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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的知识图谱分析

武　颖 、 杨文潇

【摘 要】目的　本文对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分析，有利于推动该领域科研

的快速发展。方法　下载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关于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文献的全题录信息，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了年度与期刊分布、作者和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 3213 篇文献，

在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已形成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作者，但彼此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交

流合作有待加强；研究热点包括 15 个方向，可以归结为 4 个主导性研究领域，分别为焦虑障碍分型

的研究、焦虑障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早期焦虑障碍研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结论　作者之间

的交流合作应当加强，以建立有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实现科研水平的增长；在保持和加强成熟的科

研方向的基础上，要注重跨学科、多元化发展，促进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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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disorder and genes based on CiteSpace 
　　WU Ying，YANG Wenx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In this paper，we analyzed the knowledge ma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dis-

order and gene，which wa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Methods　The 

full title information of literatures about anxiety disorder and gene relationship from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was down-

loaded，and the annual and journal distribution，authors and research hotspots were visually analyzed with CiteSpace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3213 papers were included，and a number of authors with high academic influence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field of anxiety disorder and gene relationship，but the links between them were not close enough，

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need to be strengthened；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d 15 clusters，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4 dominant research fields：anxiety disorder typing，molecular genetics of anxiety disorders，early anxiety 

disorder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onclusi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stablish an influential research team and realize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direction，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terdisciplinary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xiety disorder and gene relationship field.

【Key words】Anxiety disorders；Genes；CiteSpace；Knowledge map

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是最常见的心理障

碍，终生患病率 30％～40％，具有慢性、复发的特

点，且疾病负担沉重，共病问题突出，约 75％的焦

虑障碍共病其他精神障碍［1］。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

加快，患焦虑症的人数不断上升，在美国，焦虑障

碍患者的终身患病率为 4.1％～6.6％［2］，而我国患病

人数也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支持和拓展

了精神病理学理论，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从识别致

病的标记扩展到寻找致病的机制［3］，即探讨基因与

环境的交互作用。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使用 CiteSpace 软件

对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研究领域进行回顾，了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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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变迁和发展趋势进行图

谱化分析，以期深化对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研究的

认识，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数据库。通过检索发现，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

域论文的最早发文年份是 2009 年，故将发表日期限

定在 200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题为

“anxiety disorder”AND“genes”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相关文献共 3870 条。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通

过设定文章类型为“ARTICLE”，剔除综述、会议摘

要、新闻报道等无效文献后，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

期刊论文 3213 篇。

1.2　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信息可视

化软件，通过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

定领域的科学文献进行计量，以探索某学科领域演

化路径及知识拐点，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

新动态［4］。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首先，对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年发文量、发文

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然后从作者和关键词方面

展开可视化分析，拟找出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研究

的高产作者并探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问题。

2　结果

2.1　文献年度分布状况

图1　2009—2019年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历年发文量（篇）

知识领域的年发文量是衡量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

指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知识量的增进情

况，以及该领域研究者的研究进度［5］。图 1 为 2009—

2019 年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的年发文量。从总体趋势

来看，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论文年发文量呈现逐

年增长趋势，研究成果不断增多。2019 年共发文 366
篇，发文数量为历年最高，增幅达到 19.6％。

2.2　文献期刊分布状况

图2　文献来源排名前10位的核心期刊

学术期刊是学术传播的重要纽带与载体，也是

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发文质量的象征［6，7］。图 2 为本

文收集的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研究文献中，文献来

源排名前 10 位的核心期刊。由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

所主办的《PLOS ONE》期刊其刊文量为 139 篇，位

居第一。从期刊的所属学科性质来看，核心区期刊

属于精神病学、遗传学范畴，此外，也涵盖神经心

理学范畴类型的核心期刊。这与焦虑障碍与基因关

系研究主题是相符的。经统计，排名前 10 的核心期

刊发文总数为 816 篇，占样本文献总数的 25.40％，

略超过样本文献总数的 1/4。

2.3 作者合作分析

图3　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作者合作图谱

设置时间年限为 2009～2019 年，以 1 年为分段

单位，节点类型选择 Author，生成研究机构分布情

况可视化图谱如图 3 所示。结果显示，共生成 944 个

节点、2742 条连线，节点的圆圈大小代表了该作者

发文量的多少，节点与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程度代

表了作者之间的合作密切程度。该领域的作者合作

网络图谱的图谱密度 Density 仅为 0.0062，说明图谱

密度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分散。如表 1 所

示，发文量前三位作者为 KATHARINA DOMSCHKE、

ANDREAS REIF 和 JUERGEN DECKERT，他们是

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领军人物；只有 DORRET I 

BOOMSMA 的中心度≥ 0.1，说明该领域缺乏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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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
表1　按照频次和中心度分别排序前10位的高产作者

位次 频次 作者 中心度 作者

1 57 KATHARINA DOMSCHKE 0.10 DORRET I BOOMSMA

2 46 ANDREAS REIF 0.09 VOLKER AROLT

3 39 JUERGEN DECKERT 0.07 ELISABETH B BINDER

4 35 KLAUSPETER LESCH 0.07 MARCELLA RIETSCHEL

5 34 VOLKER AROLT 0.06 GEROME BREEN

6 20 PAUL PAULI 0.06 KENNETH S KENDLER

7 18 THALIA C ELEY 0.06 MARCUS ISING

8 17 PETER ZWANZGER 0.06 NATHAN A GILLESPIE

9 17 KERRY J RESSLER 0.05 ANDREAS REIF

10 16 A REIF 0.04 HENNING TIEMEIER

2.4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6　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共现图谱有利于人们分析研究热点，出

现次数较高的关键词被认为是一定时间内的研究

热点［8，9］。因此，通过提取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

的关键词并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在

CiteSpace 软件设置界面中，设置时间切片为 1，节

点类型（Node Types）为关键词（Keyword），阈值为

Top10％，随后对可视化结果进行分析以揭示焦虑障

碍与基因关系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从图 6 与表 4 可以看出，“anxiety”在图谱中

的节点最大且被引频次 1335 次，位居第一。随后

为“depression” 、“gene”、“association”、“disorder”、

“stress” 、“brain”等。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了焦虑障

碍与基因关系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中心度≥ 0 .1  的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

作用较大。在文献中，中心度较高的词汇有 plus 

maze、pituitary adrenal axi、neurotrophic factor、sex 

difference、children 等，这些关键词在共现网络当中

作为中介起到联系作用。

表4　按照频次和中心度分别排序前10位的关键词

位次 频次 关键词 中心度 关键词

1 1335 anxiety 0.33 plus maze

2 942 depression 0.27 pituitary adrenal axi

3 762 gene 0.26 neurotrophic factor

4 439 association 0.24 sex difference

5 416 disorder 0.24 children

6 415 stress 0.24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7 355 brain 0.23 amygdala

8 323 gene expression 0.22 HPA axi

9 307 polymorphism 0.22 DSM IV

10 277 behavior 0.22 behavior

2.5　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7　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在 CiteSpace 软件设置界面中，勾选寻径算法

（Pathfinder）、修剪合并后图形（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在可视化界面中将聚类标签设置为关键

词，选择算法 LLR，最终得到聚类图谱（图 7）。该

图谱的模块值（Modularity Q）为 0.7866（大于 0.3），

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为 0.8622（大于 0.5），

意味此聚类视图结构显著，聚类效果明显。如表 5，

可视化图谱中有 15 个聚类标签，15 个聚类可以分为

4 种类型：焦虑障碍分型的研究、焦虑障碍的分子遗

传学研究、早期焦虑障碍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研

究［10-12］。

 3　讨论

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越来越受到了学者们

的关注，研究热度不断升高，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研

究成果，而且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属性。但是，高产

作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共包含两个方面：首先，焦

虑障碍与抑郁症等精神障碍具有共享的致病基因。

有研究显示，催产素受体（OXTR）基因多态性与惊

恐障碍、抑郁症和社交焦虑症之间存在遗传关联［13］。

5- 羟色胺受体 1A（5-HT1A）的基因多态性与焦虑

障碍、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疾病密切相

关［14，15］。其次，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的研究部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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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大脑，如杏仁核、海马体以及下丘脑―脑

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有研究提示，糖皮质

激素受体基因（NR3C1）的表达下降或不表达会导致

HPA 轴的过度激活，增加了焦虑障碍的易感性［16］；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是神经营养素家族成

员之一，在海马体和大脑皮质的含量最多，其表达

水平及基因突变与焦虑障碍相关已得到多项研究的

支持［17］。遗传因素在焦虑障碍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

用，但具体的遗传机制尚未清楚。目前，焦虑障碍

与其他精神疾病的共同遗传因素引起了学者的重视，

焦虑障碍与其他精神疾病的共享基因研究成为了研

究热点。另外，大脑内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等

结构或 HPA 轴的异常都可引起情绪控制障碍，进而

导致焦虑障碍。因此，基因对焦虑障碍相关脑结构

的影响成为了另一个研究热点。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后发现，焦虑障碍与基因关

系研究凝聚了 15 个聚类，大致形成了 4 个主要的研

究方向。聚类结果进一步说明焦虑障碍与基因之间

的关系非常密切，无论从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分型

还是与其他精神疾病的共病研究都与遗传因素有关。

随着分子遗传学以及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方

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将不断拓展。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加强学者之间的合作，

整合优势资源，形成有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实现科

研水平的增长。同时，要注重跨学科、多元化发展，

做到精神病学、分子遗传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

融合，促进焦虑障碍与基因关系领域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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