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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螺类肠道菌群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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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了解当前螺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现状及热点问题。方法
方法

检索 1998-2017 年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

库中螺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相关论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
结果

共检索到螺类

肠道菌群领域文献 139 篇，发文量居前 3 位的国家为美国、巴西、韩国，发文较多的研究机构包括庆熙大学、奥斯瓦尔多·

克鲁兹基金会、牛津大学等。螺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关键主题词包括多样性、纤维素酶、木质纤维素、褐云玛瑙螺、新物

种，被引频次＞15 的文献有 5 篇。主题词聚类分析共形成了肠道菌群的应用、肠道菌群多样性、肠道菌群功能、环境与螺
类肠道菌群差异及螺类肠道新发现菌种等 5 个聚类。结论
结论

肠道菌群多样性及肠道菌群的功能和应用研究是当前螺类

肠道菌群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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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snail intestinal flora. Methods

Th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snail intestinal flora and published from 1998 to 2017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core database of Web of Sci⁃

enc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was then conducted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smethod.The

research trends were then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and the potential research fronts and focuses were explored. Results Total⁃
ly 139 articl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field of snail intestinal flora. The top three countries with highest publications include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Brazil，and South Korea；while the top three institutions were Kyung Hee University，Osvaldo Cruz

Foundation，and Oxford University. Five term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key words in this field，including diversity，cellulose，Ach⁃
atina fulica，lignocelluloses，and species nova. Meanwhile，5 critical papers with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ver 15 were recog⁃

nized，and 5 study clusters were formed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diversity，and function of intestinal flora，difference of snail

source and flora，and newly discovered bacteria in the snail intestine. Conclusion
flora of snails include the diversity，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stinal flora.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intestinal

［Ke
Key
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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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il；Intestinal flora；Bibliometrics；CiteSpace

螺类是软体动物门腹足纲动物的通称，其分布广

的病媒生物［2⁃3］。病媒生物肠道内携带大量共生菌［4］。

泛、食性复杂［1］，不仅对农业造成严重破坏，亦是包括

肠道菌群不仅在维持宿主生理功能上具有重要作用，

血吸虫、华支睾吸虫、广州管圆线虫等在内的多种人

亦可在调控宿主免疫、抵御病原体感染等方面发挥作

兽共患寄生虫的中间宿主，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畜健康

用［5⁃6］。因此，病媒生物肠道菌群领域的研究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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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关注，但目前国内对于螺类肠道菌群的研究较少。
了解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识别该领域现
阶段主要研究方向及重点、分析潜在的研究热点问
题，对当前有关螺类肠道菌群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具

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螺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探索该

领域潜在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
1

1.1

内容与方法
文献检索

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 SCI⁃

EXPANDED 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进行文献检索。文

献检索式：TS =（mollusk * OR gastropoda OR snail OR

图1

19981998
-2017 年螺类肠道微生物 SCI 论文逐年发文量

spiral shell）and TS =（bowel OR gut OR gastrointestinal

线代表国家与机构间的合作。结果表明，该领域研究

metagenom * OR Microorganism OR microflora OR flora

等，提示上述国家在该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根

* OR intestine * OR enteric）and TS =（microbi * OR

OR bacteria OR ＂16S rRNA＂）；语种：English；文献
类型：
Article；
检索时间：1998-2017 年。
1.2

分析方法

运用 CiteSpace 5.0.R7.public.2018 软

件，以 2 年作为时间分区，进行“被引参考文献”分析；

采用年环图对不同国家和机构论文发表量进行分析；
采用中心性主题词进行研究热点分析，将节点阈值设

置为（2，2，20）、
（4，3，20）、
（3，3，20），网络修剪选择

论文发表量较高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巴西、韩国、法国
据 Web of Science 引文分析结果，美国该领域发表的

论文篇均被引频次为 22.35 次，法国为 14.10 次，中国

为 13.89 次。该领域发文量较高的研究机构主要为庆

熙大学、里约热内卢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牛津

大学、雷文第一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在我国该
领域发文量领先的机构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海
洋大学等。

“最小生成树算法”。采用中心性体现文献计量可视
化图谱中的关键节点，中心性越大说明相应研究内容
在该学科领域的某个时间段内具有重要性和较高的
代表性，中心性＞0.1 的主题词为关键主题词；采用共
被引网络知识图谱进行被引文献分析，高引用文献按
照时间排序并形成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节点代表被
引用文献，连线代表共被引关系，连线越多表明共被
引次数越高；采用主题词聚类进行研究前沿聚类分
析，阈值设置为（2，2，20）、
（3，2，20）、
（4，2，20），运用

对数似然比（LLR）算法计算聚类标签，聚类标签序号
越小表示该聚类文献发表数量以及被引频次越高，同

时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线图谱采取聚类视图
进行可视化。
2

2.1

2.3

19981998
-2017 年螺类肠道菌群领域研究 SCI 论文主要发文
国家与研究机构图谱

发文期刊和作者分析

该领域研究内容涉及分

子生物学、海洋与淡水生物学、环境学、微生物学等多

结果
发文量分析

图2

共检索到与螺类肠道菌群有关的

个方向，因此发文期刊种类较多，代表性的期刊主要

文献 139 篇，各年份发文情况见图 1。近 10 年来，螺

有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Proceedings

文量由 1998 年的 2 篇增加至 2017 年的 139 篇。在检

of America、Nucleic Acids Research，PLoS One 等。该领

类肠道菌群领域相关研究的数量呈快速增加趋势，发

索时间范围内，国内该领域最早的论文发表于 2008
年，
每年发表论文 1～3 篇。

2.2

发文国家和机构

1998-2017 年不同国家和机

构在该领域的论文发表量年环图见图 2。年环大小
代表发文量，蓝色至红色分别对应 1998-2017 年；连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域高被引文献作者主要为 Charrier M（法国）、Altschul

SF（美国）、Tamura K（日本）、Cardoso AM（巴西）和

Weisburg WG（美国）等。
2.4

螺类肠道菌群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该领域

主题词中心性取值在 0.01～0.66，中心性＞0.1 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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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包括多样性（0.66）、纤维素酶（0.65）、褐云玛瑙螺
（0.41）、木质纤维素（0.22）、新物种（0.16）等。
2.5

螺类肠道菌群领域研究高被引文献分析

该领

域文献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见图 3。共有 47 篇文献

和 102 条连线，被引次数最高的 5 篇文献见表 1，其被

引次数分别为 26、22、19、17 次和 17 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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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类肠道菌群领域研究前沿聚类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根据文献主题词计算确定聚类，该领

域主题词聚类网络图谱见图 4，每个多边形为一个聚

类。螺类肠道菌群领域的前沿研究大致可以归为 5

类。
“#0 potential probiotic bacteria”聚类中主要有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内共生菌、抗生素等主题词，可将该聚
类 命 名 为“ 肠 道 菌 群 的 应 用 ”。
“#1 gastrointestinal

tract”聚类中主要有肠道、表达、16S rRNA 测序等主题
词，可将该聚类命名为“肠道菌群多样性”。
“#2 South

bay”聚类中有蒙特雷峡谷、淡水湖、菌群、鲸落、实验

室、差异性等主题词，可命名为“环境与螺类菌群差
异”。
“#3 lignocellulosic biomass”聚类中主要有褐云玛
瑙螺、纤维二糖水解酶、糖苷水解酶、内切葡聚糖酶等

主题词，可以命名为“肠道菌群功能”。
“#4 delo ⁃ mena
图3

19981998
-2017 年螺类肠道菌群领域 SCI 论文
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

district”聚类中主要有腹足纲、共生、新物种、细菌等
主题词，
可将该聚类命名为
“螺类肠道新发现菌种”
。

表 1 1998
1998-2017 年螺类肠道菌群领域被引频次＞
年螺类肠道菌群领域被引频次＞15
15 的 SCI 论文
标题

作者

年份

出版物

被引频次

Metagenomic analysis of the microbiota from the crop of an
invasive snail reveals a rich reservoir of novel genes

Cardoso AM 等

2012

PLoS One

26

Cardoso AM 等

2012

PLoS One

22

Charrier M 等

2006

Biological
Research

19

2011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7

2010

Nature Methods

17

Gut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the giant land snail Achatina fulica
and their modification by sugarcane⁃based diet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ultivable fermentative bacteria
from the intestine of two edible snails，Helix pomatia and Cornu
aspersum（Gastropoda ：Pulmonata）
MEGA5：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lysis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evolutionary distance，and maximum
parsimony methods
QIIME allows analysis of high⁃throughput community
sequencing data

Tamura K 等
Caporaso JG 等

3 讨论

CiteSpace 是一款有助于科研人员迅速了解某一

研究领域的可视化文献计量工具。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较为全面地探知了螺

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探索了潜在研究前
沿与热点问题。
对螺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国际发文量、发文国家
和机构分析表明，近 20 年来，世界各国对螺类肠道菌
群研究的关注度持续增加。自 2010 年起，该领域的

研究呈快速增加趋势。但是，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
图4

19981998
-2017 年螺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前沿研究聚类网络

步较晚，发文数量和篇均被引频次与该领域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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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热点主题分析表明，螺类肠道菌群研究领域中心
性最大的主题词是多样性，菌群构成及多样性是该研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18，Vol. 30，No. 5
［4］ Wei G，Lai Y，Wang G，et al. Insect pathogenic fungus interacts

with the gut microbiota to accelerate mosquito mortality［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17，114（23）：5994⁃5999.

［5］ Biagi E，Franceschi C，Rampelli S，et al. Gut microbiota and ex⁃

究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螺类拥有密集且代谢活跃
的微生物群落，Cardoso 等［7］提出螺类消化道内微生物

［6］ 郭慧玲，邵玉宇，孟和毕力格，等 . 肠道菌群与疾病关系的研

细菌的多样性会促进宿主更好地适应不同的饮食条

［7］ Cardoso AM，Cavalcante JJ，Vieira RP，et al. Gut bacterial com⁃

群可因栖息地及饮食结构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肠道内

件。由于早期只能通过分离培养来研究可培养的微
生物［8］，研究者往往难以完整地阐释螺类肠道菌群的
结构。近年来，基于 16S rRNA 基因的二代测序技术
的发展

，研究者能更全面地对微生物群落结构及

［9⁃10］

多样性开展研究。同时，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使得
越来越多的寄生于螺类肠道的新物种被发现［11⁃12］，因
此，
新物种亦是中心性较高的主题词。
热点主题分析中，纤维素酶与木质纤维素的中心

性分别居第 2 位与第 4 位。木质纤维素大量存在于各
种植物中。螺类食性广泛，能够消化多种植物［13］，其

摄入的纤维素在消化道纤维素酶活性作用下水解生
成单糖。研究表明，部分纤维素酶由螺类肠道菌群产
生，说明肠道菌群对于螺类维持生理功能可能具有重
要意义［14⁃15］。因此，对于螺类肠道菌群功能的研究亦
是研究热点之一。
褐云玛瑙螺曾因食物资源、宠物贸易及其他原因
被引入世界各地进行养殖［16］。但由于其食源广泛，可
对农作物和园艺植物造成严重破坏，并能传播广州管
圆线虫病等寄生虫病［17］，故目前该螺已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农业有害生物之一。因此，褐云玛
瑙螺亦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高被引文献分析结果表明，肠道菌群构成及研究
方法相关文献被引频次较高，说明此类文献是该领域
的学科基础，对该领域研究进展贡献较大。而对于螺
类肠道菌群领域研究的前沿聚类分析表明，肠道菌群
的应用、肠道菌群多样性、肠道菌群功能等方向是该
领域当前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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