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ToDate
提升诊疗水平的

临床决策支持资源
——UpToDate临床顾问培训师 吕洁



循证医学

定义：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

的最好的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

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

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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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MEDICINE



系统

（System）

总结
（Summary）

摘要（Synopses）

综述（Syntheses）

原始研究（Studies） 未过滤的证据

几乎没有产品

UpToDate

ACP Journal Club

Cochrane

PubMed, Ovid

最好的研究证据
BEST EVIDENCE

过滤后的证据



▪ 11,000+临床专题
覆盖25个专科

▪ 2,000+ 药物专题

▪ 1,500+ 患者教育专题

▪ 6,700+名作者和编
辑来自51个国家

▪ 持续跟踪430+医学
期刊

▪ 50+名专职医生编辑

▪ 327,000+条证据
链接

▪ 分级推荐意见

▪ 每天持续更新

▪ 通过浏览器、app、
微信公众号使用

UpToDate的使命
提升临床医疗决策从而改善全球医疗的质量和效率

聘用专家来
解答这些
临床问题

形成循证的
有针对性的
诊疗建议

持续更新
方便易用

确定重要的
临床问题



UpToDate 是被最广泛研究的临床决策支持工具

研究结果表明UpToDate可以：

更快更多地回答临床问题

改变临床决策(20%-40% 的情况下)

改善诊疗结果

独立研究证明
UpToDate的影响
INDEPENDENT RESEARCH 超过100篇

同行评议的论文



▪ Hospital Quality Alliance

指标中的每一种疾病

每年372,000 天

▪ 3年挽救11,500 名患者

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
UpToDate可改善医疗质量

MEDICAL TREATMENT

提升质量

缩短住院时长

降低死亡率

Isaac T, Zheng J, Jha A. Use of UpToDate and outcomes in US hospitals. J Hosp Med 2012; 7:85. 



图书馆是协和的眼睛，帮助医生在疾病的黑暗中寻找光明。

可喜的是，协和图书馆紧跟时代的步伐，融入大数据潮流，

为临床医生订阅大量的医学数据库，并定期开办文献检索与

数据库使用讲座，使得UpToDate这样的优秀资源不断指引

着医生的临床决策。

我眼中的协和三宝

UpToDate不断指引着医生的临床决策
CLINICAL DECISION



UpToDate覆盖的内容，一般在5秒内即

可找到答案。

对于这种临床，尤其是在诊断方面有需要

的医生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平凡副主任医生

UpToDate临床顾问在中国受到广泛赞誉

UpToDate临床顾问给我的感觉跟维基百科差不多，相当于是一个科学性的综

述。对于一般的医生了解一个疾病，综述性的文章是最合适的。

——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 王丹凤主治医生

能够解决大约70%的临床问题，并且弥补指南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或资料

的不足，阐述最新的一些信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 王梅主任

很多专题都贴合临床，介绍全面，而且拿来就可以用，这是其他数据库不能同

时做到的；我既不用去看网上那些不靠谱的信息，也不用在PubMed里翻检，

更不用担心中文文献不够权威不够及时。

——北京协和医院 范俊平医生

行为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我们病人的结局会

明显的转好，这个是不得不去承认的这一

方面，恰恰UpToDate这一方面它可以马

上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更新和支撑。

——罗哲 上海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生



UpToDate
助力临床诊疗



⚫ 一名年轻男性，5年前，四肢肿胀，伴右上肢肿物，直径

5-8cm;

⚫ 右上肢出现溃疡，同时右下肢开始溃烂；

⚫ 曾诊断为Rosai-Dorfman病等多种疾病；

⚫ 接受激素治疗，十次溃疡清创、六次植皮及皮瓣修复术、

右小腿截肢及腓骨近端残段摘除，仍未能控制病情

UpToDate
临床顾问使用案例
CASES

问题：先前的诊断是否正确，以及如何进行确
诊和进一步治疗？

北京协和医院普通内科 焦洋主治医生

Source: “循证医学进入互联网时代”http://www.pumch.cn/detail/17351.html

http://www.pumch.cn/detail/17351.html


协和治疗一年后……



UpToDate    在线检索演示



⚫ 4岁儿童，低血钾、碱中毒，生长发育迟缓

⚫ 神经性耳聋

⚫ 怀疑巴特综合征

⚫确诊需要做基因筛查范围广、花费大

⚫最新的《威廉姆斯内分泌学》也没有症状与基因的对应关
系

UpToDate
临床顾问使用案例
CASES

问题：通过筛查什么基因进行确诊？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平凡副主任医生



⚫ 专题即清晰指出：Bartter综合征可能是指导转运蛋白合

成或插入膜的基因发生缺陷导致；基底外侧膜氯通道

ClC-Kb(CLCNKB编码)；例如降低ClC-Ka和ClC-Kb活性

的缺陷能导致合并感音神经性耳聋的Bartter综合征(Ⅳ

和Ⅳb型)

⚫ 专题还包括了巴特综合征的分型、特点、临床表现对应

的分子机制、基因缺陷、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治疗等

内容

⚫ 进行上述基因筛查后即确诊

山大二院案例分享-吕丽

UpToDate
临床顾问使用案例
CASES

在UpToDate临床顾问中检索“巴特综合征”

1例低钾血症患者原因探讨-山大二院吕丽.pdf


U课堂——UpToDate使用案例分享

▪ 第一季: UTD功能介绍及检索演示

▪ 第二季：临床案例分享

▪ 威科医疗峰会：以患者为中心的医院管
理、信息化建设、医学教育





UpToDate中关于KMP治疗
进展：西罗莫司



UpToDate
助力教培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UpToDate许多国家医生获取CME/CE/CPD学分的工具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奥地利
比利时
德国
爱尔兰
意大利
克罗地亚
希腊

匈牙利
卢森堡
马耳他
斯洛伐克
西班牙
苏丹
英国

塞浦路斯
土耳其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斯 洛 文 尼
亚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厄瓜多尔

中国香港
日本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挪威
瑞典
芬兰



UpToDate在教培中的应用

⚫ 急诊医生的首选自主学习资源

急诊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自主学习能力现况调查分析—以北京协

和医院为例

⚫ UpToDate的循证教学功能

UpToDate®系统在以患者为导向的循证教学查房中的应用

⚫ UpToDate辅助循证临床实践教学

UpToDate数据库在循证医学临床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王江山, 徐胜勇, 刘继海. 急诊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自主学习能力现况调查分析—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 中国急救医学, 2017,37(8): 733-737.

马莉莉,等. UpToDate®系统在以患者为导向的循证教学查房中的应用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5,8:71-72.

钟理,等. UpToDate数据库在循证医学临床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重庆医学. 2016,45(2):275-277.



UpToDate助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实例

⚫ UpToDate在床边教学中的应用

王筝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内科住院

医师培训项目主任

⚫ UpToDate辅助改良PBL教学法

黎尚荣：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麻醉科主任医师

⚫ UpToDate在教学查房中的应用

刘继海：北京协和医院 教育处副处长

⚫ UpToDate辅助CBL案例教学

锁涛：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副主任



大赛活动平台—官网及UpToDate临床顾问速递微信平台

• 其他投稿方式：

– UCCMarketing@wolterskluwer.com

– 各参赛机构指定邮箱或投稿地址

• 大赛官网地址：http://www.uptodate.ltd/
– 进入官网后，登记相关信息
– 选择提交案例类型并提交：医疗质量管理案例、教学案例、临床案例

mailto:UCCMarketing@wolterskluwer.com
http://www.uptodate.ltd/


各类型案例模板



UpToDate
临床顾问访问途径

固定IP:
www.uptodate.com

个人账号：
▪账号：注册手机号

▪密码：MK(两个字母大写)+手机末6位

http://www.uptodate.com/


协和八
UpToDate使用交流群



热线电话：

400-886-7266
UCCMarketing@wolterskluwer.com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丙2号天元港中心A2503

成都：高新区蜀锦路88号楚峰国际中心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