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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收录自 1990 年以来“体育运动风险”为研究主题的 422

篇文献为数据来源，利用 CiteSpaceⅤ进行可视化处理和分析。以知识图谱方式梳理体育运

动风险领域的学科耦合、热点共现与演进过程，探索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脉络，探讨近 25 年

来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进展，以把握体育运动风险研究前沿问题、演进脉络及推动我国体育

运动风险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研究表明，体育运动风险研究形成了以体育科学为主导

的运动医学、健康学、运动损伤康复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多领域互相交叉

的综合性学科群；研究热点围绕体育运动损伤风险展开，理论上，以风险认知和感觉寻求为

主导；应用上，研究多偏向体育运动造成的具体损伤风险，如十字韧带损伤和创伤性脑损伤

等风险管理与影响因素研究；研究人群主要为儿童青少年和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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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collection of the papers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since 1990 concerning

the topics of the sports risk with 422 articles used as the original resource papers. Also，the

CiteSpace V was used to visually treat and analyze the data. Based on the mapping knowledge com-

bined with sports-risk domain method，the study was intended to capture the core concepts and de-

velopmental process for the past 25 years of sport risk research outcomes. Also，the research study

focuses on the advanced research study related sport risk domain research in order to integrate re-

search and practi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sport risk domain research has impacted the inter-disci-

plined studies in the areas of sport medicine，health，sports injury and rehabilitation，psychology，

educational pedagogy，and social science，etc. The research studies focus on sports injury risk with

two parts: theoretically，it base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sensation seeking as primary focus，from

practical perspective，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jury risks caused by sports practice and engage-

ments such as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such as risk

management，and influence factor research studies. The target research population is mainly young-

sters，adolescents，and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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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险是指未来发生不利事件的概率，它指向于未来可

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过去和现在［9］。体育风险则是在体

育领域内影响目标实现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10］。纵观中

外体育运动史会发现，在竞技体育、竞赛以及各种体育活

动中，由于运动员自身或其他外在诱因导致运动员受到人

身伤害或致他人人身伤害的事件屡见不鲜［3］。如今，在国

家和政府的倡导下，体育运动日趋全民化和日常化，甚至

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很多运动项目

都有着高机率的身体接触行为，并且需要借助一定的场地

和器材完成，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运动中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甚至在体育活动或赛事的组织进行过程中，由于组织

者的管理不善也使得风险时有发生［2］。面对诸多潜在的

体育运动风险因素，如何做到正确识别，有效规避体育运

动风险是当下较为严峻的任务，为此国内、外专家学者对

体育运动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

我国体育运动风险方面研究主要涉及竞技体育参赛

风险［13］、学校体育活动风险认知［11］及管理［14］、锻炼风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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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然而，鲜见国外体育运动风险相关研究，代表性研

究是对国外体育风险管理体系的研究［19］，我国体育运动风

险研究多立足于本土化的视角，对国外体育运动风险理论

与实践的宏观把握与定量分析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厘清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状况及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及

前沿，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相关研究的缺憾，另一方面，

有利于从整体上梳理国外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状况，对国

内学者把握国际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前沿问题、演进脉络

以及推动我国体育运动风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都有

重要意义。面对国外海量的相关文献，只有通过科学的方

法对其进行把握，才能更好地对该领域进行深入探索。本

研究对Web of Science TM中收录的体育运动风险的相关文

献进行研究，借助有效获取知识、发现知识和探测知识前

沿的科学文献计量法——以知识单元为分析基础的知识

可视化方法（CiteSpaceⅤ），以量化的方式来了解上述问

题。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的 SCI、SSCI为来源数据

库进行检索。本研究的主题为体育运动风险，设置检索标

题词“sport* risk*”OR“risk* in sport*”，文献类型为“Arti-

cle”，语种为“English”，检索时间为 2016年 9月 15日，共检

索相关索引文献 422篇，以此作为数据来源。

2.2 研究工具

CiteSpaceⅤ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

陈超美（Chaomei Chen）开发的一种多元、分时、动态的应

用程序和可视化软件。该软件在绘制各个科学领域的科

学知识图谱、分析不同特征和类型的引文网络以及识别和

呈现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和

功能优势［27］。它既能够展示某个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也

能够突出显示在该领域发展历程中的一些特定重要文

献［1］。

本研究主要采用关键路径算法（Pathfinder）对所收集

到文献的学科、关键词及文献共被引方面的特征进行对比

与分析，将国外体育运动风险相关的 422篇文献在 JAVA环

境下使用CiteSpaceⅤ可视化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

2.3 研究程序

使用CiteSpaceⅤ软件的研究程序主要包括确定主题、

数据准备、项目设置和可视化 4个部分。

1.确定主题。本研究的研究主题为体育运动风险，因

此广泛性选取检索词为“sport risk”“risk in sport”“ physical

activity risk”“risk in physical activity”“exercise risk”“risk in

exercise”等，以及复合检索方式如：“risk in physical educa-

tion* OR risk in exercise OR risk in physical- activity*”或

“physical education*OR exercise OR physical- activity AND

risk”等。根据多著作对“体育运动风险”一词的翻译与分

析，结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经过反复配组与分析比较，以

及文章检索“文题一致”原则，最终确定本研究的检索词为

“sport* risk*”或“risk* in sport*”。

2. 数据准备。使用 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为数据

库进行检索，检索后得到 422条数据。将所检索到的数据

全部导出到空文件夹 data，并且依次修改数据命名为

“download_N.txt”（N为自然数）。

3.项目设置。数据准备好并且新建项目后，需要在界

面中进行一系列设置，如时区分割、网络设置、阈值设置

等。本研究将时区选择设置为 1990—2016年，时间切片为

2年一段。算法不进行裁剪，单击Go按钮生成静态视图。

4.可视化。得到图谱后，可看到每个节点的多方面信

息，如，转折点（Pivot node），有紫色外圈的节点，具有高的

中介中心性的点；标志点（Landmark node），节点大小代表

总被引次数，节点越大则总被引频次越高以及高中介中心

性的点（Hub node）；枢纽节点，具有高度中介中心性。此

外，通过各个年轮的颜色可判断被引时间分布，聚类之间

的知识流向也可从时间（色彩）上看到（由冷色到暖色）

等［5］。

3 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主要学科

3.1.1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主要学科计量学分析

在CiteSpaceⅤ功能参数区对参数进行设置，时区分割

（Time slicing）为 1990—2016年，2年一切片，Node Types选

择节点Category，阈值项选择“Top N% per slice”，节点阈值

设定为每个时间切片中频次最高的 50 个关键词，运行软

件得到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学科分布图谱（图 1）。

从图 1可见，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绝不仅仅局限在体

育领域，除体育科学领域外，与心理学、社会科学、医学外

科、公众环境与职业保健、运动休闲与体育旅游等也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介中心性来看，体育运动风险所涉

及的主要学科共现网络图谱的关键节点有 5个，除去体育

科学外，中介中心性高的学科依次是心理学（0.47）、公众

环境与职业保健（0.29）、社会科学（0.22）、神经科学

（0.14）、旅游休闲（0.13）。不同学科和专业为全面认识体

育运动风险这一研究主题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视角，为预防

和管理体育运动风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3.1.2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学科耦合分析

耦合分析的概念源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Kessler 教授

于 1963 年提出的“文献耦合”［46］。邱均平指出，“耦合”概

念不仅仅局限于同时引证的两篇论文本身之间的关系，它

揭示的是一类普遍存在的关系，即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

主体与同一客体之间的关系［7］。因此，“文献耦合”可以进

一步推广应用于关键词耦合、著作耦合、期刊耦合以及学

石 岩，等：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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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耦合等［6］。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学科的双图叠加得

到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学科耦合图，通过 Z-score 简化按

钮来合并连线得到学科耦合简化图（图 2）。

图 1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学科分布图

Figure 1. The Map of Sport Risk Domain Research Category

图 2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学科的双图叠加图

Figure 2. The Double Map Overlay of Sport Risk Domain Research Category

如图 2所示，图谱共分为两大部分，第 1部分是本研究

来源数据中的参考文献学科分布示意图，第 2部分是本研

究来源数据中的施引文献学科分布示意图，两大部分以体

育运动风险研究为中介产生了学科之间的耦合联系。从

图 2 可见，第 1 部分中有关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主要参考

了医学、临床学、神经学、体育科学、心理学、教育学 6大学

科的研究，这些学科作为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来源，为体

育运动风险领域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第 2 部

分，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也影响着其他领域的一些研究，

如，医学、护理学、健康学、运动损伤康复学、体育科学、心

理学、教育学、社会科学，甚至涉及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等领域。

从连线的粗细程度可以看出学科间的联系密切程

度。从连线颜色可见学科的关系路径，如，参考了心理学、

教育学的研究往往更多地被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

科学等门类；参考了体育科学、神经科学这些学科的研究

多应用于运动损伤康复学、体育科学、心理学以及医学护

理学；参考了医学、临床学的研究成果多应用于医学、护理

学和健康学。

3.2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热点分析

Part 1 Part 2

5.PHYSICS, MATERIALS, CHEMISTRY

3.ECOLOGY, EARTH, MARINE

7.VETERINARY, ANIMAL, SCIENCE

4.MOLECULAR, BIOLOGY, IMMUNOLOGY

1.MATHEMATICS, SYSTEMS, MATHEMATICAL

4.CHEMISTRY,MATERALS PHYSICS
6.MATHEMATICAL, MATHEMATICS, MECHANICS

3.FARTH, GEOLOGY, GEOPHYSICS
10.PLANT, ECOLOGY, ZOOLOGY

2.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NUTRITION。

11.VEIERINARY, ANIMAL, PARASITOLOGY

21.TEHNOLOGUE, METALLIRGLIA, MIDEM-JOURNAL。
1.SYSTEMS, COMPUTING, COMPUTER

8.MOLECULAR, BIOLOGY, GENETICS
19.FORENSIC, ANATOMY, MEDICINE

14.DERMATOLOGY, DENTISTRY, SURGERY

5.HEALTH, NURSING, MEDICINE

9.SPORTS, REHABILITATION, SPORT
18.HISTORY, PHILOSOPHY, RECORDS

13.REVISTA, PSICOLOGIA, SAUDE

7.PSYCHOLOGY, EDUCATION, SOCIAL
12.ECONOMICS, ECONOMIC, POLITICAL

6.PSYCHOLOGY, EDUCATION, HEALTH
10.ECONOMICS, ECONOMIC, POLITICAL。

16.OPHTHALMOLOGY, OPHTHALMIC、OPHTHALMOLOGICA。
8.NEUROLOGY, SPORTS, OPHTHALMOLOGY
2.MEDICINE, MEDICAL, CLINICAL

9.DENTISTRY, DERMATOLOGY, SURGERY

Blo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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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或主题词是文章核心的浓缩和提炼，其出现的

频次越高，表明对其所表达研究主题的热度越高［18］。

CiteSpaceⅤ就是在统计关键词或者主题词词频之间共现

频次的基础之上，以可视化的形式将频次高低和聚类关系

清晰地展示出来，从而分析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8］。

在 CiteSpaceⅤ控制板面上设置“Time Slicing”值为 2；

节点类型选择“Key words”（关键词）；阈值项选择“Top N

per slice”，节点阈值设定为每个时间切片中频次最高的 50

个关键词，算法选择“Pathfinder”（关键路径计算法）进行分

析，并选取“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两种裁剪方式，运行软件，得出结果（图 3），由 233

个节点和 509条线连接组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在图谱中，节点代表分析的对象，即关键词，出现频次越

多，节点就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共现关系，其粗

细表示共现的强度，颜色则对应节点第一次共现的时

间［15］。

图 3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热点图

Figure 3. The Map of Sport Risk Domain Research Hotspots

将表达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关键词做合并处理，如，

Physical-activity 和 Physical activity 为表达同一意义的关键

词，CiteSpaceⅤ导出的数据中，Physical activity，Injury，In-

juries，Sport injuries 等，均按以上原则做合并处理，规范合

并后的部分高频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表 1）。

表 1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度（前 15位）

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and Centralities in Sport Risk Domain Research（Top15）

关键词

Prevention（预防）

Adolescents（青少年）

Physical-activity（身体活动）

Children（儿童）

Sport（体育运动）

Injury（损伤）

Behavior（行为）

Exercise（锻炼）

Health（健康）

Sensation seeking（感觉寻求）

Risk factors（风险因素）

Epidemiology（流行病学）

Athlete（运动员）

Participation（参与）

Pattern（模型）

频次

41

37

37

27

27

27

24

21

20

19

17

16

14

12

12

中心度

0.27

0.44

0.14

0.25

0.09

0.06

0.06

0.22

0.11

0.12

0.36

0.10

0.27

0.2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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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V.5.0.R1 SE(64-bit)
2016 年 11 月 29 日 上午 10 时 15 分 19 秒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体育运动风险 \data
Timespan:1990-2016(Slice Length=2)
Selection Criteria:Top 30 per slice，LRF=-1，LBY=-1
Network:N=233，E=509(Density=0.0188)
Pruning:Pathfinder

sensation seeking athlete
prevention

children

physical activity
athletic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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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见，预防（Prevention）是关键词出现频次第 1

位的高频词，可知风险预防在体育运动风险领域有着众多

学者高度关注。研究发现，风险预防主要针对运动损伤风

险的预防，对此，学者们大都通过影响因素的研究，找出可

能造成运动损伤的风险因素并制定预防策略［34］。Knowles

（2006）指出，了解运动起因和运动相关损伤的风险因素，

能使教练更好地进行风险定位并做出安全决策，以减少运

动员受伤的可能。高频关键词排名中，风险因素（Risk fac-

tors）虽排名第 11 位，但中介中心性却较高（0.36），表明影

响因素的研究对风险预防研究有着较重要的联接作用。

如，Emery 对儿童青少年运动损伤影响因素研究［34］，

Knowles对运动流行病学发病率影响因素研究［47］，Dever对

青少年运动风险承担与物质使用风险影响因素研究［33］等

都从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体育运动风险的预防研究。此

外，风险评估作为一种工具，可用于防止运动损伤并提出

预防建议［63］。只有对体育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才

能基本掌握相关的风险因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将体

育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12］，而风险预防是体育运

动中最理想的风险应对方式。多年来，各国学者致力于体

育运动风险预防的研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因此，风险

评估手段的进步以及多种影响因素的研究可能是推动体

育运动风险预防成为本领域研究热点的关键，然而，体育

运动与运动风险是不可能剥离的，并且风险问题不可能完

全消除，只能通过研究不断提出更好的预防手段。因此，

体育运动风险预防研究依然是未来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所

在，只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进行风险预防有待进一步

探索与发掘。

青少年（Adolescents）、儿童（Children）是出现频次分别

排在第 2位和第 4位、中介中心性排在第 1位和第 4位的热

点关键词。热点词的选取来源于基础数据的关键词，而关

键词是研究最精炼的中心思想，出现频次较高表明体育运

动风险领域学者对青少年儿童这个群体较为关注，研究主

要集中在学校体育运动风险以及青少年运动员损伤风险

两大方面，如青少年学校体育运动风险方面Bratton对青少

年儿童体育考试中的相关风险评估研究［23］，Kontos对青少

年体育参与损伤风险认知和估算能力的相关研究［48］，Co-

hen对高中生课外体育活动方案有效性以及高风险行为进

行研究以及后续对青少年儿童运动风险的影响因素具体

研究等［29］；在青少年运动员损伤风险方面，Deloës 对青少

年运动员参与 12 项运动中的膝盖损伤进行了相关研

究［32］，McGuine对高中运动员损伤风险和损伤预防进行了

综述研究［56］等，研究不断趋于细化、具体化，加之国外职业

运动员的培养依靠学校体育体系［31］，因此，青少年儿童群

体成为目前体育运动风险领域的研究热点人群。此外，研

究较热的人群还包括运动员（Athlete）、女性（Women）等。

身体活动（Physical-activity）、体育运动（Sport）和锻炼

（Exercise）是排名第 3、5、8 位的高频关键词。这 3 个词是

体育运动的不同表达方式，基本可以涵盖所有的体育运动

类型。这 3 个词的中介中心性，影响力排序如下：锻炼

（Exercise）中介中心性最高，其次为身体活动（Physical-ac-

tivity），最后为体育运动（Sport）。

损伤（Injury）、行为（Behavior）和健康（Health）是关键

词排名第 6、7、9位的高频词，损伤是个体在体育运动过程

中的最大风险之一。研究发现，体育运动风险研究主要围

绕损伤的具体风险展开，研究都较为具体，如十字韧带损

伤、脑震荡以及肌肉拉伤等。围绕行为（Behavior）和健康

（Health）这两个关键词展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生活方式

（如酒精、烟草等的使用等）与体育运动风险、体育运动冒

险行为以及职业体育中兴奋剂的使用行为等方面，研究主

要针对此类行为对体育运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以及管

理研究，如，Kingsland（2015）对足球俱乐部运动员酗酒行

为进行干预管理，结果表明，加强俱乐部运动员的酒精管

理可以减少酒精滥用对运动员造成的风险。近年来此类

研究不断增多，也逐渐成为今后体育运动风险研究领域的

趋势所在，包括饮食失调、肥胖等由于不恰当生活方式引

起的体育运动风险。

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关键词排名第 10 位的

高频词，是高频关键词中唯一的理论性关键词，可见感觉

寻求理论在体育运动风险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感觉寻求

是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最早的体育运动风险研

究就是建立在感觉寻求的基础之上，并且至今一直沿用，

感觉寻求理论在本领域属于经典理论，最早应用于高风险

体育运动研究［58，61］，后来逐渐过渡到对不同风险等级项目

的感觉寻求进行比较研究［40］以及感觉寻求作为一种特质

对体育活动参与者锻炼时的风险进行相关研究［38］。

3.3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演化分析

运行CiteSpace软件，控制版面中节点选择Cited Refer-

ence（被引文献），设置“Time Slicing”值为 2；阈值项选择

“Top N per slice”，节点阈值设定为每个时间切片中共被引

频次的前 50，算法选择“Pathfinder”（寻径网络算法）进行

分析，运行软件，并按照中心性的高低显示体育运动风险

的关键点图谱，其次，选择图谱聚类方式“Find Clusters”，

选择“Keyword”中提取聚类命名，之后选择“LLR”算法进

行聚类计算，并选择“Show the largest connected compo-

nents only”（只显示最大的聚类），最终得到体育运动风险

研究的文献共被引聚类图。图 4 中，1 个节点代表 1 篇文

章，黑色名称的节点代表本研究中高中介中心性的文章，

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表示网络节点对体育运动风险研究

的标志性意义和链接的枢纽作用，它为那些无法直接进行

连接的节点或聚类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具有控制另两个引

用文献的交互能力，处于重要的主导地位［21］，红色名称则

为聚类命名，聚类的颜色表明体育运动风险研究在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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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演进。从图 4 可见，体育运动风险的主要聚类有 10

个：#0：Sensation（感知）、#1：Sensation Seeking（感觉寻

求）、#2：High School Basketball（高中篮球）、#3：Epidemiol-

ogy（流行病学）、#4：Cruciate Ligament Injury（十字韧带损

伤）、#6：Sudden death（猝死）、#11：Gender（性别）、#12：

Hamstring Injury（大腿肌肉拉伤）、#16：Prosocial Behavior

（亲社会行为）、#21：Traumatic Brain Injury（创伤性脑损

伤）。

图 4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文献共引网络图谱

Figure 4. The Network of Sport Risk Domain Co-Cited References

表 2列出了与图 4各个聚类中相关节点所代表的高中

心性文献。根据聚类内容将共被引网络分为两大部分：

Part 1为体育运动风险的理论相关研究，Part 2为体育运动

风险的应用相关研究。图中的不同聚类分属于这两大部

分，形成两部分各自的发展脉络。对图中两部分分别进行

再划分，并对代表性节点的文献信息（表 2）进行重点分析，

以揭示体育运动风险整体的演进过程。

表 2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各知识聚类高中心性文献信息

Table 2 Information of High Centrality Literatures in the Sport Risk Cluster

Part 1

Cazenave N

Zukerman M

Zukerman M

Part 2

Conn J M

Finch C

Vanmechelen W

Hewett T E

文献信息

Psychological profiles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engaged in risk-taking sports

Sensation seeking and risk taking

Sensation seeking and sports

Sports and recreation related injury episodes in the US

population，1997-1999

A new framework for research leading to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Incidence，severity，aetiology and prevention of sports

injuries

The effect of neuromuscular training on the incidence of

knee injury in female athletes a prospective study

文献来源

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2007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3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83

Injury Prevention 2003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port

2006

Sports Medicine 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1999

被引

27

472

363

285

413

352

1 318

石 岩，等：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CiteSpace，V.5.0.R1 SE(64-bit)
2016 年 10 月 4 日 下午 05 时 18 分 31 秒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3\data
Timespan:1990-2016(Slice Length=2)
Selection Criteria:Top 50 per slice，LRF=-1，LBY=-1
Network:N=646，E=2800(Density=0.0134)
Largest CC:290(44%)
Pruning:Pathfinder
Modul arity Q=0.9143
Mean Silhouette=0.7234

Part 1 Part 2

#0 sensation

MURGATROYD S(1978)

#16 prosocial behavior

ZUCKERMAN M (1979)
ZUCKERMAN M (1983)

SLANGER E (1997)

ROSSI B (1993)

#1 sensation seeking
CAZENAVE N (2007)

#11 gender

HEWETT TE (1999)
#4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2 high school basketball

#12 hamstring injury

VANMECHELEN W (1992)

CONN JM (2003) #21 traumatic brain injury

#3 epidemiology

#6 sudden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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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Part 1：体育运动风险的理论研究

从图 4可见，Part 1中共包括 3个聚类，分别是#0：Sen-

sation（感知）、#1：Sensation Seeking（感觉寻求）、#16：Proso-

cial Behavior（亲社会行为）。

#0：Sensation（感知）这一聚类中的高被引代表文献为

Zukerman 的“Sensation seeking and risk taking”和“Sensa-

tion seeking and sports［65］”两篇文章，且其中心性较高，表明

Zukerman 有关感觉寻求风险的研究对体育运动风险整体

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从#0：Sensation（感知）到

#1：Sensation Seeking（感觉寻求）两个聚类是一个发展的过

程，也可看作是一个大的相关性聚类，由 Zukerman的两篇

高被引文献将两个聚类联合起来，组成了这一时期的研究

焦点，促进了体育运动风险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为此后感

觉寻求在体育运动风险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

Potgieter（1990）、Zarevski（1998）、Jack（1998）、Kontos

（2004）、Guszkowska（2010）、Freixanet（2012）、Deroche

（2012）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体育运动风险领域的风险

认知以及感觉寻求进行了后续的相关研究。

研究发现，感觉寻求理论主要应用在体育运动风险领

域中的高风险运动部分，多数学者都对高风险运动参与者

的风险寻求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以了解高风险类体育运动

的风险认知情况。如 Potgieter（1990）与 Jack（1998）对中低

风险运动中参与者感觉寻求进行了相关比对研究［58］，其

中，Jack将不同风险运动参与者的感觉寻求与Zukerman感

觉寻求量表（Sensation Seeking Scale，SSS）以及 Eysenck 等

人的冲动-冒险-移情量表（EI-V-EQ）结合起来，以探讨不

同风险运动参与者的风险认知以及风险认知评估方法的

选择，结果支持了在高风险体育领域研究中使用此种评估

方式是可靠的［43］，并且这些参与者在冲动维度上不存在差

异；Guszkowska（2010）主要调查了男性在高风险运动项目

上的感觉寻求水平，并了解水平不同是否取决于体育运动

项目类型的不同，结果表明，实验组相比对照组而言，参与

高风险运动的男性具有更加强烈的感觉寻求的认知特

征［40］。其次，Zarevski（1998）对运动员参与不同等级风险

运动中的 Arnett 感觉寻求问卷（Arnett Inventory of Sensa-

tion Seeking，AISS）和 Zuckerman 感觉寻求量表进行了比

较研究，他们选取了跳伞、潜水、滑翔、洞穴和登山活动等

高风险运动项目和田径、赛艇、保龄球和乒乓球等低风险

运动项目，目的是为了找出哪个量表可以更好地区分这两

组运动员，这是对这两种感觉寻求测量工具进行效标关联

效度的重要的一种检验方式［64］。

心理学应用在体育运动风险中的理论不只是感觉寻

求理论，还包括风险认知、唤醒理论、动机理论以及自我效

能感等，#16：Prosocial Behavior（亲社会行为）这一聚类较

小 ，但是却属于较前沿的研究内容 ，代表研究是 Su

（2016）［62］的“At-risk boys’social self-efficacy and physical

activity self-efficacy in a summer sports camp”一文，作者通

过对青少年夏令营体育运动风险中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体

育活动自我效能感以及社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来预测其

亲社会行为，研究也属风险认知研究范畴。研究内容也不

仅仅局限在高风险运动，对身体活动和锻炼等体育运动风

险认知也有一些研究，尤其是青少年运动风险认知，如

Kontos（2004）在“Perceived risk，risk taking，estimation of

ability and injury among adolescent sport participants”一文中

得到了“青少年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估计能力等同于青少年

运动损伤最重要的心理因素”的结论［48］。

综上所述，Part 1中，体育运动风险的心理学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感觉寻求和风险认知两大方面，并且研究都是

基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以 Zukerman 感觉寻求理

论为体育运动风险相关感觉寻求研究的基础，并贯穿于后

续相关研究中。此部分研究虽不是体育运动风险研究中

最集中的部分，但理论研究始终是必不可少的积淀，这些

理论研究也推动了体育运动风险领域的应用研究。

3.3.2 Part 2：体育运动风险的应用研究

从图 4 可见，Part 2 中包括 7 个聚类，分别是#2：High

School Basketball（高中篮球）、#3：Epidemiology（流行病

学）、#4：Cruciate Ligament Injury（十字韧带损伤）、#6：Sud-

den death（猝死）、#11：Gender（性别）、#12：Hamstring Injury

（大腿肌肉拉伤）、#21：Traumatic Brain Injury（创伤性脑损

伤）。结合对各聚类中高频关键词和高被引文献的分析，

可将 Part 2 中的聚类大致分为 4 个研究主题，分别为体育

运动损伤风险研究（#2、#4、#12）；体育运动风险流行病学

研究（#3、#21）、运动性猝死风险研究（#6）、体育运动风险

性别研究（#11）。

1. 体育运动损伤风险研究

对运动损伤的研究可以帮助运动员减少训练和比赛

中出现的运动伤病，保障运动员训练效率，提高运动员比

赛成绩，延长运动员运动生涯［16］。从图 4 可见，体育运动

损伤相关风险（#2、#4、#12）这个聚类群分布面积最大，表

明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内容都大都集中在体育运动损伤

风险这一部分。运动损伤种类繁多，有关损伤风险研究主

要集中在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十字韧带损伤）、Ham-

string Injury（大腿肌肉拉伤）、High School Basketball（高中

篮球）等。

#4聚类为Cruciate Ligament Injury（十字韧带损伤），在

美国高校，每 320 719人次的运动参与者中就有 48人次的

交叉韧带损伤，中学每年 873 057 人次的运动参与者中就

有 53人次的交叉韧带损伤［22］。十字韧带损伤在体育运动

中是高发损伤，因此，有关十字韧带损伤风险的研究成果

丰硕，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中十字韧带损伤的机制、

十字韧带损伤测评手段以及十字韧带损伤的风险管理（如

十字韧带损伤的治疗及康复研究等）等方面。在膝关节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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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研究中，Hewett（1999）的“The effect of neuromuscular

training on the incidence of knee injury in female athletes a

prospective study”一文是此类研究的高被引文献，作者主

要对两组高中女子篮球、足球、排球运动员膝关节运动损

伤进行了研究，两组分别为接受神经肌肉训练和未接受神

经肌肉训练的运动员，结果表明，接受过特定超等长训练

后女运动员膝关节损伤的发病率低［41］。此文无论是中介

中心性还是在后续的被引频次上都位列本领域第 1位，其

在体育运动损伤风险领域的影响不容低估。在十字韧带

损伤机制研究中，Geiser（2010）指出，在髋外展肌肉疲劳

后，不管任何动作，在脚触地的开始一段时间，膝关节角更

加内收，膝关节经受了更大范围的外展动作，且在站立受

力阶段产生更大的内部膝关节内收力矩，这些改变使膝关

节前交叉韧带损伤的风险提高［39］。此外，对于前交叉韧带

损伤原因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运动员首次前交叉韧带损

伤，据估算，大约 1/3~1/4经历过前交叉韧带重建的运动员

会有二次膝关节损伤。在十字韧带损伤风险管理中，Lim

（2009）对高中女子篮球运动员前交叉韧带损伤的生物力

学危险因素中运动损伤预防培训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研

究指出，参加了损伤预防培训训练的运动员比未参加训练

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可以表现出一些好的肌肉力量和柔韧

性以及许多的生物力学方面性能改善，从而来有效地预防

运动中十字韧带损伤［52］。还有学者发现，平衡训练使膝关

节产生外翻和内旋力矩的峰值减小，可以降低运动中交叉

韧带的损伤风险［28］。此外，十字韧带损伤风险的研究手段

采用了大量的运动医学与运动生物力学手段，使研究结果

更为精确科学。此类研究的大量涌现不仅为体育运动相

关的十字韧带损伤风险预防及管理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借

鉴，还提供了许多可行的医学建议，为之后的风险预防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

#2 聚类为 High School Basketball（高中篮球），研究发

现，本聚类中有关体育运动风险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

童青少年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国外职业运动员的培养依靠

学校体育体系［16］，因此，#2聚类亦可看作学校体育运动风

险研究，研究紧紧围绕青少年各项课外体育活动参与中的

运动风险研究以及青少年运动员运动训练的损伤风险预

防研究这两个方面。Emery（2006）指出，儿童和青少年的

体育参与和损伤机率是非常高的，并且青少年损伤风险的

内部因素主要为运动员的耐力不足、心理因素等，外部因

素主要有年龄、性别以及先前的损伤等，影响因素的研究

为青少年体育运动风险预防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34］。

此外，有关青少年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还集中在运动与生

活方式、运动与青少年流行疾病、青少年运动性猝死以及

青少年运动员运动风险评估等方面。

#12 聚类为 Hamstring Injury（大腿肌肉拉伤），是一个

小聚类群，虽然聚类较小，但是研究的针对性极强。研究

发现，此聚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足球运动损伤，大多研究足

球运动员的大腿后侧肌肉群损伤的风险以及风险应对，如

影响因素中的代表性研究，Freckleton（2013）对运动中腘绳

肌损伤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meta分析，研究表明，随着

年龄的增加，提高了股四头肌峰值扭矩和腘绳肌伤害史与

体育运动中腘绳肌应力性损伤风险的关联［37］。此聚类研

究虽小，但实证应用研究较多，为体育运动中运动员腘绳

肌损伤风险的预防奠定了基础。

2. 体育运动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是研究特定人群中疾病、健

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并研究防治疾病及促进健康

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20］。有关体育运动的流行病学研究

众多，如脑震荡、肥胖症、饮食失调和哮喘等。从图 4可见，

体育运动风险领域流行病学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聚类（#3、

#21），聚类#3 为 Epidemiology（流行病学），表明运动相关

流行病学在体育运动风险领域中是一个研究重点；聚类#

21：Traumatic Brain Injury（创伤性脑损伤）单成一个小聚类

是由于运动引发脑震荡有着极高的发生率，使其成为体育

运动损伤风险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21 聚类为 Traumatic Brain Injury（创伤性脑损伤），运

动性脑震荡是年轻人群中最常见的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每

年大约影响着 30万的美国成年人［44］。本领域有关创伤性

脑损伤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性脑震荡的预防、监

测运动性脑震荡的症状以及运动性脑震荡风险的管理。

早在 1995年Cantu［25］在对接触性运动风险进行研究时，重

点对二次撞击综合征进行了探讨，用 6个案例反映了在所

有接触类的运动中，一些还存有之前脑震荡症状的运动员

有着相同的头部受伤机制，更容易造成二次撞击综合征，

还指出了足球和拳击的“重返运动”指导方针是其他运动

安全活动建议的基础，为已经存在脑震荡症状的运动员避

免二次撞击综合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建议，并且这篇文章

在后续的脑震荡损伤风险研究中被广为引用。此后，在

2001、2009以及 2010年至今，有关运动性脑震荡的研究一

直在持续进行，而研究由起初的影响因素研究［59］逐渐发展

到后续的临床实验研究［54］、脑震荡损伤的风险评估研

究［50］、脑震荡与运动性病变的相关研究［55］、专项运动的脑

损伤风险研究以及运动性脑损伤的风险管理研究［45］，如

Collins（2014）提出采用加强颈部力量来避免运动中的脑

损伤等。

#3 聚类为 Epidemiology（流行病学），流行病学研究中

除脑震荡外，研究所涉及的流行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肥

胖［51］、饮食失调［53］以及传染性疾病［49］等。体育运动中有关

流行病学研究主要从运动中流行病的预防与控制着手，分

别针对不同运动项目高发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运动损伤

的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进行研究。在本聚类中位列前 3

的中心性文献有：Deloës（1995）对 1987—1989 年瑞士青年

石 岩，等：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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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组织在不同运动中的运动损伤流行病学进行诊断研究，

研究表明，在同一时期瑞士青年组织每年接近有 350 000位

年龄在 14~20 岁的参加者在 13.2 万小时内造成 5 000 多起

损伤，并且男、女在不同运动中损伤的发生率不同，男性损

伤发生率最高的运动项目有冰球、手球和篮球，女性损伤

发生率较高的运动项目有手球、足球和篮球，且女性运动

损伤率较高［31］。Schneider（2007）运用德国国民数据对运

动损伤的流行病学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相关研究，指出未来

的损伤预防战略重点应放在高危人群，即业余年轻男运动

员上［60］。Dennis（2008）指出，儿童和青少年运动损伤流行

病学研究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却被医学和体育

科学忽视［24］，作者在文章中概述了儿童流行病学的有关内

容，重点放在损伤风险因素和预防措施方面。

综上所述，运动性脑震荡是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其

次是对体育运动中不同运动项目的流行病研究，尤其是对

流行病学影响因素以及评估应对类研究的增多有利于对

体育运动中的流行病学进行更好的防范与管理，从而更好

地规避这类风险。此外，从文章突现（Burst）可知，近年来

研究者们对饮食失调以及肥胖等新兴流行病研究较多，说

明生活方式这一因素对于体育运动风险的影响也越来越

明显。

3. 运动性猝死风险研究

#6 聚类为 Sudden death（猝死），1990 年 WHO 和 1979

年国际心脏病学会把运动性猝死（Exercise athletic sudden

death）定义为有或无症状的运动员或体育锻炼者在运动中

或运动后 24 h 内意外死亡［42］。运动性猝死作为运动医学

中最严重和最实际的问题，一直受到各国学者长期关

注［4］，有关运动性猝死这一问题的预防和解决以及造成这

一结果的原因也成为学者们追逐的核心问题。研究发现，

心血管疾病是引发运动性猝死的主要原因。 Firoozi

（2003）认为，大部分年轻运动员猝死都是由于遗传心脏

病，而对每一个运动员进行潜在心脏病的评估是不切实际

的，因此，需要对这类运动员进行引导使他们学会区别锻

炼适应和心脏病学的生理适应［36］。对猝死风险评估研究

中，Corrado（2003）对年龄在 12~35 岁之间男、女运动员的

猝死风险设法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和

成年人之间的猝死是存在相关的，但体育运动本身不是一

个增强死亡的原因，而是容易在运动期间受到心血管疾病

以及心律失常等诱因诱发运动性猝死［30］。这篇文章是运

动性猝死这一聚类中中介中心性和被引频次都最高的文

章，被引频次达到 464 次，对后续有关运动性猝死的研究

都有着重要影响。此外，有关运动性猝死的研究还包括了

少量运动员自杀行为等的研究。

4. 体育运动风险性别研究

#11的聚类名称为Gender（性别），从图 4可见，此聚类

在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图谱中属于小分支。研究表明，性

别差异在众多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中最为常见，无论是历

史原因还是生理结构不同的原因，男、女性在体育运动参

与上都有着许多不同，而体育运动的风险研究中亦是如

此。早在 1994年，Nixon对性别可否改变教练员看待运动

中的风险、损伤和疼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教练员在面

对这些问题时呈现矛盾心态［57］。性别因素在运动项目中

风险也不同。Deloës指出，男女在 11项类似的运动中，有 5

项表现出了极大、极高的风险机率，其中，女性运动有篮

球、高山滑雪和器械体操等 4项，男性运动有徒步 1项。从

整体来看，女性损伤风险的机率远远高于男性［31］。此外，

还有大量只针对女性自身特点进行的体育运动风险研究，

如女性腹部损伤的风险［35］、女性从事高风险运动项目的心

理和情绪调节［26］等风险管理研究。

综上所述，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演进从理论和应用两

大部分进行：理论上，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感知（Sensa-

tion）为主的相关研究，后以 Zukerman（1983）研究为连接

点，逐渐过渡到后续的体育运动风险相关的感觉寻求

（Sensation seeking），近年来，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

ior）研究的不断增多，也使其逐渐成为体育运动风险领域

的研究热点；应用上，由早期体育运动造成的猝死（Sudden

death）事件引起学者对体育运动风险的关注，后逐渐过渡

到大众体育运动的流行病学（Epidemiology）风险研究，随

着时间的推移，风险评估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重点不断

深入、不断精确精准化，由最初很多的体育运动风险研究

逐渐精确到具体的损伤风险研究，如十字韧带损伤（Cruci-

ate Ligament Injury）、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

ry）等，并且研究以儿童青少年、运动员和女性 3类人群为

主线展开。

4 小结

1.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学科间交叉较多，逐渐形成了

以体育科学为主导的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学科群，主要交

叉的学科为运动医学与心理学。

2. 体育运动风险的研究热点紧紧围绕着具体的运动

损伤风险展开，包含儿童青少年、运动员、女性在竞技运动

和体育锻炼以及身体活动中损伤风险认知、行为、预防以

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等。

3. 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热点演进过程主要由体育运动

风险的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体育运动风险的应用研究，且

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和侧重各有不同。理论上，主要以感

觉寻求为研究重点；应用上，由最初较多的体育运动风险

猝死研究以及体育运动相关流行病学风险的研究逐渐过

渡到精准化的具体损伤研究，如十字韧带损伤研究等。在

整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运动损伤和损伤预防是贯穿始终

的热点。

4. 体育运动风险未来的研究趋势依旧是越来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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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热点更加趋向于具体损伤预防的研究、生活方式

与体育运动风险研究，如肥胖等以及职业体育兴奋剂等物

质使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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