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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Key助益医疗、科研、教学 



 2,000多种期刊：如 The Lancet, Cell 

 2,000多种图书：如 Gray’s Anatomy, Cecil Medicine 

 62个领域：期刊排名第一 

 24%：SCI医学论文全球占比近四分之一 

 100年：被 SLA 评为“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医学

和生命科学出版商” 

爱思唯尔——全球领先的医学科技出版商 



www.Clinical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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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浏览器：Firefox, Google Chrome, Safari，IE8以上。 

                                    CK 2.0适配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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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有力的帮助 

医疗 

• 提升医疗安全 

• 减少不必要会诊 

• 缩短住院日 

• 减少医疗事故 

• 规范有效的医患沟通 

科研 • 提升科研水平 

• 提高科研产出和质量                       

教学 
• 保证教学水平 

• 锻炼提高临床操作水平 



全面助力医疗 



最新权威的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疾病主题:  

850 FIRST CONSULT + 1400 DISEASE TOPICS 

 

 

 GUIDELINE 诊疗指南:  

270+ 欧美专业学会、协会（超过5000篇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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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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全面准确的诊疗思路
防止漏诊误诊 

以“腹痛”检索，可得到诊疗思路
列表供参考： 

非器质性腹痛、腹痛临床可能情况、
急性阑尾炎、小肠梗阻、克隆氏病、
慢性胰腺炎、溃疡性结肠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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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各种终端 

• 允许远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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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院大会诊：再次腰穿查脑脊液细胞分类、腹部增强MRI查找原发灶、腰

骶段MRI及四肢电生理。 

• 随访：患者出院后未行进一步检查治疗，发病后5个月死亡。 

 

 

临床诊疗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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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逻辑思路的帮助 

PubMed结果，关联度不高 Google结果数量庞大无序，目前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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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临床医生一样思考问题： 

1. 按临床逻辑关联性强弱显示
结果：依次为脑膜癌病、自
身免疫病、脑炎、Bahcet综
合征、脑膜炎、系统性疾病
等 ，为临床提供清晰诊断思
路   

 

2. 检索获得1100多条结果：包
括书籍、杂志、药品专论、
权威指南、患者教育等多层
次多角度临床专业知识，无
冗余信息干扰 

 

3. 资源种类多样，包括各种直
观图片、视频资料 ，并可以
直接制作ppt后导出                  

权威全面的医学支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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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多种检索词组合指向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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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团助手    随时上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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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诊断疑难病例极其强大 





Case Scenario-Photos 

 



ClinicalKey 搜索问题 





ClinicalKey 提供的答案 

• 最好的术式选择 

CK 为临床术者提供了权威细节的直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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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问题  获得解答 

• 解剖及美学缺陷 

• 可用供体组织Available donor tissues 

– 鼻唇沟或前额皮瓣覆盖 
• 需要扩展延伸皮瓣  

– 鼻内衬砌瓣 
• 非全厚疤痕不需要  

– 耳软骨支撑 

• 手术分期及步骤 

– 根据覆盖及衬砌皮瓣的修复情况分为3-4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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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utcome-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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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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科研最新前沿：全球在研多中心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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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促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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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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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套成系列的知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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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Science Clinical Management Physician Artist 



医学发展前沿  基础结合临床 



精品医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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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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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生动的英语教学  权威专家手术操作演示 



庞大医学图书馆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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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源最丰富全医学平台 

挖掘最丰富的临床医学图书馆 

 1,145 reference books 参考书 

 650 medical journals 医学期刊 

 30,000+ medical / surgical videos 内外科视频 

 300+ Procedures Consult videos 操作视频 

 Over 3.0 million images 影像图片 

 1,400+ Topic Pages 疾病主题 

 850+ First Consult monographs 循证专论 

 3,000+ drug monographs 药物专论 

 5,000+ practice guidelines 诊疗指南 

 15,000+ patient education handouts 患者教育 

 Over 210,000ClinicalTrials.gov 临床试验 

 Fully indexed MEDLINE 期刊文摘 



谢谢！ 

 


