ( J Orthop Surg Res; n= 92, 7.43%), BMC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n= 78, 6.3%)。

2016 年，中国论文来源于 40 本期刊，前三位

为Spine (n=116, 9.18%), Eur Spine J (n=113, 8.94%) 
和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n=83, 6.57%)。

2017 年，中国论文来源于 36 本期刊，其中前

3 位为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n=121, 9.84%),  
J Orthop Surg Res (n=117, 9.51%) 和 Eur Spine J 
(n=114, 9.27%)。三年内持续青睐中国骨科论文的

期刊有 8 本（2015，2016，2017 均列入发表中国

骨科论文最多的前 10 位），见图 3。
2.3 中国高引骨科论文的特点 在中国骨科论

文 3727 篇中，有 143 篇纳入高引骨科论文，其中

2015 年共纳入 51 篇高引论文，2016 年纳入 53 篇，

2017 年纳入 39 篇。

2.3.1 论文类型分布特点 在 143 篇高引论文中，

70 篇为临床论著（48.95%），50 篇为系统综述 /
meta 分析（34.97%），18 篇为基础研究（12.59%），

4 篇文献综述（2.80%）以及 1 篇个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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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的 51 篇高引论文中，23 篇文章为

系统综述 /meta 分析 (45.1%)，21 篇为临床论著

(41.18%)， 6 篇为基础研究 (11.76%)，以及 1 篇

文献综述 (1.96%)。2016 年，27 篇为临床论著

(50.94%)， 13 篇为系统综述 /meta 分析 (24.53%)，
9 篇为基础研究 (16.98%)，以及 3 篇文献综述

(5.66%) 和 1 篇个案报告。2017 年文章类型分布

为临床论著 (n=22, 56.41%), 系统综述 /meta 分析

(n=14, 35.9%)，以及基础研究 (n=3, 7.69%)。近

三年论文类型分布趋势见图 4。
2.3.2 高引临床论著的主题特点 70 篇高引论著

中，研究最多的主题是“脊柱”，为 25 篇，占总

数的 35.71%, 其中 23 篇为手术相关论文，涉及疾

病类型较多，包括间盘疾病（n=5），椎体压缩骨

折（n=2），脊柱侧弯 (n=2) 等；手术方法使用最

多的是椎弓根钉固定（n=5），颈椎前路手术切除

和融合术（ACDF，n=3）以及经孔椎体间融合术

（TLIF, n=3）。22 篇文章主题涉及“膝”，占总数的

31.43%，其中 19 篇为手术相关论文，手术方法包

括前全膝置换（TKA, n=9），交叉韧带重建（n=7）等。

12 篇文章讨论“血液管理”，占总数的 17.14%，

其中 6 篇涉及全髋置换手术，5 篇涉及全膝置换手

术，1 篇涉及脊柱外科手术，使用最多的治疗方法

为氨甲环酸（n=11）。而后涉及的主题包括“髋”

（n=10），“手外科”（n=3），“肩”（n=3），“足踝”

（n=2），“疼痛管理”（n=2)。
2.3.3 高引系统综述 /meta 分析的主题特点 50
篇高引系统综述中，研究最多的主题是“膝”，

为 18 篇，占总数的 36.00%，其中 9 篇文章关于

TKA, 4 篇关于交叉韧带重建。12 篇文章讨论“脊

柱”占总数的 24.00%，涉及最多的疾病和手术方

法是间盘疾病（n=5) 和 ACDF（n=5)。9 篇文章

关于“血液管理”，占总数的 18.00%，涉及手术

包括关节置换手术（n=8），脊柱外科手术（n=1），
7 篇文章的治疗方法包含氨甲环酸。而后涉及主题

包括“髋”（n=7），“肩”（n=6），“足踝”（n=3)，“疼

痛管理”（n=3），“骨肿瘤”（n=3）“手外科”（n=2）。
2.3.4 高引基础研究的主题特点 18 篇基础研究

中，6 篇为动物实验。主题涉及“基因调控”，“脊

柱”，“骨关节炎”，“软骨细胞”等。

3  讨论

科学论文发表后会被以后的研究者引用，只

有被引用，才能起到对科学真正的贡献，然而被

引用具有时间效应（time effect），论文发表的时间

越久，其积累的引用数就越多，形成“滚雪球“现

象 [6-7]。由此可见，如果从最早资料开始统计，近

年的论文必然处于劣势，存在很大偏倚。基于此，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拟将视角置于近 3 年的

论文，借以反映研究领域最新，最真实的发展现状，

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指导未来研究方向。

3.1 高影响力学术机构 被引频次是评价论文影

响力的重要指标，论文被引用意味着先前的研究

对后续研究有重要作用。科研机构被 SCI 收录的

论文总量，反映该机构一段时期内的科研水平 [8] ；

文章的引用次数，反映作者和研究一段时期内的

影响力。科研论文的分布情况可以反映全国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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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柱形图显示 2015 年—2017 年 SCI 收录中国骨科论
文的期刊来源分布情况，其中 Eur Spine J，J Orthop Surg 
Res和BMC Musculoskelet Disord发表最多中国骨科论文。

图 4  近三年中国骨科高引论文类型分布，2015 年 
发表最多类型为系统综述 /meta 分析，2016 年， 

2017 年为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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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科研能力以及发展水平，因此我们根据刊

发论文总量对学术机构进行排序。从研究结果来

看，近三年影响力最高的三所学术机构为上海交

通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其近三年 SCI 论
文的刊发率居全国之首，可以说这些大学为中国

骨科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在且将在一定时

期内带领中国骨科的学术进步和发展，这些大学

的稿件也通常具有高质量和高影响力。

3.2 来源期刊 在 SCI 收录的 76 本骨科期刊

中，近 3 年中国骨科国际论文的期刊来源为 34
本（44.7%），40 本（52.6%） 和 36 本（47.4%）。

European Spine Journal 是近三年持续刊发中国骨科

论文最多的杂志，作为欧洲脊柱协会（Eurospine）
的官方杂志，近年与中国骨科学术机构合作密切，

因此也给予了中国骨科的很多学术支持。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2009 年建刊 Orthopaedic Surgery 位

于此排名第八位，它是中国第一本骨科类 SCI 期
刊，可以说为中国骨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

献。但是，在 3 年的来源期刊中，一些老牌的高

IF 期刊发表中国骨科论文数量比较少，如骨科界

最 权 威 的 杂 志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American Volume（JBJS），在 3 年中仅发表中国论

文 32 篇，仅占总发文量的 2.77% ，由此可见，中

国骨科界与世界顶级期刊的合作和交流较少，还

需增加多方面合作。

3.3 高引论文的特点 近年来，系统综述 /meta
分析类论文的写作持续升温，尽管为二次研究，

但它可以为临床提供高质量证据，且包含高质量

原始研究的系统综述往往也具有高证据等级。本

研究结果可以证实这一点，2015 年的高引论文中，

此类型文章占比最高（45.1%），而 2016，2017 年

也仅次于临床文章（24.53%，56.41%），说明该

文章类型通常受到较高关注，也具有较高影响力。

据以往研究，近 10 年系统综述的刊发量上升 10
倍 [9]，且中国较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发表更

多此类文章 [4]。此外，本研究表明，高引文章的

论文类型分布并不均衡，绝大部分论文为临床论

著和系统综述 /meta 分析，基础研究和文献综述占

比很小，原因可能是这两类论文通常具有较低临

床证据等级。

掌握高引论文的主题可以帮助骨科编辑和审

稿人了解哪些内容的稿件可以提升杂志的影响因

子和影响力，有助于快速决策；可以帮助骨科医生

了解近年的研究热门和冷门所在，有助于选择研

究方向，进而发表高影响力论文。三年中，中国

高引用骨科论文中涉及最多的主题为“脊柱”和

“膝”，可以说我国近期对于这两个领域的科研水

平是最高的。然而对于涉及较少的主题也不可说

明我国对其研究不足，因为英语并非祖国第一语

言，作者认为很多重要文献可能以中文形式发表

于中文重要期刊，因此本研究并未纳入。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有以下不足：由于

WoS 网站没有去除自引，因此本研究中的高引论

文分析没有区分自引和他引；引用分析未考虑书籍

和演讲中的引用；不同引文数据库对于相同文章的

引用数统计可能有差异 [10-11] ；仅纳入 JCR 骨科

分类下的文章，而并未纳入综合性期刊（general 
journal）中的骨科论文；本研究仅为特定时间的横

断面研究，研究结果会随时间改变而产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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