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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文献是获取知识最基本的来源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要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牛顿



一、认识PubMed

首选：Google Chrome浏览器
地址：pubmed.gov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

NIH

NLM

NCBI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Gore  said

 “PubMed is 
FREE”

 on Jun 26 1997
Albert Arnold Gore, Jr
45th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文献资源

PubMed



PubMed每日使用量
全球分布

Zhiyong Lu, Towards PubMed 2.0, 2017



MEDLINE共收录5230种期刊，中文期刊72种



二、医学主题词是什么？
如何通过主题词检索文献？



投稿时…
n《中华医学系列杂志》稿约

Ø关键词：论著需标引2～5个。
Ø请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医学主题
词表(MeSH)内所列的词。

Ø如果最新版MeSH中尚无相应的词:
• 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
• 可根据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主题词。
• 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



医学主题词（MeSH）
n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n主题词（headings）
Ø描述文献重点讨论实质内容，对自然语言进行规范化处
理的词语。

Ø目前共2.5万多个，每年更新一次，满足医学科学发展
n副主题词（subheadings）

Ø是对主题词起限定作用的一类词汇，增强专指性

Ø目前共83个，诊断、治疗、流行病学、并发症…

n主题词和关键词（Keywords）的区别？



特点一：若干同义词的合并词/规范词
n例1：胃癌

ØStomach Cancer
ØStomach Tumor
ØStomach Tumour





MeSH词表
层级结构，或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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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tree MeSH term

扩展

技巧1：主题词扩展检索



MeSH tree MeSH term

不扩展

X

主题词扩展检索



技巧2：主题词加权检索

根据文章的实质内容，标注5-10
个主题词

从中再选出3-5个最能表明文章
核心内容的，加上*，作为主要主
题词
Mesh Major Topic

理解：主题词是如何标注到文章里的





副主题词

加权检索
拓展检索



技巧3：综述性、趋势性文献：研究前沿

组配 副主题词 Trends



特点二：不断更新变化
n例：精准医学

ØPrecision Medicine
Ø来源于个体化医学

2010年，“Individualized Medicine”被收录到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医学
主题词表（MeSH），其含义是指基于患者遗传与环境特征的个体差异，实
现最佳的疾病诊断与治疗。

2016年，更名为“Precision Medicine”，仅强调 genetic profile！

MeSH是不断更新和演化的



“Precision Medicine”“一统江湖”

“Precision Medicine”主题词树状结构

作为一种治疗措施

作为一门医学学科



https://meshb.nlm.nih.gov/

gene editing







检索技巧举例



例：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肿瘤的文献
n分析检索要点

Ø基因编辑（技术、手段）

Ø肿瘤（治疗）

n简单检索
Ø常用布尔逻辑运算符

• AND     OR       NOT
Ø常用检索符

• 截词检索*，combin*=combining OR combined OR 
combination

• 词组检索“”，“stem cell”，两词必须在一起
• 字段检索[]， “stem cell”[ti]， “stem cell”[tiab]



例：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肿瘤 简单检索
n简单检索

"gene editing" AND 
(cancer[ti] OR tumor[ti]) 



搜索引擎精准检索



搜索引擎精准检索



搜索引擎精准检索



搜索引擎精准检索





例：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肿瘤 主题检索
nMeSH主题词检索

Ø查询要点有无主题词

Ø组配，表达语义关系





排除：基因编辑技术构建实验动物肿瘤模型



高级检索中把两个检索AND起来





获取全文







总结：MeSH检索两步走
第一步：检索主题词，构建检索策略

第二步：检索论文



主题词检索的优点

更全
面？

更准
确？

主题词检索，PubMed：选择文章实质内容标注
关键词检索，Baidu：文章全文本标注



检索心血管疾病会检索出来痔疮？



例：近5年褥疮护理的英文系统综述
n褥疮/护理
n近5年
n英文
n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

Ø系统综述，是一种全新的文献综合方法，指针对某一具
体临床问题（如：病因、诊断、治疗、预后），系统全
面的搜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临床研究，采用临床流行病
学严格评价文献的原则和方法，筛选出符合质量标准的
文献进行定量或定性合并，得出可靠的综合结论。



循证医学证据金字塔

注：图片来源（http://library.downstate.edu/EBM2/2100.htm）



褥疮：英文





主题词：压力性溃疡
英文名称：Pressure Ulcer











三、如何追踪最新文献？
如何筛选权威重要文献？



My NCBI



1、追踪最新文献，自动邮箱发送



每周六，把最新文献发
到我的邮箱



2、设置个性化文献过滤器（Filters）



Science
Nature
Cell
N Engl J Med
JAMA
Lancet
BMJ





如何链接专家推荐出来的重要文献？



Faculty of 1000：论文被专家推荐





2位专家推荐了这篇论
文，认为这是一项重要
的技术进步。

撰写论文时
，可以参考



https://f1000.com/prime



专家为何认为这篇文章重要？
n Faculty Members also tag the article with the following 

classifications, if appropriate:
Ø Changes Clinical Practice: the article recommends a complete, 
specific and immediate change in practice by clinicians for a 
defined group of patients

Ø Confirmation: validates previously published data or hypotheses
Ø Controversial: challenges established dogma
Ø Good for Teaching: key article in field and/or well written
Ø Interesting Hypothesis: presents new model
Ø New Finding: presents original data, models or hypotheses
Ø Novel Drug Target: suggests new targets for drug discovery
Ø Refutation: disproves previously published data or hypotheses
Ø Technical Advance: introduces a new practical/theoretical 
technique, or novel use of an existing technique





44个



能改变临床实践的工作？





对于局部晚期前列腺癌，ADT应该和另外两种药联合应
用，而不是单用ADT

撰写论文时参考，引用

新方案！



课程要点小结
n善用主题词检索

n文献太多，如何精炼？
Ø最新文献

Ø综述文献，Review文献类型，/trends副主题词
Ø权威期刊文献

• 医学四大名刊
• 领域权威期刊（影响因子大于？）

Ø专家推荐文献（Faculty of 1000）
Ø主题词加权检索

Ø…



实习题
一、通过主题词检索途径查询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肿瘤的相关文
献

二、通过主题词和关键词检索途径查询近5年褥疮护理的英文
系统综述类文献

三、注册自己的My NCBI账户，添加权威期刊、F1000等过
滤器



谢谢!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