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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浏览器：Firefox, Google Chrome, Safari，IE8以上。

IP范围内访问、远程账号访问（账号：wyyylib@Hotmail.com 密码：123456 ）
（账号：wyyylib1@Hotmail.com 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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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Key中所包含的内容(1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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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数量 功能

Medline 2100万+ 全球5600+核心医学期刊文摘

核心医学期刊 700+ 全文，多数可下载

北美临床系列期刊 50+ 最新最精的针对临床疑难文章的专家综述

医学图书 1100+ 全文下载

医疗视频 30,000+ 内外科及实验视频，在线播放

循证医学 800 疾病为主题，融入循证医学证据

影像图片 300万 医学影像、照片、图片、图表等

诊疗指南 5000+ 全文

临床试验 210,000 NIH注册的临床试验

药物专论 2900 全文，源于Gold Standard’s monographs

患者教育 10,000 患者教育讲义，全文

医学年鉴 28 全文

蛋镏扦钽膊琮柰黼切咐卑哎隔圈赤国砉却导秆茵釉呢烩开趾嫦睬根小萝鏊翎载绠亦貔氆纥翰剩阡意莳它缠缋辛痃肛颂驷蚱唢坂烂亡催拳敞墼旮卯锅蓠炭劢票拮饯



全面助力医疗



最新权威的诊疗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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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 循证医学专论 & Clinical Over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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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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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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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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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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MRI/CT对腕管综合征诊断是否必须？
以“手指发麻、胀痛”检索，可得到诊
断建议：



疑难复杂病—助力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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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力提升科研



高质量医学期刊：提高科研产出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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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领域排名第一:   17种

• 专科领域排名前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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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精英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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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Key

教学资源

海量图片

高质量视
频

精品教材循证医学

圣经级医
学图书

国际同步的高质量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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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余种图书，涵盖所有医学专科，不断增加，不断更新版本

西氏内科学、克氏外科学、米勒麻醉学、尼尔森儿科学、尤曼神经外科、坎贝

尔骨科、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凯利风湿病、……

圣经级医学图书



精品医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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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种，覆盖专科面广

Robbins病理学, Guyton生理学,Abbas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Thompson医学遗传学,Rang & Dale药理学…



生动真实的医学教学

两万余个视频，英语讲解，英文字幕

教学视频3百余个，涵盖医学基本术式和操作

两百余万张图片

可直接下载为PPT教学课件



Elsevier Journal Finder –免费

爱思唯尔选刊系统：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选刊发表

确保文章研究内容与
期刊研究方向相关

注意期刊的影响因子

避免一稿多投



Example

Cover Letter

Basic information:

 Editor Addressing

 Research originality & innovation

 Main conclusion

 Any supportable info to your 

submission

 Recommended reviewer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producing the research

 Details of any previous or 

concurrent submissions
推荐审稿人

阐述研究的重要性

所有作者的最终同意

• Read by editors

• A crucial part of the manuscript 

submission package. 

• An opportunity to convey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 

editors.

• Help the editors reach a quicker 

decision.

• Tip the balance for peer review.



https://cn.webshop.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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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Path 介绍
病理专家的临床决策方案



源自Airmsys 旗下诊断病理系列丛书

旨在为病理医生在实践中提供快速，有效和准确的诊断参考。



|   30

ExpertPath的内容由各专科知名病理学专家撰写，为您提供可以信赖的综
合决策支持，包括：

• 超过4,000种常见和复杂诊断

• 50,000 张可搜索的高质量加注释病理图像

• 诊断组概述

• 器官系统汇总信息表

• 正常组织学专题

• 样本操作指南及最佳实践

依靠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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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诊断专题均提供相应的工具，帮助您做出更有信心的诊断：

•鉴别诊断列表，帮助您确定还需考虑其他哪些疾病

•辅助检查列表，帮助您选择适当的检查项目并确定优先次序，在确定诊

断的同时节省时间和费用

•预后和治疗学信息，帮助您为临床医师提供重要参考

为您的诊断提供信心



ExpertPath 产品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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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乳腺肿瘤

• 相关搜索结果列表，包含乳腺正常组织学、类癌综合征、乳腺癌等
• 预览功能：点击“放大镜”按钮，可以快速预览相关专题的文字和图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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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比功能

对于具有相似表现的疾病可以同屏对比，以更好寻找其差异，做出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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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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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与恶性肿瘤的图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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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与恶性肿瘤专家论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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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与恶性肿瘤内容对比

辅助检查



|   39

Papilloma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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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lloma 诊断

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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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lloma 治疗方案

提供治疗方案参考 — 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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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可下载至幻灯片



CinicalKey使用技巧



浏览图书

专科选择

通过书名查找：只需写关键词



查找一类图书

查找生理学相关图书



阅读图书

可在本书中检索



阅读网页全文或以PDF文档下载

下载本章PDF文件



查找教材

医学教育

生理学教材



教材下载：教材不提供PDF文档，可通过打印的方式保存

无PDF提供

请打印

1
2

3



期刊

专科选择

通过刊名查找：只需写关键词



阅读JACC

查找JACC

出版流程中文章

通过卷期查看

下载全文



检索——房颤

输入“房颤”



搜索结果

筛选按钮：限制
搜索结果

检索结果主页面

疾病主题：短时间内快速了
解疾病信息



房颤操作视频——导管消融

1
2

包括视频、文本、图片



课件制作

1

2.选择所需图片
3

4.写入名字

6

5



导出课件



Thanks for your time!
Questions?

Contact me at:

TEL: +86 138-1078-6064

Wechat：136-8359-4533

Email：j.cai@elsev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