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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我国压力性损伤相关研究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为后续开展与该领域

有关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从 2000 年至 2020 年有关压力性损伤研究的文

献并整理导出，使用 CiteSpace5.7 R4 软件对关键词、作者、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讨论。结果 收集有效文

献 5921 篇，年发文量整体呈增长趋势；压疮、护理、压力性损伤、预防、危险因素等为压力性损伤有关研

究的热点关键词；作者之间的合作密度小，合作关系较浅；研究机构从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东南、中部

和西南地区的一部分研究单位，合作较分散。压力性损伤的有关内容不断细化，丰富了研究内容和研究主

题，提供更多研究方向，值得各研究者、研究机构更进一步的探究。结论 压力性损伤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

医学研究者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随着新版压力性损伤指南的颁布，有关压力性损伤的预防、治疗等方面

得到进一步细化，为今后深入研究压力性损失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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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ressure injury: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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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spot and trend of stress injury related research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Methods The literatures on stress injury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20 were retrieved from CNKI database, and the keyword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by using Citespace5.7R4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5,921 valid literatu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Pressure sores, nursing care, pressureinjury, prevention, 
risk factors and so on are the hot key words of stress injury research.The cooperation density among authors is 
small and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is shallow.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om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southeast, central and southwest regions, and the cooperation is 
relatively scattered.The continuous refinement of the related contents of pressureinjury enriches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topics, and provides more research direc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by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nclusion Stress injury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of 
medical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pressureinjury guidelines,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ressureinjury have been further refined, which provides a broader research topic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pressure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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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性损伤（ pressureinjury），又称压疮

（pressureulcer）或者褥疮，是指长期在垂直性压力

和（或）摩擦力以及剪切力的联合作用下，局部皮

肤组织由于持续性缺血缺氧导致失去正常功能进而

出现的损伤，通常发生于肌层较薄的骨隆突部位[1]。

国内研究表明[2]，医院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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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628%，现患率为 1.579%。对压力性损伤导致的

皮肤深部组织损伤或开放性溃疡护理不当，易增加

二次感染的机会，使患者心理和生理受到不同程度

的伤害，住院时长增加，给患者家庭带来较大经济

压力[3]，而死亡率也可能会随之升高。压力性损伤

是全球性健康一大难题，由于治愈程度较低，其产

生的原因、护理措施、预防、治疗用药和评估量表

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文献计量分析法已广泛应用于医学等其他领域，

如北京中医药大学胡佳卉[4]对中药治疗 2 型糖尿病

进行可视化分析；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李程等

人[5]使用 CiteSpace 对我国近 10 年艾灸护理进行文

献计量分析；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梁玉

丹等人[6]基于 Webof Science 数据库对近 5 年针灸的

研究热点、趋势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国内压力性损

伤领域的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不乏对该领

域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的总结分析。本研究用文献

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方法，了解我国压力性损伤的

研究热点和趋势，为压力性损伤研究提供借鉴和数

据支撑。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选取 2000
年至 2020 年有关压力性损伤的研究文献作为样本

量，使用 CiteSpace5.7R4 软件对压力性损伤相关研

究的文献进行关键词、作者和机构可视化分析[7]，

概述研究热点、方向、趋势为未来深入开展有关压

力性损伤的研究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在正式开展文献计量分析之前，本研究制定了

文献的纳入标准：（1）公开发表于国内期刊的文献；

（2）研究对象为压疮或压力性损伤的治疗、护理、

预防等。本文选择中国知网（CNKI）作为检索来源

数据库。选择高级检索，主题词为“压力性损伤”

OR“压疮”，检索时间设定为 2000 年到 2020 年，

共检索文献 6032 篇，并通过手动的办法清洗数据：

（1）消除由于缩略语使用、合理省略、标点符号区

别等造成数据重复等问题；（2）阅读文献标题和摘

要，剔除与本研究无关文献，包括会议摘要、期刊

通知等，共收集有效文献 5921 篇。将有效文献从

CNKI 中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以 download.txt 命
名存入 input 文件夹，作为本研究数据来源。 

1.2 方法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5.7R4 软件，时间设置为

“2000 到 2020 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 年”，阈

值设置为“Top50”进行可视化分析，记录关键词、

突现关键词、作者和机构信息并绘出相应知识图谱

进行讨论分析。 
2 结果 
2.1 发文量分析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平台，根据已检

索的有效文献，分析 2000-2020 年压力性损伤的相关

研究进展发文量的时间分布情况。从总体来看，发

文量从 2000 年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2007 年

发文量均不足 250 篇，从 2007 年开始发文量迅速增

加，2019 年发文量最多。总体发文量趋势详见图 1。 
2.2 研究热点分析 
在 CiteSpace 分析界面，节点选择关键词进行可

视化分析。共现关键词以圆圈大小为出现频次的高

低反映某一时间段对该关键词的研究热度。如图 2
所示，压疮出现频次最高为 5000 次，其次是护理

1204 次、压力性损伤 690 次、预防 580 次、危险因

素、护理干预、老年患者、老年、糖尿病等均低于

200 次。聚类关键词以“#”开头的红色字体，共有

9 类，展示了 2000 至 2020 年压力性损伤有关研究

中主要关键词的研究热度。主要集中在压力性损伤

产生的危险因素、预防、治疗和伤口护理。各聚类

包括的前五个标签词如表 1。 

 
图 1  2000-2020 年压力性损伤相关研究进展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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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表 1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聚类号 标签 聚类大小 标签词（选取前 5 个） 

#0 压疮 146 压疮；疗效；压力性损伤；治疗；湿润烧伤膏 

#1 护理 108 护理；水胶体敷料；泡沫敷料；骶尾部；脊柱后路手术 

#2 护理管理 102 护理管理；危险因素；icu；护理质量；品管圈；新型冠状病毒 

#3 老年 102 老年；护理；老年患者；护理干预；循证护理； 

#4 预防 99 预防；气垫床；舒适度；减压床垫；翻身 

#5 压力性损伤 98 压力性损伤；压疮；护理对策；风险评估；手术；医疗器械 

#6 效果 60 效果；生活质量；发生率；护理满意度；预见性护理 

#7 braden 量表 35 braden 量表；防治；危险因素评估；waterlow 量表；肿瘤 

#8 机械通气 24 机械通气；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俯卧位通气；卧位 

 
2.3 研究前沿分析 
突现关键词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的被引频

次骤升的词语，用于反映某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和研

究主题或研究趋势。突变强度越高表明在某时间段

该领域有关此关键词的研究文献越多，反之则越少。 
通过对突现关键词分析，本研究得到 23 个突变

强度较高的关键词。如图 3。突变强度以压力性损

伤最高为 235.53，其后依次为品管圈、治疗、护理

满意度、集束化护理、满意度等，综合护理干预最

低为 6.7。值得注意的是，压力性损伤由压疮更名以

来，其研究热度持续上升，是突现时间最长的关键

词，从 2004 年出现，2013 年结束。2000 至 2015 出

现的关键词为治疗、气垫床、疗效观察、碘伏、品

管圈和临床效果。2016 至 2020 年出现的突现关键

词为应用效果、护理满意度、集束化护理、预见性

护理、手术室等，除综合护理干预外，其余突现关

键词均持续到 2020 年，将成为当前或未来一段时间

的研究热点或研究趋势。 
2.4 作者共现分析 
以作者为节点，对压力性损伤的相关研究的作

者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节点数为 N=637，连线

E=640，说明作者间合作程度较浅。具体结果如图 4，
其中蒋琪霞、姜丽萍、王艳、王俊杰、陈慧敏为压

力性损伤相关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蒋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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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50 篇，姜丽萍发表 23 篇，王艳发表 22 篇，王

俊杰和陈惠敏分别发表 13 篇。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

者在开展有关压力性损伤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

分析压力性损伤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治疗和护

理措施，有利于促进压力性损伤理论认识的发展。 
 

 
Keywords Strength Begin End 2000—2020 

治疗 13.47 2004 2013 ▂▂▂▂▃▃▃▃▃▃▃▃▃▃▂▂▂▂▂▂▂ 
气垫床 7.12 2011 2015 ▂▂▂▂▂▂▂▂▂▂▂▃▃▃▃▃▂▂▂▂▂ 

疗效观察 7.58 2012 2014 ▂▂▂▂▂▂▂▂▂▂▂▂▃▃▃▂▂▂▂▂▂ 
碘伏 6.99 2012 2014 ▂▂▂▂▂▂▂▂▂▂▂▂▃▃▃▂▂▂▂▂▂ 
品管圈 13.53 2014 2017 ▂▂▂▂▂▂▂▂▂▂▂▂▂▂▃▃▃▃▂▂▂ 

临床效果 8.88 2015 2018 ▂▂▂▂▂▂▂▂▂▂▂▂▂▂▂▃▃▃▃▂▂ 
应用效果 7 2016 2020 ▂▂▂▂▂▂▂▂▂▂▂▂▂▂▂▂▃▃▃▃▃ 
护理满意度 13.43 2017 2020 ▂▂▂▂▂▂▂▂▂▂▂▂▂▂▂▂▂▃▃▃▃ 
集束化护理 12.94 2017 2020 ▂▂▂▂▂▂▂▂▂▂▂▂▂▂▂▂▂▃▃▃▃ 
预见性护理 11.13 2017 2020 ▂▂▂▂▂▂▂▂▂▂▂▂▂▂▂▂▂▃▃▃▃ 
手术室 8.36 2017 2020 ▂▂▂▂▂▂▂▂▂▂▂▂▂▂▂▂▂▃▃▃▃ 

综合护理干预 6.7 2017 2018 ▂▂▂▂▂▂▂▂▂▂▂▂▂▂▂▂▂▃▃▂▂ 
压力性损伤 235.53 2018 2020 ▂▂▂▂▂▂▂▂▂▂▂▂▂▂▂▂▂▂▃▃▃ 
满意度 12.85 2018 2020 ▂▂▂▂▂▂▂▂▂▂▂▂▂▂▂▂▂▂▃▃▃ 

风险评估 9.81 2018 2020 ▂▂▂▂▂▂▂▂▂▂▂▂▂▂▂▂▂▂▃▃▃ 
生活质量 9.31 2018 2020 ▂▂▂▂▂▂▂▂▂▂▂▂▂▂▂▂▂▂▃▃▃ 
影响因素 8.42 2018 2020 ▂▂▂▂▂▂▂▂▂▂▂▂▂▂▂▂▂▂▃▃▃ 
医疗器械 8.23 2018 2020 ▂▂▂▂▂▂▂▂▂▂▂▂▂▂▂▂▂▂▃▃▃ 

感染 8.11 2018 2020 ▂▂▂▂▂▂▂▂▂▂▂▂▂▂▂▂▂▂▃▃▃ 
预防效果 7.93 2018 2020 ▂▂▂▂▂▂▂▂▂▂▂▂▂▂▂▂▂▂▃▃▃ 
压力性溃疡 7.17 2018 2020 ▂▂▂▂▂▂▂▂▂▂▂▂▂▂▂▂▂▂▃▃▃ 
延续性护理 7.07 2018 2020 ▂▂▂▂▂▂▂▂▂▂▂▂▂▂▂▂▂▂▃▃▃ 
常规护理 7.07 2018 2020 ▂▂▂▂▂▂▂▂▂▂▂▂▂▂▂▂▂▂▃▃▃ 

图 3  突现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图 4 作者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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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机构共现分析 
发文量是评价研究机构在某领域研究影响力高

低的重要指标。选择机构节点进行可视化分析，得

到节点数 N=490，连线数 E=270（密度=0.0022），

反映出图中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分散。 
在有关压力性损伤的相关研究领域，发文量位

于前 8 的机构为复旦大学护理学院、湖北医药学院

附属太和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消化内

科、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

文量依次为 16 篇、12 篇、11 篇、11 篇、11 篇、11
篇、11 篇、10 篇。从图 5 机构可视化图谱可得出，

在有关压力性损伤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强的研究机

构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南的小部分

地区。 

 
图 5 机构可视化图谱 

 

3 讨论 
3.1 结论 
第一，压力性损伤年度发文量稳定增长。关于

压力性损伤研究的最早从1906年开始[8]。2000年起，

国内学者对压力性损伤的研究更重视，各类有关压

力性损伤的研究从不同切入点分析讨论，研究文献

丰富，年度发文量逐渐上升，从 2013 年起到 2015
年有所下降。2019 年最新压疮指南将压疮重新更名

为压力性损伤，新定义明确指出压力性损伤也可能

发生在呼吸道、胃肠道和泌尿生殖道粘膜上、中、

下层，同时强调压力性损伤的产生可能与医疗器械

相关[9]。例如鼻氧管给氧时易导致耳后、面颊和鼻

孔处出现局部压力性损伤。新指南首次将“转运途中

的患者”写入压力性损伤特殊人群；提出可考虑使用

皮下湿度/水肿测量装置作为常规临床皮肤评估的

辅助方法；扩大了器械相关性压力性损伤的范围，

不局限于医疗器械导致的压力性损伤，也包括手机、

笔等日常用品导致的局部压力性损伤。压力性损伤

的定义范围、特殊人群等进一步细化，涉及的方面

更细更广，为研究人员提供更为广泛的研究方向[9]。 
第二，在探究如何治疗和预防压力性损伤的过

程中，出现众多研究热度较高的关键词。如压力性

损伤、治疗、满意度、品管圈、集束化护理等。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品管圈和集束化护理在护理工作中

的应用，品管圈（QCC）是由相同、相近或互补性

质的工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组成数人一圈的小圈

团体，通过管理或改善工作场所提高护理工作质量

的一种工作方法[10]。集束化护理是指针对临床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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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患的一类具有循证基础的治疗和干预措施[11]。

以上两种方法在压力性损伤护理中的临床应用具有

重要意义。此外，从关键词知识图谱中，得出压力

性损伤的风险评估、危险因素、常规护理、延续性

护理以及压力性损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目前的主要

研究热点和研究方向。与压力性损伤护理有关的还

涉及微环境的处理，据研究表明改善微环境中体温、

体表和环境湿度的改变给压力性损伤带来的结果，

并提出微环境的监测方法以及改善微环境的策略[12]。 
第三，作者、机构之间合作交流不深入，合作

程度较浅。研究机构以主要分布于东南地区、中部

地区和西南的小部分地区，以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为该领域的高发文量机构。蒋琪

霞、姜丽萍、王艳等作者密切关注与压力性损伤有

关的研究进展。 
总而言之，压力性损伤仍然是国内外医学研究

者的研究热点，国内期刊发文量也呈增长趋势。生

活质量、风险评估、危险因素、满意度、延续性护

理、集束化护理等相关关键词的文献也在逐渐增加。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压力性损伤的有关内容不断细

化，丰富了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值得各研究者、

研究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3.2 展望 
压力性损伤的研究前沿和研究趋势。关键词治

疗从 2004 年开始出现，持续到 2013 年，为关键词

图谱中出现时间最长的关键词。随着 2009、2014 年

压疮新指南和 2016、2019 年压力性损伤新指南的出

版，更多有关压力性损伤的内容不断细化到深处，

关于压疮的关键词也随着压力性损伤指南的出现发

生了一定迁移，出现了更多具有研究价值的关键词，

更多研究热点和研究主题得到丰富。关于压力性损

伤的治疗、风险评估和产生因素仍然是目前或今后

的研究热点，作者和机构之间要加强合作交流，不

断深化合作研究才能探索更有价值的内容。 
4 小结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压力性损伤的相

关研究文献进行特征性分析，绘制关键词、作者、

机构的知识图谱，对今后深入开展压力性损伤的相

关研究具有实际意义。由于 CiteSpace 中文文献数据

库仅支持 CNKI 题录格式的转换，故本次研究仅对

CNKI 题录进行检索，存在文献不全的情况。今后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需扩大检索范围，以提高研究结

果的准确性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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