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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引领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

爱思唯尔出版近3000种期刊及30000本图书，拥有行业内最多的顶级期刊如：《柳叶刀》、《细胞》、《欧洲泌尿外科》等，以

及最经典的医学类参考书如：《西氏内科学》、《坎贝尔骨科手术学》、《格氏解剖学》等。爱思唯尔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

据库Scopus、以及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全医学平台ClinicalKey等。

2013年至2017年，爱思唯尔发表的文章被引用1229万次，占同期全球科研文章总引用数的27.8%以上，位居全球第一。

《胃肠病学》

《细胞》 《欧洲泌尿外科》

《柳叶刀》

期
刊

解决方案

图
书

▪ 综合实力很强，他们需要配套的额外
教学材料

▪ 中国短缺优秀医学人才，但现实原因
和教育现况限制，与国际一流水平存
在差距

《
西
氏
内
科
学
》

《克氏外科学》

《克氏胸外科学》
《尼尔森儿科学》

o ClinicalKey

o ClinicalKey Student

o STATdx

o ExpertPath

o Via Oncology

o ClinicalKey for 

Nursing

o Clinical Skills



检索

阅读

www.ClinicalKey.com
支持IP范围内访问、远程账号访问



1）免费注册个人账号 1

注册：只需填入带星号的部分。注册免费。
图书下载、制作PPT等需先注册个人账号
并登录



2）机构范围内账号登录
2

pumc.edu.cn



中国医学科学院及下属机构已授权可以远程访问的域名



3）远程账号激活

点击右上角三个小横
线选择远程访问



4）远程账号激活

输入已注册机构的邮箱，再去自己邮箱里激活

机构邮箱远程访问功能需每半年在机构范围内重新按上述方法操作
激活后才能使用。

注：



• 诊疗指南Practice Guideline

• 涵盖全球270多家学协会的最新指南，超过5000篇

• 如：ACC，AHA，ATS，ATA，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ons

• Clinical Overview疾病综述

• 涵盖超过1000种疾病的全面论述

•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北美临床系列期刊

• 50多种期刊，涵盖30多个学科

• 业内权威专家针对特定临床问题的系列综述

标准、规范的诊疗指导



北美临床综述有效指导临床实践

Clinics in Chest Medicine

-Pulmonary Embolism

肺栓塞

最新进展总结

静脉血栓栓塞：
不断发展的实体

预防

预防高危医疗患
者的深静脉血栓
形成和肺栓塞

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s

评估

用于深静脉血栓
形成，肺栓塞和
出血的临床概率
工具

床边超声心动图
在急慢性肺栓塞
治疗中的价值

诊断

深静脉血栓形成
和肺栓塞的诊断

腔内动脉充盈缺
损被误诊为肺栓
塞

治疗

“新型”和直接
口服抗凝血剂及
长期抗凝治疗的
最新进展

深静脉血栓形成
的血管内和开放
手术

急性和慢性肺栓
塞的外科治疗

特殊人群

特殊人群中的
静脉血栓栓塞

妊娠和肺栓塞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686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364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625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352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558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376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510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571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613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649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534
https://www.clinicalkey.com/#!/content/journal/1-s2.0-S027252311830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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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循证医学
涵盖全部临床专科的权
威指南和循证医学，确
保医疗规范安全

北美临床期刊-心脏病学

本期邀请业内权威专家围绕高血压
前期到心衰相关临床问题进行论述



以症状入手-提供全面准确的诊疗思路防止漏诊误诊

以“症状”检索，可得到诊断建议：
输入“eyelid ptosis open mouth”，
ClinicalKey会给出最相关的答案。

eyelid ptosis open mouth



腹痛—常见症状，复杂诊断，开拓诊断思路

腹痛占主诉的很大一部分，每年有11％的急诊科（ED）就诊归因于腹痛。

ClinicalKey提供完善的思路，无论病因是腹部异常，还是非腹部异常导致的腹痛，降低漏

诊误诊率。



以症状入手-提供全面准确的诊疗思路防止漏诊误诊
以“腹痛”检索，可得到诊断建议，供
参考：
非器质性腹痛、腹痛临床可能情况、急
性阑尾炎、阿米巴病、肠套叠、宫外孕、
慢性腹泻、慢性胰腺炎等

牵涉痛

病因分区



如何进一步判断病因？

重症病因

鉴别诊断

重症诊断算法

急症病因



头痛 神经功能缺损中风 TIA

轴向液体衰减反转恢复
（FLAIR）图像显示在诊
断患有CNS原发性血管炎
（PACNS）的患者的脑
室周围，深部和皮质下白
质中弥漫性增加的信号

颅内血管的MR血管造影（MRA）
显示右大脑中动脉和其他中型
颅内血管的狭窄和不规则



图2大脑的多序列多平面MRI图像，包括轴向和矢状T1 WI [a，b，c]，轴向和冠状T2 WI [d，e]和轴向图

像[f]。这些图像显示左侧额叶区域的轴外损伤和同侧颞区的轴内肿瘤样泡状病变，伴有相关的病灶周围

水肿。这些多灶性病变显示出高T2 / FLAIR和T1加权图像的类似信号特征。此外，双侧高FLAIR和T1信

号强度和低T2信号强度可见于小脑幕上，代表晚期亚急性硬膜下出血[b，c，d，f]。静态视图颅内MRA

显示双侧近端MCA和ACA（箭头）内的边缘血管狭窄，与血管的珠状外观相关（箭头）[g]。

高放大倍率和低放大倍数图像显示薄壁血管的细节，血管和血管周围炎症

细胞浸润，淋巴细胞和少数中性粒细胞浸润与一些泡沫巨噬细胞混合[a，b]。

中度单核炎症细胞的病灶浸润混合少量嗜酸性粒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在稀

有血管周围和内部提示免疫介导过程中的多灶性血肿[c，d，e]。CD68（分

化簇68）显示具有泡沫巨噬细胞的阳性蛋白质表达[f]。胶质原纤维酸性蛋

白（GFAP）显示出具有反应性模式和保留轴突的染色的正消耗[g]。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vasculitis disguised as tumor-like

granulomatous angiitis and multifocal subdural hematoma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关于家族性疾病的重要提示





Genetic Testing



ClinicalKey语义分析后台，像医生一样思考，根据医生输入的线索，寻找各种可能病因，并根据关联度排序，助

力疑难复杂病的诊断。

以症状、检查结果等入手，通过多症状、检查结果联合检索，为疑难复杂病诊断提供思路，降低误诊率、减少会诊和住院日，同时

为多科诊疗模式（MDT）提供有效支持。

例：患者出现双侧听力下降至耳聋，辗转半年就诊，检查现MRI脑膜强化、脑脊液CA19-9升高、脑神经受累等主要阳性症状和结果，

经多次专家会诊后，无明确诊断，看ClinicalKey能否提供有效线索？

辅助医生破解复杂病情



掌握最新药物资讯、确定最佳治疗方案



中医早已走出国门，进入现代医学的领地
--中医相关的临床研究、临床试验、临床应用

将中医（TCM）转化为慢性肝病（CLD）治疗的可能
性。 整体中医与西医的更为特殊和互补的观点的合并，有
望开发包括肝纤维化在内的新型CLD药物。实施尖端技术

和严谨的研究设计最终应该创造创新和协同作用。所示为
中药药物及其与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相关的细胞活性的实例。



疑难疾病治疗的中医优势

肠易激综合征 中医

肠易激综合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功能
性胃肠道疾病，其特征是在没有结构，
炎症或生化异常的情况下腹痛和排便
习惯改变。
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通常针对症状，
治疗困难，效果有限。发表在JAMA

上的研究证实了中药在治疗此病时拥
有独特的优势。



中药-丰富肿瘤治疗药物的选择



中医-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



中医药在临床应用及作用机理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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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提升科研质量及数量

了解NIH全球在
研项目，明确临
床研究，参考高
水平试验设计

阅读知名期刊，
学习文章写作方
法，助力论文撰

写和发表

运用流行病学、生物
统计学、临床和转化
医学研究的工具书，

开展临床研究

《流行病学》

《Jelel 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
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第四版》

《临床试验》

《临床与转化科学》

• 专科领域排名第一:   14种

• 专科领域排名前十:   114 种（The 

Lancet, Ophthalmology, etc.）

• 临床医学类期刊最著名的北美临床系

列：包含全部专科五十余种



转化医学前沿

Clinical Trials 临床试验:

NIH批准的全球范围内21万余个在研项目



整合Medline文摘内容的搜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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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ine收录文献获取-从ClinicalKey链到PubMed获取全文



从PubMed链到ClinicalKey获取Clinics系列期刊的全文

33



—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内容

ClinicalKey教学资源

圣经级参考书

高质量医学教材

海量图片

高质量视频

Imag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vaginal 

radical trachelectomy for fertility-

sparing treatment in women affected by 

cervical cancer

Video:

Video 7-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Appendectomy with a Low-Cost Technique and 

Surgical-Glove Port: “How To Do It” with 

Comparison of the Outcomes and Costs in a 

Consecutive Single-Operator Series of 45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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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下载方式-Reference Books

参考书进入章节页面，会有红色pdf下载按钮，直接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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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下载方式-TextBooks

教材类书籍进入章节页面，无法直接pdf本地保存，借助Google Chrome浏览器，点击右上方打印按钮，实现本地化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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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保存路径，选择“save as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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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save ，即可将教材类图书本地化保存



全球资源最丰富全医学平台

1,000  reference books 参考书 850+ Clinical Overviews 疾病综述

690 medical journals 医学期刊 3,000+ drug monographs 药物专论

30,000+ medical / surgical videos 内外科视频 5,000+ practice guidelines 诊疗指南

300+ Procedures Consult videos 操作视频 15,000+ patient education handouts 患者教育

Over 3.0 million images 影像图片 Over 210,000 ClinicalTrials.gov 临床试验

1,400+ Topic Pages 疾病主题 Medline摘要

基于这些大量的、高质量的、实时更新的、丰富的内容，

可有效辅助临床医生：提升医疗质量、提高诊断准确率、破解疑难病症、制定治疗方案；

对于有学习需求和低年资医师：提供全面高质量的学习内容、助力提升科研质量及产出



• 爱思唯尔合并医学分类法 -Elsevier’s Merged Medical Taxonomy

• 基于 UMLS 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 包含医学主题词表 (MeSH )、医学系统命名法-临床术语(SNOMED-CT)、临

床药学标准术语 (RxNorm)、国际疾病分类(ICD-9)等

250K+ Core Clinical Concepts

25万核心医学概念

1M+ Synonyms

大于100万个同义词

1M+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大于100万个等级关系

1M+ Ontological Relationships

大于100万个本体关系

Content

内容

初步智能化思考：EMMET



EMMET示例– 检索乳腺癌

赘生物
Consumer Friendly Name 用户常用名词

Breast Cancer 乳腺癌
Synonyms 同义词

Malignant Tumor of Breast 乳房恶性肿瘤
Malignant Breast Neoplasm 恶性乳房肿瘤
Breast Ca 乳腺癌

Codes 代码
ICD9 – 174.9

MeSH – D001943

SNOMED – 190121004

Semantic Type/Group 语义类型/群组
Neoplastic Process/Disease 肿瘤过程/疾病

• Breast Disorders 乳腺疾病
• Cancer of the Thorax 胸部肿瘤
• Mammary Neoplasms 乳房肿瘤
• More…. 更多…

• Breast Sarcoma 乳房肉瘤
• Familial Breast Cancer 家族型乳腺癌
• Malignant lymphoma of the Breast 乳房恶性

淋巴瘤
• Malignant Neoplasm of the breast outer 

quadrant 乳房外上象限恶性赘生物
• More… 更多…

Symptoms 同义词

Diagnostic 

Procedures 

诊断方法
Treatment  

Procedures

治疗方法

Medications 用药

Physician 

Specialties 

专科医师

Risk Factors 

风险因素

Prevention 预防

Complications

并发症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营养

Alternative 

Procedures 

其他方法

Breast Lump, Nipple Retraction, …..

乳房肿块，乳头内陷…

Mammography, Breast Biopsy, …..

乳房X线摄影术，乳腺活检…

Chemotherapy, Mastectomy, ….

化疗，乳房切除术…

Meditation, Yoga, ….

冥想，瑜伽…

Tamoxifen, Doxorubicin, …..

他莫昔芬，多柔比星…

Surgical Oncologist, Radiologist, ….

肿瘤外科医生，放射科医生…

Family History, Genetics, Predisposition, ….

家族史，遗传学，易患病体质…

Screening, Preemptive Mastectomy, ….

筛查，预防性乳房切除术…

Metastatic Cancer, ….

转移癌…

Vitamins, Flaxseed, ….

维生素，亚麻子…

Parent Terms 上位词

Children Terms 下位词

Medical Name 医学名词
Malignant Neoplasm of the Breast 乳房恶性赘生
物

Consumer Friendly Name 用户常用名词
Breast Cancer 乳腺癌

Synonyms 同义词
Malignant Tumor of Breast 乳房恶性肿瘤
Malignant Breast Neoplasm 恶性乳房肿瘤
Breast Ca 乳腺癌

Codes 代码
ICD9 – 174.9

MeSH – D001943

SNOMED – 190121004

Semantic Type/Group 语义类型/群组
Neoplastic Process/Disease 肿瘤过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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