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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医疗水平

提高医疗水平，从直接快速获取临床答案开始

借助 OvidMD迅速可靠的检索功能，OvidMD® Advantage 为临床医生

和各专业医务工作者快速提供临床答案。

通过 OvidMD Advantage，贵所全体医生和临床医务人员都可访问全

科及各医学专科领域当前最权威可靠的资源。这些内容全力支持医务

人员的临床实践，提高您所在机构的医疗水平。

经大批医生测试，OvidMD 适合所有临床医务人员使用，——包括开

业医师、住院医生、实习医生等所有专业人员。

 每次搜索，即刻带来有价

值的答案

 简洁的界面，方便使用，

只搜索当前最可靠的权威

资源

 可按照综述临床试验、 

诊断、治疗等筛选

 可在线访问，并提供针对 
iPad® 和 iPhone® 的界面优

化版本

 OvidMD Advantage 提供

一系列新选项满足您所在

机构的需求

Advantage



OvidMD® Advantage

OvidMD 核心内容 

• 心脏病学

• 内分泌学及糖尿病与肥胖症

• 肠胃病学

• 血液学

• 传染病学

• 肾脏病学与高血压

• 妇产科学

• 肿瘤学

• 儿科学

• 肺科学

• 风湿病学

所有订阅 OvidMD 的机构都可获得下述核心内容。

UpToDate®

搜索 UpToDate 上涵盖 21 个临床学科的 9,500 个专题；在专门区域单独预览相关主题。UpToDate 
的订户可一键获取全文。所有结果均实时展现，且与 UpToDate 搜索结果的排列顺序完全一致。

Ovid MEDLINE®

通过 OvidMD 检索全球最受信赖的生物医学数据库。MEDLINE 是该领域目前收录内容最广泛的 

数据库，涵盖全球近 5,600 种期刊——每日更新。

循证指南

该指南由医生撰写，服务于医生。内容每季度更新，综合目前所有最佳循证资料，支持基层医院、

住院部及急诊科所见各种病患的诊断治疗。 

美国国立临床诊疗指南数据库 (National Guidelines Clearinghouse)
OvidMD 搜索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发布的全部临

床工作指南涵盖疾病和病况、治疗和干预、以及卫生服务和管理等大量主题。 

全文期刊

结果清晰显示搜索简单快捷



OvidMD® Advantage

药品资讯【从 A 到 Z】(A to Z Drug Facts)
使用药品名或商品名检索药品信息。药品专题涵盖药理学和临床注意事项，包括药品作用、适应症、 

禁忌症、用药途径/剂量、药物相互作用、实验室检测干扰、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警告、药品管理/

存放、评估/干预以及患者教育。

患者教育信息

从 UpToDate 和 RelayHealth®（隶属于 McKesson®）获取的数千份患者手册，甚至包括数百份西班语

手册。主题涵盖癌症、儿童健康、糖尿病、心理健康、外科学等。 

医学图像

在数千张图像和图表中检索；一键导出一张或多张图片，制作 PowerPoint® 演示文稿或与同事和患

者分享。

医学计算器

通过 MedCalc 3000 获取获取各种医学计算器和树形决策分析工具，支持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

医学继续教育

美国医师可通过研究 OvidMD 中的某个临床主题，获得美国医学会 PRA 1 类学分 (AMA PRA Category 
1 Credit™)。

OvidMD 核心内容（续）



OvidMD® Advantage

受益于 OvidMD Advantage

• 家庭医疗和内科学

• 心脏病学

• 危重症医学和肺科学

• 皮肤病学

• 血液学和肾脏病学

• 肿瘤学

• 骨科、运动医学、康复和物理治疗

•	 儿科学 
• 放射学

• 等等

以金标准参考书坐镇，OvidMD Advantage 提供超过 65 种必读教科书，适用于所有以基层医疗、

内科治疗或家庭医疗为重的机构。

这批图书程度各异，既可满足低年资住院医师学习基本临床治疗之需，也可成为高年资住院医师

和开业医生的临床必备指南。

课题范围涵盖：

《Devita, Hellman 与 Rosenberg 的癌症研究：肿瘤学原理与实践》(Devita, Hellman & 
Rosenberg’s Canc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ncology)，第 9 版
Doody’s 核心书目：2.93 - 医学 - 血液学/肿瘤学，2.8 - 护理学 - 肿瘤学；必购书目

关于癌症的权威信息来源，根据每一位患者的疾病表现阶段，采取有针对性地治疗措施，同时辅
以每种治疗方法的详细描述。

《基层医疗操作基本指南》(The Essential Guide to Primary Care Procedures) 
Doody’s Star Rating® 5 星级，评分 - 100；Doody’s  核心书目：2.8 - 医学 - 家庭医疗；必购书目

内容全面的医学实践图谱，结合 1300 幅全彩插图，详细分步说明 100 多个临床常用医学操作程序

《华盛顿医疗手册》(Washington Manual of Medical Therapeutics)，第 34 版
Doody’s Star Rating® 5 星级，评分 - 100；Doody’s  核心书目：2.73 - 医学 - 家庭医疗，2.67– 护理学 - 
高级护理实践；Doody’s  基本书目

65 年来最畅销医学教材，全面讲授最新医学信息，以其省时的快速查阅模式，成为医师的最爱。

其他书目包括：

•	 《Danforth 妇产科学》 

（Danforth’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	 《Lippincott’s 基层骨科治疗》 

（Lippincott’s Primary Care Orthopaedics）
•	 《Marino 重症监护室手册》 

（Marino’s: The ICU Book）
•	 《您从未读过的心电图手册》 

（The Only EKG Book You’ll Ever Need）

•	 《实践指南丛书系列》 

（Practical Guide  book series）
•	 《药物成瘾原理》 

（Principles of Addiction Medicine）
•	 《Rockwood and Wilkins 儿童骨折研究》 

（Rockwood and Wilkins Fractures in Children）
•	 《Wintrobe’s 临床血液学》 

（Wintrobe’s Clinical Hematology）

来自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的金标准医学著作 



OvidMD Advantage 扩展版（OvidMD Advantage Extended） 
提供更多内容

OvidMD® Advantage

OvidMD Advantage 扩展版充实您的全科医学专集。

OvidMD Advantage 扩展版独家呈献：《华盛顿医学专科咨询手册》(Washington Manual Subspecialty 
Consult) 系列

《华盛顿医学专科咨询手册》系列参考书涵盖所有医学专科，帮助临床医生提高诊疗效率和水平。

丛书包括以下专科内容：

•	 过敏、哮喘和免疫学

•	 心脏病学 
•	 内分泌学 
•	 肠胃病学 
•	 普通内科学

•	 血液学和肿瘤学 
•	 传染病学 
•	 肾脏病学 
•	 风湿病学

《过敏与免疫学手册》(Manual of Allergy and Immunology)，第 5 版
Doody’s 核心书目：2.67 - 医学 - 过敏/临床免疫学

专为过敏与免疫学专科医务人员撰写，辅助其临床诊疗工作。

《皮肤病治疗手册》(Manual of Dermatologic Therapeutics)，第 8 版 
Doody’s Star Rating® 4 星级，评分 - 91；Doody’s 核心书目：2.13 -医学 - 皮肤病学

实用易懂的诊疗指南简洁且全面描述皮肤病的病生理、症状、临床特点、评估和治疗，并辅以治疗
方案选择指南

《营养治疗手册》(Manual of Nutritional Therapeutics)，第 5 版
Doody’s Star Rating® 3 星级，评分 - 86；Doody’s 核心书目：1.18 - 护理学 - 营养学

由三位医师和一位营养学家共同撰写，基于循证医学证据，为健康人士、住院病人、糖尿病、肾病、 

肥胖症患者，以及癌症和 AIDS 等消耗性疾病患者提供实用的营养学建议。

来自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的金标准参考书

其他书目包括：

•	 《症状与体征的算法诊断》 
（Algorithmic Diagnosis of Symptoms and Signs） 

•	 《临床流行病学基础》 

（Clinical Epidemiology: The Essentials）
•	 《Grossman 与 Baim 心脏导管造影与介入》

（Grossman & Baim’s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	 《内分泌与代谢病学手册》 

（Manual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	 《Taylor鉴别诊断手册》 

（Taylor’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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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dMD® Advantage

购买 OvidMD Advantage 高级 (OvidMD Advantage 
Premium) 增加重要期刊资源

•	 麻醉和镇痛 

•	 危重症护理医学

•	 结直肠疾病

•	 妇产科学

•	 脊柱

•	 中风

•	 等等

购买 OvidMD Advantage 高级版，添加 30 多种以下领域重要医学期刊，

包括：

关于 OvidMD

OvidMD 是 Ovid 的临床搜索工具，它通过检索当前最权威的医学资源， 

为临床各科室医务人员快速提供可靠的临床答案，帮助他们提高诊疗水平。

•	 跨多种资源检索，支持保存搜索结果、设置提醒、发送电子邮件给同事， 

及导出图像等功能 

•	 您可通过“最佳匹配项”关键词搜索功能，直接获取最相关资源。只需

搜索期刊名称（甚至“Green Journal”这类非正式名称）、书名、ISSN 
和 ISBN

•	 实时查看全部搜索结果，UpToDate 的检索结果在同一界面中特定区域

单独展示，其排列顺序与 UpToDate 检索结果顺序完全一致，另外还增

添新的管理选项

•	 数千种来自 RelayHealth 和 UpToDate 的患者手册，以及先进的图像库、

医学计算器等内容可供下载

•	 可获得 Ovid 金牌客户支持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OvidMD Advantage 的信息，请访问 www.ovid.com/ovidmd
或联系您的 Ovid 客户代表，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ales@ovid.com。

其余销售办事处位于下列国家与
城市：

荷兰阿尔芬

中国北京

德国柏林

意大利博洛尼亚

阿联酋迪拜

中国香港

韩国一山

马来西亚吉隆坡

英国伦敦 

西班牙马德里

印度孟买

印度新德里

美国马萨诸塞州诺尔伍德市

法国巴黎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美国犹他州桑迪市

瑞典斯德哥尔摩

澳大利亚悉尼

日本东京

波兰华沙

Ovid 全球总部地址 
纽约第 7 大道 333 号 
地区编码 NY 10001 
电话：(646) 674-6300 
(800) 343-0064 
电子邮件：sales@ovi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