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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数据库概述

n 报道和揭示文献的外部特征（题名、著者、期

刊、卷期、页码、时间、文献类型、语种）和

内部特征的检索工具。

n 又称二次文献数据库，是对原始文献进行二次

加工而形成的文献集合。



文摘数据库特点

Ø 提供原文的摘要信息 

      摘要信息包括：题目、作者、刊名，或论文相关信息

      缩小每篇论文的篇幅，节省空间和内存  

Ø 信息量大 

      文献类型多（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读者来信、述评等） 

      回溯年代长 

      期刊种类多（每个数据库收录千种以上，甚至上万） 

      多国多语种 

      出版形式多样：光盘版、网络版、在线 

      学科范畴广（生物医学专题、生物医学交叉）



文摘数据库作用

1. 可了解和把握某课题领域研究动态和研究现状

2. 对不熟悉的语种文章，看英文摘要即可

3. 判断自己课题(学位论文选题、开题)的新颖性

4. 申请立项课题或申报成果奖励、成果鉴定

5. 申请专利

6. 科研绩效评价



     主要内容

PubMed数据库

sino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PubMed数据库



qPubMed概况 

qPubMed数据类型

qPubMed检索方法

q其他功能

PubMed主要内容



PubMed概况

创建机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下设的美国生物技术
信息中心(NCBI)

    1997年6月开始向全球开放

特色：PubMed中的文献记录来自于MEDLINE、生命科学
期刊和在线图书等，具有收录广、内容全、更新速度
快、检索途径多、检索体系完备等特点，部分文献还
可在网上直接免费获得全文。



收录文献的时间范围：

         1950-
         每日更新（周二-周六）

检索全世界生物医学期刊论文的重要工具

网址：www.ncbi.nlm.nih.gov/pubmed
             或www.pubmed.gov

PubMed概况



PubMed数据类型



1.PubMed都有些什么数据内容呢？

Publisher 
Supplied 
Citations

in process
PubMed

MEDLINE OLDMEDLINE

PubMed not 
MEDLINE



  2. PubMed数据来源—Medline

PubMed主要数据来源，收录了1946年以来世界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大约5600余种生物医学核心
期刊的文献题录和文摘，累计文献量已达2200多万
篇，并以每天2000-4000多条记录的更新速度递增

每条记录都进行了深加工，按照医学主题词表标引
了主题词

记录中用[PubMed-indexed for MEDLINE]标记表示



  2. PubMed数据来源—OLDMEDLINE

收录部分1966年以前发表的200多万篇未被
MEDLINE收录的文献

没有MeSH字段和摘要

记录中用[PubMed-OLDMEDLINE]标记表示



  2. PubMed数据来源—In Process Citations

 是一个临时性数据库，每天都在不断地接受
新数据，提供MEDLINE尚未经规范处理的数据,

经过深度加工,获MeSH词后，再加入MEDLINE

记录中用[PubMed-in process]标记表示



  2. PubMed数据来源—Published-Supplied Citations

为了加快报道速度 ，PubMed同步发布出版商提供
的电子文献信息

包括MEDLINE未收录的部分记录

记录中用[PubMed-as supplied by publisher]标记表
示



  2. PubMed数据来源－ PubMed

PubMed收录MEDLINE不收录的文献

没有MeSH字段

记录中用[PubMed]标记表示



2. PubMed特点

收录文献范围广、内容齐全、回溯年限长

免费提供题录,文摘及部分全文

检索功能完善,使用简单方便

提供检索词自动转换匹配功能,Mesh主题词检
索

更新速度快，数据实时更新

个性化服务



2. PubMed检索技巧

PubMed检索运算符

布尔逻辑算符

截词符

短语检索



布尔逻辑运算符
逻辑与（AND） --检出记录中同时含有检索词A和检索词B.

如：A  AND  B （AIDS and therapy）
逻辑或（OR） --检出记录中含有检索词A或检索词B或同时含有检

索词A和B的文献。
如：A  OR  B （ AIDS or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逻辑非（NOT） --在含检索词A的记录中，去掉含检索词B的记录。
如：A  NOT  B（ Hepatitis not Animal）

A               B

A  AND  B 

A               B

A  OR  B 

A               B

A  NOT  B

PubMed检索技巧—检索运算符



    PubMed检索技巧—检索运算符

截词符

截词符*:“*”代表零个或多个字符, “*”号前
至少4个字母，必须位于末尾。

     如chem*进行词根检索，可检出包含chemistry
、chemical等词的文献;

截词功能只限于单词，对词组无效。如：
“infection*”包括“infections”，但不包括
“infection control”等

使用截词检索功能时，PubMed系统会自动关闭
词汇转换功能和主题词扩展功能



 PubMed检索技巧— 词(词组)或短语检索功能

也可称为强迫词组检索,即要将短语作为一个词组进行

检索。 

开启此功能,即可把所输入的检索词作为整体进行检索,

有4种方式

   使用双引号“ ”将其引起来；

  使用连接号“—”，如：interleukin-6;

  使用截词符，如：kidney allograft*;

  限定字段检索,如： kidney allograft[TI]; 
如果您使用了引号，而短语在短语索引中没有找到，则

忽略引号，并使用自动转换匹配处理术语。



PubMed检索方法



PubMed检索方法

基本检索:在基本检索界面下完成的检索方法

高级检索:高级检索界面下进行的检索方法

MeSH Database检索:主题词表辅助检索

限制检索

临床咨询



检索界面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检索界面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主题检索

临床咨询

主题检索

临床咨询



基本检索



可输入单词、短语、缩略
词或检索表达式进行检索。
系统会对检索词执行自动
匹配转换检索，对某些词
还会自动执行截词检索。

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表达式

关键词、词(词组)或短语：

作者：Smith JS 或 Smith[au]

期刊刊名：GENE THERAPY[TA]，JAMA[TA]

截词检索：CHEMO*

复杂表达式：CANCER AND THERAPY

#1 AND #2 （检索序号在高级检索页面查看）



     PubMed检索技巧

自动匹配转换截词检索

PubMed会自动对输入的检索词进行概念分析、匹配、转换
并检索，是一种智能化的检索过程。

即对于输入的检索词，PubMed先按一定的词表顺序进行对
照匹配和转换，再进行检索。词表匹配转换顺序：主题转换
表（Subject Translation Table，包括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
拼写、药品商标名称、医学主题词、副主题词、出版物类型
、药理作用术语、来自统一医学语言系统（UMLS）的术语
、补充概念等）、期刊名称转换表、作者索引、研究者（合
作伙伴）索引。



① MeSH转换表(MeSH Translation Table)

    如果系统在该表中发现了与检索词相匹配的词，就会自动将其转换为相应的MeSH词和

全字段词进行检索。 

 protein c →

    "protein c"[MeSH Terms] OR "protein c"[All Fields]

②期刊转换表(Journals translation table)
    转换表能把键入的刊名全称转换为“MEDLINE缩写[Journal Name]"后进行检索。如：
在检索提问框中键入：“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PubMed将其转换为"N 
Engl J Med [Journal Name]"后进行检索。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N Engl J Med"[Journal] O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All Fields]

在PubMed主页的检索提问框中键入检索词，系统将按顺序使用如
下4种表或索引，对检索词进行转换后再检索



③短语表（Phrase list）。
    该表中的短语来自MeSH、含有同义词或不同英文词汇书写形式的统一医学语言系统
（UMLS: 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和补充概念（物质）名称表
[Supplementary Concept (Substance) Name]。
如果PubMed 系统在MeSH和刊名转换表中未发现与检索词相匹配的词，就会查找短词表。

④作者索引及转换表(full author translation table)
    如果键入的词语未在上述各表中找到相匹配的词，或者键入的词是一个后面跟有1~2字
母的短语，PubMed即查著者索引。  
    Smith  JA → Smith JA[Author] 



     PubMed检索技巧

自动匹配转换截词检索

如果在以上几个表中都找不到相匹配的词，PubMed将把短

语拆分，以单词或词组为单位，分别重复以上的过程，检索

时各个词之间是逻辑AND关系，这一组词与之前的检索之

间是逻辑OR关系。

如果仍找不到相匹配的词，则用单个词或词组在所有字段查

找（或作为文本词检索），各个词之间也是AND的逻辑关

系。



例：临床癌症研究（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
       艾滋病（ AIDS）

n "Clin Cancer Res"[Journal] OR ("clinical"[All Fields] 
AND "cancer"[All Fields] AND "research"[All 
Fields]) OR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All Fields]

n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MeSH 
Terms] OR ("acquired"[All Fields] AND 
"immunodeficiency"[All Fields] AND 
"syndrome"[All Fields]) OR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ll Fields] OR 
"aids"[All Fields]



基本检索举例：检索肝癌基因治疗方面的文献



基本检索

进入高级检索界
面进一步查询检
索策略及解析



基本检索

检索策略匹配分析



 Search details检索过程

n ("liver neoplasms"[MeSH Terms] OR ("liver"[All Fields] 
AND "neoplasms"[All Fields]) OR "liver neoplasms"[All 
Fields] OR ("liver"[All Fields] AND "cancer"[All Fields]) OR 
"liver cancer"[All Fields]) AND ("genetic therapy"[MeSH 
Terms] OR ("genetic"[All Fields] AND "therapy"[All Fields]) 
OR "genetic therapy"[All Fields] OR ("gene"[All Fields] 
AND "therapy"[All Fields]) OR "gene therapy"[All Fields]

n 修改为：("liver neoplasms"[MeSH Terms] ) AND ("genetic 
therapy"[MeSH Terms] )



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字段限制检索

字段限制检索：

     PubMed中可检索字段较多,为了提高检索效率,可以直
接在检索词后面使用字段标识符进行限定字段检索，

     采用字段限制方式进行检索，其规则是：

  检索词1[字段标识] 逻辑运算符 检索词2[字段标识]

  例:查找作者为crick在1993年发表的有关DNA方面的文献

     检索式：DNA[MH] AND crick[AU] AND 1993[DP]



字段标识符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AD Affiliation 第一著者的单位、地址（包括Email地址）

ALL All fields 所有字段

AU Author 著者

CN Corporate Author 团体著者

EDAT EC/RN Number 国际酶学委员会给特定酶的编号或化学物质的CAS
登记号

EDAT Entrez Date 文献被PubMed收录的日期

1AU First Author Name 第一著者

FAU Full Author Name 著者全名

GN Grant Number 获资助项目的编号或合同号

IP Issue 期刊的期号

IR Investigator 对研究项目有贡献的主要调查者或合作者

TA Journal Title 期刊全称、缩写或ISSN号

LA Language 语种



LA Language 语种

LASTAU Last Author 排名最后的作者

MAJR MeSH Major Topic 主要MeSH主题词，主题词后加“*”标记

SH MeSH Subheadings MeSH副主题词

MH MeSH Terms MeSH主题词

PG Pagination 文献在期刊中的起始页码

PL Place of Publications 期刊的出版国别

DP Publications Date 文献的出版日期

PT Publication Type 文献类型

NM Substance Name 化学物质名称

SB Subset PubMed数据库子集

TW Text Words 文本词，来自TI、AB、MH、SH、PT、NM等字段

TI Title 文献的题名

TIAB Title/Abstract 文献的题名/摘要

PMID Unique Indentifer PubMed中文献的唯一识别码

VI Volume 期刊的卷号



     基本检索-期刊检索

可用期刊全称：GENE THERAPY[TA]

可用期刊简称：JAMA[TA]；(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可用ISSN号:0002-9440, am j pathol



     基本检索-期刊检索

如某一杂志名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如：cancer， science，
cell等，PubMed会首先将这些词转换成MeSH词表中的主题
词进行检索。需要将检索请求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杂志名后
面加[TA]。

    如："cell"[ta]

刊名中含有特殊字符，如[ ]、&等，要去掉：

    如 J HAND SURG[AM] 要写成J HAND SURG AM

中文期刊，用汉语拼音

    如：Beijing da xue xue bao



     姓全称，名缩写。如：Smith J  

仅 知 道 作 者 姓 ， 则 须 加 上 字 段 标 识 。 如 ： 

Smith[au]

2002年以后的文献若文中有作者全称可用全称检

索。如：Joshua Lederberg
   

基本检索-作者检索



基本检索-作者检索

    中国人姓名格式：Last name、First name
      如：钟世珍，就有如下拼写形式可供检索：

● Shi-zhen Zhong；Shi zhen Zhong；

   Zhong shi-zhen；Zhong，shi zhen →zhong sz

● Shizhen Zhong；zhong shizhen    →zhong s

注意:作者检索一定要与地址同时检索才有意义



   由于作者姓名有不同形式，PubMed采用自动转换功能 

    进行作者姓名检索，

    如：smith j将检索成smith ja, smith jb, smith jr 等。

  精确检索：用双引号将作者名括起来，加作者字段限定

    [AU]，如：“smith j”[au]，可避免PubMed自动转换 

    实现精确查找。
   

基本检索-作者检索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检索条件：

n 作者：俞光岩（yu gy)
n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

高级检索举例：
    检索北京大学俞光岩教授的文章



高级检索

1、选择检索字段，输入检索词；
2、选择逻辑关系；
3、检索生成区自动成生成检索表达式；
4、点击seach完成检索



高级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又称叙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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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概念只能用一
个主题词表达。

主题词表示的是概念，概念由语词表达的，并不
是所有的词语都是主题词,主题词是人工检索语言

    如：肿瘤

n cancer 
n Carcinoma
n Tumor
n Neoplasm
n ……

Neoplasm



主题词的单一性  原则上一个语词只表达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只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如表达乳腺癌

的常见同义词有：breast neoplasms, breast cancer, 

breast tumors, cancer of breast等，但MeSH表只选

择了breast neoplasms作为主题词，因此，凡论及

乳腺癌的文献不管文献中使用的是哪个词，但标

引和检索时使用的主题词只能是breast neoplasms

，有利于提高文献的查全率。



主题词的动态性  MeSH表是医学常用规范化词汇
的浓缩，必然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
删、调整，以便及时反映医学科学的最新发展、
新主题和新事物，有一定的动态性。

     主题词的动态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随着医学科
学研究热点的变化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时收录
医学文献中出现的新术语或是在原有术语基础上
不断深化扩展。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一些术语
可能被证实不够科学而被删除，不再作为主题词
使用。



根据每个主题词的词义范畴和学科属性，可将全部主题词归入
16个大类，每个大类又细分出100多个二级类。二级类下再层
层划分，逐级展开，就像大树的干、枝、叶一样，使同一概念
范围的主题词成族展示它们之间的并列,隶属等概念相互关系.

主题词的树状结构体系具有三方面的作用：1、提供主题词等
级关系的完整显示，在体系中，广义的、泛指的主题词（上位
词）列在词树的上位，而较专指的主题词（下位词）列在词树
下位，以便于用户进一步选词以扩大或缩小检索范围、改善检
索效果；2、在计算机检索系统中，可实现自动扩检，即将某
词以下的的所有专指词进行检索，满足族性检索要求；3、通
过上位词、下位词及同位词的显示，进一步明确词间关系及词
义。



该主题词所替代的
非规范词形式

主题词树形结构
表：显示该词的
学科隶属关系

下位主题词

主题词



副主题词：对主题词所探讨的某一特定方面加以限定，增强专
指性的词。

             如：治疗（therapy）、外科学（surgery）、
                     代谢（metabolism）、 诊断（diagnosis）

主题词与副主题词之间的组配检索.起到对主题词的限定作用:  
主题词具有更高的专指性,缩小检索范围,保证检索结果的准确
性。

            如：白血病的药物治疗
                     leukemia/drug therapy

但并不是每个副主题词和任何主题词都能进行组配使用，每个
副主题词具有一定的专指性，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它后面括号内
的类目。



点击MeSH 
Database打开主
题检索界面



主题检索举例

检索儿童哮喘药物治疗方面的文献

分析该检索课题，包含三个方面：

   儿童  哮喘(asthma)   药物治疗( drug therapy)
    哮喘--主题词    药物治疗—副主题词

    儿童—特征词

    哮喘 / 药物治疗 and 儿童（特征词）



主题检索举例

特征词是一种标识性概念 , 用来表征实验对象的 
特征 、 属 性 。常 用 的特征词如 “ 病历报告 、 
对 比研究 、 女 ( 雌 ) 性 、 男 ( 雄 ) 性 、 人类 、 
动 物 、 老 年人 、 中年人 、 成年人 、 儿 童 、 
婴 儿 、 体外研 究 、 大 鼠 、 小 鼠 等 ” 。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主题检索举例：长春新碱（Vincristine）治疗
白血病（leukemia）的英文综述文献

分析该检索课题，有2个概念：长春新碱（Vincristine） 、

白血病（leukemia）：

对长春新碱来说是利用其治疗疾病，故其应组配副主

题词“治疗应用（therapeutic use）”

对白血病来说是利用药物来治疗，故其应组配副主题

词“药物疗法（drug therapy）”

同时这两个概念之间是AND的关系

文献限定在英文综述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我们通过两个主题检索分别得到了：

“长春新碱/治疗应用” 的检索结果

“白血病/药物疗法” 的检索结果

下面我们要把这两个检索结果用AND组合起来，就需

要用到检索史

主题检索举例：长春新碱（Vincristine）治疗
白血病（leukemia）的英文综述文献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MeSH主题词检索



1.输入查找的主题词

2.找到所需主题词，直接点击词的链接

3.选择与主题词对应的副主题词表（检索范围，参

考树状结构表） 

4.添加到检索框中

5.在PubMed中检索



主题词加权检索

权，然后知轻重.

“权”是表示事物重要程度的数值。而所谓“加权检索”，
是对参加组配检索的各个标识（检索词），依据检索要求
分别给予不同重要程度的数值。这是对检索质量进行控制
的有效方法。

加权的意义：检出文献必须主要论述该检索主题。可提高
查准率。

主题检索-加权 



加权检索与扩展检索

加权检索：检索数据库中
主要主题词标引为检索词
的所有文章
在检索结果页面，加*号的
MeSH词就是主要主题词。
主题词是该篇文章在讲什
么，主要主题词是该篇文
章主要在讲什么

扩展检索：即除了检索输
入的主题词，还会扩展该
主题词的下位词
不进行扩展检索：即只检
索标引为哮喘的，不检索
其下位词



             加权检索与扩展检索
             技巧3 综述趋势性文献 研究前沿

组配副主题词 Trend





结果的显示、保存



结果的显示、保存

显示格式

每页显示
条数

显示排序



结果的显示、保存



     结果的显示、保存
n 结果显示：系统提供的显示格式有以下4种：

Summary：为默认显示格式。显示的信息包括文献的
标题、著者、出处、PMID、综述出版类型、非英文文
献的原文语种等。

Abstract：显示信息除了文献标题、著者、出处等基
本信息外，还包括摘要信息，以便用户了解文献详细
内容

PubMed：以PubMed数据库的记录格式来显示检索
结果。字段内容主要包括PMID、题目、摘要、作者、
作者地址、语种、出版类型、出处、MeSH、文献ID、
出版状态等。

PMID: PubMed数据库分配给每一篇文献的唯一ID号



PubMed的辅助功能



临床咨询

为临床医生专门提供的内嵌式检索过滤器，可以使用户方
便快捷地检索到有关临床方面的文献，如临床疾病的诊断、
治疗、病因和预后等；



临床咨询

临床咨询 系统评价
用于查找循证医

学方面的文献

检索医学遗传
学研究方面的
文献



  



可通过输入期刊的主题、全称、缩写或ISSN号等查看期

刊的详细信息；

可根据期刊的主题分类，查看medline收录的各学科的

期刊，比如查看medline收录的关于口腔医学(Dentistry)

方面的期刊；

注意：检索结果仅为期刊信息，而不是期刊所刊载的文

章，当找到所需期刊时，可将其送入检索框查询该刊收

录文献，方便检索某本期刊上被PubMed收录的所有文

章。

期刊数据库（Journal database)





期刊数据库

dentistry



期刊数据库



期刊数据库



期刊数据库



MyNCBI个性化服务



My NCBI

PubMed为每个注册用户提供一定容量的个空间

存储检索式，定期发送最新相关文献。

设定检索过滤器，使检索结果更加个性化。

存储检索结果文献。



My NCBI



My NCBI



My NCBI

直接检索 保存检索式

书目信息

近期操作

设置过滤器

对存储内容编辑整理



其他辅助功能

全文链接

相关文献链接

文献匹配器



全文链接



全文链接



相关文献链接



相关文献链接



文献匹配器



单篇文献匹配器



多篇文献匹配器

按照格式要式输入一个文
件,即可检索出一批所需文

献

该功能在进行参考文献信
息不全的核对时非常有用



 SINOMED检索功能介绍



研制单位：该系统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图书馆开发研制。

整合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西文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WBM）、北京协和医学院博硕

学位论文库等8种资源,是集检索,免费获取,个性化定

题服务,全文传递服务为一体的生物医学中外文文献

服务系统. 

 可实行跨库检索

系统概况



系统概况

内容覆盖：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西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WBM）

日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俄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英文文集汇编文摘数据库

英文会议文摘数据库

北京协和医学院博硕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国医学科普文献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

CBM概况介绍

数据库检索规则

常用的检索方法



系统概况——整合数据库介绍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收录范围：收录1978以来2000余种中国生物医学期刊，
以及汇编、会议论文的文献题录，数据每月更新，全部题
录均进行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等规范化加工处理,文献内
容揭示更加全面、准确。截止到2015年3月，收录文献
850多万篇。年增文献50余万篇，每月进行更新 。

    

    学科范围：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
中医学及中药学等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



CBM概况介绍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具有如下特点： 
  

 对收录的文献内容揭示规范、全面：CBM注重题录信息的深度
加工和规范化处理，严格按照《医学主题词表》、《中国中医
药学主题词表》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医学专业分类表》对
收录文献进行主题标引 和分类标引，从而使文献内容揭示更加
全面、准确。

检索功能完备：定题检索、限定检索、截词检索、通配符检索，
各种逻辑组配检索功能会大大提高检索效率。

全文获取：目前CBM已经实现了与维普全文数据库的链接功能，
对于1989年以来的全文，可以直接链接维普全文数据库。









进入数据库检索



（一）快速检索  

（二）高级检索

（三）主题检索  

（四）分类检索

检索途径



默认在全部字段执行智能检索。

智能检索：在“缺省”字段，自动实现检索词、检索词对应的主题词
及该主题词所含下位词的同步检索。

    如：在“缺省”字段输入“脑中风”，勾选“智能检索”后点击“检

    索”按钮，系统自动对“脑中风”、脑中风对应主题词“卒中”、卒

    中其他款目词“脑血管意外”、“脑血管中风”进行同时检索。

注:输入多个检索词，检索词之间默认为“AND”运算。如：肝炎  预
防

          智能检索不支持逻辑匹配

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

系统自动转换过程



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



检索条件比较多，较复杂的情况下，采用高级检索，构建检索

表达式每次可允许输入多个检索词，输入框中只支持同时输入

AND、OR、NOT或空格中的一种逻辑运算符

多个字段执行智能检索

输入词提示：在作者单位、第一作者单位、通讯作者单位、刊

名、基金字段支持规范名称的提示

关联提示：在作者、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字段支持关联规范机

构名称的提示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输入词提示



    高级检索：输入词提示



    高级检索：关联提示



高级检索：检索牙髓炎治疗的综述文献

表达式执行区

辅助检索区

表达式构建区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主题检索 

主题检索是基于文献内容的主题概念进行检索，有利于提
高查全率和查准率。

主题检索的依据 ：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著的《医学主题词表》(即MeSH
词表)。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编著的《中医药学主
题词表》。



   关键词（自由词）              主题词

  

  

    艾滋病

    AIDS

    爱滋病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主题词：（规范主题词subject headings) 

——经系统规范词表控制的统一检索用词



主题检索 

主题索引中提供中、英文两种形式。

主题词检索的功能：

提供主题词的定义、注释；

显示主题词之间的族性关系（上位词、下位词、
同位词）；

将非主题词引见到主题词形式



主题检索 
           

副主题词(subheading)：
      限定规范主题词某一方面研究内容的规范词。

 例如：
     诊断：诊断，放射摄影术，放射性核素成像，超

声诊断等
     治疗:  治疗，药物治疗，放射治疗，外科学，膳

食疗法，康复，中医治疗相关副主题词等
     药物作用： 治疗应用，副作用，毒性，中毒等



规范化处理之前

 标题：艾滋病并发结核致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的临床及影像表现

 著者：袁春旺;  赵大伟;  梁连春;  李在村;  陈枫;  段勇;  王微

 著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放射科, 100069

 文摘：目的:探讨艾滋病(AIDS)并发结核患者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HAART)中发生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IRIS)的临床特征及影像表现。方法:
回顾分析4例AIDS并发结核患者在HAART中发生IRIS的临床及影像资料。结
果:以上临床及影像表现均具有临时性及白限性特征,随着抗结核及HAART
联合治疗的继续,病情均出现好转。结论:AIDS并发结核患者在HAART中均
有可能发生IRIS,影像检查对IRIS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疗效评价及治
疗具有重要的作用。

 出处：中华放射学杂志 2008; 42(2) : 149-151



规范化处理之后

n 分类号： R442.8;  R512.91;  R52;  *R734.2

n 标题：艾滋病并发结核致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的临床及影像表现
n 著者：袁春旺;  赵大伟;  梁连春;  李在村;  陈枫;  段勇;  王微
n 著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放射科, 100069

n 文摘：目的:探讨艾滋病(AIDS)并发结核患者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中发生免疫重
建炎性综合征(IRIS)的临床特征及影像表现。方法:回顾分析4例AIDS并发结核患者在HAART
中发生IRIS的临床及影像资料。结果:以上临床及影像表现均具有临时性及白限性特征,随着
抗结核及HAART联合治疗的继续,病情均出现好转。结论:AIDS并发结核患者在HAART中均有可
能发生IRIS,影像检查对IRIS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疗效评价及治疗具有重要的作用。

n 出处：中华放射学杂志 2008; 42(2) : 149-151

n 主题词：结核/并发症;  结核/*放射摄影术;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并发症;  获得性免
疫缺陷综合征/*放射摄影术;  综合征;  回顾性研究;  炎症/病因学;  炎症/*放射摄影术

利用《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 · 医学专业分类表》

利用主题词表



举例1：     口腔癌发病原因方面的文献



查找规范主题词

  1、选择检索入口，输入检索词

 2、  查找到规范主题词



四个表组成

副主题词区

相关词表

主题词注释表

树状结构表



3、选择与其匹配的副主题词



加权；不扩展，结果：1365





不加权；扩展，结果：2510



           若觉得该词范围过窄,可进一步查找上

位词，扩大检索范围。





主题检索 





分类检索

可通过分类号和分类名进行检索，通过

选择是否扩展、是否复分会使检索结果

更为贴切。 

分类检索单独使用或与其它检索方式组

合使用，可发挥其族性检索的优势。 



分类检索



分类检索



分类检索



分类检索



检索结果筛选



检索结果筛选



CBM的特点小结

n 主题检索功能强：CBM是受控的检索数据库，具有
主题检索功能。它既可对单个主题词加权检索，也
可扩展检索，还可以选择副主题词进行方面组配，
对查全率和查准率都有一定保证。

n CBM，界面友好，方便操作，检索途径多，还可以
进行分类途径检索，还可以进行年限的限制。

n 收录1978年以来的文献题录 ，可进行课题的回溯检
索。

n CBM属于浅标引，用主题词检索途径易造成漏检，
要配合自由词检索。



联系方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图书馆 孙蕾

电    话：82195234

E-mail: lois_sun101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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