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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银杏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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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文献计量学方法，统计分析了1989～1995年间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收录的银杏研究文献，探讨了银杏研究的年代分布、 主题分布和期刊分布，初步
总结了当前国内银杏研究的现状，并对此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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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 （ Ginkgo biloba ）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孑遗植物，学术界称它为 “活化石”。 目前，银
杏已成为我国普遍栽植的叶果材兼用和城市美化绿化树种。 银杏叶和种子在食品和医药上有
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尤其是银杏叶中的提取物 （ GBE） 在治疗人类心脑血管疾病上有显著疗
效。 为了做好银杏科研的信息服务，便于研究人员迅速了解当前国内银杏的研究现状，进一
步促进我国银杏科研和生产的发展，本文对银杏研究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

1 数据收集
本文以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1989～1995） 》 为检

索对象进行计算机文献检索，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1］，对机检收集到的银杏研究文献进行了
年代分布、 主题分布和期刊分布的统计，并进行分析讨论。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代分布

银杏文献按年份统计得表1。
表1表明，自1989年以来，我国银杏文献量逐年增加，尤其是1992年以后，文献量迅

猛上升。1995年文献量达89篇，占7a总文献量的26.3％。 究其原因，主要是银杏的经济价
值已被国内外所认识，尤其是 GBE 在治疗人类心脑血管疾病上具显著疗效，从而推动了银杏
的开发利用；银杏果实、 树叶价格上升，农民栽种银杏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也进一步推动了



银杏科研的发展；1992年后银杏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学术活动对银杏科技信息交流起到很好的
推动作用，也促进了银杏科研与生产的发展。

表1 银杏文献的年代分布
T able1 Age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in ginkgo

年  份 篇  数 年  份 篇  数

1989 15 1993 66
1990 16 1994 81
1991 26 1995 89
1992 45 合计 338

2.2 主题分布
2.2.1 银杏文献主题类型 将银杏文献按研究的主题类型［2］统计，得表2。

表2 银杏文献主题分布
T able2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in ginkgo

顺序号 主题类型 文献篇数 百分率／％

1 栽培研究   133 39.3
2 基础性研究  56 16.6
3 经济与产品研究 52 15.4
4 一般性研究  41 12.1
5 病虫害研究  34 10.1
6 经营资源研究 19 5.6
7 园林研究   3 0.9

  由表2可知，银杏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栽培研究、 基础性研究、 经济与产品研究这3个
方面，占总文献量的71.3％，其中栽培研究在整个研究中的比例最大，占39.3％，说明我国
银杏生产技术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配套体系。 基础性研究位居第二，占全部科研文献的
16.6％，说明研究人员对银杏的基础性研究较为重视，但在银杏药理研究方面较弱，这与研
究难度大、 设备要求高有关。 经济与产品研究位居第三，占全部科研文献的15.4％，说明银
杏的综合利用与开发已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研究有所深入。
2.2.2 栽培研究层次分析 银杏栽培研究各项目的文献量及所占的百分数汇总于表3。

表3 栽培各项目文献量统计
T able3 Statistics in the numbers of documents on vorious items of culture

项  目 篇  数 百分率／％ 项  目 篇  数 百分率／％

良种繁育 22 16.5 组织培养 1 0.8
播种育苗 24 18.0 人工授粉 4 3.0
扦插育苗 28 21.1 栽培技术 33 24.8
嫁  接 21 15.8 合  计 133 100

  从表3可见，栽培技术文献量为33篇，占整个栽培研究文献量的24.8％，说明银杏丰产
栽培是生产上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人员比较注重对丰产栽培技术的研究。 但从文献内容上
看，栽培技术的文献水平大多比较浮浅，缺乏深度。 扦插、 播种育苗文献量分别为28篇和24
篇，分别占整个栽培研究文献量的21.1％和18.0％，说明银杏的育苗繁殖还主要局限在传统
的扦插和播种。 决定银杏丰产和品种的良种繁育技术和嫁接苗造林文献有22篇和21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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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占整个栽培研究文献的16.5％和15.8％，说明我国的银杏研究已开始抓住关键，向良种繁
育和丰产栽培研究方向发展。
2.2.3 经济与产品研究层次分析 银杏经济与产品研究各项目的文献量及所占的百分率汇
总于表4。

表4 经济与产品研究各项目文献量统计
T able4 Statistics in the numbers of documents on vorious items of economics and products

项  目 篇  数 百分率／％ 项  目 篇  数 百分率／％

综合利用 19 36.5 中医药 13 25
经济价值 7 13.5 保健食品 13 25

合  计 52 100
  从表4可见，综合利用和经济价值的文献量总和与中医药和保健食品的文献量总和基本
持平，各占该研究类型文献量的50％，说明银杏的综合利用受到人们的重视，银杏的产品开
发利用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可以肯定这种研究方向是对路的。 但从文献内容上看，还存在着
研究与开发结合不紧密和资源开发效果差等问题。 这是今后在研究方向上应注意的问题。
2.3 期刊分布
2.3.1 刊载银杏文献期刊的集中与离散分析 按刊载银杏文献数量的多少进行统计，得表
5。

表5 刊载银杏文献期刊的集中与离散
T able5 Concentration and scatter of periodical in documents of ginkgo

刊载文献／篇 期刊数／种 文献数／篇

1～2 110 135
3～5 14 46
6～28 12 157
总  计 136 338

  从表5可见，从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1989～1995） 》 中检索到的338篇银杏文献，分
布在136种期刊上，其中刊载银杏文献3篇以上的期刊有26种，载文量为203篇，占银杏文
献总量的60％，其他135篇银杏文献散布于110种期刊上，占银杏文献总量的40％，说明银
杏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面较广，离散性较大。 科研人员除阅览26种主要期刊以外，还需博览
其他有关期刊。
2.3.2 核心期刊分布 将刊载银杏文献6篇以上的期刊进行统计，得表6。

从表6可知，银杏科技文献主要刊载于12种期刊上，载文量为157篇，占银杏文献总量
的48％，说明银杏文献虽然离散性较大，但仍有一个 “核心” 期刊，这对科研人员检索利用
银杏文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这12种 “核心” 期刊的性质看，多数属省级的林业科技与
通讯。 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银杏研究较集中于栽培和开发利用，而深层次具有较高学
术性的论文发表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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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核心期刊分布
T able6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periodical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献篇数 百分率／％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献篇数 百分比率％

1 江苏林业科技 28 17.8 7 林业科技通讯  12 7.6
2 山东林业科技 21 13.4 8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11 7.0
3 林业科技开发 16 10.2 9 落叶果树    11 7.0
4 经济林研究 13 8.3 10 河北林业科技  8 5.1
5 陕西林业科技 13 8.3 11 广西林业科技  6 3.8
6 浙江林业科技 12 7.6 12 广西植保    6 3.8

合  计 157 100

3 结论与建议
3.1 1989年以来，国内银杏热持续升温，文献量逐年增加，1992年后呈迅猛上升势头。 从
银杏研究的主题分布来看，侧重于栽培研究、 基础性研究和经济与产品研究，可以说与当前
我国银杏生产发展相吻合。
3.2 栽培研究是银杏生产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献量可观，表明我国银杏生产技术已形成一
个完整的系统配套体系。 但从银杏的人均产量、 栽培面积和栽培技术上看，又明显落后于国
外，而且还存在内容浮浅、 深度不够、 研究的关键问题不够突出等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前，应加强良种繁育的研究；雄株的花粉直感效应也应研究；要加大良种繁育系数，降低
良种苗成本和价格；同时要加强早实丰产的研究，避免因银杏结实太迟收效慢而挫伤群众栽
培积极性。
3.3 我国对银杏基础性研究较为重视，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药理研究方面，特别是银杏叶的
有效成分、活性成分、活性基因和作用机理等方面研究较弱。在临床试验上我国做得更少。因
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由于这些研究难度大，设备要求高，应引起有关科研管
理部门的重视。可组成协作组联合攻关或对投资多、见效慢的上述基础性研究课题进行倾斜，
以保障银杏研究的长期健康发展。
3.4 银杏的综合利用和产品开发利用已引起国内研究人员的重视和关注，但与国外相比，我
国银杏的开发利用研究仅是刚刚起步，研究与开发结合不紧密及资源开发效果差等问题还相
当突出，还需进一步研究解决。 目前，GBE 的提取工艺问题较多，纯度不够理想，黄酮及内
脂的含量，特别是银杏内脂含量低，影响出口，影响开发，进而影响开发效果。 这是亟需研
究解决的问题。

总之，如何解决好上述问题，使银杏这一古老的孑遗植物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我国银
杏研究人员面临的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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