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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从定量角度了解我国野鸟粪便研究现状，分析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中

国知网”CNKI 数据库 1987—2021 年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我国野鸟粪便研究总体呈增长趋势，且与
禽流感病毒关系密切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热点由禽流感病毒和野生鸟类，逐步转向粪便污染、标记物、
分离鉴定、肠道微生物、时空变化等多个学科领域 ；同时也存在研究团体间合作欠缺、预防医学及传染病学领
域研究不足、基金资助偏少等问题。结果提示，应加强研究团体间合作，注重预防医学及传染病等领域开拓，
加大研究经费支持，进一步加强我国野鸟粪便研究，持续推动野鸟人兽共患病动态监测，保障全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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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researches on feces of wild birds in China from a quantitative point
of view，and to analyze any problems available in the ﬁeld，a bibliometric method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collected into CNKI database from 1987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es tended
to increase in general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vian inﬂuenza virus（AIV），with increasingly abundant contents to

be studied，the focus had been gradually transferring to fecal contamination，markers，isola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intestinal microbes，spatiotemporal changes，and other multidisciplinary areas from AIV and wild birds ；however，
some shortcomings were also observed，such as lack of cooperation among relevant organizations，insufficient

research in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s，and insufﬁcient fund support. In conclusion，it wa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mong relevant organizations，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s，and increase fund support for future researches，so as to further strengthen researches on feces of
wild birds in China，and continue to promote dynamic monitoring for wild bird zoonoses，and ensure human'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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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综 述

近年来，野鸟因涉及公共卫生问题而日益受
到人们的关注。野鸟作为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
其感染或携带的多种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可通过粪便
排泄、栖息环境污染、与家禽接触等方式快速传播，
为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扩散带来潜在风险 [1-2]。为了
保障鸟类、家禽和人类的健康安全，必须强化对野
鸟重要人兽共患病的动态监测。鸟类粪便是环境污
染的主要传染源，且较野鸟本身更容易获得，因此
在监测过程中通常会成为首选研究对象。本研究采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就我国野鸟粪便研究文献相关

研究内容

1.2

就我国野鸟粪便研究文献的发布数量、年度
分布变化、学科分布、文献资源类型、作者关系、
关键词共现、文献互引、研究主题年度交叉等相关
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
研究方法

1.3

对 1.1 中检索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逻辑分析和
内容梳理，通过 CNKI 计量可视化功能和 Excel 软
件，对所得数据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和可视化分析。
2
2.1

结果与分析
总体趋势

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旨在从定量的角度勾勒野鸟粪

我国野鸟粪便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趋势如图

便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重点文献，

1 所 示。1987—2004 年， 研 究 文 献 很 少；2005—

深入分析目前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针

2013 年，发文量有所增加，年发文量在 2 篇上下

对性建议。

浮动；2014 年后，发文量快速增长，2017 年达到

1
1.1

峰值，2018 年后震荡下滑。

材料和方法

2.2

研究对象
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相关文献，

检索策略为高级检索，检索主题为“野鸟 粪便”
或“野生鸟类 粪便”，检索范围为总库。检索初
始时间未作设定，终止时间为 2021 年 1 月。由于
首篇文献源于 1987 年，因此实际检索时间范围为
1987—2021 年，检索文献总数为 72 篇，总参考文
献数为 4 266 篇，总被引数为 138 次，总下载数为
16 391 次，下载被引比约为 0.01。

图1

研究机构分布
对本领域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发现：东北林

业大学发表文章数最多，共发表了 10 篇；其次为
山东农业大学，发表了 4 篇，中国农业科学院、安
徽大学、贵州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均发表了 3 篇。图 2 为排序前 20 的科
研机构。总体来说，研究机构以高校（10 家）和
科研院所（6 家）为主，特别是集中在一些教育资
源较为丰富、学术水平较高的高校，相反国家技术
支撑机构相对较少。

1987—2021 年野鸟粪便研究文献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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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作者分布
核心作者是对本学科研究发展具有较大贡献

的科研人员 [3]。常采用普赖斯定律确定的作者最低
发文数作为核心作者候选人入选标准。根据图 5 所
示，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 Npmax = 3，根据普赖斯
定律 Mp = 0.749√Npmax = 0.749√3 = 1.30，取整，
即发表 2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此领域的核心著者。由
图2

2.3

文献研究机构分布（排名前 20）

资源类型分布
由图 3 可见，文献资源类型包括硕博士学位

论文、学术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以及科技成果。大
多关于野鸟粪便研究论文来自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硕博士学位论文，占 52.77%，这一结果和 2.2 中

此可见我国野鸟粪便研究的核心作者有贵州大学的
文明等 14 位。通过作者合作网络进一步分析发现，
目前我国形成了 10 个小型合作团体，但以单位内
合作为主，不同单位间的合作很少，大的研究网络
尚未形成（图 6）。

分布特征相吻合。

图5

图3

2.4

文献作者分布（排名前 20）

文献资源类型分布

学科分布
如图 4 所示，畜牧与动物医学占比最大，生

物学次之，而后是野生动物保护，而与人类健康关
系密切的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类、预防医学与卫生
学类合计 6 篇，仅占 5.27%。

图6

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数值代表作者的总发文量）

2.6

基金资助分析
图 7 显示，72 篇有效文献中仅 19 篇获得基金

资助，基金论文比为 26.39%，可见我国关于野鸟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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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布

粪便的研究总体而言获得基金资助较少。19 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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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 17 项为国家级资助，2 项为省级资助。可以
看出，基金资助类型比较单一，国家层面资助相对
较多，而省级和其他渠道研究资金资助严重不足。

图7

2.7

文献基金资助分布

主题分析
文献主题占比如图 8 所示。在 20 个出现频次

较高的主题中，野鸟粪便研究的文献主题涉及面较
广，主要有禽流感病毒、野生鸟类、分离鉴定、变
异分析、肠道微生物等。其中主题为禽流感病毒的
占比最大，说明野鸟粪便研究与禽流感病毒联系密切。

图9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布

究主题关系强度越大。设置阈值出现频次 = 3，共
现频次 = 3，得到网络节点 36 个、连线 35 条的文
献互引网络图谱（图 10）。由图可见，殷震和刘
景 华 主 编 的 《 动 物 病 毒 学 》 [4] 被 引 频 次 最 高
（9 626 次），与我国野鸟粪便的研究关系强度最大，
是本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

图8

2.8

文献主题分布（排名前 20）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设置阈值出现频次 = 5，共现频次 = 5，得到

网络节点 15 个、连线 16 条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图 9）。图谱中节点大小代表频次，连线代表共
现关系，连线粗细代表紧密程度。由图 9 可知，禽
流感病毒（42 篇）和野生鸟类（24 篇）是本学科
图 10

领域的研究热点，其出现频次较高，关系也最为紧
密（共现频次为 15）。这与 2.7 的结果相互印证。
2.9

互引网络分析
文献互引网络图谱可以揭示文献与研究主题

的关系强度，文献互引网络当中的节点越大，与研

文献互引网络分析

（数据代表文献被引用的频次）

2.10

研究主题年度交叉分析
对主要研究主题进行近 5 年的年度交叉分析，

发现研究主题由禽流感病毒和野生鸟类，逐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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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粪便污染、标记物 [5]、分离鉴定 [6]、肠道微生
[7]

物 、时空变化

[8]

等多学科领域，研究内容日益

丰富多样（图 11）。

任何学术研究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群体的通力合
作，只有所有研究人员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与
合作，协同努力、共同探讨，形成相互扶持的研究
网络系统，才能更好地开展我国野鸟粪便研究。
从学科分布来看，畜牧与动物医学领域研究
较多，而与人类健康和环境关系密切的预防医学及
传染病领域研究较少。野鸟具有极强的地理扩散能
力和广泛的分布范围，拥有很强的环境适应力，同
时为疾病的快速传播带来了潜在风险 [12]。因此，
学科研究需要拓宽，应鼓励在预防医学及传染病领

图 11 研究主题年度交叉分析

3

域通过粪便对野鸟开展更多研究。

讨论

从基金分布来看，本领域获得的基金资助类

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某一学科的文献数量

型单一且偏少，特别是省级等地方资助和社会资助

及其增减的变化，标志着该学科的兴衰起伏，在

缺失严重，因此，应该积极进行科普宣传，扩大社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态势和研

会对本领域重要性的认知，以获得更多社会力量和

[9]

究水平 。从发文量来看，我国野鸟粪便研究总体

资本的支持，促进我国野鸟粪便研究的发展。

呈增长趋势。通过梳理文献内容发现，H7N9 流感
于 2013 年出现，并在之后数年间持续流行，直至
2019 年 6 月（第 7 个流行周期截止）才趋于平静

[10]

。

而这个时间段与文献年度分布曲线基本重合。可见，
野鸟粪便的研究热度一定程度上受到 H7N9 流感的
影响。

领域的研究热点，对二者的分析结果均表明，禽流
感病毒和野生鸟类是本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野鸟
粪便研究文献互引网络当中最大的节点是《动物病
毒学》，也说明禽流感病毒在本领域研究最为密切
和深入，与文献主题和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的结果

某领域研究作者的信息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该领域研究的现实状况

文献主题和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揭示该学科

[11]

是一致的。对近 5 年主要研究主题的年度交叉分析

。从研究机构和资

显示，随着禽流感流行状况趋于平稳，研究主题也

源类型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野鸟粪便研究

在进一步拓宽，跨学科交叉研究将会是后续研究的

领域的主力，引领我国野鸟粪便研究方向。从核

主要突破点。

心著者和作者合作网络来看，目前我国初步形成

4

结论

了 10 个小型合作团体，他们在该领域的探索性和

综上，我国关于野鸟粪便的研究总体上呈现

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对我国野鸟粪便研究的发展起

增长趋势，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野鸟粪便研究领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研究合作以单位内小型合

域的主力，禽流感病毒与本领域研究联系最为密切，

作为主，不同单位间的合作极少，这可能与研究者

研究也最为深入；研究主题范围逐步拓宽，逐步向

之间合作意识不强，合作平台缺乏有关。因此，我

多学科、多领域发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将会是后续

国野鸟粪便研究要想走得更远，一方面研究群体需

研究的主要突破点。今后应从加强研究团体之间合

要扩展，需要吸引更多优秀学者加入；另一方面，

作，注重预防医学及传染病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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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会相关机构的研究经费资助等方面着手，进一

[6]

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及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J].

步加强对我国野鸟粪便的研究，更好地推动野鸟人
兽共患病的动态监测，保障全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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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长距离运输，各种应激因素会使牛羊抵抗力降
低，这更增加了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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