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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交叉韧带重建后康复训练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李志帅 1，张红倩 2，刘建全 1，张翰坤 1，李  丽 1

文题释义：
CiteSpace软件：是美国德雷克塞尔(Drexel)大学陈超美博士团队运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软件，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

于网络图谱。

前交叉韧带：又称前十字韧带，位于膝关节内，连接股骨与胫骨，主要作用是限制胫骨向前过度移位，它与膝关节内其他结构共同作用，

来维持膝关节的稳定性，使人体能完成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下肢动作。

摘要

背景：前交叉韧带损伤和重建手术的数量逐年增高，前交叉韧带重建后患者恢复活动和运动的安全性、速度，主要取决于科学的康复方案。

目的：应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并结合相关研究证据，探讨近11年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后运用的研究现状、

研究热点及趋势，以期后续对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思路和借鉴。

方法：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文献来源，检索2010-2020年以康复训练与前交叉韧带重建研究为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绘制及可视化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共纳入323篇文献，近11年该领域发文量及总被引频数呈稳步增长。②共101种期刊发表了该领域相关文章，收录

期刊研究领域集中在运动科学、康复、整形外科及手术领域，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期刊是《KNEE SURGERY SPORTS TRAUMATOLOGY 
ARTHROSCOPY》。③发文数量排名前3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意大利、中国，排名前3的研究机构为特拉华大学、肯塔基大学、俄亥俄州立

大学，其中来自美国的特拉华大学发文量与中心性居于榜首，发文最多的作者及团队是来自该大学的健康科学学院物理治疗系教授LYNN 
SNYDERMACKLER团队，在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④共被引文献分析发现，频次前5的文献涉及的主题包括：前交叉韧带重建后回归运

动水平的时机、评价指标、膝关节功能状态及影响因素，基于多学科共识的康复实践指南和二次损伤的风险率研究及其相关干预措施等。

⑤关键词分析表明，前交叉韧带重建后康复训练方案、回归运动、二次损伤等方面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内容。⑥上述结果表明，康

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后的相关研究在近11年来呈上升趋势，该领域关注点由关节局部功能情况逐渐向个体社会参与角度转变，研究方

向由最初的具体康复方法的探讨逐渐向指导回归运动、避免二次损伤等方向发展，制定安全重返运动的标准/准则的相关研究将成为该领

域今后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康复训练；前交叉韧带重建；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膝关节；CiteSpace；前交叉韧带；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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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结果分析：

(1) 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相关研究

在近 11 年来呈上升趋势。

(2) 该领域关注点由关节局部功能情况向个体社

会参与角度转变，研究方向由最初的具体康复方

法的探讨逐渐向指导回归运动、避免二次损伤等

方向发展，制定安全重返运动的标准 / 准则的相

关研究将成为该领域今后的发展趋势。

文章特点—

△应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

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并结合相关研

究证据，探讨近 11 年康复训练

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运用的研

究现状、研究热点及趋势，以期

后续对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研究和

临床治疗提供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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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前交叉韧带损伤和重建手术的数量逐年增高，严重困扰着

患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每年约有 200 000 例前交叉韧带断裂
[1-2]

，

尤其发生于涉及跳跃、着陆、侧屈及旋转等复合动作的体育项

目里。前交叉韧带重建是目前公认的有效治疗手段，然而术后

常遗留膝关节不稳定、继发性半月板和软骨损伤
[3-4]

、本体感觉

和平衡丧失
[5]
、股四头肌力量不对称以及生物力学改变

[6-7]
。因

此功能性修复重建不仅表现在手术中，术后针对膝关节功能康

复的研究也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领域
[8]
。然而目前其相关

研究繁杂不一，现有的研究进展分析多见于文献综述和计量研

究，缺乏系统性的全景分析。

CiteSpace 软件是美国德雷克塞尔 (Drexel) 大学陈超美博士

团队运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软件，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的演

进历程集中展现于网络图谱
[9]
，目前已逐步应用于国内外的科

研工作中。因此，文章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 11 年康复训练

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进行阐述检测

分析，综合科学知识图谱及数据结果了解该领域的应用概况，

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提供思路和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来源   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检索。

检索式：TS=(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OR ACL  
reconstruction) AND T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R rehabilitation 
exercise)，检索时间跨度 2010-2020 年，最终检索及下载时间

2021-04-24，检索语种设定为“English”，文献类型限制为

“Article”，去重后最终纳入 323 篇符合要求的文献。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处理   将纳入文献设定为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以

纯文本形式导出，并命名为“download_1-323.txt”，应用 Cite 
Space5.7.R2 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来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Li, MD, Attending physicia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Qingdao 
266405,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incidence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and the need for surgical reconstruc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safety and speed of 
activity and movement recovery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mainly depend on a scientific rehabilitation program.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11 years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 using the CiteSpace software, attempting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eatment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METHODS: The Web of Science (SCI-Expanded, SSCI, CCR-Expanded, IC)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was retrieved for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and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published from 2010 to 2020.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using CiteSpace 
were subsequently conduc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total of 323 papers were included, 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nd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in this field increased 
steadily in the past 11 years. A total of 101 journals have published articles related to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fields of the included journals are concentrated in 
sports science, rehabilitation, plastic surgery, and surgery, KNEE SURGERY SPORTS TRAUMATOLOGY ARTHROSCOPY is the journal that has the most publications. 
The top thre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are the United States, Italy, and China, and the top three institutions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are Univ 
Delaware, Ohio State Univ, and Univ Groningen. Univ Delaw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ps the list in terms of article amount and centrality. The team led 
by Lynn Snydermackler, a professo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at the Univ Delaware, that has the most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field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Literature co-cit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e topics involved in the top five literatures include the timing of returning to sport 
level, evaluation indexes, knee joint function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guidelines based on multidisciplinary consensus, risk rate 
of secondary injury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interventions. Keywords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esearch o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lan, return to sport and secondary injury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s a hot topic in this field. All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relevant research o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11 years. The focus in this field has 
bee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local function of the knee joint to individual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initial 
discussion of specific rehabilitation methods to guiding return to sport and avoiding secondary injury.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guidelines for safe return to 
sport will be a future trend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hotspot; visualization analysis; knee joint; CiteSpac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Funding: Shandong Provincial Medicine and Healt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lan, Nos. 202020011222 (to LZS) and 202020011232 (to LL); Shandong Provi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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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ZS, ZHANG HQ, LIU JQ, ZHANG HK, LI L.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on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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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结构关系，进而呈现学科知识领域的发展脉络
[9]
。

1.2.2   参数设置   时区分割 (Time Slicing) 设定为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默认“1”年为 1 个时区分割；主题词术语来源

(Term Source) 默认全选；节点类型 (Node Type) 分别选择国家、

机构 、作者及关键词等作共现分析，选择作者、文献、出版物

作共被引分析；阈值设置选择 Top N=50；剪裁方式 (Pruning) 中
作者与机构科学合作网络分析选择：Pathfinder；国家合作与期

刊共被引分析选择：None；关键词共现、作者和文献共被引分

析选择最小生成树精简算法 (Minimum Spanning Tree)。
1.3   主要观察指标   综合可视化图谱及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

文献计量学功能对发文量、期刊、作者、机构、国家、关键词

及高被引文献进行讨论分析。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分布情况   
2.1.1   发文量统计   在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

建术后的相关研究年发文量及被引频次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9 年发文量最多，达 46 篇。应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创

建引文报告功能分析，被引频次总计 5 304 次，H 指数 38，每

篇平均被引 16.47 次，见图 1。
2.1.2   期刊分布   在 2010-2020 年，共 101 种期刊发表了该领域相

关文章，合作网络见图 2。表 1 列出了发文量前 5 的期刊，研究

领域为整形外科、运动科学、康复、手术，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期

刊是《KNEE SURGERY SPORTS TRAUMATOLOGY ARTHROSCOPY》，占

比达 10.22%。中心性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指标，取值

为 0-1，中心性越高表示影响力越大，中心性值≥ 0.1 时说明该

节点是关键点。

   表 2 列出了中心性及共被引排名前 5 的期刊，期刊《BMC 
MUSCULOSKEL DIS》中心性最强，《AM J SPORT MED》被引频次

最高，说明在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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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家分布   2010-2020 年，共有 48 个国家 / 地区发表该领

域的相关研究，合作网络见图 3，共得到 48 个节点，89 条连线，

各国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按发文数量排名前 5 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意大利、中国、

澳大利亚、英国。中心性前 5的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意大利、

德国、中国。美国以发文量 (144) 及中心性 (0.49) 最高居于榜首，

在此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中国发文量虽排第 3 位，但中心性相

对偏低，中国与突尼斯、卡塔尔、日本、法国、比利时等国家

合作较为密切，见图 3。
发文数量和中心性排名前 5 的国家，见表 3。

2.3   机构合作   在过去 11 年中共有 566 个机构涉及该领域的研

究，集中于各国大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详见图 4。

图注：图 A 为发文量统计图；B 为被引频次统计图

图 1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的研究年发文量及被引频次统计

图注：共得到 48 个节点，89 条连线，图中圆圈代表国家，圆圈大小对

应该国家发文量，圆圈越大表示合作发文量越多，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国

家间的合作关系，粗细表示合作紧密程度，连线越多越粗代表与其他国

家合作越密切。外圈颜色代表中心性，含有深色外圈的国家中心性高

图 3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国家合作图谱

图注：图中共有 149 个节点，1 003 条连线，图中圆圈代表期刊，圆圈

越大表示期刊共被引频次越高。连线代表期刊之间合作，连线越多代表

合作越紧密。外圈颜色代表中心性，含有深色外圈的期刊中心性高

图 2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期刊共被引图谱

图注：共 566 个节点，1 129 条连线。每个节点对应 1 个机构，节点大

小表示该机构的发文量，连线代表机构间的合作关系，连线颜色代表机

构合作起始时间，粗细表示合作紧密程度

图 4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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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的研究主要来源期刊及研究领域

期刊 发文量 ( 篇 ) 百分比 研究领域

KNEE SURGERY SPORTS 
TRAUMATOLOGY ARTHROSCOPY

33 10.22% 整形外科、运动科学、

手术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5 7.74% 整形外科、运动科学

JOURNAL OF ORTHOPAEDIC SPORTS 
PHYSICAL THERAPY

19 5.88% 整形外科、康复、运

动科学

JOURNAL OF ATHLETIC TRAINING 13 4.03% 运动科学

PHYSICAL THERAPY IN SPORT 11 3.41% 康复、运动科学

表 2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的共被引及中心性排名前 5 位的期刊

共被引期刊 中心性 共被引期刊 共被引频次

BMC MUSCULOSKEL DIS 0.19 AM J SPORT MED 296
J ORTHOP RES 0.10 KNEE SURG SPORT TR A 251
SPORTS MED 0.09 J ORTHOP SPORT PHYS 242
BRIT J SPORT MED 0.08 J BONE JOINT SURG AM 192
J SPORT REHABIL 0.08 MED SCI SPORT EXER 187

表 3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发文量及中心性排名前 5 位的国家

国家 中心性 国家 发文量 ( 篇 )

美国 0.49 美国 144
英国 0.35 意大利 18
意大利 0.22 中国 18
德国 0.17 澳大利亚 16
中国 0.12 英国 15

表 4 列出了发文数量及中心性排名前 5 的机构。发表文章

数量前 5 的机构为特拉华大学、肯塔基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

密歇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就中心性而言，排名前 5 的机构

依次为特拉华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肯塔基

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2.4   作者分布   在统计的作者合作网络图 5 中，可见近 11
年来共 1 298 个作者参与了该领域的研究，表 5 显示出中 

发文数量前 5 的作者依次为 LYNN SNYDERMACKLER(23 篇 )、 

TIMOTHY E HEWETT(9 篇 )、LINDSEY K LEPLEY(9 篇 )、RIANN M 
PALMIERISMITH(9 篇 )、MAY ARNA RISBERG(9 篇 )。其中发文量

最多的作者来自特拉华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物理治疗系的教授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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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SNYDERMACKLER，他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康复领域涉及

的研究主题有渐进式运动疗法和振动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

后的效果、基于步态生物力学的肢体对称性分析、患者结局评

估等
[10-15]

。

图 6 和表 6 显示出中心性和共被引频次最多的 5 个作者。

共被引频次前 3 位是 TEGNER Y，AGEBERG E，WOO SLY。中心

性排名前 3 位是 SHELBOURNE KD，PATERNO MV，MYER GD。
2.5   研究热点分析   
2.5.1   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是 1 篇文献被 2 篇或多篇文

献同时引用
[16]
，基于共被引文献的共现分析和突现分析，可预

测该领域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及趋势。运行 CiteSpace 得到共被引

文献知识图谱，见图 7；共被引次数排名前 5 文献
[7，17-20]

，见表

7；共被引文献突现强度排序，见图 8。其中来自挪威一个康复

研究中心 (NAR) 的学者 Grindem H 被引频次最高，达 37 次，其

文章在 2018 和 2019 年均被引用 11 次，详见表 7。文献共被引

突现分析可展现一段时间内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图 8 和表 8
列出了突现强度前 10 的被引文献，依次为参考文献

[7，17-25]
，其

中近 3 年有 5 篇文献，且突现强度排名靠前。

表 4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发文量及中心性排名前 5 位的机构

机构 中心性 机构 发文量 ( 篇 )

特拉华大学 0.05 特拉华大学 25
俄亥俄州立大学 0.05 肯塔基大学 12
格罗宁根大学 0.03 俄亥俄州立大学 10
肯塔基大学 0.02 密歇根大学 9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0.02 格罗宁根大学 8

表 5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发文量及中心性排名前 5 位的作者

作者 国家 中心性 作者 国家 发文量
( 篇 )

LYNN 
SNYDERMACKLER

美国特拉华大

学

0.01 LYNN 
SNYDERMACKLER

美国特拉华

大学

23

TIMOTHY E 
HEWETT

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

0.01 TIMOTHY E 
HEWETT

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

9

ALLI GOKELER 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医学中心

0.01 LINDSEY K LEPLEY 美国肯塔基

大学

9

ADAM S LEPLEY 美国托莱多大

学

0.01 RIANN M 
PALMIERISMITH

美国密歇根

大学

9

STEPHANIE L DI 
STASI

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

0.01 MAY ARNA 
RISBERG

挪威运动科

学大学

9

表 6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中心性及共被引次数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

共被引作者 中心性 共被引作者 共被引次数

TEGNER Y 0.24 SHELBOURNE KD 77
AGEBERG E 0.14 PATERNO MV 77
WOO SLY 0.13 MYER GD 72
KEAYS SL 0.12 ARDERN CL 71
SHELBOURNE KD 0.11 BEYNNON BD 67
CHMIELEWSKI TL 0.11 FITZGERALD GK 65
FRIDEN T 0.11 RISBERG MA 62
PALMIERI-SMITH RM 0.10 PALMIERI-SMITH RM 60
KVIST J 0.10 WILK KE 60
THOMEE R 0.10 KVIST J 54

图注：共形成 1 298 个节点，3 847 条连线，每个节点代表相应的作者，

字体大小代表该作者的发文量，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与其他作者间的合作

关系，连线越多代表与其他作者合作越密切。外圈代表中心性

图 5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研究

作者合作图谱

图注：共有 1 365 个节点，1 297 条连线。其中节点代表共被引文献，

圆圈越大表示文献被引次数越多，连线代表文献之间的共被引情况。外

圈代表文献中心性

图 7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文献共被引图谱

图注：共有 357 个节点，701 条连线。其中节点代表共被引作者，圆圈

越大表示作者被引次数越多，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共被引情况。外圈代

表作者中心性

图 6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研究

作者共被引图谱

图注：蓝色线条代表突现年份，红色线条表示该共被引文献出现到结束

的时间。突现强度前 10 的共被引文献

图 8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共被引文献突现强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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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1，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指标，若其≥ 0.1 说明

中心性较高。中心性前 3 的关键词依次是：stability( 稳定性 )、
sport( 体育运动 )、tendon( 肌腱 )。除去与主题相关的关键词：

rehabilitation( 康复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前交叉韧带 )，
频次前 3的关键词为 injury(损伤 )、return(回归 )、strength(力量 )，
详见表 9。

表 7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共被引次数排名前 5 位文献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

共被引

次数

文章主要内容

GRINDEM[17] 2016 37 通过设计为期 2 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评估前交叉

韧带重建后膝关节再损伤与恢复到Ⅰ级运动、重返

运动时机和恢复前膝关节功能的关系，提出前交叉

韧带重建后恢复至Ⅰ级运动，2 年后再损伤率增加 4
倍以上，术后 9 个月或更晚重返运动，以及返回前

更对称的股四头肌力量能够显著降低膝关节再伤率

PATERNO[7] 2010 20 对运动员在前交叉韧带重建后进行了前瞻性的生物

力学筛查评估，提出在动态着陆期间改变的髋、膝

关节的神经肌肉控制和前交叉韧带重建后姿势稳定

性缺陷是运动员恢复运动后发生第 2 前交叉韧带损

伤的预测因素

VAN 
MELICK[18]

2016 20 基于系统性综述和专家共识为基础的临床实践指南，

荷兰皇家物理治疗学会指导荷兰前交叉韧带多学科

专家小组制定了前交叉韧带重建后康复的证据陈述。

提出前交叉韧带损伤后的康复应包括一个康复前阶

段和 3 个基于标准的术后阶段：以损伤为基础，运

动专项训练，恢复游戏。力量和跳跃测试，运动质

量和心理测试，应该用来指导从一个康复阶段到下

一个康复阶段的发展。术后康复应持续 9-12 个月

ARDERN[19] 2014 19 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后的恢复运动的概率进行了

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重点介绍了身体功能和背景

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ARDERN[20] 2011 18 通过对前交叉韧带重建后恢复运动的运动状态的系

统回顾和 Meta 分析，发现尽管膝关节损伤功能恢复

成功率较高，但是重返竞技运动的回报率相对较低，

提出对再损伤的恐惧可能是术后运动参与减少或停

止的最常见原因，表明其他因素如心理因素可能有

助于恢复运动的结果

表 8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共被引突现强度排名前 10 位文献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

期刊 文章主要内容

GRINDEM
[17]

2016 BRIT J 
SPORT 
MED

同表 7

PATERNO
[7]

2010 AM J 
SPORT 
MED

同表 7

KYRITSIS
 [21]

2016 BRIT J 
SPORT 
MED

对前交叉韧带重建后并恢复到受伤前运动水平的运动

员进行重返运动的评估，包括肌力和功能测试，观察

其与术后前交叉韧带移植物断裂风险的相关性

ARDERN 

[19]
2014 BRIT J 

SPORT 
MED

同表 7

VAN 
MELICK
[18]

2016 BRIT J 
SPORT 
MED

同表 7

WILK
 [22]

2012 J ORTHOP 
SPORT 
PHYS

通过探讨影响康复的因素如移植物类型、伴发损伤以

及女性运动员的特殊考量，从而为前交叉韧带手术后

的康复提供全面的科学依据

ARDERN
[20]

2011 BRIT J 
SPORT 
MED

同表 7

PATERNO
[23]

2014 AM J 
SPORT 
MED

探讨了运动员前交叉韧带重建且重返运动后 2 年内再

次损伤的发生率，与没有前交叉韧带受伤史的年轻运

动员相比，此类患者二次损伤风险更大，尤其是女性

患者的对侧肢体

ADAMS
[24]

2012 J ORTHOP 
SPORT 
PHYS

更新已有的康复指南，利用最新的研究提供前交叉韧

带重建后患者管理的最新证据，重点将放在目前康复

干预的观念和伴随手术与相关病理修正的新进展上

DI 
STASI[25]

2013 J ORTHOP 
SPORT 
PHYS

描述了与二次伤害危险因素有关的神经肌肉特性，并

为体育保健从业人员提供关于后期前交叉韧带重建康

复的循证信息

图注：共有 986 个节点，1 307 条连线。每个节点代表关键词，圆圈越

大代表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外圈代表关

键词的中心性

图 9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2.5.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提炼，出现次

数越多代表研究主题热度越高，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体现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判断发展方向。表 9 和图 9 列出共现较高的

关键词。排名前 10 位的关键词中心性均＞ 0.1，中介中心性取

表 9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研究中心性及频次排名前 10 位的关键词

关键词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稳定性 0.18 康复 170
运动 0.16 前交叉韧带 123
肌腱 0.15 损伤 94
半腱肌 0.14 膝关节 89
移植 0.14 回归 73
可靠性 0.12 前交叉韧带重建 71
步行 0.11 交叉韧带重建 71
骨关节炎 0.1 力量 65
激活 0.1 训练 63
疼痛 0.1 重建 54

2.5.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是将关联紧密的关键词聚

成一类，观察目前某个技术或学科领域形成了哪些研究类团，

聚类号越小类团中成员数量越多，轮廓值表示类团内部成员之

间的紧密程度，当 >0.7 时表示紧密良好或类团成员类似，聚

类比较成功
[26]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 LLR 聚类分析，在得到的

聚类图 10 中，模块化 Q 值为 0.726(>0.3)，轮廓值 S 为 0.895 9 
(>0.7)，表示聚类较好，同质性较高。排名前 5 的聚类分别为 

“#0 fatigue( 疲劳 )、#1 acl deficiency( 前交叉韧带缺陷 )、#2 
osteoarthritis( 骨关节炎 )、#3 muscle atrophy( 肌肉萎缩 )、#4 
female athletes( 女运动员 )”，详见表 10。

由聚类结果及其所含关键词可知，前交叉韧带损伤常见于

运动员、青少年；临床表现多为本体感觉减弱、生物力学改变、

肌肉萎缩、膝关节炎、步态异常；康复治疗方法：神经肌肉控制、

力量训练、本体感觉训练、血流限制训练、冷冻疗法等；康复

方式选择：医院康复、家庭康复、康复督导；评价指标：耗氧量、

等速测试、下肢生物力学、肌电图、临床评估工具、内容效度、

相关结局量表等。

2.5.4   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关键词突现，可以发现某一领域的

研究呈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单一到多元化的演化趋势，从而回

顾或预测关键分支技术成为热点的时间，甚至未来延续爆发的

趋势，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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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可分为 3 个阶段，其中早期 2010-2013 年，突现关

键词为 patellar tendon( 髌韧带 )、closed kinetic chain( 闭链训

练 )、stability( 稳定性 )、lower extremity( 下肢 )；中期 2015-
2017 年为 force development( 力量部署 )、articular cartilage( 关
节软骨 )、soccer player( 足球运动员 )；近期 2018-2020 年为

return( 回归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交叉韧带重建 )、
risk( 风险 )、sport( 运动 )、muscle strength( 肌力 )、injury( 损伤 )、 
reliability( 信度 )。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3.1   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研究现状   随着 21 世纪

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当前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的技术已

经得到高度发展，然而术后移植物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生理和病

理改变，最终形成新的韧带组织，科学的康复训练对此过程有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决定着术后患者恢复活动和运动的安全性

及速度，从而成为前交叉韧带重建领域研究的热点
[8，27]

。

通过年度发文量统计可以宏观上了解康复训练在此领域的

研究现状，自 2010 年起到 2020 年，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

建术后的相关研究文献年发文量及被引频次总体呈上升趋势，

客观上说明运动医学与康复医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前交叉韧带

重建术后康复研究近 10 年也广泛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通过国

家、机构、作者合作分析，发现以美国、英国、意大利近 11 年

文献数量贡献最多，相关研究在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各

国间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该领域主要研究机构主要在各

国大学，尤以美国的特拉华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发文量较多，

其中来自于特拉华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物理治疗系的教授 LYNN  
SNYDERMACKLER 教授及其团队在 2012 年参与发表的文章中所

提出的康复指南
[24]
，被较多的学者认可与应用。

中国学者于2010-2020年期间在 SCI收录期刊发表的文章，

主题主要集中在肌内效贴、后退行走和神经生长因子注射对本

体感觉的改善有积极影响
[28-30]

，利用步态分析和表面肌电信号

对前交叉韧带损伤患者不同阶段的生物力学特征进行评估
[31]
，

乳清分离蛋白和离心训练对股四头肌质量和力量有改善作用以

及术后进行全身振动训练可改善膝关节姿势控制、等速运动性

能、单腿跳和穿梭跑等方面
[32-33]

。中国发文量虽然排名在前列，

但中心性相对偏低，与美国、英国等文章影响力高的国家合作

较少，发文质量有较大提升空间。

随着运动医学与康复医学的发展，学者们对前交叉韧带重

建术后各种康复评估、训练方案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均进行了大

量的探讨
[34]
。如康复训练注重本体感觉的恢复

[35-37]
、肢体对称

性的重建
[38-39]

、提高膝关节稳定性
[40]
、降低二次损伤率

[25]
、

改变异常的步态模式等
[41-42]

，在治疗决策中，强调膝关节功

能，特别是股四头肌肌力评估等
[43]
。但康复训练时机、强度、

频度及具体手段等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CiteSpace 软件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能够将

一个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于引文网络图谱，并自动标

识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

究前沿
[9]
。因此，文章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

梳理为临床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3.2   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的研究热点及趋势   近年来针对前交

叉韧带重建术后康复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通过关键词和共被

引文献分析来看，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

的膝关节功能评价方案、个性化康复治疗方案、回归运动及二

次损伤预防等方面开展，神经肌肉控制、力量训练、本体感觉

训练、血流限制训练及冷冻疗法等治疗是术后康复训练的热门

图注：关键词聚类从 #0-#9 依次为疲劳、前交叉韧带缺陷、骨关节炎、

肌肉萎缩、女运动员、损伤预防、体前屈、肌电图、足球运动员、力量

测试

图 10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

带重建术后研究文献共被引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注：蓝色线条代表突现年份，红色线条表示该关键词出现到结束的时

间。14 个突现词依次为交叉韧带重建、回归、风险、运动、肌力、髌韧带、

闭链练习、稳定性、损伤、下肢、力量部署、关节软骨、足球运动员

图 11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研

究关键词突现强度排序

表 10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10-2020 年康复训练应用于前交叉韧
带重建术后的主要聚类及其包含的关键词

聚类号 聚 类 标 签
(LLR)

轮廓值 发表

年份

关键词

#0 疲劳 0.714 2013 离心运动、表现、运动、回归运动、本体感觉、

膝关节伸肌力矩

#1 前交叉韧带

缺陷

0.803 2013 台阶活动、步态分析、跳跃落地、稳定性、神

经肌肉控制

#2 骨关节炎 0.892 2013 皮质脊髓兴奋性、电刺激、骨关节炎、治疗、

早期

#3 肌肉萎缩 0.881 2014 神经肌肉、肌肉电刺激、力量训练、血流限制、

冷冻疗法

#4 女运动员 0.93 2014 内容效度、自体移植、结局量表、功能、运动

训练

#5 损伤预防 0.946 2013 足球、医院康复、当代康复、本体感觉训练、

康复督导

#6 体前屈 0.934 2015 膝关节损伤的预防、临床评估工具、下肢生物

力学、前交叉韧带再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的

危险因素

#7 肌电描记术 0.949 2015 膝关节伸展、胫股剪切力、腘绳肌共激活、功

能结局、等速训练

#8 足球运动员 0.957 2014 耗氧量、等速测试、去适应作用、通气反应、

物理治疗

#9 力量测试 0.925 2014 青少年、运动员、力量测试、再训练、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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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共被引文献分析看出，频次前 5 的文献涉及的主题

包括：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回归运动水平的时机、评价指标、

膝关节功能状态、影响因素；基于多学科共识的康复实践指南
[18]
；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二次损伤的风险率研究及其相关干预措施。

文章中的高被引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可以看出，稳定性、

体育运动、损伤、回归、力量在该领域中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康复训练方案、回归运动、二次损伤等方

面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内容。

文章共被引文献突现分析发现，关于以下研究主题的文献

近 3 年被引频次增多，其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回归运动后二次

前交叉韧带损伤发生率及规避方案 / 标准
[21，23]

、最佳实践康复

方案探讨等。同时通过关键词突现可以看出，前期髌韧带、闭

链训练、稳定性、下肢、力量部署、关节软骨等为关注点，到

近 3 年回归、风险及运动等研究的增多，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

济及医疗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研究

关注对象由关节局部功能情况逐步向个体社会参与方向转变，

研究方向也逐渐由手术本身及具体康复方法等向如何回归高水

平的运动、避免二次损伤等方向转变，可推测未来几年的研究

趋势将围绕以上方面展开。如基于科学的康复训练方案和特异

的临床评价指标以降低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再损伤的风险，在

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研究中提示回归运动通常的考虑因素是功

能 (98.7%)、力量 (87.0%)、下肢和躯干力学 (96.0%) 和心理因

素 (87.9%)[44]
。同时从近几年研究来看，心理治疗也是前交叉韧

带重建术后膝关节康复功能重建中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

例如 GRINDEM 等
[17]

在一项队列中研究发现，基于简单的康复

治疗方案可以降低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 84% 的再损伤风险，同

时，害怕再次损伤的恐惧感越严重，预后将会越差
[45]
，提示术

后心理治疗尤为重要
[46]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洛马 · 纳扎伦大学

的 RODRIGUEZ 教授及其团队研究发现，使用想象训练结合标准

的康复治疗可减少再次损伤的恐惧感和疼痛感
[47]
。可见学科交

叉领域的研究也在前交叉韧带重建康复中得到关注。

3.3   结 论 及 展 望   文章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 11 年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后的相关文

献进行梳理、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总结分析出了当前的

研究热点及趋势，但文章仅选取了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因此

对该领域的概述难以全面显示，需进一步完善。虽存在一定局限，

但对后续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一定思路和借

鉴作用。

康复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相关研究在近 11 年来

呈上升趋势。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康复训练方案、回归运动、

二次损伤等方面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内容。该领域关注

点由关节局部功能情况逐步向个体社会参与角度转变，研究方

向由最初的具体康复方法的探讨逐渐向指导回归运动、避免二

次损伤等方向发展，制定安全重返运动的标准 / 准则的相关研

究将成为该领域今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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