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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无偿献血有效宣传探讨
梅媛媛 员袁林振平 员袁王 晖 圆袁赵轶伦 圆袁蔡旭兵 圆

渊员援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援 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袁江苏

：
探讨我国无偿献血的有效宣传情况。

要院

期刊文献进行分析。

圆员园园园猿冤

南京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无偿献血宣传

员员园 篇文献涉及 员怨 个省市，
作者单位是采供血机构占 愿缘援源缘豫。期刊来

自《中国输血杂志》占 猿圆援苑猿豫，
以定性研究为主占 缘圆援苑猿豫。宣传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和街头流动人群
占 缘愿援愿怨豫，
宣传活动有效评价比例为 源苑援愿猿豫，
宣传媒体有效评价比例为 猿圆援园园豫。

无偿献血

宣传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评价有效宣传活动位居前 猿 位的是名人效应活动、献血英雄事迹报道、特
殊日期活动，
评价有效宣传媒体位居前 猿 位的是广告、
电视新闻、
宣传栏。
关键词院无偿献血曰宣传曰文献计量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院 郧圆缘缘曰砸猿猿员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缘园圆园苑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缘冤0圆原员员源原园园源

无偿献血是为了拯救他人生命袁自愿将自己的

台袁采用高级检索类型袁以野篇名冶尧野题名或关键词冶

血液无私奉献给社会的公益事业咱员暂遥 我国自 员怨怨愿 年

为检索项袁以野无偿献血冶尧野宣传冶为检索词袁以野模

临床用血需求遥 但近年来袁特别是 圆园员园 年野血荒冶在

年袁共获取相关期刊文献 圆员愿 篇遥考虑到权威性与学

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袁有效地保障了血液安全和
全国主要城市蔓延 袁无偿献血事业引起了社会各
咱圆暂

界的广泛关注遥 宣传教育是提高人们对无偿献血认
知和改变献血行为尧行动的重要手段 袁是无偿献血
咱猿暂

糊冶 匹配为检索式袁 检索时间范围设定 员怨怨愿耀圆园员猿

术性问题袁剔除报纸尧会议记录尧领导讲话及不相关
的文献袁纳入分析的有效期刊文献 员员园 篇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工作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涉及相关理论应用尧宣传

采取文献计量分析法袁 它是采用数理统计学方

对象选择尧有效宣传措施及其效果评价等方面遥 为

法来定量描述尧 评价和预测学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的

此袁全国各地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的开展和成效袁被陆

图 书情报学研究 方法 咱源暂袁具 有显 著的 客观 性尧定 量

续报道和发表遥随着我国临床用血需求的快速增长袁
血液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袁而如何有效宣传尧动员和
招募献血者袁是各采供血机构面临的重大挑战遥 本
文依据高度相关的无偿献血宣传期刊文献袁采取文

化尧模型化的宏观研究优势遥通过对 员员园 篇期刊文献
仔细阅读袁摘录文献基本信息尧研究方法与结果等袁

建立 耘曾糟藻造 文献评阅库袁利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袁结果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遥

献计量法袁探讨我国无偿献血的有效宣传情况袁为各

二尧结

地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工作提供依据遥

一尧材料与方法

果

渊一冤文献数量
我国自 员怨怨愿 年叶无偿献血法曳颁布后袁有关无偿

渊一冤材料来源

献血宣传问题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袁 相关文

以中国知网尧万方和维普数据库为文献获取平

献的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遥 在 员员园 篇期刊文献中袁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野区域性采供血管理保障机制研究冶渊员员再允悦远猿园员圆园冤袁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项
目野基于动机保护理论的无偿献血者献血动机研究冶渊再运运员猿员远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愿原员怨
作者简介院梅媛媛渊员怨怨圆原 冤袁女袁江苏太仓人袁在读本科生袁研究方向为采供血管理曰林振平渊员怨苑缘原 冤袁男袁安徽临泉人袁讲师袁

博士研究生袁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政策尧采供血管理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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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怨愿耀圆园园圆 年共发表 缘 篇袁占总量的 源援缘缘豫袁平均每

励 咱远暂曰二是精神激励袁包括颁发献血证书尧宣传献血

共发表 猿愿 篇袁占总数的 猿源援缘缘豫袁年均 源援苑缘 篇袁圆园园苑

源悦 营销理论即产品渊责则燥凿怎糟贼冤尧价格渊责则蚤糟藻冤尧促

年仅有 员 篇曰圆园园猿耀圆园员园 年文献数量开始缓慢上升袁

英雄尧献血者的思想和信仰等咱苑暂遥

年数量最多为 员员 篇曰圆园员员耀圆园员猿 年文献数量上升迅

销 渊责则燥皂燥贼蚤燥灶冤尧渠 道渊责造葬糟藻冤四要 素袁是 营 销 学 发 展

猿怨 篇遥

满意放在第一位袁努力降低客户的购买成本袁充分注

速袁达 远苑 篇袁占总数的 远园援怨园豫袁圆园员圆 年数量最多为

史上的营销策略组合理论之一袁 强调应把追求客户

渊二冤文献来源

意到客户的便利性袁 以客户为中心实施有效的营销

员员园 篇文献来自于叶中国输血杂志曳最多袁有 猿远

沟通 咱愿暂遥 该理论应用于无偿献血宣传和动员招募袁应

叶临床输血与检验曳缘 篇袁叶医学信息曳和叶中国卫生质

血点布局袁重视各个环节的沟通交流遥该理论在国外

文献来自 源员 种期刊遥

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咱怨原员园暂遥

篇渊猿圆援苑猿豫冤曰其余 来自 叶吉 林医 药学 院学 报曳远 篇袁
量管理曳各 猿 篇遥 有 愿 种期刊发表 圆 篇袁其他 源员 篇
渊三冤作者情况

重点关注服务好无偿献血者和潜在献血者袁 优化献
被成功地运用到无偿献血事业后袁 我国才慢慢引入
马斯洛需求理论在献血者宣传和动员招募中袁

员员园 篇文献共有 圆园苑 位作者袁发表最多的作者有

包涵五个方面院对环境的基本要求尧工作人员对献血

缘 篇袁有 猿员 位作者各发表 圆 篇袁有 员苑圆 位发表 员 篇遥

者的尊重尧献血者本身的安全感尧归属感及自我价值

根据普莱斯定律院野在同一主题中袁 半数的论文为一

的实现遥该理论揭示袁无偿献血者及潜在献血者对献

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袁 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

血事业是有要求和期望的袁 希望通过无偿献血得到

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遥 冶

满足遥

咱缘暂

计算结果为 员源援猿怨

篇袁所以尚没有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遥

运粤孕 理论渊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袁葬贼贼蚤贼怎凿藻袁责则葬糟贼蚤糟藻袁运粤孕冤即

作 者 单 位 以 采 供 血 机 构 为 主 袁 有 怨源 篇

知原信原行理论袁 强调了无偿献血宣传的重要性袁只

学校尧政府行政部门尧疾控中心的都在 缘 篇以下袁还

地献血遥 马斯洛需求理论和 运粤孕 理论两者相辅相

渊愿缘援源缘豫冤遥 作者单位是医院的有 远 篇袁作者单位为

有人们了解无偿献血尧信任无偿献血袁才会积极主动

有 远 篇未标明作者单位遥

成袁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的

渊四冤 研究地区

明确记载省份的有 苑园 篇袁 出现最多的是江苏

省袁有 员园 次渊员源援圆怨豫冤袁其次是浙江省尧辽宁省尧广西

发展 咱员员暂遥

渊七冤无偿献血宣传对象及措施
明确提及宣传对象的共有 怨园 篇袁每篇多次提及

壮族 自治 区袁各 有 苑 次 渊员园豫 冤袁其 余 的 省 份 在 员耀远

的仅按照 员 次统计遥 提及学生的有 圆苑 篇渊猿园援园园豫冤曰

没有非常明确的研究对象遥

传对象被提及为 源耀愿 篇遥 同时还总结归纳了针对这

次遥 还有一些是定性分析和探讨无偿献血宣传的袁
渊五冤研究方法
研究无偿献血宣传的 论述方法以定性论述最
多袁有 缘愿 篇渊缘圆援苑猿豫冤曰以定性 为主袁引用少量数字
展开论述的文献有 猿圆 篇渊圆怨援园怨豫冤曰定性与定量结
合论述袁且有统计处理的文献有 圆园 篇渊员愿援员愿豫冤遥
渊六冤理论应用

宣传研究中应用的理论主要涉及激励理论尧源悦
营销理论尧马斯洛需求理论和 运粤孕 理论袁文献分别
为 愿 篇尧圆 篇尧员 篇和 员 篇遥

激励理论认为人们在采取某种行动之前袁通常

会考虑行动的结果袁如果结果对自己有利将促进其
采取行动遥 在宣传中袁强调无偿献血有些激励措施袁
通过建立未来会有很多益处被激励氛围袁鼓励大家
积极献血袁因此重视感恩宣传和激励理论能进一步
促进我国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遥 目前我国最常见激
励有两种院一是物质激励袁主要是血费报销和积分奖

提及街头流动性人群的有 圆远 篇渊圆愿援愿怨豫冤曰其 他宣
些宣传对象而采取的主要宣传措施袁见表 员遥
渊八冤宣传媒体

大众宣传传媒被提及的有 苑缘 篇袁电视新闻媒体

被提及的篇数最多达 员愿 篇遥 有 圆源 篇渊猿圆豫冤明确给

出了有效评价袁有 源愿 篇次进行了含糊的评价遥 评价
有效比例位居前 猿 位的媒体是广告尧电视新闻尧宣传
栏袁见表 圆遥

渊九冤 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被提及了 源远 篇袁其中有 圆圆 篇渊源苑援愿猿豫冤

明确做出有效评价袁有 圆圆 篇次做了含糊评价遥 有效评

价比例排在前 缘 位的依次是名人效应活动尧献血英雄

事迹报道尧特殊日期活动尧针对城市社区尧进校园课堂
和单位进行无偿献血科普讲座袁见表 猿遥

渊十冤政府及医疗机构参与宣传被提及情况
政府参与宣传共出现了 员园 篇袁其中为应对血荒尧

突发事件处理的有 圆 篇袁 领导人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表员

宣传对象
在校大学生

期刊文献中明确提及宣传对象与针对性宣传措施的情况

文献渊篇冤

百分比渊豫冤

圆远
园愿
园苑
园远
园缘
园源
园苑

圆愿援愿怨
园愿援愿怨
园苑援苑愿
园远援远苑
园缘援缘远
园源援源源
园苑援苑愿

圆苑

街头流动人群
农民
政府机关人员
军人
企事业单位人员
社会团体
其他

猿园援园园

主要针对性宣传措施
由血站尧校团委尧校医院尧辅导员等人袁开展专题讲座袁设立无偿献血宣传
栏曰建立固定献血爱心屋进行宣传
由血站人员利用献血车袁特殊日期组织活动
由血站人员利用献血车袁专题讲座袁献血组织活动
知情人通报临床用血供需情况动员献血
集中采血前袁利用专题讲座尧宣传栏动员献血
由单位工会组织动员与宣传
通常采取发放宣传彩页
针对社区居民在无偿献血等特殊日期里做专题宣传栏

表 圆 期刊文献中大众传媒出现的篇数与评价
文献
评价
评价
未做
有效
媒体名称
总数渊篇冤 有效渊篇冤一般渊篇冤 评价渊篇冤 比例渊豫冤
电视新闻
宣传栏
有无线广播
互联网
广告
报纸
传单
期刊
影像
其他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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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愿
员圆
员员
员园
园怨
园远
园缘
园员
园员
园圆
苑缘

园苑
园源
园猿
园圆
园远
园员
园员
园园
园园
园园
圆源

圆
员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猿

表猿

活动名称
进校园课堂和单位开展
无偿献血科普讲座
特殊日期开展活动
献血英雄事迹报道
针对城市社区
名人效应活动
献血车现场宣传
文艺演出
献血知识竞赛
主题活动
座谈会
合计

园怨
园苑
园愿
园愿
园猿
园缘
园源
园员
园员
园圆
源愿

猿愿援愿怨
猿猿援猿猿
圆苑援圆苑
圆园援园园
远远援远苑
员远援远苑
圆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猿圆援园园

渊包括献血冤的有 愿 篇袁文中基本没有做出评价遥 提及

医疗机构参与宣传的仅有 猿 篇袁是医生针对患者及其
亲友而开展的无偿献血宣传袁仅有 员 篇做了评价遥

三尧讨

论

我国自 员怨怨愿 年实施无偿献血以来袁无偿献血宣

传工作逐渐受到关注袁 但发表文献的数量具有波动
性遥 圆园园猿 年前袁每年数量较少袁之后逐渐增加袁圆园员圆

年最多达 猿怨 篇袁这可能与 圆园员园 年全国多地出现野血
荒冶 有关袁圆园员猿 年有所减少遥 这些文献主要发表在
叶中国输血杂志曳袁占 猿圆援苑猿豫遥 作者单位主要是采供

血机构且没有形成有核心影响力的作者遥 无偿献血
宣传工作研究文献发表的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袁这

期刊文献中采供血机构开展宣传活动的篇次数与评价

文献总数渊篇冤

评价有效渊篇冤

评价一般渊篇冤

未做评价渊篇冤

有效比例渊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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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怨

园源

可能与该地区科研氛围浓厚尧采供血压力较大有关遥
叶献血法曳规定院年满 员愿 周岁到 缘缘 周岁的健康

园

园缘

园源源援源源

有效比例位居前 猿 位的是广告尧电视新闻和宣传栏遥

其中电视新闻被提及的次数最多袁 这种方式宣传范

公民袁都可以参加无偿献血遥 实际被提及的无偿献

围广尧对象多遥 报纸作为大众传媒袁由于其阅读人群

血宣传对象集中于在校大学生和街头流动人口遥 事

大部分是老年人袁降低了报纸宣传效率遥 有人建议袁

实证明袁动员招募高校学生无偿献血者的工作常常

应该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合力作用袁 策划

遥 街头无偿献血是我国许

设计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袁 以提高公众参与率与支持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咱员圆暂

多地方临床用血的主要来源遥

目前无偿献血宣传媒体研究以定性为主袁有宣
传尧有干预尧有评估的定量研究较少遥 宣传媒体评价

度 咱员猿暂袁还需要通过问卷等形式评价宣传教育的效果袁
完善宣传措施袁提高宣传教育的有效性 咱员源暂遥

宣传活动主要由采供血机构开展袁 其形式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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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遥 对校园和单位进行无偿献血科普讲座被提及
的次数最多遥 典型的有效宣传活动首先是名人效应
活动袁其次是献血英雄事迹报道遥 第三是利用各种
节日策划无偿献血宣传推广活动袁如国际红十字日尧
世界献血者日尧元旦节尧情人节尧国庆节尧春节尧中秋
节等特殊日子袁针对不同的节日确定不同的宣传主
题袁制作宣传主题资料袁借助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袁邀
请公务员等公众人物参与袁突出无偿献血的公益形
象遥 总之袁这些宣传活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献血知
识的知晓率袁排除对献血的担忧

袁有助于激发人们

咱员缘暂

咱远暂

张振燕援 浅谈无偿献血可持续招募的若干策略咱允暂援

咱苑暂

薛亚利援 社会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原以公益献血的

咱愿暂

张

咱怨暂

王隆平援 社会营销构建无偿献血的长效机制 咱允暂援 临

咱员园暂

对无偿献血的热情并积极参加无偿献血袁还有助于
促进整个社会无偿献血氛围的形成遥

咱员员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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