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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 分析针灸在治疗类风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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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研究现状及热点，为该领域研究者提供相关信

息，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方法

以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 RA 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科学

知识图谱工具绘制、分析相关数据。结果
了 5 个研究热点。结论

共纳入相关文献 736 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总结分析后，总结出

针灸治疗 RA 方法众多，机制复杂，动物实验研究较多，临床研究较少，可借助新兴

科学技术揭示其本质，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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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

轻西药的副作用[6]，而针灸就在其中。针灸作为中国

[1]

疾病 ，其病变特点是进行性的滑膜炎,继而引起软骨

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有良好的抗炎、镇痛作用，疗效

破坏和骨侵蚀，临床以多关节对称性的疼痛、肿胀甚

肯定。

0.42%，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有报道指出，约

用越来越广泛，但相关文献冗杂，尚未有关针灸治疗

35% 的患者在 10 年内出现工作困难 ，由此造成极大

RA 认识的不断加深，传统的手工检索方法已经无法

影响关节和关节外结构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

至畸形和功能损害为特征。我国 RA 的患病率约为
[2]

四分之一的 RA 患者在确诊后 3 年内出现工作障碍，
[3]

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现代医学治疗 RA 多选用甲氨蝶呤、来氟米特、非

甾体类抗炎药等药物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虽降低了

RA 的致死率，但毒副作用大，患者长期服用后会出现
[4]

恶心呕吐、腹泻、贫血、肝肾功受损等不良反应 。传

统的西药虽见效快但毒副反应明显、易产生依赖性且
停药后易反弹；新兴的生物制剂虽能避免传统药物的
某些弊端，但临床研究弱，药价昂贵。由此可见现代
医学治疗 RA 仍存在许多不足 。国外调查显示，约
[5]

30% 的 RA 患者已经在寻求药物的补充替代疗法以减

传统疗法，有通经活络、调和气血、除痹止痛的效果，

从近年的研究文献来看，针灸治疗 RA 在临床应

RA 的知识图谱分析。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对
及时准确地捕捉学科发展动态，借助新型科技的力
量可以多元、客观、形象地展示针灸治疗 RA 领域的

研究热点 [7]。CiteSpace[8] 是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
美等开发的一款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能够显示一
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为

了 迅 速 、准 确 地 把 握 针 灸 治 疗 RA 研 究 的 热 点 和 趋
势，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 CiteSpace 可视化

软件分析绘制了针灸治疗 RA 的知识图谱，以期为今

后相关研究者提供更明确的研究方向，促进该领域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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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方法

缓慢甚至停滞增长的状态，发文内容多以病例报道和

数据来源与检索方法

疗效评估为主；直至 2001 年发文量首次超过 20 篇，于

以 CNKI 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检索策略为:(主题

=“类风湿性关节炎 and 针灸”or“类风湿关节炎 and 针

现动物实验研究及机制研究，不再采用单一的针灸治

年 1 月。共检索出 892 篇相关文献，剔除文献中名医

前期临床疗效的探索，综合治疗的效果更深入人心；

1.1

2016 年达到 97 篇，且增长速度较前明显提高，开始出

刺”or“RA and 艾灸”)，检索年限为 1954 年 1 月-2019

疗，多用针灸结合药物或温针灸综合治疗，说明经过

介绍、会议、征稿通知以及篇名为关节炎、风湿性关节

针灸对 RA 血清指标的影响受到研究者关注。自二十

炎等不相关的文献后，最终纳入 736 条有效记录。阅
览 736 篇文献摘要后，均符合此次研究需要。
1.2

2013 年至今，发文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临床选穴及
一世纪以来，针灸治疗 RA 的发文量逐渐增多，研究成

研究方法

果也被频繁的应用和发展。但在 2018 年发文量有一

本研究基于科学计量学软件 CiteSpaceV 绘制相关

颈，需要提出新的见解，有一个新的突破。

主题知识图谱，其软件设置如下：时间分区为 2 年分区

法 ，节 点 类 型 选 择 关 键 词 ，演 算 时 阈 值（Top N%

perslice）选 择 50，剪 切 方 式（Pruning）采 用 Pathfinder

个回落，说明科学研究到了某一阶段会遇到相关瓶
2.2

针灸治疗 RA 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针灸治疗 RA 关键词图谱，如图 2。

文章的关键词反映了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及重

法，通过对针灸治疗 RA 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

要信息，其可以不是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但一定是

分析，可总结出目前的治疗方法和研究动态，为临床

对该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10]。因此，通过对文

运用提供建议，为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章的关键词进行总结、分析，往往可以推测和确定一

2
2.1

个领域的研究热点。为了使统计更清晰规范，本研究

结果
RA治疗中采用针灸治疗的年代发文量可视化分析

一个学科在某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数量不仅可以

说明这一学科研究的发展速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高频关键词进行了总结、归纳制表，见表 1。

通过上面的图表，对关键词做统计、分析后，本研

究发现：

（1）在针刺治疗 RA 的研究中，手针处于主导地

反映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关注程度 。如图 1 所示，针灸

位，但火针、薄氏腹针、温针、电针等方法的疗效也不

的增长趋势。1954 年的发文量为 2 篇，到 1999 年都呈

温针、火针主要用来治疗寒湿闭阻型 RA[11]，
《灵

[9]

治疗 RA 的发文量呈 y=1.0701e

0.1108x

这样一个指数函数

图1

容忽视。

针灸治疗 RA 发文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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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针灸治疗 RA 关键词图谱

枢·官针篇》有“粹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火针借其
温热之性能温经散寒、
通络止痛、
祛湿消肿,促进气血运
行 ，治疗 RA 可调节细胞因子水平，缩短晨僵时间，消
[12]

[13]

炎止痛 。薄氏腹针通过刺激以神阙为中心的腹部穴
位，可达到补脾胃，益肝肾，强筋骨，调节脏腑失衡的
效果 ，用来治疗 RA，疗效确切。现代研究表明 ，电
[14]

[15]

针可有效减少血清和膝关节中白细胞介素-17（IL-17）
和 IL-23 的分泌，控制炎症的发展。

（2）艾灸治疗 RA 方法多样，具有多靶点、多途径

的优势。

温针灸是针刺与艾灸相结合的一种方法，陈汉玉

等 采用温针灸配合白仙风汤剂治疗 RA 患者，可有效
[16]

减轻患者关节肿胀、僵硬、疼痛等症状，降低类风湿因

（3）在针灸治疗 RA 的临床探索中，发现针、灸联

合中药或西药可提高疗效。

独活寄生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作为治疗痹证的经

典方，分别用于治疗肝肾亏虚型和湿热闭阻型 RA，配

合针灸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中药熏蒸是中医的特
色疗法，
《黄帝内经》提出：
“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

“渍形”即熏蒸治疗，治疗 RA 具有使用安全，高效便

捷，不良反应小，药物直达病所等独特优势[19]。甲氨蝶
呤、糖皮质激素、雷公藤总苷片往往作为 RCT 对照组
的干预措施或者联合用药使用，尽管有毒副作用，也

是现代医学治疗 RA 不可替代的药物，与针灸结合使
用可减少服药量，减轻不良反应。

（4）针灸治疗 RA 主要集中在抗炎、镇痛及免疫调

子（RF）、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水

节机制的研究。

灸具有定位准确、热力渗透、疗效显著等优点，且麦粒

风湿因子、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脂质类、滑膜细

灸的温热、灼痛刺激达到一定强度，能触发、启动机体

胞 、白 细 胞 介 素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胆 碱 能 抗 炎 通 路 、

平，改善 miR-146a、HMGB1、CXCL16 表达水平。麦粒

调整效应 ，故针对 RA 小关节的肿胀、疼痛，麦粒灸可
[17]

起到消炎止痛、调节免疫的作用。长蛇灸即于大椎至
[18]

腰俞穴的督脉处行药物隔姜铺灸，张伟等 证实长蛇
灸疗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床疗效显著，其疗效优于
温针灸及西药甲氨蝶呤，可以更好地降低免疫应答，
减轻疾病程度。
3

细胞因子种类繁多，调节机制复杂，研究证实：类

mapk 通路等生化指标和通路与 RA 炎症的发生和骨损

害之间有密切联系。在 RA 发病早期，主要是 IL-1、
IL-4、IL-6、IL-17、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重要

的常见促炎细胞因子起主要作用[20]，针灸主要通过降
低此类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而发挥抗炎止痛的效果。
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脂质类反应了 RA 患者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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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序号

对高频关键词研究热点归类

分类

关键词
针刺治疗
针药并用/电针

针刺治疗

温针/梅花针

温针灸
麦粒灸
……
独活寄生汤
甲氨蝶呤

……

0.3

细胞因子/热休克蛋白
胆碱能抗炎通路/mapk 通路
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脂质类
……
基因芯片

0

血液流变学
……

0
0
0
0
0.07

0.2/0

6/4

0

4

0.12
0
0

4

0

2

0

2

病理形态学

0

8/2

2

放射性核素显像

0

8

4/2/2

滑膜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

0.12

0

6

白细胞介素

0

13

10

类风湿因子

研究技术

4

2

雷公藤总苷片

5

0.05

2

龙马消肿丸

观察指标

124

2

蒙药/拔罐

0

0.02/0

2

糖皮质激素

0

5/4

10

中药熏蒸

4

0

2

长蛇灸

中医药和其他疗法

7

123

艾条灸

3

0.9

2

……

艾灸治疗

205

6

薄氏腹针
水针/齐刺

2

中心性

10

火针疗法
1

频次

0
0

化应激水平及血管内皮损伤程度，
金立等[21]证实了，
相比

芯片技术凭借其表达信息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已广泛

于常规消炎止痛西药，
针灸可以显著改善 RA 患者的超

应用于环境监测、食品检测、科学研究等领域，在研究

（5）借助现代生物学技术，如放射性核素显像、基

用机制的研究中具有很好的优势，是现代生物信息学

氧化物歧化酶、
过氧化脂质类水平，
有效延缓患者症状。
因芯片技术、血液流变学、病理形态学检测等有利于
RA 的早期诊治和疗效评估。

RA 早期局部血流增加，关节骨骺端骨组织磷酸

盐代谢增强，晚期关节面软骨组织和骨质破坏导致反
应性骨代谢增强均可造成局部放射性核素 99mTc-羟

基亚甲基二膦酸盐（MDP）的异常浓集，故放射性核素
显像可用于 RA 的早期诊断及治疗前后对比[22]。基因

中医证候的分型、RA 的发病机制以及中药治疗 RA 作

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有效手段[23]。现代医学认为，RA
的两大病理改变为滑膜炎和血管翳，病理基础为微循
环障碍[24]，故血液流变的监测可作为 RA 症状是否减轻
的一个指标。
3

讨论
从针灸治疗 RA 的发文来看，发文量逐年增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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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每年的 1-2 篇到如今的接近上百篇，说明认识的

统地揭示针灸调节 RA 免疫机制的科学内涵是现代医

的病例报道和疗效评估逐渐到现在的发病和治疗机

疫细胞、免疫分子的巡行路线，结合双光子和显微镜

不断加深，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关注的点也由最初
制研究，但就目前的文献看来，针灸治疗 RA 的临床疗

学发展的需要。例如，采用示踪技术能较好地标记免
等技术能实时捕捉到细胞间的交互，这些方法的运用

效观察较多，临床机制研究较少，动物实验机制研究发

将极大促进针灸治疗免疫性疾病领域的纵深发展[27]。

用现代医学阐释其本质，单纯针刺治疗 RA 无副作用，

4

展迅速。表明针灸在证明其治疗 RA 有效的同时，
也在

RA 属于现代临床疑难疾病之一，被医学界称为

可有效改善患者症状，
但针刺多为泻法，
对于肝肾亏虚，
气血不足导致的痹证疗效不佳，见效缓慢。温针、火针
虽有温补的作用，
可患者长期治疗难以坚持。

目前，大量麦粒灸、长蛇灸、温和灸治疗 RA 的实

验机制研究证实了艾灸在治疗 RA 中的有效性，特别

是对炎性细胞因子的调节、蛋白的表达及各信号通路
[25]

的影响，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由于此类艾灸操作
耗时费力，使得其临床运用受限。
中医药是一座伟大的宝库，经典方或中医特色疗

法治疗 RA 有着悠久的历史，基于辨证论治在改善 RA

总结

“不死的癌症”，其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均高，患者

口服西药不良反应多，毒副作用大，针灸作为一种物
理疗法，无副作用，具有良好的抗炎止痛及调节免疫
的作用，治疗 RA 疗效肯定[28]。基于科学计量学的方法
可知，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对针灸治疗 RA 的研究

不断深入，但针灸治疗 RA 的确切机制至今仍未明了，
且未见针灸在治疗 RA 的同时，是否可以防治 RA 合并

心血管、肺系等疾病的相关研究及报道，这有可能是
将来的研究热点。RA 是一种慢性、全身性的疼痛性

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率，减少

疾病，临床上可见长期患此病的患者大多伴有焦虑、

并发症，促进其关节功能恢复等方面取得了良效。但

抑郁等情绪，而针灸在改善患者症状的同时是否也缓

随着中药研究的深入，发现大多数中药如果炮制、煎

解了患者的焦虑情绪？这在目前的文献中也未曾提

服不当或长期服药也会引起胃肠不适、肝肾功受损。

及。希望本研究可以为此领域研究者提供一定的信

针灸可调节免疫、内分泌、神经等系统，治疗 RA

具有抗炎、消肿、镇痛的作用，但大多机制研究均为动

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开 拓 研 究 者 思 路 ，促 进 该 学 科 的
发展。

物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较少，其分子作用机制至今仍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其一，本研究只选取了中国

不明确，且目前极少有研究把针灸对免疫系统、内分

知网（CNKI）数据库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具有一定

泌系统、神经系统作用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不足以

的局限性；其二，由于篇幅有限，本研究只列出了研究

[26]

体现针灸治疗的整体观 ，故系统的、高质量的、大样

所需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使得频次较低的词汇，如

本的临床研究需要开展。

热休克蛋白、下丘脑、神经内分泌网络等已有的、新出

本研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从多学科、多水平、多

角度、多靶点对针灸治疗 RA 进行深入的探讨,全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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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Based on CiteSpace
Yu Zeyun1 ，Wu Ping1 ，Hu Yuanzhang2 ，Wang Yingni1 ，Luo Yun1 ，Tang Yuzhi1 ，Wang Yueyue1
(1.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llege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0075, China; 2. School of
Med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ing RA,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ubject. Method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ing RA in CNKI database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elevant data were drawn by CiteSpace scientific knowledge graph tool.Results

A total of 736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fter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five research hotspots were
summarized.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RA has many methods, complex mechanism, more

animal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less clinical research. It can reveal its essence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Rheumatoid arthritis, CiteSpace, Visualiz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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