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研究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６ 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１６Ｄ０２４)ꎮ
【作者简介】 　 邱凤霞(１９８２－　 )ꎬ女ꎬ湖南常德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学校体育与健康促进ꎮ
【通讯作者】 　 孙国涛ꎬ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ｔａｏｓｕｎ５２０＠ １６３.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４

中国学校卫生领域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演化知识图谱研究

邱凤霞１ꎬ孙国涛２ꎬ杜光友２

１.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ꎬ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ꎻ２.长江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目的　 直观揭示中国学校卫生领域研究的微观与宏观结构ꎬ为探寻相关研究领域热点夯实基础ꎮ 方法　 基

于 ＣＮＫＩ 检索主题“学校卫生”或含“儿童青少年卫生”或含“儿少卫生”ꎬ同时满足策略“精确”、时间“不限”、期刊来源类

别“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ꎬ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ꎮ 运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ａｔｉ 软件统计分析中国学校卫生领域 ８６４ 篇

高水平期刊论文研究现状ꎬ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绘制领域的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知识图谱ꎮ 结果　
中国学校卫生领域研究呈波浪型增长态势ꎬ«中国学校卫生»刊载量最大(７５７ 篇)ꎬ马军、陶芳标、王智勇、刘伟、段佳丽、徐
勇等是高产作者ꎬ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大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高产机构ꎮ 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均比较松散ꎬ段佳丽等、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

生研究所等分别组成最大合作共同体ꎮ 现状、监督、农村、管理、监测、健康教育、流行病学、营养、环境卫生、传染病、常见

病、影响因素等是领域研究热点ꎮ 结论　 儿童少年健康危险行为、中小学环境卫生监测与传染病流行病学、学校卫生人员

现状调查、儿童少年营养卫生与常见病防治、农村学校卫生监督与健康教育对策、学校卫生管理模式是研究的热点主题ꎬ儿
少伤害预防、网络成瘾、身心健康促进是前沿方向ꎮ 应强化跨界交流与合作ꎬ带动区域协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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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卫生起源于 １８ 世纪欧洲ꎬ而我国始于辛亥革 命前ꎬ当时«同文馆章程六条» «癸卯学制» «学务纲

要»中均有明确规定[１] ꎮ １９２９ 年“学校卫生委员会”、
«学生健康检查规则»是最早的行政管理专门机构与

政策法规文件之一[２] ꎮ 新中国学校卫生工作经历了

发展初期、停滞期、快速发展期ꎬ并在学科发展、体系

建设、健康监测、 疾病防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３－４] ꎮ 儿童青少年健康不仅是全民健康的基础ꎬ也

７６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是学校卫生工作的宗旨与主要任务ꎮ 深入分析我国

学校卫生领域的研究全景ꎬ能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

参考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儿童少年卫生(或儿少卫生)也称为

学校卫生[４] ꎬ本研究基于 ＣＮＫＩ 检索主题“学校卫生”
或含“儿童青少年卫生”或含“儿少卫生”ꎬ同时满足策

略“精确”、时间“不限”、期刊来源类别“核心期刊”
“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ꎬ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共
检索到文献 １ ３２９ 篇ꎮ 下载对应格式的参考文献后ꎬ
逐一剔除征稿征订、会讯、稿约、索引、导读、无单位、
无作者、增刊、主题不符及重复文献等ꎬ最终获得 ８６４
篇论文为研究对象ꎮ
１.２　 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ａｔｉ ３.２ 统计分析纳入论文

的期刊载文量、年度发文量、作者发文量与机构发文

量ꎬ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３.８.Ｒ１(３２－ｂｉｔ)]
绘制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时
区视图以及该领域知识流变的突现关键词ꎬ最后在专

家指导下解读各知识图谱ꎮ 在绘制知识图谱前对原

数据进行了规范化关键词的预处理ꎬ在不改变词义基

础上进行归并(主要是将“知识、态度、行为以及 ＫＡＰ”
归并为“知信行”ꎬ“肥胖”归并为“肥胖症”ꎬ“创伤和

损伤”归并为“伤害”ꎬ“策略、措施” 归并为“对策”ꎬ
“因素分析”归并为“影响因素”ꎬ“农村人口”归并为

“农村”ꎬ“生长和发育”改为“生长发育”)ꎬ在反复操

作关键词共现的不同阈值后ꎬ最终删除与主题高度相

关的关键词“学校卫生” “学校” “学生”ꎬ聚类效果最

为理想ꎮ 软件操作及各阈值设置如下:时间切片(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选择为 ３ 年ꎬ网络设置(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中节点先后选择作者(ａｕｔｈｏｒ)、机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关键

词(ｋｅｙｗｏｒｄ)ꎬ而选择标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中作者、
机构的阈值选择(ｃꎬｃｃꎬｃｃｖꎬ即频次、共现频次、共现率

其阈值插值作者设置为(３ꎬ２ꎬ１５ꎻ３ꎬ２ꎬ１５ꎻ３ꎬ２ꎬ１５)ꎬ机
构设置为(２ꎬ２ꎬ１５ꎻ２ꎬ２ꎬ１５ꎻ２ꎬ２ꎬ１５)ꎬ关键词选择(Ｔｏｐ
Ｎ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每个切片出现次数最多的 ３０ 个词ꎬ生成图

谱的模块性指数 Ｑ 值为 ０.５２ꎬ轮廓性指数 Ｓ 值为０.５６ꎬ
符合社团结构显著、聚类合理的指标要求[５] ꎮ 网络修

剪(ｐｒｕｎｉｎｇ)中均选择最小生成树精简算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ꎬ ＭＳＴ)ꎮ 为了增加图谱的可识性ꎬ节点

字体大小选择一致化ꎬ其余为系统默认ꎮ

２　 结果

２.１　 年度发文量　 由图 １ 可见ꎬ我国学校卫生领域的

研究成果数量呈波浪型发展趋势ꎬ整体处于增长态

势ꎮ 其中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出现连续 ３ 年下降趋势ꎬ２００６
年仅 １１ 篇ꎬ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则相反ꎬ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７３

篇的发文量最大值ꎮ 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 年发文量处于线性趋

势线下ꎬ但在“大健康”和“大卫生”理念的社会背景

下ꎬ随后的学校卫生领域高水平研究成果存在增长的

可能ꎮ

图 １　 学校卫生领域的年发文量趋势

２.２　 期刊载文量　 ８６４ 篇高水平论文刊载在 ４８ 本核

心期刊上ꎬ刊物涉及的主要领域为卫生学、预防医学

等ꎮ 其中载文量在 ２ 篇及以上的核心期刊共 １１ 本ꎬ
«中国学校卫生»的刊载量占发文总量的 ８７.６２％ꎮ 期

刊载文数量排序前 ４ 名的刊物及篇数分别是«中国学

校卫生»７５７ 篇ꎬ«现代预防医学»２７ 篇ꎬ«中国公共卫

生»２２ 篇ꎬ«中国卫生统计»５ 篇ꎮ
２.３　 作者及机构发文量 　 ８６４ 篇高水平期刊论文由

７２７ 名作者(第一作者)发表ꎬ发文 ２ 篇及以上 ８１ 人ꎬ３
篇及以上 ２３ 人ꎮ 发文数量排序前 ５ 名的作者及篇数

为马军 １５ 篇ꎬ陶芳标 ８ 篇ꎬ刘伟与王智勇各 ６ 篇ꎬ唐锡

麟与徐勇各 ５ 篇ꎮ 全部署名作者发文 ５ 篇及以上共有

２０ 人ꎬ其中马军 １８ 篇ꎬ陶芳标 １４ 篇ꎬ王智勇 １１ 篇ꎬ段
佳丽 ９ 篇ꎬ张欣与陈晶琦各 ８ 篇ꎮ 全部署名机构发文

量 ４ 篇及以上共 １８ 家ꎬ其中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

研究所 ３５ 篇ꎬ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２５ 篇ꎬ安徽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１２ 篇ꎬ辽
宁省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９ 篇ꎬ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８ 篇ꎬ位于前 ５ 位ꎮ
２.４　 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作者合作图谱见图 ２ꎮ 网

络密度为 ０.０３ꎬ在发文 ３ 篇且合作发文 ２ 篇的阈值下ꎬ
段佳丽、王观等 ９ 人组成我国学校卫生领域最大的学

术共同体ꎮ 另外ꎬ以高仙、林蓉为代表的 ５ 人合作团体

２ 个ꎬ３ 人团队 ２ 个ꎬ２ 人合作团体 ６ 个ꎮ 陶芳标等学

者发文较多ꎬ但长期稳定合作的团队较少ꎮ 从图谱中

节点的首次合作时间看ꎬ该领域绝大部分的合作均出

现在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最早是高伟与师鉴的合作出现在

２００８ 年ꎮ
２.５　 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机构合作知识图谱见图 ３ꎬ
网络密度仅为 ０. ０１ꎬ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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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５ 个机构构成学校卫生领

域最大机构合作共同体ꎮ 此外ꎬ仅存有 ６ 组两两合作

的机构ꎮ 从地理位置看ꎬ７ 个合作团体均属于我国同

一区域或者同一单位ꎮ 除 １９９８ 年浙江省卫生防疫站

组成的两两合作外ꎬ其余合作团体首次合作时间均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ꎮ

图 ２　 学校卫生领域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图 ３　 学校卫生领域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２.６　 研究热点知识图谱与聚类结果　 关键词是论文

主题的高度概括与提炼ꎬ若其在文献中反复出现则可

视为某领域的研究热点[６] ꎮ 我国学校卫生领域高频

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显示ꎬ中小学、现
状、中小学生、调查、监督、农村、管理、监测、健康教

育、视力、营养、评价、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环境卫生、
肥胖症、对策、传染病、体格检查、常见病、影响因素等

关键词出现频次及其中心性相对较高ꎬ可视为本领域

研究的热点主题ꎮ 聚类结果显示ꎬ我国学校卫生领域

研究热点表现为 ６ 个方面:聚类 １ 主要包括管理、工
作、问题、模式、实践、回顾、改革等ꎻ聚类 ２ 主要包含关

键词监督、农村、健康教育、评价、对策、卫生保健、小
学、健康促进学校、试点县等ꎻ聚类 ３ 主要包含中小学

生、视力、营养、肥胖症、体格检查、患病率、常见病、生
长发育、小学生、体会、防治、实施等ꎻ聚类 ４ 主要包含

现状、调查、校医、卫生人员、保健教师、需求、中学、学
校卫生工作条例、建设等ꎻ聚类 ５ 主要包含中小学、监
测、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传染病、突发事

件、学生保健服务、评估、干预等ꎻ聚类 ６ 主要含大学

生、影响因素、中学生、青少年、儿童、知信行、危险行

为、伤害、心理健康、网络、体质健康等ꎮ 见图 ４ꎮ

图 ４　 学校卫生领域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２.７　 研究前沿演化知识图谱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ꎬ研究

前沿可由施引文献中突现词来体现ꎬ而时区视图是从

时间维度上展示知识演进的视图[５] ꎮ 本研究将两者

结合起来探讨领域研究前沿的演进趋势ꎬ图 ５ ~ ６ 显

示ꎬ我国学校卫生领域早期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农村学

校卫生工作现状调查ꎬ重点是学生卫生保健服务与卫

生人员现况ꎬ同时注意监督与监测ꎬ随后关注于青少

年膳食营养、常见病防治、生长发育评价等ꎬ进而重视

传染病流行病学特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青少年健

康需求与干预、健康危险行为与知信行调查下健康教

育ꎬ教学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各体系建设同样备受关

注ꎬ而当前研究前沿主题是学生伤害预防、网络成瘾、
儿童身心健康ꎮ

图 ５　 学校卫生领域知识演进的时区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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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学校卫生领域突现关键词

３　 讨论

我国学校卫生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年度发文

呈波浪型增长态势ꎬ“大卫生”和“大健康”时代为未来

创造了一定增长空间的可能ꎮ «中国学校卫生»是该

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与学术成果展示平台ꎬ马军、
陶芳标、王智勇、刘伟、段佳丽、徐勇、张欣等学者发文

较多ꎬ对推动本领域研究发展功不可没ꎮ
该领域的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均不太紧密ꎬ前者

存在合作团队少、以同事和师生合作为主、首次合作

相对较晚的局面ꎬ后者的合作仅限同地区或同单位ꎮ
提示应该多加强跨地区、跨机构甚至是跨专业之间的

合作ꎬ尤其要带动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发展ꎮ
我国学校卫生领域的研究热点依聚类结果可归

纳为 ６ 个方面:(１)儿童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研究ꎮ 研

究大多集中于对其监测和影响因素探讨[７] ꎬ国内评价

工具主要是汲取美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

(ＹＲＢＳ)经验而修订的包含非故意伤害、故意伤害、物
质成瘾、精神成瘾、传播性疾病和意外妊娠、不良饮

食、体力活动缺乏的 ７ 类指标体系ꎬ主要受自我创造危

险因素和基于学校环境、家庭背景、地区经济水平的

外在生活环境因素共同影响ꎬ“学校—家庭—社会”联

防改善环境、生活技能为主教育干预、发挥健康促进

学校平台作用应对策略[８] ꎮ (２)中小学环境卫生监测

与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ꎮ 研究多以国家颁布的学校

卫生标准为参照ꎬ对全国各类学校教学环境和设备卫

生进行抽样调查监测ꎮ 学校传染病多集中在丙类传

染病ꎬ以呼吸道与肠道传染病为主ꎬ农村小学居多ꎬ具
有季节性[９－１０] ꎮ 学校场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发

地ꎬ应加强监测与联合防控ꎬ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

系[１１] ꎮ (３)学校卫生人员现状调查ꎮ 目前中小学专

职校医配备未达国家标准ꎬ城乡、区域、不同类型与规

模学校存在显著差异[１２] ꎬ而我国中小学卫生人员聘任

存在多种模式、地区差异ꎬ传统与创新模式应结合起

来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新趋势[１３] ꎮ 工作条件与待遇

以及职业发展空间都是维持稳定发展的主要方面[１４] ꎮ
(４)儿童少年营养卫生与常见病防治研究ꎮ 儿少营养

卫生与儿童生长发育息息相关ꎬ研究多见于体质量指

数、营养状况、饮食习惯、饮食卫生等调查评价与干

预ꎬ健康教育、运动、营养及行为综合干预能起到良好

促进作用[１５] ꎮ 近视与视力不良、肥胖与营养不良等受

到普遍关注ꎬ提升法规政策执行力、加强监测与预防、
探寻新特征与发生原因等皆是有效措施ꎮ (５)农村学

校卫生监督与健康教育对策ꎮ 我国农村学校是卫生

薄弱地区ꎬ需要对监督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健康知信

行的持续关注ꎮ 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成

效得益于领导重视、政策制度体系完善等ꎬ当前更应

增强政治观念、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创新工作

模式、形成良好社会合力ꎬ助力“健康中国” 建设[１６] ꎮ
(６)学校卫生管理模式ꎮ 我国早期学校卫生主要由卫

生部、体委、教育部联合管理ꎬ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机构重组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ꎬ
形成了行政管理、监督管理、专项管理各司其职的管

理体系[３] ꎮ 美国“综合性学校卫生计划 ＣＳＨＰ”经过拓

展与完善ꎬ发展到基于“医教结合”思路的“完整学校、
完整社区、完整儿童 ＷＳＣＣ”模式[１７] ꎬ成功经验值得借

鉴学习ꎮ
不同时期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有所不同ꎬ受益于

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政策法规不断完善、领域标准与

体系逐步建立等ꎮ 研究对象由农村中小学(含卫生人

员)逐步覆盖到中专、高校、职校等各级各类学校ꎬ
２０１１ 年城市范围学校也受到重点关注ꎬ而当前对儿

童、幼儿的关注使本领域研究对象呈年龄前移趋势ꎮ
研究方法呈现由调查统计和身体检测的方法转移到

流行病学研究ꎬ而后到多学科综合研究ꎬ逐渐发展为

健康教育与综合干预的实践研究ꎬ针对性不断增强ꎮ
图谱还显示ꎬ早期研究以 １９９０ 年颁布的«学校卫生工

作条例» 为依据ꎬ研究内容集中在健康监测、卫生习

惯、卫生条件、常见病与传染病防治、管理监督等方

面ꎮ 社会发展下学生健康问题以及工作管理模式等

均发生了变化ꎬ应重新修订以适应时代需求ꎮ 健康促

进学校在我国学校卫生领域的健康政策、健康技能、
健康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从 １９９５ 年启动至

今ꎬ也暴露出针对学生需求的健康活动、健康环境的

改善、健康教育课程的质量等是薄弱环节ꎬ符合区域

特点与经济发展水平、规范建设标准、强化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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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监测等是努力方向[１８] ꎮ 我国系列学校健康教育法

规文件的颁布使学校健康教育内容得到不断丰富、规
范ꎬ体现在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教育内容差异与适应

性ꎬ突发性传染病、心理健康教育、中医药文化等也充

实了其内容ꎬ保障课时设置、师资队伍、配套教材ꎬ多
方配合政策、 学校绩效考核评价等都是发展的需

要[１９] ꎮ 学校卫生标准是学校卫生法规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执行工具ꎬ诸多标准实施以来有效改善了我国学

校卫生状况ꎬ是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ꎬ未
来还需要扩大人群与覆盖范围、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

卫生体系与心理发展评价标准、增加健康促进与健康

管理技术标准等[２０] ꎮ 随着科技进步与网络流行ꎬ我国

中学生网络成瘾较为普遍、呈流行趋势[２１] ꎬ家庭、学
校、社会应该予以重视ꎬ积极引导、有效防治ꎮ 当前ꎬ
健康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ꎬ为我国学校卫生带来良好

发展机遇ꎬ应当紧扣国家政策要点ꎬ进一步完善法律

法规、强化组织管理ꎬ加强学校卫生工作协调机制与

网络监测平台建设ꎬ推进健康学校建设ꎬ建立我国青

少年主要健康指标体系ꎬ强化儿少身心健康综合技术

研究等[２２－２３] ꎮ
本领域核心期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

权威性ꎬ但在关键词使用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规范问

题ꎬ建议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格式、规范要求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绘制的知识图谱能直观展示我国学校卫生

领域的知识单元结构与演化ꎬ在模块性和轮廓性指数

符合基本要求的前提下ꎬ需要在相关领域专家指导下

选择最为恰当的结果进行正确解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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