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学术快报是图书馆为了教师的专业教学和科研提供的学科

服务内容之一。本期学术快报为专业知识（热点分析、热点作者、

热点研究机构）与专业会议资讯。

本期学术快报是医学技术学院专辑，根据我院医学技术学院

专业设置，将学科分为 5类：1.护理专业；2.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3.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4.药学专业；5.助产专业。

关于学术快报方面的建议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将依据您

的建议对学术快报进行修改，从而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学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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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技术学院专业知识

第一辑 护理专业

在超星发现中输入“护理”，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热频词的颜色

划分，可知与护理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优质护理、并发症、护理干预。

一．优质护理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优质护理”，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

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优质护理”关联的热门词汇是护理

效果、应用效果、优质护理服务、满意度、生活质量。



图 1.优质护理热点词频

“优质护理”是指以“病人为中心”，强化基础护理，全面落实护理责任制，

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整体提升护理服务水平。“满意度”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指

一个人对一段关系质量的主观评价。它是客户的需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是客户

对产品或服务的事前期望与实际使用产品或服务后所得到实际感受的相对关系。

“优质护理服务”优质护理服务是指以病人为中心，强化基础护理，全面落实护

理责任制，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整体提升护理服务水平。“生活质量”又被称为

生存质量或生命质量。生活质量须以生活水平为基础，但其内涵具有更大的复杂

性和广泛性，它更侧重于对人的精神文化等高级需求满足程度和环境状况的评价。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优质护理”，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优质护理”关键词的高产作者：李静、刘艳、王静、王丽、王芳。高

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优质护理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优质护理”，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河南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福建医科大学、郑州大学、

中山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优质护理热点研究机构



二．并发症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并发症”，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并发症”关联的热门词汇是应用效果、

临床疗效、腹腔镜、疗效、临床效果。

图 1.并发症热点词频

“并发症”是一个复杂的临床医学概念。学者对并发症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指一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引起另一种疾病或症状的发生，后者即为前者的

并发症，如消化性溃疡可能有幽门梗阻、胃穿孔或大出血等并发症。 另一种并

发症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病人由患一种疾病合并发生了与这种疾病有关的另

一种或几种疾病。“临床疗效”是指医学实验阶段的医学效果。一般指药物实验

的效果。“腹腔镜”腹腔镜与电子胃镜类似，是一种带有微型摄像头的器械，腹

腔镜手术就是利用腹腔镜及其相关器械进行的手术。“临床效果”就是外在表现

病好了，或达到了治疗的目的。它与治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并发症”，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并发症”关键词的高产作者：张莉、王磊、李娜、王丽、王芳。高产

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

图 2.并发症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并发症”，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

名，获得最热机构为福建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郑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中山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并发症热点研究机构



三．护理干预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护理干预”，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

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护理干预”关联的热门词汇是综合

护理干预、并发症、生活质量、应用效果、护理效果。

图 1.护理干预热点词频

“护理干预”(nursing intervention)是基于一定科学理论，在护理诊断的指导

下，按事先预订的干预方法从事的一系列护理活动。护士根据护理诊断的特点、

护理研究成果、病人功能康复的潜力、病人和护士本身的能力确定护理干预措施。

患者健康问题的排序决定干预的类型。干预措施帮助病人达到预订的目标:预防

并发症，促进、保持或恢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创建康复

治疗环境、执行康复护理技术、家庭病人教育、家庭病人顾问、心理支持、咨询

以及将患者介绍给其他康复成员，处方药的应用及管理、强化其他康复成员所教

的康复活动、维持康复活动的连续性、出院随访等。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护理干预”，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护理干预”关键词的高产作者：王静、张静、李娜、李静、王芳。高



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

图 2.护理干预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护理干预”，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福建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护理干预热点研究机构



第二辑.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在超星发现中输入“康复治疗”，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热频词的

颜色划分，可知与康复治疗关联的热门词汇是康复、针灸、脑卒中、康复训练。

一．康复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康复”，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据

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康复”关联的热门词汇是应用效果、并

发症、脑卒中、康复护理、生活质量。

图 1.康复热点词频



“康复”是指综合地、协调地应用医学的、教育的、社会的、职业的各种方

法，使病、伤、残者(包括先天性残)已经丧失的功能尽快地、能尽最大可能地得

到恢复和重建，使他们在体格上、精神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能力得到尽可能的

恢复，使他们重新走向生活，重新走向工作，重新走向社会(WHO)。康复不仅针

对疾病而且着眼于整个人、从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及经济能力进行全面康复。

“脑卒中”是指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

脑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康复护理”除包括一般基础护理内容外，还应用各科

专门的护理技术，对患者进行残余机能的恢复。“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

又被称为生存质量或生命质量。全面评价生活优劣的概念。通常指社会政策与计

划发展的一种结果。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康复”，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获

得含有“康复”关键词的高产作者：王静、刘博、刘波、白玉龙、曾明。高产作

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康复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康复”，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名，



获得最热机构为复旦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

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康复热点研究机构

二．针灸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针灸”，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据

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针灸”关联的热门词汇是推拿、针刺、

临床疗效、针灸疗法、温针灸。

图 1.针灸热点词频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法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通常

指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对人体特

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推拿”中医用手在人体上按经络、

穴位 用推、拿、提、捏、揉等手法进行治疗。推拿，为一种非药物的自然疗法、

物理疗法。“针刺”在中国已经应用了数千年。是传统医术的一种，以针刺入人

体一定的穴位来达到治病的目的。“临床疗效”是指医学实验阶段的医学效果。

一般指药物实验的效果。针灸疗法（Acupuncture），即利用针刺与艾灸进行治疗，

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它依据的是“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辨证原则，进针后通

过补、泻、平补平泻等手法的配合运用，以取得人体本身的调节反应。针灸就是

以这种方式刺激体表穴位，并通过全身经络的传导，来调整气血和脏腑的功能，

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治病保健”的目的。“温针灸”针刺与艾灸相结合的

一种方法。又称针柄灸。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针灸”，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获

得含有“针灸”关键词的高产作者：梁凤霞、常小荣、方剑乔、杨才德、郭义。

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针灸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针灸”，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名，

获得最热机构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

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针灸热点研究机构

三．脑卒中

1.学科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脑卒中”，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脑卒中”关联的热门词汇是康复护理、

偏瘫、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中风。



图 1.脑卒中热点词频

“脑卒中”是指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

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康复护理”除包括一般基础护理内容外，还应用

各科专门的护理技术，对患者进行残余机能的恢复。“偏瘫”（hemiparalysis）是

指同一侧上肢及下肢肌肉瘫痪。有时伴有同侧下面部肌肉及舌肌的瘫痪。“缺血

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颈动脉和椎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

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急性缺血性脑卒中”(Cerebral Ischemic Stroke，CIS)

又称脑梗死(Cerebral Infarction，CI)，是由于脑动脉的闭塞导致的脑组织的梗死，

伴随着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的损伤，是现代社会中导致致死和

致残的最重要的中枢神经系统血管事件。“中风“是由于脑血液的循环不通畅引

起的神经功能缺损而表现出来的疾病，有脑血栓、脑栓塞、脑出血等。大多数是

因为气血出现了逆乱、脑脉出现了痹阻或者是血液溢于了大脑所导致的。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脑卒中”，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脑卒中”关键词的高产作者：王静、吴毅、张敏、李静、李艳。高产

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脑卒中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脑卒中”，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

名，获得最热机构为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郑州大学、复旦大学、中山

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脑卒中热点研究机构



四．康复训练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康复训练”，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

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康复训练”关联的热门词汇是偏瘫、

吞咽障碍、脑卒中、生活质量、康复。

图 1.康复训练热点词频

“康复训练“是康复医学的一个重要手段,主要是通过训练这种方法使病人

患肢恢复正常的自理功能,用训练的方法尽可能的使残疾者生理和心理的康复,达

到治疗效果。”偏瘫”（hemiplegia）又叫半身不遂，是指同一侧上下肢、面肌

和舌肌下部的运动障碍，是急性脑血管病的常见症状。 “脑卒中”（cerebral

stroke）又称“中风”、“脑血管意外”（cerebralvascular accident，CVA）。是一

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

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生活质

量”(Quality of Life，QOL)又被称为生存质量或生命质量。全面评价生活优劣的

概念。“康复”是指综合地、协调地应用医学的、教育的、社会的、职业的各种

方法，使病、伤、残者（包括先天性残）已经丧失的功能尽快地、能尽最大可能

地得到恢复和重建，使他们在体格上、精神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能力得到尽可

能的恢复，使他们重新走向生活，重新走向工作，重新走向社会（WHO）。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康复训练”，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康复训练”关键词的高产作者：王勇、王娟、王静、李静、李娜。高

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康复训练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康复训练”，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郑州大学、南方医科大

学、中山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康复训练热点研究机构



第三辑.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在超星发现中输入“口腔”，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热频词的颜色

划分，可知与口腔关联的热门词汇是口腔修复、牙周炎、口腔正畸。

一．口腔修复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口腔修复”，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

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口腔修复”关联的热门词汇是疗效、

牙体缺损、牙列缺损、临床疗效、修复。

图 1.口腔修复领域热点词频



“口腔修复”主要是针对牙齿缺损、牙齿缺失后的治疗工作，如嵌体、全冠、

义齿等，也包括利用人工修复体针对牙周病、颞下颌关节病和颌面部组织缺损的

治疗。治疗效应(果)，简称“疗效”(therapeutic effect)与药理效应并非同义词，例

如具有扩展冠脉药理效应的药物，不一定都有缓解心绞痛的疗效。“牙体缺损”

可分为两大类，即全部缺牙和部分缺牙。全部缺牙又称为无牙畸形，可累及乳牙

列和恒牙列，临床上极为罕见。“牙列缺损”是指部分牙齿缺失导致的恒牙牙列

不完整。牙列缺损会影响患者咀嚼、辅助发音的功能和美观，同时还可能影响口

颌系统的健康。缺失牙的部位和数量不同，其影响的方面和程度也不同。损伤造

成机体部分细胞和组织丧失后，机体对所形成缺损进行修补恢复的过程，称为”

修复”。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口腔修复”，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口腔修复”关键词的高产作者：于海洋、刘云松、王超、张磊、胡文

杰。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口腔修复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口腔修复”，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广西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



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口腔修复热点研究机构

二．牙周炎

1. 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牙周炎”，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牙周炎”关联的热门词汇是疗效、慢

性牙周炎、临床效果、临床疗效、替硝唑。

图 1.牙周炎热点词频



“牙周炎”是累及四种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的慢

性感染性疾病，往往引发牙周支持组织的炎性破坏。牙周炎主要分为慢性牙周炎、

侵袭性牙周炎、反映全身疾病的牙周炎、坏死性牙周病。“慢性牙周炎”也叫成

人牙周炎或慢性成人牙周炎。此类牙周炎最常见于成年人，但也可发生于儿童和

青少年。本病的进展缓慢，通常难以确定正常的发病年龄。大部分的慢性牙周炎

呈缓慢加重，但也可出现间歇性的活动期。治疗效应(果)，简称“疗效”(therapeutic

effect)与药理效应并非同义词，例如具有扩展冠脉药理效应的药物，不一定都有

缓解心绞痛的疗效。临床疗效”是指医学实验阶段的医学效果。一般指药物实验

的效果。“替硝唑”为白色或淡黄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味微苦。本品在丙酮或氯

仿中溶解，在水或乙醇中微溶。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牙周炎”，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牙周炎”关键词的高产作者：孙江、王兵、潘亚萍、王雷、张敏。高

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牙周炎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牙周炎”，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

名，获得最热机构为中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北京

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牙周炎热点研究机构

三．口腔正畸

1. 热点分析

超星发现中输入“口腔正畸”，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口腔正畸”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临床疗

效、口腔修复、正畸治疗、牙周炎、正畸。

图 1.口腔正畸热点词频



“临床疗效”是指医学实验阶段的医学效果。一般指药物实验的效果。“正

畸”(Orthodontics)就是矫正牙齿、解除错牙和畸形。正畸主要研究错牙合畸形的

病因机制，诊断分析及其预防和治疗，正畸可以达到美观牙齿的功效。“口腔修

复”，俗称镶牙，主要是针对牙齿缺损、牙齿缺失后的治疗工作，如嵌体、全冠、

义齿等，也包括利用人工修复体针对牙周病、颞下颌关节病和颌面部组织缺损的

治疗，如咬合板、牙周夹板、赝复体、义眼、义耳、义鼻等。是口腔医学中的一

个重要分支，种植修复、粘结修复、美学修复是现代口腔修复发展最快的领域，

显著提升了口腔修复的治疗效果和水平。“牙周炎”主要是由局部因素引起的牙

周支持组织的慢性炎症。发病年龄以 35 岁以后较为多见。如龈炎未能及时治疗，

炎症可由牙龈向深层扩散到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而发展为牙周炎。

2. 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口腔正畸”，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口腔正畸”关键词的高产作者：马雪峰、刘晶晶、王林、张翼、胡敏。

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口腔正畸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口腔正畸”，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中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吉



林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口腔正畸热点研究机构



第四辑.药学专业

在超星发现中输入“药学专业”，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热频词的

颜色划分，可知与药学专业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临床药师、药学服务、中药学。

一．临床药师

1. 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临床药师”，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

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临床药师”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不良

反应、抗菌药物、合理用药、药学服务、药学监护。

图 1.临床药师热点词频



“临床药师”是依托临床药学的一种职业，是医药结合、探讨药物临床应用

规律、实施合理用药的一种职业，起源于美国，在中国算一种新兴职业。“不良

反应”是指按正常用法、用量应用药物预防、诊断或治疗疾病过程中，发生与治

疗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抗菌药物”一般是指具有杀菌或抑菌活性的药物，包

括各种抗生素、磺胺类、咪唑类、硝基咪唑类、喹诺酮类等化学合成药物。“药

学服务”(Pharmaceutical care)，是药师所提供的以提高病人生活质量为目的, 以合

理药物治疗为中心的相关服务。“药学监护”(Pharmaceutical Care，简称 PC)是提

供负责的药物治疗，目的在于实现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既定结果。(这些结果包

括:治愈疾病;消除或减轻症状;阻止或延缓疾病进程;防止疾病或症状发生)。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临床药师”，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临床药师”关键词的高产作者：叶晓芬、葛卫红、范国荣、李娜、李

琴。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临床药师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临床药师”，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临床药师热点研究机构

二．药学服务

1. 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药学服务”，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

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药学服务”关联的热门词汇是药师、

门诊药房、临床药师、药学监护、合理用药。

图 1.药学服务热点词频



“药学服务”(Pharmaceutical care)，是药师所提供的以提高病人生活质量为

目的, 以合理药物治疗为中心的相关服务。“药学监护”(Pharmaceutical Care，简

称 PC)是提供负责的药物治疗，目的在于实现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既定结果。(这

些结果包括:治愈疾病;消除或减轻症状;阻止或延缓疾病进程;防止疾病或症状发

生)。“药师”是一个汉语词汇，是药工、医师的古称，同时也是佛教中的一种佛

名，在现代也指药剂师、执业药师、主管药师等。“临床药师”是依托临床药学

的一种职业，是医药结合、探讨药物临床应用规律、实施合理用药的一种职业，

起源于美国，在中国算一种新兴职业。“合理用药”的概念是指根据疾病种类、

患者状况和药理学理论选择最佳的药物及其制剂，制定或调整给药方案，以期有

效、安全、经济地防治和治愈疾病的措施。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药学服务”，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药学服务”关键词的高产作者：陈锦珊、郭澄、范国荣、李琴、张虹。

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药学服务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药学服务”，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药学服务热点研究机构

三．中药学

1. 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中药学”，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中药学”关联的热门词汇是教学改革、

合理用药、药学服务、药学监护、临床药师。

图 1.中药学热点词频



“中药学”是研究中药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学科，是中医药各专业的基

础学科之一。“教学改革”，旨在促进教育进步，提高教学质量而进行的教学内容、

方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合理用药”的概念是指根据疾病种类、患者状况和

药理学理论选择最佳的药物及其制剂，制定或调整给药方案，以期有效、安全、

经济地防治和治愈疾病的措施。“药学监护”(Pharmaceutical Care，简称 PC)是提

供负责的药物治疗，目的在于实现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既定结果。“临床药师”

是依托临床药学的一种职业，是医药结合、探讨药物临床应用规律、实施合理用

药的一种职业，起源于美国，在中国算一种新兴职业。“药学服务”(Pharmaceutical

care)，是药师所提供的以提高病人生活质量为目的, 以合理药物治疗为中心的相

关服务。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在“中药学”，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中药学”关键词的高产作者：祝之友、陆悦、王芳、李时珍、李敏。

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中药学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中药学”，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

名，获得最热机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西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



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中药学热点研究机构



第五辑.助产专业

在超星发现中输入“助产”，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热频词的颜色

划分，可知与助产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产程、初产妇、助产士、自然分娩、分娩结

局。

一．产程

1. 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产程”，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产程”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优质护

理、并发症、生活质量、应用效果、护理干预。

图 1.产程热点词频



“产程”，指妇女生产分娩婴儿的全过程。分娩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产力、

产道、胎儿这三个基本要素。如果其中一个因素发生异常，其结果往往以剖宫产

作为最终的解决办法。而国际上的研究认为:产妇的精神心理因素对分娩过程影

响也很大，被认为是第四要素。四个要素中任何一个不正常，都会影响产程顺利

进行。只有四个要素相互协调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分娩过程。“分娩”，特指胎儿

脱离母体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的这段时期和过程。分娩的全过程共分为 3 期，也

称为 3个产程。第一产程，即宫口扩张期。第二产程，即胎儿娩出期。第三产程，

胎盘娩出期。通常所说的"无痛分娩"，在医学上称为"分娩镇痛"，是使用各种方

法使分娩时的疼痛减轻甚至消失。“自然分娩”是指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通

常不加以人工干预手段，让胎儿经阴道娩出的分娩方式。自然分娩最基本的条件

是决定分娩的三因素：产力、产道及胎儿均正常且三者相适应。孕妇在决定自然

分娩时，应先了解何时预产及生产的全过程。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产程”，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获

得含有“产程”关键词的高产作者：张丽、刘芳、李娟、王莉、张敏。高产作者

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产程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产程”，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名，

获得最热机构为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复旦大学。

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产程热点研究机构

二．初产妇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初产妇”，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初产妇”关联的热门词汇是剖宫产、

产程、自然分娩、母乳喂养、分娩结局。

图 1.初产妇热点词频



“初产妇”所指的是之前没有生育经验，此次生产为第一次生产的女性，此

称呼多用来指是有经阴道生产女性。“产程”，指妇女生产分娩婴儿的全过程。分

娩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产力、产道、胎儿这三个基本要素。“自然分娩”是指

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通常不加以人工干预手段，让胎儿经阴道娩出的分娩方

式。“剖宫产”，或称剖腹产，是外科手术的一种。手术切开母亲的腹部及子宫，

用以分娩出婴儿。“母乳喂养”是指用母亲的乳汁喂养婴儿的方式。研究显示，

用母乳喂养的婴儿发展更为健康，效果包括增强免疫力、提升智力、减少婴儿猝

死症的发生、减少儿童期肥胖、减少罹患过敏性疾病的几率等等。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母乳喂养对健康有益，对此付诸于实践的建议也在

持续增加。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初产妇”，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初产妇”关键词的高产作者：刘芳、张静、李静、张娟、张敏。高产

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初产妇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初产妇”，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

名，获得最热机构为郑州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



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初产妇热点研究机构

三．助产士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助产士”，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

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助产士”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产后出血、

分娩结局、初产妇、自然分娩、产妇。

图 1.助产士热点词频



“助产士”是在正式助产学校学习或具有同等能力，能独立接生和护理产妇

的护士。 “产后出血”的主要临床表现为阴道流血过多，产后 24 小时内流血量

超过 500ml，继发出血性休克及易于发生感染。随病因的不同，其临床表现亦有

差异。“初产妇”所指的是之前没有生育经验，此次生产为第一次生产的女性，

此称呼多用来指是有经阴道生产女性。“产妇”指在分娩期或产褥期中的妇女。

“自然分娩”是指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通常不加以人工干预手段，让胎儿经

阴道娩出的分娩方式。自然分娩最基本的条件是决定分娩的三因素：产力、产道

及胎儿均正常且三者相适应。孕妇在决定自然分娩时，应先了解何时预产及生产

的全过程。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助产士”，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助产士”关键词的高产作者：李洁、李燕、左妍、刘颖、李静。高产

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助产士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助产士”，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排

名，获得最热机构为重庆医科大学、郑州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南京

医科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助产士热点研究机构

四．自然分娩

1.热点分析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自然分娩”，在可视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

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自然分娩”关联的热门词汇是产程、

分娩结局、初产妇、分娩方式、妊娠结局。

图 1.自然分娩热点词频

“自然分娩”是指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通常不加以人工干预手段，让胎



儿经阴道娩出的分娩方式。 “产程”，指妇女生产分娩婴儿的全过程。分娩能

否顺利完成，取决于产力、产道、胎儿这三个基本要素。“初产妇”所指的是之

前没有生育经验，此次生产为第一次生产的女性，此称呼多用来指是有经阴道生

产女性。“分娩”是指胎儿脱离母体的过程，分娩的方式有三种，有自然分娩，

刨腹产分娩和无痛分娩，一般会选择自然分娩或者无痛分娩，而刨腹产主要是用

于一些不得已的情况。

2.热点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自然分娩”，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自然分娩”关键词的高产作者：王静、张静、李娜、李静、王芳。高

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自然分娩热点作者

3.热点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自然分娩”，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山西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大学、中

山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图 3.自然分娩热点研究机构



第六辑.专业会议资讯

1. 会议回顾

序号 会议名称 地点 会议时间 主题内容

1
2019 第三届生物信息
与生物医学工程国际
学术会议

,杭州市
2019-7-20

为来自世界各地
的专家、学者和
个人提供一个交
流和研讨的高水
平平台来分享他
们研究出的卓越
成果，探究领域
内的热门问题，
交换新的经验和
技术

2
2019 年生物医学与生
物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ICBB2019)

厦门市 2019-10-27

围绕绿色复合材
料与纳米技术等
研究领域展开讨
论

3
2019 年生物技术与医

学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北京市 2019-11-24

解决和深思熟虑
的最新的技术状
态和最近的趋势
在生物医学和生
物工程的研究与
应用

4
2019 年医学，生物工
程与人工智能国际学
术会议（MBAI2019）

广州市 2019-12-27

主要是为相关领
域的研究人员提
供一个具有权威
性的国际性交流
平台，以促进相
关领域的学者们
进行良好的学术
交流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4afbdb03-4828-497b-93ee-4dafa1976c39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4afbdb03-4828-497b-93ee-4dafa1976c39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4afbdb03-4828-497b-93ee-4dafa1976c39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093b25a8-57b0-4aad-8321-5e3d3bfe3f01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093b25a8-57b0-4aad-8321-5e3d3bfe3f01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093b25a8-57b0-4aad-8321-5e3d3bfe3f01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f5bd0481-ffd7-419f-828c-14669d6972cc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f5bd0481-ffd7-419f-828c-14669d6972cc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f5bd0481-ffd7-419f-828c-14669d6972cc


2. 近期会议

序号 会议名称
论文收

录情况

召开地

点
会议开始间 链接

1

2020 年生物
技术、临床
医学和图像
处理国际学
术会议
(BCMIP2020)

CNKI 收录
SCI 收录

武汉市 2020-1-12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c
onferenceID=d04beb
b8-6b57-4f53-b9db-f19
8560b7f88

2
2020 北京肿
瘤免疫治疗
大会

CNKI 收录 北京市 2020-3-28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
conferenceID=1168c
0e5-b6c7-4211-b5e2-5
816d014c923

3 2020 精准医
疗峰会

CNKI 收录 北京市 2020-3-28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
conferenceID=6b01b
d15-1dae-48ee-a19a-1c
c69660ecf4

4

2020 第四届
生物信息与
生物医学工
程国际学术
会议

CNKI 收录
EI 收录
ISTP 收录

成都市 2020-7-21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
conferenceID=21755
b1c-151e-4734-80f1-8c
628a5c8a73

注：相关会议信息来自于中国学术会议网 http://conf.cnki.net/

http://conf.cnki.net/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1168c0e5-b6c7-4211-b5e2-5816d014c923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1168c0e5-b6c7-4211-b5e2-5816d014c923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1168c0e5-b6c7-4211-b5e2-5816d014c923
http://conf.cnki.net/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6b01bd15-1dae-48ee-a19a-1cc69660ecf4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6b01bd15-1dae-48ee-a19a-1cc69660ecf4
http://conf.cnki.net/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21755b1c-151e-4734-80f1-8c628a5c8a73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21755b1c-151e-4734-80f1-8c628a5c8a73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21755b1c-151e-4734-80f1-8c628a5c8a73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21755b1c-151e-4734-80f1-8c628a5c8a73
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21755b1c-151e-4734-80f1-8c628a5c8a73
http://conf.cnki.net/


以上数据均由图书馆《学术快报》编辑小组从 CNKI、超星发现

等数据库及网络收集整理而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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