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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猿员怨窑

基于 杂悦陨 数据库的在宁三甲综合医院科研能力研究
要以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
要要
姜思羽 员袁魏洪凯 圆袁刘 超 猿

渊员援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怨猿曰圆援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袁山东

学管理学院袁山西

园猿园园园远冤

太原

济宁

圆苑圆园缘员曰猿援 山西大

要院 科技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单位或机构的科研能力

和水平遥 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袁对 杂悦陨 收录的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论文情况袁从论文
数量尧年代分布尧来源期刊及其影响因子尧国家和机构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袁了解和认识该院的科研
和学术水平袁并对统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遥
关键词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曰杂悦陨曰文献计量学曰科研评估
中图分类号院 砸原园缘愿

文献标识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猿园猿园愿

科研工作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培养医学人才的重
要手段袁科研能力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遥科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猿冤0猿原猿员怨原园园源

略及科研资源结构等袁 发挥优势科研特色不 断提
高医院整体水平遥

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位于南京市的非解放军系统下三甲综合性医院

反映一个单位或机构的科研能力和水平遥 科学引文

有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渊江苏省人民医院冤尧

索引渊泽糟蚤藻灶糟藻 糟蚤贼葬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袁杂悦陨冤创刊于 员怨远员 年袁由

江苏省中医院尧南京市中医院尧南京市第一医院尧南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遥 它是目前国际公认

京市第二医院尧南京市鼓楼医院尧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的权威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之 一遥 科技论文能否被

医院尧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尧江苏省中西医结

杂悦陨 收录和引用已成为评价个人尧机构尧地区以及国

合医院遥 本文首先对在宁三甲医院在 杂悦陨 数据库中

依据 遥

医院均属于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袁各医院之间的科研产

家学术水平尧 科研创新能力和论文质量的国际通用
咱员暂

论文收录情况进行统计袁见图 员遥 结果发现袁即使 怨 家
出差距仍比较明显遥

一尧行业概况
据 了 解 袁圆园员员 年 江 苏 省 卫 生 系 统 承 担 省 部 级

以上科研课题 猿园远 项尧国家自然基金 圆远源 项袁建成

二尧资料与方法
选取 怨 家医院中发文量较多袁 较有代表性的南

员圆 个临床医学中心尧猿员 个重 点学科袁 新增国家临

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研究对象袁 采用文献计

个 咱圆暂遥 随着国家省尧部级科研资金的不断投入袁医院

析袁从科技论文产出这一角度袁对其医药卫生科技水

床重 点专 科建 设项 目 员怨 个尧 省临 床重 点 专科 源愿

量学方法对该院 杂悦陨 收录的科技论文进 行文献 分

尤 其 是 三甲 医 院 近 年 来 的 科 研 产出 逐 渐 增 加 袁科

平进行全面尧客观的分析袁为科研管理提供量化参考

研能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袁有利于找出优势尧不足

本文资料来源于 宰藻遭 燥枣 杂糟蚤藻灶糟藻 收录的袁 机构

研产出的动态变化能直观地 显示各研究科室的科
淤

和差 距袁从 而可 以 采 用 定 标 比 超 的 方 法袁调 整 策

依据遥
中含有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渊包含该医院其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员员原圆苑
作者简介院姜思羽渊员怨愿愿原 冤袁女袁山东威海人袁硕士研究生袁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学遥

淤 定标比超袁原为商业竞争的一种方法袁即将本企业各项活动与从事该项活动最佳者进行比较袁从而提出行动方法袁以弥

补自身的不足遥

第 源 期 总第 缘苑 期
20员3 年 愿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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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量较多的前 员园 种期刊袁缘 年平均影响因子主要集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在 员援缘耀圆援缘袁其中最高的为美国叶乳腺癌研究和治疗曳

南京市鼓楼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杂志袁其影响因子为 源援缘苑远遥

江苏省中医院

表员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图员

文章数
渊篇冤
园 圆园园 源园园 远园园 愿园园 员园园园 员圆园园 员源园园 员远园园

南京市驻地三甲综合医院 杂悦陨 论文收录

他名称冤 的文献袁 检索数据库为 杂悦陨鄄耘载孕粤晕阅耘阅尧
杂杂悦陨尧粤驭匀悦陨袁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袁文献类型选择

粤则贼蚤糟造藻尧砸藻增蚤藻憎尧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酝葬贼藻则蚤葬造曰共命 中 员 猿圆源 篇曰
检索时间为 圆园员圆 年 远 月 员猿 日曰期刊影响因子来源

为 允燥怎则灶葬造 悦蚤贼葬贼蚤燥灶 砸藻责燥则贼泽渊允悦砸冤 网 络 版 叶期 刊 引 文
分析数据库曳袁圆园员园 年发布的 缘 年影响因子平均值遥

三尧结果及分析

期刊情况

缘 年平均
影响因子

期刊名称

国别

中华医学杂志
世界肠胃病学杂志
分子生物学报告
中国药理学报
生物医学与药物疗法
国际分子医学杂志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
研究通讯
乳腺癌研究与治疗
肿瘤报告
白血病和淋巴瘤

中国
中国
荷兰
中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园援怨缘员
晕燥灶藻
员援苑圆愿
圆援园猿猿
圆援猿猿远
员援愿员怨
圆援苑圆

美国
希腊
英国

源援缘苑远
员援远苑怨
圆援园愿怨

收录
量渊篇冤
员圆猿
园缘源
园圆愿
园圆源
园圆园
园员苑
园员远
园
员缘
园员缘
园员源

百分比
渊豫冤
怨援圆怨
源援园愿
圆援员员
员援愿员
员援缘员
员援圆愿
员援圆员
员援员猿
员援员猿
员援园远

目前为止袁 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文

渊一冤 发文量年代分析
文 献 类 型 中 粤则贼蚤糟造藻 员 圆愿缘 篇 袁砸藻增蚤藻憎 猿怨 篇 袁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酝葬贼藻则蚤葬 造员园 篇遥 绘制文献类型年代分布曲
线渊图 圆冤遥 不难发现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

圆园园猿 年后发文量明显增加袁且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
态势遥 经调研发现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自
员怨猿远 年成立以来袁医院规模不断扩大袁床位不断增
加袁圆园园猿 年将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中心并入袁增挂
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西分院冶 牌后袁医
院规模逐渐扩大尧科研水平不断提升袁使得 圆园园猿 年
后医院的科研综合能力呈现迅猛发展遥
猿园园
圆缘园
圆园园
员缘园
员园园
缘园
园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杂悦陨 论文发表前 员园 位的

的来源出版物中袁 影响因子 最高 为 圆员援远怨远袁 刊名

叶耘晕阅韵悦砸陨晕耘曳袁发文量为 远 篇遥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袁
不同影响因子的文献都有明显增加袁 尤其以影响因
子 员耀缘 的涨幅最突出遥 一方面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发文量以 圆园园猿 年为分界点袁在此之前袁文献
发表数量较少袁并且主要发表在影响因子为 园耀员 的分

区中袁在 圆园园猿 年之后袁文献主要发表在影响因子 员耀
缘 的刊物上遥 另一方面袁对每年发表的文献量在不同

分区内的数量进行统计 咱猿暂袁发表文献大致可分为三
类院一类是文献量一直在稳步上升的袁即影响因子在

园耀员尧缘耀员园曰另一类是文献量随着医院发展明显增加
的袁即影响因子为 员耀圆尧圆耀猿尧猿耀缘曰还有一类是随着科
研的不断深入袁高质量尧高标准的文献开始涌现袁即
影响因子跃员园遥
渊三冤 合作国家和机构分析
年份

图 圆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杂悦陨 论文文献类别年代分
布曲线图

渊二冤 期刊分析
员 猿圆源 篇文献分布于 缘员缘 种期刊袁 其中发表于国

外期刊的文献数占 愿园援猿园豫袁来源出版物中袁出版物所

在国最多的是美国渊载文量占总文献数的 圆苑援怨缘豫冤袁其

员援 国家分析

通过 杂悦陨 数据库对于结果的分析袁按国别 辕 地区

统计袁除去国内合作袁与国外合作文章数为 圆远怨 篇遥
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最多的前 员圆 个

国家见图 猿遥 分析结果显示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与全球 圆猿 个国家的单位或机构存在合作关系袁
其中美国尧日本尧加拿大位列前 猿袁载文量占总文献

次是英国渊员怨援圆远豫冤袁再次是荷兰渊员圆援猿员豫冤袁中国期刊有

量渊员 猿圆源 篇冤的 员源援苑苑豫遥 将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圆源 种袁其中包括台湾地区 圆 种遥 期刊载录南京医科大

作发文最多的 猿 个单位或机构袁见表 圆遥

学第一附属医院文献量最多的前 员园 种期刊及期刊信
息见表 员遥 不难看出袁刊载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属医院合作最多的 猿 个国家进行调查统计袁 列举合
对列表中各单位或机构进行调查了解发现袁合

作较多的单位或机构多属于该国著名大学袁 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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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圆豫

日本
怨豫

表圆

韩国
圆豫

其他
员园豫

美国
远苑豫

图猿

英国
圆豫

比利时
员豫
新加坡
圆豫
瑞典
挪威
圆豫
圆豫 澳大利亚
猿豫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国外合作情况统计

扬州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科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
南通大学
复旦大学
江苏省肿瘤医院
中国药科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江苏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

图源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最多的三个国家中
合作较多的机构

国家
美国

机构

合作次数

麻省大学
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
普洛威顿斯学院
日本
名古屋大学
大阪大学
滋贺医科大学
加拿大 麦克马斯特大学
麦吉尔大学
皇后大学

圆员
员苑
员员
园源
园源
园源
园缘
园猿
园圆

窑猿圆员窑

园

员园

圆园

猿园

源园

缘园

远园

文章数
苑园 渊篇冤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国内机构合作情
况统计

献 远 园远怨袁篇均被引次数 缘援员缘袁澡 指数为 猿圆遥

检索的文献中袁 有相当高比例的文献被引频次

较高袁其中被引 缘园 次以上的共计 源园 篇袁被引 愿猿 次

以上的共计 苑 篇遥对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进行分析袁
发现其文献来源出版物的近 缘 年平均影响影子均大

于 圆援缘袁被引频次较高的来源出版物的最高影响因子
为 员怨援园袁 说明高影响力的期刊其文献被引就会相对
较多袁如此发展下去袁可能会出现野马太效应 淤冶遥
渊五冤 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是我国留学生申请院校中较多的众多科研机构之

各项科研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相应资金的投入袁

一遥 由于美国处于世界科研尧经济等的核心区袁所以

随着科研项目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袁 需要的人

该院与其合作次数明显高于第 圆 位的日本和第 猿 位

力物力方面的支持也相应加大袁 通过对科研资助基

的加拿大曰日本由于地理位置毗邻我国袁同时日本也

金或机构的统计袁能够多角度了解科研项目的规模尧

是亚洲为数不多的科研能力较强的国家之一袁故而

广度及深度遥

与该院的合作亦相对较多遥
圆援 机构分析

对检得文献的作者机构进行分析袁除去机构为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渊及其他名称冤袁按合作
次数多少排序袁见图 源遥 可以发现袁合作最多的前 猿 位

为南京大学尧东南大学尧江苏大学遥 对所有参与合作的
国内单位或机构进行统计发现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合作单位主要集中在江苏袁 尤其是南京袁占
到了所有合作机构的 怨园豫以上曰 其次是上海地区袁由

于上海地区集结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国内著名医院袁
同时又兼具地理位置的优越袁故而合作较多遥
渊四冤 被引情况分析
引文分析是通过对某种学术刊物及其所载论文
被引用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袁来判断某种刊物或某
项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大小遥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文献共被引 苑 圆愿怨 次袁 去除自引后的被引频次

远 远怨源 次袁施引文献 远 源源缘 次袁去除自引后的施引文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的科研资助基
金或机构分布见表 猿袁 其中发文量最大的为自然科

学基金袁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遥由于医学类的科
表猿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资助基金或机构分
布
百分比渊豫冤
基金级别 基金资助机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级
圆苑援源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园员援圆员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园员援圆员
渊怨苑猿 计划项目冤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省级
园苑援怨猿
江苏省卫生厅项目
园员援缘员
江苏省医学精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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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马太效应渊酝葬贼贼澡藻憎 耘枣枣藻糟贼冤袁指强者愈强尧弱者愈弱的现象袁与野二八定则冶有相类之处袁是十分重要的自然法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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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主要发表在自然科学期刊上袁故而其所得到

各地袁主要是美国尧加拿大尧日本袁而且在与国外合作

的资助也是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曰另一方面南京医

的机构中袁绝大多数是国外的知名院校遥与国内的合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科研资助情况主要是以国家

作机构中袁亦是主要集中在高校院所袁但合作较多的

为主袁同时涵盖江苏省省级重点资助基金袁并配以各

主要集中在江苏及周边地区遥通过调查袁该院在今后

高校的少部分资助遥 就资助基金等级看袁基金等级

发展中袁 与国内的机构合作应加大与国家科研水平

相对较高的袁科研成果亦相对较多遥 由此说明袁高质

较高的科研院所的交流袁扩大合作面曰与国外的合作

量的科研项目袁配以充足的科研经济支持袁将会使科

应在散布的同时袁更有集中合作区域袁加强与相关专

研工作如虎添翼遥

业科研水平较高的机构合作遥

四尧讨

渊三冤合理分配科研基金配比

论

在有科研基金支持的项目中袁 以国家自然科学

通过对 杂悦陨 收录的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基金为主袁并辅助以江苏省级项目支持袁全面尧有序

量逐年增加袁同时发现了医院发展的契机点为 圆园园猿

同袁相对应的科研产出不同遥故该院应加强科研项目

的文献数量统计发现袁 近年来医院 杂悦陨 文献发表数

地开展科研袁 从数据不难发现袁 资助基金的等级不

年袁随着医院规模及科研的不断深入袁医院科研水平

的申请袁对于国家级项目要尽可能立项袁对省级项目

显著提高遥

加大立项袁对于校级或单位级应合理分配袁辅助科研

渊一冤加强高质量期刊的文献发表量

活动的顺利展开遥

统计发现袁该院发表的文献主要发表在影响因
子为 员耀缘 的期刊中袁 而且影响因子为 园耀员尧缘耀员园 的
期刊载文量在稳步提高袁由此该院应在注重发文数
量的同时注重质量袁尽可能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袁并
且保证其发文量的稳步提高遥 此外袁在所有来源期
刊中袁发表在国外期刊的文献比例为 愿园援猿园豫袁而来

源期刊最多的 猿 个国家为美国尧英国尧荷兰袁载文量
比例分别为 圆苑援怨缘豫尧员怨援圆远豫尧员圆援猿员豫遥
渊二冤加强国际交流与机构合作

统计发现袁该院主要科研合作国家散布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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