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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OvidSP简单介绍

OvidSP的检索方法与技巧
– 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 引文检索（Find Citation）
– 检索工具（Search Tools）
– 字段检索（Search Fields）
– 高级检索（Advanced OVID Search）
– 多字段检索（Multi-Fields Search）

检索结果的处理

期刊/图书浏览

个性化服务



1. OvidSP简单介绍



LWW电子期刊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LWW）期刊全集简介：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LWW）是世界第二大医
学出版社、世界第一大专业医学出版社﹐共出版280种生

物医学期刊，为全球众多医师、专业临床医生、护理人员
和医科学生提供高质量医学文献资源。LWW期刊品质优
越，超过半数的期刊被SCI收录，能够综合反映医学在当
今全球医学发展上的领先水平。

http://pubs.ama-assn.org/


LWW电子书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LWW)

LWW 自 1792 年发展至今，已是世界享有盛誉的医学文献
出版商，现为全球第二大医学出版社。以临床医学及护理

学方面的书本尤为突出。

Books@OVID涵盖869本电子书



MEDLINE

MEDLINE 生物医学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3,600多种生命

科学期刊文献资料，目前约有1,180万笔纪录，且每年以

520,000笔纪录增加中，75%为英文文献，25%为非英文文

献。

本数据库所涵盖主题包括﹕
– 基础生命科学 临床生命科学 生物科学

解剖学 组织学 化学与药物
心理学 社会医学 农业
医技设备学 医技工业学 医事信息学



OvidSP的特点

简单、便捷的一站式检索

– 同步检索期刊、电子书、数据库

提供多重的检索模式

– 基本检索：使用自然语言快速键入任意文字（初学者）

– 高级检索：使用常规的检索语言

– 检索工具：主题检索

直接链接到网上的Open Access全文期刊（开放获取期刊）

Ovid免费赠送所有1000多种电子期刊的文摘

增强的工作流程整合工具

– 查看搜索术语，包括同义词和拼写变化

– 内嵌摘要和注解简化搜索过程

– 对检索结果的星级排序

– 期刊电子目录（eTOC）的提示功能



不同类型读者使用Ovid的方法

查找型读者：带有明确检索目的地查找信息。勾选一个或多
个数据库检索链接，可在电子期刊，数据库当中进行查找型
检索，通过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

浏览型读者：定期浏览某种期刊的每一期内容。点击Browse 
Your Journals@Ovid或者Browse All Journals链接，进入期

刊列表，即可进入每一种期刊的任何卷期浏览。



2. OvidSP的检索方法与技巧



2. OvidSP的检索方法与技巧

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引文检索（Find Citation）
检索工具（Search Tools）
字段检索（Search Fields）
高级检索（Advanced OVID Search）
多字段检索（Multi-Fields Search）





2.1  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在简单检索中，用自然语
言键入任意文字，在所选
择的所有数据库中检索



设置限制条件

自行编辑限制条件



基本检索示例

是否能使用长春新碱治疗白血病？
– Can I use vincristine to treat leukemia？



2.2 引文检索（Find Citation）



Edler AA. Avian flu (H5N1): its epidemiology, 
preven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anesthesiology. Ovid 
MEDLINE(R) 1950 to Present with Daily Update. Journal 
of Clinical Anesthesia. 18(1):1-4, 2006 Feb. 



2.3 检索工具（Search Tools）——tree









2.3 检索工具（Search Tools）——permuted index







2.3 检索工具（Search Tools）

Scope note——打开注释信息

Explode ——扩展检索

Subheadings ——打开副主题词选择页面



2.4  字段检索（ Search Fields ）

选择检索
的字段

输入检索
词或短语



2.5  高级检索（Advanced Ovid Search）

用传统的Ovid 
Gateway或银

盘命令行语法
进行搜索

标题当中含有肺肿瘤的文献

(lung and (cancer or tumor)).ti



高级检索：Author检索

输入完整的著者姓名，姓全称在前，名首字
母在后。
例：miller am

也可只输入著者的姓，点击search，然后在
系统显示的著者姓名索引中钩选需检索的著
者，再执行检索。



高级检索：Title检索

仅在文献题名中检索

可以输入检索词或检索式



高级检索：Journal检索

输入完整的刊名全称，检出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献。

也可输入刊名全称起始部分的单词，点击search，
然后在系统显示的刊名索引中钩选所需期刊，再次
执行检索，可检出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献。

不能输入刊名缩写。





2.6  多字段检索（Multi-Fields Search）



多字段检索示例

• 查找amgen公司发表的关于重组蛋白单克

隆抗体的文献

• Amgen
• recombinant protein
• monoclonal antibody



3. 检索结果的处理



检索结果页面（上方）



检索结果页面（中部）



检索结果页面（下方）



3. 检索结果的处理

检索结果的显示

检索结果的排序

检索结果的保存



3.1 检索结果的显示

“检索帮助”可以按主题、作

者、或期刊来缩小检索范围
，或增加相关术语扩大检索

范围



点击这个箭头
察看结果中的
内嵌文摘











3.2 检索结果的排序

检索结果按相关度
排序并打分



OvidSP如果计算相关度

数

– 在这段中出现过多少搜索概念concepts

出现次数
– 这些搜索概念出现在这段中的频率

重要性

– 这些术语在整个数据库中是否少见

结合性

– 词组中的术语是否紧密出现

词汇水平Vocabulary Level
– 一个段落里的语言和你所选择的词是否相符How closely a passage's 

language matches your word choices rather than variants and synonyms



OvidSP排序星级系统

5星
– 所有搜索的概念都完整出现在段落里。

4星
– 大多数搜索概念都出现在段落里，但有些不完整

3星
– 缺少一个概念

2星
– 缺少两个概念

1星
– 缺少2个以上的概念

在结果显示中，OvidSP会列出以段落为基础、以相关度排序的记录



3.2  检索结果的排序



3.2  检索结果的排序

选择排序标准



3.3 检索结果的保存——题录保存



3.3 检索结果的保存——全文保存





4. 期刊/图书浏览



期刊浏览



期刊电子目录（eTOC）提示功能



输入接收的电子
邮件地址



选择需要的期刊
及格式



图书浏览



5. 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

注册之前实现的功能 注册之后实现的功能

检索

设定检索的限制条件

保存检索结果

保存检索策略

编制检索结果的注释信息

自动提示功能

个性化工作界面



注册个人账号

点击右上方的Personal 
Account可以创建或者登陆

个人账号



保存检索策略点击“Search 
History”察看

检索历史

保存检
索历史



注册登陆之后会出现添加标注的图标

点击这个图标可添
加标注信息

编制检索结果的注释信息



添加了标注
信息的记录



自动提示功能

点击右上方的Saved
Searches/Alerts可以修改

自动提示功能



自动提示功能





个性化工作界面

个性化设定检索历史部分在页面的位置

个性化设定限制条件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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